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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包括

工作台，所述工作台上设有过滤箱，所述过滤箱

内侧表面沿一周处设有过滤环，所述过滤环内侧

表面沿一周向下设有与过滤箱内底面密封连接

的收纳板，所述过滤箱上表面中心位置开有开

口，所述开口上扣装有扣盖，所述扣盖内下表面

中心位置向下设有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旋转

端固定套装有转流板，所述过滤箱内侧表面相对

设有一组过滤网，所述过滤环沿上表面开有一组

相对的掉落口，所述过滤箱上设有续液装置，所

述扣盖内设有锁紧固定装置。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是，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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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包括工作台（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上设有过滤箱

（2），所述过滤箱（2）内侧表面沿一周处设有过滤环（3），所述过滤环（3）内侧表面沿一

周向下设有与过滤箱（2）内底面密封连接的收纳板（4），所述过滤箱（2）上表面中心位置开

有开口（5），所述开口（5）上扣装有扣盖（6），所述扣盖（6）内下表面中心位置向下设有旋转

电机（7），所述旋转电机（7）旋转端固定套装有转流板（8），所述过滤箱（2）内侧表面相对设

有一组过滤网（9），所述过滤环（3）沿上表面开有一组相对的掉落口（10），所述过滤箱（2）上

设有续液装置，所述扣盖（6）内设有锁紧固定装置，所述锁紧固定装置由开在扣盖（6）内截

面为矩形的空腔（11）、开在扣盖（6）上表面中心位置的圆口（12）、设置在空腔（11）内且位于

圆口（12）处的转盘（13）、一端伸出圆口（12）另一端与转盘（13）上表面中心位置固定的转杆

（14）、分别开在空腔（11）四边中心位置的通孔（15）、一端嵌装在通孔（15）内另一端与转盘

（13）铰链连接的插销（16）和开在开口（5）内侧表面与多个通孔（15）相匹配的插槽（17）构

成；所述续液装置由设置在过滤箱（2）上表面的续液箱（19）、沿纵向从上到下依次开在续液

箱（19）侧表面的开口A（20）与开口B（21）、一端密封连接在开口A（20）内且另一端插入过滤

箱（2）上表面的L形管A（22）、一端密封连接在开口B（21）内且另一端插入过滤箱（2）内的L形

管B（23）、设置在续液箱（19）内的液位传感器（24）、一端与续液箱（19）连接的连接管（29）、

连接在连接管（29）另一端的备用液态材料箱（25）和设置在连接管（29）上的抽吸泵B（26）构

成；所述过滤箱（2）侧表面下端开有矩形口（28）；所述矩形口（28）一边铰链连接有密封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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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体过滤设备，特别是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液体内会存在颗粒状残渣，导致液体的纯度收到了影响，内部存在杂质，会导致

液体受到污染，所以液体筛选过滤是不可缺少的工序，市面此类产品较少，而且过滤后无法

收集并且取出杂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

[0004]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包括工作台，所述工

作台上设有过滤箱，所述过滤箱内侧表面沿一周处设有过滤环，所述过滤环内侧表面沿一

周向下设有与过滤箱内底面密封连接的收纳板，所述过滤箱上表面中心位置开有开口，所

述开口上扣装有扣盖，所述扣盖内下表面中心位置向下设有旋转电机，所述旋转电机旋转

端固定套装有转流板，所述过滤箱内侧表面相对设有一组过滤网，所述过滤环沿上表面开

有一组相对的掉落口，所述过滤箱上设有续液装置，所述扣盖内设有锁紧固定装置，所述锁

紧固定装置由开在扣盖内截面为矩形的空腔、开在扣盖上表面中心位置的圆口、设置在空

腔内且位于圆口处的转盘、一端伸出圆口另一端与转盘上表面中心位置固定的转杆、分别

开在空腔四边中心位置的通孔、一端嵌装在通孔内另一端与转盘铰链连接的插销和开在开

口内侧表面与多个通孔相匹配的插槽构成。

[0005] 所述续液装置由设置在过滤箱上表面的续液箱、沿纵向从上到下依次开在续液箱

侧表面的开口A与开口B、一端密封连接在开口A内且另一端插入过滤箱上表面的L形管A、一

端密封连接在开口B内且另一端插入过滤箱内的L形管B、设置在续液箱内的液位传感器、一

端与续液箱连接的连接管、连接在连接管另一端的备用液态材料箱和设置在连接管上的抽

吸泵B构成。

[0006] 所述一组掉落口均与过滤网的位置相匹配。

[0007] 所述过滤环下表面且位于掉落口处设有倾斜阻隔板。

[0008] 所述过滤箱侧表面下端开有矩形口。

[0009] 所述矩形口一边铰链连接有密封盖。

[0010]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液体过滤颗粒设备，一种过滤液体内杂质的设备，

过滤后进行收集，收集后一并取出，操作简单。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所述液体过滤颗粒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所述液体过滤颗粒设备的左视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所述液体过滤颗粒设备的俯视未剖图；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011784 B

3



[0014] 图4是本发明所述液体过滤颗粒设备的俯视剖视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所述液体过滤颗粒设备的锁紧固定装置放大图；

[0016] 图中，1、工作台；2、过滤箱；3、过滤环；4、收纳板；5、开口；6、扣盖；7、旋转电机；8、

转流板；9、过滤网；10、掉落口；11、空腔；12、圆口；13、转盘；14、转杆；15、通孔；16、插销；17、

插槽；18、密封盖；19、续液箱；20、开口A；21、开口B；22、L形管A；23、L形管B；24、液位传感器；

25、备用液态材料箱；26、抽吸泵B；27、倾斜阻隔板；28、矩形口；29、连接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5所示，一种液体过滤颗粒设备，包

