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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

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

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属于饮用水处理技术领

域，包括除砂漏斗，所述除砂漏斗底部设有储砂

仓，所述储砂仓连有排砂盘，所述除砂漏斗与第

一过滤装置连接，所述第一过滤装置设有复合进

水口，所述复合进水口通过开关分别与上布水器

和中心管连接，所述上布水器和中心管分别与腔

体相连通，所述中心管还连有复合出水口，所述

上布水器和中心管还通过开关与排污口连接。本

实用新型净化水、对设备进行正向冲洗、反向冲

洗时，不需要借助电力等外力驱动，完全依靠水

压，特别适用于农村尤其是山区等落后地区的水

净化处理，水循环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结构简

单，易于运输和操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10728894 U

2020.06.12

CN
 2
10
72
88
94
 U



1.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除砂漏斗(2)，所述

除砂漏斗(2)底部设有储砂仓(2-9)，所述储砂仓(2-9)连有排砂盘(2-7)，所述除砂漏斗(2)

与第一过滤装置(3)连接，所述第一过滤装置(3)设有复合进水口(3-1)，所述复合进水口

(3-1)通过开关分别与上布水器(3-13)和中心管(3-12)连接，所述上布水器(3-13)和中心

管(3-12)分别与腔体相连通，所述中心管(3-12)还连有复合出水口(3-5)，所述上布水器

(3-13)和中心管(3-12)还通过开关与排污口(3-4)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砂仓(2-9)上设有观察口(2-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心管(3-12)上设有下布水器(3-11)，所述上布水器(3-13)和下布水器(3-11)通过滤网与所

述腔体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

砂漏斗(2)还连有粗过滤装置(1)，所述粗过滤装置(1)设有储污仓(1-5)，所述储污仓(1-5)

连有排污阀(1-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腔

体内设有若干净化介质层，所述净化介质层包括活性炭、树脂、陶瓷滤料、介孔硅材料中的

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过滤装置(3)还连有第二过滤装置(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过滤装置(4)内设有抑菌滤料(4-7)，所述抑菌滤料(4-7)，放置于滤袋(4-6)内，所述滤袋

(4-6)通过不锈钢过滤托衬(4-5)支撑。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

砂漏斗(2)、第一过滤装置(3)和第二过滤装置(4)外分别设有壳体，所述壳体为柱状结构，

所述壳体材质为不锈钢材质。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

砂漏斗(2)和第二过滤装置(4)上分别设有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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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饮用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

型过滤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位于山区生活的居民生活饮用水往往是通过简单的沉淀后直接引用，沉淀后的水

只是看起来清澈，但实际含有大量的杂质及细菌，硬度高，与城市饮用水标准相差甚远，不

利于居民身体健康，因此，生产设计一款适用于山区饮用水过滤设备尤为重要。

[0003] 中国专利ZL201811584707.6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山区的饮用水处理系统”，包括壳

体、过滤室、连接管一、缓冲水箱、输出水管、单向进气阀、水源管、自动进水阀、储水室、顶

盖、消毒装置、呼吸管、呼吸装置、过滤管体、锥斜面和阀门一，该发明净水、消毒通过电力驱

动的方式，在山区实施比较困难，另外消毒装置设置在净化前，增加了消毒的难度，不能保

证消毒的有效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需电力驱动，循环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的一种

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除砂漏斗，所述除

砂漏斗底部设有储砂仓，所述储砂仓连有排砂盘，所述除砂漏斗与第一过滤装置连接，所述

第一过滤装置设有复合进水口，所述复合进水口通过开关分别与上布水器和中心管连接，

所述上布水器和中心管分别与腔体相连通，所述中心管还连有复合出水口，所述上布水器

和中心管还通过开关与排污口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储砂仓上设有观察口。用于观察储砂仓内砂的量。

[0007] 优选的，所述中心管上设有下布水器，所述上布水器和下布水器通过滤网与所述

腔体连通。

[0008] 优选的，所述除砂漏斗还连有粗过滤装置，所述粗过滤装置设有储污仓，所述储污

仓连有排污阀。所述粗过滤装置用于将水初步过滤，除去大的杂质，以防堵塞设备，储污仓

用于储存初步过滤的杂质，杂质通过排污阀排出。

[0009] 优选的，所述腔体内设有若干净化介质层，所述净化介质层包括活性炭、树脂、陶

瓷滤料、介孔硅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通过净化介质层对水进一步过滤。

[0010] 优选的，所第一过滤装置还连有第二过滤装置。更多的过滤装置增加过滤的质量。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二过滤装置内设有抑菌滤料，所述抑菌滤料，放置于滤袋内，所述

滤袋通过不锈钢过滤托衬支撑。通过抑菌滤料对水进行杀菌，通过第二过滤装置进一步净

化水，以达到饮用标准。

[0012] 优选的，所述除砂漏斗、第一过滤装置和第二过滤装置外分别设有壳体，所述壳体

为柱状结构，所述壳体材质为不锈钢材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延长使用寿命。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210728894 U

3



[0013] 优选的，所述除砂漏斗和第二过滤装置上分别设有压力表。

[0014]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手段，达到技术效果如下：

[0015] (1)本实用新型在净化水、对设备进行正向冲洗、反向冲洗时，不需要借助电力等

外力驱动，完全依靠水压，特别适用于农村尤其是山区等落后地区的水净化处理，水循环性

能好，使用寿命长。

[0016] (2)本实用新型采用除砂漏斗，其底部安装了排砂盘，增加了砂子处理的便捷性。

[0017] (3)本实用新型外壳采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进一步增加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0018] (4)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运输、安装便捷，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粗滤过滤装置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除砂漏斗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过滤装置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第一过滤装置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0025] 图中：1粗过滤装置，1-1进水口，1-2不锈钢滤网，1-3出水口，1-4排污阀，  1-5储污

