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3286343.3

(22)申请日 2021.12.24

(73)专利权人 宋朋星

地址 25680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路

262号自来水管理中心

(72)发明人 宋朋星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龙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72

专利代理师 张桂松

(51)Int.Cl.

B08B 9/047(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

管清淤装置，涉及管道清淤设备技术领域，包括

连接板，还包括：固定机构，与连接板连接，用于

将连接板固定在管道上；伸缩件，一端与固定机

构连接；喷水机构，与伸缩件另一端连接，用于在

清淤过程中喷水；刮淤机构，与喷水机构连接，用

于对管道内壁的淤泥进行刮除。本实用新型通过

固定机构将连接板固定在管道上，喷水机构在清

淤过程中喷水，刮淤机构对管道内壁的淤泥进行

刮除，解决了目前的管道清淤一般通过人工利用

一些简单的工具进行清淤，清淤效率低，而且劳

动强度大，清淤效果差，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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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包括连接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固定机构，与连接板连接，用于将连接板固定在管道上；

伸缩件，一端与固定机构连接；

喷水机构，与伸缩件另一端连接，用于在清淤过程中喷水；

刮淤机构，与喷水机构连接，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淤泥进行刮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机

构包括：

连接杆，与连接板滑动连接；

螺栓，与连接板和连接杆连接；

限位板，一侧与连接杆连接；

防滑垫，与限位板另一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机

构包括：

连接框，与伸缩件连接，所述连接框内部装有清水；

泵机，与连接框连接；

进水管，一端与泵机输入端连接，另一端与连接框内部连通；

出水管，一端与泵机输出端连接；

转动腔，与连接框连接，所述转动腔内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转动腔内部第二空腔与出

水管另一端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淤机

构包括：

驱动件，与连接框连接；

固定杆，与驱动件输出端连接，所述固定杆与转动腔转动连接，所述固定杆内部设有第

一空腔，所述固定杆内部第一空腔与转动腔内部第二空腔连通；

调节组件，与固定杆连接；

固定板，与调节组件连接，所述固定板内部设有第三空腔；

刮板，与固定板连接；

高压喷头，与固定板连接，并与其内部第三空腔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组

件包括：

固定框，与固定杆连接；

滑动杆，贯穿固定框并与其滑动连接，所述滑动杆与固定板连接，所述滑动杆内部设有

第四空腔，所述滑动杆内部第四空腔与固定杆内部第一空腔连通，所述滑动杆内部第四空

腔与固定板内部第三空腔连通；

限位块，与滑动杆连接；

弹性件，一端与限位块连接，另一端与固定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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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管道清淤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管道清淤是将管道进行疏通，清理管道里面的淤泥，保持长期畅通，以防止城市发

生内涝。管道清淤工作是排水部门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在排水管道中经常被排入大

量杂物和基建工地水泥砂，容易发生沉淀、淤积，造成管道堵塞，不进行及时的管道清淤、疏

通就会造成污泥污水滥流，污染环境，给人民生活带来麻烦。

[0003] 目前的管道清淤一般通过人工利用一些简单的工具进行清淤，清淤效率低，而且

劳动强度大，清淤效果差，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因此，亟需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

置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以解决上

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包括连接板，还包括：

[0007] 固定机构，与连接板连接，用于将连接板固定在管道上；

[0008] 伸缩件，一端与固定机构连接；

[0009] 喷水机构，与伸缩件另一端连接，用于在清淤过程中喷水；

[0010] 刮淤机构，与喷水机构连接，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淤泥进行刮除。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固定机构包括：

[0012] 连接杆，与连接板滑动连接；

[0013] 螺栓，与连接板和连接杆连接；

[0014] 限位板，一侧与连接杆连接；

[0015] 防滑垫，与限位板另一侧连接。

[0016]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喷水机构包括：

[0017] 连接框，与伸缩件连接，所述连接框内部装有清水；

[0018] 泵机，与连接框连接；

[0019] 进水管，一端与泵机输入端连接，另一端与连接框内部连通；

[0020] 出水管，一端与泵机输出端连接；

[0021] 转动腔，与连接框连接，所述转动腔内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转动腔内部第二空腔

与出水管另一端连通。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刮淤机构包括：

[0023] 驱动件，与连接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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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固定杆，与驱动件输出端连接，所述固定杆与转动腔转动连接，所述固定杆内部设

有第一空腔，所述固定杆内部第一空腔与转动腔内部第二空腔连通；

[0025] 调节组件，与固定杆连接；

[0026] 固定板，与调节组件连接，所述固定板内部设有第三空腔；

[0027] 刮板，与固定板连接；

[0028] 高压喷头，与固定板连接，并与其内部第三空腔连通。

[0029]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调节组件包括：

[0030] 固定框，与固定杆连接；

[0031] 滑动杆，贯穿固定框并与其滑动连接，所述滑动杆与固定板连接，所述滑动杆内部

设有第四空腔，所述滑动杆内部第四空腔与固定杆内部第一空腔连通，所述滑动杆内部第

四空腔与固定板内部第三空腔连通；

[0032] 限位块，与滑动杆连接；

[0033] 弹性件，一端与限位块连接，另一端与固定框连接。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35] 本实用新型通过固定机构将连接板固定在管道上，喷水机构在清淤过程中喷水，

刮淤机构对管道内壁的淤泥进行刮除，解决了目前的管道清淤一般通过人工利用一些简单

的工具进行清淤，清淤效率低，而且劳动强度大，清淤效果差，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为图1中A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刮板的立体图。

