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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主要涉及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

滤除装置，包括安装架，安装架上安装有辅助管，

辅助管的上端设置有辅助孔，辅助管的内壁上安

装有净化管，辅助管的上端安装有驱动气缸，驱

动气缸的顶端通过法兰安装在驱动板上，驱动板

的下端安装有驱动柱，驱动柱的下端穿过辅助孔

安装在驱动块上，驱动块位于净化管内。本发明

可以解决水利设施在污水排放过程中存在的带

有泥沙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容易使水利设

施瘫痪，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城市内涝，危及

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且水利设施淤积的泥沙清

理代价高，操作复杂、耗费时间长与劳动强度大

等难题，可以实现污水排放泥沙自动化过滤清除

的功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9183969 B

2019.05.07

CN
 1
09
18
39
69
 B



1.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包括安装架(1)，其特征在于：安装架(1)上安装

有辅助管(2)，辅助管(2)的上端设置有辅助孔，辅助管(2)的内壁上安装有净化管(3)，辅助

管(2)的上端安装有驱动气缸(4)，驱动气缸(4)的顶端通过法兰安装在驱动板(5)上，驱动

板(5)的下端安装有驱动柱(6)，驱动柱(6)的下端穿过辅助孔安装在驱动块(7)上，驱动块

(7)位于净化管(3)内，净化管(3)的下端内壁上安装有工作架(12)，工作架(12)的上端安装

有遮挡支撑架(13)，遮挡支撑架(13)的下端沿其轴向方向均匀设置有遮挡作业架(10)，遮

挡作业架(10)与遮挡支撑架(13)的内壁之间通过轴承设置有遮挡作业气缸(11)，辅助管

(2)的下端安装有清理输送机构(8)，辅助管(2)的前端设置有出水槽，出水槽内设置有过滤

机构(9)；

所述清理输送机构(8)包括安装在辅助管(2)内壁上的输送支撑架(81)，输送支撑架

(81)从辅助管(2)的前端往辅助管(2)后端方向为向下倾斜结构，输送支撑架(81)的内壁之

间通过轴承安装有两个输送辊(82)，两个输送辊(82)之间通过输送带(83)相连，输送带

(83)上均匀设置有刮运板(84)，位于输送支撑架(81)后侧的输送辊(82)通过联轴器与输送

电机(85)的输出轴相连，输送电机(85)通过电机座安装在输送支撑架(81)的外壁上，输送

支撑架(81)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有刮除架(86)，刮除架(86)的侧壁与输送支撑架(81)之间

连接有输送调节弹簧(87)；

所述过滤机构(9)包括安装在出水槽内的过滤框(91)，辅助管(2)的外壁上通过电机座

安装有过滤电机(92)，过滤电机(92)的输出轴上安装有过滤板(93)，过滤板(93)上均匀设

置有过滤孔，且过滤板(93)贴靠在过滤框(91)上，辅助管(2)的外壁上安装有过滤导引框

(94)，过滤导引框(94)与过滤框(91)相对应，且过滤框(91)贴靠在过滤板(93)上，辅助管

(2)的下端安装有过滤清理架(95)，过滤清理架(95)抵靠在过滤板(93)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管

(2)的下端内壁与净化管(3)的外壁之间连接有固定导引块(21)，固定导引块(21)由辅助管

(2)向净化管(3)为从下往上倾斜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块

(7)的下端设置有驱动槽，驱动槽为倒圆锥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架

(12)呈十字形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遮挡支

撑架(13)为圆锥结构，且遮挡支撑架(13)与驱动槽之间相对应。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遮挡作

业架(10)的外壁上套设有橡胶密封块(13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管

(2)与净化管(3)之间穿设有进水管(2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管

(3)上均匀设置有净化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刮除架

(86)为V字型结构，且刮除架(86)由橡胶材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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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利设施泥沙过滤设备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

沙滤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利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水利设施涉及到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和城镇供水发电等多个领域，水利设施

在雨季天气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水利设施在使用的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难，其中

污水中的泥沙是导致水利设施的重要因素之一，带有泥沙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容易使

水利设施瘫痪，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城市内涝，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且水利设施淤

积的泥沙清理代价高，操作复杂、耗费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可以解决

水利设施在污水排放过程中存在的带有泥沙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容易使水利设施瘫

痪，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城市内涝，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且水利设施淤积的泥沙清

