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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包括料

液分隔箱、挤压式除水机构和蓝藻框，料液分隔

箱设置在挤压式除水机构的下方，挤压式除水机

构上有蓝藻框滑动，挤压前通过左拉板将放置在

底板上的蓝藻向右推送至滤网架处，使蓝藻在堆

叠状态下被挤压，有效提高单次挤压时的出水

量，通过刮片对蓝藻框的底面进行刮除，防止蓝

藻框堵塞的同时能够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

离过程，方便工人回收，挤压过程结束后，通过人

力将滤网架回收到底板中，再将底板倾斜，即可

使蓝藻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到隔板右侧的料液分

隔箱中，蓝藻的清理过程十分便捷，操作简单，蓝

藻治理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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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料液分隔箱(1)、挤

压式除水机构(2)和蓝藻框(3)，料液分隔箱(1)设置在挤压式除水机构(2)的下方，挤压式

除水机构(2)上有蓝藻框(3)滑动，所述料液分隔箱(1)的内部空间被隔板(11)分隔为左右

两部分，隔板(11)的左侧空间大于隔板(11)的右侧空间；

所述挤压式除水机构(2)包括机架(21)、电机(22)、传动板(23)、转轴(24)、转轴架

(25)、转盘(26)、杆套(27)、导向杆(28)、L型安装架(29)、气缸(210)和压板(211)，压板

(211)固定在气缸(210)的输出端上，气缸(210)的顶部固定在L型安装架(29)的水平段，L型

安装架(29)的竖直段底部固定在机架(21)的顶面前沿上，机架(21)的内部安装有两组导向

杆(28)，机架(21)的左侧顶面固定安装有转轴架(25)，转轴架(25)的底面安装有电机(22)，

电机(22)的输出端与传动板(23)相连接，转轴架(25)的顶部安装有转轴架(25)，转轴架

(25)的内部套装有转轴(24)，转轴(24)的一端与传动板(23)相连接，转轴(24)的另一端安

装有转盘(26)，转盘(26)通过轴体结构与杆套(27)套接，与杆套(27)套接的轴体结构不在

转盘(26)的中心位置上，杆套(27)与蓝藻框(3)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传动板(23)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231)，安装槽(231)的内部通过两组轴体结构与下驱动

轮(232)和上驱动轮(233)套接，下驱动轮(232)和上驱动轮(233)啮合，下驱动轮(232)与电

机(2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上驱动轮(233)与转轴(24)的端部固定连接，传动板(23)上安装

有开关(234)，开关(234)通过导线与气缸(210)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两

组所述导向杆(28)的右侧均固定套装有套环(281)，套环(281)通过两组轴体结构分别与刮

片(282)的前后两侧外壁相连接，轴体结构与刮片(282)外壁的连接处设置有压簧，刮片

(282)倾斜设置在隔板(11)右侧的料液分隔箱(1)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架(21)的顶面右侧固定安装有两组弹力伸缩套板(212)，弹力伸缩套板(212)的伸缩端

穿过蓝藻框(3)与设置在蓝藻框(3)内侧的右拉板(213)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架(21)的顶面左侧固定安装有两组立式安装架(214)，两组立式安装架(214)之间设置

有左拉板(215)，左拉板(215)在蓝藻框(3)中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蓝藻框(3)的左侧外壁通过活动轴(31)与杆套(27)的外壁相连接，蓝藻框(3)的底面安装

有滑套(32)，滑套(32)套装在导向杆(28)上，蓝藻框(3)的前后两侧外壁开设有活动槽

(33)，活动槽(33)的左右两侧槽壁上均安装有波纹挡板(34)，两组波纹挡板(34)分别与左

拉板(215)的左右两侧外壁贴合，蓝藻框(3)的内壁通过两组轴体结构分别与底板(35)的右

侧前后两组外壁活动套接，底板(35)的左侧搭接在蓝藻框(3)的内壁上，底板(35)的右侧开

设有空心槽(36)，空心槽(36)的内部有滤网架(37)滑动，滤网架(37)搭接在蓝藻框(3)的右

侧内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述底板(35)设置为左低右高的斜板构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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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蓝藻框(3)的宽度尺寸不超过隔板(11)左侧外壁与料液分隔箱(1)左侧内壁之间的距离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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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蓝藻是最早的光合放氧生物，对地球表面从无氧的大气环境变为有氧环境起了巨

