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708231.1

(22)申请日 2020.11.20

(73)专利权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陈雪明　邓世俊　张雪娇　金华长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代理人 林怀禹

(51)Int.Cl.

C02F 9/0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

统。至少包括两个结构相同的过滤装置，两个过

滤装置下封头底部的进水口分别与各自三通阀

的第一端相连、各自三通阀的第二端与反冲洗排

水管相连、各自三通阀的第三端与进水管相连；

文丘里管的第一端与进水阀相连，第二端与加有

絮凝剂的投射泵相连，第三端与进水管相连；两

个过滤装置底部的出水口经阀门接入清水池，反

冲洗废水接排水管。系统中至少两个装置联动过

滤处理，一个装置反冲洗用水可由另一装置处理

所得清水给予供给，无需设置反冲洗高位水箱或

直接从清水池取水的反冲洗水泵；进水与反冲洗

排水采用内部引流管设计，以利于阀门安装与维

修，保证反冲洗排水水流通畅。它还适用其他类

似水净化过程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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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该过滤系统至少包括两个结构相同的过滤

装置，两个过滤装置下封头（15）底部的进水口（16）分别与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

第一端相连，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二端与反冲洗排水管（24）相连，第一个三

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三端与进水管（25）相连，文丘里管（26）的第一端与进水阀相连，

文丘里管（26）的第二端与加有絮凝剂的投射泵（27）相连，文丘里管（26）的第三端与进水管

（25）相连；两个过滤装置底部的出水口（18）由出水管道（21）相连后，经清水管（19）和阀门

（20）接入清水池，反冲洗废水则通过反冲洗排水管（24）排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相同的过滤

装置，均包括上封头（3）、在上封头（3）上装有带管罩（1）的上伸管（2）、两侧设有左卸料孔

（9）和右卸料孔（8）的筒体（7）、进气口（11）、开有进水口（16）及出水口（18）的下封头（15）和

支座（17）；

下封头（15）内的出水口（18）设有挡水板（14），过滤装置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装有多个

水帽（12）的支撑板（13）、承托层（10）和滤料层（5）；引流管（6）自上至下依过穿过滤料层

（5）、承托层（10）和支撑板（13），并固定于支撑板（13）中心，引流管（6）的顶部开有喇叭口

（4），底部与进水口（16）连通；进气口（11）位于支撑板（13）下侧的筒体（7）侧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水帽（12）均

匀设置在支撑板（13）上，多个水帽（12）分别通过螺纹接头固定在支撑板（13）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卸料孔（9）和

右卸料孔（8）设置在承托层（10）上面的筒体（7）外侧。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在上封头（3）上

装有带管罩（1）的上伸管（2），以保证制水量恒定和反冲洗过程及时排气。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流管（6）设置

在过滤装置中心，可保证进出水水流通畅，管道不需要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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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饮用水过滤装置，尤其是涉及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农村地区饮水安全与千家万户的健康息息相关。目前，农村地区饮用水源大多以

山泉水、山涧坑水、河水为水源，水体直接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很容易受到山体表土沙、泥冲

刷及人、畜活动等污染，尤其是在雨季，大量的泥沙涌入，水源变得浑浊甚至发黄，不宜直接

供人饮用。因此，农村地区对饮用水过滤装置的需求将越来越大。为了便于自动化操作，农

村饮用水站，尤其是村级的小型饮用水站，通常采用无阀滤池进行过滤。这类滤池不仅结构

复杂，投资费用高，而且清洗效果差，反冲洗水量大，既影响出水水质，又不利于节水。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无阀滤池进行过滤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

一种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以达到高效净化、高效节水，并节省投资与减小占地面积等目

的。

[0004] 为了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本实用新型的过滤系统至少包括两个结构相同的过滤装置，两个过滤装置下封头

底部的进水口分别与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一端相连，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

三通阀的第二端与反冲洗排水管相连，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三端与进水管相

连，文丘里管的第一端与进水阀相连，文丘里管的第二端与加有絮凝剂的投射泵相连，文丘

里管的第三端与进水管相连；两个过滤装置底部的出水口由出水管道相连后，经清水管和

阀门接入清水池，反冲洗废水则通过排水管排水。

[0006] 所述结构相同的过滤装置，均包括上封头、在上封头上装有带管罩的上伸管、两侧

设有左卸料孔和右卸料孔的筒体、进气口、开有进水口和出水口的下封头和支座；

[0007] 下封头内的出水口设有挡水板，过滤装置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装有多个水帽的支

