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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

滤装置及方法，A型电磁控制阀件与一级过滤机

构的进水口相连接，江水流进A型电磁控制阀件

进入一级过滤机构中；所述B型电磁控制阀件的

一端与一级过滤机构的出水口相连接，另外一端

与二级过滤机构的二级过滤下筒体的进水口相

连接；所述自清洗机构安装在二级过滤机构上。

本发明的特点是江水分别通过一级过滤和二级

过滤的方式分别完成江水的粗过滤阶段和精过

滤阶段；同时由于在粗过滤阶段的江水杂质较

大，采取定期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方式，而在精过

滤阶段采用周期性不间断自清洗的方式对网进

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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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A型电磁控制阀件（1）、一级

过滤机构、B型电磁控制阀件（3）、二级过滤机构和自清洗机构；所述A型电磁控制阀件（1）与

一级过滤机构的进水口相连接，江水流进A型电磁控制阀件（1）进入一级过滤机构中；所述B

型电磁控制阀件（3）的一端与一级过滤机构的出水口相连接，另外一端与二级过滤机构的

二级过滤下筒体（8）的进水口相连接；所述自清洗机构安装在二级过滤机构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过滤

机构包括一级过滤箱体（10）、一级过滤箱盖（2）、多层滤网（20）、底部可移动板（11）和螺钉

（12）；所述一级过滤箱体（10）底部安装有可移动板（11），通过推动可移动板（11）定期清理

一级过滤箱体（10）内的粗过滤杂质；所述多层滤网（20）安装在一级过滤箱体（10）内部，并

完成对江水进行粗过滤；所述一级过滤箱盖（2）通过螺钉（12）固定在一级过滤箱体（10）上

方，并可以通过拆卸一级过滤箱盖（2）对一级过滤箱盖（2）内的多层滤网（20）进行更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过滤

机构包括二级过滤下筒体（8）、二级过滤上筒体（4）、圆柱形滤网（14）、支架盘（16）、A型螺栓

（17）和流量监测传感器（7）；所述二级过滤上筒体（4）通过A型螺栓（17）与二级过滤下筒体

（8）相连接，同时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均布了多个圆柱形滤网（14），所述圆柱形滤网

（14）的顶端通过支架盘（16）固定；所述流量监测传感器（7）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的出

水管内，并检测已经过滤的江水流量大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自清洗机

构包括步进电机（6）、传动轴（15）、Y型排污管（18）、污水流出管（9）、滚动轴承（19）、B型螺栓

（13）和电机支撑架（5）；所述步进电机（6）通过电机支撑架（5）固定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

（4）的顶部；所述传动轴（15）一端与步进电机（6）的输出轴相连接，另外一端通过B型螺栓

（13）与Y型排污管（18）相连接；所述Y型排污管（18）的底端套在滚动轴承（19）内，同时与污

水流出管（9）的一端相对接。

5.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的过滤与清洗方

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江水的一级过滤过程，江水通过A型电磁控制阀件（1）进入一级过滤箱体（10）

内，借助一级过滤箱盖（2）内的多层滤网（20）对江水进行粗过滤，滤后的江水流经B型电磁

控制阀件（3）进入到二级过滤下筒体（8）；

Step2：对于一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清理过程，由于在粗过滤阶段的江水杂质多且较

大，采取定期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方式，其具体为关闭A型电磁控制阀件（1）和打开B型电磁控

制阀件（3）后，通过移动一级过滤箱体（10）底部的可移动板（11），可以取出一级过滤过程中

的杂质，而打开一级过滤箱盖（2）可以完成对多层滤网（20）的清洗；

Step3：江水的二级过滤过程，主要是经过一级过滤后的江水自下而上进入到圆柱形滤

网（14）中，通过圆柱形滤网（14）过滤后进入到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从而通过二级过滤上

筒体（4）的出水口流出，完成对江水的过滤功能；

Step4：对于二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智能化清理，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出水口的

