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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属

于水域除藻技术领域。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

备，包括吸纳桶、水泵、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太阳

能板和蓄电池，水泵固定连接在吸纳桶上，吸纳

桶顶部固定连接有传送桶，太阳能板和蓄电池均

固定连接在传送桶上，第二电机固定连接在传送

桶内，摩擦环与第二转轴贴合，吸纳桶上固定连

接有第一管道，第一管道固定连接在水泵上，驱

动板转动连接在驱动箱内，第二叶片转动连接在

粉碎桶内，驱动箱上固定连接有出水管，吸纳桶

上固定连接有抽水管，抽水管上固定连接有简

筒，简筒上固定连接有浮圈；本发明可将水藻抽

出，同时对抽出的水藻进行粉碎和烘干，进行废

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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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包括吸纳桶（1）、水泵（5）、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6）、太

阳能板（3）和蓄电池（3021），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泵（5）固定连接在吸纳桶（1）上，所述吸纳

桶（1）顶部固定连接有传送桶（101），所述太阳能板（3）和蓄电池（3021）均固定连接在传送

桶（101）上，所述第二电机（6）固定连接在传送桶（101）内，所述传送桶（101）上固定连接有

粉碎桶（102），所述粉碎桶（102）上固定连接有输出筒（103），所述第一电机（2）固定连接在

传送桶（101）上，所述第一电机（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转轴（202），所述第一转轴

（202）上固定连接有蜗轮片（2022），所述蜗轮片（2022）转动连接在吸纳桶（1）内，所述吸纳

桶（1）内固定连接有滤网（1002），所述第一转轴（202）上固定连接有清洁刷（2023），所述清

洁刷（2023）与滤网（1002）贴合，所述粉碎桶（102）内转动连接有第二转轴（4），所述第二转

轴（4）贯穿传送桶（101）并延伸至外部固定连接有从动轮（404），所述第一转轴（202）上固定

连接有主动轮（2021），所述主动轮（2021）通过皮带（4041）与从动轮（404）转动连接，所述第

二转轴（4）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叶片（401）和粉碎刀（402），所述传送桶（101）内固定连接有摩

擦环（403），所述摩擦环（403）与第二转轴（4）贴合，所述吸纳桶（1）上固定连接有第一管道

（501），所述第一管道（501）固定连接在水泵（5）上，所述水泵（5）上固定连接有第二管道

（5011），所述第二管道（5011）远离水泵（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箱（503），所述驱动箱

（503）内转动连接有第三转轴（5031），所述第三转轴（503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叶片（5033）

和驱动板（2032），所述驱动板（2032）转动连接在驱动箱（503）内，所述第二叶片（5033）转动

连接在粉碎桶（102）内，所述驱动箱（503）上固定连接有出水管（5035），所述吸纳桶（1）上固

定连接有抽水管（7），所述抽水管（7）上固定连接有简筒（701），所述简筒（701）上固定连接

有浮圈（70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机（6）的

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四转轴（601），所述第四转轴（601）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叶片（601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桶（101）内

固定连接有隔板（6012），所述第四转轴（601）上固定连接有转环（6011），所述隔板（6012）内

开设有与转环（6011）配合的转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桶（101）上

固定连接有防水箱（302），所述蓄电池（3021）固定连接在防水箱（302）内，所述传送桶（101）

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杆（301），所述太阳能板（3）固定连接在固定杆（301）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电池（3021）与

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6）和水泵（5）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桶（101）上

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201），所述第一电机（2）固定连接在第一固定架（201）上，所述吸纳

桶（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502），所述水泵（5）固定连接在第二固定架（502）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纳桶（1）内固

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1001），所述第一转轴（202）转动连接在第三固定架（1001）上，所述滤

网（1002）固定连接在第三固定架（1001）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桶（102）内

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杆（4031），所述摩擦环（403）固定连接在第一连杆（4031）上，所述简筒

（70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杆（7021），所述浮圈（702）固定连接在第二连杆（7021）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586203 A

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桶（102）内

固定连接有集风罩（5034），所述第二叶片（5033）转动连接在集风罩（5034）内，所述集风罩

（5034）与输出筒（103）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吸纳桶（1）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支脚（104），所

