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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包

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通的一连通市政自来水的

总进水阀、一超滤处理单元、一紫外消毒单元、一

储水单元和设于楼宇内的若干用户端，还包括一

排地沟。本发明自来水入户前，采用超滤系统对

整体水质进行一级净化处理，去除水中的微粒、

悬浮物、胶体、细菌病毒等污染物，提高整体用水

水质。入户后根据用途再进行分质供水：即盥洗、

清洁用水直接采用超滤系统的出水，有效保护各

种家庭用水设备和元件；直饮和炊事用水则通过

安装入户直饮水机，进一步提升水质达到直饮水

的标准，供用户直接饮用。整体净化系统的单元

结构简单，能耗低，维护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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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通的一连通市政自

来水的总进水阀、一超滤处理单元、一紫外消毒单元、一储水单元和设于楼宇内的若干用户

端，还包括一排地沟，

超滤处理单元包括相互并联的至少一超滤膜组件，每一超滤膜组件的进水端均设有一

进水电动阀和一反洗排水阀，每一超滤膜组件的出水端均设有一出水电动阀，上述超滤膜

组件采用中空纤维膜，膜面积为50～150m2，膜孔径为0.01～2μm，运行压力为0.1～0.5MPa；

上述进水电动阀与总进水阀相连通，上述反洗排水阀与排地沟相连通，上述出水电动阀与

紫外消毒单元相连通；

紫外消毒单元具有一消毒进水阀和一消毒产水阀，紫外消毒单元通过该消毒产水阀与

储水单元相连通，超滤处理单元的出水电动阀通过该消毒进水阀与紫外消毒单元相连通；

储水单元具有一总供水阀和一储水排水阀，储水排水阀与排地沟相连通，总供水阀通

过一二次供水加压泵与若干用户端相连通；

每一用户端均包括分别与二次供水加压泵直接连通的一直饮水终端和一普通生活用

水终端；上述直饮水终端为一台式直饮水机，其过滤级数为单级陶瓷滤芯过滤，操作压力不

大于0.5MPa；该陶瓷滤芯经过载银处理，可抑制细菌滋生，以硅藻土为主要原料，添加纳米

活性炭均匀分布在滤芯内，经过高温烧结后制成，其内部规律地分布孔径在0.1～0.3μm之

间的孔洞，具有过滤和吸附功能；

若干用户端通过一手动阀与紫外消毒单元的消毒进水阀相直接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总进水阀和超滤处

理单元之间的管路上设有第一电导仪和第一压力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滤处理单元与紫

外消毒单元之间的管路上设有第二压力表、第二电导仪、温度计和pH计。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超越电动阀，

该超越电动阀的进水端与市政自来水直接连通，出水端与所述储水单元相连通。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滤处理单元的出

水电动阀的进水端和出水端以及总进水阀上游的管路上均设有一预留清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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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具体涉及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和不可代替的宝贵资源。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饮用水越来越关注。当前各地饮用水水源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尤其是有

机化学污染成为主要威胁的今天，我国仍然沿袭19世纪初应对微生物污染的“混凝、沉淀、

砂滤、氯化消毒”的传统自来水处理工艺，这种落后过时的工艺仅能去除水源水中约40％的

毒害污染物，对大部分化学毒害污染物尤其是有机化学毒害污染物去除效果很不理想，仍

将保留2100种以上生物、物理、化学三大类毒害污染物。

[0003] 此外，自来水在输送中的供水管网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埋设的非食

品级铸铁管、镀锌管，内含的重金属不断析出向水体释放而造成了管网的化学性二次污染；

管道转折处及水箱中繁殖的大量微生物造成管网的生物性二次污染，都会导致水质降低。

随着国家对饮用水水质的关注和严格的监管，为了保证饮用水安全与健康，提升生活饮用

水水质的措施和规划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0004] 现阶段对自来水的净化技术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分质供水技术和家用净水机的开

发应用，前者独立排布管网输送直饮水，对于居民其他生活用水的自来水水质并未纳入提

标范围，因自来水而造成家用电器的结垢、管网龙头的腐蚀、堵塞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后

者每户独立安装净水机，针对的也只是直饮水的水质提升，自来水水质仍未得到整体改善，

且家用净水机大多采用反渗透技术，需要耗电、产生浓水，造成水电的损耗。

[0005] 自来水水质净化的技术目前已经有较多研究，CN2619931Y公开了一种能够获得直

饮水的纳米基优质供水系统，系统包括前置超滤膜滤元和纳米基滤元，后接紫外消毒单元，

将自来水水质提升到直饮水标准。CN104591451A公开了一种自来水净化系统，依次通过臭

氧杀菌器、原水水箱、原水加压泵、气提式砂滤器、除铁锰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软水器、保

