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70259.6

(22)申请日 2019.01.24

(71)申请人 北京赛智新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100016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8

号尚科办公社区B506

(72)发明人 鲍洪义　鲍洪图　张洪涛　林文庆　

崔国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知呱呱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577

代理人 冯建基　贺亚明

(51)Int.Cl.

E02B 15/0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

机，涉及水源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包

括框架、设置在所述框架一侧对水流中的杂物进

行阻挡的格栅、以及滑动设置在所述框架上并对

所述格栅阻挡的杂物进行打捞的杂物打捞机器

人，在所述框架上设置有带动所述杂物打捞机器

人移动的移动装置。本发明实施例方案用以解决

现有技术中由于粗格栅不具备打捞功能而导致

格栅处杂物堵塞影响过水量的问题，能够自动清

理杂物、可对格栅进行清洁、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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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框架(1)、设置在所述框架(1)一侧对水流

中的杂物进行阻挡的格栅(2)、以及滑动设置在所述框架(1)上并对所述格栅(2)阻挡的杂

物进行打捞的杂物打捞机器人(3)，在所述框架(1)上设置有带动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3)

移动的移动装置(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3)包

括机架(31)、转动设置在所述机架(31)上的抓斗(32)、设置在所述机架(31)上、下两侧的水

平切割机构(33)；

在所述框架(1)上且位于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3)移动轨迹处设置有对杂物进行接收

的杂物收集装置(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1)包括竖直且间

隔设置的支撑板(11)，在相邻两个支撑板(11)之间设置杂物打捞机器人(3)；

所述机架(31)包括背板(311)、设置在所述背板(311)长度方向两端的支撑块(312)；

在所述支撑板(11)侧壁上开设有竖直的滑板(12)，在所述支撑块(312)上开设滑槽

(3121)，所述滑板(12)嵌合在所述滑槽(3121)内；

在所述支撑块(312)内设置有带动所述抓斗(32)转动的转动电机，所述抓斗(32)的两

端转动连接在支撑板(11)上，且所述抓斗(32)可360度旋转。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滑槽(3121)内设置有

多个滑轮(3122)，所述滑轮(3122)抵接在所述滑板(12)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装置(4)包括固定

在所述框架(1)上的卷扬机(41)、以及固定在所述支撑块(312)上的勾环(42)；所述卷扬机

(41)的绳索的自由端勾在所述勾环(42)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切割机构(33)包括

设置在所述机架(31)上、下两侧的链条锯(331)、以及设置在所述支撑块(312)上且带动所

述链条锯(331)传动的驱动电机(332)。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支撑块(312)上设置

有对支撑板(11)表面杂物进行铲除的铲刀机构(34)；所述铲刀机构(34)包括固定在所述支

撑块(312)上侧的上铲刀(341)、以及位于所述支撑块(312)下侧的下铲刀(342)，所述上铲

刀(341)和下铲刀(342)分别于支撑板(11)侧壁贴合。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背板(311)上摆动设

置有切割锯(35)，在所述背板(311)内设置有连杆(351)，在所述支撑块(312)内设置有传动

电机(352)，所述连杆(351)的一端与切割锯(35)连接，另一端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背板(311)上设置有

格栅检测装置(26)，所述格栅检测装置(26)包括摄像头和/或声呐探测仪和/或激光探测

仪。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杂物收集装置(5)包括

固定在所述框架(1)上的接料桶(51)，在所述接料桶(51)上开设于进料口(511)，在所述进

料口(511)处转动设置有接料板(512)，所述接料板(512)转动打开所述进料口(511)时，位

于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3)移动轨迹处；

在所述框架(1)上设置有与接料桶(51)连通的送料筒(52)，在所述接料桶(51)、送料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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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内设置有绞龙叶片，在接料桶(51)、送料筒(52)的外侧分别设置有带动绞龙叶片、接料

板(512)转动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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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水源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

背景技术

[0002] 在循环水过滤系统运行过程中，粗格栅作为机组入水口的第一道屏障，对水中杂

物的过滤、拦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3] 现有技术中，使用过的粗格栅网格密度底，对于杂物的拦截能力较差，导致杂物排

放到下道拦截系统的风险较大。与此同时，现有技术中的粗格栅只具备拦截功能，对较大的

杂物拦截之后，并不能对拦截到的杂物进行清理，从而，长期堆积杂物会引起格栅处堵塞，

影响过水量。

发明内容

[0004]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由于粗格栅

不具备打捞功能而导致格栅处杂物堵塞影响过水量的问题，本申请可以自动清理杂物、可

对格栅进行清洁、疏通。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包括框架、设置在所述框

架一侧对水流中的杂物进行阻挡的格栅、以及滑动设置在所述框架上并对所述格栅阻挡的

杂物进行打捞的杂物打捞机器人，在所述框架上设置有带动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移动的移

动装置。

[0007] 优选的，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包括机架、转动设置在所述机架上的抓斗、设置在所

