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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

理装置公开了一种双链条传动，多个清洁悬杆连

续作业清洁的，且中部镂空的低阻力河道垃圾清

洁处理装置。能够调节倾角，对表层和浅层水体

内的异物进行清洁。其特征在于两个侧固定板分

别铰接置于固定架上，且相互平行，两个所述侧

固定板之间置有传料腔，挡板置于固定架上，且

位于传料腔的正上方，底部导板置于固定架上，

且位于传料腔一端的下方，所述底部导板倾斜放

置，导向板置于传料腔另一端的下方，所述导向

板上置有两个连接立板，且分别和两个侧固定板

底部相连接，所述连接立板一端沿着侧固定板外

边缘向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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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是：由主体清理装置和调节装置

组成，主体清理装置由挡板、传动链条、传动链轮、阻尼器、导向板、侧固定板、底部导板、动

力辊、固定架、清洁悬杆、连接立板、安装卡槽和清洁铲斗组成，两个侧固定板分别铰接置于

固定架上，且相互平行，两个所述侧固定板之间置有传料腔，挡板置于固定架上，且位于传

料腔的正上方，底部导板置于固定架上，且位于传料腔一端的下方，导向板置于传料腔另一

端的下方，所述导向板上置有两个连接立板，且分别和两个侧固定板底部相连接，所述连接

立板一端沿着侧固定板外边缘向上延伸，连接轴置于传料腔另一端内，且连接轴两端分别

通过轴承和两个侧固定板相连接，两个传动链轮分别可转动的置于连接轴上，且分别靠近

两个侧固定板，动力辊置于两个侧固定板一端之间，所述动力辊上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侧

固定板相连接，所述动力辊上置有两个传动链轮，且分别和连接轴上的两个传动链轮一一

对应，两个传动链条一端分别套置于传动辊上的两个传动链轮上，另一端分别套置于连接

轴上的两个传动链轮上，两个所述传动链条通过多个清洁悬杆相连接，所述清洁悬杆两端

分别开有安装卡槽，且卡置于传动链条链环上，所述清洁悬杆靠近两端位置分别置有凸起，

所述凸起上开有安装孔，所述清洁铲斗为扩口状容器，所述清洁铲斗上开有安装孔，且和清

洁悬杆凸起上的安装孔相对应，两个阻尼器分别置于两个侧固定板外侧面上，所述阻尼器

一端和固定架相连接，另一端和连接轴相连接，调节装置由偏转齿轮、轴套、调节齿轮、传动

轴、棘轮组件、调节把手、防护盒和轴承组成，所述防护盒顶部通过连接杆和固定架相连接，

所述防护盒位于其中一个侧固定板一侧，传动轴置于防护盒内，且一端通过轴套从防护盒

一侧穿出，所述防护盒另一侧置有盖板，所述传动轴另一端通过轴套置于盖板上，调节齿轮

置于传动轴上，且位于防护盒内，所述传动轴一端置有棘轮组件，调节把手一端和传动轴一

端相连接，转动轴置于防护盒内，且一端通过轴承置于防护盒一侧，所述转动轴另一端通过

轴承穿过盖板置于侧固定板上，偏转齿轮置于转动轴上，且位于防护盒内，所述偏转齿轮和

调节齿轮相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部导板倾斜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向板前端为平板，末端上翘弯曲。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平板一端端口置有斜向切刃。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向板平板的底部和顶部分别垂直置有多个切刀。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导向板宽度大于两个侧固定板之间的距离。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清洁悬杆为中空铝制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调节装置和侧固定板配合，对导向板的深度进行调节，能够对水面以下的悬浮垃圾物进行

打捞清洁，所述清洁悬杆和清洁铲斗配合，对河道浅层淤泥、垃圾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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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涉及一种在河道进行清洁时，

