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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水库水质改善的处

理装置，包括支撑架、移动箱、悬浮物清理组件和

污泥清理组件，移动箱通过移动轮卡接在支撑架

上，悬浮物清理组件包括移动板、破碎刀盘、打捞

斗、收集斗和动力电机，移动板设在移动箱下端，

破碎刀盘、打捞斗和收集斗均卡接在移动板下

端，动力电机设置在移动板上端，污泥清理组件

包括污泥泵、滑动柱、滑动块和污泥清理辊，滑动

柱设在移动板下端，滑动块卡接在滑动柱上，污

泥清理辊铰接在滑动块下端，旋转电机为污泥清

理辊提供动力，污泥泵用于将污泥吸入至移动箱

中；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对水库水面和库

底同时进行清理，清理效率高，适宜大量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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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库水质改善的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1)、移动箱(2)、悬浮

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件(4)；所述支撑架(1)上设置有卡槽(10)；支撑架(1)为“工”

字型框架，相邻两个支撑架(1)之间通过联动杆(11)和扣件(12)固定连接，支撑架(1)可根

据水库尺寸拼接组装；

所述移动箱(2)底部设置有移动轮(20)，移动箱(2)通过所述移动轮(20)卡接在所述卡

槽(10)内部，移动箱(2)内部设置有装置腔(21)和污泥腔(22)，装置腔(21)内部设置有行走

电机(210)，所述行走电机(210)为所述移动轮(20)提供动力；移动箱(2)外壁上固定设置有

安装板(23)；所述安装板(23)设置有两个，两个安装板(23)分别位于移动箱(2)两侧；

所述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件(4)均设置有两个，且两个悬浮物清理组件

(3)和污泥清理组件(4)分别位于移动箱(2)两侧；所述悬浮物清理组件(3)包括移动板

(30)、破碎刀盘(31)、打捞斗(32)、收集斗(33)和动力电机(34)，所述移动板(30)通过伸缩

气缸(35)设置在安装板(23)下端，所述破碎刀盘(31)包括转轴(310)和破碎齿(311)，所述

转轴(310)可转动卡接在安装板(23)下端，所述破碎齿(311)设置有多个，多个破碎齿(311)

沿转轴(310)周向均匀排列，所述打捞斗(32)通过安装块(320)设置在安装板(23)下端，且

位于破碎刀盘(31)后端，安装块(320)内部设置有打捞电机，所述打捞电机为打捞斗(32)提

供动力，打捞斗(32)包括联动轴(321)和框体(322)，所述联动轴(321)与安装块(320)活动

铰接，所述框体(322)为两端封闭，且带有开口的网状框体，框体(322)设置有3‑6个，3‑6个

框体沿联动轴(321)周向均匀设置；所述收集斗(33)为网状结构，收集斗(33)设置在安装板

(23)下端，且位于打捞斗(32)后端，所述收集斗(33)与安装板(23)之间活动铰接，收集斗

(33)与安装板(23)之间设置有伸缩撑杆(330)；所述动力电机(34)固定设置在移动板(30)

上端，动力电机(34)为破碎刀盘(31)提供动力；

所述污泥清理组件(4)包括污泥泵(40)、滑动柱(41)、滑动块(42)和污泥清理辊(43)，

所述滑动柱(41)竖直固定设置在移动板(30)下端，且位于破碎刀盘(31)前端，滑动柱(41)

上设置有条形槽(410)，所述滑动块(42)活动卡接在所述条形槽(410)内，且滑动块(42)能

够在条形槽(410)内上下滑动，滑动块(42)内部设置有旋转电机(420)，所述污泥清理辊

(43)活动铰接在滑动块(42)下端，污泥清理辊(43)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清理齿(430)，所述旋

转电机(420)为污泥清理辊(43)提供动力，滑动块(42)上固定设置有弧形铲泥板(421)，所

述弧形铲泥板(421)位于污泥清理辊(43)后端，所述污泥泵(40)固定设置在移动箱(2)上，

污泥泵(40)与铲泥板(421)之间通过吸泥管连接，且污泥泵(40)的上排口与所述污泥腔

(22)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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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库水质改善的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库水体净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水库水质改善的处理

