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977905.X

(22)申请日 2020.09.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926499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1.13

(73)专利权人 佛山市南海德耀纺织实业有限公

司

地址 528211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联

新七队

(72)发明人 梁耀恒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46

代理人 彭声强

(51)Int.Cl.

D06B 3/10(2006.01)

D06B 23/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11256320 U,2020.08.14

CN 105483963 A,2016.04.13

CN 208893712 U,2019.05.24

CN 204841082 U,2015.12.09

CN 105688475 A,2016.06.22

CN 207102014 U,2018.03.16

CN 109276922 A,2019.01.29

CN 204715049 U,2015.10.21

CN 210621166 U,2020.05.26

CN 211420553 U,2020.09.04

EP 2165748 A1,2010.03.24

审查员 王敏莲

 

(54)发明名称

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织物退浆技术领域的一种周

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包括循环泵、温控

探头、电加热器和水洗箱，所述水洗箱的内部设

置有导辊和组合滤架，所述水洗箱的上部设置有

供液管，所述水洗箱为顶部开口的槽体，所述水

洗箱的前侧壁安装有排液管和给液管，所述水洗

箱的底壁安装有废液管，所述水洗箱的内腔设置

有隔板一和隔板二，所述水洗箱的内腔底壁设置

有脚架，通过组合滤架，对滤液槽中的水液进行

分层过滤，使得滤液后的水液能够通过循环泵，

循环至水洗槽进行重复利用，提高了水资源的利

用率，有利于降低退浆的水洗工序中对水资源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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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包括循环泵（001）、温控探头（002）、电加热器

（003）和水洗箱（100），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洗箱（100）的内部设置有导辊（200）和组合滤架

