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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

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包括第一箱体和第二箱

体，所述第一箱体的底部左侧连接有入水管，且

第一箱体的内侧中端设置有用于污水过滤的过

滤组件，所述第一箱体的顶部外侧连接有通水

管。该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反

渗透完成后，第二输水管能将外界的清水输入至

第二箱体的内侧，并通过第二喷头将清水喷射至

反渗透膜的表面，这使得清水能对反渗透膜上无

法渗透的残渣进行冲刷，因固定座为倾斜状放

置，被冲刷出的残渣能通过倾斜的固定座向排水

管一侧进行流动，通过开启排水管，能将清洁水

随同残渣一同排出设备，通过第二喷头对反渗透

膜的自动清洁，能使反渗透膜的清洁过程便利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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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包括第一箱体(1)和第二箱体(7)，其

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箱体(1)的底部左侧连接有入水管(2)，且第一箱体(1)的内侧中端设置

有用于污水过滤的过滤组件(3)，所述第一箱体(1)的顶部外侧连接有通水管(4)，且第一箱

体(1)的顶部左侧设置有第一增压管(5)，所述第一箱体(1)的底部外侧连接有排污管(6)，

所述第二箱体(7)安置于通水管(4)的末端，且第二箱体(7)的内侧中端设置有固定座(8)，

所述固定座(8)的内侧连接有反渗透膜(9)，所述第二箱体(7)的中端连接有第二输水管

(10)，且第二输水管(10)的底部外侧连接有第二喷头(11)，所述第二箱体(7)的右侧中端设

置有排水管(12)，且第二箱体(7)的底部外侧连接有出水管(13)，所述第二箱体(7)的顶部

右侧连接与第二增压管(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箱体(1)与入水管(2)呈垂直状分布，且第一箱体(1)与入水管(2)呈卡合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过滤组件(3)包括第一滤网(301)、第一输水管(302)、第一喷头(303)和第二滤网(304)，

所述第一滤网(301)的顶部外侧设置有第一输水管(302)，且第一输水管(302)的上下两侧

连接有第一喷头(303)，所述第一输水管(302)的顶部外侧安置有第二滤网(30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喷头(303)沿第一输水管(302)的中轴线对称分布，且第一喷头(303)与第一输水管

(302)呈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滤网(301)与第一箱体(1)呈螺纹连接，且第一箱体(1)呈圆柱形。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滤网(301)的网眼直径大于第二滤网(304)的网眼直径，且第一滤网(301)与第二滤

网(304)呈平行状分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通水管(4)呈U字型，且第一箱体(1)通过通水管(4)与第二箱体(7)相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固定座(8)与第二箱体(7)为一体化，且固定座(8)呈倾斜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排水管(12)的竖直中心线与固定座(8)的竖直中心线相互重合，且排水管(12)与第二箱

体(7)相互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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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

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反渗透又称逆渗透，是一种以压力差为推动力，从溶液中分离出溶剂的膜分离操

作，通过对膜一侧的料液施加压力，当压力超过它的渗透压时，溶剂会逆着自然渗透的方向

作反向渗透，而反渗透技术是污水清理中常见的一种清洁方式。

[0003] 市场上常见的废水处理用反渗透净水装置在使用完成后，渗透残留的残渣会粘附

在反渗透膜上，导致反渗透模难以清理，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

净水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以解决

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

渗透净水装置，包括第一箱体和第二箱体，所述第一箱体的底部左侧连接有入水管，且第一

箱体的内侧中端设置有用于污水过滤的过滤组件，所述第一箱体的顶部外侧连接有通水

管，且第一箱体的顶部左侧设置有第一增压管，所述第一箱体的底部外侧连接有排污管，所

述第二箱体安置于通水管的末端，且第二箱体的内侧中端设置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的内

侧连接有反渗透膜，所述第二箱体的中端连接有第二输水管，且第二输水管的底部外侧连

接有第二喷头，所述第二箱体的右侧中端设置有排水管，且第二箱体的底部外侧连接有出

水管，所述第二箱体的顶部右侧连接与第二增压管。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箱体与入水管呈垂直状分布，且第一箱体与入水管呈卡合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过滤组件包括第一滤网、第一输水管、第一喷头和第二滤网，所述第

一滤网的顶部外侧设置有第一输水管，且第一输水管的上下两侧连接有第一喷头，所述第

一输水管的顶部外侧安置有第二滤网。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一喷头沿第一输水管的中轴线对称分布，且第一喷头与第一输水

管呈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滤网与第一箱体呈螺纹连接，且第一箱体呈圆柱形。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一滤网的网眼直径大于第二滤网的网眼直径，且第一滤网与第二

