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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包括排水装置和吸

水装置；所述排水装置包括排水槽，多个排水槽

通过连接管串联成排水单元，排水单元预埋在公

路两侧的人行道下面且进水端与公路边沿连通、

出水端与市政排水系统连通；所述吸水装置设置

在公路较低地段一侧的人行道上，吸水装置包括

底座，底座上设有水泵，水泵一端与进水管连通、

另一端与出水管连通，出水管与废水收集罐连

通。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

通过设置排水装置和吸水装置，实现双重排水，

可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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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排水装置和吸水装置；所述排水装置包括

排水槽（1），多个排水槽（1）通过连接管（2）串联成排水单元，排水单元预埋在公路（3）两侧

的人行道下面且进水端与公路（3）边沿连通、出水端与市政排水系统连通；所述排水槽（1）

包括沉降部（4）、收集部（5），所述沉降部（4）为梯形封闭结构且下底面向出水口方向倾斜向

下，所述收集部（5）为长方体结构且与沉降部（4）连通，所述收集部（5）底面设有U型收集网

框（6），U型收集网框（6）通过连杆（7）与压块（8）连通，压块（8）置于收集部（5）顶端的开口

（9）上且与路面平齐；所述吸水装置设置在公路较低地段一侧的人行道上，吸水装置包括底

座（10），底座（10）上设有水泵（11），水泵（11）一端与进水管（12）连通、另一端与出水管（13）

连通，出水管（13）与废水收集罐（14）连通；所述进水管（12）包括第一硬管（12-1）、软管（12-

2）及第二硬管（12-3）；其中第二硬管（12-3）包括U型吸管（15），U型吸管（15）与支管（16）套

接、且可相对滑动，所述U型吸管（15）两侧固定有导杆（17），导杆（17）穿过支管（16）上的挡

板（18）并通过限位板限位，位于挡板（18）下端的导杆（17）上套有弹簧（19），U型吸管（15）通

过弹簧实现复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硬管（12-3）上

还设有容纳室（20），容纳室（20）上端与主管（30）连通固定，容纳室（20）下端与两支管（16）

连通固定，两支管（16）下端再与两  U型吸管（15）套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硬管（12-1）包

括套管（22），套管（22）左右分别与进管（23）、出管（24）密封连接；其中，出管（24）进口端设

有过滤网（2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22）下端开

口，集纳块（26）固定在套管（22）下端且集纳块（26）内腔与套管（22）连通，集纳块（26）下端

通过螺母（27）锁紧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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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公路交通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工程为了减少积水以及水损坏，  排除路面结构内渗水，  需要在公路边缘设

置排水系统。现有的公路一般两侧设置人行道，人行道路面高于公路路面8cm-10cm，为了便

于公路排水，一般在公路与人行道路过渡的竖直边沿上打孔，通过相应的孔与排水管连通，

排水管再与相应的下水管或其他排水设备连通。由于人行道有部分土壤裸露，在下暴雨时，

泥水混合物会进入到排水管内，将排水管堵塞，而导致公路水聚集，影响通行。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公路排水装置，保证公路排水通畅,

避免堵塞。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包括排水装置和吸水装置；所述排水装置包括排水槽，多

