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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适用于河流污染修复技术领域，提供

了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包括阻截边

坡本体，还包括：进水口、固定板、滤网、排水腔、

排水口、振动组件、驱动组件和支撑组件；所述进

水口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一侧，所述排水口设置

在远离进水口一侧，所述排水腔设置在阻截边坡

本体内。雨水携带矿物质进入进水口，固定板上

的滤网对雨水进行过滤，过滤后的雨水进入排水

腔内，过滤后的雨水带动驱动组件在排水腔内往

复运动，然后雨水从排水口排出，振动组件通过

驱动组件往复运动的方式带动固定板往复摆动，

进而使固定板带动滤网往复振动，将滤网上的杂

质甩出，防止杂质堆积在滤网上，保证滤网的过

滤性能不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14481952 A

2022.05.13

CN
 1
14
48
19
52
 A



1.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包括阻截边坡本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进水口、固定板、滤网、排水腔、排水口、振动组件、驱动组件和支撑组件；

所述进水口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一侧，所述排水口设置在远离进水口一侧，所述排水

腔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内，所述排水腔两端分别与进水口和排水口连通设置，所述滤网安

装在固定板上，所述固定板转动连接在进水口内，所述振动组件设置在进水口内，所述驱动

组件设置在排水腔内，所述支撑组件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内，所述驱动组件通过水流进行

往复运动，所述振动组件通过驱动组件往复运动的方式带动固定板往复摆动，所述支撑组

件用于对驱动组件进行间歇性支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包括

齿条、水箱、转动轴、翻板、推动块、第二弹性件和连接块，所述排水腔内设置有第四滑槽，所

述水箱滑动连接在第四滑槽内，所述阻截边坡本体内设置有两个与第三滑槽连通的第三滑

槽，所述齿条滑动设置在其一第三滑槽内，且所述齿条与水箱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滑动设

置在另一第三滑槽内，且所述连接块的一端与水箱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的另一端与第二

弹性件连接，所述转动轴固定安装在水箱内，所述翻板转动连接在转动轴上，所述推动块固

定安装在排水腔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组件包括

第一弹性件和推块，所述进水口内设置有第一滑槽，所述固定板一端滑动连接在第一滑槽

内，所述第一弹性件设置在第一滑槽内，所述阻截边坡本体内设置有与第一滑槽连通的第

二滑槽，所述推块设置在第二滑槽内，所述推块与齿条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滑槽为圆

弧形。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板上固定

安装有密封挡板，所述密封挡板与第一滑槽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组件包括

第三弹性件和支撑块，所述阻截边坡本体内设置有第五滑槽，所述第五滑槽与第四滑槽倾

斜设置，且所述第五滑槽与第四滑槽连通，所述第三弹性件设置在第五滑槽内，所述支撑块

滑动连接在第五滑槽内，所述支撑块与水箱滑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块末端倒

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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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河流污染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

背景技术

[0002] 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是一种用于导流河流的边坡，同时，当矿山一侧因为

雨水会将矿山上矿物质流入河流中，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也对进入河流的矿物质进

行过滤。

[0003] 现有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为防止滤网堵塞，将杂质推入收集槽内，但是收

集槽内空间有限，当收集槽内堆积满杂质时，杂质将会继续堆积在滤网上，导致过滤效果变

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旨在解决收集槽

内堆积满杂质时，杂质将会继续堆积在滤网上，导致过滤效果变差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包括阻截边坡本体，还包

括：

[0006] 进水口、固定板、滤网、排水腔、排水口、振动组件、驱动组件和支撑组件；

[0007] 所述进水口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一侧，所述排水口设置在远离进水口一侧，所述

排水腔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内，所述排水腔两端分别与进水口和排水口连通设置，所述滤

网安装在固定板上，所述固定板转动连接在进水口内，所述振动组件设置在进水口内，所述

驱动组件设置在排水腔内，所述支撑组件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内，所述驱动组件通过水流

进行往复运动，所述振动组件通过驱动组件往复运动的方式带动固定板往复摆动，所述支

撑组件用于对驱动组件进行间歇性支撑。

[0008]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驱动组件包括齿条、水箱、转动轴、翻板、推动块、第二弹