流量监测传感器（7）检测的流量值低于L1时，则启动步进电机（6），步进电机（6）通过传动轴

（15）驱动Y型排污管（18）在二级过滤下筒体（8）中进行旋转运动；当Y型排污管（18）的分支

管道与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的圆柱形滤网（14）下端对齐时，则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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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压力差的作用下从圆柱形滤网（14）的网外反向流动到圆柱形滤网（14）的网内，经过Y

型排污管（18）的分支管道后从污水流出管（9）流出，从而实现了对圆柱形滤网（14）的反冲

洗；在步进电机（6）驱动旋转轴的运转过程中，将对圆柱形滤网（14）进行反复冲洗，直到流

量监测传感器（7）检测的流量值高于L1时，步进电机（6）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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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及方法，属于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调查可知，目前我国在工业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首先，工业用水取水量约

占全国总取水量的20%，随着工业化进行的不断推进，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也在不断增强；其

次，我国工业用水行业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化工行业、造纸行业和冶金行业，其约占总的

工业取水量的45%；最后，我国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工业用水使用效率总体水平远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同时大量工业用水使用后被直接排放导致环境污染严重。

[0003] 对于企业而言，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对于工业用水需求量较大的企业，工业

用水的成本在整个产品生产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一种低成本的工业用水方式来取代

从自来水厂公司购买工业用水，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对于整个

世界而言，目前普遍存在水资源严重短缺，而对于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提供水资源利用效率

也是在必行。综上所述需要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上述背景技术存在的不足，设计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

级过滤装置及方法，本发明的特点是江水分别通过一级过滤和二级过滤的方式分别完成江

水的粗过滤阶段和精过滤阶段；同时由于在粗过滤阶段的江水杂质较大，采取定期清洗和

更换滤网的方式，而在精过滤阶段采用周期性不间断自清洗的方式对网进行清洗，以确保

过滤后的江水达到工业用水的标准。本装置具有结构装置结构经凑、安全可靠以及易于操

作等特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特征，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

级过滤装置，它包括A型电磁控制阀件、一级过滤机构、B型电磁控制阀件、二级过滤机构和

自清洗机构；所述A型电磁控制阀件与一级过滤机构的进水口相连接，江水流进A型电磁控

制阀件进入一级过滤机构中；所述B型电磁控制阀件的一端与一级过滤机构的出水口相连

接，另外一端与二级过滤机构的二级过滤下筒体的进水口相连接；所述自清洗机构安装在

二级过滤机构上。

[0006] 所述一级过滤机构包括一级过滤箱体、一级过滤箱盖、多层滤网、底部可移动板和

螺钉；所述一级过滤箱体底部安装有可移动板，通过推动可移动板定期清理一级过滤箱体

内的粗过滤杂质；所述多层滤网安装在一级过滤箱体内部，并完成对江水进行粗过滤；所述

一级过滤箱盖通过螺钉固定在一级过滤箱体上方，并可以通过拆卸一级过滤箱盖对一级过

滤箱盖内的多层滤网进行更换。

[0007] 所述二级过滤机构包括二级过滤下筒体、二级过滤上筒体、圆柱形滤网、支架盘、A

型螺栓和流量监测传感器；所述二级过滤上筒体通过A型螺栓与二级过滤下筒体相连接，同

时在二级过滤上筒体内均布了多个圆柱形滤网，所述圆柱形滤网的顶端通过支架盘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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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流量监测传感器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的出水管内，并检测已经过滤的江水流量大

小。

[0008] 所述自清洗机构包括步进电机、传动轴、Y型排污管、污水流出管、滚动轴承、B型螺

栓和电机支撑架；所述步进电机通过电机支撑架固定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的顶部；所述

传动轴一端与步进电机的输出轴相连接，另外一端通过B型螺栓与Y型排污管相连接；所述Y

型排污管的底端套在滚动轴承内，同时与污水流出管的一端相对接。

[0009] 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的过滤与清洗方法，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江水的一级过滤过程，江水通过A型电磁控制阀件进入一级过滤箱体内，借助一

