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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

(57)摘要

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滤网组件(13)外套

接刮洗组件(16)，刮洗组件(16)外套接滤瓶(4)，

接滤瓶(4)底部连接排污口(1)，顶壳(6)内安装

排污按钮(10)，滤网组件(13)和刮洗组件(16)呈

中空管型结构，在壁上竖立安装矩阵虹吸反冲洗

组件(1301)，刮洗组件(16)管壁上竖立安装双面

磨刮组件(1601)。对滤网高压高速强力反冲洗，

彻底除污；矩阵虹吸结合双面磨刮清洁，实现高

效免拆洗排污。360°万向安装便捷，调控灵敏，工

作稳定高效安全，安装环境适应性增强。显著延

长用水设备使用寿命17％以上。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210674451 U

2020.06.05

CN
 2
10
67
44
51
 U



1.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包括排污口(1)、排污球阀(2)、夹壳(3)、滤瓶(4)、接环(5)、

顶壳(6)、排污按钮(10)、滤网组件(13)和刮洗组件(16)；其特征在于，滤网组件(13)外套接

刮洗组件(16)，刮洗组件(16)外套接滤瓶(4)，滤瓶(4)底部连接排污口(1)，排污口(1)外壁

安装排污球阀(2)，一对夹壳(3)安装在滤瓶(4)外，同时夹壳(3)顶部外围通过套接接环(5)

连接顶壳(6)，顶壳(6)内安装排污按钮(10)，滤网组件(13)和刮洗组件(16)呈中空管型结

构，在壁上竖立安装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1301)，刮洗组件(16)管壁上竖立安装双面磨刮

组件(160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顶壳(6)后侧壁上连接安

装万向头组件(12)，万向头组件(12)有十字形内腔，万向头组件(12)上连接有出水口(7)、

进水口(8)、压力表(9)和进水阀(1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滤网组件(13)外壁围罩40

微米滤网。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在刮洗组件(16)外壁上间

隔镂空开孔形成环绕速洗结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滤网组件(13)底端中部有

向下突出的接嘴(15)，刮洗组件(16)底端内壁为六边形，滤瓶(4)内底中部有向上突出的六

边柱台(401)，该六边柱台(401)有与接嘴(15)外壁形状相同的中孔，刮洗组件(16)底端套

接在六边柱台(401)外缘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滤网组件(13)顶部外缘均

匀设置四个径向突出的凸点(14)，刮洗组件(16)顶部边缘有四个凹槽(1602)，凹槽(1602)

内壁形状与凸点(14)外缘相同。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

(1301)上竖立排列设置有一组冲洗孔，这些冲洗孔边沿有切向旋转导向结构，矩阵虹吸反

冲洗组件(1301)上下两端分别有插接或卡接结构。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其特征在于，双面磨刮组件(1601)双面

分别设置凸起的刮擦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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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来水过滤装置的改进技术，尤其是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

