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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

包括箱体、若干中空纤维膜组件、出水收集管、若

干曝气管、若干污泥排放管、自吸式水泵、鼓风

机、反洗泵、在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本实用新

型装置适合处理高浑浊度水特别是浊度超过

100NTU的水，不需要经过严格的预处理，就可以

直接进入本实用新型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后出水

浊度小于0.5NTU,悬浮物SS小于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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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若干中空纤维膜组件、出水收集

管、若干曝气管、若干污泥排放管、自吸式水泵、鼓风机、反洗泵、在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

箱体上部设有进水口，下部设有进气口和污泥排放口；

中空纤维膜组件包括若干中空纤维膜丝、上端护套和出水软管；中空纤维膜丝底端单

丝封死，顶端开口，开口端封装在上端护套内，并通过上端护套上的单个中空纤维膜组件出

水口和出水软管连通，封闭端悬空，若干中空纤维膜丝和上端护套呈垂直分布，每根中空纤

维膜丝之间完全散开；中空纤维膜组件通过上端护套固定在箱体内，若干中空纤维膜组件

平行排列在箱体内；若干出水软管均和出水收集管连通；

出水收集管和自吸式水泵连通，出水收集管和自吸式水泵之间近自吸式水泵处设有负

压表，反洗泵和在线加药泵设于出水收集管和自吸式水泵之间；

若干曝气管设于箱体内下部，若干曝气管和进气管连通，进气管穿过进气口和鼓风机

出风口连通；

若干污泥排放管设于箱体内底部，若干污泥排放管和总排放管连通，总排放管穿过污

泥排放口和污泥排放泵连通，箱体外总排放管上设有污泥排放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底座，底座底部设

有万向轮，箱体、自吸式水泵、鼓风机、反洗泵、在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设于底座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箱体进水口内侧设有

齿状布水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曝气管设有两列朝下

的曝气小孔，两列曝气小孔呈120°。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污泥排放管设有三列

污泥排放小孔，一列设在污泥排放管顶端，另两列分别设在污泥排放管中上部两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中空纤维膜组件底部

离曝气管高度在250mm以上，曝气管离箱体内底部在100mm以上，污泥排放管直接固定在箱

体内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中空纤维膜组件高度

在500‑2000mm。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中空纤维膜组件高度在

500‑150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中空纤维膜丝外径在

1.5mm以上，单丝强度在200N以上，孔径在0.03‑0.4um。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中空纤维膜丝材质包

括聚偏氟乙烯或聚四氟乙烯，箱体材质包括不锈钢或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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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生产废水循环使用符合当今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理念。在一些生产场合其生产

废水浑浊度高，但对于循环水水质要求高，如纺织行业针刺布生产过程中水的循环使用、养

殖行业水帘水的循环使用、矿山选矿脱水后的深度处理、鱼虾养殖业的水循环等，目前生产

废水循环使用的处理方式不能很好满足上述生产场合生产废水循环使用。

[0003] 现有的生产废水循环使用处理方式如混凝沉淀池、砂滤、多介质过滤等，过滤后出

水达不到使用要求。而采用现有的超滤膜组件过滤，需要严格的预处理装置，经过严格预处

理以后才能进行超滤膜过滤。一般的超滤膜组件过滤，要求进膜之前，进水浊度小于5NTU。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包括箱体、若干中空纤维膜组件、出水收集管、若干曝