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库是我国防洪广泛采用的工程措施之一。在防洪区上游河道适当位置兴建能调

蓄洪水的综合利用水库，利用水库库容拦蓄洪水，削减进入下游河道的洪峰流量，达到减免

洪水灾害的目的。水库对洪水的调节作用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起滞洪作用，另一种起蓄洪

作用。水库蓄水过程中，由于水库内的水的流动性差，导致大量污染物漂浮在水面上，同时

也会滋生大量的水草，导致水库中含氧量降低，水中生物死亡，进一步加剧了水质的恶化；

另一方面，由于雨水的冲刷，水库上游的泥沙进入水库，沉积在库底，严重影响到水库的蓄

水能力。

[0003] 现有的水库清理大多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清理效率低，而且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操作简单、处理效果好的用于水库

水质改善的处理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水库水质改善的处理装置，包括支撑架、移动箱、

悬浮物清理组件和污泥清理组件；支撑架上设置有卡槽；移动箱底部设置有移动轮，移动箱

通过移动轮卡接在卡槽内部，移动箱内部设置有装置腔和污泥腔，移动箱外壁上固定设置

有安装板；悬浮物清理组件包括移动板、破碎刀盘、打捞斗、收集斗和动力电机，移动板通过

伸缩气缸设置在安装板下端，破碎刀盘包括转轴和破碎齿，转轴可转动卡接在安装板下端，

破碎齿设置有多个，多个破碎齿沿转轴周向均匀排列，打捞斗通过安装块设置在安装板下

端，且位于破碎刀盘后端，安装块内部设置有打捞电机，打捞电机为打捞斗提供动力，收集

斗为网状结构，收集斗设置在安装板下端，且位于打捞斗后端，动力电机固定设置在移动板

上端，动力电机为破碎刀盘提供动力；污泥清理组件包括污泥泵、滑动柱、滑动块和污泥清

理辊，滑动柱竖直固定设置在移动板下端，且位于破碎刀盘前端，滑动柱上设置有条形槽，

滑动块活动卡接在条形槽内，且滑动块能够在条形槽内上下滑动，滑动块内部设置有旋转

电机，污泥清理辊活动铰接在滑动块下端，污泥清理辊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清理齿，旋转电机

为污泥清理辊提供动力，滑动块上固定设置有弧形铲泥板，弧形铲泥板位于污泥清理辊后

端，污泥泵固定设置在移动箱上，污泥泵与铲泥板之间通过吸泥管连接，且污泥泵的上排口

与污泥腔导通。

[0006] 进一步地，支撑架为“工”字型框架，相邻两个支撑架之间通过联动杆和扣件固定

连接，支撑架可根据水库尺寸拼接组装，通过设置可拼接组装的支撑架，使得本发明能够应

用于不同尺寸大小的水库，大大提高了装置的适用范围，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便于吊装与运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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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安装板设置有两个，两个安装板分别位于移动箱两侧，悬浮物清理组件

和污泥清理组件均设置有两个，且两个悬浮物清理组件和污泥清理组件分别位于移动箱两

侧，通过在移动箱两侧设置悬浮物清理组件和污泥清理组件，提高了装置的平衡性与稳定

性，同时也提高了装置的水质改善效率。

[0008] 进一步地，装置腔内部设置有行走电机，行走电机为移动轮提供动力，通过设置行

走电机，便于移动箱带动悬浮物清理组件和污泥清理组件在支撑架上移动，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0009] 进一步地，收集斗与安装板之间活动铰接，收集斗与安装板之间设置有伸缩撑杆，

通过设置伸缩撑杆，便于对收集斗内部收集的污染物进行倾倒。

[0010] 进一步地，打捞斗包括联动轴和框体，联动轴与安装块活动铰接，框体为两端封

闭，且带有开口的网状框体，框体设置有3‑6个，3‑6个框体沿联动轴周向均匀设置，通过设

置网状结构的框体，便于将污染物的水分滤出，减轻进入收集斗中污染物的重量，进而减轻

装置的运行负荷。

[001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使用时，根据所要处理的水库的尺寸，选择支撑架的个数，

