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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

除装置，该装置包括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浮萍

输送管道、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所述的浮筒

部件为中空柱体，上端设注水管，下端设排水管，

以此调整其浸入液面深度及浮萍清除的纵深安

装高度；所述的浮萍收集器由与浮筒部件外围周

边焊接安装的入流收集槽和位于浮筒部件中心

的内箱体组成；所述的浮萍输送管道将入流收集

槽与内箱体及抽送泵相连接；所述的抽送泵将收

集的浮萍送至浮萍疏水分离器进行脱水处理；该

装置设有牵引移动绳，可沿水面便携移动。本装

置可大中小型模块化安装，设备加工成本低，安

装维护方便。该装置可在水工设施内单个或集群

式安装并机械化工作，提高大面积浮萍的清除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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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浮萍输送管道、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

所述的浮筒部件为中空柱体，上端设注水管，下端设排水管，以此调整其浸入液面深度

及浮萍清除的纵深安装高度；

所述的浮萍收集器由与浮筒部件外围周边焊接安装的入流收集槽和位于浮筒部件中

心的内箱体组成；

所述的浮萍输送管道将入流收集槽与内箱体及抽送泵相连接；所述的抽送泵将收集的

浮萍送至浮萍疏水分离器进行脱水处理；

所述的浮筒部件设有牵引移动绳，可沿水面便携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浮筒部件为形似

同心环的内部中空的圆柱体、长方体或正方体，内环截面直径或边长为50～150cm、外环截

面直径或边长为90～200cm，柱体高度为40～80cm；其内环与外环之间的交界面围成的空间

区域为立体封闭、内环上下截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空心；该浮筒部件的外环上端部设

有注水管，其外环下端部设有排水管及排水阀；其上端部两侧设有牵引移动绳，便于牵拉浮

萍疏水清除装置在水工设施内水平方向自由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入流收集槽沿浮

筒部件的中上部环周圈安装，上口部采用锯齿形三角堰口，在其上部一定纵向间距、设有挡

雨罩，且入流收集槽、挡雨罩均与浮筒部件焊接成一体；内箱体与浮筒部件形状类似并同

心，也采用封闭柱体，其上顶部与浮筒部件的上顶部持平或略高出5～30cm，下端部为锥体；

内箱体的外侧部与浮筒部件的内侧部采用径向的数套支撑件联接紧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萍输送管道

根据功能分为四种分管，连接自入流收集槽的底部至内箱体下侧部的分管A，连接内箱体下

锥体底部的短分管B，一端与分管B可拆卸的采用管箍连接、另一端连接抽送泵进口的分管

C，连接抽送泵出口的分管D；其中分管A和分管B采用硬管，材质与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相

同，分管C和分管B采用塑料软管或消防水管；在分管A上根据需要设有控制阀；以上浮萍输

送管道管径采用φ32～1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送泵为自吸

泵或隔膜泵形式，采用电动或气动驱动，抽送量20～100m3/h，于水工设施外放置，将水工设

施内的浮萍输送至浮萍疏水分离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浮萍疏水分离

器利用重力、浮力或机械挤压的原理进行浮萍与水的分离，内中部设浮萍拦截网格，上部为

浮萍收集区、下部为集水区及放水管路。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

在水工设施内单个或集群式安装并机械化工作，即在一个水工设施内安装多套浮筒部件、

浮萍收集器主部件，与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采用一对一或多对一的组合实施，近而提高

大面积浮萍的清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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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体治理领域，尤其是在河道、沟渠、湖泊等天然或人工水体及景

观或污水、净水处理厂的水工设施内水藻、浮萍等污染物的清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不合理地排放至河道、沟渠、湖泊等天然或

半天然水体中，大大降低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引起氮磷等营养元素快速累积，为浮萍生长提