安过滤器、光催化反应器、超滤设备、纳滤设备，将水质提升到直饮水标准，通过无菌储水罐

输送给用户。这类净水技术的产水单一，如果全部生活用水均采用直饮水，那么势必造成水

资源的浪费；如果产水只供给直饮用水，而其他生活用水仍采用原自来水，那么自来水水质

没有得到整体提升，家用电器、水管龙头等因铁锈水垢和余氯等造成的损坏氧化问题得不

到解决。

[0006] CN101100867A公开了一种自来水净化分质供水、远程排污的方法和装置，将自来

水引入分质供水装置，产生的磁化能量水和磁化直饮水用于直饮和炊事用水，并利用远程

安装的自动射流抽吸器将产生的净水反抽洗装置截留的污染物，排水用于生活洗涤清洁用

水，实现分质供水和反冲洗污水的再利用。该专利涉及处理单元较多、结构复杂，管路长水

压损失大，易造成用水压力不足；其排污水用于清洁用水，水质比自来水更差，长期使用对

管网龙头和用水电器的结垢损害反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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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缺陷，提供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

[0008]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通的一连通市政自来水的总进

水阀、一超滤处理单元、一紫外消毒单元、一储水单元和设于楼宇内的若干用户端，还包括

一排地沟，

[0010] 超滤处理单元包括相互并联的至少一超滤膜组件，每一超滤膜组件的进水端均设

有一进水电动阀和一反洗排水阀，每一超滤膜组件的出水端均设有一出水电动阀；上述进

水电动阀与总进水阀相连通，上述反洗排水阀与排地沟相连通，上述出水电动阀与紫外消

毒单元相连通；

[0011] 紫外消毒单元具有一消毒进水阀和一消毒产水阀，紫外消毒单元通过该消毒产水

阀与储水单元相连通，超滤处理单元的出水电动阀通过该消毒进水阀与紫外消毒单元相连

通；

[0012] 储水单元具有一总供水阀和一储水排水阀，储水排水阀与排地沟相连通，总供水

阀通过一二次供水加压泵与若干用户端相连通；

[0013] 每一用户端均包括分别与二次供水加压泵直接连通的一直饮水终端和一普通生

活用水终端；

[0014] 若干用户端通过一手动阀与紫外消毒单元的消毒进水阀相直接连通。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超滤膜组件采用中空纤维膜，膜面积为50

～150m2，膜孔径为0.01～2μm，运行压力为0.1～0.5MPa。

[001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直饮水终端为一台式直饮水机，其过滤级

数为单级陶瓷滤芯过滤，操作压力不大于0.5MPa。

[001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陶瓷滤芯以硅藻土为主要原料，添加纳米活性炭均匀分布在

滤芯内，经过高温烧结后制成，其内部规律地分布孔径在0.1～0.3μm之间的孔洞，具有过滤

和吸附功能。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陶瓷滤芯经过载银处理，可抑制细菌滋生。

[001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总进水阀和超滤处理单元之间的管路上设

有第一电导仪和第一压力表。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超滤处理单元与紫外消毒单元之间的管路

上设有第二压力表、第二电导仪、温度计和pH计。

[002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还包括一超越电动阀，该超越电动阀的进水端

与市政自来水直接连通，出水端与所述储水单元相连通。

[0022]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超滤处理单元的出水电动阀的进水端和出

水端以及总进水阀上游的管路上均设有一预留清洗口。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本发明自来水入户前，采用超滤系统对整体水质进行一级净化处理，去除水中的

微粒、悬浮物、胶体、细菌病毒等污染物，提高整体用水水质。入户后根据用途再进行分质供

水：即盥洗、清洁用水直接采用超滤系统的出水，有效保护各种家庭用水设备和元件；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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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炊事用水则通过安装入户直饮水机，进一步提升水质达到直饮水的标准，供用户直接饮

用。整体净化系统的单元结构简单，能耗低，维护更加方便。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描述。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包括通过管路依次相连通的一连通市政自

