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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
藻射流装置，
包括水泵和若干个藻类过滤系统，
所述藻类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桶和位于过滤桶内
部的过滤网结构，
所述过滤桶顶部可拆卸式安装
有上部粗网，
所述过滤桶顶部盖合设有浮力过滤
桶盖，
所述浮力过滤桶盖完全覆盖上部粗网 ；
所
述过滤桶底部具有出水口，
所述过滤桶的出水口
通过水管A与水泵的进水口相连通，
所述过滤桶
的出水口中放置有涡流装置；
所述水泵的出水口
通过水管B连通有射流曝气器，
所述射流曝气器
上设有若干个射流曝气管。
本实用新型可以有效
过滤水体中的藻类并减少水体中的藻类污染，
提
高了水体透明度；
本实用新型射流曝气器可为水
体曝气充氧，
提高水体含氧量，
有利于水体生态
修复，
改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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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水泵（3）和若干个藻类过滤系
统，
所述藻类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桶（14）和位于过滤桶（14）内部的过滤网结构（12），
所述过
滤桶（14）顶部可拆卸式安装有上部粗网（11），
所述过滤桶（14）顶部盖合设有浮力过滤桶盖
（16），
所述浮力过滤桶盖（16）完全覆盖上部粗网（11）；
所述过滤桶（14）底部具有出水口，
所
述过滤桶（14）的出水口通过水管A（2）与水泵（3）的进水口相连通，
所述过滤桶（14）的出水
口中放置有涡流装置（13）；
所述水泵（3）的出水口通过水管B（5）连通有射流曝气器（4），
所
述射流曝气器（4）上设有若干个射流曝气管。
2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藻类过
滤系统的过滤桶（14）底部连接有若干个过滤桶固定支架（15），
所述射流曝气器（4）底部连
接有若干个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
3 .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藻
类过滤系统的过滤网结构（12）顶部卡接于过滤桶（14）内壁，
所述过滤桶（14）内壁设有若干
个卡槽，
所述过滤网结构（12）顶部设有若干个与过滤桶（14）的卡槽相互卡接的卡扣。
4 .按照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涡
流装置（13）整体呈圆锥形，
所述涡流装置（13）侧壁上均匀开有若干个涡流孔，
所述涡流装
置（13）底部固定有涡流装置转动轴（131），
所述涡流装置转动轴（131）底部置于水管A（2）
中，
所述涡流装置转动轴（131）通过转动轴固定支架（132）与水管A（2）内壁连接，
所述涡流
装置转动轴（131）转动安装于转动轴固定支架（132）中。
5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网
结构（12）由从内至外若干层过滤网组成，
所述过滤网结构（12）的过滤网上设有若干个过滤
网支撑架。
6 .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网
结构（12）的过滤网上设有若干个过滤网孔，
所述过滤网的过滤网孔的形状为多边形或弧
形，
位于内侧的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大于位于外侧的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
7 .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桶
固定支架（15）为可伸缩支架，
所述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为可伸缩支架。
8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桶
（14）由不锈钢或塑料材料制造而成，
所述水管A（2）为金属管、
塑复金属管或塑料管，
所述水
管B（5）为金属管、
塑复金属管或塑料管。
9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管A
（2）远离过滤桶（14）出水口的部分为螺旋软管。
10 .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藻类
过滤系统数量为两个，