供了氮、磷等营养条件，同时在缓流流速、光照、水温等因素作用下，极易导致水面聚集大量

浮萍等漂浮物。该现象也易发生于生态景观、污水与净水处理厂的水工设施中。

[0003] 浮萍在适宜条件下生长非常迅速，一片浮萍的叶状体边缘可通过出芽繁殖，一般

一小片叶子可在24h内在边缘长出新叶。即便头一年打捞干净，其种子亦存留在水体中，第

二年遇到合适条件依然会繁殖开来。这些水藻与浮萍难以有效清除，不仅影响生产和人为

感官，特别是当水体内出现大量浮萍聚集或暴发(富营养化的表现)，甚至覆盖整个或者部

分区域水面时，浮萍将阻碍水体复氧及沉水植物接受光照，导致沉水植物死亡。当浮萍形成

种群优势后，水体水质将逐渐下降。严重时导致水体缺氧而影响水生生态系统、破坏水生生

态平衡，危及其它生物及人类健康。

[0004] 目前，清除浮萍的主要方法包括人工打捞、投加化学药剂或生物菌剂、生物原位修

复等。其中：

[0005] 人工打捞：不间断的人工打捞效率低且不彻底，不能根除；

[0006] 投加化学药剂：常用的化学制剂主要有硫酸铜、高锰酸盐、硫酸铝、高铁酸盐复合

药剂、液氯、ClO2、O3和H2O2等。利用化学制剂无疑是一种效果显著、见效快的有效途径,但这

仅仅也是一种治标方法，必须慎重使用。一是化学制剂本身往往都存在毒副作用，造成二次

污染，对水体生物影响很大，使用化学药剂后的河道不利于生物恢复；二是使用化学制剂仅

能在短时间内对水体中浮萍有控制作用，由于不能彻底杀灭，时隔不久又死灰复燃，有时甚

至变本加厉，对水体将是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说，运用化学方法治理河道是“饮鸩止渴”。国

家已经限制化学方法在河道治理中的使用。

[0007] 投加生物菌剂：从自然环境里筛选出来的对浮萍生长有抑制效果的微生物经过驯

化培养，投入水中后快速扩散到浮萍细胞表面，并渗透到细胞内部破坏细胞功能性蛋白基

团，使细胞蛋白质合成受到抑制，细胞正常代谢终止，最终控制浮萍生长。但该方法亦存在

对生态争议，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不宜长期使用。

[0008] 生物原位修复：通过生态食物链的方式，引入草鱼、鲫鱼等，将浮萍作为其饲料，近

而恢复水体生态平衡。但该方法见效较慢，且临时投放鱼苗或成鱼存活易受现有水体水质

的影响。

[0009] 因此，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的开发已成为现有水体治理、恢复水体生态

平衡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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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10]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

及方法。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提出了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所述装置包

括：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浮萍输送管道、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所述的浮筒部件为中

空柱体，上端设注水管，下端设排水管，以此调整其浸入液面深度及浮萍清除的纵深安装高

度；所述的浮萍收集器由与浮筒部件外围周边焊接安装的入流收集槽和位于浮筒部件中心

的内箱体组成；所述的浮萍输送管道将入流收集槽与内箱体及抽送泵相连接；所述的抽送

泵将收集的浮萍送至浮萍疏水分离器进行脱水处理；所述的浮筒部件设有牵引移动绳，可

沿水面便携移动。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三方面，在本实用新型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浮筒

部件为形似同心环的中空柱体，不限于圆柱体、长(正)  方体或其他立体(本示例为圆柱

体)，内环截面直径(或边长)为50～  150cm、外环截面直径(或边长)为90～200cm，柱体高度

为40～80cm；其内环与外环之间的交界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封闭、内环上下截面围成

的空间区域为立体空心；该浮筒部件的外环上端部设有注水管(作为浮筒部件的浸没液面

调节器)，其外环下端部设有排水管及排水阀。其上端部两侧对向设有牵引移动绳，便于牵

拉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在水工设施内水平方向自由移动。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四方面，在本实用新型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浮萍

收集器由入流收集槽、内箱体组成，其中入流收集槽沿浮筒部件的中上部环周圈安装，上口

部采用锯齿形三角堰口，在其上部一定纵向间距、设有挡雨罩(从而不受降雨等天气干扰作

业)，且入流收集槽、挡雨罩均与浮筒部件焊接成一体。内箱体与浮筒部件形状类似并同心，

也采用封闭柱体，其上顶部与浮筒部件的上顶部持平或略高出约5～  30cm，下端部为椎体。

内箱体的外侧部与浮筒部件的内侧部采用径向的数套支撑件联接紧固。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五方面，在本实用新型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浮萍

输送管道根据功能可分为四种分管，连接自入流收集槽的底部至内箱体下侧部的分管A，连

接内箱体下椎体底部的短分管B，一端与B采用管箍连接(可拆卸)、另一端连接抽送泵进口

的分管C，连接抽送泵出口的分管D。其中A、B采用硬管，材质与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相同，