述粉碎桶（102）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支脚（1021）。

10.一种除藻方法，应用于权利要求1‑9所述的任一项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简筒（701）放入需要除藻的水中，在浮圈（702）的作用下使简筒（701）不沉入水

底，且第二连杆（7021）具有一定长度，使得水藻可以从浮圈（702）底部穿过；

S2：启动电源，此时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6）和水泵（5）均开始工作，水泵（5）将水藻

以及水抽入进吸纳桶（1）内，第一管道（501）连接在吸纳桶（1）内位于滤网（1002）的底部，抽

水管（7）连接在位于滤网（1002）的上部，水泵（5）工作产生的负压将水流向底部抽，经过滤

网（1002）过滤之后不会堵塞水泵（5），此时第一电机（2）带动第一转轴（202）转动，蜗轮片

（2022）转动将水藻向上推送，清洁刷（2023）与滤网（1002）贴合对滤网（1002）进行清刷，防

止滤网（1002）堵塞；

S3：当蜗轮片（2022）将水藻推送至传送桶（101）内时，由于第二电机（6）工作使得第三

叶片（6013）旋转，产生风力将水藻向粉碎桶（102）方向吹送，隔板（6012）可防止第二电机

（6）受潮短路，当水藻到达粉碎桶（102）时第二转轴（4）被第一转轴（202）通过皮带（4041）所

带动旋转，此时第二转轴（4）上的第一叶片（401）和粉碎刀（402）均旋转，第一叶片（401）将

水藻吹送向粉碎刀（402），粉碎刀（402）对水藻进行粉碎，同时第二转轴（4）上贴合的摩擦环

（403）与第二转轴（4）贴合摩擦产生热量，第一叶片（401）将热量传送到粉碎的水藻进行烘

干；

S4：抽出的水经第二管道（5011）进入到驱动箱（503）内并对驱动板（2032）进行冲击，此

时固定连接在驱动板（2032）上的第三转轴（5031）转动，第三转轴（5031）上的第二叶片

（5033）转动，将粉碎后的水藻通过输出筒（103）吹出，集风罩（5034）有利于风力的集中，同

时也防止水藻掉落到第三转轴（5031）上使第三转轴（5031）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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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及其除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域除藻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业废水等废水

大量排入淡水湖泊、水库及河道内，导致水域中氮、磷等营养盐的大量富集，致使水域富营

养化问题日益严重，在富氧化的水体中藻类获取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而大量繁殖，大量繁殖

的藻类覆盖在水体表面，造成严重的水体缺氧。

[0003] 现有的高科技除藻装置往往只能把水藻杀死，但漂浮的水藻仍需要进行打捞，且

水藻处理之后可用作肥料或喂养家禽，若直接丢弃则无法实现资源的重利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水藻被超声波或紫外线等装置杀死之后仍需打捞，水藻

被打捞出之后直接丢弃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包括吸纳桶、水泵、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太阳能板和蓄

电池，所述水泵固定连接在吸纳桶上，所述吸纳桶顶部固定连接有传送桶，所述太阳能板和

蓄电池均固定连接在传送桶上，所述第二电机固定连接在传送桶内，所述传送桶上固定连

接有粉碎桶，所述粉碎桶上固定连接有输出筒，所述第一电机固定连接在传送桶上，所述第

一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固定连接有蜗轮片，所述蜗轮片转

动连接在吸纳桶内，所述吸纳桶内固定连接有滤网，所述第一转轴上固定连接有清洁刷，所

述清洁刷与滤网贴合，所述粉碎桶内转动连接有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贯穿传送桶并延

伸至外部固定连接有从动轮，所述第一转轴上固定连接有主动轮，所述主动轮通过皮带与

从动轮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转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叶片和粉碎刀，所述传送桶内固定连接

有摩擦环，所述摩擦环与第二转轴贴合，所述吸纳桶上固定连接有第一管道，所述第一管道

固定连接在水泵上，所述水泵上固定连接有第二管道，所述第二管道远离水泵的一端固定

连接有驱动箱，所述驱动箱内转动连接有第三转轴，所述第三转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叶片