个排水槽通过连接管串联成排水单元，排水单元预埋在公路两侧的人行道下面且进水端与

公路边沿连通、出水端与市政排水系统连通；所述排水槽包括沉降部、收集部，所述沉降部

为梯形封闭结构且下底面向出水口方向倾斜向下，所述收集部为长方体结构且与沉降部连

通，所述收集部底面设有U型收集网框，U型收集网框通过连杆与压块连通，压块置于收集部

顶端的开口上且与路面平齐；所述吸水装置设置在公路较低地段一侧的人行道上，吸水装

置包括底座，底座上设有水泵，水泵一端与进水管连通、另一端与出水管连通，出水管与废

水收集罐连通；所述进水管包括第一硬管、软管及第二硬管；其中第二硬管包括U型吸管，U

型吸管与支管套接、且可相对滑动，所述U型吸管两侧固定有导杆，导杆穿过支管上的挡板

并通过限位板限位，位于挡板下端的导杆上套有弹簧，U型吸管通过弹簧实现复位。

[0006] 所述第二硬管上还设有容纳室，容纳室上端与主管连通固定，容纳室下端与两支

管连通固定，两支管下端再与两  U型吸管套接。

[0007] 所述第一硬管包括套管，套管左右分别与进管、出管密封连接；其中，出管进口端

设有过滤网。

[0008] 所述套管下端开口，集纳块固定在套管下端且集纳块内腔与套管连通，集纳块下

端通过螺母锁紧封口。

[0009] 本实用新型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10] 1）、相对于常规的管路连接而言，增设的排水槽一方面可减少堵塞，另一方面可有

利于沉淀，且后期方便清理；另外通过排水装置与吸水装置有效配合，可完成主动抽吸与被

动排水相结合，提高公路排水效率，保证公路交通正常有序。

[0011] 2）、通过在公路低洼地段设置小型的水泵，可利用进水管进行抽吸完成主动排水，

在暴雨时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过将进水管设置为硬管和软管，方便操作调节；通过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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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管增加过滤沉淀机构，可避免污水吸附时堵塞，通过将第二硬管底端设置为多个伸缩

支管，可方便对坑洼地方进行有效吸附。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布置框图（仅仅表示安装方位）。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排水装置的剖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排水槽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排水槽的结构示意图（截取下部分）。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吸水装置的俯视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二硬管的局部剖视图。

[0019]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硬管的局部剖视图。

[0020]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硬管的局部外形图。

[0021] 图9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硬管的局部剖视图。

[0022] 图中：排水槽1，连接管2，公路3，沉降部4，收集部5，U型收集网框6，连杆7，压块8，

开口9，底座10，水泵11，进水管12，第一硬管12-1，软管12-2，第二硬管12-3，出水管13，废水

收集罐14，U型吸管15，支管16，导杆17，挡板18，弹簧19，容纳室20，电机21，套管22，进管23，

出管24，过滤网25，集纳块26，螺母27，扩孔段28，直孔段29，主管30。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4所示，一种公路排水防堵装置，包括排水装置和吸水装置；所述排水装置

包括排水槽1，排水槽1的侧壁及底面由现浇钢筋混凝土制成,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弹性

模量为2.6×104MPa。排水槽1顶端面的盖板采用不锈钢板支撑且分多块与排水槽1铰接、并

对排水槽1顶端面进行封堵，这样可方便后期维修。在排水槽1前后预留有管孔，连接管2密

封安装在管孔上。多个排水槽1通过连接管2串联成排水单元，排水单元预埋在公路3两侧的

人行道下面且进水端与公路3边沿连通、出水端与市政排水系统连通。

[0024] 所述排水槽1包括沉降部4、收集部5，所述沉降部4的结构设计为梯形体结构，梯形

体结构的下表面成倾斜向下状态且沉降部4进水端宽而浅、出水端窄而深。这样可使水流分

成两股：上层水较清，下层水较浊。这样通过多个排水槽1可逐级将混带的泥沙沉淀，避免堵

塞后续的市政排水系统。为了对沉淀进行有效清除，在沉降部4底端一侧连接收集部5，收集

部5为长方体结构且与沉降部4连通，收集部5上端开口9处设有坎肩，收集部5底面贴附有U

型收集网框6，U型收集网框6左侧壁贴合在沉降部4的斜面上，方便将沉淀引入。U型收集网

框6的尺寸小于收集部5上端开口，这样方便后续提出。U型收集网框6采用过滤网+边框支

撑，过滤网网孔较小，可将水过滤去，泥沙留在上面后续提出进行清理。U型收集网框6通过

连杆7与压块8连通，压块8置于收集部5顶端的开口9的坎肩上且与路面平齐。这样既不影响

人行走，同时方便后期的清理。

[0025] 在一般雨季，雨水在公路上向两侧流动并进入到连接管2内，并通过多个排水槽1

一级一级沉淀后向后传送，并送入到市政排水系统内进行后续处理。由于市政排水系统不

属于本申请的核心点且不同地方的排水系统并不相同，因此不再此描述。当排水结束后可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08518053 U

