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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技

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水流进管、初步过滤器、精度

过滤器以及位于精度过滤器后方的集水池，所述

水流进管上连接有射流器，并通过射流器向水流

进管中的水加入絮凝剂，所述初步过滤器包括罐

体、以及自下至上依次设置在罐体内的搅拌机构

以及粗过滤板，所述搅拌机构包括周向设置在罐

体内部的斜挡板，斜挡板与罐体侧壁之间存在夹

角，水流进管与初步过滤器侧壁相连，且进水位

置位于相邻两斜挡板之间，所述粗过滤板为蜂窝

斜板，蜂窝斜板通过支架设置在罐体内部的上

方，罐体顶部开设有出水口，并通过管道与精度

过滤器相连，所述罐体底部还设置有通过阀门控

制开闭的排污管道，能够对水进行过滤，从而提

升饮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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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流进管（1）、与水流进管（1）相连的初步过滤

器（2）、与初步过滤器（2）相连的精度过滤器（3）以及位于精度过滤器（3）后方的集水池（4），

所述水流进管（1）上连接有射流器，并通过射流器向水流进管（1）中的水加入絮凝剂，所述

初步过滤器（2）包括罐体、以及自下至上依次设置在罐体内的搅拌机构以及粗过滤板，所述

搅拌机构包括周向设置在罐体内部的斜挡板（25），斜挡板（25）与罐体侧壁之间存在夹角，

水流进管（1）与初步过滤器（2）侧壁相连，且进水位置位于相邻两斜挡板（25）之间，所述粗

过滤板为蜂窝斜板（24），蜂窝斜板（24）通过支架设置在罐体内部的上方，罐体顶部开设有

出水口（22），并通过管道与精度过滤器（3）相连，所述罐体底部还设置有通过阀门控制开闭

的排污管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精度过滤器（3）为石英

砂过滤器，其包括筒体以及设置在筒体内的石英砂过滤介质，所述筒体内设置有与管道连

通用于供水流入的进水管（31）以及供水流出的出水管（32），经过初步过滤器（2）过滤后的

水通过进水管（31）进入筒体内，再经过石英砂过滤介质的过滤后从出水管（32）中送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内部上下间隔设置

有上分隔板（38）和下分隔板（39），所述石英砂过滤介质位于上分隔板（38）和下分隔板（39）

之间，下分隔板（39）上密布有供水向下透出的渗水孔，渗水孔的孔隙小于石英砂的粒径，进

水管（31）与上分隔板（38）相连并将水直接送至石英砂过滤介质处，上分隔板（38）与下分隔

板（39）之间还设置有连通管道（381），出水管（32）位于上分隔板（38）上方，且连接在筒体侧

壁的顶部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顶部开设有平衡筒

体内部与外界气压平衡的气压平衡口（30），所述筒体内还设置有反冲洗装置，所述反冲洗

装置包括有与进水管（31）连通并从筒体顶部伸出的虹吸上升管（34）以及与虹吸上升管

（34）最高处连接并向下延伸至筒体下方的虹吸下降管（35），所述虹吸上升管（34）上还连接

有向下延伸的虹吸辅助管（36），所述虹吸辅助管（36）和虹吸下降管（35）下方设置有水封井

（5），虹吸辅助管（36）和虹吸下降管（35）的端部伸至水封井（5）内的水中实现水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虹吸上升管（34）顶部位

置还连接有虹吸破坏管（37），所述虹吸破坏管（37）伸至筒体内部且端部位于出水管（32）与

上分隔板（38）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内还设置有与虹吸

上升管（34）相连的强制反冲洗管（301），所述强制反冲洗管（301）从筒体内伸至筒体外侧并

与虹吸辅助管（36）相连，所述强制反冲洗管（301）上还设置有控制其开闭的强制反冲洗阀

门（302）。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管（32）上连接有射

流器，并通过射流器进行向水中加入消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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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质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水质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一些未通电的农村偏远山区，常常会通过使用山泉水这类天然水源作为日

常用水。

[0003] 但是山泉水中常常会混有如树叶残渣、泥砂等或大或小的各类杂质，而这些未经

处理的水源若直接饮用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水质净化系统，能够对水进行过滤，从而提升饮用

的安全性。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包括水流进管、与水流进管相连的初步过滤器、与初步过滤器

相连的精度过滤器以及位于精度过滤器后方的集水池，所述水流进管上连接有射流器，并

通过射流器向水流进管中的水加入絮凝剂，所述初步过滤器包括罐体、以及自下至上依次

设置在罐体内的搅拌机构以及粗过滤板，所述搅拌机构包括周向设置在罐体内部的斜挡

板，斜挡板与罐体侧壁之间存在夹角，水流进管与初步过滤器侧壁相连，且进水位置位于相

邻两斜挡板之间，所述粗过滤板为蜂窝斜板，蜂窝斜板通过支架设置在罐体内部的上方，罐

体顶部开设有出水口，并通过管道与精度过滤器相连，所述罐体底部还设置有通过阀门控

制开闭的排污管道。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射流器将絮凝剂注入水中，能够将水中的悬浮的颗

