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255209.3

(22)申请日 2019.12.16

(73)专利权人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53001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华东

路39号

(72)发明人 李满桃　潘能志　韦舜毅　杨洁　

杨耀宗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宁市来来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5118

代理人 石本定

(51)Int.Cl.

B01D 36/0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

(57)摘要

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包括

过滤池，过滤池的前端设置有进水池和泄空池；

进水池连通有进水管，进水池通过进水蝶阀与过

滤池连通；泄空池设置有排水管；过滤池的下部

通过滤板支撑梁安装有滤板，滤板上安装有多个

短柄滤头，滤板上放置有滤料层；滤料层的上方

安装有U型排水渠，U型排水渠通过排水蝶阀与泄

空池连通；过滤池后端下部设置有出水管；过滤

池的后端设置有反冲洗操作间、集水池和出水水

封井；出水水封井与集水池连通；集水池安装有

清水管和反冲洗供水管；出水水封井通过出水阀

和过水管与出水管连通；出水管还通过进水阀连

接有反冲洗进水管；过滤池下部连通有反冲洗进

气管。本系统保证水质稳定达标的同时还节省反

冲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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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池（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池

（1）为两个平排设置的过滤池，过滤池（1）的前端上部设置有进水池（9），前端下部设置有泄

空池（5）；进水池（9）的上部连通有来自沉淀池的进水管（8），进水池（9）的下部通过进水蝶

阀（7）与过滤池（1）连通；泄空池（5）的底部设置有排水管（12）；过滤池（1）的下部通过设置

有多个均水孔（30）的滤板支撑梁（13）安装有滤板（28），滤板（28）上安装有多个短柄滤头

（27），滤板（28）的上方放置有滤料层（29）；滤料层（29）的上方安装有U型排水渠（2），U型排

水渠（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过滤池（1）的前后两端，U型排水渠（2）的前端通过排水蝶阀（11）

与泄空池（5）连通；滤板（28）下部的过滤池（1）后端设置有出水管（14）；过滤池（1）的后端上

部设置有反冲洗操作间（19），后端下部设置有集水池（18），过滤池（1）的后端还设置有出水

水封井（17）；出水水封井（17）与集水池（18）连通；集水池（18）分别安装有输水去清水池的

清水管（24）和输水去反冲洗设备间的反冲洗供水管（23）；出水水封井（17）通过出水阀（15）

和过水管（16）与出水管（14）连通；出水管（14）还通过进水阀（21）连接有反冲洗进水管

（22）；反冲洗操作间（19）内安装有反冲洗进气管（26），反冲洗进气管（26）连通至滤板（28）

下部的过滤池（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水池

（9）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泄空管（4）与泄空池（5）连通，便于将进水池（9）内的水排泄

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水蝶

阀（7）的出水端的后部设置有能避免水直接冲入过滤池（1）的挡水板（6）；挡水板（6）的后部

还设置有进水槽（3），从进水蝶阀（7）排出的水没过挡水板（6）后进入到进水槽（3），进水槽

（3）水满后再溢到过滤池（1）内，避免进入的水直接冲入过滤池（1），冲刷滤料表面，防止滤

料厚度不均出现短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冲洗

操作间（19）的地面设置有排水地沟（20），将反冲洗操作间（19）内的积水排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冲洗

操作间（19）设置有人孔（25），便于工作人员监测维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池

（1）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放空管（10）与泄空池（5）连通，利于将过滤池（1）内的水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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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厂水处理的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用于小型净水厂降低反冲水

耗，提高冲洗效果的净水过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厂的制水工艺一般由絮凝——沉淀——过滤——消毒等组成，其中滤池是常规

处理净水构筑物的最后一道工序，滤池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水厂的出水水质。随着国家卫

生部和建设部生活饮用水水质新的标准颁布，国内各供水企业均将提高出水水质作为头等

大事。在饮用水的净化工艺中，过滤不仅在于进一步降低水的浊度，而且水中有机物、细菌

乃至病毒等将随水的浊度降低而被部分去除，它是提高出水水质、保证饮用水卫生安全的

重要措施。滤池的反冲洗是整个过滤工程中的关键步骤，良好的冲洗技术不仅能有效去除

滤层中的积泥，使滤池恢复理想的过滤功能，而且能延长过滤周期、节约冲洗水、降低能耗。

[0003] 在此过程中水中的悬浮物、胶体和其他一些杂质成分被滤料吸附或间隙阻隔去

除，水变得洁净。同时由于过滤的持续，滤层间容纳污物的空间逐渐变小，过滤水水头损失

变大，滤出水越来越少，直至过滤失效。因此需要对滤料进行反冲洗清洁，恢复滤层过滤功

能。现有的一些滤池存在反冲洗水耗大和滤池冲洗不彻底、反冲效果不佳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该系统较好