括工作台（1），所述工作台（1）上设有过滤箱（2），所述过滤箱（2）内侧表面沿一周处设有过

滤环（3），所述过滤环（3）内侧表面沿一周向下设有与过滤箱（2）内底面密封连接的收纳板

（4），所述过滤箱（2）上表面中心位置开有开口（5），所述开口（5）上扣装有扣盖（6），所述扣

盖（6）内下表面中心位置向下设有旋转电机（7），所述旋转电机（7）旋转端固定套装有转流

板（8），所述过滤箱（2）内侧表面相对设有一组过滤网（9），所述过滤环（3）沿上表面开有一

组相对的掉落口（10），所述过滤箱（2）上设有续液装置，所述扣盖（6）内设有锁紧固定装置，

所述锁紧固定装置由开在扣盖（6）内截面为矩形的空腔（11）、开在扣盖（6）上表面中心位置

的圆口（12）、设置在空腔（11）内且位于圆口（12）处的转盘（13）、一端伸出圆口（12）另一端

与转盘（13）上表面中心位置固定的转杆（14）、分别开在空腔（11）四边中心位置的通孔

（15）、一端嵌装在通孔（15）内另一端与转盘（13）铰链连接的插销（16）和开在开口（5）内侧

表面与多个通孔（15）相匹配的插槽（17）构成；所述续液装置由设置在过滤箱（2）上表面的

续液箱（19）、沿纵向从上到下依次开在续液箱（19）侧表面的开口A（20）与开口B（21）、一端

密封连接在开口A（20）内且另一端插入过滤箱（2）上表面的L形管A（22）、一端密封连接在开

口B（21）内且另一端插入过滤箱（2）内的L形管B（23）、设置在续液箱（19）内的液位传感器

（24）、一端与续液箱（19）连接的连接管（29）、连接在连接管（29）另一端的备用液态材料箱

（25）和设置在连接管（29）上的抽吸泵B（26）构成；所述一组掉落口（10）均与过滤网（9）的位

置相匹配；所述过滤环（3）下表面且位于掉落口（10）处设有倾斜阻隔板（27）；所述过滤箱

（2）侧表面下端开有矩形口（28）；所述矩形口（28）一边铰链连接有密封盖（18）。

[0018]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工作台上设有过滤箱，过滤箱内侧表面沿一周处设有过滤

环，过滤环内侧表面沿一周向下设有与过滤箱内底面密封连接的收纳板，过滤箱上表面中

心位置开有开口，开口上扣装有扣盖，扣盖内下表面中心位置向下设有旋转电机，旋转电机

旋转端固定套装有转流板，过滤箱内侧表面相对设有一组过滤网，过滤环沿上表面开有一

组相对的掉落口，过滤箱上设有续液装置，扣盖内设有锁紧固定装置，锁紧固定装置由开在

扣盖内截面为矩形的空腔、开在扣盖上表面中心位置的圆口、设置在空腔内且位于圆口处

的转盘、一端伸出圆口另一端与转盘上表面中心位置固定的转杆、分别开在空腔四边中心

位置的通孔、一端嵌装在通孔内另一端与转盘铰链连接的插销和开在开口内侧表面与多个

通孔相匹配的插槽构成，使用简单的过滤网结构，过滤液体内杂质，过滤后进行收集，收集

后一并取出，操作简单，实用性强。

[0019] 在本实施方案中，控制箱的输出端1与旋转电机的输入端相连，控制箱的输出端2

与抽吸泵B的输入端相连，控制箱控制旋转电机和抽吸泵B工作，设置在工作台上的过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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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面设有续液箱，利用虹吸原理进行补液作业，将扣盖放置于过滤箱上表面的开口中，转

动转杆，带动设置于扣盖内空腔中的转盘转动，转盘转动，将一端嵌装在通孔内另一端与转

盘铰链连接的插销展开，插装到开在开口内侧表面与多个通孔相匹配的插槽中，从而实现

扣盖锁紧的作用，之后控制器控制旋转电机工作，旋转电机的旋转端转动，带动转流板转

动，将液体搅动起来，使得液体在过滤箱中旋转运动，当液体中的颗粒状残渣遇到过滤网

时，被拦下掉落入开在过滤环沿上表面一组相对的掉落口中，过滤环下表面且位于掉落口

处设有倾斜阻隔板，防止了因为水流的运动而使得掉落下来的颗粒状残渣又从掉落口处返

回到上面，同时倾斜阻隔板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过滤环内侧表面沿一周向下设有与过滤箱

内底面密封连接的收纳板，收纳版很好的将带有大量掉落下来的颗粒状残渣液体与原液体

相互隔离，当过滤箱内的液体达到一定值时，液位传感器停止工作，不再继续补充液体，当

颗粒状残渣积累到一定量时，同时过滤箱内的液体无杂质时，旋转电机停止工作，转动转杆

将扣盖解锁取出，将无杂质的液体从开口处倒出，再将密封盖打开，把颗粒状残渣从开在过

滤箱侧表面下端的矩形口中取出，此设备过滤了液体内杂质，同时过滤后进行收集，收集后

一并取出，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0020] 在本实施方案中，当过滤箱内的液体高度变低时，续液箱通过密封于开口A内的L

形管A向过滤箱内加入液体，当续液箱内的液体设定高度相对于过滤箱的高度偏低时，过滤

箱通过密封于开口B内的L形管B向续液箱内加入液体，当续液箱的高度低于一定值时，被液

位传感器感应，抽吸泵B开始工作，将备用液态材料箱内的液体抽到续液箱内，当水的位置

到达一定高度后，再次被液位传感器感应，抽吸泵B停止工作，从而实现自动续液的作业，简

单方便，自动化强，节省人力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1]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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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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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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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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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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