级过滤箱盖内的多层滤网对江水进行粗过滤，滤后的江水流经B型电磁控制阀件进入到二

级过滤下筒体；

Step2：对于一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清理过程，由于在粗过滤阶段的江水杂质多且较

大，采取定期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方式，其具体为关闭A型电磁控制阀件和打开B型电磁控制

阀件后，通过移动一级过滤箱体底部的可移动板，可以取出一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而打开

一级过滤箱盖可以完成对多层滤网的清洗；

Step3：江水的二级过滤过程，主要是经过一级过滤后的江水自下而上进入到圆柱形滤

网中，通过圆柱形滤网过滤后进入到二级过滤上筒体内，从而通过二级过滤上筒体的出水

口流出，完成对江水的过滤功能；

Step4：对于二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智能化清理，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出水口的流量

监测传感器检测的流量值低于L1时，则启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通过传动轴驱动Y型排污管

在二级过滤下筒体中进行旋转运动；当Y型排污管的分支管道与二级过滤上筒体内的圆柱

形滤网下端对齐时，则二级过滤上筒体内的水流在压力差的作用下从圆柱形滤网的网外反

向流动到圆柱形滤网的网内，经过Y型排污管的分支管道后从污水流出管流出，从而实现了

对圆柱形滤网的反冲洗；在步进电机驱动旋转轴的运转过程中，将对圆柱形滤网进行反复

冲洗，直到流量监测传感器检测的流量值高于L1时，步进电机停止运转。

[0010]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1、通过一级粗过滤和二级精过滤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江水的过滤，从而使其达到工

业用水的标准。

[0011] 2、通过流量监测传感器对出水口的流量值进行动态监测，若流量值过低则自动启

动步进电机，采取水流压力差的方法完成对二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智能化清理，该设备具

有结构合理和控制方法简单可靠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3] 图1  本发明的总体图。

[0014] 图2  本发明的剖视总图。

[0015] 图中：A型电磁控制阀件1、一级过滤箱盖2、B型电磁控制阀件3、二级过滤上筒体4、

电机支撑架5、步进电机6、流量监测传感器7、二级过滤下筒体8、污水流出管9、一级过滤箱

体10、可移动板11、螺钉12、B型螺栓13、圆柱形滤网14、传动轴15、支架盘16、A型螺栓17、Y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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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管18、滚动轴承19、多层滤网20。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实施例1：

参见图1-2，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它包括A型电磁控制阀件1、一级过滤

机构、B型电磁控制阀件3、二级过滤机构和自清洗机构；所述A型电磁控制阀件1与一级过滤

机构的进水口相连接，江水流进A型电磁控制阀件1进入一级过滤机构中；所述B型电磁控制

阀件3的一端与一级过滤机构的出水口相连接，另外一端与二级过滤机构的二级过滤下筒

体8的进水口相连接；所述自清洗机构安装在二级过滤机构上。通过采用上述结构的多级过

滤装置能够对江水进行粗过滤和精过滤，同时由于在粗过滤阶段的江水杂质较大，采取定

期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方式，而在精过滤阶段采用周期性不间断自清洗的方式对网进行清

洗，以确保过滤后的江水达到工业用水的标准。

[0018]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过滤机构包括一级过滤箱体10、一级过滤箱盖2、多层滤网20、