滤网呈平行状分布。

[0011] 优选的，所述通水管呈U字型，且第一箱体通过通水管与第二箱体相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固定座与第二箱体为一体化，且固定座呈倾斜状。

[0013] 优选的，所述排水管的竖直中心线与固定座的竖直中心线相互重合，且排水管与

第二箱体相互连通。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5480146 U

3



[001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

果：该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过双重滤网的过滤，能提升设备的整体净化

效果，此外通过对废水提前过滤，能降低反渗透过程中废水内的杂质含量，第一箱体内部的

压力升高后再开启排污管，堵塞的残渣能通过高压向低压的空气流动自动疏通，这有利于

提升设备的排污便利性和稳定性，因固定座为倾斜状放置，被冲刷出的残渣能通过倾斜的

固定座向排水管一侧进行流动，通过开启排水管，能将清洁水随同残渣一同排出设备，通过

第二喷头对反渗透膜的自动清洁，能使反渗透膜的清洁过程便利化。

[0015] 1、本实用新型逐渐上升的污水会与第一滤网接触，这使得第一滤网能对污水进行

过滤清洁，而通过第一滤网的污水能与第二滤网接触，第二滤网的网口直径要比第一滤网

要小，这使得第二滤网能滤除更小的杂质，通过双重滤网的过滤，能提升设备的整体净化效

果，此外通过对废水提前过滤，能降低反渗透过程中废水内的杂质含量，从而能使反渗透膜

更容易清洗。

[0016] 2、本实用新型通过开启排污管外侧的阀门，能将清洁水和残渣一同排出，若残渣

过多造成排污管堵塞时，第一增压管能向第一箱体内部注入高压，第一箱体内部的压力升

高后再开启排污管，堵塞的残渣能通过高压向低压的空气流动自动疏通，这有利于提升设

备的排污便利性和稳定性。

[0017] 3、本实用新型反渗透完成后，第二输水管能将外界的清水输入至第二箱体的内

侧，并通过第二喷头将清水喷射至反渗透膜的表面，这使得清水能对反渗透膜上无法渗透

的残渣进行冲刷，因固定座为倾斜状放置，被冲刷出的残渣能通过倾斜的固定座向排水管

一侧进行流动，通过开启排水管，能将清洁水随同残渣一同排出设备，通过第二喷头对反渗

透膜的自动清洁，能使反渗透膜的清洁过程便利化。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的正视整体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的图1中A处放大结

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的第二箱体剖视结

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第一箱体；2、入水管；3、过滤组件；301、第一滤网；302、第一输水管；303、

第一喷头；304、第二滤网；4、通水管；5、第一增压管；6、排污管；7、第二箱体；8、固定座；9、反

渗透膜；10、第二输水管；11、第二喷头；12、排水管；13、出水管；14、第二增压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包括第一箱体1和

第二箱体7，第一箱体1的底部左侧连接有入水管2，且第一箱体1的内侧中端设置有用于污

水过滤的过滤组件3，第一箱体1与入水管2呈垂直状分布，且第一箱体1与入水管2呈卡合连

接，过滤组件3包括第一滤网301、第一输水管302、第一喷头303和第二滤网304，第一滤网

301的顶部外侧设置有第一输水管302，且第一输水管302的上下两侧连接有第一喷头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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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输水管302的顶部外侧安置有第二滤网304，第一喷头303沿第一输水管302的中轴线对