并通过联动杆和扣件将各个支撑架拼接安装，通过外部起吊设备将拼装好的支撑架搭设在

水库两岸；将移动通过移动轮卡接在支撑架上的卡槽内，悬浮物清理组件和污泥清理组件

分别连接在移动箱两侧安装板的下端，通过外部电源带动行走电机、动力电机、污泥泵和旋

转电机启动，通过行走电机带动移动箱在支撑架上移动，通过伸缩气缸调节悬浮物清理组

件与水库水面的距离，通过动力电机带动破碎刀盘转动，将水库水面上漂浮的污染物以及

水草进行打碎，然后通过通过转动的打捞斗对打碎后的污染物进行打捞，打捞斗转动过程

中，将污染物甩向收集斗中进行收集；滑动块在重力作用下，沿着滑动柱滑向水库库底，旋

转电机带动污泥清理辊转动，将库底沉积的污泥捣松，然后通过弧形铲泥板将污泥铲起，最

后通过污泥泵将捣松后的污泥吸入污泥腔中进行收集；当移动箱移动至水库岸边时，对收

集斗和污泥腔中的污染物进行清理转移，然后通过外部起吊设备将装置进行移动，直至所

有水库水域清理完毕。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对不同尺寸的水

库水域进行改善与清理，适用范围广；通过设置悬浮物清理组件和污泥清理组件，能够同时

清除水面悬浮的污染物以及水草等藻类植物，为水中生物提供了有力条件，同时在破碎刀

盘和打捞斗的搅动作用下，有效提高水库水的含氧量，进而提高水库自净能力；通污泥清理

组件对水库库底沉积的污泥进行清理，既能够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提高水库

的蓄水能力，提高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的左视图；

[0016] 图4是本发明的右视图；

[0017] 图5是本苯发明的支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发明的打捞斗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155586 B

4



[0019] 其中，1‑支撑架、10‑卡槽、11‑联动杆、12‑扣件、2‑移动箱、20‑移动轮、21‑装置腔、

210‑行走电机、22‑污泥腔、23‑安装板、3‑悬浮物清理组件、30‑移动板、31‑破碎刀盘、310‑

转轴、311‑破碎齿、32‑打捞斗、320‑安装块、321‑联动轴、322‑框体、33‑收集斗、330‑伸缩撑

杆、34‑动力电机、35‑伸缩气缸、4‑污泥清理组件、40‑污泥泵、41‑滑动柱、410‑条形槽、42‑

滑动块、420‑旋转电机、421‑弧形铲泥板、43‑污泥清理辊、430‑清理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如图1、5所示的一种用于水库水质改善的处理装置，包括支撑架1、移动箱

2、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件4；支撑架1上设置有卡槽10；支撑架1为“工”字型框架，

相邻两个支撑架1之间通过联动杆11和扣件12固定连接，支撑架1可根据水库尺寸拼接组

装，通过设置可拼接组装的支撑架1，使得本发明能够应用于不同尺寸大小的水库，大大提

高了装置的适用范围，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便于吊装与运输；

[0021] 如图1、2、3、4所示，移动箱2底部设置有移动轮20，移动箱2通过移动轮20卡接在卡

槽10内部，移动箱2内部设置有装置腔21和污泥腔22，移动箱2外壁上固定设置有安装板23，

安装板23设置有两个，两个安装板23分别位于移动箱2两侧，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

组件4均设置有两个，且两个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件4分别位于移动箱2两侧，通

过在移动箱2两侧设置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件4，提高了装置的平衡性与稳定性，

同时也提高了装置的水质改善效率；装置腔21内部设置有行走电机210，行走电机210为移

动轮20提供动力，通过设置行走电机210，便于移动箱2带动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

件4在支撑架1上移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行走电机210由外

部电源供电，动力电机34东莞市高同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YS7124型低速电机；

