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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水乎管沉陡分萬裝置包括多介平行的斜板 相卻斜板之回汝有平行于斜板的隔萬板 隔萬板下方役七

介或多介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揩板 隔萬板上升有 N T排泥道。 措板阻揩隔萬板下方的水流功 形成靜液因 靜妝

匡勻隔萬板上方的流水匡域共同狙成一介工作羊元。咳水平管沉旋分萬裝置也可以由多根升有排 口或 氏檔、且截

面旱乎行四 形的管材或由多根橫截面呈 "IT 型的型材加措板排列而成。咳水乎管沉綻分商裴置可用于水她理中

愚浮物的沉碇分萬。



水平管沉定分禹裝置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水赴理改各，特別涉及一神水平管沉沒分禹裝置。

背景技木
1904 年美囤人哈具 aZe 提出了洩池理掩，在此基咄上，相錐升友了斜板

沉淚池、斜管沉波池、迷宮沉淚池，結枸的改汁力求接近理想沉涎池。 但上述

几神沉淚池 包括同向、弄向、橫向沉淚池 都有以下缺魚

第一、水流努斜管或斜板吋 同向、弄向 ，需要改吏水流方向，水流狀怒友

生交化，不利于惠浮物的沉波

第二、水流銓斜管或斜板的迂程申，合吋沉淚下未的惠浮物戶生沖刷、攬

功作用，已努沉沒下柬的惠浮物往往合被水流重新攬起，造成惠浮物的可逆沉

"涎

第三、安裝斜管 斜板 組件吋、合形成丙介三角形死匕 降低了沉涎池利用

率、咸少 了水流面私。

以上几魚尹重制約了現有沉淚裝置的沉波效果，使其澄清能力大打折扣。

友明內容
本友明要解決的技木鬥題是如何克服現有沉淚裝置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神