（400），所述水洗箱（100）的上部设置有供液管（300），所述温控探头（002）和电加热器（003）

均设置在所述水洗箱（100）内；

所述水洗箱（100）为顶部开口的槽体，所述水洗箱（100）的前侧壁安装有排液管（101）

和给液管（102），所述排液管（101）与所述供液管（300）连通，所述循环泵（001）设置在所述

排液管（101）与所述供液管（300）之间，所述水洗箱（100）的底壁安装有废液管（103），所述

水洗箱（100）的内腔设置有隔板一（104）和隔板二（105），所述水洗箱（100）的内腔底壁设置

有脚架（106）；

所述隔板一（104）为方形板，所述隔板一（104）的前后两壁分别与水洗箱（100）槽腔的

前后腔壁相焊接且所述隔板一（104）的底部与所述水洗箱（100）之间形成通道，所述隔板一

（104）将水洗箱（100）的槽腔分隔为连通的滤液槽（110）和溢液槽（120），所述排液管（101）

和给液管（102）均连通至所述滤液槽（110），所述隔板二（105）为圆弧形板，所述隔板二

（105）的前后两壁分别与溢液槽（120）槽腔的前后腔壁相焊接，所述隔板二（105）将溢液槽

（120）的上部槽腔分隔成水洗槽（130），所述导辊（200）位于所述水洗槽（130），所述供液管

（300）连通至所述水洗槽（130），所述废液管（103）连通至所述溢液槽（120）的底部，所述废

液管（103）与所述溢液槽（120）的接口位于所述水洗槽（130）的下方；

所述组合滤架（400）设置在所述滤液槽（110），所述排液管（101）与所述滤液槽（110）的

接口和所述给液管（102）与所述滤液槽（110）的接口均高于所述组合滤架（400），所述组合

滤架（400）包括滤板（410），所述滤板（410）的四角处均安装有脚柱（420），所述滤板（410）包

括主滤板（411），所述主滤板（411）的顶壁中部安装有副滤板（412），所述主滤板（411）的四

角处均安装有限位器（413）；

所述主滤板（411）为方形板，所述主滤板（411）的中部开设有填料腔（401），所述主滤板

（411）的四角处均开设有角槽（402），所述角槽（402）的圆周侧壁开设有环槽（403），所述限

位器（413）为圆环状，所述限位器（413）的圆周外侧壁连接有滑环（404），所述限位器（413）

的环腔侧壁连接有限位块（405），所述限位器（413）的顶壁焊接有摇杆（406）；

所述脚柱（420）为圆柱体，所述脚柱（420）与所述脚架（106）连接，所述脚柱（420）的侧

壁开设有滑槽（407）和限位槽（408），所述滑槽（407）槽腔的轴线与脚柱（420）的上下两端壁

相垂直，且滑槽（407）贯穿脚柱（420）的上下两端壁；

所述水洗箱（100）内形成排液管（101）-循环泵（001）-供液管（300）-水洗槽（130）-溢液

槽（120）-滤液槽（110）的液体循环路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洗槽

（130）为圆柱形腔体，所述水洗槽（130）前后两侧壁的圆心处均安装有出液嘴（131），所述水

洗槽（130）前后两侧壁皆均匀开设有安装槽（13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辊

（200）包括辊体（210），所述辊体（210）的前后两端均安装有轴承（220），所述轴承（220）安装

在安装槽（132）的槽腔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液管

（300）为方拱状管道，所述供液管（300）的前后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水洗槽（130）前后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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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壁中心处，且供液管（300）前后两端的管口分别与水洗槽（130）前后两侧的出液嘴

（131）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腔

（401）为顶部开口的腔体，所述主滤板（411）的板体和副滤板（412）的板体皆均匀开设有滤

孔，所述副滤板（412）为方形板，且副滤板（412）嵌装在填料腔（401）的开口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角槽

（402）为圆孔，且角槽（402）贯穿主滤板（411）的板体，所述环槽（403）呈圆环状，且环槽

（403）与角槽（402）呈同轴心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环

（404）为圆环状，且滑环（404）与限位器（413）呈同轴心设置，所述限位器（413）位于角槽

（402）的槽腔中，所述滑环（404）位于环槽（403）的槽腔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脚架

（106）包括圆环架，所述圆环架的底壁均匀焊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的底端固定焊接在滤

液槽（110）的槽腔底壁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脚柱

（420）的底部插接在脚架（106）的圆环架环腔中，所述限位器（413）套接在脚柱（420）的主体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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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织物退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

背景技术

[0002] 棉纱做经线时，与机器摩擦较多，而棉纱之间的摩擦又容易产生静电，因此，织前

会进行上浆工序，使其表面形成一层牢固的浆膜，让纱线变得紧密和光滑，从而提高纱线的

断裂强度和耐磨损性。

[0003] 织好后浆就发硬，时间久了还会泛黄，发霉。因此，在棉纱织物的生产中，其后制工

序会有退浆工序，去除织物上的浆膜，保证后面印染程序的顺利进行。

[0004] 在退浆工序中，通常是使用退浆机进行以下基本工序：预水洗-浸轧退浆液-保温

堆置-水洗。其中，预水洗和水洗两个工序使用的是带辊的水箱，浸轧退浆液工序使用的是

浸轧机，保温堆置箱使用的是堆置箱。

[0005] 为保障织物水洗效果，需要按时对水箱中的水液进行更换。目前市场上，水洗用的

水箱一般为上方开口的槽体，其槽腔内加装有导辊，织物由导辊引导入水箱的槽腔中进行

水洗，构造简单，仅通过进出水口进行注水和排水，无法对水液进行循环利用，对水资源的

需求较大，并且对水资源的利用率较低。

[0006] 基于此，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一般为上方开口的槽体，其槽腔内加装有导辊，织物由导辊引导入水箱的槽腔中

进行水洗，构造简单，仅通过进出水口进行注水和排水，无法对水液进行循环利用，对水资

源的需求较大，并且对水资源的利用率较低的问题。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

包括循环泵、温控探头、电加热器和水洗箱，所述水洗箱的内部设置有导辊和组合滤架，所

述水洗箱的上部设置有供液管，所述温控探头和电加热器均设置在所述水洗箱内；

[0009] 所述水洗箱为顶部开口的槽体，所述水洗箱的前侧壁安装有排液管和给液管，所

述排液管与所述供液管连通，所述循环泵设置在所述排液管与所述供液管之间，所述水洗

箱的底壁安装有废液管，所述水洗箱的内腔设置有隔板一和隔板二，所述水洗箱的内腔底

壁设置有脚架；

[0010] 所述隔板一为方形板，所述隔板一的前后两壁分别与水洗箱槽腔的前后腔壁相焊

接且所述隔板一的底部与所述水洗箱之间形成通道，所述隔板一将水洗箱的槽腔分隔为连

通的滤液槽和溢液槽，所述排液管和给液管均连通至所述滤液槽，所述隔板二为圆弧形板，

所述隔板二的前后两壁分别与溢液槽槽腔的前后腔壁相焊接，所述隔板二将溢液槽的上部

槽腔分隔成水洗槽，所述导辊位于所述水洗槽，所述供液管连通至所述水洗槽，所述废液管

连通至所述溢液槽的底部，所述废液管与所述溢液槽的接口位于所述水洗槽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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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组合滤架设置在所述滤液槽，所述排液管与所述滤液槽的接口和所述给液管