大的作用，有不少蓝藻可以直接固定大气中的氮，以提高土壤肥力，使作物增产，还有的蓝

藻为人们的食品，但是在一些营养丰富的水体中，有些蓝藻常于夏季大量繁殖，并在水面形

成一层蓝绿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称为“水华”，大规模的蓝藻爆发，被称为“绿潮”，绿潮引

起水质恶化，严重时耗尽水中氧气而造成鱼类的死亡，因此需要对爆发后的蓝藻进行治理，

在蓝藻的治理过程中，需要使用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对蓝藻进行挤压除水处理，现有的具有

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在挤压时，需要加装额外的复杂结构实现蓝藻的翻动，

零部件较多，蓝藻容易卡结在零部件中，且单次挤压时蓝藻的厚度较薄，出水量小，需要少

量多次的挤压，除水效率低，无法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离过程，工人需要人工将蓝藻料

渣铲出，回收过程十分不便，治理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具有能够有

效提高单次挤压时的出水量，能够在防止蓝藻框堵塞的同时能够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

离过程，方便工人回收，蓝藻的清理过程十分便捷，操作简单，蓝藻治理效率大大提高的优

点，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需要加装额外的复杂结构才能实现蓝藻的翻动，零部件

较多，蓝藻容易卡结在零部件中，且单次挤压时蓝藻的厚度较薄，出水量小，需要少量多次

的挤压，除水效率低，无法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离过程，工人需要人工将蓝藻料渣铲

出，回收过程十分不便，治理效率较低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

治理设备，包括料液分隔箱、挤压式除水机构和蓝藻框，料液分隔箱设置在挤压式除水机构

的下方，挤压式除水机构上有蓝藻框滑动，料液分隔箱的内部空间被隔板分隔为左右两部

分，隔板的左侧空间大于隔板的右侧空间；

[0005] 挤压式除水机构包括机架、电机、传动板、转轴、转轴架、转盘、杆套、导向杆、L型安

装架、气缸和压板，压板固定在气缸的输出端上，气缸的顶部固定在L型安装架的水平段，L

型安装架的竖直段底部固定在机架的顶面前沿上，机架的内部安装有两组导向杆，机架的

左侧顶面固定安装有转轴架，转轴架的底面安装有电机，电机的输出端与传动板相连接，转

轴架的顶部安装有转轴架，转轴架的内部套装有转轴，转轴的一端与传动板相连接，转轴的

另一端安装有转盘，转盘通过轴体结构与杆套套接，与杆套套接的轴体结构不在转盘的中

心位置上，杆套与蓝藻框相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传动板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安装槽的内部通过两组轴体结构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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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轮和上驱动轮套接，下驱动轮和上驱动轮啮合，下驱动轮与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上

驱动轮与转轴的端部固定连接，传动板上安装有开关，开关通过导线与气缸电性连接。

[0007] 优选的，两组所述导向杆的右侧均固定套装有套环，套环通过两组轴体结构分别

与刮片的前后两侧外壁相连接，轴体结构与刮片外壁的连接处设置有压簧，刮片倾斜设置

在隔板右侧的料液分隔箱上方。

[0008] 优选的，所述机架的顶面右侧固定安装有两组弹力伸缩套板，弹力伸缩套板的伸

缩端穿过蓝藻框与设置在蓝藻框内侧的右拉板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机架的顶面左侧固定安装有两组立式安装架，两组立式安装架之间