和驱动板，所述驱动板转动连接在驱动箱内，所述第二叶片转动连接在粉碎桶内，所述驱动

箱上固定连接有出水管，所述吸纳桶上固定连接有抽水管，所述抽水管上固定连接有简筒，

所述简筒上固定连接有浮圈。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四转轴，所述第四转轴上固定连接

有第三叶片。

[0007] 优选的，所述传送桶内固定连接有隔板，所述第四转轴上固定连接有转环，所述隔

板内开设有与转环配合的转槽。

[0008] 优选的，所述传送桶上固定连接有防水箱，所述蓄电池固定连接在防水箱内，所述

传送桶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杆，所述太阳能板固定连接在固定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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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的，所述蓄电池与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水泵电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传送桶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所述第一电机固定连接在第一固

定架上，所述吸纳桶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所述水泵固定连接在第二固定架上。

[0011] 优选的，所述吸纳桶内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所述第一转轴转动连接在第三固

定架上，所述滤网固定连接在第三固定架上。

[0012] 优选的，所述粉碎桶内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杆，所述摩擦环固定连接在第一连杆上，

所述简筒上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杆，所述浮圈固定连接在第二连杆上。

[0013] 优选的，所述粉碎桶内固定连接有集风罩，所述第二叶片转动连接在集风罩内，所

述集风罩与输出筒位于同一轴线上，所述吸纳桶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支脚，所述粉碎桶底

部固定连接有第二支脚。

[0014] 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的除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简筒放入需要除藻的水中，在浮圈的作用下使简筒不沉入水底，且第二连杆

具有一定长度，使得水藻可以从浮圈底部穿过；

S2：启动电源，此时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水泵均开始工作，水泵将水藻以及水抽

入进吸纳桶内，第一管道连接在吸纳桶内位于滤网的底部，抽水管连接在位于滤网的上部，

水泵工作产生的负压将水流向底部抽，经过滤网过滤之后不会堵塞水泵，此时第一电机带

动第一转轴转动，蜗轮片转动将水藻向上推送，清洁刷与滤网贴合对滤网进行清刷，防止滤

网堵塞；

S3：当蜗轮片将水藻推送至传送桶内时，由于第二电机工作使得第三叶片旋转，产

生风力将水藻向粉碎桶方向吹送，隔板可防止第二电机受潮短路，当水藻到达粉碎桶时第

二转轴被第一转轴通过皮带所带动旋转，此时第二转轴上的第一叶片和粉碎刀均旋转，第

一叶片将水藻吹送向粉碎刀，粉碎刀对水藻进行粉碎，同时第二转轴上贴合的摩擦环与第

二转轴贴合摩擦产生热量，第一叶片将热量传送到粉碎的水藻进行烘干；

S4：抽出的水经第二管道进入到驱动箱内并对驱动板进行冲击，此时固定连接在

驱动板上的第三转轴转动，第三转轴上的第二叶片转动，将粉碎后的水藻通过输出筒吹出，

集风罩有利于风力的集中，同时也防止水藻掉落到第三转轴上使第三转轴卡死。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1、该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通过将简筒放入需要除藻的水中，在浮圈的作用下使

简筒不沉入水底，且第二连杆具有一定长度，使得水藻可以从浮圈底部穿过，启动电源，此

时第一电机、第二电机和水泵均开始工作，水泵将水藻以及水抽入进吸纳桶内，第一管道连

接在吸纳桶内位于滤网的底部，抽水管连接在位于滤网的上部，水泵工作产生的负压将水

流向底部抽，经过滤网过滤之后不会堵塞水泵，此时第一电机带动第一转轴转动，蜗轮片转

动将水藻向上推送，清洁刷与滤网贴合对滤网进行清刷，防止滤网堵塞，当蜗轮片将水藻推

送至传送桶内时，由于第二电机工作使得第三叶片旋转，产生风力将水藻向粉碎桶方向吹

送，隔板可防止第二电机受潮短路，当水藻到达粉碎桶时第二转轴被第一转轴通过皮带所

带动旋转，此时第二转轴上的第一叶片和粉碎刀均旋转，第一叶片将水藻吹送向粉碎刀，粉

碎刀对水藻进行粉碎，同时第二转轴上贴合的摩擦环与第二转轴贴合摩擦产生热量，第一

叶片将热量传送到粉碎的水藻进行烘干，抽出的水经第二管道进入到驱动箱内并对驱动板

进行冲击，此时固定连接在驱动板上的第三转轴转动，第三转轴上的第二叶片转动，将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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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水藻通过输出筒吹出，集风罩有利于风力的集中，同时也防止水藻掉落到第三转轴上

