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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

淋装置，包括清洗平台、设置在清洗平台两侧的

竖向的立杆，位于两个立杆之间的供水管，所述

供水管上设置有多个高压喷嘴，所述清洗平台上

铺设有钢格栅，所述钢格栅下方设置有用于汇集

污水的回水通道，所述回水通道下端连接有集水

箱并设置有沙土过滤装置，所述供水管端部转动

连接于所述立杆，并且，所述供水管端部连接有

能使供水管往复转动的曲柄摆动组件。本实用新

型设置有回水通道和集水箱，能对水进行循环利

用，降低用水量，节约用水，降低用水成本；钢格

栅由多个钢格栅件组成，维护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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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包括清洗平台（1）、设置在清洗平台（1）两侧的竖向

的立杆（11），位于清洗平台（1）同侧的两个立杆（11）之间的供水管（2）和设置在所述供水管

（2）上的多个高压喷嘴（21），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平台（1）上铺设有钢格栅（12），所述钢格

栅（12）下方设置有用于汇集污水的回水通道（13），所述回水通道（13）下端连接有集水箱并

设置有沙土过滤装置（14），所述供水管（2）端部转动连接于所述立杆（11），所述供水管（2）

端部连接有能使供水管（2）往复转动的曲柄摆动组件（22），所述供水管（2）连通于供水箱并

设置有高压水泵，所述集水箱与所述供水箱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水通道

（13）为开设在所述清洗平台（1）上表面的凹槽，所述凹槽两侧向中间凹陷并倾斜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水通道

（13）下端设置有敞开的除沙口（131），所述除沙口（131）上方设置有可直接掀开的盖板

（132），所述除沙口（131）下端设置所述沙土过滤装置（14）并连通所述集水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沙土过滤装

置（14）为设置在所述除沙口（131）处的多个过滤网（141），所述过滤网插接在清洗平台（1）

上的过滤网槽（142）中。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内

铺设有格栅钢架（121），所述格栅钢架（121）下端通过支柱（122）固定安装于所述清洗平台

（1），所述格栅钢架（121）上方形成用于放置安装所述钢格栅（12）的钢格栅安装槽（12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栅钢架

（121）相互垂直交错设置，形成大小相同的所述钢格栅安装槽（123），所述钢格栅（12）包括

多个大小相同的方形的钢格栅件（124）。

7.根据权利要求3或6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水管

（2）通过焊接在立杆（11）上的管套（23）转动连接于所述立杆（11），所述供水管（2）端部连通

设置有垂直于所述供水管（2）的支管（24），所述支管与所述供水箱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曲柄摆动组

件（22）包括驱动电机（221），设置在驱动电机（221）转轴处的驱动轮（222）、偏心设置在驱动

轮（222）圆面上的偏心小轴（223）和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所述偏心小轴（223）、支管（24）的曲

柄（224）。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喷嘴

（21）为扇形水喷头，喷出的扇形水流与所述供水管（2）平行。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水管（2）

设置有上下排布的多个，均设置有所述高压喷嘴（21）和曲柄摆动组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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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矿用除尘设备，具体涉及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矿山施工现场文明施工要求很高，环境保护要求更高，施工现场进出车辆较

多，为了防止车辆在下矿区后车体的灰尘污染厂区环境，减少厂区环境中扬尘，需要对进出

车辆冲洗干净，以前多为几个工人同时手持高压水枪进行清洗，清洗效率较低、效果差、成

本高，用水量大造成水资源严重浪费等现象。

[0003] 中国专利CN108454579A公开了矿山车辆喷淋称重一体装置，包括有车辆通道，所

述车辆通道一端上安装有计重秤台，另一端端两侧开设有滑轮轨道，两所述滑轮轨道上安

装有可沿滑轮轨道移动的倒凵形支撑架，所述倒凵形支撑架上固定有输水管道，所述输水

管道上安装有多个高压喷嘴，所述输水管道一端连接有柔性进水管和电磁阀。该专利的矿

山车辆喷淋称重一体装置，所述高压喷嘴竖向排布，通过滑轮轨道进行移动，对矿车进喷淋

清洗，因为矿车通常超度较大，会大幅度降低工作效率，并且，不能对喷淋后的水进行回收

利用，用水量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喷淋效率高、效果好，

且能够回用污水，减少浪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

装置，包括清洗平台、设置在清洗平台两侧的竖向的立杆，位于清洗平台同侧的两个立杆之

间设置有横向的供水管，所述供水管上设置有多个高压喷嘴，所述清洗平台上铺设有钢格

栅，所述钢格栅下方设置有用于汇集污水的回水通道，所述回水通道下端连接有集水箱并

设置有沙土过滤装置，所述供水管端部转动连接于所述立杆，并且，所述供水管端部连接有

能使供水管往复转动的曲柄摆动组件，所述供水管连通于供水箱并设置有高压水泵，所述

集水箱与所述供水箱相连。

[0006]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所述曲柄摆动组件能够驱动所述供水管摆动，从而带动高

