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0962238.0

(22)申请日 2018.08.22

(71)申请人 湖南城市学院

地址 413000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湖南城

市学院

(72)发明人 余红兵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智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3207

代理人 陈铭浩

(51)Int.Cl.

E02F 5/28(2006.01)

E02F 7/00(2006.01)

E02F 7/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包括车体和车厢，车体包括驾驶室和

水中行驶机构，车厢的前端设置有和淤泥提升机

构，淤泥提升机构的侧下方匹配设置淤泥收集机

构，淤泥提升机构的出口处设置有滤水传输装置

和震动装置，滤水传输装置的出口处设置有料

斗，料斗与淤泥烘干装置连接，滤水传输装置的

底部设置有水箱，水箱的底部连接排水机构；淤

泥烘干装置的出料端下方设置有转盘式半自动

打包设备，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设置在车厢后

端的打包箱内底部，打包箱的后端设置有可向下

打开的门体，打包箱内设置有垫板。本发明能够

对沟渠中的淤泥进行快速化清理、提升、沥干以

及烘干处理，自动化程度高，解决了沟渠淤泥清

理工作量大，淤泥过于潮湿不利于转运的技术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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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它包括车体和车厢，车体包括驾驶室(3)和水

中行驶机构(2)，其特征在于，车厢的前端设置有和淤泥提升机构(4)，淤泥提升机构(4)的

侧下方匹配设置淤泥收集机构(1)，淤泥提升机构(4)的出口处设置有滤水传输装置(5)和

震动装置(6)，滤水传输装置(5)的出口处设置有料斗(7)，料斗(7)与淤泥烘干装置(8)连

接，滤水传输装置(5)的底部设置有水箱(10)，水箱(10)的底部连接排水机构(9)；淤泥烘干

装置(8)的出料端下方设置有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1)，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1)设

置在车厢后端的打包箱(12)内底部，打包箱(12)的后端设置有可向下打开的门体(13)，打

包箱(12)内设置有用于包装后淤泥存放的垫板(14)，垫板(14)上设置有方便叉车叉取转运

的槽口；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1)包括电动旋转台(1101)和用于将包装袋套设的打包桶

(1102)，打包桶(1102)的数量为多个，且在电动旋转台(1101)上方呈圆形阵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淤泥提升

机构(4)包括提升机壳体(403)，提升机壳体(403)的上下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转轴(405)和

第二转轴(401)，第一转轴(405)与第二转轴(401)之间设置有链条(402)，链条(402)上均匀

设置有多个提升料斗(404)，第一转轴(405)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提升机壳体(403)的上下

两端均采用圆弧结构，提升机壳体(403)的右侧下方设置有淤泥收集箱体(407)，淤泥收集

箱体(407)的下端设置有开口，淤泥收集机构(1)设置在淤泥收集箱体(407)内，淤泥收集箱

体(407)开口处设置有斜板(412)和弧形状集料块(411)，提升机壳体(403)的右上端设置有

出料斗(40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出料斗

(406)向右下方倾斜，提升机壳体(403)的内部且在位于出料斗(406)的底板处铰接导料板

(408)，导料板(408)与出料斗(406)底部的支撑板(410)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409)。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提升料斗

(404)的底部均匀分布多个沥水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震动装置

(6)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挡板(601)，挡板(601)的上下及左右两端均设置有轴套(603)，轴

套(603)均活动设置在杆体(604)上，杆体(604)的安装在上下两个固定块(602)上，轴套

(603)与固定块(602)之间均设置有第二弹簧(605)；两个挡板(601)之间设置有底板(607)，

底板(607)的底部设置有震动电机安装箱体(609)，震动电机安装箱体(609)的内部设置有

震动电机(608)，水箱(10)安装在底板(607)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滤水传输

装置(5)为倾斜设置，它包括安装在挡板(601)之间的第三转轴(504)和第四转轴(503)，第

三转轴(504)与第四转轴(503)之间设置有钢制网体传输带(502)，钢制网体传输带(502)上

均匀分布有多个挡料块(501)，钢制网体传输带(502)的网孔直径为4～14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淤泥烘干

装置(8)包括烘干壳体(801)，烘干壳体(801)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恒温加热管(802)，烘干壳