粒进行絮凝，水从罐体内注入，并在斜挡板的作用下旋转上升，絮凝后的杂质沉降落至罐体

底部，在需要清理时打开排污管道就可以将杂质从排污口中送出；初步过滤完的水通过管

道送至精度过滤器中进行精度过滤，二次过滤完毕之后的水再送至集水池内进行收集，能

够有效去除水中的一些杂质，提高人饮用的安全性。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精度过滤器为石英砂过滤器，其包括筒体以及设

置在筒体内的石英砂过滤介质，所述筒体内设置有与管道连通用于供水流入的进水管以及

供水流出的出水管，经过初步过滤器过滤后的水通过进水管进入筒体内，再经过石英砂过

滤介质的过滤后从出水管中送出。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精度过滤器设置为石英砂过滤器，通过石英砂作

为过滤介质，能够对水的浊度进行过滤，进一步去除水中的悬浮物和固体物，从而实现水的

精度过滤。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筒体内部上下间隔设置有上分隔板和下分隔板，

所述石英砂过滤介质位于上分隔板和下分隔板之间，下分隔板上密布有供水向下透出的渗

水孔，渗水孔的孔隙小于石英砂的粒径，进水管与上分隔板相连并将水直接送至石英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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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介质处，上分隔板与下分隔板之间还设置有连通管道，出水管位于上分隔板上方，且连接

在筒体侧壁的顶部位置。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上分隔板和下分隔板，石英砂过滤介质位于上

分隔板和下分隔板之间，进水管通过上分隔板进入石英砂过滤介质，经过石英砂过滤介质

过滤后通过下分隔板上的渗水孔向下流出，随后再通过进水管向上流出，并通过排水管将

过滤完毕后的水送出，能够确保水能够经过石英砂过滤介质的过滤。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筒体顶部开设有平衡筒体内部与外界气压平衡的

气压平衡口，所述筒体内还设置有反冲洗装置，所述反冲洗装置包括有与进水管连通并从

筒体顶部伸出的虹吸上升管以及与虹吸上升管最高处连接并向下延伸至筒体下方的虹吸

下降管，所述虹吸上升管上还连接有向下延伸的虹吸辅助管，所述虹吸辅助管和虹吸下降

管下方设置有水封井，虹吸辅助管和虹吸下降管的端部伸至水封井内的水中实现水封。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石英砂过滤介质堵塞时，进水管的进水速度会大于石

英砂过滤介质的透水速度，此时与进水管连通的虹吸上升管内水位不断上升，至虹吸上升

管内水位没过虹吸辅助管后，水随着虹吸辅助管急剧下降，此时虹吸上升管和虹吸下降管

内的空气便通过虹吸辅助管排出，使虹吸上升管和虹吸下降管内的水位上升，至两股上升

的水流汇合后变形成虹吸，这时就能够将石英砂过滤介质内拦截的杂质进行反冲洗，杂质

随着水流流出，实现石英砂过滤介质的清洁，恢复其过滤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虹吸上升管顶部位置还连接有虹吸破坏管，所述

虹吸破坏管伸至筒体内部且端部位于出水管与上分隔板之间。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有虹吸破坏管，在虹吸管进行虹吸的过程中，筒

体内的水面高度会持续下降，当筒体内的水面高度低于虹吸破坏管时，空气能够从虹吸破

坏管进入虹吸上升管从而破坏虹吸效应。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筒体内还设置有与虹吸上升管相连的强制反冲洗

管，所述强制反冲洗管从筒体内伸至筒体外侧并与虹吸辅助管相连，所述强制反冲洗管上

还设置有控制其开闭的强制反冲洗阀门。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有强制反冲洗管，在石英砂过滤介质过滤能力

下降但是仍能够进行过滤时，可以打开强制反冲洗阀门，此时强制反冲洗管、虹吸上升管和

虹吸辅助管能够形成一个虹吸回路。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出水管上连接有射流器，并通过射流器进行向水

中加入消毒水。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过滤完毕后的水中加入消毒水，能够对水进行消

毒杀菌。

[002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 .通过射流器将絮凝剂注入水中，能够将水中的悬浮的颗粒进行絮凝，水从罐体

内注入，并在斜挡板的作用下旋转上升，絮凝后的杂质沉降落至罐体底部，在需要清理时打

开排污管道就可以将杂质从排污口中送出；初步过滤完的水通过管道送至精度过滤器中进

行精度过滤，二次过滤完毕之后的水再送至集水池内进行收集，能够有效去除水中的一些

杂质，提高人饮用的安全性；

[0022] 2.通过设置反冲洗系统和强制反冲洗系统，能够定期对精度过滤器进行清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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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持精度过滤器的清洁。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施例的整体系统流程图；

[0024] 图2为本实施例初步过滤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实施例中初步过滤器于进水口位置的剖视图；

[0026] 图4为本实施例中精度过滤器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水流进管；2、初步过滤器；21、进水口；22、出水口；23、排污口；24、蜂窝斜