[003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限位板的立体图。

[0040] 图中：1、连接板；2、连接杆；3、限位板；4、防滑垫；5、伸缩件；6、连接框；7、泵机；8、

进水管；9、出水管；10、驱动件；11、固定杆；12、转动腔；13、固定框；14、滑动杆；15、限位块；

16、弹性件；17、固定板；18、刮板；19、高压喷头；20、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请参阅图1至图4，一种城市供水管道的清管清淤装置，包括

连接板1，还包括：

[0043] 固定机构，与连接板1连接，用于将连接板1固定在管道上；

[0044] 伸缩件5，一端与固定机构连接；

[0045] 喷水机构，与伸缩件5另一端连接，用于在清淤过程中喷水；

[0046] 刮淤机构，与喷水机构连接，用于对管道内壁的淤泥进行刮除。

[0047] 固定机构将连接板固定在管道上，喷水机构在清淤过程中喷水，刮淤机构对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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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壁的淤泥进行刮除，伸缩件5带动喷水机构运动，进而带动刮淤机构运动。所述伸缩件5可

采用电动伸缩杆、气缸等。

[0048]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请参阅图1和图4，所述固定机构包括：

[0049] 连接杆2，与连接板1滑动连接；

[0050] 螺栓20，与连接板1和连接杆2连接；

[0051] 限位板3，一侧与连接杆2连接；

[0052] 防滑垫4，与限位板3另一侧连接。

[0053] 转动螺栓20使得连接杆2与连接板1滑动连接，根据管道直径对连接杆2进行调节，

使得限位板3紧紧抵接在管道外壁，反向转动螺栓20，对连接杆2进行固定，从而将该装置固

定在管道外壁上，防滑垫4增大限位板3与管道外壁间的摩擦力，进一步防止该装置滑动。

[0054]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请参阅图1，所述喷水机构包括：

[0055] 连接框6，与伸缩件5连接，所述连接框6内部装有清水；

[0056] 泵机7，与连接框6连接；

[0057] 进水管8，一端与泵机7输入端连接，另一端与连接框6内部连通；

[0058] 出水管9，一端与泵机7输出端连接；

[0059] 转动腔12，与连接框6连接，所述转动腔12内部设有第二空腔，所述转动腔12内部

第二空腔与出水管9另一端连通。

[0060] 泵机7将连接框6内部的清水通过进水管8抽出，然后通过出水管9送入转动腔12内

部。

[0061]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请参阅图1至图3，所述刮淤机构包括：

[0062] 驱动件10，与连接框6连接；

[0063] 固定杆11，与驱动件10输出端连接，所述固定杆11与转动腔12转动连接，所述固定

杆11内部设有第一空腔，所述固定杆11内部第一空腔与转动腔12内部第二空腔连通；

[0064] 调节组件，与固定杆11连接；

[0065] 固定板17，与调节组件连接，所述固定板17内部设有第三空腔；

[0066] 刮板18，与固定板17连接；

[0067] 高压喷头19，与固定板17连接，并与其内部第三空腔连通。

[0068] 转动腔12内部的清水进入固定杆11内部，然后通过调节组件进入固定板17内部，

进而通过高压喷头19喷出，驱动件10带动固定杆11转动，固定杆11带动调节组件转动，调节

组件带动固定板17转动，固定板17带动刮板18转动，刮板18对淤泥进行刮除，调节组件使得

刮板18紧紧贴附在各种管道内壁，满足不同管道需求。所述驱动件10可采用驱动电机、步进

电机等。

[0069]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请参阅图1和图2，所述调节组件包括：

[0070] 固定框13，与固定杆11连接；

[0071] 滑动杆14，贯穿固定框13并与其滑动连接，所述滑动杆14与固定板17连接，所述滑

动杆14内部设有第四空腔，所述滑动杆14内部第四空腔与固定杆11内部第一空腔连通，所

述滑动杆14内部第四空腔与固定板17内部第三空腔连通；

[0072] 限位块15，与滑动杆14连接；

[0073] 弹性件16，一端与限位块15连接，另一端与固定框1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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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刮板18抵接在管道内壁，刮板18带动固定板17运动，固定板17带动滑动杆14运动，

滑动杆14带动限位块15运动，限位块15挤压弹性件16，使得弹性件16发生弹性形变，在弹性

件16的反作用力下，使得刮板18紧紧的抵接在管道内壁。所述弹性件16可采用弹簧、弹片

等。

[007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转动螺栓20使得连接杆2与连接板1滑动连接，根据管

道直径对连接杆2进行调节，使得限位板3紧紧抵接在管道外壁，反向转动螺栓20，对连接杆

2进行固定，从而将该装置固定在管道外壁上，防滑垫4增大限位板3与管道外壁间的摩擦

力，进一步防止该装置滑动，刮板18抵接在管道内壁，刮板18带动固定板17运动，固定板17

带动滑动杆14运动，滑动杆14带动限位块15运动，限位块15挤压弹性件16，使得弹性件16发

生弹性形变，在弹性件16的反作用力下，使得刮板18紧紧的抵接在管道内壁，驱动件10带动

固定杆11转动，固定杆11带动固定框13转动，固定框13带动滑动杆14转动，滑动杆14带动固

定板17转动，固定板17带动刮板18转动，刮板18对淤泥进行刮除，泵机7将连接框6内部的清

水通过进水管8抽出，然后通过出水管9送入转动腔12内部，转动腔12内部的清水进入固定

杆11内部，然后通过滑动杆14进入固定板17内部，进而通过高压喷头19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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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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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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