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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2）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安徽菲利特过滤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华

章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章礼春，许强，周进、钟新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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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砂过滤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政污水处理系统中过滤用流砂过滤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流砂过滤器（以下简称过滤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774 过滤与分离 名词术语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3306 标牌 
GB/T 13922 水处理设备性能实验  
GB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NB/T47003.1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JB/T 2932-1999 水处理设备 技术条件  
JB/T 4711 压力容器涂敷与运输包装  
JB/T 7217 分离机械 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CJ/T43-2009 水处理用滤料执行标准与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477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砂过滤器 Sandflo filter 
利用石英砂作为过滤介质，在一定的压力下，把浊度较高的待处理水引入，利用装填介质的吸附、

截留等作用，去除水中悬浮物的一种过滤器。过滤器通过气泵的提升可同时进行过滤介质的清洗过程。 

4 型式与基本参数 

4.1 结构形式 

流砂过滤器的结构型式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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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有点模糊 

1-提砂管道；2-排污管；3-进水管；4-过滤器端盖；5-洗砂盘组件；6-防溅罩；7-固定螺杆；8-防溅盖；9-螺栓；

10-螺母；11-外洗砂器；12-内洗砂器；13-布水器组件；14-过滤器壳体；15-放空口。 

图1 流砂过滤器结构示意图 

4.2 基本参数 

过滤器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流砂过滤器基本参数表 

型号 
筒体直径 

mm 

过滤面积 

m
2
 

过滤能力 

m
3
 

滤料厚度 

mm 

LS1200-10 1200 1.1 10 1000 

LS1700-20 1700 2.2 20 1200 

LS2000-30 2000 3.1 30 1300 

LS2400-40 2400 4.5 40 1300 

LS2600-50 2600 5.3 5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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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型号表示方法 

4.3.1 过滤器的型号表示方法如下所示： 

 

             LS                     此处的单台流量和过滤能力应该统一，包括单位 

 

                                             

                                                     

                                                    单台流量，单位为 m3/h 
                                                     
                                                    筒体直径，单位为 mm； 
                                                    
                                                     流砂过滤器。 

4.3.2 标记示例如下： 

筒体直径为1200mm,流量为10mз/h的流砂过滤器： 

LS1200-10。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 

过滤器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2 技术要求 

5.2.1 过滤器过滤后水中悬浮物杂质的去除率（净化效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5.2.2 过滤器的过滤流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5.2.3 过滤器筒体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应不小于设计压力。 

5.2.4 过滤器的设计滤速应不大于 12m/h。 滤速应该解释一下吧？ 

5.2.5 过滤器的去除率应符合项目设计要求。 

5.3 结构要求 

5.3.1 过滤器的结构设计应符合 JB/T 4735-2009 钢制常压容器中关于立式圆筒形容器的规定。 

5.3.2 过滤器各密封部位应无渗漏。 

5.4 主要零件的材料要求 

5.4.1 过滤器主要零件的材料应有材料供应厂商的质量证明书。如无质量证明书时，制造企业须按相

关标准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4.2 过滤器的滤料检验应符合 CJ/T43-2009 滤料参数的相关规定。 

5.4.3 制造过滤器的材料，允许以性能相近或较优的材料代替，但必须经设计部门同意。 

5.5 主要零件的制造要求 

5.5.1  过滤器提升管直径及洗砂盘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5.5.2  过滤器洗砂器挡板制作要规整、排布均匀。 

5.5.3  焊接应符合JB/T 2932-1999中7.6焊接与热处理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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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外观质量 

5.6.1 过滤器筒体表面应无明显的锤痕、尖刺和划伤。 

5.6.2 过滤器内、外表面的涂装处理应符合 JB/T 7217的要求。 

6 试验 

6.1 试验要求 

过滤器的试验中关于流量及截污容量测量应符合 GB/T 13922-2011 的相关规定。检漏试验应满足 N
B/T 47003.1 中盛水试验的要求。具体条款的编号，检漏试验和盛水试验，应该统一，或有区别进行说

明 

6.2 试验条件 

过滤器进行各项试验时，机器安装形式（弹性或刚性基础）应与使用时的安装形式相一致。 

6.3 试验方法 

6.3.1 设备盛水试验：试验前应将焊接部位的外表面清除干净，并使之干燥，然后注满水，观察时间

根据实际需要决定，但是不能少于 1小时。实验中焊接部位应该无渗漏，如有渗漏，修补后重新试验，

实验完毕，应将水排空并用压缩空气将内部吹干。 

6.3.2 流量试验：过滤器在试验台做试验时，在过滤器出口设置流量仪进行测试，当压力达到设计压

力时，每隔 10分钟记录 1次流量数值，共记录 5次，然后取平均值。 

6.3.3 出水悬浮物杂质去除率测定：过滤器应在正常运转 8小时后在进出水取水点开始取水检测。进

水取水位置应设在只进入过滤器主管上，取水点到过滤器之间不应有支管将水分流到非过滤器处；出水

取水位置应在过滤器出水管进入蓄水池出口处（密封管道系统可在设备出水管道上加装一取水口）；进

出水取水数量应不少于检测用水数量的 4倍。取水器皿及保存方法按照按 GB/T 11901执行。对取样水

分别按 GB/T 11901标准测定进水悬浮物含量和出水悬浮物含量，然后按公式（1）进行计算： 

                         %100
1

21 ×
−

=
H

HH
η ………………………………………………（1） 

式中： 

    η——悬浮物杂质去除率，单位为百分比（%）； 

    1H ——进水悬浮物含量, 单位为克（g）； 

    2H ——出水悬浮物含量, 单位为克（g）。 

7 检验规则 

7.1 基本要求 

过滤器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查验收。 

7.2 检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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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的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产品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 检验前的文件检查 

在过滤器的产品检验之前，应先对下列文件进行检查： 

a) 主要零部件材质证明书或检验报告； 

b)  主要外购、配套件质量证明文件。 

7.4 检验项目对照表 

过滤器的各类检验，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过滤器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质量 5.6 5.5.3 
△ 

△ 
2 过滤器各密封部位密封性能 5.3.2 6.3.1 

3 过滤流量 5.2.2 6.3.2 〇 

4 过滤器去除率 5.2.5 6.3.3 〇 

注：Δ表示应进行检验；〇表示按需要进行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台过滤器应在明显部位设有固定耐久性产品标牌，其尺寸和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

标牌上应标出下列内容： 

a) 过滤器的型号及名称； 

b) 主要技术参数： 

c) 过滤器处理能力，m³/h ； 

过滤器公称口径，mm； 

过滤器设计压力，MPa； 

设备净质量，kg。 
d) 制造日期及编号； 

e) 制造厂名称。 

8.2 包装 

8.2.1 过滤器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8.2.2 包装箱外的收发货标志, 应符合 GB/T 6388的规定。 

8.2.3 过滤器有可能受大气腐蚀的配套件、备件、工具应作防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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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过滤器出厂应有下列文件，并且应随机提供备品、附件和专用工具： 

a) 装箱单； 

b) 产品质量合格证；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安装图（当产品说明书无安装图时）； 

e) 随机备、附件及工具清单。 

8.3 运输 

过滤器在装运过程中不得翻滚和倒置。 

8.4 贮存 

过滤器应存放在常温、通风、没有腐蚀性介质的遮蔽场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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