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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及其吸污作

业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

备及其吸污作业方法，包括吸污船、升降机和吸

污执行装置，吸污执行装置通过升降机可升降设

置在吸污船上，吸污船具有污泥存储仓，其仓口

设置有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吸污执行装置包

括吸污泵、污泥输送管组、吸污搅拌器和驱动机

构；升降机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

的倒圆锥形吸污壳体以及污泥搅拌切割架逐渐

深入河道污泥中，且驱动机构驱动竖向导污管并

带动污泥搅拌切割架旋转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

以及对河道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本发明能够

用于河道污泥的吸污清理作业，吸污效果好、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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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吸污船(1)、升降机(2)和吸污执行

装置；所述吸污执行装置通过升降机(2)可升降设置在吸污船(1)上；所述吸污船(1)具有污

泥存储仓，其仓口(11)设置有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所述吸污执行装置将河道污泥吸

出并输送至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经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去除河道污泥中

掺杂的固体杂质后存储至污泥存储仓内；

所述吸污执行装置包括吸污泵(3)、污泥输送管组、吸污搅拌器(6)和驱动机构(7)；所

述升降机(2)上设置有支撑平板(16)，所述吸污泵(3)设置在支撑平板(16)上，且吸污泵(3)

安装在污泥输送管组上；所述吸污搅拌器(6)包括竖向导污管(61)、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

和污泥搅拌切割架(63)；所述竖向导污管(61)与支撑平板(16)转动连接，且竖向导污管

(61)的上管口通过旋转接头(5)与污泥输送管组的污泥输入管口旋转连通；所述倒圆锥形

吸污壳体(62)连通设置于竖向导污管(61)的下管口，且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的侧面周向

贯穿开设有若干污泥进入孔(621)；所述污泥搅拌切割架(63)固设于竖向导污管(61)的下

部，且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位于污泥搅拌切割架(63)内；所述驱动机构(7)与竖向导污管

(61)驱动连接；

所述升降机(2)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6)的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以

及污泥搅拌切割架(63)逐渐深入河道污泥中，且驱动机构(7)驱动竖向导污管(61)并带动

污泥搅拌切割架(63)旋转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以及对河道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

所述污泥搅拌切割架(63)包括多个U型搅拌切割部(631)、上连接环(632)、下连接块

(633)和倒圆锥体(634)；所述上连接环(632)套固在竖向导污管(61)上；所述下连接块

(633)位于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正下方；多个所述U型搅拌切割部(631)均开口朝向倒圆

锥形吸污壳体(62)并呈圆周阵列环绕圆锥形吸污壳体(62)设置，且U型搅拌切割部(631)的

上端与上连接环(632)连接，U型搅拌切割部(631)的下端与下连接块(633)连接；所述倒圆

锥体(634)一体成型于下连接块(633)的下块面；

所述U型搅拌切割部(631)包括U型搅拌杆(6311)和U型切割刀(6312)；所述U型搅拌杆

(6311)由正三棱柱杆折弯制作，污泥搅拌切割架(63)旋转进行河道污泥搅拌时，所述U型搅

拌杆(6311)的其中一个棱迎击河道污泥设置；所述U型切割刀(6312)轮廓与U型搅拌杆

(6311)的迎击河道污泥的棱匹配并固连，污泥搅拌切割架(63)旋转进行河道污泥搅拌时，

所述U型切割刀(6312)的刀刃迎击河道污泥并对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

所述污泥输送管组包括第一污泥输送管(4)、第二污泥输送管(12)和长度可调节污泥

输送管(8)；所述第一污泥输送管(4)的污泥输入管口通过旋转接头(5)与竖向导污管(61)

的上管口连通，第一污泥输送管(4)的污泥输出管口与吸污泵(3)的污泥进入口连通；所述

第二污泥输送管(12)的污泥输入口与吸污泵(3)的污泥排出口连通；所述第二污泥输送管

(12)的污泥输出管口与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的污泥输入管口连通；

所述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竖向设置于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的正上方，其由

多节污泥输送管(81)依次滑移套接构成；所述吸污船(1)上设置有限位连接杆(15)，位于最

下节的所述污泥输送管(81)与限位连接杆(15)固定连接，升降机(2)升降时，带动第二污泥

输送管(12)拖拽位于最上节的污泥输送管(81)在竖向位移调节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