板；25、斜挡板；3、精度过滤器；30、气压平衡口；31、进水管；32、出水管；33、排水管；34、虹吸

上升管；35、虹吸下降管；36、虹吸辅助管；37、虹吸破坏管；38、上分隔板；381、连通管道；39、

下分隔板；301、强制反冲洗管；302、强制反冲洗阀门；4、集水池；5、水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参照图1，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水质净化系统，包括水流进管1、与水流进管1相

连的初步过滤器2、与初步过滤器2相连的精度过滤器3以及位于精度过滤器3后方的集水池

4。

[0030] 水流进管1上连接有射流器，并通过射流器向水流进管1中的水加入絮凝剂。

[0031] 参照图2和图3，初步过滤器2包括罐体、以及自下至上依次设置在罐体内的搅拌机

构以及粗过滤板，罐体侧壁上还开设有供进水口21、出水口22和排污口23，其中出水口22位

于进水口21的上方，排污口23位于进水口21的下方且设置在罐体底部位置，排污口23外还

设置有控制排污口23启闭的阀门。

[0032] 搅拌机构包括周向设置在罐体内部的斜挡板25，斜挡板25与罐体侧壁之间存在夹

角，水流进管1与初步过滤器2侧壁相连，且进水位置位于相邻两斜挡板25之间，通过水流进

管1流入罐体内的水流在斜挡板25的作用下会形成向上旋转的水流从而对水流和絮凝剂进

行搅拌。

[0033] 粗过滤板为蜂窝斜板24，蜂窝斜板24通过支架设置在进水口21与出水口22之间，

向上旋转的水流通过蜂窝斜板24进行过滤后再通过出水口22流出。

[0034] 参照图4，精度过滤器3包括筒体以及设置在筒体内的石英砂过滤介质，筒体内上

下间隔设置有上分隔板38和下分隔板39，石英砂过滤介质位于上分隔板38和下分隔板39之

间，且石英砂过滤介质整体的厚度大于上分隔板38和下分隔板39距离的一半。

[0035] 筒体内部设置与管道连通的进水管31，进水管31由上至下与上分隔板38的中部位

置相连，从而将初滤后的水送至石英砂过滤介质处进行二次过滤。

[0036] 下分隔板39上密布有供水向下透出的渗水孔，渗水孔的孔径小于石英砂过滤介质

的粒径，从而使得经过石英砂过滤介质过滤后的水从渗水孔中流出至下分隔板39的下方。

[0037] 上分隔板38和下分隔板39上还设置有连接两者的连通管道381，连通管道381设置

有两个。经过石英砂过滤介质过滤后的水通过连通管道381回升至上分隔板38上方，并通过

连接在筒体侧壁顶部位置的出水管32送出。

[0038] 筒体的底部位置设置有排水管33，同时通过在排水管33上设置阀门控制排水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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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闭。

[0039] 筒体顶部开设有平衡筒体内部与外界气压平衡的气压平衡口30，筒体内部还设置

有反冲洗装置，反冲洗装置包括有与进水管31连通并从筒体顶部伸出的虹吸上升管34以及

与虹吸上升管34最高处连接并向下延伸至筒体下方的虹吸下降管35，虹吸上升管34上还连

接有向下延伸的虹吸辅助管36，虹吸辅助管36和虹吸下降管35下方设置有水封井5，虹吸辅

助管36和虹吸下降管35的端部伸至水封井5内的水中实现水封。

[0040] 当石英砂层堵塞时，进水管31的进水速度会大于石英砂过滤介质的透水速度，此

时与进水管31连通的虹吸上升管34内水位不断上升，至虹吸上升管34内水位没过虹吸辅助

管36后，水随着虹吸辅助管36急剧下降，此时虹吸上升管34和虹吸下降管35内的空气便通

过虹吸辅助管36排出，使虹吸上升管34和虹吸下降管35内的水位上升，至两股上升的水流

汇合后变形成虹吸，这时就能够将石英砂层内拦截的杂质进行反冲洗，杂质随着水流流出，

实现石英砂层的清洁，恢复其过滤效果。

[0041] 虹吸上升管34顶部位置还连接有虹吸破坏管37，虹吸破坏管37伸至过滤罐内部且

端部位于排水管33与上分隔板38之间，筒体内部还设置有与虹吸上升管34相连的强制反冲

洗管301，强制反冲洗管301从筒体内伸至筒体外侧并与虹吸辅助管36相连，强制反冲洗管

301上还设置有控制其开闭的强制反冲洗阀门302，强制反冲洗管301在筒体内的位置低于

出水管32的位置，因此在平常使用过程中，强制反冲洗阀门302关闭，强制反冲洗管301中充

满水，在需要强制反冲洗时，打开强制反冲洗阀门302，就可以通过强制反冲洗管301形成虹

吸进行反冲洗。

[0042] 参照图1，精度过滤器3和集水池4之间还连接有另一射流器，并通过射流器向管道

内注入氯水对水进行消毒。

[0043] 使用方法：

[0044] 水流进管1送入的水先后通过初步过滤器2和精度过滤器3进行过滤，再在集水池4

内进行收集，集水池4内的水在再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使用。

[0045] 人为可以定期对精度过滤器3进行强制反冲洗从而保持精度过滤器3的过滤效果。

[0046]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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