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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

污染的装置和方法，包括一级过滤器、二级过滤

器和三级过滤器；一级过滤器包括圆柱筒体、倒

圆锥体、曲斜板和过滤网；若干块曲斜板呈螺旋

状设在圆柱筒体内壁面上；二级过滤器包括沙箱

和并列设置在沙箱内的若干个沙箱式过滤器；沙

箱的顶部设置有进水口，沙箱进水口通过输泥管

与溢流口相连接；沙箱的底部设有出水口，每个

沙箱式过滤器内均设有滤网，滤网内填充粗中

砂；三级过滤器包括进水多通阀、出水多通阀和

网式过滤器。本发明能使挖泥船所挖掘的泥浆在

进入泥舱之前就进行水沙粗分离，提高进入泥舱

的泥浆浓度，降低泥舱溢流的水量，并溢出的水

体进行多级过滤，减小疏浚工程中溢流对水域的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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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一级过滤器、二级过滤器

和三级过滤器；

一级过滤器包括圆柱筒体、倒圆锥体、曲斜板和过滤网；

倒圆锥体同轴设置在圆柱筒体底部，倒圆锥体底部中心设置排泥口，排泥口指向排泥

船；

圆柱筒体的顶部一侧设置进料口，过滤网设置在位于进料口上部的圆柱筒体内腔中，

位于过滤网上方的圆柱筒体上设置有溢流口；曲斜板有若干块，若干块曲斜板呈螺旋状设

置在位于进料口下部的圆柱筒体内壁面上；每块曲斜板均呈弧形，每块曲斜板沿周向均布

有若干根能够自由转动的钢棒；

二级过滤器包括沙箱和并列设置在沙箱内的若干个沙箱式过滤器；沙箱的顶部设置有

进水口，沙箱进水口通过输泥管与溢流口相连接；沙箱的底部设置有出水口，进水口与出水

口之间的每个沙箱式过滤器内均设置有滤网，滤网内填充有粗中砂；

三级过滤器包括进水多通阀、出水多通阀和网式过滤器；进水多通阀包括一根进水总

管和若干根进水支管，出水多通阀包括一根出水总管和若干根出水支管；进水支管、出水支

管和网式过滤器的数量相等；进水总管与沙箱出水口相连接，每个网式过滤器的一端与一

根进水支管相连接，每个网式过滤器的另一端与一根出水支管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进料口倾斜

设置，进料口的出料方向指向过滤网的中心。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出水总

管的底部设置有喇叭。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进水多

通阀为进水六通，具有五个进水支管；出水多通阀为出水六通，具有五个出水支管，网式过

滤器的数量为五个。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个沙箱式

过滤器均为长方体外形，上部设置手提把手，每个沙箱式过滤器的侧壁均为编织铁网。

6.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一级过滤：疏浚泥水混合物经挖泥船吸泥管由进料口进入圆柱筒体，然后，疏浚

泥水混合物经过曲斜板增加旋转速度后进入倒圆锥体；疏浚泥水混合物在圆柱筒体内，形

成高速的旋转流场，疏浚泥水混合物中的砂粒在旋转流场的作用下沿径向向外运动形成外

旋流，同时沿圆柱筒体内壁向下运动，并由排泥口排出；疏浚泥水混合物中的水和细颗粒泥

沙向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并在轴线方向上形成向上的内旋流；内旋流经过滤网过滤后，由溢

流口排出进入二级过滤器；

步骤2，二级过滤：进入二级过滤器的水体经滤网及中粗砂过滤后，进入进水多通阀的

进水总管中；

步骤3，三级过滤：进水总管中的水体分别经多个进水支管进入各个网式过滤器进行三

级过滤，然后经出水多通阀的出水总管汇合向附近水域中排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经

出水总管汇合向外排出的水体由位于出水总管底部的喇叭降速后，向附近水域中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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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疏浚土处理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

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疏浚工程中，疏浚泥浆一般直接储存在挖泥船的泥舱中，由泥泵继续将所挖掘

的泥浆输送到泥舱内，泥浆中的粗颗粒泥沙逐渐沉积在舱内，而不能沉积的水和低浓度泥

浆则通过溢流管溢出舱外，大量的溢流对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溢流出的泥浆会大大提高