体(801)的左上端与料斗(7)密封连接，烘干壳体(801)的右下端设有出料口(804)，烘干壳

体(801)的左侧密封连接第一箱体(807)，第一箱体(807)的左侧连接第二箱体(809)，烘干

壳体(801)的内部设置有螺旋出料组件和防粘接结构(803)，螺旋出料组件包括旋转筒

(805)，旋转筒(805)的外侧壁上设置有螺旋推进叶片(806)，旋转筒(805)与第一箱体(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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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减速电机(808)的输出轴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防粘接结

构(803)为多个螺旋片段，螺旋片段焊接在烘干壳体(801)顶部内壁上，且分别在螺旋推进

叶片(806)的螺距中。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排水机构

(9)包括排泥泵(901)、进泥管(902)和出泥管(903)，其中，进泥管(902)为金属波纹管；进泥

管(902)的一端与水箱(10)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排泥泵(901)的入口连接，出泥管(903)与

排泥泵(901)的出口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其特征在于，淤泥收

集机构(1)包括驱动轴(101)，驱动轴(101)与筒体(102)固定连接，筒体(102)的外壁上均匀

分布有多个刮泥片(103)；刮泥片(103)为圆弧形状，且其末端设置有尖部；刮泥片(103)按

照筒体(102)的中心轴呈顺时针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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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涉及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水污染是由有害化学物质造成水的使用价值降低或丧失，污染环境的水，水污染

普遍存在河流、水库及大小沟渠中，特别是沟渠中的水污染倍受人们的关注。面对水体污

染，人们的环保意识的越来越强，且对于水污染的关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地表水污染显而

易见，地下水的污染却是触目惊心。

[0003] 水体污染存在于大大小小的沟渠中，由于沟渠中的水流缓慢，沟渠中的水体长期

受到污染物的侵害，沟渠中底部淤泥越来越多，且长期处于缺氧和发臭中，对水质和周围环

境影响巨大，因此对于沟渠中的淤泥清理势在必行。现有对于沟渠中淤泥大多是通过人工

进行清理的，人工清理淤泥工作量大，且清理后的淤泥由于过于潮湿，导致转运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  设备，能够

对沟渠中的淤泥进行快速化清理、提升、沥干以及烘干处理， 自动化程度高，解决了沟渠淤

泥清理工作量大，淤泥过于潮湿不利于转运 的技术难题。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它包括车体和车厢，车  体包括驾驶

室和水中行驶机构，车厢的前端设置有和淤泥提升机构，淤泥  提升机构的侧下方匹配设置

淤泥收集机构，淤泥提升机构的出口处设置有  滤水传输装置和震动装置，滤水传输装置的

出口处设置有料斗，料斗与淤  泥烘干装置连接，滤水传输装置的底部设置有水箱，水箱的

底部连接排水  机构；淤泥烘干装置的出料端下方设置有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转盘式 

半自动打包设备设置在车厢后端的打包箱内底部，打包箱的后端设置有可  向下打开的门

体，打包箱内设置有用于包装后淤泥存放的垫板，垫板上设  置有方便叉车叉取转运的槽

口；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包括电动旋转台和  用于将包装袋套设的打包桶，打包桶的数量

为多个，且在电动旋转台上方 呈圆形阵列。

[0006] 进一步的，淤泥提升机构包括提升机壳体，提升机壳体的上下两端分  别设置有第

一转轴和第二转轴，第一转轴与第二转轴之间设置有链条，链  条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提升料

斗，第一转轴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提升机壳  体的上下两端均采用圆弧结构，提升机壳体

的右侧下方设置有淤泥收集箱  体，淤泥收集箱体的下端设置有开口，淤泥收集机构设置在

淤泥收集箱体  内，淤泥收集箱体开口处设置有斜板和弧形状集料块，提升机壳体的右上 

端设置有出料斗。

[0007] 进一步的，出料斗向右下方倾斜，提升机壳体的内部且在位于出料斗 的底板处铰

接导料板，导料板与出料斗底部的支撑板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

[0008] 进一步的，提升料斗的底部均匀分布多个沥水孔。

[0009] 进一步的，震动装置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挡板，挡板的上下及左右两  端均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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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套，轴套均活动设置在杆体上，杆体的安装在上下两个固定  块上，轴套与固定块之间均