底部可移动板11和螺钉12；所述一级过滤箱体10底部安装有可移动板11，通过推动可移动

板11定期清理一级过滤箱体10内的粗过滤杂质；所述多层滤网20安装在一级过滤箱体10内

部，并完成对江水进行粗过滤；所述一级过滤箱盖2通过螺钉12固定在一级过滤箱体10上

方，并可以通过拆卸一级过滤箱盖2对一级过滤箱盖2内的多层滤网20进行更换。通过上述

的一级过滤机构能够对江水进行初级过滤，进而过滤掉江水中的粗大颗粒，而且所述的多

层滤网20能够方便的进行更换。

[0019] 进一步的，所述二级过滤机构包括二级过滤下筒体8、二级过滤上筒体4、圆柱形滤

网14、支架盘16、A型螺栓17和流量监测传感器7；所述二级过滤上筒体4通过A型螺栓17与二

级过滤下筒体8相连接，同时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均布了多个圆柱形滤网14，所述圆柱形

滤网14的顶端通过支架盘16固定；所述流量监测传感器7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的出水管

内，并检测已经过滤的江水流量大小。通过上述的二级过滤机构能够对江水进行二次过滤。

[0020] 进一步的，所述自清洗机构包括步进电机6、传动轴15、Y型排污管18、污水流出管

9、滚动轴承19、B型螺栓13和电机支撑架5；所述步进电机6通过电机支撑架5固定安装在二

级过滤上筒体4的顶部；所述传动轴15一端与步进电机6的输出轴相连接，另外一端通过B型

螺栓13与Y型排污管18相连接；所述Y型排污管18的底端套在滚动轴承19内，同时与污水流

出管9的一端相对接。通过上述结构的自清洗机构，工作过程中，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出

水口的流量监测传感器7检测的流量值低于L1时，则启动步进电机6，步进电机6通过传动轴

15驱动Y型排污管18在二级过滤下筒体8中进行旋转运动；当Y型排污管18的分支管道与二

级过滤上筒体4内的圆柱形滤网14下端对齐时，则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的水流在压力差的作

用下从圆柱形滤网14的网外反向流动到圆柱形滤网14的网内，经过Y型排污管18的分支管

道后从污水流出管9流出，从而实现了对圆柱形滤网14的反冲洗；在步进电机6驱动旋转轴

的运转过程中，将对圆柱形滤网14进行反复冲洗，直到流量监测传感器7检测的流量值高于

L1时，步进电机6停止运转。

[0021] 实施例2：

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智能排污的江水多级过滤装置的过滤与清洗方法，其特征在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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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步骤：

Step1：江水的一级过滤过程，江水通过A型电磁控制阀件1进入一级过滤箱体10内，借

助一级过滤箱盖2内的多层滤网20对江水进行粗过滤，滤后的江水流经B型电磁控制阀件3

进入到二级过滤下筒体8；

Step2：对于一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清理过程，由于在粗过滤阶段的江水杂质多且较

大，采取定期清洗和更换滤网的方式，其具体为关闭A型电磁控制阀件1和打开B型电磁控制

阀件3后，通过移动一级过滤箱体10底部的可移动板11，可以取出一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

而打开一级过滤箱盖2可以完成对多层滤网20的清洗；

Step3：江水的二级过滤过程，主要是经过一级过滤后的江水自下而上进入到圆柱形滤

网14中，通过圆柱形滤网14过滤后进入到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从而通过二级过滤上筒体4

的出水口流出，完成对江水的过滤功能；

Step4：对于二级过滤过程中的杂质智能化清理，安装在二级过滤上筒体4出水口的流

量监测传感器7检测的流量值低于L1时，则启动步进电机6，步进电机6通过传动轴15驱动Y

型排污管18在二级过滤下筒体8中进行旋转运动；当Y型排污管18的分支管道与二级过滤上

筒体4内的圆柱形滤网14下端对齐时，则二级过滤上筒体4内的水流在压力差的作用下从圆

柱形滤网14的网外反向流动到圆柱形滤网14的网内，经过Y型排污管18的分支管道后从污

水流出管9流出，从而实现了对圆柱形滤网14的反冲洗；在步进电机6驱动旋转轴的运转过

程中，将对圆柱形滤网14进行反复冲洗，直到流量监测传感器7检测的流量值高于L1时，步

进电机6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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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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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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