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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净水器

(57)摘要

一体化净水器，包括絮凝池、沉淀池和过滤

池，所述絮凝池与所述沉淀池连通，所述沉淀池

与所述过滤池相通，所述沉淀池包括多个由两个

斜板倾斜相切连接成的三角挡块，多个三角挡块

并列安装在所述沉淀池的池底，两个所述三角挡

块之间互不衔接且设有预留空间，所述预留空间

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上开设有多组水孔，

其中，面向池底方向的两侧的所述水孔的出水位

正对所述三角挡块与池底的衔接处；所述沉淀池

的顶部边缘设置有喷洗装置，所述喷洗装置包括

喷水管以及设置在所述喷水管上的喷嘴，所述喷

水管通过转轴固定在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边缘。本

实用新型提出一体化净水器，在净化结束后对沉

淀池进行清洗，将沉淀池内的杂质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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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化净水器，包括絮凝池、沉淀池和过滤池，所述絮凝池与所述沉淀池连通，所述

沉淀池与所述过滤池相通，其特征在于：

所述沉淀池包括多个由两个斜板倾斜相切连接成的三角挡块，多个三角挡块并列安装

在所述沉淀池的池底，两个所述三角挡块之间互不衔接且设有预留空间，所述预留空间设

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上开设有多组水孔，其中，面向池底方向的两侧的所述水孔的出水

位正对所述三角挡块与池底的衔接处；

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边缘设置有喷洗装置，所述喷洗装置包括喷水管以及设置在所述喷

水管上的喷嘴，所述喷水管通过转轴固定在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边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沉淀池的中部设置有滤网支撑架，所述滤网支撑架上架设有沉淀滤网，所述沉淀

池的一侧壁设置有通管和溢流管支撑架，所述溢流管支撑架固定在所述通管上方，且所述

溢流管支撑架开设有沉淀出水口，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设置有溢流管，所述溢流管的一端与

所述溢流管支撑架连通，另一端与所述沉淀池的侧壁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池包括过滤进水管，所述过滤进水管与所述通管连通将所述过滤池与所述沉

淀池连通，所述过滤池设置在所述沉淀池下方且分割成多个独立的过滤空间，每个过滤空

间的底部设置有石英砂支撑架，所述石英砂支撑架上铺设有石英砂；

所述过滤空间内还设置有多根竖直穿过所述石英砂支撑架的过滤出水管，所述过滤出

水管的底部开设有缺口，经石英砂过滤后的水从所述缺口流入所述过滤出水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絮凝池内设置有隔板，所述隔板将所述絮凝池分割成多个絮凝空间，所述隔板的

上部和/或中部开设有通孔，所述絮凝空间之间通过所述通孔相互连通；

所述絮凝空间内从上至下安装有多层絮凝片，每一层絮凝片均为一体成型结构且四周

与所述隔板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絮凝池设置有絮凝进水池，所述絮凝进水池的顶部开设有所述通孔与所述絮凝空

间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絮凝池与所述沉淀池之间设置有絮凝出水池，所述絮凝出水池通过所述通孔与所

述絮凝池连通，所述三角挡块的正上方设置有隔流板将所述絮凝出水池与所述沉淀池分隔

开，所述隔流板与所述三角挡块之间留存有沉淀进水口，所述絮凝出水池通过所述沉淀进

水口与所述沉淀池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沉淀池和所述过滤池之间设置有储水池，所述过滤池通过所述过滤出水管连通所

述储水池。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水池的侧壁开设有储水池出水口。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一体化净水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滤进水管分接有反冲洗虹吸管，所述反冲洗虹吸管穿过所述储水池与外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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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净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件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体化净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一体化净水器适用于江、河、湖、水库等以地表水为水源的给水工程的水质净化，

中水回用、及煤矿尾矿水、洗煤水、浴池、游泳池、洗车场、造纸、印染、电镀和其它工业废水

的水质净化。现有的一体化净水装置和城市供水厂的净化流程一样，有絮凝池、沉淀池和过

滤池，目前现有技术中的沉淀池在沉淀完之后，杂质遗留在池底，很难清洗干净，容易导致

在净水过程中净化不彻底，净化效果不佳。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背景技术中的缺陷，提出一体化净水器，在净化结束