设置有左拉板，左拉板在蓝藻框中滑动。

[0010] 优选的，所述蓝藻框的左侧外壁通过活动轴与杆套的外壁相连接，蓝藻框的底面

安装有滑套，滑套套装在导向杆上，蓝藻框的前后两侧外壁开设有活动槽，活动槽的左右两

侧槽壁上均安装有波纹挡板，两组波纹挡板分别与左拉板的左右两侧外壁贴合，蓝藻框的

内壁通过两组轴体结构分别与底板的右侧前后两组外壁活动套接，底板的左侧搭接在蓝藻

框的内壁上，底板的右侧开设有空心槽，空心槽的内部有滤网架滑动，滤网架搭接在蓝藻框

的右侧内壁上。

[0011] 优选的，所述底板设置为左低右高的斜板构件。

[0012] 优选的，所述蓝藻框的宽度尺寸不超过隔板左侧外壁与料液分隔箱左侧内壁之间

的距离尺寸。

[0013]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本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挤压前通过左拉板将放置在底板上

的蓝藻向右推送至滤网架处，使蓝藻在堆叠状态下被挤压，有效提高单次挤压时的出水量。

[0015] 2、本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蓝藻框在左右滑动过程中，刮片能

够对蓝藻框的底面进行刮除，粘附在滤网架底面的蓝藻在蓝藻框的往复移动过程中被刮除

并掉落在隔板右侧的料液分隔箱中，防止蓝藻框堵塞的同时能够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

离过程，方便工人回收。

[0016] 3、本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蓝藻框向右移动时，活动轴对蓝藻

框的推送速度比右拉板右移的速度快，此速度差能够实现对被单次挤压后的蓝藻的翻动过

程，无需人工翻动，省时省力。

[0017] 4、本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挤压过程结束后，通过人力将滤网

架回收到底板中，再将底板倾斜，即可使蓝藻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到隔板右侧的料液分隔箱

中，蓝藻的清理过程十分便捷，操作简单，蓝藻治理效率大大提高。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的挤压式除水机

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的传动板结构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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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的弹力伸缩套板

和右拉板的安装位置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的蓝藻框结构示

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在底板翻折状态

下的蓝藻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的滤网架安装位

置示意图。

[0025] 图中：1、料液分隔箱；11、隔板；2、挤压式除水机构；21、机架；22、电机；23、传动板；

231、安装槽；232、下驱动轮；233、上驱动轮；234、开关；24、转轴；25、转轴架；26、转盘；27、杆

套；28、导向杆；281、套环；282、刮片；29、L型安装架；210、气缸；211、压板；212、弹力伸缩套

板；213、右拉板；214、立式安装架；215、左拉板；3、蓝藻框；31、活动轴；32、滑套；33、活动槽；

34、波纹挡板；35、底板；36、空心槽；37、滤网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请参阅图1，一种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包括料液分隔箱1、挤压

式除水机构2和蓝藻框3，料液分隔箱1设置在挤压式除水机构2的下方，挤压式除水机构2上

有蓝藻框3滑动。

[0028] 请参阅图2，料液分隔箱1的内部空间被隔板11分隔为左右两部分，隔板11的左侧

空间大于隔板11的右侧空间，未挤压状态下的滤网架37位于隔板11的右侧上方，底板35位

于隔板11的左侧上方。

[0029] 挤压式除水机构2包括机架21、电机22、传动板23、转轴24、转轴架25、转盘26、杆套

27、导向杆28、L型安装架29、气缸210和压板211，压板211固定在气缸210的输出端上，气缸

210的顶部固定在L型安装架29的水平段，L型安装架29的竖直段底部固定在机架21的顶面

前沿上，机架21的内部安装有两组导向杆28，机架21的左侧顶面固定安装有转轴架25，转轴

架25的底面安装有电机22，电机22的输出端与传动板23相连接，转轴架25的顶部安装有转

轴架25，转轴架25的内部套装有转轴24，转轴24的一端与传动板23相连接，转轴24的另一端

安装有转盘26，转盘26通过轴体结构与杆套27套接，与杆套27套接的轴体结构不在转盘26

的中心位置上，杆套27与蓝藻框3相连接，当电机22带动下驱动轮232转动时，通过下驱动轮

232与上驱动轮233的啮合，将动力传递给转轴24，转轴24带动转盘26转动，再通过转盘26上

安装的偏心轴结构使杆套27带动活动轴31转动，实现蓝藻框3沿着导向杆28左右滑动的过

程。

[0030] 两组导向杆28的右侧均固定套装有套环281，套环281通过两组轴体结构分别与刮

片282的前后两侧外壁相连接，轴体结构与刮片282外壁的连接处设置有压簧，刮片282倾斜

设置在隔板11右侧的料液分隔箱1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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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机架21的顶面左侧固定安装有两组立式安装架214，两组立式安装架214之间设置