与所述滤液槽的接口均高于所述组合滤架，所述组合滤架包括滤板，所述滤板的四角处均

安装有脚柱，所述滤板包括主滤板，所述主滤板的顶壁中部安装有副滤板，所述主滤板的四

角处均安装有限位器；

[0012] 所述主滤板为方形板，所述主滤板的中部开设有填料腔，所述主滤板的四角处均

开设有角槽，所述角槽的圆周侧壁开设有环槽，所述限位器为圆环状，所述限位器的圆周外

侧壁连接有滑环，所述限位器的环腔侧壁连接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器的顶壁焊接有摇杆；

[0013] 所述脚柱为圆柱体，所述脚柱与所述脚架连接，所述脚柱的侧壁开设有滑槽和限

位槽，所述滑槽槽腔的轴线与脚柱的上下两端壁相垂直，且滑槽贯穿脚柱的上下两端壁；

[0014] 所述水洗箱内形成排液管-循环泵-供液管-水洗槽-溢液槽-滤液槽的液体循环路

径。

[0015] 优选的，所述水洗槽为圆柱形腔体，所述水洗槽前后两侧壁的圆心处均安装有出

液嘴，所述水洗槽前后两侧壁皆均匀开设有安装槽。

[0016] 优选的，所述导辊包括辊体，所述辊体的前后两端均安装有轴承，所述轴承安装在

安装槽的槽腔中。

[0017] 优选的，所述供液管为方拱状管道，所述供液管的前后两端分别固定连接在水洗

槽前后两侧的外壁中心处，且供液管前后两端的管口分别与水洗槽前后两侧的出液嘴相连

通。

[0018] 优选的，所述填料腔为顶部开口的腔体，所述主滤板的板体和副滤板的板体皆均

匀开设有滤孔，所述副滤板为方形板，且副滤板嵌装在填料腔的开口处。

[0019] 优选的，所述角槽为圆孔，且角槽贯穿主滤板的板体，所述环槽呈圆环状，且环槽

与角槽呈同轴心设置。

[0020] 优选的，所述滑环为圆环状，且滑环与限位器呈同轴心设置，所述限位器位于角槽

的槽腔中，所述滑环位于环槽的槽腔中。

[0021] 优选的，所述脚架包括圆环架，所述圆环架的底壁均匀焊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

的底端固定焊接在滤液槽的槽腔底壁上。

[0022] 优选的，所述脚柱的底部插接在脚架的圆环架环腔中，所述限位器套接在脚柱的

主体上。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能够通过组合滤架，对滤液槽中的

水液进行分层过滤，使得滤液后的水液能够通过循环泵，循环至水洗槽进行重复利用，提高

了水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降低退浆的水洗工序中对水资源的消耗。同时，组合滤架中通过

脚柱和限位器的配合，方便组合滤架的组装和拆分，滤板的空腔设计，方便根据需求填入不

同的滤料，实现对滤液槽中水液的分层过滤，方便滤料的定期更换。

[0024] 当然，实施本发明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用的

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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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026]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一；

[0027] 图2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二；

[0028] 图3为本发明水洗箱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水洗箱内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导辊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组合滤架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滤板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主滤板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本发明限位器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0为本发明脚柱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1为本发明织物水洗示意图。

[0037]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38] 001-循环泵，002-温控探头，003-电加热器，100-水洗箱，101-排液管，102-给液

管，103-废液管，104-隔板一，110-滤液槽，120-溢液槽，105-隔板二，130-水洗槽，131-出液

嘴，132-安装槽，106-脚架，200-导辊，210-辊体，220-轴承，300-供液管，400-组合滤架，

410-滤板，411-主滤板，401-填料腔，402-角槽，403-环槽，412-副滤板，413-限位器，404-滑

环，405-限位块，406-摇杆，420-脚柱，407-滑槽，408-限位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请参阅图1-1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周期性自加料水洗过滤退浆机，由