对河道浅层悬浮的固体垃圾进行清洁处理的装置，属于水利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链

条传动，多个清洁悬杆连续作业清洁的，且中部镂空的低阻力河道垃圾清洁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极为严重，尤其是水体的污

染，越来越多的水体因为污水排放富营养化，进而使得河道的水生物快速的繁殖生长，影响

河道的通行，同时使得河道水体生态失衡，例如塑料袋这样的漂浮垃圾，这类垃圾不仅影响

河水的质量也十分的影响市容，因此对河道的治理越来越重要，目前的清洁主要是针对河

道内漂浮的固体垃圾、生长过剩的水生植物进行清洁，需要有人驾驶小船，人工打捞漂浮垃

圾，费时费力效率低下，且安全性较差，同时由于部分水面以下的悬浮垃圾打捞较为困难，

也存在安全隐患，现有的水面清洁船分为自流式、铲斗式和输送带式，现有的水面清洁船均

包括船体结构、收集功能装置、动力推进装置等组成，体积巨大，且不能够进行调节打捞深

度，打捞效果有限。

[0003] 公开号  CN207157442U公开了小型河道的轻量化且拆卸组合式的水面清洁船，其

包括船体、推进装置，该船体包括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的多个浮体、及甲板，其中在甲板的前

端部形成豁口，水面清洁船还包括可拆卸的设置在甲板上的存储装置、设置在豁口处的采

收装置，其中存储装置能够沿着船体的长度方向来回移动，且包括能够拼接的型材框架、可

拆卸设置在型材框架上的面板；采收装置包括由型材拼接形成的采收支架、设置在采收支

架内的输送机构、以及用于调整采收支架入水角度和深度的调节机构，其中输送机构包括

由塑料或橡胶制成的输送带、驱动轴、及传动轴，该装置的采集装置为整体结构，在河道移

动时，流动阻力较大，增加驱动动力，且不能够进行打捞深度的调节。

[0004] 公开号CN108130929A公开了一种市政河道清洁装置，主动轴左端固定连接第一锥

齿轮，第二锥齿轮下端固定连接蜗杆上端，蜗杆下端轴承转动连接槽板；蜗杆啮合蜗轮，蜗

轮固定连接从动轴，从动轴表面固定连接多个取钩杆；槽板右端下部设置一号垃圾箱，一号

垃圾箱固定连接装置本体，主动轴中部固定连接大齿轮，大齿轮啮合小齿轮，小齿轮固定连

接驱动轴。该装置通过一号电机同时带动取钩杆顺时针转动将浮在液面上的大块杂物捞

取，螺旋叶片转动抽吸液面上的水液，将漂浮在液面上的小块垃圾和水液一同抽入抽液罐

内，且二号电机带动清洁辊转动将滤板上的细小垃圾排入二号垃圾箱内，该发明进行清洁

时，结构复杂，维修不便，且功能单一。

[0005] 公开号CN107600336A公开了一种城市河道漂浮物清洁船，包括船体、动力驱动装

置、近岸滑动装置、太阳能电源、打捞装置，船体上沿前进方向并列设置有进水通道和垃圾

存储仓，动力驱动装置包括安装在船体尾部位置的三个螺旋桨，近岸滑动装置包括设置在

船体侧边的滚轮，打捞装置包括滤水格栅和转动格栅，转动格栅的转动可将进水通道内的

垃圾带入垃圾存储仓。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打捞的深度有限，只能对表层进行打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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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调节，打捞范围有限，对位于水体下侧的打捞效果差。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提供了一种

