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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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629700.8

(22)申请日 2020.04.23

(73)专利权人 苏州新纽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

新埂村华宇路128号1幢1楼

(72)发明人 王军舰　钟入刚　王雨　王学成　

曹慧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智东方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578

代理人 吴倩

(51)Int.Cl.

B01D 65/02(2006.01)

B01D 61/00(2006.01)

B01D 6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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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

机。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包括机架以及设

置在机架内的水槽，机架上设置有过滤模块以及

清洗模块，过滤模块包括过滤泵，若干个过滤膜

组分别与汇总进水管路和汇总出水管路并联连

接，若干个过滤膜组的顶部和底部并联连接有排

污管路，过滤模块出水管上设置有过滤模块总出

水阀以及过滤模块出水口；清洗模块包括清洗

泵、回收桶、入水过滤膜组以及排污过滤膜组，回

收桶和清洗泵之间连接有回收阀，清洗模块包括

排污口和清洗模块清洗口，排污口与过滤模块的

排污管路连接，清洗模块清洗口与过滤模块清洗

口连接。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方案够对过滤模块进

行彻底高效的反洗且清洗模块能够实现自动反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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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包括机架以及设置在机架内的水槽，其特征在于：所述机

架上设置有过滤模块以及清洗模块，所述过滤模块包括过滤泵、汇总进水管路、若干个过滤

膜组以及汇总出水管路，所述若干个过滤膜组分别与汇总进水管路和汇总出水管路并联连

接，每一所述过滤膜组分别在汇总进水管路以及汇总出水管路处设置有过滤出水阀，所述

若干个过滤膜组的顶部和底部并联连接有排污管路，所述排污管路上设置有顶部排污阀和

底部排污阀，所述汇总进水管路包括过滤模块入水口，所述汇总出水管路连接过滤模块出

水管以及清洗管，所述过滤模块出水管上设置有过滤模块总出水阀以及过滤模块出水口，

所述清洗管上设置有清洗口阀门以及过滤模块清洗口；所述清洗模块包括清洗泵、回收桶、

入水过滤膜组以及排污过滤膜组，所述入水过滤膜组包括设置在下方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

排污阀以及设置在顶部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以及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所述排污过

滤膜组包括设置在下方的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以及设置在顶部的排污过滤膜组汇总

出水阀以及排污过滤膜组进气阀，所述回收桶和清洗泵之间连接有回收阀，所述回收桶与

入水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以及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连接，所述清洗模块包括排污口和

清洗模块清洗口，所述排污口与过滤模块的排污管路连接，所述清洗模块清洗口与过滤模

块清洗口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入水过滤膜组以

及排污过滤膜组均包括若干个过滤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桶内设置有

滤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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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过滤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控制箱过滤机用于工业用药剂或液体的混合或者过滤，以得到无杂质的药剂

或者液体，较多用于电镀行业。目前的控制箱过滤机主要包括机架、过滤桶、过滤泵、控制箱

以及加药桶，过滤桶的下面安装有过滤泵即泵浦。现有的控制箱过滤机在使用时，需要定期

检查来保证控制箱过滤机的安全性以及过滤性能，无法做到对过滤泵的实时监测以及及时

报警，在使用时比较不便，并且过滤机使用时如何更加符合环保的要求也是一个问题。为了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现有技术中已经出现了智能过滤机，该智能过滤机在启动过  程中能够

自己提供饮水，在具有过滤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循环的功能，过滤机的关闭过程采用压缩气

体将滤筒内剩余的过滤液体和污水排出，使得过滤机的操作高效智能，但是这种过滤机存

在的问题是整个过滤管同时排污水时导致泄压问题使得过滤效果还不够好。因此，申请号

为201910475168.0的专利提供了一种改进型智能过滤机，包括机架以及设置在机架内的水

槽，水槽内设置有过滤泵、若干个过滤管、进水管路以及出水管路，还包括回收桶。其能够对

每个过滤管单独进行无泄压式的反洗过滤，具有过滤效果好、自动化运行、节省成本且无污

染排放的优点，但是这种方案的缺点一是反洗采用单纯的进气式反洗，反洗效果不够好，二

是回收桶内的液体是回收的反洗后的液体，依然不够清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对过滤模块