两个藻类过滤系统分别通过水流支管与水管A（2）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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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华治理控藻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大部分湖泊、
水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一些水体呈富营养化状态，
水华
爆发时有发生。水华爆发或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时水体中藻类含量高并覆盖于水体的中上
层，
使得水体含氧量下降 ，
水体中生物死亡。一些藻类如微囊藻等会向水体中释放藻毒素，
影响水体生物安全并通过食物链传递危害，
严重影响水体生态及人类健康。将过量藻类转
移出水体，
可以降低水体中的氮、
磷含量，
同时可以提高水体的透明度。
因此，
如何有效清除
水体中的有害藻类、
恢复水体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水体治理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现有的对水体中藻类的常规处理方法是人工捞取，
但是由于藻类易随水流扩散，
这种方式效率低、
劳动成本高，
很难有效清除水体中的藻类。
申请号为201810496539 .9的一
种泵式加压控藻装置及控制方法的实用新型专利提供了一种藻类处理方法，
该方法将蓝藻
抽吸后加压灭活就地排放，
但灭活藻类可能会释放藻毒素危害水生生物并分解为有机质重
新进入水体，
不能减少水体中的营养物质。
申请号为201810064729 .3的一种高效控藻装置
开发了一种水藻捞取及收集装置，
但该实用新型收集程序繁琐，
难以高效捞取水体中的藻
类，
且装置随水流移动，
进行藻类收集成本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
滤藻射流装置，
可以有效过滤水体中的藻类并减少水体中的藻类污染，
提高了水体透明度；
射流曝气器可为水体曝气充氧，
提高水体含氧量，
有利于水体生态修复，
改善了水质。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包括水泵和若干个藻类过滤系统，
所述藻类
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桶和位于过滤桶内部的过滤网结构，
所述过滤桶顶部可拆卸式安装有上
部粗网，
所述过滤桶顶部盖合设有浮力过滤桶盖，
所述浮力过滤桶盖完全覆盖上部粗网；
所
述过滤桶底部具有出水口，
所述过滤桶的出水口通过水管A与水泵的进水口相连通，
所述过
滤桶的出水口中放置有涡流装置；
所述水泵的出水口通过水管B连通有射流曝气器，
所述射
流曝气器上设有若干个射流曝气管。
[0007]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实用新型，
所述藻类过滤系统的过滤桶底部连接有若干个过滤
桶固定支架，
所述射流曝气器底部连接有若干个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
[0008] 作为优选，
所述藻类过滤系统的过滤网结构顶部卡接于过滤桶内壁，
所述过滤桶
内壁设有若干个卡槽，
所述过滤网结构顶部设有若干个与过滤桶的卡槽相互卡接的卡扣。
[0009] 作为优选，
所述涡流装置整体呈圆锥形，
所述涡流装置侧壁上均匀开有若干个涡
流孔，
所述涡流装置底部固定有涡流装置转动轴，
所述涡流装置转动轴底部置于水管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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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涡流装置转动轴通过转动轴固定支架与水管A内壁连接，
所述涡流装置转动轴转动安
装于转动轴固定支架中。
[0010] 作为优选，
所述过滤网结构由从内至外若干层过滤网组成，
所述过滤网结构的过
滤网上设有若干个过滤网孔，
所述过滤网的过滤网孔的形状为多边形或弧形，
位于内侧的
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大于位于外侧的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
[0011] 作为优选，
所述过滤桶固定支架为可伸缩支架，
所述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为可伸
缩支架。
[0012] 作为优选，
所述过滤桶由不锈钢或塑料材料制造而成，
所述水管A为金属管、塑复
金属管或塑料管，
所述水管B为金属管、
塑复金属管或塑料管。
[0013] 作为优选，
所述水管A远离过滤桶出水口的部分为螺旋软管。
[0014] 作为优选，
所述藻类过滤系统数量为两个，
两个藻类过滤系统分别通过水流支管
与水管A相连通。
[0015] 本实用新型较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16]