的相对长度；位于最下节的所述污泥输送管(81)的正下方通过连接杆(13)设置有正圆锥形

污泥导流扩散体(14)，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用于对从污泥输送管(81)的污泥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577408 B

2



输出管口输出的污泥进行导流扩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固体杂

质筛分机构(9)包括上箱体(91)和圆筒(92)；所述上箱体(91)底部具有污泥排出箱口

(912)，所述圆筒(92)的上筒口与污泥排出箱口(912)对接固连，所述圆筒(92)的下筒口与

污泥存储仓的仓口(11)对接安装，且污泥排出箱口(912)的高度高于上箱体(91)的内箱底

(913)；

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还包括支撑架(93)、第一电机(94)、中心转轴(95)、多

个筛分网架(96)和锥形电机挡罩(97)；所述支撑架(93)固设在圆筒(92)内，并支撑第一电

机(94)设置；所述中心转轴(95)竖向设置并与第一电机(94)驱动连接；多个所述筛分网架

(96)竖向设置并在中心转轴(95)外周呈圆周阵列分布；所述锥形电机挡罩(97)罩设第一电

机(94)设置，且锥形电机挡罩(97)的边缘与圆筒(92)的内筒壁具有污泥通过间距(100)；

所述上箱体(91)顶部具有污泥进入箱口(911)，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位

于污泥进入箱口(911)正上方，且在俯视方向上，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的边缘

轮廓落入污泥通过间距(100)的轮廓围合范围内；

所述第一电机(94)驱动中心转轴(95)带动多个筛分网架(96)同步旋转对污泥进行击

打筛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筛分网架

(96)的筛分网格的面积小于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的污泥进入孔(621)的面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

(7)为带传动机构，其包括设置于支撑平板(16)上的第二电机(71)以及通过皮带(73)带传

动连接的主动带轮(72)和从动带轮(74)；所述主动带轮(72)与第二电机(71)驱动连接，所

述从动带轮(74)设置于竖向导污管(61)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配重

(10)，所述配重(10)设置于吸污船(1)的船尾，以保持吸污船(1)的整体平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的吸污作业方法，其特征在于：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启动第二电机(71)通过带传动驱动整个吸污搅拌器(6)旋转；

步骤二：启动升降机(2)，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6)的倒圆锥形吸污壳

体(62)以及污泥搅拌切割架(63)逐渐下移并深入河道污泥中，此过程中，旋转的U型搅拌杆

(6311)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破坏污泥的粘连黏稠性；旋转的U型切割刀(6312)对河道污泥

中的杂草进行切割，破坏杂草对河道污泥的固泥性；

步骤三：启动吸污泵(3)进行河道污泥的吸污，河道污泥通过污泥进入孔(621)被吸入

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内，随后依次通过竖向导污管(61)、第一污泥输送管(4)、第二污泥

输送管(12)、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被输送至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河道污泥

经过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的导流扩散后，落入上箱体(91)内；

步骤四：启动第一电机(94)，第一电机(94)驱动中心转轴(95)带动多个筛分网架(96)

同步旋转对河道污泥进行击打筛分，河道污泥中的固体杂质被击打出，击打出的固体杂质

与上箱体(91)的内箱壁碰撞，进而落入上箱体(91)的内箱底(913)被收集，筛分后的河道污

泥落入污泥通过间距(100)进而通过仓口(11)落入污泥存储仓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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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及其吸污作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河道清污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及其

吸污作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用于河道污泥清理的吸污装置具有以下不足：

[0003] 一、只具有吸污功能，不具有河道污泥的固体杂质去除功能：由于河道污泥中含有

固体杂质，如一些常见的小石子，河道污泥吸出后还需要进行固体杂质的去除，没有在吸污

过程中将这些固体杂质筛分出去，导致后续河道污泥处理的步骤较为繁琐，多功能性较差；

[0004] 二、吸污效果差、效率低：河道污泥长时间的聚积使得河道污泥粘连黏稠性较大，

现有的吸污装置在不提前破坏河道污泥的粘连黏稠性的情况进行吸污作业，很难彻底地将

河道污泥吸出，此外，河道污泥中生长的杂草对河道污泥具有一定的固泥性(类比植物对土

的固体性)，如果不对这些杂草进行破坏，则会更加增加吸污作业的困难性，导致吸污效率

非常低。

[0005] 为解决上述不足，本发明提出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及其吸污作业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