理代价高，操作复杂、耗费时间长与劳动强度大等难题，可以实现了污水排放泥沙自动化过

滤清除的功能，能够及时对污水中的泥沙进行过滤清除，可以确保水利设施能够顺利的进

行污水排出作业，不会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且具有操作简单、耗费时间短与劳动强度

小等优点。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

滤除装置，包括安装架，安装架上安装有辅助管，辅助管的上端设置有辅助孔，辅助管的内

壁上安装有净化管，辅助管的上端安装有驱动气缸，驱动气缸的顶端通过法兰安装在驱动

板上，驱动板的下端安装有驱动柱，驱动柱的下端穿过辅助孔安装在驱动块上，驱动块位于

净化管内，净化管的下端内壁上安装有工作架，工作架的上端安装有遮挡支撑架，遮挡支撑

架的下端沿其轴向方向均匀设置有遮挡作业架，遮挡作业架与遮挡支撑架的内壁之间通过

轴承设置有遮挡作业气缸，辅助管的下端安装有清理输送机构，辅助管的前端设置有出水

槽，出水槽内设置有过滤机构；所述辅助管的下端内壁与净化管的外壁之间连接有固定导

引块，固定导引块由辅助管向净化管为从下往上倾斜机构；所述驱动块的下端设置有驱动

槽，驱动槽为倒圆锥形结构；所述工作架呈十字形结构；所述遮挡作业架为圆锥结构，且遮

挡作业架与驱动槽之间相对应；所述遮挡作业架的外壁上套设有橡胶密封块；所述辅助管

与净化管之间穿设有进水管；所述净化管上均匀设置有净化孔。污水通过进水管排入到净

化管内，驱动气缸控制驱动板进行升降运动，驱动板通过驱动柱控制驱动块对净化管内的

污水进行加压，净化管内的污水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快速的通过净化孔排入到辅助管内，

污水中的污泥等颗粒状杂物残留在净化管内，驱动槽与遮挡支撑架之间相互配合使固体颗

粒残留在遮挡支撑架上，遮挡作业气缸控制遮挡作业架进行旋转，残留在遮挡支撑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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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颗粒从净水管的下端排出，污水排入到辅助管内后在固定导引块的作用下通过出水槽

排出。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清理输送机构包括安装在辅助管内壁上的

输送支撑架，输送支撑架从辅助管的前端往辅助管后端方向为向下倾斜结构，输送支撑架

的内壁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两个输送辊，两个输送辊之间通过输送带相连，输送带上均匀

设置有刮运板，位于输送支撑架后侧的输送辊通过联轴器与输送电机的输出轴相连，输送

电机通过电机座安装在输送支撑架的外壁上，输送支撑架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有刮除架，

刮除架的侧壁与输送支撑架之间连接有输送调节弹簧；所述刮除架为V字型结构，且刮除架

由橡胶材质组成，固体颗粒排入到输送带上，输送电机带动输送带从前往后运动，刮运板与

输送支撑架之间相互配合对固体颗粒充分的输送，输送调节弹簧控制刮除架对刮运板进行

清理，保证刮运板上的固体颗粒可以全面的清理掉，自动化清理，智能化程度高。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过滤机构包括安装在出水槽内的过滤框，

辅助管的外壁上通过电机座安装有过滤电机，过滤电机的输出轴上安装有过滤板，过滤板

上均匀设置有过滤孔，且过滤板贴靠在过滤框上，辅助管的外壁上安装有过滤导引框，过滤

导引框与过滤框相对应，且过滤框贴靠在过滤板上，辅助管的下端安装有过滤清理架，过滤

清理架抵靠在过滤板上，污水通过过滤框流动排出，过滤板对污水起到了二次过滤的作用，

过滤电机控制过滤板转动，污水中的细小颗粒残留在过滤板上，过滤清理架将过滤板上的

颗粒清理掉，过滤后的污水通过过滤导引框排出。

[0007] 工作时，首先本发明固定在指定的位置，污水通过进水管排入到净化管内，驱动气

缸控制驱动板进行升降运动，驱动板通过驱动柱控制驱动块对净化管内的污水进行加压，

净化管内的污水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快速的通过净化孔排入到辅助管内，污水中的污泥等

