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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及

其围油栏。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包括浮体机

构，收集机构及储油机构；所述收集机构设置于

浮体机构，以使收集机构收集水面上的溢油；所

述储油机构与收集机构联通，以使收集机构收集

到的溢油存储于储油机构。本实用新型设置在受

到溢油污染的水域，可以有效的将水面上溢油拦

截并且收集，降低污染，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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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浮体机构，收集机构及储油机构；所述收

集机构设置于浮体机构，以使收集机构收集水面上的溢油；所述储油机构与收集机构联通，

以使收集机构收集到的溢油存储于储油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机构包括收集

箱，及设于收集箱内侧的旋转轴；所述旋转轴外周螺旋布置有连续的螺旋叶片；所述收集箱

上端设有收集口；所述浮体机构控制收集口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下方，以使溢油从收集

口进入收集箱。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轴与设有的动

力件传动联接，以使螺旋叶片挤压溢油至收集箱的一端；所述储油机构设于收集箱挤压溢

油的一端，以使溢油存储于储油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箱底部设有第

一分离水管；所述第一分离水管与设有的第一抽水机联接，以分离收集箱底部的水分。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机构与储油机

构之间还设有抽油机构；所述抽油机构包括抽油泵，其中，抽油泵的进油端位于收集箱挤压

溢油的一端，出油端位于储油机构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油机构包括与收

集机构出油端联通的储油箱；所述储油箱设有抽取溢油的输油口；所述储油机构还包括设

于储油箱两侧且相互联通的副储油箱；所述输油口设于副储油箱；所述储油箱、副储油箱的

底部均与设有第二分离水管联通，且第二分离水管与第一抽水机联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油箱与副储油箱

直接设有联通口；所述联通口近于储油箱上端设置；所述输油口近于副储油箱上端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浮体机构包括浮

箱，与浮箱联通的第二抽水机；所述第二抽水机控制浮箱内的水量，以使浮体机构上浮或下

沉。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抽水机进水端

与设有的第一导管连接；所述第一导管一端与浮箱联通，另一端与沉入水中；所述第一导管

与第二抽水机联通处的两侧设有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

所述第二抽水机出水端与设有的第二导管连接；所述第二导管一端设于浮箱内侧，且

近于浮箱底部，另一端延伸至浮箱外侧；所述第二导管与第二抽水机联通处的两侧设有第

三开关和第四开关；

浮体机构下沉时，第一开关打开、第二开关关闭，且第三开关关闭、第四开关打开，第二

抽水机工作往浮箱注水；

浮体机构上浮时，第一开关关闭、第二开关打开，且第三开关打开、第四开关关闭，第二

抽水机工作从浮箱抽水。

10.一种能同时拦截收集和输送溢油的围油栏，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权利要求1至9

任一项所述的收集装置；若干个所述收集装置首尾依次连接，以形成围油栏；所述储油机构

之间通过设有的软质管相互连接，且储油机构之间相互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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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及其围油栏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上溢油收集设备，更具体地说是指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及其

围油栏。

背景技术

[0002] 石油成为现代社会的血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石油的运输或开采，经

常会发生事故，导致原油泄漏在水面上，不仅造成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而且会造成毁灭性

的环境污染。海上、河流、湖泊等地方的泄漏的原油，往往由于收集较为麻烦而导致更加严

重的污染。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及其围

油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包括浮体机构，收集机构及储油机构；所述收集机构设置

于浮体机构，以使收集机构收集水面上的溢油；所述储油机构与收集机构联通，以使收集机

构收集到的溢油存储于储油机构。

[0006]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收集机构包括收集箱，及设于收集箱内侧的旋转轴；所

述旋转轴外周螺旋布置有连续的螺旋叶片；所述收集箱上端设有收集口；所述浮体机构控

制收集口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下方，以使溢油从收集口进入收集箱。

[0007]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旋转轴与设有的动力件传动联接，以使螺旋叶片挤压

溢油至收集箱的一端；所述储油机构设于收集箱挤压溢油的一端，以使溢油存储于储油机

构。

[0008]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收集箱底部设有第一分离水管；所述第一分离水管与

设有的第一抽水机联接，以分离收集箱底部的水分。

[0009]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收集机构与储油机构之间还设有抽油机构；所述抽油

机构包括抽油泵，其中，抽油泵的进油端位于收集箱挤压溢油的一端，出油端位于储油机构

内。

[0010]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储油机构包括与收集机构出油端联通的储油箱；所述