污设备及其吸污作业方法，能够用于河道污泥的吸污清理作业，吸污效果好、效率高。

[0007]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包括吸污

船、升降机和吸污执行装置；所述吸污执行装置通过升降机可升降设置在吸污船上；所述吸

污船具有污泥存储仓，其仓口设置有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所述吸污执行装置将河道污

泥吸出并输送至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经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去除河道污泥中

掺杂的固体杂质后存储至污泥存储仓内；

[0008] 所述吸污执行装置包括吸污泵、污泥输送管组、吸污搅拌器和驱动机构；所述升降

机上设置有支撑平板，所述吸污泵设置在支撑平板上，且吸污泵安装在污泥输送管组上；所

述吸污搅拌器包括竖向导污管、倒圆锥形吸污壳体和污泥搅拌切割架；所述竖向导污管与

支撑平板转动连接，且竖向导污管的上管口通过旋转接头与污泥输送管组的污泥输入管口

旋转连通；所述倒圆锥形吸污壳体连通设置于竖向导污管的下管口，且倒圆锥形吸污壳体

的侧面周向贯穿开设有若干污泥进入孔；所述污泥搅拌切割架固设于竖向导污管的下部，

且倒圆锥形吸污壳体位于污泥搅拌切割架内；所述驱动机构与竖向导污管驱动连接；

[0009] 所述升降机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的倒圆锥形吸污壳体以及污泥

搅拌切割架逐渐深入河道污泥中，且驱动机构驱动竖向导污管并带动污泥搅拌切割架旋转

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以及对河道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污泥搅拌切割架包括多个U型搅拌切割部、上连接环、下连接块和

倒圆锥体；所述上连接环套固在竖向导污管上；所述下连接块位于倒圆锥形吸污壳体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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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多个所述U型搅拌切割部均开口朝向倒圆锥形吸污壳体并呈圆周阵列环绕圆锥形吸污

壳体设置，且U型搅拌切割部的上端与上连接环连接，U型搅拌切割部的下端与下连接块连

接；所述倒圆锥体一体成型于下连接块的下块面。

[0011] 进一步地，所述U型搅拌切割部包括U型搅拌杆和U型切割刀；所述U型搅拌杆由正

三棱柱杆折弯制作，污泥搅拌切割架旋转进行河道污泥搅拌时，所述U型搅拌杆的其中一个

棱迎击河道污泥设置；所述U型切割刀轮廓与U型搅拌杆的迎击河道污泥的棱匹配并固连，

污泥搅拌切割架旋转进行河道污泥搅拌时，所述U型切割刀的刀刃迎击河道污泥并对污泥

中的杂草进行切割。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污泥输送管组包括第一污泥输送管、第二污泥输送管和长度可调

节污泥输送管；所述第一污泥输送管的污泥输入管口通过旋转接头与竖向导污管的上管口

连通，第一污泥输送管的污泥输出管口与吸污泵的污泥进入口连通；所述第二污泥输送管

的污泥输入口与吸污泵的污泥排出口连通；所述第二污泥输送管的污泥输出管口与长度可

调节污泥输送管的污泥输入管口连通；

[0013] 所述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竖向设置于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的正上方，其由多

节污泥输送管依次滑移套接构成；所述吸污船上设置有限位连接杆，位于最下节的所述污

泥输送管与限位连接杆固定连接，升降机升降时，带动第二污泥输送管拖拽位于最上节的

污泥输送管在竖向位移调节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的相对长度；位于最下节的所述污泥输

送管的正下方通过连接杆设置有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

用于对从污泥输送管的污泥输出管口输出的污泥进行导流扩散。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包括上箱体和圆筒；所述上箱体底部具有

污泥排出箱口，所述圆筒的上筒口与污泥排出箱口对接固连，所述圆筒的下筒口与污泥存

储仓的仓口对接安装，且污泥排出箱口的高度高于上箱体的内箱底；

[0015] 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还包括支撑架、第一电机、中心转轴、多个筛分网架和