仓；

[0026] 2除砂漏斗，2-1进水端，2-2出水端，2-3柱形桶，2-4锥形桶，2-5第一阀门，2-6观察

口，2-7排砂盘，2-8第二阀门，2-9储砂仓；

[0027] 3第一过滤装置，3-1复合进水口，3-2多路阀手柄，3-3多路阀，3-4排污口，  3-5复

合出水口，3-6壳体，3-7净化介质层1，3-8净化介质层2，3-9净化介质层3，3-10净化介质层

4，3-11下布水器，3-1101下布水器滤网，3-12中心管，  3-13上布水器，3-1301上布水器滤

网，3-14冲洗口；

[0028] 4第二过滤装置，4-1第二过滤装置壳体，4-2精密经水口，4-3桶盖，4-4  压力表，4-

5不锈钢过滤托衬，4-6滤袋，4-7抑菌滤料1，4-8精密出水口；

[0029] 图6中A为工作状态，B为正洗状态，C为反洗状态。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图5所示，一种无动力排砂沉淀自动反冲洗型过滤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除砂漏斗2，所述除砂漏斗2底部设有储砂仓2-9，所述储砂仓2-9上设有观察口2-6，所述储

砂仓2-9连有排砂盘2-7。沉淀的沙子储存在储砂仓2-9内，通过观察口2-6可以看到储砂仓

2-9的状态，通过排砂盘2-7可以很方便将沙子排出。

[0031] 所述除砂漏斗2与第一过滤装置3连接，所述第一过滤装置3设有复合进水口3-1，

所述复合进水口3-1通过开关分别与上布水器3-13和中心管3-12连接，所述上布水器3-13

和中心管3-12分别与腔体相连通，所述中心管3-12还连有复合出水口3-5，所述上布水器3-

13和中心管3-12还通过开关与排污口3-4连接。所述中心管3-12上设有下布水器3-11，所述

上布水器3-13和下布水器3-11通过滤网与所述腔体连通。所述腔体内设有若干净化介质

层，所述净化介质层包括所述净化介质层包括活性炭、树脂、陶瓷滤料、介孔硅材料中的一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0728894 U

4



种或多种。

[0032] 所述除砂漏斗2还连有粗过滤装置1，所述粗过滤装置1设有储污仓1-5，所述储污

仓1-5连有排污阀1-4。所述粗过滤装置用于将水初步过滤，除去大的杂质，以防堵塞设备，

储污仓用于储存初步过滤的杂质，杂质通过排污阀排出。

[0033] 为了净水效果更好，所第一过滤装置3还连有第二过滤装置4，所述第二过滤装置4

内设有抑菌滤料4-7，所述抑菌滤料4-7，放置于滤袋4-6内，所述滤袋  4-6通过不锈钢过滤

托衬4-5支撑。

[0034] 所述除砂漏斗2、第一过滤装置3和第二过滤装置4外分别设有壳体，所述壳体为柱

状结构，所述壳体材质为不锈钢材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增加装置的耐用性。

[0035] 所述除砂漏斗2和第二过滤装置4上分别设有压力表。

[0036] 如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7] (1)工作状态：水经过粗过滤装置1将大的杂物过滤后，进入除砂漏斗2  进一步除

砂，然后进入第一过滤装置3，水从复合进水口3-1进入上布水器3-13，在重力作用下水从上

布水器滤网3-1301进入净化介质层，慢慢渗入腔体底部，经净化介质层净化后，在水压的作

用下，腔体底部的水经过下布水器滤网3-1101  进入到下布水器11中，经中心管3-12流出复

合出水口3-5；然后经精密进水口  4-2进入第二过滤装置4的滤袋4-6内，经抑菌滤料4-7除

菌后从滤袋4-6渗出，从精密出水口4-8到达用户；

[0038] (2)正洗：对第一过滤装置3进行正洗时，通过旋转多路阀手柄3-2关闭复合出水口

3-5，打开排污口3-4，将清洗的废水直接从排污口3-4排出，实现第一过滤装置正向冲洗；

[0039] (3)反洗：旋转多路阀手柄3-2使复合进水口3-1与与中心管3-12连通，上布水器3-

13与排污口3-4连通，在重力的作用下，水从中心管3-12经下布水器3-11渗透到净化介质

层，在水压的作用下，水向上通过净化介质层，经上布水器滤网3-1301进入上布水器3-13

中，进而从排污口3-4排出，实现第一过滤装置的反向冲洗。

[0040] 第一过滤装置3还设有冲洗口3-14可以用净化水直接从该口对第一过滤装置进行

冲洗。

[0041] 本实用新型净化、冲洗、反冲的过程动力全部来自水压，不需借助外力，如电力，特

别适合用于净化农村尤其是山区的饮用水。

[0042] 复合进水口3-1与上布水器3-13、中心管3-12及上布水器3-13、中心管3-12  与排

污口3-4之间的连通关系通过多路阀手柄3-2控制多路阀3-3实现。

[0043] 本实用新型第一过滤装置采用复合过滤装置，第二过滤装置采用精密过滤抑菌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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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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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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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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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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