施工水域的浑浊度，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疏浚受污染时，通过溢流进入水

体的污染物在水流或潮汐作用下发生扩散，在更大范围的水域中造成二次污染。

[0003] 在现有技术中，在挖泥船上可以使用环保溢流筒来减少溢流出泥浆夹带的空气，

从而减少溢流出泥浆在水域中悬浮的时间，以减少对水域的污染。但是施工水域的水体运

动是比较剧烈的，从环保溢流筒溢流出的大量泥浆和浑浊水体仍旧会在紊动的水体中扩

散，从而污染环境。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减小疏浚中溢

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和方法，该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和方法能使挖泥船所挖

掘的泥浆在进入泥舱之前就进行水沙粗分离，提高进入泥舱的泥浆浓度，降低泥舱溢流的

水量，并溢出的水体进行多级过滤，减小疏浚工程中溢流对水域的污染。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包括一级过滤器、二级过滤器和三级过滤器。

[0006] 一级过滤器包括圆柱筒体、倒圆锥体、曲斜板和过滤网。

[0007] 倒圆锥体同轴设置在圆柱筒体底部，倒圆锥体底部中心设置排泥口，排泥口指向

排泥船。

[0008] 圆柱筒体的顶部一侧设置进料口，过滤网设置在位于进料口上部的圆柱筒体内腔

中，位于过滤网上方的圆柱筒体上设置有溢流口；曲斜板有若干块，若干块曲斜板呈螺旋状

设置在位于进料口下部的圆柱筒体内壁面上；每块曲斜板均呈弧形，每块曲斜板沿周向均

布有若干根能够自由转动的钢棒。

[0009] 二级过滤器包括沙箱和并列设置在沙箱内的若干个沙箱式过滤器；沙箱的顶部设

置有进水口，沙箱进水口通过输泥管与溢流口相连接；沙箱的底部设置有出水口，进水口与

出水口之间的每个沙箱式过滤器内均设置有滤网，滤网内填充有粗中砂。

[0010] 三级过滤器包括进水多通阀、出水多通阀和网式过滤器；进水多通阀包括一根进

水总管和若干根进水支管，出水多通阀包括一根出水总管和若干根出水支管；进水支管、出

水支管和网式过滤器的数量相等；进水总管与沙箱出水口相连接，每个网式过滤器的一端

与一根进水支管相连接，每个网式过滤器的另一端与一根出水支管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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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料口倾斜设置，进料口的出料方向指向过滤网的中心。

[0012] 出水总管的底部设置有喇叭。

[0013] 进水多通阀为进水六通，具有五个进水支管；出水多通阀为出水六通，具有五个出

水支管，网式过滤器的数量为五个。

[0014] 每个沙箱式过滤器均为长方体外形，上部设置手提把手，每个沙箱式过滤器的侧

壁均为编织铁网。

[0015] 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步骤1，一级过滤：疏浚泥水混合物经挖泥船吸泥管由进料口进入圆柱筒体，然后，

疏浚泥水混合物经过曲斜板增加旋转速度后进入倒圆锥体；疏浚泥水混合物在圆柱筒体

内，形成高速的旋转流场，疏浚泥水混合物中的砂粒在旋转流场的作用下沿径向向外运动

形成外旋流，同时沿圆柱筒体内壁向下运动，并由排泥口排出；疏浚泥水混合物中的水和细

颗粒泥沙向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并在轴线方向上形成向上的内旋流；内旋流经过滤网过滤

后，由溢流口排出进入二级过滤器。

[0017] 步骤2，二级过滤：进入二级过滤器的水体经滤网及中粗砂过滤后，进入进水多通

阀的进水总管中。

[0018] 步骤3，三级过滤：进水总管中的水体分别经多个进水支管进入各个网式过滤器进

行三级过滤，然后经出水多通阀的出水总管汇合向附近水域中排出。

[0019] 步骤3中，经出水总管汇合向外排出的水体由位于出水总管底部的喇叭降速后，向

附近水域中排出。

[0020]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使挖泥船所挖掘的泥浆在进入泥舱之前进

行水沙粗分离，提高进入泥舱的泥浆浓度，降低泥舱溢流的水量，并对从本装置溢流口溢出

的水体进行多级过滤，减小疏浚工程中溢流对水域的污染。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显示了本发明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显示了圆柱筒体中曲斜板的布设示意图。