背景技术

[0002] 过滤器(filter)是输送介质管道上不可缺少的一种装置，通常安装在减压阀、泄

压阀、定水位阀,方工过滤器其它设备的进口端设备。过滤器由筒体、不锈钢滤网、排污部

分、传动装置及电气控制部分组成。待处理的水经过过滤器滤网的滤筒后，其杂质被阻挡，

当需要清洗时，只要将可拆卸的滤筒取出，处理后重新装入即可，因此，使用维护极为方便。

[0003] 过滤器工作时，待过滤的水由水口进入，流经滤网，通过出口进入用户所须的管道

进行工艺循环，水中的颗粒杂质被截留在滤网内部。如此不断的循环，被截留下来的颗粒越

来越多，过滤速度越来越慢，而进口的污水仍源源不断地进入，滤孔会越来越小，由此在进、

出口之间产生压力差，当大度差达到设定值时，差压变送器将电信号传送到控制器，控制系

统启动驱动马达通过传动组件带动轴转动，同时排污口打开，由排污口排出，当滤网清洗完

毕后，压差降到最小值，系统返回到初始过滤状，系统正常运行。过滤器由壳体、多元滤芯、

反冲洗机构、和差压控制器等部分组成。壳体内的横隔板将其内腔分为上、下两腔，上腔内

配有多个过滤芯，这样充分了过滤空间，显着缩小了过滤器的体积，下腔内安装有反冲洗吸

盘。工作时，浊液经入口进入过滤器下腔，又经隔板孔进入滤芯的内腔。大于过滤芯缝隙的

杂质被截留，净液穿过缝隙到达上腔，最后从出口送出。过滤器采用高强度的楔形滤网，通

过压差控制、定时控制自动清洗滤芯。当过滤器内杂质积聚在滤芯表面引起进出口压差增

大到设定值，或定时器达到预置时间时，电动控制箱发出信号，驱动反冲洗机构。当反冲洗

吸盘口与滤芯进口正对时，排污阀打开，此时系统泄压排水，吸盘与滤芯内侧出现一个相对

压力低于滤芯外侧水压的负压区，迫使部分净循环水从滤芯外侧流入滤芯内侧，吸附在滤

芯内内壁上的杂质微粒随水流进穣盘内并从排污阀排出。特殊设计的滤网使得滤芯内部产

生喷射效果，任何杂质都将被从光滑的内壁上冲走。当过滤器进出口压差恢复正常或定时

器设定时间结束，整个过程中，物料不断流，反洗耗水量少，实现了连续化，自动化生产。

[0004] 现有滤瓶免拆洗技术，由直冲型向反冲洗型转变，直冲型多采用100μm不锈钢滤网

过滤残留肉眼可见杂质，通过打开冲洗阀门，利用自来水流动压力直接冲洗滤网表面杂质，

缺点是杂质清洗不彻底，易堵塞管道，仍需要定期拆卸，操作仍然较为麻烦；原水反冲洗通

过简单改变自来水进出流道，从内部冲洗滤网，由于自来水未经过滤，造成内网脏污，进而

影响反冲洗进水压力不足，无法差滴清楚滤网表面杂质；具体免冲洗模式的利弊特征包括：

单/双刮洗方式通过在滤瓶上设置刮洗条，利用滤网或刮条转动去除网外杂质；缺点在于无

法取出镶嵌在滤网内的杂质；单虹吸型反冲洗通过在滤瓶上设置虹吸槽，利用自来水流动

虹吸压力吸除滤网外以及网孔内的胶体类杂质。缺点包括主要是虹吸槽结构设计导致犀利

不足，仅能去除部分滤网下部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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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智能反冲洗前置过滤器，解决以上技术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将通过以下技术措施来实现：包括排污口、排污球阀、夹壳、滤

瓶、接环、顶壳、排污按钮、滤网组件和刮洗组件；滤网组件外套接刮洗组件，刮洗组件外套

接滤瓶，滤瓶底部连接排污口，排污口外壁安装排污球阀，一对夹壳安装在滤瓶外，同时夹

壳顶部外围通过套接接环连接顶壳，顶壳内安装排污按钮，滤网组件和刮洗组件呈中空管

型结构，在壁上竖立安装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刮洗组件管壁上竖立安装双面磨刮组件。

[0007] 尤其是，顶壳后侧壁上连接安装万向头组件，万向头组件有十字形内腔，万向头组

件上连接有出水口、进水口、压力表和进水阀。

[0008] 尤其是，滤网组件外壁围罩40微米滤网。

[0009] 尤其是，在刮洗组件外壁上间隔镂空开孔形成环绕速洗结构。

[0010] 尤其是，滤网组件底端中部有向下突出的接嘴，刮洗组件底端内壁为六边形，滤瓶

内底中部有向上突出的六边柱台，该六边柱台有与接嘴外壁形状相同的中孔，刮洗组件底

端套接在六边柱台外缘上。

[0011] 尤其是，滤网组件顶部外缘均匀设置四个径向突出的凸点，刮洗组件顶部边缘有

四个凹槽，凹槽内壁形状与凸点外缘相同。

[0012] 尤其是，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上竖立排列设置有一组冲洗孔，这些冲洗孔边沿有

切向旋转导向结构，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上下两端分别有插接或卡接结构。

[0013] 尤其是，双面磨刮组件双面分别设置凸起的刮擦块。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和效果：对滤网高压高速强力反冲洗，彻底除污；矩阵虹吸结合

双面磨刮清洁，实现高效免拆洗排污。360°万向安装便捷，调控灵敏，工作稳定高效安全，安

装环境适应性增强。显著延长用水设备使用寿命17％以上。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部分结构解析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滤瓶内底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刮洗组件插入滤瓶顶端面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中双面磨刮组件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应用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包括：

[0023] 1-排污口、2-排污球阀、3-夹壳、4-滤瓶、5-接环、6-顶壳、7-出水口、  8-进水口、9-

压力表、10-排污按钮、11-进水阀、12-万向头组件、13-滤网组件、14- 凸点、15-接嘴、16-刮

洗组件、401-六边柱台、1301-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1601-双面磨刮组件、1602-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实用新型原理在于，内置滤网组件13配合刮洗组件16形成水力驱动自动  360度

喷洗；工作时，一键式反冲洗模式，通过水利与弹簧作用，自动开启与关闭，通过精准的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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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设计，使反冲洗水流高压高速对滤网由内而外进行强力冲洗，彻底除污；结合双面磨刮

清洁，高压净水反喷洗，实现高压、高速、高效免拆洗排污。

[0025] 本实用新型中，可以进一步改进增强配置，实现智能提醒排污，采用直屏触摸系

统，提升操作体验。

[0026] 本实用新型包括：排污口1、排污球阀2、夹壳3、滤瓶4、接环5、顶壳6、排污按钮10、

滤网组件13和刮洗组件16。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实施例1：如附图1和2所示，滤网组件13外套接刮洗组件16，刮洗组件16  外套接滤

