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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清理装置，包

括不透水的箱体、能将箱体浮于水面上的浮体，

箱体顶面开口，箱体的顶面高出水面，箱体的内

腔纵向分隔有净水腔和浮油浮渣收集腔，浮油浮

渣收集腔的下部由通孔与净水腔相连通，油浮渣

收集腔通过管道与外界水面相连通，与外界水面

相连通的管道的一端进水口要低于水面1～6mm

的距离，在净水腔中设置有能将净水腔中的水通

过排水泵重新排回到外界水面中的出水管。其点

在于：能漂浮在水面上，并能持续地吸入污水进

行处理，浮油浮渣处理效率高；既能在有水流持

续流动的河流中使用也能在水面静止的湖泊或

者池塘中使用；浮油浮渣在浮油浮渣收集腔中自

动分层，装置能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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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清理装置，包括不透水的箱体(1)、能将箱体(1)浮于

水面上的浮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顶面开口，箱体(1)的顶面高出水面，所述箱体

(1)的内腔纵向分隔有净水腔(11)和浮油浮渣收集腔(12)，所述浮油浮渣收集腔(12)的下

部由通孔(121)与净水腔(11)相连通，所述油浮渣收集腔(12)通过管道(13)与外界水面相

连通，所述与外界水面相连通的管道(13)的一端进水口(14)要低于水面1～6mm的距离，在

所述净水腔(11)中设置有能将净水腔(11)中的水通过排水泵(4)重新排回到外界水面中的

出水管(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油浮渣收集腔(12)有两个，所

述净水腔(11)位于两个浮油浮渣收集腔(12)的中间，每个浮油浮渣收集腔(12)通过各自的

管道(13)与外界水面相连通，与外界水面相连通的管道(13)的一端进水口(14)均要低于水

面1～6mm的距离，每个浮油浮渣收集腔(12)的下部通过各自的通孔(121)与净水腔(11)相

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泵(4)位于净水腔(11)上方

的箱体顶部，在排水泵(4)两侧的箱体顶面上分别设置有横跨箱体顶面开口的定位横杆

(3)，定位横杆(3)的两端分别伸出对应的箱体侧壁而与对应的浮体(2)相连接，在两根定位

横杆(3)之间设置有连接横杆(31)，所述排水泵(4)的底部连接在连接横杆(31)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每个定位横杆(3)的底面上竖向密

封设置有分隔板(32)，所述分隔板(32)的左侧边、底边与右侧边分别与对应的箱体内壁密

封相连接，所述通孔(121)水平间隔地设置在分隔板(32)的下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通孔(121)的进口上覆盖有能

过滤杂质的滤网。

6.根据权利要求3至5中任一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泵(4)包括泵体，

设置在泵体后部的泵体驱动电机(41)以及设置在泵体前部的进水管(42)和出水管(43)，所

述进水管(42)呈倒L型，进水管(42)的一端与泵体的汲水腔相连通，进水管(42)的另一端伸

入至净水腔(11)中，所述出水管(43)呈横躺的L型，出水管(43)的一端与汲水腔的出水口相

连通，出水管(43)的另一端伸入至箱体外部的水面下。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浮体(2)固定于管道

(13)左右位置的箱体侧面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浮体(2)是呈矩形的浮块，所述浮

块的两端底角为弧形角。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为矩形或正方形，在箱体

顶面上设置有横跨箱体顶面开口的支架，支架的两端分别伸出对应的箱体侧壁而与对应的

浮块相连接；所述管道(13)为折管，所述折管的底部与矩形或正方形箱体侧壁的中部相连

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所述的清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在箱体(1)的侧壁上设置

有能连接绳索的侧壁凸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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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清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处理装置制作技术领域，尤其指一种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

清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申请号为CN201910145757.2名称为《一种流动水面浮油和浮渣的无动力