C、D可采用塑料软管或消防水管(其中C根据水工设施内的离岸输送距离，预留其长度)；在

分管A上根据需要可设有控制阀；以上浮萍输送管道管径采用φ32～100mm。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第六方面，在本实用新型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其浮萍

疏水分离器利用重力、浮力及机械挤压等原理进行浮萍与水的分离，内中部设浮萍拦截网

格，上部为浮萍收集区、下部为集水区及放水管路；

[0016] 通过利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和方法，可以获得的有利之处至少在于：

[0017] 本实用新型可在水工设施内单个或集群式安装并机械化工作，即在一个水工设施

内安装多套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等主部件，与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采用一对一或多对

一的组合实施，近而提高大面积浮萍的清除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图2、图3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方式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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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说明：

[0020] 1：浮筒部件；2：浮萍收集器；3：浮萍输送管道；4：抽送泵；5：浮萍疏水分离器；11：

注水管；12：排水管；21：入流收集槽；22：内箱体；211：挡雨罩；61：支撑件；62：牵引绳；7：水

工设施；31～34：浮萍输送管道分管；311：控制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本公开内容中所

提到的实施例仅是示例性的，根据本公开内容的启示，本实用新型可以以其他任何适宜的

方式来实施。下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和构造，也可以用其他等同的方式来替代。本实用新型的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并不受下午中具体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的实例所限制。

[0022] 本公开内容提出了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所述装置可以包括：

[0023] 包括浮筒部件、浮萍收集器、浮萍输送管道、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浮筒部件为

中空柱体，上端设注水管，下端设排水管，以此调整其浸入液面深度及浮萍清除的纵深安装

高度；浮萍收集器由焊接与浮筒部件外围周边安装的入流收集槽和位于浮筒部件中心的内

箱体组成；浮萍输送管道将入流收集槽与内箱体及抽送泵相连接；抽送泵将收集的浮萍送

至浮萍疏水分离器进行脱水处理；浮筒部件设有牵引移动绳，可沿水面便携移动。

[0024] 可选地，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方式中，浮筒部件为形似同心环的中空柱

体，不限于圆柱体、长(正)方体或其他立体(本示例为圆柱体)，内环截面直径(或边长)为50

～150cm、外环截面直径(或边长)为90～200cm，柱体高度为40～80cm；其内环与外环之间的

交界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封闭、内环上下截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空心；该浮筒部

件的外环上端部设有注水管(作为浮筒部件的浸没液面调节器)，其外环下端部设有排水管

及排水阀。其上端部两侧对向设有牵引移动绳，便于牵拉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在水工设施内

水平方向自由移动。

[0025] 浮萍收集器由入流收集槽、内箱体组成，其中入流收集槽沿浮筒部件的中上部环

周圈安装，上口部采用锯齿形三角堰口，在其上部一定纵向间距、设有挡雨罩(从而不受降

雨等天气干扰作业)，且入流收集槽、挡雨罩均与浮筒部件焊接成一体。内箱体与浮筒部件

形状类似并同心，也采用封闭柱体，其上顶部与浮筒部件的上顶部持平或略高出约5～ 

30cm，下端部为椎体。内箱体的外侧部与浮筒部件的内侧部采用径向的数套支撑件联接紧

固。

[0026] 浮萍输送管道根据功能可分为四种分管，连接自入流收集槽的底部至内箱体下侧

部的分管A，连接内箱体下椎体底部的短分管B，一端与B  采用管箍连接(可拆卸)、另一端连

接抽送泵进口的分管C，连接抽送泵出口的分管D。其中A、B采用硬管，材质与浮筒部件、浮萍

收集器相同，  C、D可采用塑料软管或消防水管(其中C根据水工设施内的离岸输送距离，预

留其长度)；在分管A上根据需要可设有控制阀；以上浮萍输送管道管径采用φ32～100mm。

[0027] 浮萍疏水分离器利用重力、浮力及机械挤压等原理进行浮萍与水的分离，内中部

设浮萍拦截网格，上部为浮萍收集区、下部为集水区及放水管路；

[0028] 通过利用根据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在单个或集群水工设施内安装多套浮筒部件、

浮萍收集器等主部件，与抽送泵、浮萍疏水分离器采用一对一或多对一的组合实施，近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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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面积浮萍的清除效率。

[0029] 在下文中，将参考附图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在不同的示例中，相同的附图标