压喷嘴进行上下摆动，使得喷出的高压水流对矿车进行上下喷扫，喷淋效率高，效果好，污

水落至所述清洗平台，从钢格栅中渗入到回水通道，经沙土过滤装置过滤后，沙土被截留，

水集中至集水箱并被输送至供水箱进行循环利用，节水效果好。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回水通道为开设在所述清洗平台上表面的凹槽，所述凹槽两侧向

中间凹陷并倾斜设置，凹陷倾斜的凹陷能够有效汇集污水水流，形成所述回水通道，集水效

果好，有利于增加回水效率。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回水通道下端设置有敞开的除沙口，所述除沙口上方设置有可直

接掀开的盖板，所述除沙口下端设置所述沙土过滤装置并连通所述集水箱，污水中的沙土

被所述沙土过滤装置拦截，在除沙口处聚集，当沙土聚集较多时，工作人员通过铁锹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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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将沙土铲走，避免沙土堵塞。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沙土过滤装置为设置在所述除沙口处的多个过滤网，过滤效果好，

且结构简单，使用和维护成本较低。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凹槽内铺设有格栅钢架，所述格栅钢架下端通过支柱固定安装，所

述格栅钢架上方形成用于放置安装所述钢格栅的钢格栅安装槽。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格栅钢架相互垂直交错设置，形成大小相同的所述钢格栅安装槽，

所述钢格栅包括多个大小相同的方形的钢格栅件，安装方便，承载能力强，且维护成本低，

便于更换维护。

[0012] 作为优选，所述供水管通过管套转动连接于所述立杆，所述供水管端部连通设置

有垂直于所述供水管的支管，所述曲柄摆动组件包括驱动电机，设置在驱动电机转轴处的

驱动轮、偏心设置在驱动轮圆面上的偏心小轴和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所述偏心小轴、支管的

曲柄，使用时，驱动电机驱动所述驱动轮转动，偏心小轴配合所述曲柄，带动所述支管以供

水管中轴线为轴心在一定角度内摆动，从而带动高压喷嘴摆动，进而使得高压喷嘴喷出的

水流进行上下喷淋，喷淋效果好、效率高。

[0013] 作为优选，所述高压喷嘴为扇形水喷头，喷出的扇形水流与所述供水管平行，相邻

的高压喷嘴配出的扇形水流有重合，从而保证喷淋效果和喷淋效率。

[0014] 作为优选，所述供水管设置有上下排布的多个，均设置有所述高压喷嘴和曲柄摆

动组件，以提高喷淋效率和喷淋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有：

[0016] 1.设置有能够摆动的高压喷嘴，喷淋效率高、效果好；

[0017] 2.设置有回水通道和集水箱，能对水进行循环利用，降低用水量，节约用水，降低

用水成本；

[0018] 3.钢格栅由多个钢格栅件组成，维护成本低；

[0019] 4.设置有格栅钢架，承重能力强，避免钢格栅变形，减小维护成本；

[0020] 5.设置有敞开的除沙口，除沙方便，使用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立体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回水通道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回水通道的截面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盖板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除沙口的横向截面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除沙口的纵向截面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格栅钢架的示意图；

[0028]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曲柄摆动组件的示意图；

[0029]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高压喷嘴的安装示意图；

[0030]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供水管的示意图；

[0031] 图中各项分别为：1清洗平台，11立杆，12钢格栅，121格栅钢架，122支柱，123钢格

栅安装槽，124钢格栅件，13回水通道，131除沙口，132盖板，14沙土过滤装置，141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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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过滤网槽，2供水管，21高压喷嘴，22曲柄摆动组件，221驱动电机，222驱动轮，223偏心小

轴，224曲柄，225转动小轴，23管套，24支管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详细的描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2所示，一种高效节水的矿用喷淋装置，包括清洗平台1、设置在清洗平台1