有左拉板215，左拉板215在蓝藻框3中滑动。

[0032] 请参阅图3，传动板23的侧壁开设有安装槽231，安装槽231的内部通过两组轴体结

构与下驱动轮232和上驱动轮233套接，下驱动轮232和上驱动轮233啮合，下驱动轮232与电

机2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上驱动轮233与转轴24的端部固定连接，传动板23上安装有开关

234，开关234通过导线与气缸210电性连接，当蓝藻框3向左移动时，左拉板215挤压右侧的

波纹挡板34使其处于压缩状态，左侧的波纹挡板34伸展，当蓝藻框3的左侧外壁与开关234

接触时，弹力伸缩套板212处于极限伸长状态，右拉板213与蓝藻框3的右侧内壁紧密贴合，

滤网架37位于压板211的正下方，触发气缸210带动压板211向下压送并抬起，实现对蓝藻的

单次挤压过程，挤压出的水分滴落在隔板11左侧的料液分隔箱1中，挤压前通过左拉板215

将放置在底板35上的蓝藻向右推送至滤网架37处，使蓝藻在堆叠状态下被挤压，有效提高

单次挤压时的出水量，且蓝藻框3在左右滑动过程中，刮片282能够对蓝藻框3的底面进行刮

除，粘附在滤网架37底面的蓝藻在蓝藻框3的往复移动过程中被刮除并掉落在隔板11右侧

的料液分隔箱1中，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离过程，方便工人回收。

[0033] 请参阅图4，机架21的顶面右侧固定安装有两组弹力伸缩套板212，弹力伸缩套板

212的伸缩端穿过蓝藻框3与设置在蓝藻框3内侧的，固定连接。

[0034] 请参阅图5‑7，蓝藻框3的宽度尺寸不超过隔板11左侧外壁与料液分隔箱1左侧内

壁之间的距离尺寸，蓝藻框3的左侧外壁通过活动轴31与杆套27的外壁相连接，蓝藻框3的

底面安装有滑套32，滑套32套装在导向杆28上，蓝藻框3的前后两侧外壁开设有活动槽33，

活动槽33的左右两侧槽壁上均安装有波纹挡板34，两组波纹挡板34分别与左拉板215的左

右两侧外壁贴合，蓝藻框3的内壁通过两组轴体结构分别与底板35的右侧前后两组外壁活

动套接，底板35的左侧搭接在蓝藻框3的内壁上，底板35设置为左低右高的斜板构件，底板

35的右侧开设有空心槽36，空心槽36的内部有滤网架37滑动，滤网架37搭接在蓝藻框3的右

侧内壁上当蓝藻框3向右移动时，气缸210带动压板211回退，弹力伸缩套板212的回复力带

动右拉板213向右移动，由于活动轴31对蓝藻框3的推送速度比右拉板213右移的速度快，此

速度差能够使右拉板213将位于滤网架37上的被单次挤压后的蓝藻推送至底板35上，而后

右拉板213在弹力伸缩套板212的回复力下缓慢回复到初始位置，通过此种方式实现对被单

次挤压后的蓝藻的翻动过程，无需人工翻动，省时省力，挤压过程结束后，通过人力将滤网

架37回收到底板35中，再将底板35倾斜，即可使蓝藻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到隔板11右侧的料