记代表相同或类似的部件，或者相同或类似的步骤。

[0030] 实施例1：

[0031] 南方某城市内河，河道宽约15m，平均水深1.15m，流经城市区域设置橡胶坝2道，进

水主要是上游支流汇入及本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标准为一级A)。由于河水流动性较

差，进水由于污水厂排放的氮磷营养元素较高，夏季易发生水藻、浮萍等漂浮类生物疯长近

而引起黑臭现象产生。为此于河流浮萍较多处设置一个四联排的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

置，可快速将水体中的藻类和浮萍快速去除。

[0032] 参照图1、图3所示，

[0033] 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包括：浮筒部件1、浮萍收集器2、浮萍输送管道3、抽送泵

4、浮萍疏水分离器5；其中为加快浮萍的去除速度，本项目设置了4套浮筒部件1与浮萍收集

器2，通过浮萍输送管道3与1  套抽送泵4及浮萍疏水分离器5相连接。

[0034] 其中，本项目所用的浮筒部件1为同心环的中空圆柱体，内环截面直径为150cm、外

环截面直径200cm，柱体高度为75cm。内环与外环之间的交界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封闭

(见图中阴影区域)、内环上下截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空心。于浮筒部件1的外环上端

部，设有DN25  注水管11(作为浮筒部件1的浸没液面调节器)，于浮筒部件1的外环下端部，

设有DN25排水管12，其上设有DN25排水阀13。浮筒部件1的上端部两侧对向设有钢丝牵引移

动绳62，便于牵拉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在河道两侧。

[0035] 本项目所用的浮萍收集器2由入流收集槽21、内箱体22，21沿浮筒部件1的中上部

环周圈安装，上口部采用锯齿形三角堰口，在其上部一定纵向间距、设有挡雨罩211(从而不

受降雨等天气干扰作业)，21、211  均与浮筒部件1焊接成一体。内箱体22与浮筒部件1形状

类似并同心，采用封闭柱体，22的上顶部与浮筒部件1的上顶部持平或略高出约20cm，下端

部为椎体，锥角60°。22的外侧部与1的内侧部采用径向的数套支撑件61联接紧固。

[0036] 本项目所用的浮萍输送管道3，包括分管31～34，即：连接自21的底部至22下侧部

的分管31，连接22下椎体底部的短分管32，一端与32  采用管箍321连接(可拆卸)、另一端连

接抽送泵4进口的分管33，连接抽送泵4出口的分管34。分管31、32采用硬管，材质与浮筒部

件1、浮萍收集器2相同；分管33、34可采用塑料软管(长度25m)，浮萍输送管道3管径采用

在分管31上设有DN50控制阀311。

[0037] 本项目所用的抽送泵4为1台隔膜泵或自吸泵(流量Q＝50m3/h，扬程10m)，采用

220V电源驱动，于河道边放置；该泵可将河道内的浮萍输送至浮萍疏水分离器5。

[0038] 本项目所用的浮萍疏水分离器5为不锈钢格栅筛，内中部设浮萍拦截网格，上部为

浮萍收集区、下部为集水区及放水管路，可将浮萍与水进行疏水，脱除浮萍的水回流到河道

内，浮萍统一处置。

[0039] 该设备工作流程如下：

[0040] 浮筒部件液面调节：将浮筒部件1、浮萍收集器2等主部件置入河道内需要清除浮

萍的作业区域，确保浮筒部件1的排水管12上排水阀13  关闭，通过向浮筒部件1的注水管11

内注入一定水量，从而使浮筒部件  1受水的重力而徐徐下降，直至入流收集槽21的上堰口

略低于河道液面约10mm时，则停止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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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抽送浮萍：打开分管31上的控制阀311(也可常开)、启动抽送泵4，则河道浅层的浮

萍则源源不断地被吸出，进入浮萍疏水分离器5进行脱水分离。

[0042] 日常检维护：打开排水管12上的排水阀13及启动抽送泵4，从而将浮筒部件1内积

存的水清空排除，浮筒部件1、浮萍收集器2受水的浮力而上浮后，此时可进行检维护作业。

[0043] 本实例通过设置了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可在水工设施内单个或集群式

安装并机械化工作，提高大面积浮萍的清除效率。

[0044] 实施例2：

[0045] 北方某小区景观湖，面积约5万m2，平均水深1.5m，通过循环泵将水与河道内循环

使用，补水则为附近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标准为一级A)。由于水体流动性较差，进水