分离与收集装置》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结构，其结构包括有横跨于水面的格栅

组和隔油浮体，格栅组前端与支撑浮体连接，后端与隔油浮体连接，隔油浮体上沿水面宽度

方向间隔设有多个V形溢流口，V形溢流口下方设有集油槽，集油槽经输油管与储油罐连接，

在水面两侧的岸边设有固定杆，装置两侧经绳索与固定杆连接。该装置可使水体表面油污、

浮渣与水体分离，整个过程无需动力消耗，成本低廉，分离效果良好，根据处理需要可快速

制成用来处理受油类泄漏污染自然河流、炼油厂或加油站集油脂加工厂周边隔污沟渠内流

动水体的无动力隔油收储装置。然而，该装置需要通过V形溢流口进水，仅能拦截在河道上

使用，并需要河流持续流向V形溢流口才能实现水面浮油的连续处理，应用范围小，应用方

式单调，油污处理效率较低，因此该装置的结构还需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既能

在有水流持续流动的河流中使用也能在水面静止的湖泊或者池塘中使用，应用范围广，油

污处理效率高，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清理装置。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本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清理

装置，包括不透水的箱体、能将箱体浮于水面上的浮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顶面开口，箱

体的顶面高出水面，所述箱体的内腔纵向分隔有净水腔和浮油浮渣收集腔，所述浮油浮渣

收集腔的下部由通孔与净水腔相连通，所述油浮渣收集腔通过管道与外界水面相连通，所

述与外界水面相连通的管道的一端进水口要低于水面1～6mm的距离，在所述净水腔中设置

有能将净水腔中的水通过排水泵重新排回到外界水面中的出水管。

[0005] 作为改进，所述浮油浮渣收集腔可优选有两个，所述净水腔位于两个浮油浮渣收

集腔的中间，每个浮油浮渣收集腔通过各自的管道与外界水面相连通，与外界水面相连通

的管道的一端进水口均要低于水面1～6mm的距离，每个浮油浮渣收集腔的下部通过各自的

通孔与净水腔相连通。

[0006] 进一步改进，所述排水泵可优选位于净水腔上方的箱体顶部，在排水泵两侧的箱

体顶面上分别设置有横跨箱体顶面开口的定位横杆，定位横杆的两端分别伸出对应的箱体

侧壁而与对应的浮体相连接，在两根定位横杆之间设置有连接横杆，所述排水泵的底部连

接在连接横杆上。

[0007] 进一步改进，在每个定位横杆的底面上可优选竖向密封设置有分隔板，所述分隔

板的左侧边、底边与右侧边分别与对应的箱体内壁密封相连接，所述通孔水平间隔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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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隔板的下部。

[0008] 进一步改进，在所述通孔的进口上可优选覆盖有能过滤杂质的滤网。

[0009] 作为改进，所述排水泵包括泵体，设置在泵体后部的泵体驱动电机以及设置在泵

体前部的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呈倒L型，进水管的一端与泵体的汲水腔相连通，进

水管的另一端伸入至净水腔中，所述出水管呈横躺的L型，出水管的一端与汲水腔的出水口

相连通，出水管的另一端伸入至箱体外部的水面下。

[0010] 作为改进，所述浮体可优选固定于管道左右位置的箱体侧面上。

[0011] 进一步改进，所述浮体可优选是呈矩形的浮块，所述浮块的两端底角为弧形角。

[0012] 进一步改进，所述箱体可优选为矩形或正方形，在箱体顶面上设置有横跨箱体顶

面开口的支架，支架的两端分别伸出对应的箱体侧壁而与对应的浮块相连接；所述管道为

折管，所述折管的底部与矩形或正方形箱体侧壁的中部相连接。

[0013] 作为改进，在箱体的侧壁上可优选设置有能连接绳索的侧壁凸耳。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能漂浮在水面上，并能持续地吸入带浮油浮

渣的污水进行处理，浮油浮渣处理效率高；既能在有水流持续流动的河流中使用也能在水

面静止的湖泊或者池塘中使用，应用范围广；浮油浮渣在浮油浮渣收集腔中自动分层，无需

额外动力，因此装置能耗低，节约能源；浮油浮渣截留在浮油浮渣收集腔中，方便统一清洁

处理；装置结构简单，采用的箱体体积较小，不会阻碍河道内船只航行及泄洪；装置移动十

分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6]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17] 图3是图2中沿A-A线的剖面图；