锥形电机挡罩；所述支撑架固设在圆筒内，并支撑第一电机设置；所述中心转轴竖向设置并

与第一电机驱动连接；多个所述筛分网架竖向设置并在中心转轴外周呈圆周阵列分布；所

述锥形电机挡罩罩设第一电机设置，且锥形电机挡罩的边缘与圆筒的内筒壁具有污泥通过

间距；

[0016] 所述上箱体顶部具有污泥进入箱口，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位于污泥进入

箱口正上方，且在俯视方向上，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的边缘轮廓落入污泥通过间

距的轮廓围合范围内；

[0017] 所述第一电机驱动中心转轴带动多个筛分网架同步旋转对污泥进行击打筛分。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筛分网架的筛分网格的面积小于倒圆锥形吸污壳体的污泥进入孔

的面积。

[0019] 进一步地，所述驱动机构为带传动机构，其包括设置于支撑平板上的第二电机以

及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的主动带轮和从动带轮；所述主动带轮与第二电机驱动连接，所述

从动带轮设置于竖向导污管上。

[0020] 进一步地，还包括配重，所述配重设置于吸污船的船尾，以保持吸污船的整体平

衡。

[0021] 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的吸污作业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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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步骤一：启动第二电机通过带传动驱动整个吸污搅拌器旋转；

[0023] 步骤二：启动升降机，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的倒圆锥形吸污壳体

以及污泥搅拌切割架逐渐下移并深入河道污泥中，此过程中，旋转的U型搅拌杆对河道污泥

进行搅拌，破坏污泥的粘连黏稠性；旋转的U型切割刀对河道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破坏

杂草对河道污泥的固泥性；

[0024] 步骤三：启动吸污泵进行河道污泥的吸污，河道污泥通过污泥进入孔被吸入倒圆

锥形吸污壳体内，随后依次通过竖向导污管、第一污泥输送管、第二污泥输送管、长度可调

节污泥输送管被输送至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河道污泥经过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

的导流扩散后，落入上箱体内；

[0025] 步骤四：启动第一电机，第一电机驱动中心转轴带动多个筛分网架同步旋转对河

道污泥进行击打筛分，河道污泥中的固体杂质被击打出，击打出的固体杂质与上箱体的内

箱壁碰撞，进而落入上箱体的内箱底被收集，筛分后的河道污泥落入污泥通过间距进而通

过仓口落入污泥存储仓被存储。

[0026]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及其吸污作业方法，有益效果

如下：

[0027] 1)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能够破坏污泥的粘连黏稠性，对杂草进行切割，能够破坏

杂草对河道污泥的固泥性，从而使河道污泥更容易被吸出，且吸污更加彻底，大大提高吸污

作业的效率；

[0028] 2)设置的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能够在河道污泥存储至污泥存储仓之前将其中

含有的固体杂质去除，简化后续进行河道污泥处理的步骤；

[0029] 3)吸污作业方法布局合理，易于操作，适于规模化推广。

附图说明

[0030] 附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2为吸污搅拌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3为吸污搅拌器的俯视图；

[0033] 附图4为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4] 附图5为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的结构分解示意图；

[0035] 附图6为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37]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包括吸污船1、升降机2和吸

污执行装置；所述吸污执行装置通过升降机2可升降设置在吸污船1上；所述吸污船1具有污

泥存储仓，其仓口11设置有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所述吸污执行装置将河道污泥吸出并

输送至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经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去除河道污泥中掺杂的固

体杂质后存储至污泥存储仓内；由于河道污泥中含有固体杂质，如小石子，设置的污泥固体

杂质筛分机构9能够在河道污泥存储至污泥存储仓之前将其中含有的固体杂质去除，简化

后续进行河道污泥处理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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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吸污执行装置包括吸污泵3、污泥输送管组、吸污搅拌器6和驱动机构7；所述

升降机2上设置有支撑平板16，所述吸污泵3设置在支撑平板16上，且吸污泵3安装在污泥输

送管组上；所述吸污搅拌器6包括竖向导污管61、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和污泥搅拌切割架