述机架上、下两侧的水平切割机构；在所述框架上且位于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移动轨迹处

设置有对杂物进行接收的杂物收集装置。

[0008] 优选的，所述框架包括竖直且间隔设置的支撑板，在相邻两个支撑板之间设置杂

物打捞机器人；所述机架包括背板、设置在所述背板长度方向两端的支撑块；在所述支撑板

侧壁上开设有竖直的滑板，在所述支撑块上开设滑槽，所述滑板嵌合在所述滑槽内；在所述

支撑块内设置有带动所述抓斗转动的转动电机，所述抓斗的两端转动连接在支撑板上，且

所述抓斗可360度旋转。

[0009] 优选的，在所述滑槽内设置有多个滑轮，所述滑轮抵接在所述滑板上。

[0010] 优选的，所述移动装置包括固定在所述框架上的卷扬机、以及固定在所述支撑块

上的勾环；所述卷扬机的绳索的自由端勾在所述勾环上。

[0011] 优选的，所述水平切割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下两侧的链条锯、以及设置在

所述支撑块上且带动所述链条锯传动的驱动电机。

[0012] 优选的，在所述支撑块上设置有对支撑板表面杂物进行铲除的铲刀机构；所述铲

刀机构包括固定在所述支撑块上侧的上铲刀、以及位于所述支撑块下侧的下铲刀，所述上

铲刀和下铲刀分别于支撑板侧壁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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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在所述背板上摆动设置有切割锯，在所述背板内设置有连杆，在所述支撑

块内设置有传动电机，所述连杆的一端与切割锯连接，另一端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0014] 优选的，在所述背板上设置有格栅检测装置，所述格栅检测装置包括摄像头和/或

声呐探测仪和/或激光探测仪。

[0015] 优选的，所述杂物收集装置包括固定在所述框架上的接料桶，在所述接料桶上开

设于进料口，在所述进料口处转动设置有接料板，所述接料板转动打开所述进料口时，位于

所述杂物打捞机器人移动轨迹处；在所述框架上设置有与接料桶连通的送料筒，在所述接

料桶、送料筒内设置有绞龙叶片，在接料桶、送料筒的外侧分别设置有带动绞龙叶片、接料

板转动的电机。

[0016]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具有如下优点：

[0017] 1、本发明实施例通过设置的格栅对杂物进行拦截，避免杂物向水体下游流去，同

时，通过设置的杂物打捞机器人对格栅拦截到的杂物进行收集，从而，避免了杂物在格栅位

置处发生堵塞。

[0018] 2、本发明实施例通过设置的水平切割装置，在杂物打捞机器人上、下移动的过程

中，可以对格栅上卡住的杂物进行切割，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杂物打捞机器人的正常运转，

同时，对格栅可以进行疏通，避免其发生堵塞，水体流通更佳顺畅。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

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

仅是示例性的，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引伸获得其它的实施附图。

[0020] 本说明书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

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

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功

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杂物打捞机器人的正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的后视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突出铲刀机构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突出图4中A结构的放大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突出切割锯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突出打捞机器人中勾环的示意

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突出图7中B结构的放大图；

[0029]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循环水杂物打捞机中突出杂物收集装置的示意图。

[0030] 图中：1、框架；11、支撑板；12、滑板；2、格栅；3、杂物打捞机器人；31、机架；311、背

板；3111、通孔；312、支撑块；3121、滑槽；3122、滑轮；32、抓斗；33、水平切割机构；331、链条

锯；332、驱动电机；34、铲刀机构；341、上铲刀；342、下铲刀；35、切割锯；351、连杆、352、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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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36、格栅检测装置；37、格栅孔疏通装置；4、移动装置；41、卷扬机；42、勾环；5、杂物收

集装置；51、接料桶；511、进料口；512、接料板；52、送料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

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

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33] 一种循环水杂物打捞机，设置在水流通道上，用于对水源进行拦截、过滤，同时将