地吸纳了双阀滤池与V型滤池、虹吸滤池及气水反冲滤池的运行优点，保证水质稳定达标的

同时还能节省反冲洗水。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池，所述的过滤池的数量为两个，

两个过滤池平排设置；所述的过滤池的前端上部设置有进水池，前端下部设置有泄空池；进

水池的上部连通有来自沉淀池的进水管，进水池的下部通过进水蝶阀与过滤池连通；泄空

池的底部设置有排水管；过滤池的下部通过设置有多个均水孔的滤板支撑梁安装有滤板，

滤板上安装有多个短柄滤头，短柄滤头可市购安装；滤板的上方放置有滤料层；滤料层的上

方安装有U型排水渠，U型排水渠的两端分别固定在过滤池的前后两端，U型排水渠的前端通

过排水蝶阀与泄空池连通；滤板下部的过滤池后端设置有出水管；过滤池的后端上部设置

有反冲洗操作间，后端下部设置有集水池，过滤池的后端还设置有出水水封井；出水水封井

与集水池连通；集水池分别安装有输水去清水池的清水管和输水去反冲洗设备间的反冲洗

供水管；出水水封井通过出水阀和过水管与出水管连通；出水管还通过进水阀连接有反冲

洗进水管，反冲洗进水管连接有反冲洗水泵；反冲洗操作间内安装有反冲洗进气管，反冲洗

进气管连接有反冲洗充气泵，反冲洗进气管连通至滤板下部的过滤池。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进水池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泄空管与泄空池连通，便于将进

水池内的水排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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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的进水蝶阀的出水端的后部设置有能避免水直接冲入过滤池的挡水

板；挡水板的后部还设置有进水槽，从进水蝶阀排出的水没过挡水板后进入到进水槽，进水

槽水满后再溢到过滤池内，避免进入的水直接冲入过滤池，冲刷滤料表面，防止滤料厚度不

均出现短流。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反冲洗操作间的地面设置有排水地沟，将反冲洗操作间内的积水

排出。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反冲洗操作间设置有人孔，便于工作人员监测维修。

[0011] 优选的：所述的过滤池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放空管与泄空池连通，利于将过

滤池内的水排空。

[0012] 优选的：滤料层为石英砂滤料层和无烟煤或活性炭滤料层两层，无烟煤或活性炭

滤料层位于石英砂滤料层上。

[0013] 本系统的单格滤池过滤面积采用边长不超过6米，最佳边长为3-5米的正方形方

式，反冲洗水池灵活采用与滤池合建或分建式。滤料层厚控制在1200mm；U型排水渠设置在

高于滤料表面500mm。

[0014] 本系统应用标准过滤控制流程为：开进水蝶阀进水→配水堰配水→过滤→开出水

阀出水→正常过滤→出水水封井出水；本系统应用标准反冲洗控制流程为：关进水蝶阀→

启动鼓风机气冲→正常气冲→启动反冲水泵、开排水蝶阀→正常气水反冲→关闭进气阀

（同时开启下一格滤池进气阀）→单水冲（下一格滤池开始气冲）→关反冲进水阀（同时开下

一格滤池反冲进水阀）→反冲结束（下一格滤池进入单水冲洗阶段，再下一格进入气冲阶

段，如此循环，直至最后冲洗格停鼓风机、反冲水泵，停止过滤）→恢复过滤。

[0015] 本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的优点：

[0016]   1、本系统的滤池进水是经过进水自动控制进水蝶阀控制流量，经进水正面配水

堰均匀布水，进入滤池格主体过滤，自动控制出水阀门开启度由出水水封井控制等水头过

滤，待一个过滤周期后，进水蝶阀和出水阀关闭，开始反冲，先反冲洗进气管充气气冲、后气

水反冲，再单独水冲。气水反冲时开排水蝶阀排水，进水蝶阀关闭，降低水耗。本系统通过控

制进出水闸门的开启时序，避免了传统滤池水耗较大的缺陷、同时避免了传统虹吸滤池冲

洗不彻底，反冲效果不佳，水耗大的弊端。较好地吸纳了V型滤池与虹吸滤池的运行优点，保

证了水质稳定达标，水耗少、能耗低，适合净水过滤处理工艺。据统计本过滤系统的单次反

冲需要是水量比V型滤池采用的水量少三分之一以上。

[0017] 2、本系统采用独特的进出水，U型排水渠设置在滤料层上方，不占用滤料面积；过

滤以及反冲洗结构型式，过滤池的进水口通过挡水板和进水槽配水，可实现均匀水力配水，

防止冲刷滤料表面，防止滤料厚度不均出现短流，避免造成出水水质不稳定现象。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图1中A-A向示意图；