[0018] 图4是图2中沿B-B线的剖面图；

[0019] 图5是图1处于另一个角度的立体图；

[0020] 图6是图1的结构分解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应用状态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如图1至图7所示，本能浮于水面上浮油浮渣的清理装置，包括不透水的箱体1、能

将箱体1浮于水面上的浮体2，箱体1顶面开口，箱体1的顶面高出水面，所述箱体1的内腔纵

向分隔有净水腔11和浮油浮渣收集腔12，所述浮油浮渣收集腔12的下部由通孔121与净水

腔11相连通，所述油浮渣收集腔12通过管道13与外界水面相连通，所述与外界水面相连通

的管道13的一端进水口14要低于水面1～6mm的距离，在所述净水腔11中设置有能将净水腔

11中的水通过排水泵4重新排回到外界水面中的出水管43。浮油浮渣收集腔12有两个，所述

净水腔11位于两个浮油浮渣收集腔12的中间，每个浮油浮渣收集腔12通过各自的管道13与

外界水面相连通，与外界水面相连通的管道13的一端进水口14均要低于水面1～6mm的距

离，每个浮油浮渣收集腔12的下部通过各自的通孔121与净水腔11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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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排水泵4位于净水腔11上方的箱体顶部，在排水泵4两侧的箱体顶面上分别设置有

横跨箱体顶面开口的定位横杆3，定位横杆3的两端分别伸出对应的箱体侧壁而与对应的浮

体2相连接，在两根定位横杆3之间设置有连接横杆31，所述排水泵4的底部连接在连接横杆

31上。在每个定位横杆3的底面上竖向密封设置有分隔板32，所述分隔板32的左侧边、底边

与右侧边分别与对应的箱体内壁密封相连接，所述通孔121水平间隔地设置在分隔板32的

下部。在所述通孔121的进口上覆盖有能过滤杂质的滤网。排水泵4包括泵体，设置在泵体后

部的泵体驱动电机41以及设置在泵体前部的进水管42和出水管43，所述进水管42呈倒L型，

进水管42的一端与泵体的汲水腔相连通，进水管42的另一端伸入至净水腔11中，所述出水

管43呈横躺的L型，出水管43的一端与汲水腔的出水口相连通，出水管43的另一端伸入至箱

体外部的水面下。

[0025] 浮体2固定于管道13左右位置的箱体侧面上。浮体2是呈矩形的浮块，所述浮块的

两端底角为弧形角。箱体1为矩形或正方形，在箱体顶面上设置有横跨箱体顶面开口的支

架，支架的两端分别伸出对应的箱体侧壁而与对应的浮块相连接；所述管道13为折管，所述

折管的底部与矩形或正方形箱体侧壁的中部相连接。在箱体1的侧壁上设置有能连接绳索

的侧壁凸耳15。

[0026] 工作原理：漂浮于水面的清理装置，包括浮体、箱体、进水的管道、排水泵、出水管。

箱体为方形，内部分为三格，左右两格为浮油浮渣收集腔，中间一格为净水腔。浮油浮渣收

集腔与净水腔通过通孔相连通。浮体设置于箱体两侧。水箱上部设置不锈钢支架，用于连接

浮体与箱体。在支架上部安装排水泵。进水的管道有两根，分别连接箱体两侧的浮油浮渣收

集腔。排水泵的进口位于箱体的底部。

[0027] 在清理装置运行过程中，进水的管道标高略低于水面标高，以使河水表面水流能

顺利通过管道进入浮油浮渣收集腔。水流在浮油浮渣收集腔中停留，轻质的浮油浮渣上浮

停留在箱体上方水面，稍重的杂质沉淀于箱体底部，便于后期清理。去除浮渣浮油后的水流

通过通孔流入中间的净水箱。后经过排水泵抽吸排出进入水面以下。

[0028] 漂浮在水面上的浮油浮渣从管道进入浮油浮渣收集腔中，清水从通孔进入净水腔

再通过排水泵排回水体中，而浮油浮渣截留在浮油浮渣收集腔中，从而去除了漂浮在水面

上的浮油浮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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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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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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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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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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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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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1

CN 110344383 A

11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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