63；所述竖向导污管61与支撑平板16转动连接，且竖向导污管61的上管口通过旋转接头5与

污泥输送管组的污泥输入管口旋转连通；所述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连通设置于竖向导污管

61的下管口，且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的侧面周向贯穿开设有若干污泥进入孔621，倒圆锥形

吸污壳体62的形状合理，能够减少其深入河道污泥中时受到的阻力，污泥进入孔621的设置

使得河道污泥进入的同时兼具过滤固体杂质的功能；所述污泥搅拌切割架63固设于竖向导

污管61的下部，且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位于污泥搅拌切割架63内，保证被吸入倒圆锥形吸

污壳体62内的河道污泥都是已被搅拌破坏粘连黏稠性的。

[0039] 所述驱动机构7与竖向导污管61驱动连接；所述驱动机构7为带传动机构，其包括

设置于支撑平板16上的第二电机71以及通过皮带73带传动连接的主动带轮72和从动带轮

74；所述主动带轮72与第二电机71驱动连接，所述从动带轮74设置于竖向导污管61上。

[0040] 所述升降机2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6的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以及

污泥搅拌切割架63逐渐深入河道污泥中，且驱动机构7驱动竖向导污管61并带动污泥搅拌

切割架63旋转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以及对河道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对河道污泥进行搅

拌，能够破坏污泥的粘连黏稠性，对杂草进行切割，能够破坏杂草对河道污泥的固泥性，从

而使河道污泥更容易被吸出，且吸污更加彻底，吸污效果好，大大提高吸污作业的效率。

[0041] 所述污泥搅拌切割架63包括多个U型搅拌切割部631、上连接环632、下连接块633

和倒圆锥体634；所述上连接环632套固在竖向导污管61上；所述下连接块633位于倒圆锥形

吸污壳体62正下方；多个所述U型搅拌切割部631均开口朝向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并呈圆周

阵列环绕圆锥形吸污壳体62设置，且U型搅拌切割部631的上端与上连接环632连接，U型搅

拌切割部631的下端与下连接块633连接；所述倒圆锥体634一体成型于下连接块633的下块

面，用于减少阻力。

[0042] 所述U型搅拌切割部631包括U型搅拌杆6311和U型切割刀6312；所述U型搅拌杆

6311由正三棱柱杆折弯制作，污泥搅拌切割架63旋转进行河道污泥搅拌时，所述U型搅拌杆

6311的其中一个棱迎击河道污泥设置，U型搅拌杆6311的结构构造非常合理，能够大大减少

U型搅拌杆6311旋转搅拌的阻力；所述U型切割刀6312轮廓与U型搅拌杆6311的迎击河道污

泥的棱匹配并固连，污泥搅拌切割架63旋转进行河道污泥搅拌时，所述U型切割刀6312的刀

刃迎击河道污泥并对污泥中的杂草进行切割。

[0043] 所述污泥输送管组包括第一污泥输送管4、第二污泥输送管12和长度可调节污泥

输送管8；所述第一污泥输送管4的污泥输入管口通过旋转接头5与竖向导污管61的上管口

连通，第一污泥输送管4的污泥输出管口与吸污泵3的污泥进入口连通；所述第二污泥输送

管12的污泥输入口与吸污泵3的污泥排出口连通；所述第二污泥输送管12的污泥输出管口

与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的污泥输入管口连通；

[0044] 所述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竖向设置于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的正上方，其由

多节污泥输送管81依次滑移套接构成；所述吸污船1上设置有限位连接杆15，位于最下节的

所述污泥输送管81与限位连接杆15固定连接，升降机2升降时，带动第二污泥输送管12拖拽

位于最上节的污泥输送管81在竖向位移调节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的相对长度；位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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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节的所述污泥输送管81的正下方通过连接杆13设置有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当升

降机2升降时，由于限位连接杆15对位于最下节的污泥输送管81的限位作用，使得正圆锥形

污泥导流扩散体14始终保持靠近上箱体91的污泥进入箱口911设置，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

散体14的高度始终保持不变，从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上下落至上箱体91内的河道污

泥的下落距离较近，不会造成河道污泥的嘭溅，避免造成污染，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