设置有第二弹簧；两个挡板之间设置有底板，  底板的底部设置有震动电机安装箱体，震动

电机安装箱体的内部设置有震  动电机，水箱安装在底板上。

[0010] 进一步的，滤水传输装置为倾斜设置，它包括安装在挡板之间的第三  转轴和第四

转轴，第三转轴与第四转轴之间设置有钢制网体传输带，钢制 网体传输带上均匀分布有多

个挡料块，钢制网体传输带的网孔直径为4～14 目。

[0011] 进一步的，淤泥烘干装置包括烘干壳体，烘干壳体上均匀设置有多个  恒温加热

管，烘干壳体的左上端与料斗密封连接，烘干壳体的右下端设有  出料口，烘干壳体的左侧

密封连接第一箱体，第一箱体的左侧连接第二箱  体，烘干壳体的内部设置有螺旋出料组件

和防粘接结构，螺旋出料组件包  括旋转筒，旋转筒的外侧壁上设置有螺旋推进叶片，旋转

筒与第一箱体内  部的减速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0012] 进一步的，防粘接结构为多个螺旋片段，螺旋片段焊接在烘干壳体顶  部内壁上，

且分别在螺旋推进叶片的螺距中。

[0013] 进一步的，排水机构包括排泥泵、进泥管和出泥管，其中，进泥管为  金属波纹管；

进泥管的一端与水箱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排泥泵的入口连  接，出泥管与排泥泵的出口连

接。

[0014] 进一步的，淤泥收集机构包括驱动轴，驱动轴与筒体固定连接，筒体  的外壁上均

匀分布有多个刮泥片；刮泥片为圆弧形状，且其末端设置有尖  部；刮泥片按照筒体的中心

轴呈顺时针方向分布。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沟渠淤泥清理与打包一体化设  备，自动化

程度高，解决了沟渠淤泥清理工作量大，淤泥过于潮湿不利于 转运的技术难题。

[0016] 本发明先后对沟渠中的淤泥自动收集、清理、提升、沥干、烘干处理 以及自动化打

包，同时方便了叉车的叉取和转运，打包后干燥的淤泥可以 直接利用及维修堤坝。

[0017] 本发明在淤泥烘干装置中设置有防粘接结构，使淤泥在淤泥烘干装置  烘干过程

中防止了淤泥结块而堵塞，使淤泥烘干装置能够顺利出料。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中淤泥提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出料斗安装在淤泥提升机构上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中滤水传输装置与震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中淤泥烘干装置和排水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中淤泥收集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中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所述文字标注表示为：1、淤泥收集机构；2、水中行驶机构；3、  驾驶室；4、淤泥

提升机构；5、滤水传输装置；6、震动装置；7、料斗；8、  淤泥烘干装置；9、排水机构；10、水箱；

11、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2、  打包箱；13、门体；14、垫板；101、驱动轴；102、筒体；103、刮

泥片；  401、第二转轴；402、链条；403、提升机壳体；404、提升料斗；405、第  一转轴；406、出

料斗；407、淤泥收集箱体；408、导料板；409、第一弹  簧；410、支撑板；411、弧形状集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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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斜板；501、挡料块；502、  钢制网体传输带；503、第四转轴；504、第三转轴；601、挡板；

602、固  定块；603、轴套；604、杆体；605、第二弹簧；607、底板；608、震动电  机；609、震动电

机安装箱体；801、烘干壳体；802、恒温加热管；803、 防粘接结构；804、出料口；805、旋转筒；

806、螺旋推进叶片；807、第  一箱体；808、减速电机；809、第二箱体；901、排泥泵；902、进泥

管；  903、出泥管；1101、电动旋转台；1102、打包桶。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  对本发明

进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解释性，不应对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

制作用。

[0027] 如图1-图7所示，本发明的具体结构为：它包括车体和车厢，车体包  括驾驶室3和

水中行驶机构2，车厢的前端设置有和淤泥提升机构4，淤泥  提升机构4的侧下方匹配设置

淤泥收集机构1，淤泥提升机构4的出口处设  置有滤水传输装置5和震动装置6，滤水传输装

置5的出口处设置有料斗7，  料斗7与淤泥烘干装置8连接，滤水传输装置5的底部设置有水

箱10，水  箱10的底部连接排水机构9；淤泥烘干装置8的出料端下方设置有转盘式  半自动

打包设备11，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1设置在车厢后端的打包箱  12内底部，打包箱12的后

端设置有可向下打开的门体13，打包箱12内设  置有用于包装后淤泥存放的垫板14，垫板14

上设置有方便叉车叉取转运的  槽口；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1包括电动旋转台1101和用

于将包装袋套  设的打包桶1102，打包桶1102的数量为多个，且在电动旋转台1101上方  呈

圆形阵列。

[0028] 优选的，淤泥提升机构4包括提升机壳体403，提升机壳体403的上下  两端分别设

置有第一转轴405和第二转轴401，第一转轴405与第二转轴  401之间设置有链条402，链条

402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提升料斗404，第一  转轴405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提升机壳体403的