拦截到的杂物进行打捞。如图1所示，该杂物打捞机包括设置在入水口处的框架1、设置在框

架1一侧面的格栅2、以及滑动设置在框架1上的杂物打捞机器人3。其中，格栅2将入水口遮

挡，用于对流经的水流进行过滤，杂物打捞机器人3在框架1上移动过程中，对格栅2所遮挡

的杂物进行打捞。

[0034] 框架1包括多个竖直设置的支撑板11，其中支撑板11间隔设置，在相邻两块支撑板

11之间可拆卸设置有格栅2，其中，格栅2可以设置有一层、也可以设置有多层，可以为一整

块结构，也可以为多块依次拼接结构。在每两块支撑板11之间分别设置杂物打捞机器人3，

与此同时，在支撑板11的顶端设置有带动杂物打捞机器人3沿支撑板11长度方向滑动的移

动装置4。

[0035] 需要说明的框架1可以为平面形，或者截面呈锯齿形，使得格栅2呈直线分布或者

锯齿形分布。

[0036] 如图2所示，杂物打捞机器人3包括机架31、转动设置在机架31上的抓斗32、以及设

置在机架31上下两侧的水平切割机构33。在使用时，机架31滑动在两块支撑板11之间，抓斗

32在上下翻转，用于对格栅2所阻挡的杂物进行打捞，而水平切割机构33，用于对卡接在格

栅2上的杂物进行切割，从而保证打捞运行顺利。

[0037] 结合图2和图3所示，机架31包括背板311、设置在背板311长度方向两端的支撑块

312，其中，在安装时，背板311靠近格栅2一侧，且在背板311上开设有若干通孔3111，用于供

水流通过。而两支撑块312位于远离格栅2一侧，通过两支撑块312于支撑板11滑接，从而滑

动位置进行限位。

[0038] 如图4和图5所示，在相邻两块支撑板11之间且位于相互靠近的一侧设置有滑板12

(如图3)，在支撑块312靠近支撑板11的一侧开设有滑槽3121，滑板12可以嵌合在滑槽3121

内，从而使得支撑块312可以沿滑板12上下移动。进一步的，为了减小移动阻力，在滑槽3121

内间隔均匀设置有多个滑轮3122，滑轮3122分别抵接在滑板12上，从而使得支撑块312和滑

板12之间滚动抵接，从而，在一定发程度上减小了二者之间的摩擦阻力。

[0039] 抓斗32转动设置在两支撑块312之间，且可自由旋转360度，在支撑块312内设置有

转动电机，通过转动电机可带动抓斗32进行转动。其中，抓斗32沿垂直转动轴的截面为弧

形，且抓斗32为网格状，从而，在转动过程中可以实现对杂物的打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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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结合图2和图3所示，水平切割机构33包括设置在背板311上、下两侧的链条锯331、

以及设置在支撑块312上且带动链条锯331进行传动的驱动电机332，通过驱动电机332的驱

动，使得链条锯331进行转动，从而，在上下升降的过程中，可以对途中的杂物进行切割，从

而避免杂物影响打捞移动进程。

[0041] 如图4所示，更好的，在支撑块312上设置有铲刀机构34，通过铲刀机构34可以对支

撑板11一侧的杂物进行铲除，从而保证移动运行正常。铲刀机构34包括设置在支撑块312上

的上铲刀341、以及设置在支撑块312下侧的下铲刀342，其中，上铲刀341和下铲刀342分别

与支撑板11抵接，且在移动过程中对支撑板11上的杂物进行铲除。从而，在移动过程中更加

顺畅。

[0042] 如图6所示，在背板311上且靠近抓斗32的一侧设置有切割锯35，切割锯35摆动设

置在背板311上，在背板311内设置有连杆351，连杆351的一端于切割锯35固定连接，另一端

向支撑块312的一侧延伸，在支撑块312内设置有传动电机352，连杆351远离切割锯35的一

端于传动电机352的输出轴连接，从而通过传动电机352的驱动，可以实现切割锯35的摆动，

在摆动过程中，可以对抓斗32内部的杂物进行切割。从而可以对抓斗32内部过长的杂物进

行切断。

[0043] 如图3和图4所示，在背板311上设置有格栅检测装置36，格栅检测装置36包括摄像

头和/或声呐探测仪和/或激光探测仪。

[0044] 为了防止格栅2发生堵塞，在背板311上设置有格栅孔疏通装置37，其中，格栅孔疏

通装置37包括高压水枪和/或空化射流枪，或者其他流体疏通设备，还包括固定在背板311

靠近格栅2一侧的凸起，通过凸起可以对格栅2进行挤压，从而达到对格栅2进行疏通的效

果。

[0045] 结合图1和图7所示，移动装置4包括设置在框架1顶部的卷扬机41、以及固定在支

撑块312上的勾环42(如图8所示)，卷扬机41的绳索的自由端勾在勾环42上，从而，通过卷扬

机41可以带动支撑块312上下移动。

[0046] 如图9所示，在框架1上且位于杂物打捞机器人3移动轨迹处设置有对杂物进行接

收的杂物收集装置5。

[0047] 杂物收集装置5包括固定在框架1上的接料桶51，在接料桶51上开设于进料口511，

在进料口511处转动设置有接料板512，接料板512可以转动打开或者闭合进料口511，其中，

接料桶51位于格栅2内侧，而接料板512打开时突出于格栅2，位于杂物打捞机器人3的运动

轨迹上，在使用时，可以将杂物打捞机器人3移动至家接料板512的上方，然后进行倒料。

[0048] 在框架1上设置有与接料桶51连通的送料筒52，在接料桶51、送料筒52内设置有绞

龙叶片，在外侧分别设置有带动绞龙叶片、接料板512转动的电机。通过电机驱动，实现杂物

的传送和接料板512的打开和闭合。

[0049]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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