进行彻底高效的反洗且清洗模块能够实现自动反洗的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包

括机架以及设置在机架内的水槽，所述机架上设置有过滤模块以及清洗模块，所述过滤模

块包括过滤泵、汇总进水管路、若干个过滤膜组以及汇总出水管路，所述若干个过滤膜组分

别与汇总进水管路和汇总出水管路并联连接，每一所述过滤膜组分别在汇总进水管路以及

汇总出水管路处设置有过滤出水阀，所述若干个过滤膜组的顶部和底部并联连接有排污管

路，所述排污管路上设置有顶部排污阀和底部排污阀，所述汇总进水管路包括过滤模块入

水口，所述汇总出水管路连接过滤模块出水管以及清洗管，所述过滤模块出水管上设置有

过滤模块总出水阀以及过滤模块出水口，所述清洗管上设置有清洗口阀门以及过滤模块清

洗口；所述清洗模块包括清洗泵、回收桶、入水过滤膜组以及排污过滤膜组，所述入水过滤

膜组包括设置在下方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以及设置在顶部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出

水阀以及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所述排污过滤膜组包括设置在下方的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

污阀以及设置在顶部的排污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以及排污过滤膜组进气阀，所述回收桶和

清洗泵之间连接有回收阀，所述回收桶与入水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以及排污过滤膜组汇总

排污阀连接，所述清洗模块包括排污口和清洗模块清洗口，所述排污口与过滤模块的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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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连接，所述清洗模块清洗口与过滤模块清洗口连接。

[0005] 优选的，所述入水过滤膜组以及排污过滤膜组均包括若干个过滤膜。

[0006] 优选的，所述回收桶内设置有滤袋。

[0007] 本实用新型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优点，本方案通过增设清洗模块能够对分步

骤对每一个过滤模块的膜组进行依次反洗搅拌反洗以及气液反洗，其清洗效果更好，并且

清洗模块分为入水过滤膜组以及排污过滤膜组，功能分开全面且能够实现自清洗，保证了

清洗效果的持续性。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过滤模块的侧视图；

[000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过滤模块的立体图；

[001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清洗模块的立体图一；

[001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清洗模块的立体图二；

[0012]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清洗模块的正视图；

[0013]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清洗模块的侧视图；

[0014]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的示例图。

[0015] 图中：1、过滤模块；2、清洗模块；3、过滤泵；4、汇总进水管路；5、过滤膜组；6、汇总

出水管路；7、过滤出水阀；8、底部排污阀；9、排污管路；10、顶部排污阀；11、过滤模块入水

口；12、过滤模块总出水阀；13、过滤模块出水口；14、清洗口阀门；15、过滤模块清洗口；16、

清洗泵；17、回收桶；18、入水过滤膜组；19、排污过滤膜组；20、入水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

21、入水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2、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23、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4、

排污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5、排污过滤膜组进气阀；26、回收阀；27、清洗模块清洗口；28、

水槽；29、过滤模块排污口；30、入口管路；31、出口管路；32、清洗管路；33、排气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7] 如图1所示，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包括机架以及设置在机架内的水槽28，所

述机架上设置有过滤模块1以及清洗模块2，所述过滤模块1包括过滤泵3、汇总进水管路4、

若干个过滤膜组5以及汇总出水管路6，所述若干个过滤膜组5分别与汇总进水管路4和汇总

出水管路6并联连接，每一所述过滤膜组5分别在汇总进水管路4以及汇总出水管路6处设置

有过滤出水阀7，所述若干个过滤膜组5的顶部和底部并联连接有排污管路9，所述排污管路

9上设置有顶部排污阀10和底部排污阀8，所述汇总进水管路4包括过滤模块入水口11，所述

汇总出水管路6连接过滤模块出水管以及清洗管，所述过滤模块出水管上设置有过滤模块

总出水阀12以及过滤模块出水口13，所述清洗管上设置有清洗口阀门14以及过滤模块清洗

口15；所述清洗模块2包括清洗泵16、回收桶17、入水过滤膜组18以及排污过滤膜组19，所述

入水过滤膜组18包括设置在下方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0以及设置在顶部的入水过

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1以及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22，所述排污过滤膜组19包括设置在下方的

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3以及设置在顶部的排污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4以及排污过滤

膜组进气阀25，所述回收桶17和清洗泵16之间连接有回收阀26，所述回收桶17与入水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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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组汇总排污阀20以及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3连接，所述清洗模块2包括排污口和清

洗模块2清洗口，所述排污口与过滤模块1的排污管路9连接，所述清洗模块2清洗口与过滤

模块清洗口15连接。

[0018] 本方案的一种高效反洗智能过滤机，为方便观察，过滤模块1和清洗模块2已经拆

分，其特点在于专门设置了清洗模块2来对过滤模块1进行彻底高效的清洗，其清洗模式包

括过滤模块1膜组搅拌反洗以及过滤模块1膜组气液反洗两个步骤，对于第一步的过滤模块

膜组搅拌反洗，其工作流程是：当过滤模块1设定的时间或者压力到时，设备停机，此时清洗

模块2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1、入水过滤膜组18的出水阀、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22打