[0022] 如图1、3、4、6所示，悬浮物清理组件3包括移动板30、破碎刀盘31、打捞斗32、收集

斗33和动力电机34，移动板30通过伸缩气缸35设置在安装板23下端，破碎刀盘31包括转轴

310和破碎齿311，转轴310可转动卡接在安装板23下端，破碎齿311设置有多个，多个破碎齿

311沿转轴310周向均匀排列，打捞斗32通过安装块320设置在安装板23下端，且位于破碎刀

盘31后端，打捞斗32包括联动轴321和框体322，联动轴321与安装块320活动铰接，框体322

为两端封闭，且带有开口的网状框体，框体322设置有4个，4个框体沿联动轴321周向均匀设

置，通过设置网状结构的框体322，便于将污染物的水分滤出，减轻进入收集斗33中污染物

的重量，进而减轻装置的运行负荷，安装块320内部设置有打捞电机，打捞电机为打捞斗32

提供动力，收集斗33为网状结构，收集斗33设置在安装板23下端，且位于打捞斗32后端，收

集斗33与安装板23之间活动铰接，收集斗33与安装板23之间设置有伸缩撑杆330，通过设置

伸缩撑杆330，便于对收集斗33内部收集的污染物进行倾倒；动力电机34固定设置在移动板

30上端，动力电机34为破碎刀盘31提供动力；动力电机34由外部电源供电，动力电机34采用

沈阳电机集团生产的YD系列变极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

[0023] 如图1、3、4所示，污泥清理组件4包括污泥泵40、滑动柱41、滑动块42和污泥清理辊

43，滑动柱41竖直固定设置在移动板30下端，且位于破碎刀盘31前端，滑动柱41上设置有条

形槽410，滑动块42活动卡接在条形槽410内，且滑动块42能够在条形槽410内上下滑动，滑

动块42内部设置有旋转电机420，污泥清理辊43活动铰接在滑动块410下端，污泥清理辊43

上均匀设置有多个清理齿430，旋转电机420为污泥清理辊43提供动力，滑动块42上固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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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弧形铲泥板421，弧形铲泥板421位于污泥清理辊43后端，污泥泵40固定设置在移动箱2

上，污泥泵40与铲泥板421之间通过吸泥管连接，且污泥泵40的上排口与污泥腔22导通，污

泥泵40、旋转电机420均由外部电源供电，污泥泵40采用上海阳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QW型无堵塞移动式潜水排污泵，旋转电机420采用沈阳电机集团生产的Y2系列三相异步电

动机；

[0024] 使用时，根据所要处理的水库的尺寸，选择支撑架1的个数，并通过联动杆11和扣

件12将各个支撑架1拼接安装，通过外部起吊设备将拼装好的支撑架1搭设在水库两岸；将

移动2通过移动轮20卡接在支撑架1上的卡槽10内，悬浮物清理组件3和污泥清理组件4分别

连接在移动箱2两侧安装板23的下端，通过外部电源带动行走电机210、动力电机34、污泥泵

40和旋转电机420启动，通过行走电机210带动移动箱2在支撑架1上移动，通过伸缩气缸35

调节悬浮物清理组件3与水库水面的距离，通过动力电机34带动破碎刀盘31转动，将水库水

面上漂浮的污染物以及水草进行打碎，然后通过通过转动的打捞斗32对打碎后的污染物进

行打捞，打捞斗32转动过程中，将污染物甩向收集斗33中进行收集；滑动块42在重力作用

下，沿着滑动柱41滑向水库库底，旋转电机420带动污泥清理辊43转动，将库底沉积的污泥

捣松，然后通过弧形铲泥板421将污泥铲起，最后通过污泥泵40将捣松后的污泥吸入污泥腔

22中进行收集；当移动箱2移动至水库岸边时，对收集斗33和污泥腔22中的污染物进行清理

转移，然后通过外部起吊设备将装置进行移动，直至所有水库水域清理完毕。

[0025] 应用例：应用本装置对我国北方某养殖型水库进行水质改善处理，处理前检测水

质各项指标为：悬浮物为300mg/L、溶解氧为0.8mg/L、电导率为1500uS/cm、COD为480mg/L，

BOD为198mg/L；处经过本装置处理后，检测得水库水质各项指标为：悬浮物为35mg/L，溶解

氧为4mg/L、电导率为500uS/cm、COD为40mg/L，BOD为1920mg/L；出水水质达到污水排放标

准。

[0026] 可见，通过本装置能够大大改善水库水质，提高水中溶解氧含量，降低污染物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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