双链条传动，多个清洁悬杆连续作业清洁的，且中部镂空的低阻力河道垃圾清洁处理装置。

能够调节倾角，对表层和浅层水体内的异物进行清洁。

[0007] 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河道

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由主体清理装置和调节装置组成，主体清理装置由挡板、

传动链条、传动链轮、阻尼器、导向板、侧固定板、底部导板、动力辊、固定架、清洁悬杆、连接

立板、安装卡槽和清洁铲斗组成，两个侧固定板分别铰接置于固定架上，且相互平行，两个

所述侧固定板之间置有传料腔，挡板置于固定架上，且位于传料腔的正上方，底部导板置于

固定架上，且位于传料腔一端的下方，所述底部导板倾斜放置，导向板置于传料腔另一端的

下方，所述导向板上置有两个连接立板，且分别和两个侧固定板底部相连接，所述连接立板

一端沿着侧固定板外边缘向上延伸，所述导向板前端为平板，末端上翘弯曲，所述平板一端

端口置有斜向切刃，所述导向板平板的底部和顶部分别垂直置有多个切刀，所述导向板宽

度大于两个侧固定板之间的距离，连接轴置于传料腔另一端内，且连接轴两端分别通过轴

承和两个侧固定板相连接，两个传动链轮分别可转动的置于连接轴上，且分别靠近两个侧

固定板，动力辊置于两个侧固定板一端之间，所述动力辊上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侧固定板

相连接，所述动力辊上置有两个传动链轮，且分别和连接轴上的两个传动链轮一一对应，两

个传动链条一端分别套置于传动辊上的两个传动链轮上，另一端分别套置于连接轴上的两

个传动链轮上，两个所述传动链条通过多个清洁悬杆相连接，所述清洁悬杆靠近两端位置

分别置有凸起，所述凸起上开有安装孔，所述清洁悬杆两端分别开有安装卡槽，且卡置于传

动链条链环上，所述清洁悬杆为中空铝制管，所述清洁铲斗为扩口状容器，所述清洁铲斗上

开有安装孔，且和清洁悬杆凸起上的安装孔相对应，两个阻尼器分别置于两个侧固定板外

侧面上，所述阻尼器一端和固定架相连接，另一端和连接轴相连接，调节装置由偏转齿轮、

轴套、调节齿轮、传动轴、棘轮组件、调节把手、防护盒和轴承组成，所述防护盒顶部通过连

接杆和固定架相连接，所述防护盒位于其中一个侧固定板一侧，传动轴置于防护盒内，且一

端通过轴套从防护盒一侧穿出，所述防护盒另一侧置有盖板，所述传动轴另一端通过轴套

置于盖板上，调节齿轮置于传动轴上，且位于防护盒内，所述传动轴一端置有棘轮组件，调

节把手一端和传动轴一端相连接，转动轴置于防护盒内，且一端通过轴承置于防护盒一侧，

所述转动轴另一端通过轴承穿过盖板置于侧固定板上，偏转齿轮置于转动轴上，且位于防

护盒内，所述偏转齿轮和调节齿轮相啮合。

[0008] 有益效果。

[0009] 一、能够调节倾角，对表层和浅层水体内的异物进行清洁。

[0010] 二、中部区域镂空，在进行移动调节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小。

[0011] 三、对浅滩、滩涂等区域的异物能够进行清洁，疏通河道。

[0012] 四、对于水位较浅的河道，能够对河底底泥进行翻搅曝气。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281306 B

4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的立体结构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调节装置的立体拆分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导向板的立体结构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清洁悬杆的立体结构图；

[0017] 附图中

[0018] 其中零件为：挡板（1），传动链条（2），传动链轮（3），阻尼器（4），导向板（5），侧固定

板（6），调节装置（7），底部导板（8），动力辊（9），固定架（10），清洁悬杆（11），连接立板（12），

偏转齿轮（13），轴套（14），调节齿轮（15），传动轴（16），棘轮组件（17），调节把手（18），防护

盒（19），轴承（20），安装卡槽（21），清洁铲斗（22）。

[0019]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一种河道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河道