气管、若干污泥排放管、自吸式水泵、鼓风机、反洗泵、在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

[0007] 箱体上部设有进水口，下部设有进气口和污泥排放口；

[0008] 中空纤维膜组件包括若干中空纤维膜丝、上端护套和出水软管；中空纤维膜丝底

端单丝封死，顶端开口，开口端封装在上端护套内，并通过上端护套上的单个中空纤维膜组

件出水口和出水软管连通，封闭端悬空，若干中空纤维膜丝和上端护套呈垂直分布，每根中

空纤维膜丝之间完全散开；中空纤维膜组件通过上端护套固定在箱体内，若干中空纤维膜

组件平行排列在箱体内；若干出水软管均和出水收集管连通；

[0009] 出水收集管和自吸式水泵连通，出水收集管和自吸式水泵之间近自吸式水泵处设

有负压表，反洗泵和在线加药泵设于出水收集管和自吸式水泵之间；

[0010] 若干曝气管设于箱体内下部，若干曝气管和进气管连通，进气管穿过进气口和鼓

风机出风口连通；

[0011] 若干污泥排放管设于箱体内底部，若干污泥排放管和总排放管连通，总排放管穿

过污泥排放口和污泥排放泵连通，箱体外总排放管上设有污泥排放阀。

[0012] 进一步地，还包括底座，底座底部设有万向轮，箱体、自吸式水泵、鼓风机、反洗泵、

在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设于底座上。

[0013] 进一步地，箱体进水口内侧设有齿状布水槽。

[0014] 进一步地，曝气管设有两列朝下的曝气小孔，两列曝气小孔呈120°。

[0015] 进一步地，污泥排放管设有三列污泥排放小孔，一列设在污泥排放管顶端，另两列

分别设在污泥排放管中上部两侧。

[0016] 进一步地，中空纤维膜组件底部离曝气管高度在250mm以上，曝气管离箱体内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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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mm以上，污泥排放管直接固定在箱体内底部。

[0017] 进一步地，中空纤维膜组件高度在500‑2000mm。

[0018] 进一步地，中空纤维膜组件高度在500‑1500mm。

[0019] 进一步地，中空纤维膜丝外径在1.5mm以上，单丝强度在200N以上，孔径在0.03‑

0.4um。

[0020] 进一步地，中空纤维膜丝材质包括聚偏氟乙烯或聚四氟乙烯，箱体材质包括不锈

钢或塑料。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2] 1、本实用新型装置适合处理高浑浊度水特别是浊度超过100NTU的水，不需要经过

严格的预处理，就可以直接进入本实用新型装置进行处理。其一，本实用新型装置采用浸没

式过滤方式；其二，中空纤维膜组件采用每根中空纤维膜丝单端单独封死，每根中空纤维膜

丝之间完全散开，每根中空纤维膜丝外表面的污染物在反洗或者曝气抖动的情况下容易掉

下来，到箱体内底部；其三，定期气水反洗或/和在线药洗，提高清洗效果；其四，定期地将高

浓度污泥快速排放。高浑浊度水经本实用新型装置处理后出水浊度小于0.5NTU,悬浮物SS

小于5mg/l。

[0023] 2、本实用新型装置优选还包括底座，箱体、自吸式水泵、鼓风机、反洗泵、在线加药

泵、污泥排放泵设于底座上，底座底部设有万向轮，便于本实用新型装置可以在使用场所随

时移动。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齿状布水槽截面示意图。

[0026] 图3为曝气管截面示意图。

[0027] 图4为污泥排放管截面示意图。

[0028] 箱体1、中空纤维膜组件2、出水收集管3、曝气管4、污泥排放管5、自吸式水泵6、鼓

风机7、负压表8、进气管9、总排放管10、污泥排放阀11、底座12、进水口101、齿状布水槽102、

中空纤维膜丝201、上端护套202、出水软管203、单个中空纤维膜组件出水口204、曝气小孔

401、污泥排放小孔501、万向轮1201。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更进一步地解释。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但并不用来限定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

[0030] 一种高浑浊度水过滤装置，包括箱体1、若干中空纤维膜组件2、出水收集管3、若干

曝气管4、若干污泥排放管5、自吸式水泵6、鼓风机7、反洗泵、在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

[0031] 箱体1为不锈钢箱体或塑料板焊接箱体。箱体1上部设有进水口101，优选地，进水

口101内侧设有齿状布水槽102，让水更加均匀流入箱体1内。箱体1下部设有进气口和污泥

排放口。

[0032] 中空纤维膜组件2包括若干中空纤维膜丝201、上端护套202和出水软管203。中空

纤维膜丝201底端单丝封死，顶端开口。对于中空纤维膜丝201的要求如下：中空纤维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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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外径在1.5mm以上，单丝强度在200N以上，孔径在0.03‑0.4um。中空纤维膜丝201可采用