撑板、承托层和滤料层；引流管自上至下依过穿过滤料层、承托层和支撑板，并固定于支撑

板中心，引流管的顶部开有喇叭口，底部与进水口连通；进气口位于支撑板下侧的筒体侧

面。

[0008] 所述左卸料孔和右卸料孔设置在承托层上面的筒体外侧。

[0009] 所述在上封头上装有带管罩的上伸管，以保证制水量恒定和反冲洗过程及时排

气。

[0010] 所述引流管设置在过滤装置中心，可保证进出水水流通畅，管道不需要弯绕。

[0011] 所述进气口与反冲洗进气管道入口相连。

[0012]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3] 1)采用内部竖直引流管设计，利于阀门安装与维修，简化管路，并保证反冲洗排水

水流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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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2)上封头顶部设有上伸管，既可自动调节滤层上部的水位，稳定制水流量，又有利

于排气，使反冲洗废水能顺利排出过滤装置。

[0015] 3)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工艺，极大地减少反冲洗过程用水量，有利于节水。

[0016] 4)两个装置联动过滤及反冲洗，其中一个装置反冲洗用水可由另一装置过滤所得

清水给予供给，可去除常规反冲洗过程需使用的高位水箱或直接从清水池取水所需的反冲

洗水泵，简化系统结构，节约投资成本，缩小设备占地面积，利于农村地区推广应用。

[0017]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农村饮用水净化，或其他类似水净化过程的过滤处理。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单个装置结构图。

[0019] 图2是本实用新型过滤系统原理图。

[0020] 图中：1、管罩，2、上伸管，3、上封头，4、喇叭口，5、滤料层，6、引流管，7、筒体，8、右

卸料孔，9、左卸料孔，10、承托层，11、进气口，12、水帽，13、支撑板，14、挡水板，15、下封头，

16、进水口，17、支座，18、出水口，19、清水管，20、阀门，21、出水管，22、第一个三通阀，23、第

二个三通阀，24、反冲洗排水管，25、进水管，26、文丘里管，27、投射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过滤系统至少包括两个结构相同的过滤装置，两个

过滤装置下封头15底部的进水口16分别与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一端相连，第

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二端与反冲洗排水管24相连，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

阀的第三端与进水管25相连，文丘里管26的第一端与进水阀相连，文丘里管26的第二端与

加有絮凝剂的投射泵27相连，文丘里管26的第三端与进水管25相连；两个过滤装置底部的

出水口18由出水管道21相连后，经清水管19和阀门20接入清水池，反冲洗废水则通过排水

管24排水。

[0023] 文丘里管26和投射泵27用于进水的预处理，在系统进水时自动投加适量的絮凝

剂，可使水中胶体杂质迅速混合絮凝，无需设置初沉池，利于后续过滤过程。

[0024] 本系统至少包含两个装置且各自出水管21并联，一个装置反冲洗用水可直接由另

一装置过滤所得清水给予供给，无需设置反冲洗高位水箱或直接从清水池取水的反冲洗水

泵，节约设备成本，并达到简化系统结构的目的。

[0025] 所述结构相同的过滤装置，均包括上封头3、在上封头3上装有带管罩1的上伸管2、

两侧设有左卸料孔9和右卸料孔8的筒体7、进气口11、开有进水口16和出水口18的下封头15

和支座17；

[0026] 下封头15内的出水口18设有挡水板14，过滤装置内自下而上依次设有装有多个水

帽12的支撑板13、承托层10和滤料层5；引流管6自上至下依过穿过滤料层5、承托层10和支

撑板13，并固定于支撑板13中心，引流管6的顶部开有喇叭口4，底部与进水口16连通；进气

口11位于支撑板13下侧的筒体7侧面。

[0027] 引流管6竖直安装有利于保持排水畅通，喇叭口4则有助于水气的迅速分离，此设

计相比于传统过滤装置的复杂内部结构设计，极大地简化管路结构，使其变得更加简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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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反冲洗出水也得以迅速通过引流管6自上而下排出，出水口18上配有挡水板14，有利