后对沉淀池进行清洗，将沉淀池内的杂质清洗干净。

[0004]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体化净水器，包括絮凝池、沉淀池和过滤池，所述絮凝池与所述沉淀池连通，所

述沉淀池与所述过滤池相通，所述沉淀池包括多个由两个斜板倾斜相切连接成的三角挡

块，多个三角挡块并列安装在所述沉淀池的池底，两个所述三角挡块之间互不衔接且设有

预留空间，所述预留空间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上开设有多组水孔，其中，面向池底方

向的两侧的所述水孔的出水位正对所述三角挡块与池底的衔接处；

[0006] 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边缘设置有喷洗装置，所述喷洗装置包括喷水管以及设置在所

述喷水管上的喷嘴，所述喷水管通过转轴固定在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边缘。

[0007] 优选的，所述沉淀池的中部设置有滤网支撑架，所述滤网支撑架上架设有沉淀滤

网，所述沉淀池的一侧壁设置有通管和溢流管支撑架，所述溢流管支撑架固定在所述通管

上方，且所述溢流管支撑架开设有沉淀出水口，所述沉淀池的顶部设置有溢流管，所述溢流

管的一端与所述溢流管支撑架连通，另一端与所述沉淀池的侧壁固定。

[0008] 优选的，所述过滤池包括过滤进水管，所述过滤进水管与所述通管连通将所述过

滤池与所述沉淀池连通，所述过滤池设置在所述沉淀池下方且分割成多个独立的过滤空

间，每个过滤空间的底部设置有石英砂支撑架，所述石英砂支撑架上铺设有石英砂；

[0009] 所述过滤空间内还设置有多根竖直穿过所述石英砂支撑架的过滤出水管，所述过

滤出水管的底部开设有缺口，经石英砂过滤后的水从所述缺口流入所述过滤出水管。

[0010] 优选的，所述絮凝池内设置有隔板，所述隔板将所述絮凝池分割成多个絮凝空间，

所述隔板的上部和/或中部开设有通孔，所述絮凝空间之间通过所述通孔相互连通；

[0011] 所述絮凝空间内从上至下安装有多层絮凝片，每一层絮凝片均为一体成型结构且

四周与所述隔板固定。

[0012] 优选的，所述絮凝池设置有絮凝进水池，所述絮凝进水池的顶部开设有所述通孔

与所述絮凝空间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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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絮凝池与所述沉淀池之间设置有絮凝出水池，所述絮凝出水池通过

所述通孔与所述絮凝池连通，所述三角挡块的正上方设置有隔流板将所述絮凝出水池与所

述沉淀池分隔开，所述隔流板与所述三角挡块之间留存有沉淀进水口，所述絮凝出水池通

过所述沉淀进水口与所述沉淀池连通。

[0014] 优选的，所述沉淀池和所述过滤池之间设置有储水池，所述过滤池通过所述过滤

出水管连通所述储水池。

[0015] 优选的，所述储水池的侧壁开设有储水池出水口。

[0016] 优选的，所述过滤进水管分接有反冲洗虹吸管，所述反冲洗虹吸管穿过所述储水

池与外界连接。

[0017] 有益效果：

[0018] 1、通过设置排污管，利用排污管上的水孔对沉淀池底的死角进行喷洗，确保清理

干净沉淀池，避免沉淀池内留存有杂质，影响沉淀效果；

[0019] 2、在沉淀池顶部边缘设置喷水管，利用轴承将喷水管摇摆于沉淀池上，利用喷水

管对沉淀池进行喷洗，替换人工清洗，提升清洗效率；

[0020] 3、本装置采用分割空间的结构，将絮凝池和过滤池分割成多个空间，增加絮凝的

流水行程，使得絮凝效果更佳，独立设置的过滤空间，减少过滤的影响，确保过滤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的未带喷洗装置的剖视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的未带喷洗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的未带喷洗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中的喷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絮凝池1、隔板11、絮凝空间12、通孔13、絮凝片14、絮凝进水池15、絮凝出水