平管沉波分萬裝置。

力解決上述技木岡題，本友明提供了一神水平管沉波分萬裝置，其包插多

介平行的斜板，其特征在于 相祁斜板之同改有平行于斜板的隔禹板，核隔萬

板下迪改有一介或多介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挫板，核抬板阻挫隔萬板下迪的水流

功，形成靜液臥 咳靜液匹占隔萬板上迪的流水匡域 (以下筒妳流功匹 共同組成

一介工作羊元，隔禹板升有 行排泥道，每行排泥道由一奈沿水流方向延伸的



弋槽枸成，或者多介沿水流方向分布的排泥口枸成，其申 力正整數。

如此改汁，靜液匹占流功匹之河 只在狹窄的排泥道赴相通，占水流迂流功

匹吋，意浮物在 自身重力作用下不斬沉定，迸入靜液匹后就不舍再受到沖刷、

攪功，伙而奕現沉堤物和清水的及吋、砌底地分萬 ，保征了沉淚效率。

作力仇札，所述隔萬板七上斜板之同沒有扁平支撐板，其上端連接上斜板，

其下端達接所迷長槽或排泥口的下緣上，井占下緣弄平。 如此設汁，扁平支撐

板的上部不舍私存沉涎物。 惠浮物沉降距禹短，水平行流迸、流出，不需要改

置迸、 出水空間，可以降低池子深度，由于水平行流迸、流出，惠浮物在水流

迂程申不斬地被分萬 ，耐負 荷沖去力強，同祥，裝置在未度方面也不受限制，

可以這占增加裝置的長度，延長水的停留吋同，沉涎效果好。

作力仇他，本水平管沉淚分萬裝置的主休截面呈向一側傾斜的平行四迷

形 。 如此改汁，用于矩形沉渡池時，在主休 內側下方、外側上方各出現一介盲

匹。 要碉保本水平管沉淚分萬裝置正常工作，需要碉保配用的沉波池截面力相

座的平行四迪形，或者在上述盲匹內改置挫板，使盲匹雯成靜水匹。

作力仇佔，所迷主休外側上方逐改有一介上朴僕休，其截面均主休截面拼

成一介倒置的直角梯形，咳上朴僕休含有多組 自上而下寬度逐漸速增的斜板，

其斜板同的靜液匹均占位于外佣的豎直沉淚滑道相通 。 如此改汁，可以消除上

盲匹，配用的沉淚池截面可以是倒置的直角梯形，便于施工。

作力仇化，所迷主休內側下方近改有一介下朴傍休，核下朴樸休由多組 自

上而下寬度逐漸速咸的斜板排列而成，其截面均上朴偵休截面 、主休截面一起

拼成一介矩形 。 如此改汁，近可以消除下盲匹，配用的沉涎池可以是截面呈矩

形的普通沉泛池。

作力仇札，所述斜板、 隔萬板和扁平支撐板均水平面的夫角均力 60
。

。 如

此改汁，奕戲征明夫角力 60。吋，滑泥效果最好。

作力仇化，所述扁平支撐板將流功匹分成若干介原水流道，每介原水流道

周 囿的上、下斜板、 隔禹板及扁平支撐板組成一介截面呈平行四迪形的管材。



如此改汁，也就是說，本水平管沉沒裝置可以 由多根升有排泥口、

形的管材成柬排布而成。

本友明沉淚池包括沉沒池及其內部的沉淚裝置，所述沉淚裝置力前述水平

管沉涎分禹裝置。

采用上述技木方案后，水流努本水平管沉沒裝置吋，水平行流功、惠浮物

垂直沉降。 占流速一定吋 同向、弄向 、惠浮物所受分力最小，水流不舍吋沉淚

戶生不利影晌，同忖排泥口的改置，使沉淚下未的意浮物及吋迸行隔禹，宴行

水、 惠浮物分流，水走水道，泥走泥道。 沉涎下柬的污物能移及時、砌底均水

流分禹，使沉波奕成不可逆迂程，本友明水平管沉淚裝置是現有沉淚分萬裝置

的理想換代戶品，也是現有沉浪池的一次革命。

以下錯合附囤和各介具休奕施方式，吋本友明水平管沉涎分萬裝置迸行迸

一步祥細說明，其七
圍 1是本友明水平管沉涎分萬裝置宴施方式一的結枸示意 囤。

團 2 是本友明水平管沉涎分禹裝置奕施方式二的局部結枸示意團。

囤 3 是本友明水平管沉淚分禹裝置奕施方式三的局部錯枸示意囤。

因 4 是本友明水平管沉涎分萬裝置奕施方式四的結枸示意 囤。

因 5 是本友明水平管沉液分禹裝置宴施方式五的結枸示意 團 。

團 6 是安裝了宴施方式四的沉滾池( 的中同橫截面示意囤。

囤 7 是安裝了奕施方式四的沉沒池(二 的申間橫截面示意因。

因 8 是本友明水平管沉渡分禹裝置奕施方式六的中同橫截面示意團 。



因 11是用管材組成的本友明水平管沉沒分萬裝置示意團。

囤 12 是用型材組成本友明水平管沉沒分禹裝置迪程示意因。

圈 5 至 8 箭共方向表示意浮物的沉降方向 囤 9 中箭共方向表示水流

方向。

囤申 1力斜板、 101 力上斜板、 102 力下斜板、2 力隔禹板、 3 力挫板、 4

力靜液匹、5 力流功匹、6 力衣槽、7 力排泥口、 8 力扁平支撐板、9 力豎直沉波

滑道、 10 力原水流道、2 力隔禹板、 11 力管材、 12 力挫板在靜液匹中分隔出的

滑泥道、 13 力三角形抽板、 14 力坡面、 15 力上朴樸休、 16 力下朴樸休、 17 力

橫截面呈 " " 形的型材。

具休奕施方式

宴施方式一 如圈 1 所示，本友明水平管沉滾分高裝置，包拮多介平行的

斜板 1，相郊斜板 1之同改有平行于斜板 1 的隔禹板 2，核隔萬板 2 迪前后各

有一介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挫板 3，核挫板 3 阻抽隔高板 2 述的水流功，形成靜