使第三转轴卡死。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的结构示意图一；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的结构示意图二；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图2中A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第三固定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吸纳桶；1001、第三固定架；1002、滤网；101、传送桶；102、粉碎桶；1021、第

二支脚；103、输出筒；104、第一支脚；2、第一电机；201、第一固定架；202、第一转轴；2021、主

动轮；2022、蜗轮片；2023、清洁刷；2032、驱动板；3、太阳能板；301、固定杆；302、防水箱；

3021、蓄电池；4、第二转轴；401、第一叶片；402、粉碎刀；403、摩擦环；4031、第一连杆；404、

从动轮；4041、皮带；5、水泵；501、第一管道；5011、第二管道；502、第二固定架；503、驱动箱；

5031、第三转轴；5033、第二叶片；5034、集风罩；5035、出水管；6、第二电机；601、第四转轴；

6011、转环；6012、隔板；6013、第三叶片；7、抽水管；701、简筒；702、浮圈；7021、第二连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0] 实施例1：

参照图1‑4，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包括吸纳桶1、水泵5、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

6、太阳能板3和蓄电池3021，水泵5固定连接在吸纳桶1上，吸纳桶1顶部固定连接有传送桶

101，太阳能板3和蓄电池3021均固定连接在传送桶101上，第二电机6固定连接在传送桶101

内，传送桶101上固定连接有粉碎桶102，粉碎桶102上固定连接有输出筒103，第一电机2固

定连接在传送桶101上，第一电机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转轴202，第一转轴202上固定

连接有蜗轮片2022，蜗轮片2022转动连接在吸纳桶1内，吸纳桶1内固定连接有滤网1002，第

一转轴202上固定连接有清洁刷2023，清洁刷2023与滤网1002贴合，粉碎桶102内转动连接

有第二转轴4，第二转轴4贯穿传送桶101并延伸至外部固定连接有从动轮404，第一转轴202

上固定连接有主动轮2021，主动轮2021通过皮带4041与从动轮404转动连接，第二转轴4上

固定连接有第一叶片401和粉碎刀402，传送桶101内固定连接有摩擦环403，摩擦环403与第

二转轴4贴合，吸纳桶1上固定连接有第一管道501，第一管道501固定连接在水泵5上，水泵5

上固定连接有第二管道5011，第二管道5011远离水泵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驱动箱503，驱动

箱503内转动连接有第三转轴5031，第三转轴503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叶片5033和驱动板

2032，驱动板2032转动连接在驱动箱503内，第二叶片5033转动连接在粉碎桶102内，驱动箱

503上固定连接有出水管5035，吸纳桶1上固定连接有抽水管7，抽水管7上固定连接有简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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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简筒701上固定连接有浮圈702。

[0021] 实施例2：

参照图1‑4，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更进一步的是，第二电机6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

第四转轴601，第四转轴601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叶片6013，传送桶101内固定连接有隔板

6012，第四转轴601上固定连接有转环6011，隔板6012内开设有与转环6011配合的转槽。

[0022] 实施例3：

参照图1‑4，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更进一步的是，传送桶101上固定连接有防水箱

302，蓄电池3021固定连接在防水箱302内，传送桶101上固定连接有固定杆301，太阳能板3

固定连接在固定杆301上，蓄电池3021与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6和水泵5电连接，传送桶101

上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201，第一电机2固定连接在第一固定架201上，吸纳桶1上固定连

接有第二固定架502，水泵5固定连接在第二固定架502上。

[0023] 实施例4：

参照图1‑4，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更进一步的是，吸纳桶1内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