颗粒状杂物残留在净化管内，驱动槽与遮挡支撑架之间相互配合使固体颗粒残留在遮挡支

撑架上，遮挡作业气缸控制遮挡作业架进行旋转，残留在遮挡支撑架上的固体颗粒从净水

管的下端排出，固体颗粒排入到输送带上，输送电机带动输送带从前往后运动，刮运板与输

送支撑架之间相互配合对固体颗粒充分的输送，输送调节弹簧控制刮除架对刮运板进行清

理，保证刮运板上的固体颗粒可以全面的清理掉，污水排入到辅助管内后在固定导引块的

作用下通过出水槽排出，污水通过过滤框流动排出，过滤板对污水起到了二次过滤的作用，

过滤电机控制过滤板转动，污水中的细小颗粒残留在过滤板上，过滤清理架将过滤板上的

颗粒清理掉，过滤后的污水通过过滤导引框排出，可以实现污水排放泥沙自动化过滤清除

的功能。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09] 1、本发明可以解决水利设施在污水排放过程中存在的带有泥沙的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容易使水利设施瘫痪，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城市内涝，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

全，且水利设施淤积的泥沙清理代价高，操作复杂、耗费时间长与劳动强度大等难题，可以

实现了污水排放泥沙自动化过滤清除的功能，能够及时对污水中的泥沙进行过滤清除，可

以确保水利设施能够顺利的进行污水排出作业，不会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且具有操

作简单、耗费时间短与劳动强度小等优点。

[0010] 2、本发明设计了净化管，污水通过进水管排入到净化管内，驱动气缸控制驱动板

进行升降运动，驱动板通过驱动柱控制驱动块对净化管内的污水进行加压，净化管内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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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快速的通过净化孔排入到辅助管内，污水中的污泥等颗粒状杂物残

留在净化管内，驱动槽与遮挡支撑架之间相互配合使固体颗粒残留在遮挡支撑架上，遮挡

作业气缸控制遮挡作业架进行旋转，残留在遮挡支撑架上的固体颗粒从净水管的下端排

出。

[0011] 3、本发明设计了清理输送机构，固体颗粒排入到输送带上，输送电机带动输送带

从前往后运动，刮运板与输送支撑架之间相互配合对固体颗粒充分的输送，输送调节弹簧

控制刮除架对刮运板进行清理，保证刮运板上的固体颗粒可以全面的清理掉，自动化清理，

智能化程度高。

[0012] 4、本发明设计了过滤机构，污水通过过滤框流动排出，过滤板对污水起到了二次

过滤的作用，过滤电机控制过滤板转动，污水中的细小颗粒残留在过滤板上，过滤清理架将

过滤板上的颗粒清理掉，过滤后的污水通过过滤导引框排出。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图2的I部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8] 如图1到图3所示，一种用于水利设施的泥沙滤除装置，包括安装架1，安装架1上安