称分布，且第一喷头303与第一输水管302呈固定连接，第一滤网301与第一箱体1呈螺纹连

接，且第一箱体1呈圆柱形，第一滤网301的网眼直径大于第二滤网304的网眼直径，且第一

滤网301与第二滤网304呈平行状分布，外界的废水能通过入水管2输入至第一箱体1的内

侧，废水进入第一箱体1内部后，能在第一箱体1的内侧进行储存，而增多的废水液面高度会

在第一箱体1的内部逐渐上升，逐渐上升的污水会与第一滤网301接触，这使得第一滤网301

能对污水进行过滤清洁，而通过第一滤网301的污水能与第二滤网304接触，第二滤网304的

网口直径要比第一滤网301要小，这使得第二滤网304能滤除更小的杂质，通过双重滤网的

过滤，能提升设备的整体净化效果，此外通过对废水提前过滤，能降低反渗透过程中废水内

的杂质含量，从而能使反渗透膜9更容易清洗，在滤网过滤完成后，外界的清水能通过第一

输水管302进入第一箱体1的内部，而输入至第一输水管302内的清水能通过第一喷头303进

行喷出，这使得清水能对第一滤网301和第二滤网304滤出的残渣进行清洁。

[0023] 如图1所示，第一箱体1的顶部外侧连接有通水管4，且第一箱体1的顶部左侧设置

有第一增压管5，第一箱体1的底部外侧连接有排污管6，从第一滤网301和第二滤网304表面

滤出的残渣能随着清洁水流至第一箱体1底部堆积，通过开启排污管6外侧的阀门，能将清

洁水和残渣一同排出，若残渣过多造成排污管6堵塞时，第一增压管5能向第一箱体1内部注

入高压，第一箱体1内部的压力升高后再开启排污管6，堵塞的残渣能通过高压向低压的空

气流动自动疏通，这有利于提升设备的排污便利性和稳定性，而通过过滤的废水能通过通

水管4进入第二箱体7的内部。

[0024] 如图1和图3所示，第二箱体7安置于通水管4的末端，且第二箱体7的内侧中端设置

有固定座8，固定座8的内侧连接有反渗透膜9，第二箱体7的中端连接有第二输水管10，且第

二输水管10的底部外侧连接有第二喷头11，第二箱体7的右侧中端设置有排水管12，且第二

箱体7的底部外侧连接有出水管13，第二箱体7的顶部右侧连接与第二增压管14，通水管4呈

U字型，且第一箱体1通过通水管4与第二箱体7相连通，固定座8与第二箱体7为一体化，且固

定座8呈倾斜状，排水管12的竖直中心线与固定座8的竖直中心线相互重合，且排水管12与

第二箱体7相互连通，进入第二箱体7内部的废水能与固定座8内部的反渗透膜9进行贴合，

通过第二增压管14对第二箱体7进行增压，废水会通过压力差从反渗透膜9内侧进行渗透，

而渗透的清水能通过出水管13排出设备，在反渗透完成后，第二输水管10能将外界的清水

输入至第二箱体7的内侧，并通过第二喷头11将清水喷射至反渗透膜9的表面，这使得清水

能对反渗透膜9上无法渗透的残渣进行冲刷，因固定座8为倾斜状放置，被冲刷出的残渣能

通过倾斜的固定座8向排水管12一侧进行流动，通过开启排水管12，能将清洁水随同残渣一

同排出设备，通过第二喷头11对反渗透膜9的自动清洁，能使反渗透膜9的清洁过程便利化。

[0025] 综上，该废水处理用方便清理的反渗透净水装置，使用时，首先根据图1和图2中所

示的结构，外界的废水能通过入水管2输入至第一箱体1的内侧，废水进入第一箱体1内部

后，能在第一箱体1的内侧进行储存，而增多的废水液面高度会在第一箱体1的内部逐渐上

升；

[0026] 然后逐渐上升的污水会与第一滤网301接触，这使得第一滤网301能对污水进行过

滤清洁，而通过第一滤网301的污水能与第二滤网304接触，第二滤网304的网口直径要比第

一滤网301要小，这使得第二滤网304能滤除更小的杂质，通过双重滤网的过滤，能提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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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净化效果，此外通过对废水提前过滤，能降低反渗透过程中废水内的杂质含量，从而

能使反渗透膜9更容易清洗；

[0027] 接着根据图1和图3中所示的结构，通过过滤的废水能通过通水管4进入第二箱体7

的内部，而进入第二箱体7内部的废水能与固定座8内部的反渗透膜9进行贴合，通过第二增

压管14对第二箱体7进行增压，废水会通过压力差从反渗透膜9内侧进行渗透，而渗透的清

水能通过出水管13排出设备；

[0028] 随后反渗透完成后，外界的清水能通过第一输水管302进入第一箱体1的内部，而

输入至第一输水管302内的清水能通过第一喷头303进行喷出，这使得清水能对第一滤网

301和第二滤网304滤出的残渣进行清洁，而从第一滤网301和第二滤网304表面滤出的残渣

能随着清洁水流至第一箱体1底部堆积，通过开启排污管6外侧的阀门，能将清洁水和残渣

一同排出，若残渣过多造成排污管6堵塞时，第一增压管5能向第一箱体1内部注入高压，第

一箱体1内部的压力升高后再开启排污管6，堵塞的残渣能通过高压向低压的空气流动自动

疏通，这有利于提升设备的排污便利性和稳定性；

[0029] 最后第二输水管10能将外界的清水输入至第二箱体7的内侧，并通过第二喷头11

将清水喷射至反渗透膜9的表面，这使得清水能对反渗透膜9上无法渗透的残渣进行冲刷，

因固定座8为倾斜状放置，被冲刷出的残渣能通过倾斜的固定座8向排水管12一侧进行流

动，通过开启排水管12，能将清洁水随同残渣一同排出设备，通过第二喷头11对反渗透膜9

的自动清洁，能使反渗透膜9的清洁过程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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