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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

装置，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安装链条式导轨，

将碎淤冲洗单元固定于悬挂式支架，所述碎淤冲

洗单元包括由供水供电单元控制运行的淤泥破

碎器和高压冲洗枪，悬挂式支架悬挂于链条式导

轨，沿所述链条式导轨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移

动，在检查井外的地面通过抽淤集泥车清运碎淤

冲洗单元破碎与冲出的淤泥。本发明充分利用检

查井及排水管道的内部空间，通过链条式导轨的

精巧设计实现悬挂式支架在排水管道内的运送

与安置，并通过淤泥破碎器、高压冲洗枪及抽淤

集泥车的相互配合，有效破碎并清除排水管道内

的淤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适用性强、

易于实施、功能多样、操作灵活、效果显著等突出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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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安装链条式导轨，将碎淤冲洗单元固定于悬挂式支架，所述碎

淤冲洗单元包括淤泥破碎器和高压冲洗枪，悬挂式支架悬挂于链条式导轨，沿所述链条式

导轨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移动，在检查井外的地面设置抽淤集泥车，用于清运碎淤冲洗

单元破碎与冲出的淤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式导轨

包括承托框架，所述承托框架安装有主动链轮、从动滑轮及与其配合的链条，电动机与所述

主动链轮相连，用于带动主动链轮旋转，从而带动链条移动，从动滑轮设轮槽，所述链条的

链槽与主动链轮的轮齿咬合，链条的外侧则与从动滑轮的轮槽卡合。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链轮

位于承托框架的顶部，所述从动滑轮位于承托框架的底部；所述主动链轮的齿距为10-15 

cm，齿厚为7-9  cm；所述从动滑轮的轮槽宽度为5-8  cm，轮槽深度为6-10  cm；所述主动链轮

及从动滑轮的轮面均与排水管道的轴线位于同一平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式支架

包括网罩、伸缩杆及与伸缩杆连接的挂钩，所述挂钩穿过所述链条式导轨中链条的销轴，从

而将所述悬挂式支架与所述链条相连，所述网罩内安装淤泥破碎器及高压冲洗枪，并使得

高压冲洗枪的喷射方向与排水管道内的污水流向相同，同时使得淤泥破碎器位于所述高压

冲洗枪的下游。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淤集泥车

包括储泥灌、抽吸泵及抽泥管，所述抽泥管放置于所述淤泥破碎器下游的检查井底部。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挂钩的数量

为2个及以上，以限制所述悬挂式支架在排水管道中的轴向位移。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挂钩上部为

钩状物，下部为与网罩相连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需具有一定长度，以使得所述悬挂式支架

随所述链条运动时能够顺利通过直角弯处。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式支架

包括位于网罩的两侧的双侧伸缩杆，所述双侧伸缩杆系末端具有万向轮的弹性伸缩杆，伸

缩方向与所述排水管道的轴线垂直，用于限制所述悬挂式支架在排水管道中的侧向位移。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压冲洗枪

内置有一个或多个喷嘴，其通过限制水的过流面积来加速水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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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市政排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排水管道是收集、输送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雨水的工程设施。近年来，随着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排水管道的建设数量与规模也在逐年增加。如：“十三五”期间，上

海市在已建总长约9530  km排水管道的基础上，中心城区配套排水管道约100  km，郊区新建

排水管道约310  km。日益完善的排水管道系统为城镇中各类污水及雨水的输送提供了便

利，然而，随着排水管道系统的逐渐庞大，排水管道的水质污染及次生灾害等问题也逐渐凸

显。

[0003] 以分流制雨水管道为例，在“雨污混接屡禁不止、洗车排档污水肆意排入、初期雨

水面源污染大量进入”的背景下，雨水管道已成为诸多污水的汇集地，这些污水在雨天放江

时排入河湖，将对水环境造成巨大冲击。对于分流制污水管道，其输送的污水中悬浮性颗粒

物含量高，在管径较大、流速较慢的管段易于沉淀形式淤泥，造成管道堵塞。而对于合流制

排水管道，旱天时污水在管径较大的管道中流速较慢，污水中的悬浮性颗粒物易于沉淀形

成淤泥；雨天时由于水量剧增，管道内的淤泥被冲出，由此造成河湖黑臭问题的频发。

[0004] 目前针对排水管道的清淤只局限于管径较小的情形，一般采用高压冲洗枪、人工

牵引或推拉等方法将排水管道内的颗粒物及淤泥清理到管道外，或推送至管径更大的管

道。然而，对于管径较大的排水管道尚无有效的清淤除渣技术。

[0005] 另外，采用高压冲洗枪冲洗排水管道内的淤泥时，常因淤泥中存在粒径较大、质地

较硬的成份而削弱冲洗效果，且冲洗出的淤泥中因含有硬质成份而对抽吸设备造成损坏。

因此，如能在清淤前，对排水管道内的淤泥进行破损，则能有效提高高压冲洗枪的冲洗效

率，并有效避免抽淤集泥车中抽吸泵的损坏。

[0006] 因此，市场亟需一种能够在破碎排水管道淤泥中硬质成份的新型清淤疏通技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通过对排水管道及检查井