耐腐蚀、耐氧化剂清洗的聚偏氟乙烯(带支持管结构)或聚四氟乙烯材料制成。中空纤维膜

丝201开口端封装在上端护套202内，并通过上端护套202上的单个中空纤维膜组件出水口

204和出水软管203连通，封闭端悬空。若干中空纤维膜丝201和上端护套202呈垂直分布，每

根中空纤维膜丝201之间完全散开。中空纤维膜组件2通过上端护套202固定在箱体1内。若

干中空纤维膜组件2平行排列在箱体1内。若干出水软管203均和出水收集管3连通。

[0033] 出水收集管3和自吸式水泵6连通。出水收集管3和自吸式水泵6之间近自吸式水泵

6处设有负压表8，检测中空纤维膜组件2的工作负压。反洗泵和在线加药泵设于出水收集管

3和自吸式水泵6之间。

[0034] 曝气管4设有若干曝气小孔401，优选地设有两列朝下的曝气小孔401，两列曝气小

孔401呈120°，避免了污泥堵塞。若干曝气管4设于箱体1内下部，若干曝气管4和进气管9连

通，进气管9穿过进气口和鼓风机7出风口连通。

[0035] 污泥排放管5设有若干污泥排放小孔501，优选地设有三列污泥排放小孔501，一列

设在污泥排放管5顶端，另两列分别设在污泥排放管5中上部两侧，以增强污泥快速、彻底的

排放能力。若干污泥排放管5设于箱体1内底部，若干污泥排放管5和总排放管10连通，总排

放管10穿过污泥排放口和污泥排放泵连通，箱体1外总排放管10上设有污泥排放阀11。

[0036] 中空纤维膜组件2高度优选在500‑1500mm，最多不超过2000mm。中空纤维膜组件2

底部离曝气管4高度有要求，优选地在250mm以上。曝气管4离箱体1内底部优选地在100mm以

上。污泥排放管5可直接固定在箱体1内底部。

[0037] 本实用新型装置优选地还包括底座12，箱体1、自吸式水泵6、鼓风机7、反洗泵、在

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设于底座12上，底座12底部设有万向轮1201，便于本实用新型装置可

以在使用场所随时移动。

[0038] 本实用新型装置可采用自动化控制，自吸式水泵6、负压表8、鼓风机7、反洗泵、在

线加药泵、污泥排放泵、污泥排放阀11接入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

[0039] 本实用新型工作过程如下：

[0040] 高浑浊度水(特别是浊度超过100NTU的水)由进水口101流入箱体1后，把中空纤维

膜组件2浸没，启动自吸式水泵6，产生负压，干净的水透过中空纤维膜丝201壁，流入中空纤

维膜丝201的内侧，经过开口端、单个中空纤维膜组件出水口204、出水软管203、出水收集管

3和自吸式水泵6排出。高浑浊度水里面的颗粒物杂质、胶体、大分子有机物等被截留在中空

纤维膜丝201外表面及箱体1内。

[0041] 当负压表8检测到一定的工作负压后，或者中空纤维膜组件2工作一段时间后，启

动反洗泵或/和在线加药泵，并开启鼓风机7，通过曝气管4往箱体1内曝气，对中空纤维膜组

件2进行气水反洗或/和在线药洗，把中空纤维膜丝201外表面沉积的污染物冲洗到箱体1

内。

[0042] 当箱体1内的污泥比较多或者工作一定时间后，打开污泥排放阀11，启动污泥排放

泵把箱体1内的污泥抽排干净。

[0043] 本实用新型适合处理高浑浊度水特别是浊度超过100NTU的水，不需要经过严格的

预处理，就可以直接进入本实用新型装置进行处理。出水浊度小于0.5NTU ,悬浮物SS小于

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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