储油箱设有抽取溢油的输油口。

[0011]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储油机构还包括设于储油箱两侧且相互联通的副储油

箱；所述输油口设于副储油箱；所述储油箱、副储油箱的底部均与设有第二分离水管联通，

且第二分离水管与第一抽水机联通。

[0012]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储油箱与副储油箱直接设有联通口；所述联通口近于

储油箱上端设置；所述输油口近于副储油箱上端设置。

[0013]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浮体机构包括浮箱，与浮箱联通的第二抽水机；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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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水机控制浮箱内的水量，以使浮体机构上浮或下沉。

[0014]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所述第二抽水机进水端与设有的第一导管连接；所述第一

导管一端与浮箱联通，另一端与沉入水中；所述第一导管与第二抽水机联通处的两侧设有

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

[0015] 所述第二抽水机出水端与设有的第二导管连接；所述第二导管一端设于浮箱内

侧，且近于浮箱底部，另一端延伸至浮箱外侧；所述第二导管与第二抽水机联通处的两侧设

有第三开关和第四开关；

[0016] 浮体机构下沉时，第一开关打开、第二开关关闭，且第三开关关闭、第四开关打开，

第二抽水机工作往浮箱注水；

[0017] 浮体机构上浮时，第一开关关闭、第二开关打开，且第三开关打开、第四开关关闭，

第二抽水机工作从浮箱抽水。

[0018] 一种能同时拦截收集和输送溢油的围油栏，包括若干个上述的收集装置；若干个

所述收集装置首尾依次连接，以形成围油栏；所述储油机构之间通过设有的软质管相互连

接，且储油机构之间相互联通。

[0019] 一种水上溢油的收集方法，由若干个收集装置连接而成的围油栏将溢油围成单独

区域；收集装置的浮体机构调节收集口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之下，以使溢油或油水混合

物进入收集箱；收集箱内的旋转轴带动螺旋布置的连续螺旋叶片转动，以使收集箱内的溢

油挤压至储油机构的储油箱；储油箱内的溢油通过输油口输送至运输装置上。

[0020]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其中，油水混合物进入收集箱后，第一抽水机启动，以将收

集箱底部的水排出，以使油水混合物不断的进入收集箱，继而使旋转轴带动螺旋叶片最大

限度的不断挤压溢油。

[0021] 其进一步技术方案为：当溢油在储油箱内不断的增多，调整浮体机构下沉或上浮，

以使收集口始终保持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下方。

[0022]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设置在受到溢油污染的水

域，可以有效的将水面上溢油拦截并且收集，降低污染，减少损失。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的立体结构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的前视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的立体结构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的另一视角立体结构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种能同时拦截收集和输送溢油的围油栏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更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方案进一步介绍和说明，但不局限于此。

[0030] 如图1至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图纸。

[0031] 一种水上溢油收集装置Q，如图1所示，包括浮体机构10，收集机构20  及储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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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收集机构20设置于浮体机构10，以使收集机构20收集水面上的溢油。储油机构30与收集

机构20联通，以使收集机构20收集到的溢油存储于储油机构30。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收集机构20设置在浮体机构10上侧，储油机构30设置在收集机构

20的一端，这样便于控制收集机构20的下沉或上浮。

[0033] 在其他实施例中，浮体机构10、储油机构30和收集机构20并列设置，浮体机构10漂

浮于水面上，还可以作为救生船用。

[0034] 如图1至图3所示，所述收集机构20包括收集箱21，及设于收集箱21内侧的旋转轴

22。旋转轴22外周螺旋布置有连续的螺旋叶片23。收集箱21上端设有收集口211。浮体机构

10控制收集口211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下方，以使溢油从收集口211进入收集箱21。收集