上下两端均采用圆弧结  构，提升机壳体403的右侧下方设置有淤泥收集箱体407，淤泥收集

箱体407的下端设置有开口，淤泥收集机构1设置在淤泥收集箱体407内，淤泥 收集箱体407

开口处设置有斜板412和弧形状集料块411，提升机壳体403 的右上端设置有出料斗406。

[0029] 优选的，出料斗406向右下方倾斜，提升机壳体403的内部且在位于  出料斗406的

底板处铰接导料板408，导料板408与出料斗406底部的支撑  板410之间连接有第一弹簧

409。

[0030] 优选的，提升料斗404的底部均匀分布多个沥水孔。

[0031] 优选的，震动装置6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挡板601，挡板601的上下及  左右两端均

设置有轴套603，轴套603均活动设置在杆体604上，杆体604 的安装在上下两个固定块602

上，轴套603与固定块602之间均设置有第  二弹簧605；两个挡板601之间设置有底板607，底

板607的底部设置有震  动电机安装箱体609，震动电机安装箱体609的内部设置有震动电机

608， 水箱10安装在底板607上。

[0032] 优选的，滤水传输装置5为倾斜设置，它包括安装在挡板601之间的  第三转轴504

和第四转轴503，第三转轴504与第四转轴503之间设置有钢  制网体传输带502，钢制网体传

输带502上均匀分布有多个挡料块501，钢  制网体传输带502的网孔直径为4～14目。

[0033] 优选的，淤泥烘干装置8包括烘干壳体801，烘干壳体801上均匀设置  有多个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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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管802，烘干壳体801的左上端与料斗7密封连接，烘干壳  体801的右下端设有出料口

804，烘干壳体801的左侧密封连接第一箱体  807，第一箱体807的左侧连接第二箱体809，烘

干壳体801的内部设置有  螺旋出料组件和防粘接结构803，螺旋出料组件包括旋转筒805，

旋转筒805 的外侧壁上设置有螺旋推进叶片806，旋转筒805与第一箱体807内部的减  速电

机808的输出轴连接。

[0034] 优选的，防粘接结构803为多个螺旋片段，螺旋片段焊接在烘干壳体  801顶部内壁

上，且分别在螺旋推进叶片806的螺距中。

[0035] 优选的，排水机构9包括排泥泵901、进泥管902和出泥管903，其中，  进泥管902为

金属波纹管；进泥管902的一端与水箱10的底部连接，另一  端与排泥泵901的入口连接，出

泥管903与排泥泵901的出口连接。

[0036] 优选的，淤泥收集机构1包括驱动轴101，驱动轴101与筒体102固定  连接，筒体102

的外壁上均匀分布有多个刮泥片103；刮泥片103为圆弧形  状，且其末端设置有尖部；刮泥

片103按照筒体102的中心轴呈顺时针方 向分布。

[0037] 本发明的技术要点在于实现淤泥进行自动化收集、清理、提升、振动  输送沥干、烘

干以及实现自动装袋，最后在人工作用下实现包装袋的封口 以及人工将装袋的淤泥放置

在垫板上。

[0038] 本发明在具体使用时，通过淤泥收集机构1将淤泥采集到淤泥提升机  构4内，在于

淤泥提升机构4将淤泥提升到滤水传输装置5上，滤水传输  装置5在传输过程中在震动装置

6振动的作用下，实现淤泥沥水，沥水后 的淤泥通过料斗7进入到淤泥烘干装置8内，淤泥烘

干装置8内的螺旋出  料组件将淤泥湿润的淤泥进行螺旋推进，同时在恒温加热管802的加

热作  用下实现脱水，为防止淤泥在烘干过程中结团堵塞，在淤泥烘干装置8内  部设置有防

粘接结构803为多个螺旋片段，803为多个螺旋片段螺旋片段焊  接在烘干壳体801顶部内壁

上，且分别在螺旋推进叶片806的螺距中，在  淤泥在进行螺旋推进时在防粘接结构803切力

作用下打破了结团，使淤泥  顺利的输出，最后掉落在转盘式半自动打包设备11中打包桶中

的包装袋中，  完成自动化装袋。

[0039]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  体意在涵盖非

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 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

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  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

固有的要素。

[0040]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  实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  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  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 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

以将上述技术  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 发

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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