架1001，第一转轴202转动连接在第三固定架1001上，滤网1002固定连接在第三固定架1001

上，粉碎桶102内固定连接有第一连杆4031，摩擦环403固定连接在第一连杆4031上，简筒

701上固定连接有第二连杆7021，浮圈702固定连接在第二连杆7021上，粉碎桶102内固定连

接有集风罩5034，第二叶片5033转动连接在集风罩5034内，集风罩5034与输出筒103位于同

一轴线上，吸纳桶1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支脚104，粉碎桶102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支脚

1021。

[0024] 一种水面太阳能除藻设备的除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简筒701放入需要除藻的水中，在浮圈702的作用下使简筒701不沉入水底，

且第二连杆7021具有一定长度，使得水藻可以从浮圈702底部穿过；

S2：启动电源，此时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6和水泵5均开始工作，水泵5将水藻以及

水抽入进吸纳桶1内，第一管道501连接在吸纳桶1内位于滤网1002的底部，抽水管7连接在

位于滤网1002的上部，水泵5工作产生的负压将水流向底部抽，经过滤网1002过滤之后不会

堵塞水泵5，此时第一电机2带动第一转轴202转动，蜗轮片2022转动将水藻向上推送，清洁

刷2023与滤网1002贴合对滤网1002进行清刷，防止滤网1002堵塞；

S3：当蜗轮片2022将水藻推送至传送桶101内时，由于第二电机6工作使得第三叶

片6013旋转，产生风力将水藻向粉碎桶102方向吹送，隔板6012可防止第二电机6受潮短路，

当水藻到达粉碎桶102时第二转轴4被第一转轴202通过皮带4041所带动旋转，此时第二转

轴4上的第一叶片401和粉碎刀402均旋转，第一叶片401将水藻吹送向粉碎刀402，粉碎刀

402对水藻进行粉碎，同时第二转轴4上贴合的摩擦环403与第二转轴4贴合摩擦产生热量，

第一叶片401将热量传送到粉碎的水藻进行烘干；

S4：抽出的水经第二管道5011进入到驱动箱503内并对驱动板2032进行冲击，此时

固定连接在驱动板2032上的第三转轴5031转动，第三转轴5031上的第二叶片5033转动，将

粉碎后的水藻通过输出筒103吹出，集风罩5034有利于风力的集中，同时也防止水藻掉落到

第三转轴5031上使第三转轴5031卡死。

[0025] 工作原理：本发明中，将简筒701放入需要除藻的水中，在浮圈702的作用下使简筒

701不沉入水底，且第二连杆7021具有一定长度，使得水藻可以从浮圈702底部穿过，启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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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此时第一电机2、第二电机6和水泵5均开始工作，水泵5将水藻以及水抽入进吸纳桶1内，

第一管道501连接在吸纳桶1内位于滤网1002的底部，抽水管7连接在位于滤网1002的上部，

水泵5工作产生的负压将水流向底部抽，经过滤网1002过滤之后不会堵塞水泵5，此时第一

电机2带动第一转轴202转动，蜗轮片2022转动将水藻向上推送，清洁刷2023与滤网1002贴

合对滤网1002进行清刷，防止滤网1002堵塞，当蜗轮片2022将水藻推送至传送桶101内时，

由于第二电机6工作使得第三叶片6013旋转，产生风力将水藻向粉碎桶102方向吹送，隔板

6012可防止第二电机6受潮短路，当水藻到达粉碎桶102时第二转轴4被第一转轴202通过皮

带4041所带动旋转，此时第二转轴4上的第一叶片401和粉碎刀402均旋转，第一叶片401将

水藻吹送向粉碎刀402，粉碎刀402对水藻进行粉碎，同时第二转轴4上贴合的摩擦环403与

第二转轴4贴合摩擦产生热量，第一叶片401将热量传送到粉碎的水藻进行烘干，抽出的水

经第二管道5011进入到驱动箱503内并对驱动板2032进行冲击，此时固定连接在驱动板

2032上的第三转轴5031转动，第三转轴5031上的第二叶片5033转动，将粉碎后的水藻通过

输出筒103吹出，集风罩5034有利于风力的集中，同时也防止水藻掉落到第三转轴5031上使

第三转轴5031卡死。

[002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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