性件和连接块，所述排水腔内设置有第四滑槽，所述水箱滑动连接在第四滑槽内，所述阻截

边坡本体内设置有两个与第三滑槽连通的第三滑槽，所述齿条滑动设置在其一第三滑槽

内，且所述齿条与水箱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滑动设置在另一第三滑槽内，且所述连接块的

一端与水箱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的另一端与第二弹性件连接，所述转动轴固定安装在水

箱内，所述翻板转动连接在转动轴上，所述推动块固定安装在排水腔内。

[0009]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振动组件包括第一弹性件和推块，所述进水口内设置有

第一滑槽，所述固定板一端滑动连接在第一滑槽内，所述第一弹性件设置在第一滑槽内，所

述阻截边坡本体内设置有与第一滑槽连通的第二滑槽，所述推块设置在第二滑槽内，所述

推块与齿条配合。

[001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滑槽为圆弧形。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固定板上固定安装有密封挡板，所述密封挡板与第一滑

槽滑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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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组件包括第三弹性件和支撑块，所述阻截边坡本体

内设置有第五滑槽，所述第五滑槽与第四滑槽倾斜设置，且所述第五滑槽与第四滑槽连通，

所述第三弹性件设置在第五滑槽内，所述支撑块滑动连接在第五滑槽内，所述支撑块与水

箱滑动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支撑块末端倒角处理。

[001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使用时，雨水携带矿物质

进入进水口，固定板上的滤网对雨水进行过滤，矿物质等杂质被滤网进行过滤，过滤后的雨

水进入排水腔内，过滤后的雨水带动驱动组件在排水腔内往复运动，然后雨水从排水口排

出，支撑组件对驱动组件进行间歇性支撑，使得驱动组件加速向下运动，振动组件通过驱动

组件往复运动的方式带动固定板往复摆动，进而使固定板带动滤网往复振动，将滤网上的

杂质甩出，防止杂质堆积在滤网上，保证滤网的过滤性能不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1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2中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图2中B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中：阻截边坡本体101、进水口102、固定板103、滤网104、排水腔105、排水口

106、振动组件2、第一滑槽201、第一弹性件202、密封挡板203、第二滑槽204、推块205、驱动

组件3、第三滑槽301、齿条302、第四滑槽303、水箱304、转动轴305、翻板306、推动块307、第

二弹性件308、连接块309、支撑组件4、第五滑槽401、第三弹性件402、支撑块403。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1]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

包括阻截边坡本体101，还包括：

[0023] 进水口102、固定板103、滤网104、排水腔105、排水口106、振动组件2、驱动组件3和

支撑组件4；

[0024] 所述进水口102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101一侧，所述排水口106设置在远离进水口

102一侧，所述排水腔105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101内，所述排水腔105两端分别与进水口102

和排水口106连通设置，所述滤网104安装在固定板103上，所述固定板103转动连接在进水

口102内，所述振动组件2设置在进水口102内，所述驱动组件3设置在排水腔105内，所述支

撑组件4设置在阻截边坡本体101内，所述驱动组件3通过水流进行往复运动，所述振动组件

2通过驱动组件3往复运动的方式带动固定板103往复摆动，所述支撑组件4用于对驱动组件

3进行间歇性支撑。

[0025]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时，雨水携带矿物质进入进水口102，固定板103上的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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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对雨水进行过滤，矿物质等杂质被滤网104进行过滤，过滤后的雨水进入排水腔105内，

过滤后的雨水带动驱动组件3在排水腔105内往复运动，然后雨水从排水口106排出，支撑组

件4对驱动组件3进行间歇性支撑，使得驱动组件3加速向下运动，振动组件2通过驱动组件3

往复运动的方式带动固定板103往复摆动，进而使固定板103带动滤网104往复振动，将滤网

104上的杂质甩出，防止杂质堆积在滤网上，保证滤网104的过滤性能不变。

[0026] 如图2‑图4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驱动组件3包括齿条302、水

箱304、转动轴305、翻板306、推动块307、第二弹性件308和连接块309，所述排水腔105内设

置有第四滑槽303，所述水箱304滑动连接在第四滑槽303内，所述阻截边坡本体101内设置

有两个与第三滑槽301连通的第三滑槽301，所述齿条302滑动设置在其一第三滑槽301内，

且所述齿条302与水箱304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309滑动设置在另一第三滑槽301内，且所