(1)本实用新型可以有效过滤水体中的藻类并减少水体中的藻类污染，
提高了水
体透明度。
[0017]
(2)本实用新型过滤所得的藻类可以回收利用，
如将藻类进行干化处理作为鱼类
的饵料或者作为农田有机肥料。本实用新型射流曝气器可为水体曝气充氧，
提高了水体含
氧量，
有利于水体生态修复，
改善水质。
[0018]
(3)本实用新型装置结构简单、
维护方便，
主体由藻类过滤系统、
水泵、
射流曝气器
和水流管四部分构成，
使用维护仅需根据使用情况定时收集过滤藻类即可。
[0019]
(4)本实用新型过滤网结构由内外多层过滤网组成，
并且位于内侧的过滤网的过
滤网孔孔径大于位于外侧的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
位于内侧的过滤网在水华量较大时可
先过滤一部分体积较大藻类，
然后体积较小的藻类经过内侧的过滤网进入到外侧的过滤
网，
经过外侧的过滤网过滤一次，
然后再经过过滤桶的出水口、
涡流装置进入到水管A中。这
样过滤网结构对藻类进行层层过滤，
使得进入过滤桶位于过滤网结构外侧桶内中的藻类体
积非常小，
不容易堵塞涡流装置的涡流孔以及水管A。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涡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涡流装置俯视方向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
附图中的附图标记所对应的名称为：
[0024] 11－上部粗网，
12－过滤网结构，
13－涡流装置，
131－涡流装置转动轴，
132－转
动轴固定支架，
14－过滤桶，
15－过滤桶固定支架，
16－浮力过滤桶盖，
2－水管A，
3－水泵，
4－射流曝气器，
41－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
5－水管B。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
[0026]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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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图3所示，
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包括水泵3和若干个藻类过
滤系统，
藻类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桶14和位于过滤桶14内部的过滤网结构12，
过滤桶14顶部
可拆卸式安装有上部粗网11，
过滤桶14顶部盖合设有浮力过滤桶盖16，
浮力过滤桶盖16完
全覆盖上部粗网11。过滤桶14底部具有出水口，
过滤桶14的出水口通过水管A2与水泵3的进
水口相连通，
过滤桶14的出水口中放置有涡流装置13。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的藻类过滤系
统数量为两个，
两个藻类过滤系统结构完全相同，
使用时，
放置在水中不同位置，
两个藻类
过滤系统分别通过水流支管与水管A2相连通。水泵3的出水口通过水管B5连通有射流曝气
器4，
本实用新型的射流曝气器4可以为蝶式耦合式曝气器或管段式曝气器，
射流曝气器4上
设有若干个射流曝气管。使用时，
藻类过滤系统通过过滤桶支架15固定安置于目标水体中，
藻类过滤系统放置时悬浮于水面，
有利于水体中的藻类进行过滤，
过滤桶固定支架15为可
随水流上下伸缩浮动设计，
使过滤桶14仅能随液面调节不会随水流漂移，
过滤桶固定支架
15可以为可伸缩硬质塑料管，
同时在过滤桶14上设置有浮力圈。上部粗网11覆盖在过滤桶
14上，
需要收集藻类时将上部粗网11打开，
即可取出过滤网结构12将藻类清除，
上部粗网11
孔径选择以使小鱼虾及较大水体杂质不能滤过为宜。
[0028] 如图1所示，
藻类过滤系统的过滤桶14底部连接有若干个过滤桶固定支架15(如图
1所示，
本实施例过滤桶14底部连接有两个过滤桶固定支架15) ，
射流曝气器4底部连接有若
干个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射流曝气器4底部连接有一个射流曝气
器固定支架41)。藻类过滤系统的过滤网结构12顶部卡接于过滤桶14内壁，
过滤桶14内壁设
有若干个卡槽，
过滤网结构12顶部设有若干个与过滤桶14的卡槽相互卡接的卡扣。本实用
新型也可采用悬挂法将射流曝气器4固定于表面浮体上，
有利于射流曝气器4曝气充氧。过
滤后的水体通过水泵3的作用进入射流曝气器4再排向水体中，
通过射流曝气器4的射流作
用为水体曝气增氧，
射流曝气器4通过表面浮力装置或通过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固定在
水体中。当射流曝气器4出水速度较慢时，
可以作为内部过滤网12需要清除藻类的信号从而
进行过滤网上的藻类收集清除工作。
[0029] 如图2、
图3所示，
涡流装置13整体呈圆锥形，
涡流装置13侧壁上均匀开有若干个涡
流孔，