实施适当的工程改造，充分利用排水管道内部空间，通过链条式导轨和悬挂式支架的设计

向排水管道内部运送淤泥破碎器及高压冲洗枪，并在检测井外的地面通过抽淤集泥车及时

清运冲出的淤泥，从而实现排水管道的疏通清淤。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安装链条式导轨，将碎淤冲洗单元固定于悬挂式支架，所述碎

淤冲洗单元包括淤泥破碎器和高压冲洗枪，悬挂式支架悬挂于链条式导轨，沿所述链条式

导轨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移动，在检查井外的地面设置抽淤集泥车，用于清运碎淤冲洗

单元破碎与冲出的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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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链条式导轨包括承托框架，所述承托框架安装有主动链轮、从动滑

轮及与其配合的链条，所述主动链轮及从动滑轮的轮面均与排水管道的轴线位于同一平

面，电动机与所述主动链轮相连，用于带动主动链轮旋转，从而带动链条移动，从动滑轮设

轮槽，所述链条的链槽与主动链轮的轮齿咬合，链条的外侧则与从动滑轮的轮槽卡合。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承托框架和检查井侧壁设固定结点，所述固定结点系所述承托框

架和检查井侧壁的连结点，连结方式为焊接、粘接或膨胀螺丝固定；所述承托框架底部设框

架底座，框架底座置于检查井底部，其底面与检查井的底面吻合。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链轮位于承托框架的顶部，所述从动滑轮位于承托框架的底

部；所述主动链轮的齿距为10-15  cm，齿厚为7-9  cm；所述从动滑轮的轮槽宽度为5-8  cm，

轮槽深度为6-10  cm；所述主动链轮及从动滑轮的轮面均与排水管道的轴线位于同一平面。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悬挂式支架包括网罩、伸缩杆及与伸缩杆连接的挂钩，所述挂钩穿

过所述链条式导轨中链条的销轴，从而将所述悬挂式支架与所述链条相连，所述网罩内安

装淤泥破碎器及高压冲洗枪，并使得高压冲洗枪的喷射方向与排水管道内的污水流向相

同，同时使得淤泥破碎器位于所述高压冲洗枪的下游。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抽淤集泥车包括储泥灌、抽吸泵及抽泥管，所述抽泥管放置于所述

淤泥破碎器下游的检查井底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挂钩的数量为2个及以上，以限制所述悬挂式支架在排水管道中的

轴向位移。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挂钩上部为钩状物，下部为与网罩相连的连接杆，所述连接杆需具

有一定长度，以使得所述悬挂式支架随所述链条运动时能够顺利通过直角弯处。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悬挂式支架包括位于网罩的两侧的双侧伸缩杆，所述双侧伸缩杆

系末端具有万向轮的弹性伸缩杆，伸缩方向与所述排水管道的轴线垂直，用于限制所述悬

挂式支架在排水管道中的侧向位移。

[0017] 进一步地，所述高压冲洗枪内置有一个或多个喷嘴，其通过限制水的过流面积来

加速水流速度。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链条式导轨的安装方式为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

其一，将承托框架、固定结点、框架底座、主动链轮及从动滑轮全部安装于检查井内，使

得链条呈双股U型结构；

其二，将承托框架的一部分及主动链轮安装于检查井的上方，固定结点、框架底座及从

动滑轮则安装于检查井内，使得链条呈单股口型结构。

[0019] 本发明充分利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的内部空间，通过链条式导轨的精巧设计实现

悬挂式支架在排水管道内的运送与安置，并通过淤泥破碎器、高压冲洗枪及抽淤集泥车的

相互配合，有效破碎并清除排水管道内的淤泥。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适用性强、易

于实施、功能多样、操作灵活、效果显著等突出特色。

[0020] 与同领域的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显著特色为：

1.适用性强

系统针对排水管道的疏通清淤问题，通过链条式导轨、悬挂式支架、淤泥破碎器、高压

冲洗枪及抽淤集泥车的合理布局，能够适应不同形式及管径的排水管道。

[0021] 2.易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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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的已有空间进行简易的改造，工程措施少，投资规模小，易

