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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包括沿河道宽度方向固定安装的若干支撑立柱，
所述支撑立柱沿纵向设置，
且一端固定安装在河
道的底部，
所述支撑立柱两两之间固定安装有滤
网，
所述支撑立柱和滤网形成拦污结构，
且拦污
结构的一侧焊接有两组支架，
两组所述支架之间
等距离转动安装有驱动桨，
所述拦污结构的一侧
的河道设置有活动槽口，
且活动槽口内活动安装
有铲形收集斗，
所述铲形收集斗远离拦污结构的
一侧外壁通过转轴转动安装在河床上。
本实用新
型设计新颖，
结构简单，
使用便捷，
设置成本低，
能够有效的对河道中的漂浮垃圾进行收集，
提高
此类垃圾的处理效率，
适宜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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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包括沿河道宽度方向固定安装的若干支撑立柱(1) ，
其特征
在于，
所述支撑立柱(1)沿纵向设置，
且一端固定安装在河道的底部，
所述支撑立柱(1)两两
之间固定安装有滤网(2) ，
所述支撑立柱(1)和滤网(2)形成拦污结构，
且拦污结构的一侧焊
接有两组支架(3) ，
两组所述支架(3)之间等距离转动安装有驱动桨(4) ，
所述拦污结构的一
侧的河道设置有活动槽口，
且活动槽口内活动安装有铲形收集斗(6) ，
所述铲形收集斗(6)
远离拦污结构的一侧外壁通过转轴(7)转动安装在河床上，
所述铲形收集斗(6)转动连接处
的河床通过支架安装有提升装置，
且河床位于活动槽口的一侧设置有收集池(11)。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拦污结构倾斜设置
在河道中，
且与河道宽度方向形成的锐角为30-45度，
所述驱动桨(4)安装于河道中迎着水
流的一侧。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铲形收集斗(6)包
括收集斗主体(61) ，
所述收集斗主体(61)靠近河道的一侧壁设置有收集开口(62) ，
所述收
集斗主体(61)的底部焊接有沥水金属栅板(63)。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提升装置包括收卷
辊(8) ，
所述收卷辊(8)的两端转动安装在两根支杆上，
且两根支杆固定安装在活动槽口两
侧的河床上，
且收卷辊(8)的一端安装有传动齿轮，
且传动齿轮通过链条与驱动电机(10)输
出轴上的驱动齿轮连接，
所述收卷辊(8)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两根提升链(9)的一端，
两
根提升链(9)的另一端规固定连接在铲形收集斗(6)远离转轴(7)的两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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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河道治理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河道整治(river training；
river improvement；
river regulation)亦称“河床
整理”。控制和改造河道的工程措施。在天然河流中经常发生冲刷和淤积现象，
容易发生水
害，
妨碍水利发展。为适应除患兴利要求，
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对河道进行整治，
包括治导、
疏
浚和护岸等工程。河道整治分两大类：
①山区河道整治。主要有渠化航道、炸礁、
除障、
改善
流态与局部疏浚等。②平原河道整治(含河口段)。主要有控制和调整河势、裁弯取直、河道
展宽及疏浚等。
中国有4000年前禹疏九河，
导流入海的传说。
明代的潘季驯治理黄河颇有成
效，
他还著有《河防一览》，
其中“以河治河，
束水攻沙”的理论，
具有创见性和科学性，
流传久
远。
随着近代水力学、河流动力学、河道泥沙工程学的进步，
河工模型试验的发展及工程材
料的改进，
河道整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0003] 在进行河道整治中，
河道的水流中含有大量的漂浮垃圾，
和大颗粒杂质，
此类污染
物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理方法，
只能靠人工乘船进行打捞，
此种治理方式不仅效率低，
且人工
劳动量大，
为此我们设计出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河道漂浮垃圾人工打捞效率低以及劳
动量大的缺点，
而提出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包括沿河道宽度方向固定安装的若干支撑立柱，
所述支
撑立柱沿纵向设置，
且一端固定安装在河道的底部，
所述支撑立柱两两之间固定安装有滤
网，
所述支撑立柱和滤网形成拦污结构，
且拦污结构的一侧焊接有两组支架，
两组所述支架
之间等距离转动安装有驱动桨，
所述拦污结构的一侧的河道设置有活动槽口，
且活动槽口
内活动安装有铲形收集斗，
所述铲形收集斗远离拦污结构的一侧外壁通过转轴转动安装在
河床上，
所述铲形收集斗转动连接处的河床通过支架安装有提升装置，
且河床位于活动槽
口的一侧设置有收集池。
[0007] 所述拦污结构倾斜设置在河道中，
且与河道宽度方向形成的锐角为30-45度，
所述
驱动桨安装于河道中迎着水流的一侧。
[0008] 优选的，
所述铲形收集斗包括收集斗主体，
所述收集斗主体靠近河道的一侧壁设