浅层水体悬浮固体垃圾处理装置由主体清理装置和调节装置（7）组成，主体清理装置由挡

板（1）、传动链条（2）、传动链轮（3）、阻尼器（4）、导向板（5）、侧固定板（6）、底部导板（8）、动

力辊（9）、固定架（10）、清洁悬杆（11）、连接立板（12）、安装卡槽（21）和清洁铲斗（22）组成，

两个侧固定板（6）分别铰接置于固定架（10）上，且相互平行，两个所述侧固定板（6）之间置

有传料腔，挡板（1）置于固定架（10）上，且位于传料腔的正上方，底部导板（8）置于固定架

（10）上，且位于传料腔一端的下方，所述底部导板（8）倾斜放置，导向板（5）置于传料腔另一

端的下方，所述导向板（5）上置有两个连接立板（12），且分别和两个侧固定板（6）底部相连

接，所述连接立板（12）一端沿着侧固定板（6）外边缘向上延伸，所述导向板（5）前端为平板，

末端上翘弯曲，所述平板一端端口置有斜向切刃，所述导向板（5）平板的底部和顶部分别垂

直置有多个切刀，所述导向板（5）宽度大于两个侧固定板（6）之间的距离，连接轴置于传料

腔另一端内，且连接轴两端分别通过轴承（20）和两个侧固定板（6）相连接，两个传动链轮

（3）分别可转动的置于连接轴上，且分别靠近两个侧固定板（6），动力辊（9）置于两个侧固定

板（6）一端之间，所述动力辊（9）上轴的两端分别和两个侧固定板（6）相连接，所述动力辊

（9）上置有两个传动链轮（3），且分别和连接轴上的两个传动链轮（3）一一对应，两个传动链

条（2）一端分别套置于传动辊上的两个传动链轮（3）上，另一端分别套置于连接轴上的两个

传动链轮（3）上，两个所述传动链条（2）通过多个清洁悬杆（11）相连接，所述清洁悬杆（11）

靠近两端位置分别置有凸起，所述凸起上开有安装孔，所述清洁悬杆（11）两端分别开有安

装卡槽（21），且卡置于传动链条（2）链环上，所述清洁悬杆（11）为中空铝制管，所述清洁铲

斗（22）为扩口状容器，所述清洁铲斗（22）上开有安装孔，且和清洁悬杆（11）凸起上的安装

孔相对应，两个阻尼器（4）分别置于两个侧固定板（6）外侧面上，所述阻尼器（4）一端和固定

架（10）相连接，另一端和连接轴相连接，调节装置（7）由偏转齿轮（13）、轴套（14）、调节齿轮

（15）、传动轴（16）、棘轮组件（17）、调节把手（18）、防护盒（19）和轴承（20）组成，所述防护盒

（19）顶部通过连接杆和固定架（10）相连接，所述防护盒（19）位于其中一个侧固定板（6）一

侧，传动轴（16）置于防护盒（19）内，且一端通过轴套（14）从防护盒（19）一侧穿出，所述防护

盒（19）另一侧置有盖板，所述传动轴（16）另一端通过轴套（14）置于盖板上，调节齿轮（15）

置于传动轴（16）上，且位于防护盒（19）内，所述传动轴（16）一端置有棘轮组件（17），调节把

手（18）一端和传动轴（16）一端相连接，转动轴置于防护盒（19）内，且一端通过轴承（20）置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9281306 B