循环泵001、温控探头002、电加热器003、水洗箱100、导辊200、供液管300和组合滤架400组

成。温控探头002和电加热器003均设置在所述水洗箱100内，用于检测温度并实时控制温

度。

[0041] 水洗箱100为顶部开口的槽体，水洗箱100的前侧壁安装有排液管101和给液管

102，排液管101与供液管300连通，循环泵001设置在排液管101与所述供液管300之间，循环

泵用于把水从排液管101送到供液管300，给液管102用于适时加水，水洗箱100的底壁安装

有废液管103，废液管103用于适时排水，水洗箱100的内腔设置有隔板一104和隔板二105，

水洗箱100的内腔底壁设置有脚架106。

[0042] 进一步地，隔板一104为方形板，隔板一104的前后两壁分别与水洗箱100槽腔的前

后腔壁相焊接且隔板一104的底部与水洗箱100之间形成通道。隔板一104将水洗箱100的槽

腔分隔为连通的滤液槽110和溢液槽120，排液管101和给液管102均连通至滤液槽110，滤液

槽110位于溢液槽120左侧，并且滤液槽110和溢液槽120底部连通，以便溢液槽120中的水液

流入滤液槽110内。温控探头002安装在滤液槽110的槽腔底壁，并且温控探头002的底部贯

穿滤液槽110的底壁，温控探头002与外界的控制柜中的控制器电连接。电加热器003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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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液槽110的底部内腔中，并且电加热器003的接线端子位于滤液槽110的左侧外壁上，电加

热器003的接线端子与外界的控制柜中的控制器电连接。

[0043] 进一步地，隔板二105为圆弧形板，隔板二105的前后两壁分别与溢液槽120槽腔的

前后腔壁相焊接。隔板二105将溢液槽120的上部槽腔分隔成水洗槽130，用来对织物进行水

洗作业。导辊200位于水洗槽130，供液管300连通至水洗槽130，废液管103连通至溢液槽120

的底部，废液管103与溢液槽120的接口位于水洗槽130的下方。

[0044] 进一步地，水洗槽130为圆柱形腔体。水洗槽130前后两侧壁的圆心处均安装有出

液嘴131，用来向水洗槽130的槽腔排放水液。水洗槽130前后两侧壁皆均匀开设有安装槽

132，用来安装导辊200。

[0045] 进一步地，排液管101和给液管102固定焊接在滤液槽110上部的前壁上，并且排液

管101的管腔、给液管102的管腔均与滤液槽110的槽腔连通。排液管101的前端口与循环泵

001的输入口通过管道连接方式连通。给液管102的管体安装有逆止阀，该逆止阀中的流体

由前向后流通，给液管102的前端管口与外界的输送管道连通，外界的输送管道用来对给液

管102输送水液和助洗剂，添加助洗剂，能够防止洗下的污垢再次沉积到织物上产生结垢。

废液管103为开口朝上的U型管道，废液管103左部管体的顶端管口固定焊接在溢液槽120的

底壁上，并且废液管103左部管体的管腔与溢液槽120的槽腔连通。废液管103右部管体的顶

端管口固定焊接在水洗槽130的底壁上，并且废液管103右部管体的管腔与水洗槽130的槽

腔连通。废液管103左右两部的管体均加装有市场上的电控阀，方便分别控制废液管103左

右两部的管体排放水液。废液管103中部的管体连通有排污管，排污管通过管道连接方式与

外界的排污管道连通，以便对外排放溢液槽120和水洗槽130中的废液。

[0046] 进一步地，脚架106包括圆环架，圆环架的底壁均匀焊接有支撑杆，支撑杆的底端

固定焊接在滤液槽110的槽腔底壁上。脚架106共四组，四组脚架106呈矩形点阵状分布。

[0047] 导辊200包括辊体210，辊体210的前后两端均安装有轴承220，轴承220安装在安装

槽132的槽腔中，轴承220采用市场上的防水密封轴承。

[0048] 供液管300为方拱状管道，供液管300的前后两端分别固定焊接在水洗槽130前后

两侧的外壁中心处，并且供液管300前后两端的管口分别与水洗槽130前后两侧的出液嘴

131相连通。供液管300前后两端的管体均安装有逆止阀，该逆止阀中的流体为由上向下流

通。供液管300的中部管体为三通结构，并通过外接水管与循环泵001的输出口连通。

[0049] 组合滤架400设置在滤液槽110，排液管101与滤液槽110的接口和给液管102与滤

液槽110的接口均高于组合滤架400，组合滤架400由四组滤板410和四组脚柱420组成。四组

滤板410呈上下平行状依次对齐分布，四组脚柱420呈矩形点阵状分布，并且四组脚柱420的

底部柱体分别插接在四组脚架106的圆环架环腔中，脚柱420的底壁置于滤液槽110的槽腔

底壁上。

[0050] 进一步地，滤板410由主滤板411、副滤板412和限位器413组成。

[0051] 其中，主滤板411和副滤板412均为方形板。主滤板411的中部开设有填料腔401，填

料腔401为顶部开口的腔体，并且填料腔401的顶部开口为方形槽口，填料腔401的槽腔用来

填装滤料。副滤板412嵌装在填料腔401的方形槽口中。主滤板411的板体和副滤板412的板

体皆均匀开设有滤孔，方水液的过滤。主滤板411的四角处均开设有角槽402，角槽402为圆

孔，角槽402贯穿主滤板411板体的上下两壁。角槽402的圆周侧壁开设有环槽403，环槽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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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圆环状，环槽403与角槽402呈同轴心设置。