于实施及推广。

[0022] 3.操作灵活：

通过链条式导轨及悬挂式支架的设计，能够方便地实现系统启动时将淤泥破碎器和高

压冲洗枪从检查井上方向排水管道内部的运送，以及检修时将其向检查井外的运送。

[0023] 4.功能多样

通过淤泥破碎器、高压冲洗枪及抽淤集泥车的相互配合，集淤泥破碎、搅拌、冲洗及抽

除等功能于一体，从而实现多功能、全方位的排水管道清淤疏通。

[0024] 5.效果显著

通过先破碎排水管道淤泥中粒径较大、质地较硬的成份，有效提高高压冲洗枪的冲洗

效率，并有效避免抽淤集泥车中抽吸泵的损坏。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主视图（链条式导轨按“U型”结构安

装）。

[0026] 图2为本发明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主视图（链条式导轨按“口型”结构

安装）。

[0027] 图3为本发明系统中链条式导轨主视图（链条式导轨按“U型”结构安装）。

[0028] 图4为本发明系统中链条式导轨主视图（链条式导轨按“口型”结构安装）。

[0029] 图5为本发明系统中嵌套了淤泥破碎器的悬挂式支架的主视图。

[0030] 图6为图5的侧视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系统中嵌套了高压冲洗枪的悬挂式支架的主视图。

[0032] 图8为图7的侧视图。

[0033] 图中的编号含义为：

1  -链条式导轨，11  -承托框架，12  -固定结点，13  -框架底座，14  -主动链轮，15  -从

动滑轮，16  -链条，17  -电动机；

2  -悬挂式支架，21  -挂钩，22  -伸缩杆，23  -网罩，24  -侧向伸缩杆；

3  -碎淤冲洗单元，31  -淤泥破碎器，32  -高压冲洗枪；

4  -供水供电单元；

5  -抽淤集泥车；

6  -检查井；

7  -污水；

8  -排水管道；

9  -地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结合以下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实施本发明的过程、条

件、实验方法等，除以下专门提及的内容之外，均为本领域的普遍知识和公知常识，本发明

没有特别限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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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1、图2所示，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检查井6及排水管道8内安装链条式导轨1，将碎淤冲洗单元3固定于悬挂式支架2，所