述连接块309的一端与水箱304固定连接，所述连接块309的另一端与第二弹性件308连接，

所述转动轴305固定安装在水箱304内，所述翻板306转动连接在转动轴305上，所述推动块

307固定安装在排水腔105内。

[0027]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第二弹性件308为压簧；过滤后的雨水经过排水腔105进

入水箱304内，随着水箱304内雨水逐渐变多，依靠雨水的自身重力通过连接块309克服第二

弹性件308的弹力，进而带动水箱304沿着第四滑槽303向下运动，此时水箱304带动齿条302

向斜下方运动，直至推动块307推动翻板306顺时针翻转，此时，水箱304内雨水被排出，翻板

306依靠自重逆时针转动复位，第二弹性件308通过连接块309推动水箱304向上运动，此时

水箱304带动齿条302向斜上方运动，进而带动齿条302进行往复运动。

[0028] 如图2和图3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振动组件2包括第一弹性件

202和推块205，所述进水口102内设置有第一滑槽201，所述固定板103一端滑动连接在第一

滑槽201内，所述第一弹性件202设置在第一滑槽201内，所述阻截边坡本体101内设置有与

第一滑槽201连通的第二滑槽204，所述推块205设置在第二滑槽204内，所述推块205与齿条

302配合。

[0029]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第一弹性件202为压簧；随着齿条302往复运动，齿

条302拨动推块205向左运动，推块205带动固定板103逆时针转动，然后第一弹性件202推动

固定板103顺时针转动，固定板103带动推块205复位，进而使固定板103以一定角度往复摆

动。

[0030] 如图2和图3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第一滑槽201为圆弧形。

[0031]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弧形的第一滑槽201与固定板103的运动轨迹配合。

[0032] 如图2和图3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固定板103上固定安装有密

封挡板203，所述密封挡板203与第一滑槽201滑动连接。

[0033]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密封挡板203用于防止雨水和杂质进入第一滑槽201内，进而

防止第一弹性件202被腐蚀。

[0034] 如图2和图4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支撑组件4包括第三弹性件

402和支撑块403，所述阻截边坡本体101内设置有第五滑槽401，所述第五滑槽401与第四滑

槽303倾斜设置，且所述第五滑槽401与第四滑槽303连通，所述第三弹性件402设置在第五

滑槽401内，所述支撑块403滑动连接在第五滑槽401内，所述支撑块403与水箱304滑动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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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第三弹性件402为压簧；水箱304向下运动时推动

支撑块403向下运动，支撑块403通过第三弹性件402对水箱304进行支撑，直至支撑块403完

全缩回第五滑槽401内，支撑块403不对水箱304进行支撑时，水箱304由于支撑力减小，水箱

304加速向下运动；当水箱304向上运动至不对支撑块403挤压时，支撑块403伸出第五滑槽

401对水箱304进行支撑。

[0036] 如图4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所述支撑块403末端倒角处理。

[0037]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支撑块403末端倒角处理。

[0038]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河流污染修复矿山阻截边坡，使用时，雨水携带

矿物质进入进水口102，固定板103上的滤网104对雨水进行过滤，矿物质等杂质被滤网104

进行过滤，过滤后的雨水经过排水腔105进入水箱304内，随着水箱304内雨水逐渐变多，依

靠雨水的自身重力通过连接块309克服第二弹性件308的弹力，进而带动水箱304沿着第四

滑槽303向下运动，此时水箱304带动齿条302向斜下方运动，水箱304向下运动时推动支撑

块403向下运动，支撑块403通过第三弹性件402对水箱304进行支撑，直至支撑块403完全缩

回第五滑槽401内，支撑块403不对水箱304进行支撑时，水箱304由于支撑力减小，水箱304

加速向下运动，直至推动块307推动翻板306顺时针翻转，此时，水箱304内雨水被排出，翻板

306依靠自重逆时针转动复位，第二弹性件308通过连接块309推动水箱304向上运动，此时

水箱304带动齿条302向斜上方运动，进而带动齿条302进行往复运动，然后雨水从排水口

106排出，随着齿条302往复运动，齿条302拨动推块205向左运动，推块205带动固定板103逆

时针转动，然后第一弹性件202推动固定板103顺时针转动，固定板103带动推块205复位，进

而使固定板103以一定角度往复摆动，进而使固定板103带动滤网104往复振动，将滤网104

上的杂质甩出，防止杂质堆积在滤网上，保证滤网104的过滤性能不变。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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