池16、沉淀池2、三角挡块21、排污管22、喷洗装置23、喷水管231、喷嘴232、转轴233、沉淀滤

网24、通管25、溢流管支撑架26、溢流管27、过滤池3、过滤进水管31、过滤空间32、石英砂33、

过滤出水管34、缺口341、储水池4、储水池出水口41、反冲洗虹吸管5。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7] 本实施例中的方位均以说明书附图为准。

[0028] 本实施例的一体化净水器，如图1-图3所示，包括絮凝池1、沉淀池2和过滤池3，所

述絮凝池1与所述沉淀池2连通，所述沉淀池2与所述过滤池3相通，所述沉淀池2包括多个由

两个斜板倾斜相切连接成的三角挡块21，多个三角挡块21并列安装在所述沉淀池2的池底，

两个所述三角挡块21之间互不衔接且设有预留空间，所述预留空间设置有排污管22，所述

排污管22上开设有多组水孔，其中，面向池底方向的两侧的所述水孔的出水位正对所述三

角挡块21与池底的衔接处；

[0029] 污水通过絮凝池1絮凝，然后将絮凝后的污水带有杂质流入沉淀池2中，由于杂质

本身的重力影响，杂质会沉入沉淀池2的池底，通过设置所述三角挡块21，将杂质挡住，遗留

在池底，所述三角挡块21设置有多个，确保能够充分的将杂质挡在沉淀池2底，由于三角挡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0438542 U

4



块21是由两个斜板倾斜相切连接成的，所以与池底之间的衔接处在沉淀的过程中，会成为

清理的死角，因此两个三角挡块21之间设置预留空间，在预留空间内设置排污管22，排污管

在日常排污中，抽取预留空间内的杂质，将杂质抽出沉淀池2的底部，排污完成后，所述排污

管22反向喷水，排污管22上的水孔喷水清洗池底，同时对于三角挡块21与池底的衔接处，会

有排污管22上的水孔正对进行清洗，将死角清洗干净，确保不会影响净化效果。

[0030] 如图4所示，所述沉淀池2的顶部边缘设置有喷洗装置23，所述喷洗装置23包括喷

水管231以及设置在所述喷水管231上的喷嘴232，所述喷水管231通过转轴233固定在所述

沉淀池2的顶部边缘。

[0031] 由于沉淀池2在沉淀的过程中，沉淀池2的池壁和三角挡块21上难免会遗留有杂

质，常规技术的清洗是人工拿水管进行冲洗，这样过于费力，因此在沉淀池2的顶部边缘设

置了喷水管231，在沉淀池2工作时，利用转轴233将喷水管231转起，需要清洗沉淀池2时，转

动转轴233将喷水管231放下，通水利用喷嘴232对沉淀池2进行全面清洗，喷水管231设置有

多个，每个喷水管231上的喷嘴232同样设置有多个。

[0032] 优选的，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沉淀池2的中部设置有滤网支撑架，所述滤网支撑