液分隔箱1中，蓝藻的清理过程十分便捷，操作简单，蓝藻治理效率大大提高。

[0035] 工作原理：料液分隔箱1的内部空间被隔板11分隔为左右两部分，隔板11的左侧空

间大于隔板11的右侧空间，未挤压状态下的滤网架37位于隔板11的右侧上方，底板35位于

隔板11的左侧上方，当电机22带动下驱动轮232转动时，通过下驱动轮232与上驱动轮233的

啮合，将动力传递给转轴24，转轴24带动转盘26转动，再通过转盘26上安装的偏心轴结构使

杆套27带动活动轴31转动，实现蓝藻框3沿着导向杆28左右滑动的过程，当蓝藻框3向左移

动时，左拉板215挤压右侧的波纹挡板34使其处于压缩状态，左侧的波纹挡板34伸展，当蓝

藻框3的左侧外壁与开关234接触时，弹力伸缩套板212处于极限伸长状态，右拉板213与蓝

藻框3的右侧内壁紧密贴合，滤网架37位于压板211的正下方，触发气缸210带动压板211向

下压送并抬起，实现对蓝藻的单次挤压过程，挤压出的水分滴落在隔板11左侧的料液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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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1中，蓝藻框3在左右滑动过程中，刮片282能够对蓝藻框3的底面进行刮除；当蓝藻框3向

右移动时，气缸210带动压板211回退，弹力伸缩套板212的回复力带动右拉板213向右移动，

由于活动轴31对蓝藻框3的推送速度比右拉板213右移的速度快，此速度差能够使右拉板

213将位于滤网架37上的被单次挤压后的蓝藻推送至底板35上，而后右拉板213在弹力伸缩

套板212的回复力下缓慢回复到初始位置，挤压过程结束后，通过人力将滤网架37回收到底

板35中，再将底板35倾斜，即可使蓝藻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到隔板11右侧的料液分隔箱1中。

[0036] 综上所述，本具有挤压除水机构的湖泊蓝藻治理设备，料液分隔箱1的内部空间被

隔板11分隔为左右两部分，隔板11的左侧空间大于隔板11的右侧空间，未挤压状态下的滤

网架37位于隔板11的右侧上方，底板35位于隔板11的左侧上方，当电机22带动下驱动轮232

转动时，通过下驱动轮232与上驱动轮233的啮合，将动力传递给转轴24，转轴24带动转盘26

转动，再通过转盘26上安装的偏心轴结构使杆套27带动活动轴31转动，实现蓝藻框3沿着导

向杆28左右滑动的过程，当蓝藻框3向左移动时，左拉板215挤压右侧的波纹挡板34使其处

于压缩状态，左侧的波纹挡板34伸展，当蓝藻框3的左侧外壁与开关234接触时，弹力伸缩套

板212处于极限伸长状态，右拉板213与蓝藻框3的右侧内壁紧密贴合，滤网架37位于压板

211的正下方，触发气缸210带动压板211向下压送并抬起，实现对蓝藻的单次挤压过程，挤

压出的水分滴落在隔板11左侧的料液分隔箱1中，挤压前通过左拉板215将放置在底板35上

的蓝藻向右推送至滤网架37处，使蓝藻在堆叠状态下被挤压，有效提高单次挤压时的出水

量，且蓝藻框3在左右滑动过程中，刮片282能够对蓝藻框3的底面进行刮除，粘附在滤网架

37底面的蓝藻在蓝藻框3的往复移动过程中被刮除并掉落在隔板11右侧的料液分隔箱1中，

实现蓝藻料渣和料液的分离过程，方便工人回收；当蓝藻框3向右移动时，气缸210带动压板

211回退，弹力伸缩套板212的回复力带动右拉板213向右移动，由于活动轴31对蓝藻框3的

推送速度比右拉板213右移的速度快，此速度差能够使右拉板213将位于滤网架37上的被单

次挤压后的蓝藻推送至底板35上，而后右拉板213在弹力伸缩套板212的回复力下缓慢回复

到初始位置，通过此种方式实现对被单次挤压后的蓝藻的翻动过程，无需人工翻动，省时省

力，挤压过程结束后，通过人力将滤网架37回收到底板35中，再将底板35倾斜，即可使蓝藻

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到隔板11右侧的料液分隔箱1中，蓝藻的清理过程十分便捷，操作简单，

蓝藻治理效率大大提高。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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