口211为可以设置成敞开的模式，使得更容易让溢油进入收集箱21。旋转轴22和螺旋叶片23

的组合可以称为螺旋推进器。

[0035] 优选的，收集口211设置有过滤网，避免水中的垃圾进入收集箱21，垃圾进入收集

箱21，缠绕在旋转轴22上，影响溢油的收集。

[0036] 所述旋转轴22与设有的动力件24传动联接，以使螺旋叶片23挤压溢油至收集箱21

的一端。储油机构30设于收集箱21挤压溢油的一端，以使溢油存储于储油机构30。本实施例

中，动力件24可以为电机，固定在储油机构  30上。在其它实施例中，动力件24可以为柴油发

动机或汽油机。

[0037] 收集箱21底部设有用于分离溢油和水分的第一分离水管25。第一分离水管25与设

有的第一抽水机26联接，以分离收集箱21底部的水分。收集箱  21为了收集溢油的效率更加

高，一般是收集口211位于水面之下，这样使得溢油和水都进入收集箱21内。由于水和油的

密度不同，所以在收集箱21的下方设置抽水机，使得收集箱内的水分能及时的抽走，同时底

部抽点水分，收集箱体21内就会腾出空间，使得油水混合物能及时的进入收集箱21。为了防

止第一分离水管不抽到溢油，可以通过控制流速来实现，或让抽水机间断式工作，还可以在

第一分离水管的入口处上方的设定距离(比如  1-10cm)设有溢油传感器，当油水的分界面

达溢油传感器位置时，溢油传感器采集到的浓度值上升且超过设定值，设有的控制器根据

溢油传感器的这个传感信号，关闭抽水机。

[0038] 于其他实施例中，所述收集机构20与储油机构30之间还设有抽油机构。抽油机构

包括抽油泵，其中，抽油泵的进油端位于收集箱21挤压溢油的一端，出油端位于储油机构30

内。抽油机构能及时的将收集箱21一端的溢油回收至储油箱31内，增加收集溢油的效率。

[0039] 储油机构30包括与收集机构20出油端联通的储油箱31。储油箱31设有抽取溢油的

输油口311。储油箱31设置在螺旋叶片23的末端，溢油受到螺旋叶片23的挤压，从而进入储

油箱31。

[0040] 于其他实施例中，收集箱21近于储油箱31一端为密封结构，即在收集箱内设置一

圆形腔，螺旋叶片23恰恰在圆形腔内转动，溢油在旋转螺旋叶片23的挤压下形成一定的压

力，从而使得溢油更容易进入储油箱31。

[0041] 所述储油机构30还包括设于储油箱31两侧且相互联通的副储油箱32。输油口311

设于副储油箱32。储油箱31、副储油箱32的底部均与设有第二分离水管33联通，且第二分离

水管33与第一抽水机26联通，用于将储油箱31、副储油箱32底部的水抽出。为了防止第二分

离水管不抽到溢油，可以通过控制流速来实现，或让抽水机间断式工作，还可以在第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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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的入口处上方的设定距离(比如1-10cm)设有溢油传感器，当油水的分界面达溢油传感