两侧的竖向的立杆11，位于清洗平台1同侧的两个立杆11之间设置有横向的供水管2，所述

供水管2上设置有多个高压喷嘴21，所述清洗平台1上铺设有钢格栅12，所述钢格栅12下方

设置有用于汇集污水的回水通道13，所述回水通道13下端连接有集水箱（图中未画出）并设

置有沙土过滤装置14，所述供水管2端部转动连接于所述立杆11，并且，所述供水管2端部连

接有能使供水管2往复转动的曲柄摆动组件22，所述供水管2连通于供水箱（图中未画出）并

设置有高压水泵（图中未画出），所述集水箱与所述供水箱相连。

[0035] 在本实施例中，由供水箱和高压水泵为供水管和高压喷嘴进行供水，所述供水箱

连通有自来水管，所述集水箱内设置有循环水泵，用于将集水箱中水回流至供水箱进行循

环利用。

[0036]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所述曲柄摆动组件22能够驱动所述供水管2摆动，从而带动高

压喷嘴21进行上下摆动，使得喷出的高压水流对矿车进行上下喷扫，喷淋效率高，效果好，

污水落至所述清洗平台1，从钢格栅12中渗入到回水通道13，经沙土过滤装置14过滤后，沙

土被截留，水集中至集水箱并被输送至供水箱进行循环利用，节水效果好。

[0037] 如图3所示，所述回水通道13为开设在所述清洗平台1上表面的凹槽，所述凹槽两

侧向中间凹陷并倾斜设置，凹陷倾斜的凹陷能够有效汇集污水水流，形成所述回水通道13，

集水效果好，有利于增加回水效率。

[0038] 如图4~6所示，所述回水通道13下端设置有敞开的除沙口131，所述除沙口131上方

设置有可直接掀开的盖板132，所述除沙口131下端设置所述沙土过滤装置14并连通所述集

水箱，污水中的沙土被所述沙土过滤装置14拦截，在除沙口131处聚集，当沙土聚集较多时，

工作人员打开所述盖板132，通过铁锹或其他工具将沙土铲走，避免沙土堵塞。

[0039] 其中，所述沙土过滤装置14为设置在所述除沙口131处的多个过滤网141，在本实

施例中，所述过滤网141设置有三个，插接在清洗平台1上的过滤网槽142中，过滤效果好，且

结构简单，需要时，可以直接将过滤网141从过滤网槽142中抽出，使用和维护成本较低。

[0040]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7所示，所述凹槽内铺设有格栅钢架121，所述格栅钢架121下

端通过支柱122固定安装，所述格栅钢架121上方形成用于放置安装所述钢格栅12的钢格栅

安装槽123。

[0041] 其中，所述格栅钢架121相互垂直交错设置，形成大小相同的所述钢格栅安装槽

123，所述钢格栅12包括多个大小相同的方形的钢格栅件124（图中仅画出部分钢格栅件），

安装方便，承载能力强，且维护成本低，便于更换维护。

[0042] 如图8所示，所述供水管2通过焊接在立杆11上的管套23转动连接于所述立杆11，

所述供水管2端部连通设置有垂直于所述供水管2的支管24，所述支管24通过柔性的水管与

供水箱相连通，所述曲柄摆动组件22包括驱动电机221，设置在驱动电机221转轴处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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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222、偏心设置在驱动轮222圆面上的偏心小轴223和两端分别转动连接所述偏心小轴

223、支管24的曲柄224，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支管24上固定设置有轴向与供水管2平行的转

动小轴225，所述曲柄224一端转动套接于所述转动小轴225外侧，使用时，驱动电机221驱动

所述驱动轮222转动，偏心小轴223配合所述曲柄224，带动所述支管24以供水管2中轴线为

轴心在一定角度内摆动，从而带动高压喷嘴21摆动，进而使得高压喷嘴21喷出的水流进行

上下喷淋，喷淋效果好、效率高。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驱动电机221通过螺丝螺母固定安装在

所述立杆11上。

[0043]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9所示，所述高压喷嘴21为扇形水喷头，喷出的扇形水流与所

述供水管2平行，在本实施例中，每个供水管上设置有四个高压喷嘴21，相邻的高压喷嘴21

配出的扇形水流有重合，形成一条全覆盖的水幕，从而保证喷淋效果和喷淋效率。

[0044] 实施例2

[0045] 本实施例是基于实施例1的，其技术方案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在于：

[0046] 如图10所示，所述供水管2设置有上下排布的多个，在本实施例中优选为上下排布

的两个，均设置有所述高压喷嘴21和曲柄摆动组件22，以提高喷淋效率和喷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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