5



于防护盒（19）一侧，所述转动轴另一端通过轴承（20）穿过盖板置于侧固定板（6）上，偏转齿

轮（13）置于转动轴上，且位于防护盒（19）内，所述偏转齿轮（13）和调节齿轮（15）相啮合。

[0021] 使用时，当对河道内悬浮垃圾进行清理时，首先将固定架（10）安装固定在船体上，

并且使底部导板（8）和船舱内的收集箱相对应，两个侧固定板（6）另一端位于河道内，导向

板（5）伸入到河道内，然后根据需要，调节导向板（5）的深度，进而调节清理深度，通过手动

转动调节把手（18），对侧固定板（6）的倾斜角度进行调节，调节把手（18）带动传动轴（16）转

动，棘轮组件（17）对传动轴（16）进行防转，传动轴（16）带动调节齿轮（15）转动，调节齿轮

（15）和偏转齿轮（13）啮合，进而调节齿轮（15）带动偏转齿轮（13）转动，偏转齿轮（13）通过

转动轴带动侧固定板（6）偏转，两个侧固定板（6）分别在固定架（10）上进行转动，并且带动

导向板（5）转动，进而调节两个侧固定板（6）的角度，对导向板（5）的深度进行调节，阻尼器

（4）对侧固定板（6）的转动进行缓冲，本发明跟随船体移动，导向板（5）在前进方向上，导向

板（5）在跟随船体移动过程中，河道内的漂浮物被收集在导向板（5）上，同时使驱动辊工作

转动，驱动辊带动驱动辊上的两个传动链轮（3）转动，驱动辊上的两个传动链轮（3）分别通

过传动链条（2）带动连接轴上的传动链轮（3）转动，进而两个传动链条（2）进行旋转，两个传

动链条（2）在转动过程中，带动多个清洁悬杆（11）转动，当清洁悬杆（11）转动至导向板（5）

位置时，导向板（5）上的垃圾缠绕至清洁悬杆（11）上，然后跟随清洁悬杆（11）进行移动，当

移动至驱动辊位置，开始向下移动时，清洁悬杆（11）上的垃圾沿着底部导板（8）向下移动，

然后落入船舱内的收集箱内进行收集，进而对河道内进行清理，当需要对河道浅层的淤泥、

垃圾等进行清理时，将清洁铲斗（22）安装固定在清洁悬杆（11）上的凸起位置，每个清洁悬

杆（11）上配合安装两个清洁铲斗（22），在清洁铲斗（22）旋转至底部时，随着移动会将河道

底部淤泥、垃圾等刮进内部，当清洁铲斗（22）移动至驱动辊位置时，清洁铲斗（22）的口部朝

下，将内部的淤泥、垃圾等倾倒出，使其沿着底部导板（8）移动至船舱内的收集箱内；

[0022] 所述底部导板（8）倾斜放置的设计，能够使底部导板（8）将垃圾等导向船舱内的收

集箱内；

[0023] 所述平板一端端口置有斜向切刃的设计，能够在前进过程中，对水草等进行切割；

[0024] 所述导向板（5）平板的底部垂直置有多个切刀的设计，能够减小阻力，对浅滩淤泥

进行犁沟曝气；

[0025] 所述导向板（5）平板的顶部垂直置有多个切刀的设计，能够对藤状水草进行切割；

[0026] 所述导向板（5）宽度大于两个侧固定板（6）之间的距离的设计，能够增加导向板

（5）的面积，使导向板（5）上能够容纳较多的垃圾；

[0027] 所述清洁悬杆（11）靠近两端位置分别置有凸起的设计，凸起位置和清洁铲斗（22）

配合，为清洁铲斗（22）进行让位；

[0028] 所述清洁铲斗（22）为扩口状容器的设计，能够在清洁铲斗（22）旋转至口部向下

时，便于内部的淤泥、异物倾倒出；

[0029] 本发明结构简单，相较现有的河道清洁船体积较小，且维修方便；

[0030] 所述调节装置（7）和侧固定板（6）配合，对导向板（5）的深度进行调节的设计，能够

对水面以下的悬浮垃圾物进行打捞清洁，使用效果更好；

[0031] 所述清洁悬杆（11）和清洁铲斗（22）配合，对河道浅层淤泥、垃圾等进行清理的设

计，能够实现多种功能，对河道内的清理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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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清洁时，转动把手，调节侧导向板（5）倾斜角度的设计，能够对导向板（5）的深度进

行调节，进而调节对河道内的清洁深度，清洁范围更广；

[0033] 达到在河道进行清洁时，对河道浅层悬浮的固体垃圾进行清洁处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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