当水体流动时会带动涡流装置转动轴131转动使水体形成涡流而加快流速，
在水泵3
工作时带动涡流装置13运行，
加速水流运动，
提高了滤藻效率。涡流装置13底部固定有涡流
装置转动轴131，
涡流装置转动轴131底部置于水管A2中，
涡流装置转动轴131通过转动轴固
定支架132与水管A2内壁连接，
涡流装置转动轴131转动安装于转动轴固定支架132中。
[0030] 本实用新型优选的过滤网结构12由从内至外若干层过滤网组成，
过滤网结构12的
过滤网上设有若干个过滤网支撑架，
过滤网结构12的过滤网上设有若干个过滤网孔，
过滤
网的过滤网孔的形状为多边形或弧形，
位于内侧的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大于位于外侧的
过滤网的过滤网孔孔径，
即过滤网靠近过滤桶14中心的过滤网孔的孔径较大，
过滤网靠近
过滤桶14边缘的过滤网孔的孔径较小。
[0031] 过滤网结构12采用不锈钢钢丝、
铜丝或硬质塑料等硬性材质固定成型上下固定于
过滤桶14内部，
藻类过滤系统的过滤网结构12顶部卡接于过滤桶14内壁，
需要取下时打开
即可。靠近过滤桶14中心的过滤网孔径可稍大，
如500μm，
在水华量较大时可先过滤一部分
体积较大藻类，
靠近滤桶边缘的过滤网设置为孔径密度较小的孔径为64μm的25号浮游植物
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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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优选的过滤桶固定支架15为可伸缩支架，
过滤桶固定支架15可随水深
自动调节高度。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为可伸缩支架，
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可随水深自
动调节高度。
[0033] 本实用新型优选的过滤桶14由不锈钢或塑料材料制造而成(当然还可以通过其他
不透水材料制造过滤桶14) ，
水管A2为金属管、
塑复金属管或塑料管，
金属管可以采用热镀
铸铁或铜等金属材料制造，
塑复金属管可以采用塑复钢或铝塑等材料制造，
塑料管可以采
用PB、PP-R等材料制造，
水管B5为金属管、
塑复金属管或塑料管。水管A2远离过滤桶14出水
口的部分为螺旋软管。
[0034] 使用时，
首先将藻类过滤系统和射流曝气器4固定于目标水体中，
水泵3放置在目
标水体的岸边，
通过水管A2、
水管B5将藻类过滤系统和射流曝气器4连接，
然后打开水泵3使
水体在滤藻射流装置内流动，
水体中的藻类通过过滤作用进入藻类过滤系统，
过滤后的水
经水管A2通过水泵3的作用通向射流曝气器4。当过滤网中的藻类较多时，
射流曝气器4出水
变慢，
关掉水泵3，
处理过滤网中的藻类，
当过滤网中的藻类处理干净后重新放置于过滤桶
14中循环进行藻类收集及水体射流曝气。
[0035] 实施例一
[0036] 如图1～图3所示，
一种用于水华治理的滤藻射流装置，
本实施例采用两套藻类过
滤系统并联的方式接入水管A2，
并采用两个射流曝气器4并联接入水管B5，
两套藻类过滤系
统与同一个水泵3分别通过水管A2相连通，
该水泵3与两个射流曝气器4分别通过水管B5相
连通。两套藻类过滤系统及两个射流曝气器4分别固定于水体不同位置；
水泵3置于某小型
景观湖泊目标水体岸边。
下面对构成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做如下详细说明：
[0037] 采用深度可自动调节的过滤桶固定支架15将藻类过滤系统固定在某小型景观湖
泊目标水体中，
过滤桶14悬浮于水体表面，
过滤桶14的直径为50cm，
上部粗网11的孔径为
0 .1cm，
过滤网结构12包括双层过滤网，
两层过滤网均为圆柱形设计，
以不锈钢丝为支架，
外
层采用孔径500μm的过滤网，
内层采用25号浮游植物网，
其孔径为64μm，
内外层间隔2cm，
靠
近上部粗网11处统一贴合在过滤桶14处。与过滤桶14连接的水管A2的直径为8cm，
该段水管
A2为长20cm的硬质塑料，
其余水管A2采用螺旋形金属管。射流曝气器4采用多孔型设计，
通
过水管B5与水泵3连接，
射流曝气器4采用射流曝气器固定支架41固定在目标水体中。启动
水泵3使滤藻射流装置运行，
可以看到水体经射流曝气器4喷出。3天后，
射流曝气器4处水流
变慢，
关掉水泵3，
取出过滤网结构12并清除所滤得藻类，
清除后重新装回藻类过滤系统打
开水泵3，
循环进行藻类过滤及水体射流曝气操作。过滤所得藻类回收后通过干燥处理，
处
理后所得藻类可以作为鱼类的饵料或者作为农田有机肥料进行再利用，
有些藻类因含有藻
毒素而不合适作为饵料，
可以进行藻毒素提取研究或通过生物降解、化学降解法去除藻毒
素处理后再利用，
也可以直接进行废弃处理。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
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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