来水的总进水阀1、一超滤处理单元2、一紫外消毒单元3、一储水单元4和设于楼宇内的若干

用户端5，总进水阀1和超滤处理单元2之间的管路上设有第一电导仪11和第一压力表12，超

滤处理单元2与紫外消毒单元3之间的管路上设有第二压力表21、第二电导仪22、温度计23

和pH计24，还包括一排地沟6和一超越电动阀7。

[0029] 超滤处理单元2包括相互并联的二超滤膜组件20，超滤处理单元2的设计产水量为

120m3/d，超滤膜组件20采用中空纤维膜，膜面积为50m2，膜孔径为0.01～2μm，运行压力为

0.1～0.5MPa，每一超滤膜组件20的进水端均设有一进水电动阀201和一反洗排水阀202，每

一超滤膜组件20的出水端均设有一出水电动阀203；上述进水电动阀201与总进水阀1相连

通，上述反洗排水阀202与排地沟6相连通，上述出水电动阀203与紫外消毒单元3相连通；上

述超滤处理单元2的跨膜压力主要依靠自来水管路压力，无需额外增加动力设备；

[0030] 紫外消毒单元3具有一消毒进水阀31和一消毒产水阀32，紫外消毒单元3通过该消

毒产水阀32与储水单元4相连通，超滤处理单元2的出水电动阀203通过该消毒进水阀31与

紫外消毒单元3相连通；

[0031] 储水单元4具有一总供水阀41和一储水排水阀42，储水排水阀42与排地沟6相连

通，总供水阀41通过一二次供水加压泵8与若干用户端5相连通；

[0032] 超越电动阀7的进水端与市政自来水直接连通，出水端与上述储水单元4连通；

[0033] 若干用户端5通过一手动阀53与紫外消毒单元3的消毒进水阀31相直接连通，每一

用户端5均包括分别与二次供水加压泵8直接连通的一直饮水终端51和一普通生活用水终

端52，直饮水终端51为一台式直饮水机，其过滤级数为单级陶瓷滤芯过滤，操作压力不大于

0.5MPa，该陶瓷滤芯以硅藻土为主要原料，添加纳米活性炭均匀分布在滤芯内，经过高温烧

结后制成，其内部规律地分布孔径在0.1～0.3μm之间的孔洞，具有过滤和吸附功能，优选

的，该陶瓷滤芯经过载银处理，可抑制细菌滋生；

[0034] 优选的，超滤处理单元2的出水电动阀203的进水端和出水端以及总进水阀1上游

的管路上均设有一预留清洗口9。

[0035]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6] (1)自来水整体净化系统运行：开启总进水阀1、消毒进水阀31、消毒产水阀32、总

供水阀41、进水电动阀201和产水电动阀，市政自来水通过总进水阀1进入超滤处理单元2，

经过超滤膜过滤截留杂质后，产水通过出水电动阀203和消毒进水阀31输出。产水经过紫外

消毒系统进行消毒后通过紫外消毒系统的消毒产水阀32进入储水单元4，经过总供水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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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二次供水加压泵8进行增压，供给楼宇用户生活使用，回水经过手动阀经过消毒系

统返回储水单元4，保证供水循环，避免产生死水。在楼宇内每户安装至少一直饮水终端51，

经过直饮水终端51过滤后的水达到直饮水标准，供用户直饮和炊事用水。

[0037] (2)超滤处理单元2反洗：设备正常运行产水12h后，需要进行反洗，反向对膜面沉

积物进行短时间冲洗，以恢复膜性能。反洗其中之一的超滤膜组件20时，关闭该超滤膜组件

20的进水电动阀201，开启该超滤膜反洗排水阀202，另一超滤膜组件20产水通过要清洗的

超滤膜组件20的产水侧进入膜内反洗，反洗水通过反洗排水阀202排地沟6。反洗另一超滤

膜时也是同样操作。

[0038] 设备进行反洗的时间和次数可以设定，一般选择用水量较小的时间进行反洗，如

上午10点，夜间2点，以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用水为原则。反洗的持续时间亦可以设定，一

般为1min，依据膜的污堵情况可适当延长反冲洗的时间。

[0039] (3)超滤处理单元2的清洗：超滤处理单元2正常运行产水一年或者更久后，产水

量、产水水质下降，通过反洗亦无法恢复时，需要对膜通过预留清洗口9进行药剂清洗。

[0040] (4)超滤处理单元2的切换：当设备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或者需要维护清洗时，不能

供应超滤产水，但是又不能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用水，此时关闭消毒产水阀32，开启超越电动

阀7，自来水不经过超滤处理单元2和紫外消毒单元3，直接进入储水单元4补水供给楼宇居

民生活用水。

[0041] 超滤处理单元2产水直接供给楼宇居民生活用水，楼宇内每户再室内直接安装直

饮水机，为用户提供直饮水。直饮水机内所用的复合陶瓷滤芯所需的操作压力较低，无需额

外耗电加压，依靠超滤系统出水自身的压力即可过滤，在运行维护上更加节能简易。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

依本发明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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