[0020] 图3是图1中B-B向示意图；

[0021] 图中序号的名称为：

[0022] 1、过滤池，2、U型排水渠，3、进水槽，4、泄空管，5、泄空池，6、挡水板，7、进水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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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进水管，9、进水池，10、放空管，11、排水蝶阀，12、排水管，13、滤板支撑梁，14、出水管，15、

出水阀，16、过水管，17、出水水封井，18、集水池，19、反冲洗操作间，20、排水地沟，21、进水

阀，22、反冲洗进水管，23、反冲洗供水管，24、清水管，25、人孔，26、反冲洗进气管，27、短柄

滤头，28、滤板，29、滤料层，30、均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加详细的介绍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所示，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池1，所述的过滤池1的数量为两

个，两个过滤池平排设置；所述的过滤池1的前端上部设置有进水池9，前端下部设置有泄空

池5；进水池9的上部连通有来自沉淀池的进水管8，进水池9的下部通过进水蝶阀7与过滤池

1连通；泄空池5的底部设置有排水管12；过滤池1的下部通过设置有多个均水孔30的滤板支

撑梁13安装有滤板28，滤板28上安装有多个短柄滤头27，滤板28的上方放置有滤料层29；滤

料层29的上方安装有U型排水渠2，U型排水渠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过滤池1的前后两端，U型

排水渠2的前端通过排水蝶阀11与泄空池5连通；滤板28下部的过滤池1后端设置有出水管

14；过滤池1的后端上部设置有反冲洗操作间19，后端下部设置有集水池18，过滤池1的后端

还设置有出水水封井17；出水水封井17与集水池18连通；集水池18分别安装有输水去清水

池的清水管24和输水去反冲洗设备间的反冲洗供水管23；出水水封井17通过出水阀15和过

水管16与出水管14连通；出水管14还通过进水阀21连接有反冲洗进水管22，反冲洗进水管

22连接有反冲洗水泵；反冲洗操作间19内安装有反冲洗进气管26，反冲洗进气管26连接有

反冲洗充气泵，反冲洗进气管26连通至滤板28下部的过滤池1。

[0027] 所述的进水池9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泄空管4与泄空池5连通，便于将进水池9

内的水排泄空。

[0028] 所述的反冲洗操作间19的地面设置有排水地沟20，将反冲洗操作间19内的积水排

出。

[0029] 所述的反冲洗操作间19设置有人孔25，便于工作人员监测维修。

[0030] 所述的过滤池1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放空管10与泄空池5连通，利于将过滤池

1内的水排空。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降低反冲洗水耗的净水过滤系统，包括过滤池1，所述的过滤池1的数量为两

个，两个过滤池平排设置；所述的过滤池1的前端上部设置有进水池9，前端下部设置有泄空

池5；进水池9的上部连通有来自沉淀池的进水管8，进水池9的下部通过进水蝶阀7与过滤池

1连通；泄空池5的底部设置有排水管12；过滤池1的下部通过设置有多个均水孔30的滤板支

撑梁13安装有滤板28，滤板28上安装有多个短柄滤头27，滤板28的上方放置有滤料层29；滤

料层29的上方安装有U型排水渠2，U型排水渠2的两端分别固定在过滤池1的前后两端，U型

排水渠2的前端通过排水蝶阀11与泄空池5连通；滤板28下部的过滤池1后端设置有出水管

14；过滤池1的后端上部设置有反冲洗操作间19，后端下部设置有集水池18，过滤池1的后端

还设置有出水水封井17；出水水封井17与集水池18连通；集水池18分别安装有输水去清水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486826 U

5



池的清水管24和输水去反冲洗设备间的反冲洗供水管23；出水水封井17通过出水阀15和过

水管16与出水管14连通；出水管14还通过进水阀21连接有反冲洗进水管22，反冲洗进水管

22连接有反冲洗水泵；反冲洗操作间19内安装有反冲洗进气管26，反冲洗进气管26连接有

反冲洗充气泵，反冲洗进气管26连通至滤板28下部的过滤池1。

[0033] 所述的进水池9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泄空管4与泄空池5连通，便于将进水池9

内的水排泄空。

[0034] 所述的进水蝶阀7的出水端的后部设置有能避免水直接冲入过滤池1的挡水板6；

挡水板6的后部还设置有进水槽3，从进水蝶阀7排出的水没过挡水板6后进入到进水槽3，进

水槽3水满后再溢到过滤池1内，避免进入的水直接冲入过滤池1，冲刷滤料表面，防止滤料

厚度不均出现短流。

[0035] 所述的反冲洗操作间19的地面设置有排水地沟20，将反冲洗操作间19内的积水排

出。

[0036] 所述的反冲洗操作间19设置有人孔25，便于工作人员监测维修。

[0037] 所述的过滤池1的底部通过安装有阀门的放空管10与泄空池5连通，利于将过滤池

1内的水排空。

[0038] 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实用新型也并不限于上述实例，本技术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实质范围内，作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都应属

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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