器位置时，溢油传感器采集到的浓度值上升且超过设定值，设有的控制器根据溢油传感器

的这个传感信号，关闭抽水机。

[0042] 所述储油箱31与副储油箱32直接设有联通口。联通口近于储油箱31上端设置，以

使溢油和水分离，进入副储油箱32的溢油纯度更加高。输油口  311近于副储油箱32上端设

置，同样也是使得能将油水分离，收集到的溢油纯度更加高。

[0043] 优选的，两个副储油箱32之间设有连通管34，使得两个副储油箱32的液面平衡。

[0044] 所述浮体机构10包括浮箱11，与浮箱11联通的第二抽水机12。第二抽水机12控制

浮箱11内的水量，以使浮体机构10上浮或下沉。控制浮体机构  10的下沉或上浮，即浮体机

构10的吃水量，对于收集溢油的效率至关重要，如能控制收集口211与水面持平，就更加能

提高收集效率和溢油的纯度。

[0045] 第二抽水机12进水端与设有的第一导管13连接。第一导管13一端与浮箱11联通，

另一端与沉入水中。第一导管13与第二抽水机12联通处的两侧设有第一开关14和第二开关

15；

[0046] 所述第二抽水机12出水端与设有的第二导管16连接。第二导管16一端设于浮箱11

内侧，且近于浮箱11底部，另一端延伸至浮箱11外侧。第二导管16与第二抽水机12联通处的

两侧设有第三开关17和第四开关18。

[0047] 可以这样理解，第一导管13和第二导管16是并联，且第一开关14和第二开关15串

联在第一导管13上，第三开关17和第四开关18串联在第二导管  16上，第二抽水机的进水端

连接在第一开关14和第二开关15之间，出水端连接在第三开关17和第四开关18之间。

[0048] 浮体机构10下沉时，第一开关14打开、第二开关15关闭，且第三开关  17关闭、第四

开关18打开，第二抽水机12工作，往浮箱11注水；

[0049] 浮体机构10上浮时，第一开关14关闭、第二开关15打开，且第三开关  17打开、第四

开关18关闭，第二抽水机12工作从浮箱11抽水。

[0050] 其中，第一开关14、第二开关15、第三开关17和第四开关18为电磁阀，以便于控制。

[0051] 一种能同时拦截收集和输送溢油的围油栏，如图5所示，包括若干个上述的收集装

置Q；若干个所述收集装置Q首尾依次连接，以形成围油栏。储油机构30之间通过设有的软质

管相互连接，且储油机构30之间相互联通。

[0052] 其中，软质管两端与相邻的收集装置Q联接。软质管两端可以通过快拆卸式是法兰

与储油机构30的储油箱31固定联接，不仅起到联接的目的，还可以联通相邻的收集装置Q，

使得围油栏形成一体式的收集溢油的设备。在收集溢油时，可以在某个收集装置Q上的输油

口将溢油抽走即可。

[0053] 软质管作用还在于，缓冲收集装置Q受到海浪的冲击，特别是相邻收集装置Q之间

受到海浪上下浮动的扭力。

[0054] 优选的，在储油箱31近于软质管处设有密封开关，可以随时关闭或打开相邻收集

装置Q之间的联通。

[0055] 优选的，储油箱31还设有的加压口，在抽走储油箱31内的溢油时，通入压力气，使

得溢油更加容易抽走。

[0056] 于其他实施例中，收集装置Q为图1至图3的结构，相互之间通过联通软管使得副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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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32之间的输油口联通。但是，由于联通软管只是起到联通副储油箱32的作用，并不能起

到像软质管的作用。所以，在相邻收集装置Q  缝隙之间设置一般的围油气垫。在使用时，向

围油气垫充气，漂浮在水面上，起到拦截溢油的作用。

[0057] 一种水上溢油的收集方法，由若干个收集装置Q连接而成的围油栏将溢油围成单

独区域；收集装置Q的浮体机构10调节收集口211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之下，以使溢油或

油水混合物进入收集箱21；收集箱21内的旋转轴  22带动螺旋布置的连续螺旋叶片23转动，

以使收集箱21内的溢油挤压至储油机构30的储油箱31；储油箱31内的溢油通过输油口311

输送至运输装置上。

[0058] 其中，油水混合物进入收集箱21后，第一抽水机26启动，以将收集箱  21底部的水

排出，以使油水混合物不断的进入收集箱21，继而使旋转轴22  带动螺旋叶片23最大限度的

不断挤压溢油。

[0059] 当溢油在储油箱31内不断的增多，调整浮体机构10下沉或上浮，以使收集口211始

终保持与水面持平或位于水面的下方。

[0060] 优选的，在运输装置抽走溢油时，设有的加压装置对储油箱31充入压力气，其中，

压力气的压力为0.5至2兆帕，以使储油箱31内的溢油快速抽走。

[0061] 具体的，抽水泵7工作，第一抽水机26通过第一分离水管25把收集箱21  和储油箱

32底部的水通过接管放出水。因抽水泵7的工作使收集箱21水位下降把附近的溢油通过过

滤网过滤到收集箱21中。螺旋推进器工作把被吸入收集箱21中的溢油推向右边的储油箱32

中。溢油在储油箱32上升到储油箱内侧缺口时流向到副储油箱中，再通过连通管34使得两

侧达到了平衡。

[0062] 当储油箱含副储油箱接近满时，抽油泵开始工作。因储油箱32溢油增多时整体重

量增大。这时第二抽水机12工作，电磁阀工作，将浮体中的配重水通过导管和电磁闷把水抽

到外面增加浮力以保持水平面和收集口211  相一致达到不影响吸收溢油作用。

[0063] 输油口311设有快接管，以便于与运输装置连接，并快速的将溢油抽走。一般的运

输装置为收油船，并且收油船上设有抽油泵。

[0064] 本实用新型通常用在溢油的水域中，对水面上的溢油进行收集，有效的降低溢油

对环境的污染。还可以将本实用新型设置在海上钻井平台周围，一旦钻井平台溢油，能有效

的将溢油围住，还可以收集溢油，降低损失。

[0065]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设置在受到溢油污染的水域，可以有效的将水面上溢油拦

截并且收集，降低污染，减少损失。

[0066] 上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

但不代表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仅限于此，任何依本实用新型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创造，

均受本实用新型的保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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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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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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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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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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