瓶4，滤瓶4底部连接排污口1，排污口1外壁安装排污球阀2，一对夹壳3安装在滤瓶4外，同时

夹壳3顶部外围通过套接接环5连接顶壳6，顶壳6内安装排污按钮10，滤网组件13和刮洗组

件16呈中空管型结构，在壁上竖立安装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  1301，刮洗组件16管壁上竖立

安装双面磨刮组件1601。

[0029] 前述中，顶壳6后侧壁上连接安装万向头组件12，万向头组件12有十字形内腔，万

向头组件12上连接有出水口7、进水口8、压力表9和进水阀11。

[0030] 前述中，滤网组件13外壁围罩40微米滤网。

[0031] 前述中，在刮洗组件16外壁上间隔镂空开孔形成环绕速洗结构。

[0032] 前述中，如附图3所示，滤网组件13底端中部有向下突出的接嘴15，刮洗组件16底

端内壁为六边形，滤瓶4内底中部有向上突出的六边柱台401，该六边柱台401有与接嘴15外

壁形状相同的中孔，刮洗组件16底端套接在六边柱台401外缘上。

[0033] 前述中，如附图4所示，滤网组件13顶部外缘均匀设置四个径向突出的凸点  14，刮

洗组件16顶部边缘有四个凹槽1602，凹槽1602内壁形状与凸点14外缘相同。

[0034] 前述中，如附图5所示，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1301上竖立排列设置有一组冲洗孔，

这些冲洗孔边沿有切向旋转导向结构，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1301上下两端分别有插接或卡

接结构。

[0035] 前述中，如附图6所示，双面磨刮组件1601双面分别设置凸起的刮擦块。

[003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1301利用虹吸原理结合矩阵设计产生

强大吸力，让水流发生反向冲洗，像吸尘器一样对滤网组件13进行清洗；双面磨刮组件1601

旋转开启双面磨刮功能对滤瓶4内壁和滤网组件13表面进行刮洗除污；环绕速洗结构通过

旋转排污按钮10带动矩阵虹吸反冲洗组件1301对滤网组件13表面以及网孔进行360°除污。

[003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万向头组件12两端连接的出水口7、进水口8采用6  分接口，

3吨每小时，大过水量，满足家庭全系统大流量需求；滤瓶17采用进口材质，不含双氯酚A，加

上倍世康BSK改性配方可经手超低温冷冻测试；耐受爆破压力超过50公斤，耐受11公斤水锤

15万次以上，超过NSF标准；滤网组件13采用SS316L食品级不锈钢，  40微米过滤精度，过滤

效果显著；额定净水流量1m3/h，工作净水流量3m3/h，过滤精度  40μm，接头尺寸1＂或3/4＂；适

用水压0.15～1MPa，适用水温5～40℃，适用水质为市政自来水。采用长效控压技术，在4公

斤安全值以内自动调压稳压，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003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设计安装万向头组件12实现360°万向安装，解决管路贴墙

难等问题，安装环境适应性增强。

[003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装置的宽度即进水口到出水口距离151mm，装置的厚度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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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座到装置前侧壁间距为128mm，装置的高度即顶盖10顶面到排污口1底端的间距为 

261mm，排污口1下方需要安装预留40mm间隙作为排污空间。

[004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如附图7所示，装置接入应用管线，进水口8前方为原水进口

阀门，出水口7后侧管线连接地暖用水设备、厨卫用水设备、终端净水设备、洗衣机以及热水

器，而且，提升地暖用水设备使用寿命20％，提升厨卫用水设备、洗衣机和热水器使用寿命

17％，提升终端净水设备使用寿命32％。

[004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正常刮洗或冲洗无法清除滤网组件13的滤网上的污物而且

影响用水时，需要拆洗滤网组件13。先关闭进水阀11，打开排污球阀2，卸去压力，再用随机

配送的把手逆时针旋开滤瓶17；取出滤网组件13，清洗滤网上的镶嵌污物；安装时，将刮洗

组件16插入滤瓶17时，要让刮洗组件16下端带圆角的六边形孔对上滤瓶  17底部排水铜件

上六边柱台1701，并插到底；安装滤网组件13，注意插入刮洗组件16内后，滤网组件13上端

沿的四个凸点14要对上刮洗组件16顶部边缘部上四个凹槽1602，并插到底，滤网组件13底

端接嘴15直接插入六边柱台1701中孔内。

[004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装置有减压和稳压功能，能有效防止高水压或水锤对家庭

用水管路以及用水设备造成的可能破坏，如需要对控参数进行调整，根据以下步骤进行：顺

时针旋转调压旋钮10，调高出水压力，但始终低于进水压力；逆时针转动调压旋钮10，调低

出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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