于反冲洗进水水流均匀分布，提高反冲洗效率；支撑板13上均匀布有水帽12，在水帽12上方

设置一承托层10，承托层10采用常规的磁铁矿进行设置。在反冲洗过程中，空气混合反冲洗

进水穿过水帽12，碰撞到承托层10时可均匀分布反冲洗水，避免了部分区域水量太小，冲刷

不干净，承托层10上则设有滤料层5；上封头3顶部连接上伸管2，可使反冲洗过程产生的气

体及时排出。过滤初期截流的杂质量少时，滤层阻力小，上伸管2内水位较低，随着装置过滤

过程的进行，截流的杂质逐渐增加，滤层阻力变得较大，水头损失也加大，此时上伸管2内水

位上升，此设计可保证过滤过程制水量始终保持恒定；筒体7两侧分别设有左卸料孔9和右

卸料孔8，便于水帽12的安装与更换，也利于滤料5的装卸；筒体7侧下部有进气口11，用于与

反冲洗进气管道入口相连；

[0028] 所述多个水帽12均匀设置在支撑板13上，多个水帽12分别通过螺纹接头固定在支

撑板13上。

[0029] 所述左卸料孔9和右卸料孔8设置在承托层10上面的筒体7外侧。

[0030] 所述在上封头3上装有带管罩1的上伸管2，以保证制水量恒定和反冲洗过程及时

排气。

[0031] 所述引流管6设计在过滤装置中心，保证进出水水流通畅，管道不需要弯绕。

[0032] 所述进气口11与反冲洗进气管道入口相连。

[0033] 已投加絮凝剂的进水通过进水口16接入引流管6，在重力作用下过滤流出装置，水

中颗粒与滤料层5充分接触，被截留于滤层中，流出的清水达到所需的出水指标；该系统采

用气‑水联合反冲洗方式，即当其中一个装置过滤出水指标开始不达标时进入反冲洗阶段，

压缩空气通过筒体7侧下部的进气口11进入装置内部，压缩空气与另一装置过滤产生的清

水混合后自下而上依次通过水帽12，承托层10与滤料层5，在流体剪切力与颗粒间摩擦力作

用下使滤料层截留的杂质颗粒脱落并通过引流管6带出滤料层5。采用水‑气联合反冲洗技

术极大减少了反冲洗过程用水量，起到明显的节水效果，尤其适合水源稀缺的农村地区。

[0034] 两个过滤装置下封头15底部的进水口16分别与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

第一端相连，第一个三通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二端与反冲洗排水管24相连，第一个三通

阀和第二个三通阀的第三端与进水管25相连；装置底部出水管道采用并联方式连接清水

管，通过阀门20控制过滤出水，最终流至清水池。该农村饮用水过滤系统，互相交替进行过

滤与反冲洗，可长期达到较优的出水指标，减少投资成本，提高系统利用能力。

[0035] 本实用新型运行分为过滤净化与反冲洗两个步骤，两个步骤交替操作；

[0036] 1)过滤净化：预处理进水由第一个三通阀22和第二个三通阀23自动控制，经进水

口16由引流管6进入过滤装置，进水自上而下依次通过滤料层5、承托层10、水帽12与支撑板

13，进水中的杂质颗粒与滤料层5充分接触，产生碰撞并粘附于滤料层上，最终被截留于滤

料层5中。过滤出水流向下封头15底部出水口18，此时出水已符合饮用水指标要求，最终经

阀门20从清水管19流出。

[0037] 2)反冲洗：随着过滤不断进行，滤料层5中截留杂质量也随之增加，水头损失相应

增大，出水水质变差，此时需要停止过滤，对其中一个过滤装置进行反冲洗，上述过程在两

个装置中交替进行。本系统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压缩空气经反冲洗进气口11与另一装置

产生的过滤水经出水口18同时混合进入，并自下而上依次通过水帽12、承托层10和滤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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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现反冲洗；在流体剪切力与颗粒间摩擦作用下，滤料层5吸附截留的杂质颗粒不断脱落

并随水流自上而下流经喇叭口4进入引流管6，最后通过三通阀从排水管23排出。

[0038] 实施例1：

[0039] 经过筛网预处理的进水，浊度约20  NTU，采用本实用新型过滤装置进行处理。过滤

装置的承托层10厚度为150mm，滤料层5厚度为900mm，滤料粒径为0.5‑1 .0mm。操作条件如

下：采用聚合氯化铝铁作为絮凝剂，絮凝剂投加量为3.0  mg/L；pH值约7.0；过滤阶段历时14 

h，过滤流速约10  m/h；反冲洗阶段历时10  min，反冲洗水流速约10m/h，反冲气量61.2  m3/

(h·m2)。运行结果如下：出水浊度为0.30‑0.45  NTU，浊度去除率为97.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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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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