由于污水厂排放的氮磷营养元素较高，夏季易发生水藻、浮萍等漂浮类生物疯长近而引起

黑臭现象产生。为此于安装1台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根据湖面浮萍生长状况移动式使

用，可快速将水体中的藻类和浮萍快速去除。

[0046] 参照图2、图3所示，

[0047] 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包括：浮筒部件1、浮萍收集器2、浮萍输送管道3、抽送泵

4、浮萍疏水分离器5；

[0048] 其中，本项目所用的浮筒部件1为同心环的中空圆柱体，内环截面直径为120cm、外

环截面直径180cm，柱体高度为60cm。内环与外环之间的交界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封闭

(见图中阴影区域)、内环上下截面围成的空间区域为立体空心。于浮筒部件1的外环上端

部，设有DN25  注水管11(作为浮筒部件1的浸没液面调节器)，于浮筒部件1的外环下端部，

设有DN25排水管12，其上设有DN25排水阀13。浮筒部件1的上端部两侧对向设有钢丝牵引移

动绳62，通过牵引船移动。

[0049] 本项目所用的浮萍收集器2由入流收集槽21、内箱体22，21沿浮筒部件1的中上部

环周圈安装，上口部采用锯齿形三角堰口，在其上部一定纵向间距、设有挡雨罩211(从而不

受降雨等天气干扰作业)，21、211  均与浮筒部件1焊接成一体。内箱体22与浮筒部件1形状

类似并同心，采用封闭柱体，22的上顶部与浮筒部件1的上顶部持平或略高出约15cm，下端

部为椎体，锥角60°。22的外侧部与1的内侧部采用径向的数套支撑件61联接紧固。

[0050] 本项目所用的浮萍输送管道3，包括分管31～34，即：连接自21的底部至22下侧部

的分管31，连接22下椎体底部的短分管32，一端与32  采用管箍321连接(可拆卸)、另一端连

接抽送泵4进口的分管33，连接抽送泵4出口的分管34。分管31、32采用硬管，材质与浮筒部

件1、浮萍收集器2相同；分管33、34可采用塑料软管(长度5m)，浮萍输送管道3管径采用

在分管31上设有DN50控制阀311。

[0051] 本项目所用的抽送泵4为1台隔膜泵或自吸泵(流量Q＝30m3/h，扬程10m)，由牵引

船所带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源驱动，安装于牵引船；该泵可将河道内的浮萍输送至浮萍疏水

分离器5。

[0052] 本项目所用的浮萍疏水分离器5为不锈钢螺旋挤压机，安装于牵引船，内中部设浮

萍拦截网格，上部为浮萍收集区、下部为集水区及放水管路，可将浮萍与水进行疏水，脱除

浮萍的水回流到河道内，浮萍统一处置。

[0053] 该设备工作流程如下：

[0054] 浮筒部件液面调节：将浮筒部件1、浮萍收集器2等主部件置入河道内需要清除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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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的作业区域，确保浮筒部件1的排水管12上排水阀13  关闭，通过向浮筒部件1的注水管11

内注入一定水量，从而使浮筒部件  1受水的重力而徐徐下降，直至入流收集槽21的上堰口

略低于河道液面约10mm时，则停止注水。

[0055] 抽送浮萍：打开分管31上的控制阀311(也可常开)、启动抽送泵4，则河道浅层的浮

萍则源源不断地被吸出，进入浮萍疏水分离器5进行脱水分离。

[0056] 日常检维护：打开排水管12上的排水阀13及启动抽送泵4，从而将浮筒部件1内积

存的水清空排除，浮筒部件1、浮萍收集器2受水的浮力而上浮后，此时可进行检维护作业。

[0057] 本实例通过设置了一种浮筒式浮萍疏水清除装置，可在水工设施内单个或集群式

安装并机械化工作，提高大面积浮萍的清除效率。

[0058] 通过参考示范性实施例，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和功能以及用于实现这些目的和功能

的方法将得以阐明。然而，本实用新型并不受限于所公开的示范性实施例；可以通过不同形

式来对其加以实现。说明书的实质仅仅是帮助相关领域技术人员综合理解本实用新型的具

体细节。

[0059] 结合这里披露的本实用新型的说明和实践，本实用新型的其他实施例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都是易于想到和理解的。说明和实施例仅被认为是示例性的，本实用新型的真正

范围和主旨均由权利要求所限定。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209941637 U

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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