[0052] 其中，限位器413为圆环状，限位器413位于角槽402的槽腔中。限位器413的圆周外

侧壁连接有滑环404，滑环404为圆环状，滑环404与限位器413呈同轴心设置，滑环404位于

环槽403的槽腔中。限位器413的环腔侧壁连接有限位块405。限位器413的顶壁焊接有摇杆

406，用来摇转限位器413，使限位器413在角槽402的槽腔中转动。

[0053] 进一步地，脚柱420为圆柱体，脚柱420的侧壁开设有一组滑槽407和四组限位槽

408。滑槽407槽腔的轴线与脚柱420的上下两端壁相垂直，滑槽407贯穿脚柱420的上下两端

壁。脚柱420插接在限位器413的环腔中，限位块405能够沿滑槽407进行上下滑动。四组限位

槽408均匀设置在脚柱420的柱体上，并且四组限位槽408均位于滑槽407槽腔的左侧，限位

槽408与滑槽407连通。

[0054] 在本发明中，本发明应用于退浆工序的四道基本工序中的水洗工序。置于堆置箱

之后，堆置箱将其箱内织物的浆膜分解后，将织物输送出来。输送出来的织物由本发明左侧

的上空进入水洗槽130上空，并由水洗槽130上部的导辊200绕至水洗槽130内部的各组导辊

200上，最后，再由水洗槽130上部的导辊200绕出输送到后序的工序中。

[0055] 水洗箱100内形成排液管101-循环泵001-供液管300-水洗槽130-溢液槽120-滤液

槽110的液体循环路径。

[0056] 在本发明中，织物进入水洗槽130内腔时，被水洗槽130内的水液所洗涤，将织物表

面浆膜分解的产物洗下。水洗槽130内腔的水液由隔板二105的顶部边沿溢出，并流入溢液

槽120中，再由溢液槽120流入滤液槽110，经过各组滤板410的过滤，使得滤液槽110上部的

水液能够重复使用。

[0057] 在本发明中，排液管101高于组合滤架400，排液管101低于隔板二105的顶部边沿。

温控探头002用来监测滤液槽110中水液温度，电加热器003用来对滤液槽110内水液进行加

热。循环泵001通过排液管101将滤液槽110上部净化的水液抽送到供液管300中，并由供液

管300输送到水洗槽130的槽腔中，对水洗槽130的槽腔进行水液补给。

[0058] 在本发明中，外界的输送管道按照设定的周期通过给液管102对滤液槽110的槽腔

输送净水和助洗剂，用来对滤液槽110中的水液和助洗剂进行补给。废液管103左部管体上

的电控阀按照设定的周期定时开启，对溢液槽120底部槽腔的污液进行排放。其中，外界的

输送管道所设定的周期与废液管103左部管体上的电控阀所述设定的周期一致，同步进行

开启或关闭。

[0059] 在本发明中，需要对水洗箱100的三个槽腔以及组合滤架400进行清洗维修时，关

停所有设备，再将组合滤架400从滤液槽110的槽腔中取出。然后开启废液管103上的两组电

控阀，对水洗箱100的内壁进行清洗，滤液槽110和溢液槽120中清洗的废液由废液管103左

部管体汇流到废液管103所连通的排污管，并排放到外界的排污管道，水洗槽130中清洗的

废液由废液管103右部管体汇流到废液管103所连通的排污管，并排放到外界的排污管道。

[0060] 在本发明中，限位器413套接在脚柱420的柱体上，限位块405处于滑槽407的槽腔

中时，能够使限位器413沿脚柱420的柱体进行上下滑动，即可以上下移动滤板410。当限位

器413滑至限位槽408处时，通过手持摇杆406转动限位器413，使限位器413在角槽402的槽

腔中转动，将限位块405由滑槽407的槽腔转至限位槽408的槽腔，能够将限位器413固定在

限位槽408处，即使得滤板410固定在脚柱420的杆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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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连

接”、“设置”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而言，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

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

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

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

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62]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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