装有辅助管2，辅助管2的上端设置有辅助孔，辅助管2的内壁上安装有净化管3，辅助管2的

上端安装有驱动气缸4，驱动气缸4的顶端通过法兰安装在驱动板5上，驱动板5的下端安装

有驱动柱6，驱动柱6的下端穿过辅助孔安装在驱动块7上，驱动块7位于净化管3内，净化管3

的下端内壁上安装有工作架12，工作架12的上端安装有遮挡支撑架13，遮挡支撑架13的下

端沿其轴向方向均匀设置有遮挡作业架10，遮挡作业架10与遮挡支撑架13的内壁之间通过

轴承设置有遮挡作业气缸11，辅助管2的下端安装有清理输送机构8，辅助管2的前端设置有

出水槽，出水槽内设置有过滤机构9；所述辅助管2的下端内壁与净化管3的外壁之间连接有

固定导引块21，固定导引块21由辅助管2向净化管3为从上往下倾斜机构；所述驱动块7的下

端设置有驱动槽，驱动槽为倒圆锥形结构；所述工作架12呈十字形结构；所述遮挡支撑架13

为圆锥结构，且遮挡支撑架13与驱动槽之间相对应；所述遮挡作业架10的外壁上套设有橡

胶密封块131；所述辅助管2与净化管3之间穿设有进水管22；所述净化管3上均匀设置有净

化孔。污水通过进水管22排入到净化管3内，驱动气缸4控制驱动板5进行升降运动，驱动板5

通过驱动柱6控制驱动块7对净化管3内的污水进行加压，净化管3内的污水在外部压力的作

用下快速的通过净化孔排入到辅助管2内，污水中的污泥等颗粒状杂物残留在净化管3内，

驱动槽与遮挡支撑架13之间相互配合使固体颗粒残留在遮挡支撑架13上，遮挡作业气缸11

控制遮挡作业架10进行旋转，残留在遮挡支撑架13上的固体颗粒从净水管的下端排出，污

水排入到辅助管2内后在固定导引块21的作用下通过出水槽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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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清理输送机构8包括安装在辅助管2内壁上的输送支撑架81，输送支撑架81从

辅助管2的前端往辅助管2后端方向为向下倾斜结构，输送支撑架81的内壁之间通过轴承安

装有两个输送辊82，两个输送辊82之间通过输送带83相连，输送带83上均匀设置有刮运板

84，位于输送支撑架81后侧的输送辊82通过联轴器与输送电机85的输出轴相连，输送电机

85通过电机座安装在输送支撑架81的外壁上，输送支撑架81的后端通过销轴安装有刮除架

86，刮除架86的侧壁与输送支撑架81之间连接有输送调节弹簧87；所述刮除架86为V字型结

构，且刮除架86由橡胶材质组成，固体颗粒排入到输送带83上，输送电机85带动输送带83从

前往后运动，刮运板84与输送支撑架81之间相互配合对固体颗粒充分的输送，输送调节弹

簧87控制刮除架86对刮运板84进行清理，保证刮运板84上的固体颗粒可以全面的清理掉，

自动化清理，智能化程度高。

[0020] 所述过滤机构9包括安装在出水槽内的过滤框91，辅助管2的外壁上通过电机座安

装有过滤电机92，过滤电机92的输出轴上安装有过滤板93，过滤板93上均匀设置有过滤孔，

且过滤板93贴靠在过滤框91上，辅助管2的外壁上安装有过滤导引框94，过滤导引框94与过

滤框91相对应，且过滤框91贴靠在过滤板93上，辅助管2的下端安装有过滤清理架95，过滤

清理架95抵靠在过滤板93上，污水通过过滤框91流动排出，过滤板93对污水起到了二次过

滤的作用，过滤电机92控制过滤板93转动，污水中的细小颗粒残留在过滤板93上，过滤清理

架95将过滤板93上的颗粒清理掉，过滤后的污水通过过滤导引框94排出。

[0021] 工作时，首先本发明固定在指定的位置，污水通过进水管22排入到净化管3内，驱

动气缸4控制驱动板5进行升降运动，驱动板5通过驱动柱6控制驱动块7对净化管3内的污水

进行加压，净化管3内的污水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快速的通过净化孔排入到辅助管2内，污

水中的污泥等颗粒状杂物残留在净化管3内，驱动槽与遮挡支撑架13之间相互配合使固体

颗粒残留在遮挡支撑架13上，遮挡作业气缸11控制遮挡作业架10进行旋转，残留在遮挡支

撑架13上的固体颗粒从净水管的下端排出，固体颗粒排入到输送带83上，输送电机85带动

输送带83从前往后运动，刮运板84与输送支撑架81之间相互配合对固体颗粒充分的输送，

输送调节弹簧87控制刮除架86对刮运板84进行清理，保证刮运板84上的固体颗粒可以全面

的清理掉，污水排入到辅助管2内后在固定导引块21的作用下通过出水槽排出，污水通过过

滤框91流动排出，过滤板93对污水起到了二次过滤的作用，过滤电机92控制过滤板93转动，

污水中的细小颗粒残留在过滤板93上，过滤清理架95将过滤板93上的颗粒清理掉，过滤后

的污水通过过滤导引框94排出，实现了污水排放泥沙自动化过滤清除的功能，解决了水利

设施在污水排放过程中存在的带有泥沙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容易使水利设施瘫痪，污

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城市内涝，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且水利设施淤积的泥沙清理代

价高，操作复杂、耗费时间长与劳动强度大等难题，达到了目的。

[002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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