体14用于对从污泥输送管81的污泥输出管口输出的污泥进行导流扩散，使得下落进入上箱

体91内的河道污泥分布范围较广，避免某一空间区域内河道污泥较多、某一空间区域内污

泥较少的情况发生，而且分布范围广的河道污泥在进行固体杂质的筛分时，能够筛分得更

加彻底，大大提高筛分效率。

[0045] 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包括上箱体91和圆筒92；所述上箱体91底部具有污

泥排出箱口912，所述圆筒92的上筒口与污泥排出箱口912对接固连，所述圆筒92的下筒口

与污泥存储仓的仓口11对接安装，且污泥排出箱口912的高度高于上箱体91的内箱底913，

从而形成能够收集固体杂质的收集空间，避免被收集的固体杂质滚落至圆筒92内。

[0046] 所述污泥固体杂质筛分机构9还包括支撑架93、第一电机94、中心转轴95、多个筛

分网架96和锥形电机挡罩97；所述支撑架93固设在圆筒92内，并支撑第一电机94设置；所述

中心转轴95竖向设置并与第一电机94驱动连接；多个所述筛分网架96竖向设置并在中心转

轴95外周呈圆周阵列分布；所述第一电机94驱动中心转轴95带动多个筛分网架96同步旋转

对污泥进行击打筛分，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河道污泥中固体杂质的筛分，能够非常迅速地筛

分出固体杂质，不造成河道污泥堵塞，不仅不影响河道污泥的正常吸污作业，而且不影响河

道污泥下落存储至污泥存储仓内，筛分效率非常高。

[0047] 为了避免下落的河道污泥蓄积在第一电机94上，而且对第一电机94起到保护作

用，所述锥形电机挡罩97罩设第一电机94设置，且锥形电机挡罩97的边缘与圆筒92的内筒

壁具有污泥通过间距100，为污泥的下落预留下落通道，保证河道污泥正常下落至污泥存储

仓内。

[0048] 所述上箱体91顶部具有污泥进入箱口911，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位于

污泥进入箱口911正上方，河道污泥被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导流扩散的范围过大会

使河道污泥落入上箱体91的内箱底913，再者，河道污泥被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导流

扩散的范围过小会使河道污泥的固体杂质筛分的不够彻底，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保

证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导流扩散的合理性，且在俯视方向上，所述正圆锥形污泥导

流扩散体14的边缘轮廓落入污泥通过间距100的轮廓围合范围内。

[0049] 开设有污泥进入孔621的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具有固体杂质筛分功能，所以被吸

入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内的河道污泥所含有的固体杂质都是比污泥进入孔621小的，因此，

所述筛分网架96的筛分网格的面积小于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的污泥进入孔621的面积，用

于将未被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筛分的固体杂质筛分出来。

[0050] 还包括配重10，所述配重10设置于吸污船1的船尾，以保持吸污船1的整体平衡。

[0051] 一种清理河道污泥的吸污设备的吸污作业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52] 步骤一：启动第二电机71通过带传动驱动整个吸污搅拌器6旋转；

[0053] 步骤二：启动升降机2，带动吸污执行装置下降使吸污搅拌器6的倒圆锥形吸污壳

体62以及污泥搅拌切割架63逐渐下移并深入河道污泥中，此过程中，旋转的U型搅拌杆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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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道污泥进行搅拌，破坏污泥的粘连黏稠性；旋转的U型切割刀6312对河道污泥中的杂草

进行切割，破坏杂草对河道污泥的固泥性；

[0054] 步骤三：启动吸污泵3进行河道污泥的吸污，河道污泥通过污泥进入孔621被吸入

倒圆锥形吸污壳体62内，随后依次通过竖向导污管61、第一污泥输送管4、第二污泥输送管

12、长度可调节污泥输送管8被输送至正圆锥形污泥导流扩散体14，河道污泥经过正圆锥形

污泥导流扩散体14的导流扩散后，落入上箱体91内；

[0055] 步骤四：启动第一电机94，第一电机94驱动中心转轴95带动多个筛分网架96同步

旋转对河道污泥进行击打筛分，河道污泥中的固体杂质被击打出，击打出的固体杂质与上

箱体91的内箱壁碰撞，进而落入上箱体91的内箱底913被收集，筛分后的河道污泥落入污泥

通过间距100进而通过仓口11落入污泥存储仓被存储。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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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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