开，排污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4、排污过滤膜组19的出水阀打开，清洗模块2的其它阀门关

闭，此时高压气体经过清洗口流向过滤模块1的清洗口，过滤模块1的清洗口阀门14、顶部排

污阀10以及一个过滤膜组5的过滤出水阀7打开，过滤模块1的其它阀关闭，此时气体流经滤

芯内部反洗和搅拌，由于顶部排污阀10高于过滤膜组5设置，由于空气密度轻只有气体可以

流出，过滤膜组5里水密度重能够一直保留在过滤膜组5里面，加上高压气体脉冲可以使得

过滤膜组5里的水对膜表面产生搅拌作用使得滤膜表面的赃物脱落。空气经过顶部排污阀

10流到排污口再流向清洗模块2排污口，再经过排污过滤膜组19后经过排污过滤膜组汇总

出水阀24到出水口再到水槽28，这样完成单租循环清洗，通过设定过滤模块1中每个过滤膜

组5的阀门打开和关闭时间来切换实现循环清洗，等到所有过滤膜组5完成清洗后，过滤模

块1的清洗口阀门14保持打开，底部排污阀8打开，其他阀门关闭，气体将所有膜组里的水经

过底部排污阀8排到排污口再到清洗模块2排污口再经过排污过滤膜组19到出水口再到水

槽28，此时赃物被过滤在排污过滤膜组19上，干净的水回到水槽28。

[0019] 第二步的过滤模块膜组气液反洗的步骤是：清洗模块2的清洗泵16启动，清洗模块

2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1、入水过滤膜组18的出水阀、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22打开，

排污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4、排污过滤膜组19的出水阀打开，清洗模块2的其它阀门关闭，

此时气体和液体通过清洗模块清洗口27流向过滤模块清洗口15，过滤模块1的清洗口阀门

14、底部排污阀8以及一个过滤膜组5的出水阀打开，其它阀关闭，气体将所有膜组里的水通

过底部排污阀8导入排污口再经过清洗模块2的排污口再经过排污过滤膜组19到出水口再

到水槽28，此时赃物被过滤在排污过滤膜组19上，干净的水回到水槽28。

[0020] 过滤膜组5反洗完成后，清洗模块2进行反洗，清洗模块2的入水过滤膜组18、入水

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0、入水过滤膜组进气阀22打开，其它阀关闭，气体从入水过滤膜组进

气阀22经过入水过滤膜组18的滤膜内部反洗，反洗的脏水经过入水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0

流到回收桶17中，回收桶17的顶部设置有排气口，排气口一直常开用于排气，此时脏水保留

在回收桶17里面，接着关闭入水过滤膜组18的阀门，继续打开排污过滤膜组19、排污过滤膜

组汇总排污阀23、排污过滤膜组19进气阀，气体从排污过滤膜组19进气阀经过排污过滤膜

组19的滤膜内部反洗，反洗的脏水经过排污过滤膜组汇总排污阀23流到回收桶17中。

[0021] 最后进行回收桶17抽干和过滤模块1补水步骤，清洗模块2的清洗泵16启动，清洗

模块2的入水过滤膜组汇总出水阀21、入水过滤膜组18的出水阀、回收阀26打开，其它阀关

闭，此时液体经清洗模块清洗口27的流向过滤模块1的清洗口，过滤模块1的清洗口阀门14

以及顶部排污阀10打开，此时清洗泵16同时抽入水口和回收桶17液体将所有膜组补满水，

液体经所有过滤模块1膜组再经入水过滤膜组18的顶部排污阀10到排污口再到清洗模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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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污过滤膜组19到出水口到水槽28，同时将回收桶17里的水抽完，完成补水后清洗模块2

停机，此时过滤模块1自动运行进入过滤状态，赃物都回收到回收桶17的滤袋中，需要人工

顶起提取。

[0022] 参照附图7为本方案的实施例，过滤模块1采用5个过滤膜组5搭配清洗模块2的1个

清洗模组为例，过滤膜组5与清洗模组并联排污管路9和清洗管路，入口管路和出口管路均

连接至水槽28，清洗模组增设排气管路。

[002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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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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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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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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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1

CN 212236763 U

11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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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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