架上架设有沉淀滤网24，所述沉淀池2的一侧壁设置有通管24和溢流管支撑架26，所述溢流

管支撑架26固定在所述通管24上方，且所述溢流管支撑架26开设有沉淀出水口，所述沉淀

池2的顶部设置有溢流管27，所述溢流管27的一端与所述溢流管支撑架26连通，另一端与所

述沉淀池2的侧壁固定。

[0033] 进入沉淀池2的污水通过沉淀，杂质遗留在池底，即沉淀池2的上部是相对干净的，

杂质较少的，但是为了防止有些漂浮在沉淀池2上部的水中的杂质被遗漏，设置了沉淀滤网

24，进一步将杂质挡在沉淀池2底部，由于沉淀池2上部的水的杂质是杂质较少的，因此设置

了溢流管27，沉淀池2上部的水溢流到溢流管27内，接着流入溢流管支撑架26内设置的沉淀

出水口，进入通管24，流出沉淀池2，进入过滤池3。

[0034] 优选的，如图1所示，所述过滤池3包括过滤进水管31，所述过滤进水管31与所述通

管24连通将所述过滤池3与所述沉淀池2连通，所述过滤池3设置在所述沉淀池2下方且分割

成多个独立的过滤空间32，每个过滤空间32的底部设置有石英砂33支撑架，所述石英砂33

支撑架上铺设有石英砂33；

[0035] 所述过滤空间32内还设置有多根竖直穿过所述石英砂33支撑架的过滤出水管34，

所述过滤出水管34的底部开设有缺口341，经石英砂33过滤后的水从所述缺口341流入所述

过滤出水管34。

[0036] 水从沉淀出水口流入通管24后，接着流入过滤进水管31，进入过滤池3内，过滤池3

内被分割成多个过滤空间32，过滤空间32相互独立，可以确保水质过滤效果的最大化，水从

过滤进水管31流入过滤空间32后，经过石英砂33的过滤，沉入池底，由于过滤空间32内是不

断的进水，因此池底的水会被挤压，通过缺口341进入过滤出水管34。石英砂33不仅起到了

过滤的作用，同时将过滤好的水和污水进行隔离，让池底的过滤好的水可以通过过滤出水

管34流出。

[0037] 优选的，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絮凝池1内设置有隔板11，所述隔板11将所述絮凝

池1分割成多个絮凝空间12，所述隔板11的上部和/或中部开设有通孔13，所述絮凝空间12

之间通过所述通孔13相互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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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絮凝空间12内从上至下安装有多层絮凝片14，每一层絮凝片14均为一体成型

结构且四周与所述隔板11固定。

[0039] 絮凝池1被隔板11分割成多个絮凝空间12，通过隔板11上的通孔13，设置在上部的

通孔13为絮凝空间12的进水口，设置在中部的通孔13为絮凝空间12的出水口，将絮凝空间

12连通，同时在絮凝空间12内设置絮凝片14和投放絮凝剂，对污水进行絮凝，通过设置多个

絮凝空间12，增大污水流动的行程，使得絮凝更为充分。

[0040] 优选的，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絮凝池1设置有絮凝进水池15，所述絮凝进水池15

的顶部开设有所述通孔13与所述絮凝空间12连通。

[0041] 污水最开始从絮凝进水池15倒入，从顶部溢流进入絮凝空间12，进行絮凝。

[0042] 优选的，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絮凝池1与所述沉淀池2之间设置有絮凝出水池16，

所述絮凝出水池16通过所述通孔13与所述絮凝池1连通，所述三角挡块21的正上方设置有

隔流板将所述絮凝出水池16与所述沉淀池2分隔开，所述隔流板与所述三角挡块21之间留

存有沉淀进水口，所述絮凝出水池16通过所述沉淀进水口与所述沉淀池2连通。

[0043] 经过絮凝后的污水流入絮凝出水池16，通过沉淀进水口进入沉淀池2内进行沉淀。

[0044] 优选的，如图1所示，所述沉淀池2和所述过滤池3之间设置有储水池4，所述过滤池

3通过所述过滤出水管34连通所述储水池4。

[0045] 优选的，所述储水池4的侧壁开设有储水池出水口41。经过过滤后的水进入出水池

进行存储，从储水池出水口41对储水池4内的存储的水进行抽取。

[0046] 优选的，所述过滤进水管31分接有反冲洗虹吸管5，所述反冲洗虹吸管5穿过所述

储水池4与外界连接。

[0047] 利用反冲洗虹吸管5对过滤池3内进行防虹吸，防止过滤池3内的水倒灌回沉淀池2

内。

[0048] 工作原理：事先在每个絮凝空间12内投放絮凝剂，污水从絮凝进水池15进入，经过

每个絮凝空间12的絮凝后，进入絮凝出水池16，然后通过絮凝出水池16流入沉淀池2，沉淀

池2对絮凝后的水进行沉淀，沉淀好的水从沉淀池2上部溢流到溢流管27内，然后流入沉淀

出水口，流进过滤进水管31，进入过滤池3内的每一个过滤空间32，经过石英砂33的过滤，从

过滤池3的底部流进过滤出水管34，最终流入储水池4。

[0049] 以上结合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原理。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解释本实

用新型的原理，而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制。基于此处的解释，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即可联想到本实用新型的其它具体实施方式，

这些方式都将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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