述碎淤冲洗单元3包括淤泥破碎器31和高压冲洗枪32，悬挂式支架2悬挂于链条式导轨1，沿

所述链条式导轨1在检查井及排水管道内移动，在检查井外的地面设置抽淤集泥车5，用于

清运碎淤冲洗单元3破碎与冲出的淤泥。供水供电单元4给碎淤冲洗单元3供电，用于控制碎

淤冲洗单元3工作。

[0036] 如图所示，链条式导轨1上设有两个悬挂式支架2，一个悬挂式支架上安装淤泥破

碎器31，另一个悬挂式支架上安装高压冲洗枪32，高压冲洗枪32的喷射方向与排水管道内

的污水流向相同，同时使得淤泥破碎器31位于所述高压冲洗枪32的下游。所述抽淤集泥车5

包括储泥灌、抽吸泵及抽泥管，所述抽泥管放置于所述淤泥破碎器31下游的检查井底部。

[0037] 如图3、图4所示，所述链条式导轨包括承托框架11，所述承托框架11安装有主动链

轮14、从动滑轮15及与其配合的链条16，所述主动链轮14及从动滑轮15的轮面均与排水管

道8的轴线位于同一平面，电动机17与所述主动链轮14相连，用于带动主动链轮14旋转，从

而带动链条16移动，从动滑轮15设轮槽，所述链条16的链槽与主动链轮14的轮齿咬合，链条

16的外侧则与从动滑轮15的轮槽卡合。所述承托框架和检查井侧壁设固定结点12，所述固

定结点12系所述承托框架和检查井侧壁的连结点，连结方式为焊接、粘接或膨胀螺丝固定；

所述承托框架11底部设框架底座13，框架底座13置于检查井底部，其底面与检查井的底面

吻合。所述主动链轮14位于承托框架11的顶部，所述从动滑轮15位于承托框架11的底部；所

述主动链轮14的齿距为10-15  cm，齿厚为7-9  cm；所述从动滑轮15的轮槽宽度为5-8  cm，轮

槽深度为6-10  cm；所述主动链轮14及从动滑轮15的轮面均与排水管道8的轴线位于同一平

面。

[0038] 所述链条式导轨的安装方式有两种：

其一，如图3所示，将承托框架11、固定结点12、框架底座13、主动链轮14及从动滑轮15

全部安装于检查井6内，使得链条16呈双股U型结构；

其二，如图4所示，将承托框架的一部分及主动链轮安装于检查井6的上方，固定结点

12、框架底座13及从动滑轮15则安装于检查井内，使得链条16呈单股口型结构。

[0039] 如图5、图6所示，所述悬挂式支架2包括网罩23、与网罩23连接的伸缩杆22及与伸

缩杆22连接的挂钩21，所述挂钩21穿过所述链条式导轨中链条的销轴，从而将所述悬挂式

支架与所述链条相连，所述网罩内安装淤泥破碎器31。网罩两侧设双侧伸缩杆22，所述双侧

伸缩杆22系末端具有万向轮的弹性伸缩杆，伸缩方向与所述排水管道8的轴线垂直，用于限

制所述悬挂式支架2在排水管道8中的侧向位移。所述挂钩的数量为2个及以上，以限制所述

悬挂式支架2在排水管道8中的轴向位移；所述伸缩杆22需具有一定长度，以使得所述悬挂

式支架2随所述链条运动时能够顺利通过直角弯处。

[0040] 如图6、图7所示，所述悬挂式支架2包括网罩23、与网罩23连接的伸缩杆22及与伸

缩杆22连接的挂钩21，所述挂钩21穿过所述链条式导轨中链条的销轴，从而将所述悬挂式

支架与所述链条相连，所述网罩内安装高压冲洗枪32。网罩两侧设双侧伸缩杆，所述双侧伸

缩杆22系末端具有万向轮的弹性伸缩杆，伸缩方向与所述排水管道8的轴线垂直，用于限制

所述悬挂式支架2在排水管道8中的侧向位移。所述挂钩的数量为2个及以上，以限制所述悬

挂式支架2在排水管道8中的轴向位移；所述伸缩杆22需具有一定长度，以使得所述悬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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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2随所述链条运动时能够顺利通过直角弯处。

[0041] 管道沉积物破碎疏通及清淤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安装阶段

步骤一：预先将排水管道8内的污水7放空，以便操作人员进入检查井作业；

步骤二：检查井内安装链条式导轨1，链条式导轨1包括主动链轮、从动滑轮及与其配合

的链条；

步骤三：将2个悬挂式支架固定于链条上，所述悬挂式支架包括网罩23、伸缩杆22及与

伸缩杆连接的挂钩21；

步骤四：根据排水管道的管径和水位调节所述悬挂式支架的伸缩杆22长度，并将悬挂

式支架2固定于所述链条式导轨1的链条上，同时将淤泥破碎器31及高压冲洗枪32安装于悬

挂式支架2的网罩23内，使得高压冲洗枪32的喷射方向与排水管道8内的污水7流向相同，同

时使得淤泥破碎器31位于所述高压冲洗枪32的下游；

步骤五：通过电动机17带动主动链轮14转动，继而传动链条15，从而将安装了淤泥破碎

器32及高压冲洗枪31的悬挂式支架2运送至排水管道8内部；

步骤六：抽淤集泥车5就位于检查井6外的地面；

步骤七：排水管道8正常进水；

运行阶段：

步骤一：开启供水供电单元4，使得淤泥破碎器31及高压冲洗枪32开始运行；

步骤二：淤泥破碎器31先将排水管道8淤泥中粒径较大、质地较硬的成份破损，并翻搅

淤泥，继而位于排水管道8上游的高压冲洗枪32将淤泥破碎器破31损并搅动的淤泥冲刷到

下游的检查井6内，同时抽淤集泥车通过设置在下游检查井6底部的抽泥管及抽吸泵，将冲

出的淤泥及时抽到集泥灌中。

[0042] 检修阶段：

步骤一：通过电动机17反向转动主动链轮14，从而使得需要检修的高压冲洗枪32及淤

泥破碎器31随链条运出至检查井6顶部；

步骤二：将高压冲洗枪32及淤泥破碎器31从悬挂式支架2上拆卸下来，对其进行检修和

清洗；

步骤三：将高压冲洗枪32及淤泥破碎器31重新固定在悬挂式支架上，并通过电动机17

转动主动链轮14，从而使得检修好的高压冲洗枪32随链条运送至排水管道6内，重新开启供

水供电单元4。

[0043] 运行阶段，还可以通过电动机17带动链条16传动，使得淤泥破碎器31和高压冲洗

枪32在移动检查井6内移动的同时，进行淤泥破碎和冲洗。

[0044] 依照本例实施的实际效果表明，该系统连续运行4小时后，该管段的沉积淤泥得到

有效清除，淤泥清除率达83.6%。

[0045] 本发明的保护内容不局限于以上实施例。在不背离发明构思的精神和范围下，本

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的变化和优点都被包括在本发明中，并且以所附的权利要求书为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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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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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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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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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2

CN 110700396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