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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污水过滤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污水过滤器，包括水

箱，在水箱内设置有若干组过滤组件，所述过滤

组件包括若干个过滤盘，在过滤盘的中心穿设有

与过滤盘内部连通的连接管，连接管两端与水箱

之间进行转动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操作

简便，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布置形成较大的过滤

面积，增强过滤效率，同时还能及时清洁过滤盘

表面的污垢，防止过滤盘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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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水过滤器，包括水箱，其特征在于：在水箱内设置有若干组过滤组件，所述过

滤组件包括若干个外表面能透水和过滤污垢的过滤盘，在过滤盘的中心穿设有与过滤盘内

部连通的连接管，连接管两端与水箱之间进行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过滤器，其特征在于：在连接管一端设置有旋转接头，连

接管端部与旋转接头的空心轴连接，在水箱外侧设置有用以驱动连接管转动的动力机构和

传动机构，在水箱内设置有用以清洁过滤盘表面污垢的清洁机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过滤器，其特征在于：在旋转接头的出水口设置有出水

管，出水管的出水端设置有抽水泵，在抽水泵的出水端设置有集水桶，在抽水泵与集水桶之

间设置有集水管，在旋转接头下方设置有防漏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污水过滤器，其特征在于：在水箱底部还设置有滚轮，在水箱

外壁还设置有与动力机构、抽水泵电性连接的控制箱。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机构为电机，在电机输出

轴上设置有减速器，电机和减速器均固定安装于防漏箱外壁，所述传动机构包括安装于减

速器输出轴上的第一链轮和安装于旋转接头空心轴上的第二链轮，在第一链轮与第二链轮

之间设置有传动链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水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盘包括两片拼接的过滤壳

板，在过滤壳板外周设置有与过滤壳板端面贴合过滤层，在过滤壳板上设置有过水槽，在过

滤壳板中心设置有与过水槽连通的出水通道，在过滤层背离过滤壳板的端面设置有波浪

槽，在过滤壳板上设置有连接座，在连接座上设置有用以固定两片过滤壳板的紧固螺栓，在

紧固螺栓上套设有紧固螺母，在过滤壳板的直径端面上设置有限位孔和限位柱；所述过滤

壳板为塑料板，过滤层为过滤纸板，出水通道与连接管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水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洁机构的铁丝，铁丝横向固

定在水箱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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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过滤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污水过滤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污水处理工艺中，在污水进行处理前，往往需要静置一段时间，等待污水里的污

垢进行初步沉淀，在沉淀沉淀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艺处理，该过程耗费时间较长，往往容

易影响净化效率。现有的一些净水装置，占用空间较大，同时过滤面积较小，过滤效率较差，

同时现有的过滤装置无法在过滤的过程中实时进行清洁过滤机构表面的污垢，容易使过滤

装置表面出现堵塞，影响过滤效率。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污水过滤器，结构合理、操作简便，

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布置形成较大的过滤面积，增强过滤效率，同时还能及时清洁过滤盘表

面的污垢，防止过滤盘堵塞。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污水过滤器，包括水箱，在水箱内设置有若干组过

滤组件，所述过滤组件包括若干个外表面能透水和过滤污垢的过滤盘，在过滤盘的中心穿

设有与过滤盘内部连通的连接管，连接管两端与水箱之间进行转动连接。

[0005] 进一步的，在连接管一端设置有旋转接头，连接管端部与旋转接头的空心轴连接，

在水箱外侧设置有用以驱动连接管转动的动力机构和传动机构，在水箱内设置有用以清洁

过滤盘表面污垢的清洁机构。

[0006] 进一步的，在旋转接头的出水口设置有出水管，出水管的出水端设置有抽水泵，在

抽水泵的出水端设置有集水桶，在抽水泵与集水桶之间设置有集水管，在旋转接头下方设

置有防漏箱。

[0007] 进一步的，在水箱底部还设置有滚轮，在水箱外壁还设置有与动力机构、抽水泵电

性连接的控制箱。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动力机构为电机，在电机输出轴上设置有减速器，电机和减速器均

固定安装于防漏箱外壁，所述传动机构包括安装于减速器输出轴上的第一链轮和安装于旋

转接头空心轴上的第二链轮，在第一链轮与第二链轮之间设置有传动链条。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盘包括两片拼接的过滤壳板，在过滤壳板外周设置有与过滤

壳板端面贴合过滤层，在过滤壳板上设置有过水槽，在过滤壳板中心设置有与过水槽连通

的出水通道，在过滤层背离过滤壳板的端面设置有波浪槽，在过滤壳板上设置有连接座，在

连接座上设置有用以固定两片过滤壳板的紧固螺栓，在紧固螺栓上套设有紧固螺母，在过

滤壳板的直径端面上设置有限位孔和限位柱；所述过滤壳板为塑料板，过滤层为过滤纸板，

出水通道与连接管连通。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清洁机构的铁丝，铁丝横向固定在水箱内壁。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结构合理、操作简便，能在有限的空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0583931 U

3



间内，布置形成较大的过滤面积，增强过滤效率，同时还能及时清洁过滤盘表面的污垢，防

止过滤盘堵塞。

[0012] 为使得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主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图2的俯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图3的A-A剖视图；

[0017]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过滤组件的安装示意图；

[0018]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过滤盘的安装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过滤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过滤盘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过滤盘的主视图；