液匹 4，核靜液匹 4 均隔萬板上述的流功匹 5 共同組成一介工作羊元，隔萬板 2

自上而下升有多行排泥道，每行排泥道由一奈沿水流方向延伸的衣槽 6 枸成。

宴施方式二 如團 2 所示，每行排泥道由多介沿水流方向分布的排泥口 7

枸成。 其余部件和結枸如奕施方式一所述。

宴施方式三 如囤 3 所示，所述挫板 3 患數有四介。 其余部件和結枸如奕

施方式一所述。 前后挫板同隔禹板、下斜板緊密錯合，就能形成靜液匹，中河

挫板起支撐、加強作用，能防止隔禹板、下斜板奕形、靠拔就可以 了。

奕施方式四 如固 4、5 所示，所述隔萬板 2 占其上斜板 101 之間改有扁平

支撐板 8，其上端連接上斜板 101 ，其下端連接所述長槽 6 的下緣上，井均下緣

弄平，其余部分和結枸如宴施方式一所示。



排泥道由一奈沿水流方向延伸的未槽 6 枸成的，扁平支撐板 8 力完整的長

方形，排泥道由一奈沿水流方向延伸的長槽 6 枸成的，每介長槽 6 配 1 坡完整

的、未方形扁平支撐板 8，如圈 4 所示。

奕施方式五 如囤 5 所示，排泥道由多介沿水流方向分布的排泥口 7 枸成。

每介排泥口 7 配 坡扁平支撐板 8，迭桿，相祁排泥口 7 之同不舍私存沉涎物。

其余部分和結枸如奕施方式一所示。

本水平管沉淚分萬裝置的主休截面呈向一側傾斜的平行四迪形，使用吋，

在主休內側下方、外側上方各出現一介盲匹。 要硝保本水平管沉涎分禹裝置正

常工作，需要硝保配用的沉液池截面力相座的平行四迪形 如團 6 所示 ，或者在

上迷盲匹內各改置一決三角形拙板 13，使盲匹奕成靜水匹，將均主休內側相吋

的池壁改置力相座的坡面 14，送梓消除了位于主休內側下方的盲匹，可以省掉

一決挫板 如圈 7 所示 。 所述斜板 1、隔禹板 2 和扁平支撐板 8 均水平面的夫角

均力 60。。

奕施方式六 如團 8 所示，核主休外側上方迂改有一介上朴僕休 15，其截

面占主休截面拼成一介倒置的直角梯形，核上朴樸休 15 含有多組 自上而下寬度

逐漸速增的斜板 1，其斜板 岡的靜液匹 4 共同均位于外側的豎直沉定滑道 9 相

通 。 其余部分和結枸如奕施方式四所示。

奕施方式七 如囤 9 所示，所迷主休內側下方逐改有一介下朴僕休 16，核

下朴僕休 16 由多匆 自上而下寬度逐漸速減的斜板排列而成，其截面占上朴僕休

15 截面、主休截面一起拚成一介矩形 。 配用的沉涎池可以是截面呈矩形的普通

沉淚池。 其余部分和結枸如奕施方式五所示。

奕施方式八 如囤 10 所示，所迷扁平支撐板 7 將流功四分成若干介截面呈

平行四迪形的原水流道 10，每介原水流道 10 周 固的上、下斜板 10 、 102、隔

禹板 2 及扁平支撐板 8 組成一介截面呈平行四迪形的管材 11。 換 句祐說，本水



平管沉淚裝置可以由多根升有排泥口 7 或衣槽 6、且截面呈平行四迪形的管材

11加裝挫板 3 后，排列而成，如圈 11 所示。

占然如囤 12 所示，本寺利也可以由橫截面呈 " 形的型材 17 加抽板 3

本切 而成。 速奕阮上是奕施方式八的一神奕型，送神奕型和其他任何按照本友

明改汁思路所提出的奕型，都是本寺利的保妒范園。



枝利要求半

1、一神水平管沉淚分禹裝置，包括多介平行的斜板，其特征在于 相郊斜

板之同改有平行于斜板的隔禹板，咳隔禹板下迪改有一介或多介垂直于水流方

向的挫板，核拍板阻挫隔禹板下迪的水流功，形成靜液匹，咳靜液匹均隔萬板

上述的流功匡共同組成一介工作羊元，隔萬板上升有 行排泥道，每行排泥道

由一奈沿水流方向延伸的未槽枸成，或者多介沿水流方向分布的排泥口枸成，

其申 力正整數。

2、根搪枚利要求 所迷的水平管沉涎分萬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隔萬板

均上斜板之間改有扁平支撐板，其上端連接上斜板，其下端連接所迷長槽或排

泥口的下緣上，井七下緣弄平。

3、根搪校利要求 2 所述的水平管沉淚分禹裝置，其特征在于 本水平管沉

混分萬裝置的主休截面呈向一側傾斜的平行四迪形 。

4、根搪枚利要求 3 所述的水平管沉淚分萬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主休截

面呈向一側傾斜的平行四迪形，核主休外側上方近改有一介上朴樸休，其截面

均主休截面拼成一介倒置的直角梯形 ，核上朴佳休含有多組 自上而下寬度逐漸

速增的斜板，其斜板同的靜液匹均占位于外佣的豎直沉淚滑道相通。

5、根搪杖利要求 4 所述的水平管沉渡分禹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主休內

側下方近改有一介下朴樸休，咳下朴僕休由多組 自上而下霓度逐漸速減的斜板

排列而成，其截面占上朴僕休截面、主休截面一起拼成一介矩形 。



6、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述的水平管沉波分禹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斜板、

隔禹板和扁平支撐板占水平面的夫角均力 60
。

。

7、根搪枚利要求 6 所迷的水平管沉涎分禹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扁平支

撐板將流功匹分成若干介原水流道，每介原水流道周 園的上、下斜板、 隔禹板

及扁平支撐板組成一介截面呈平行四逆形的管材。

8、一科沉液池，包括沉涎池及其內部的沉淚裝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沉涎

裝置力杖利要求 1 至 7 任一所迷水平管沉涎分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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