置有收集开口，
所述收集斗主体的底部焊接有沥水金属栅板。
[0009] 优选的，
所述提升装置包括收卷辊，
所述收卷辊的两端转动安装在两根支杆上，
且
两根支杆固定安装在活动槽口两侧的河床上，
且收卷辊的一端安装有传动齿轮，
且传动齿
轮通过链条与驱动电机输出轴上的驱动齿轮连接，
所述收卷辊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两根
提升链的一端，
两根提升链的另一端规固定连接在铲形收集斗远离转轴的两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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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
所述拦污结构的上端高于河道水面30-50CM。
[0011] 优选的，
所述活动槽口与河道连通。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
通过多组在支撑立柱和滤网形成的倾斜的拦污结构，
同时多组驱动桨在河道中
水流的冲击下将漂浮来及导向铲形收集斗，
对漂浮垃圾形成引导，
提高收集效率；
[0014] 2、
提升装置可将铲形收集斗进行旋转，
使得铲形收集斗将其内部的漂浮垃圾倒入
收集池中，
便于后续对垃圾的运输和处理。
[0015] 综上所述，
本实用新型设计新颖，
结构简单，
使用便捷，
设置成本低，
能够有效的对
河道中的漂浮垃圾进行收集，
提高此类垃圾的处理效率，
适宜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的横截面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的铲形收集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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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
需要理解的是，
术语“中心”、
“纵向”、
“横向”、
“长度”、
“宽
度”、
“厚度”、
“上”、
“下”、
“前”、
“后”、
“左”、
“右”、
“竖直”、
“水平”、
“顶”、
“底”、
“内”、
“外”、
“顺时针”、
“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1] 此外，
术语“第一”、
“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
由此，
限定有“第一”、
“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
“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
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2] 参照图1-3，
河道污水自动处理装置，
包括沿河道宽度方向固定安装的若干支撑立
柱1，
支撑立柱1沿纵向设置，
且一端固定安装在河道的底部，
支撑立柱1两两之间固定安装
有滤网2，
支撑立柱1和滤网2形成拦污结构，
且拦污结构的一侧焊接有两组支架3，
两组支架
3之间等距离转动安装有驱动桨4，
拦污结构倾斜设置在河道中，
且与河道宽度方向形成的
锐角为30-45度，
驱动桨4安装于河道中迎着水流的一侧，
拦污结构的上端高于河道水面3050CM，
拦污结构的一侧的河道设置有活动槽口，
活动槽口与河道连通，
且活动槽口内活动安
装有铲形收集斗6，
铲形收集斗6包括收集斗主体61，
收集斗主体61靠近河道的一侧壁设置
有收集开口62，
收集斗主体61的底部焊接有沥水金属栅板63，
铲形收集斗6远离拦污结构的
一侧外壁通过转轴7转动安装在河床上，
铲形收集斗6转动连接处的河床通过支架安装有提
升装置。
[0023] 拦污结构倾斜安装在河道中，
滤网2将河水中的大颗粒杂质以及水面上漂浮的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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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拦下，
驱动桨4在水流的冲击下转动，
将漂浮垃圾沿着拦污结构的倾斜方向导向活动槽口
中的铲形收集斗6内，
无需人工乘船沿河道对漂浮垃圾进行打捞，
提高了漂浮垃圾的收集效
率。
[0024] 提升装置包括收卷辊8，
收卷辊8的两端转动安装在两根支杆上，
且两根支杆固定
安装在活动槽口两侧的河床上，
且收卷辊8的一端安装有传动齿轮，
且传动齿轮通过链条与
驱动电机10输出轴上的驱动齿轮连接，
收卷辊8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两根提升链9的一
端，
两根提升链9的另一端规固定连接在铲形收集斗6远离转轴7的两侧壁上，
且河床位于活
动槽口的一侧设置有收集池11。
[0025] 驱动电机10定期启动，
带动收卷辊8转动，
使得提升链9收卷，
铲形收集斗6以转轴7
为圆心转动，
铲形收集斗6转动过程中逐渐将其内部的漂浮垃圾倒入一侧的收集池11中，
等
待后续的运输和处理，
而铲形收集斗6的底部焊接有沥水金属栅板63，
使得水流入河道中，
而不会一同倒入收集池11中。
[0026] 本实用新型设计新颖，
结构简单，
使用便捷，
设置成本低，
能够有效的对河道中的
漂浮垃圾进行收集，
提高此类垃圾的处理效率，
适宜推广使用。
[0027] 以上所述，
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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