[0022]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图9的B-B剖视图；

[0023] 图1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图9的左视图；

[0024] 图中：100-水箱；110-滚轮；200-过滤组件；210-过滤盘；211-过滤壳板；212-过滤

层；213-过水槽；214-出水通道；215-波浪槽；216-连接座；217-紧固螺栓；218-紧固螺母；

219-限位孔；220-限位柱；230-连接管；300-旋转接头；310-出水管；320-抽水泵；330-集水

桶；340-防漏箱；350-集水管；360-外壳体；370-空心轴；400-动力机构；410-电机；420-减速

器；500-传动机构；510-第一链轮；520-第二链轮；530-传动链条；600-清洁机构；700-控制

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11所示，一种污水过滤器，包括水箱100，在水箱100内设置有若干组过滤组

件200，所述过滤组件200包括若干个外表面能透水和过滤污垢的过滤盘210，在过滤盘210

的中心穿设有与过滤盘210内部连通的连接管230，连接管230两端与水箱100之间进行转动

连接。水箱100用于存储待过滤处理的污水，过滤组件200安装在水箱100内，每组过滤组件

200均包括一根连接管230和若干个过滤盘210，每个过滤盘210均可以对污水进行过滤，进

而可以实现在有限的空间内布置形成较大的过滤面积。污水由过滤盘210端面进行过滤，进

入过滤盘210内，再流入连接管230内。

[0026] 本实施例中，在连接管230一端设置有旋转接头300，连接管230端部与旋转接头

300的空心轴连接，在水箱100外侧设置有用以驱动连接管230转动的动力机构400和传动机

构500，在水箱100内设置有用以清洁过滤盘210表面污垢的清洁机构600。优选地，旋转接头

300采用HD型旋转接头300，HD型旋转接头300包括外壳体和可以相对外壳体转动的空心轴，

旋接接头的外壳体固定不动，空心轴与连接管230相接，动力机构400和传动机构500能驱动

连接管230和空心轴转动，带动过滤盘210转动，过滤盘210转动会使过滤盘210的表面与清

洁机构600产生摩擦，清洁机构600会将过滤盘210表面的污垢层刮落，避免污垢层阻挡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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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盘210表面，影响过滤效果。

[0027] 本实施例中，在旋转接头300的出水口设置有出水管310，出水管310的出水端设置

有抽水泵320，在抽水泵320的出水端设置有集水桶330，在抽水泵320与集水桶330之间设置

有集水管350，在旋转接头300下方设置有防漏箱340。出水口设置在旋转接头300的外壳体

上，在旋转接头300下端设置防漏箱340有利于在旋转接头300与出水管310的连接部位漏水

时，及时将漏出的水滴进行收集。

[0028] 本实施例中，在水箱100底部还设置有滚轮110，在水箱100外壁还设置有与动力机

构400、抽水泵320电性连接的控制箱。控制箱能控制动力机构400和抽水泵320的启动和暂

停，滚轮110便于水箱100的移动。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动力机构400为电机410，在电机410输出轴上设置有减速器420，

电机410和减速器420均固定安装于防漏箱340外壁，所述传动机构500包括安装于减速器

420输出轴上的第一链轮510和安装于旋转接头300空心轴上的第二链轮520，在第一链轮

510与第二链轮520之间设置有传动链条530。电机410转动会带动第一链轮510转动，第一链

轮510转动通过传动链条530传动，会带动第二链轮520转动，第二链轮520转动会带动旋转

接头300的空心轴转动，空心轴转动，会带动与空心轴连接的连接管230转动，进而带动过滤

盘210转动。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过滤盘210包括两片拼接的过滤壳板211，在过滤壳板外周设置

有与过滤壳板端面贴合过滤层212，在过滤壳板上设置有过水槽213，在过滤壳板中心设置

有与过水槽213连通的出水通道214，在过滤层212背离过滤壳板的端面设置有波浪槽215，

在过滤壳板211上设置有连接座216，在连接座216上设置有用以固定两片过滤壳板211的紧

固螺栓217，在紧固螺栓217上套设有紧固螺母218，在过滤壳板211的直径端面上设置有限

位孔219和限位柱220；所述过滤壳板为塑料板，过滤层212为过滤纸板，出水通道214与连接

管230连通。将过滤层212设置在半圆壳板两侧，使过滤盘210外表面与污水接触的面积均能

进行过滤，增大过滤面积；波浪槽215会使污垢层在水压或气压的作用下出现裂纹，进而促

进污垢层的掉落，防止过滤层212堵塞；在安装过滤壳板211时，先将两片过滤壳板211的限

位孔219与限位柱220配合，使两片过滤壳板211的限位柱220插入限位孔219中，再使用紧固

螺栓217穿过连接座216，并使用紧固螺母218将两片过滤壳板211固定进行锁紧固定。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清洁机构600的铁丝，铁丝横向固定在水箱100内壁。铁丝能在过

滤盘210转动时，对过滤盘210表面的污垢刮落。

[0032] 具体实施过程：将污水导入水箱100中，通过控制器700控制动力机构400和抽水泵

320启动，抽水泵320启动会使连接管230和过滤盘210内形成负压，水箱100内的水流会透过

过滤盘210端面流入过滤盘210内，当水流通过过滤盘210端面时，水流内含有的污垢会被过

滤在过滤盘210外，接着被过滤的水再依次通过连接管230、旋转接头300、出水管310、抽水

泵320、集水管350，最后流入集水桶330内进行存储；在过滤的过程中，污垢会堆积在过滤盘

210表面，动力机构400转动，经过传动机构500传动，能带动连接管230和过滤盘210转动，过

滤盘210转动的过程中，过滤盘210的表面会与清洁机构600产生摩擦，进而对过滤盘210表

面的污垢进行清洁，被清洁的污垢被刮落后会由于重力的作用落入水箱100底部。

[0033] 上述操作流程及软硬件配置，仅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

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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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运用在相关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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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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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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