[0023] 图3显示了单个曲斜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显示了沙箱式过滤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有：1.进料口；2.沙溢口；3.曲斜板；4.圆柱筒体；5.倒圆锥体；6.过滤网；7.沙

箱式过滤器；8.网式过滤器；9.喇叭；10.排泥口；11.钢棒；12.沙箱；13.进水六通；14.出水

六通；15.出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较佳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装置，包括一级过滤器、二级过滤

器和三级过滤器。

[0028] 一级过滤器包括圆柱筒体4、倒圆锥体5、曲斜板3和过滤网6。

[0029] 倒圆锥体同轴设置在圆柱筒体底部，倒圆锥体底部中心设置排泥口10，排泥口指

向排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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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圆柱筒体的顶部一侧设置进料口1，进料口优选倾斜设置，进料口的出料方向指向

过滤网的中心。

[0031] 过滤网设置在位于进料口上部的圆柱筒体内腔中，位于过滤网上方的圆柱筒体上

设置有溢流口2。

[0032] 如图2所示，曲斜板有若干块，若干块曲斜板呈螺旋状设置在位于进料口下部的圆

柱筒体内壁面上。

[0033] 如图3所示，每块曲斜板均呈弧形，每块曲斜板沿周向均布有若干根能够自由转动

的钢棒11，钢棒的自由转动，避免团块状的泥堆积在曲斜板上。

[0034] 二级过滤器包括沙箱12和并列设置在沙箱内的若干个沙箱式过滤器7；沙箱的顶

部设置有进水口，沙箱进水口通过输泥管与溢流口相连接；沙箱的底部设置有出水口。

[0035] 如图4所示，每个沙箱式过滤器均优选为长方体外形，上部设置手提把手，每个沙

箱式过滤器的侧壁均为编织铁网。进水口与出水口之间的每个沙箱式过滤器内均设置有滤

网，滤网内填充有粗中砂

三级过滤器包括进水多通阀、出水多通阀和网式过滤器8；进水多通阀包括一根进水总

管和若干根进水支管，出水多通阀包括一根出水总管和若干根出水支管；进水支管、出水支

管和网式过滤器的数量相等；进水总管与沙箱出水口相连接，每个网式过滤器的一端与一

根进水支管相连接，每个网式过滤器的另一端与一根出水支管相连接，出水总管的底部为

出水口15，出水口优选设置有喇叭9。

[0036] 本发明中，进水多通阀优选为进水六通，具有五个进水支管；出水多通阀优选为出

水六通，具有五个出水支管，网式过滤器的数量优选为五个。

[0037] 一种减小疏浚中溢流对水域污染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1，一级过滤：疏浚泥水混合物经挖泥船吸泥管由进料口进入圆柱筒体，然后，

疏浚泥水混合物经过曲斜板增加旋转速度后进入倒圆锥体；疏浚泥水混合物在圆柱筒体

内，形成高速的旋转流场，疏浚泥水混合物中的砂粒在旋转流场的作用下沿径向向外运动

形成外旋流，同时沿圆柱筒体内壁向下运动，并由排泥口排出；疏浚泥水混合物中的水和细

颗粒泥沙向中心轴线方向运动，并在轴线方向上形成向上的内旋流；内旋流经过滤网过滤

后，由溢流口排出进入二级过滤器。

[0039] 步骤2，二级过滤：进入二级过滤器的水体经滤网及中粗砂过滤后，进入进水多通

阀的进水总管中。

[0040] 步骤3，三级过滤：进水总管中的水体分别经多个进水支管进入各个网式过滤器进

行三级过滤，然后经出水多通阀的出水总管汇合向附近水域中排出。

[0041] 本步骤3中，经出水总管汇合向外排出的水体由位于出水总管底部的喇叭降速后，

向附近水域中排出。

[0042]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等同变换，这

些等同变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364571 A

5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6

CN 109364571 A

6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09364571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