4



定期将压块8提起，将U型收集网框6内的污物取出进行清理。

[0026] 在暴雨时，一方面由于雨量比较大，一方面由于堵塞导致公路上的雨水不能被及

时排走导致许多车辆熄火。对此可在公路较低地段一侧的人行道上设置吸水装置。吸水装

置包括底座10，底座10上设有水泵11，水泵11通过电机带动，电机由外接电源供电。水泵11

一端与进水管12连通，通过进水管12放置带低洼水域进行抽水，而水泵11另一端与出水管

13连通，通过出水管13将废水带入到废水收集罐14内，后续再进行处理。当某些常年集水的

低洼地带，可通过水泵带动将水吸附走，这样可通过人为操作满足暴雨季节公路排水需求。

在完成使用后可将进水管12缠绕卡在支柱的C型套上。

[0027] 所述进水管12包括第一硬管12-1、软管12-2及第二硬管12-3；第一硬管12-1一端

与水泵11连通，另一端与软管12-2连通。

[0028] 由于污水中泥沙较多，为了避免管道堵塞，可在第一硬管12-1上设置缓冲沉淀结

构。具体地：第一硬管12-1包括套管22，套管22左右分别与进管23、出管24密封连接；其中，

出管24进口端设有过滤网25。这样，污水进来后可经过阻挡。另外在套管22与进管23、出管

24连接处设有过渡块，过渡块最低端与套管22下端开口对齐，在套管22下端开口处还密封

固定有柱状集纳块26，集纳块26内设有通孔，通孔包括扩孔段28和直孔段29，其中，直孔段

29内壁上设有螺纹，螺母与直孔段29上的内螺纹孔螺纹连接，在螺母上嵌有密封垫，密封垫

的侧壁为与扩孔段28内孔相适应的锥面。当螺母旋进时，密封垫与扩孔段28楔形锁紧并密

封。污水中的泥沙被过滤网25阻挡后落到集纳块26内腔内，后续可旋下螺母27进行清理。

[0029] 由于某些底端坑坑洼洼较多，为了提高污水抽吸效率，在第二硬管12-3设置为由

主管和支管构成。具体地，第二硬管12-3包括上端的主管30，主管30一端与软管12-2连通，

另一端与容纳室20连通，容纳室20下端与两支管16连通固定，两支管16下端再与两  U型吸

管15套接，U型吸管15下端面上开有通孔，方便水进入。在每个两支管16左右各设有一个挡

板18，挡板18开孔，在U型吸管15下端焊接或螺母固定有导杆17，导杆17上套有弹簧19，导杆

17上端穿过支管16上的挡板18并通过限位板限位。当U型吸管15受到挤压时，可向上缩，并

通过导杆17导向。在未受到挤压时通过弹力作用恢复初始状态。

[0030] 在抽吸过程中，可将进水管12放入到低洼地带，启动相应的电机，利用水泵进行抽

吸。在抽吸过程中，也可将进水管12拿起，进行手动吸附，针对某些局部坑洼区，可通过U型

吸管15伸缩调节伸入抽吸，提高效率。

[0031] 为了对U型吸管15伸缩限位，可在支管16上设置限位环。

[0032] 为了提高U型吸管15与支管16之间的密封性，可在U型吸管15内壁上端缺口处设置

环形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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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6

CN 208518053 U

6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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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208518053 U

8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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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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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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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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