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372755.3

(22)申请日 2019.12.24

(71)申请人 上海茗洋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201600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

路5599号1幢506

(72)发明人 张斗宏　杨正磊　陈生勇　张富茗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思牛达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1355

代理人 丁剑

(51)Int.Cl.

C02F 9/02(2006.01)

E03B 7/04(2006.01)

E03B 7/07(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

净化供水系统，包括供水单元、一级过滤单元、控

制单元、二级过滤单元、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

单元、储存单元；所述供水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

相连接，所述一级过滤单元与增压单元相连接，

所述控制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增压单元电连

接，所述增压单元与二级过滤单元相连接，所述

二级过滤单元与储存单元相连接，所述储存单元

分别与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单元相连接；本

发明的设置，极大的使得供水水质有了质的提

升，本发明可有效的保证净水系统供水量充足，

使得用户使用水源时较为稳定，减少了闭环的现

象，保证用水高峰时期的水源可正常使用，且重

复利用系统较为稳定，确保用户的持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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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供水单元、一级过滤单

元、控制单元、二级过滤单元、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单元、储存单元；

所述供水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相连接，所述一级过滤单元与增压单元相连接，所述控

制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增压单元电连接，所述增压单元与二级过滤单元相连接，所述二级

过滤单元与储存单元相连接，所述储存单元分别与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单元相连接；

所述供水单元包括原水箱、原水泵，所述原水箱的一端与自来水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

原水箱的输出端与原水泵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原水泵的输出端与一级过滤单元相连接；

所述一级过滤单元包括PP棉、低压阀、颗粒碳，所述原水泵输出的水源依次经过PP棉、

低压阀、颗粒碳；

所述控制单元包括进水电磁阀，所述进水电磁阀与分别与一级过滤单元、二级过滤单

元电连接；

所述二级过滤单元设有A、B两个同等通道，所述A通道包括增压泵、高压RO膜、低压RO

膜，所述颗粒碳的净化后水源通过增压泵依次与高压RO膜、低压RO膜相连接，所述B通道包

括增压泵、高压RO膜、低压RO膜，所述颗粒碳的净化后水源通过增压泵依次与高压RO膜、低

压RO膜相连接，所述低压RO膜均设有两个输出端；

所述储存单元包括RO净水箱、浓缩水水箱，所述RO净水箱分别与所述A通道的低压RO膜

其中一个输出端、所述B低压RO膜其中一个输出端相连接，所述浓缩水水箱依次与A通道的

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B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相连接；

所述一级用水单元包括单向阀、高压传感器、净水箱、净水增压泵，所述RO净水箱依次

与单向阀、高压传感器、净水箱、净水增压泵相连接；

所述二级用水单元包括调节阀，所述A通道的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B低压RO膜另一

个输出端与浓缩水水箱之间设有调节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原水箱内设有自动补水水位开关，用于对原水箱内部进行储水，当原水箱内部水源下降到

设定高度后，所述自动补水水位开关打开，所述原水箱内部水源即加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PP棉用于过滤水中的泥沙、铁锈等颗粒性杂质，所述颗粒碳用于吸附自来水中的余氯以及

异色异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压RO膜用于去除水中细菌、病毒、重金属、农药化肥残留物，所述低压RO膜用于去除浓缩

水中的细菌、病毒、重金属有害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压泵用于对原水增压，已达反渗透膜制水时所需的压力。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单向阀，用于控制纯水的水流方向，防止进入到净水箱的水源流回低压RO膜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高、低压RO膜设有自动冲洗阀，用于每次开机时定时冲洗高、低压RO膜，延长膜寿命，确保水

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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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水水箱还设有旁通阀，当浓缩水箱水用完，打开一端连接自来水的旁通阀，确保正常用

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浓缩水水箱还设有溢流口，所述浓缩水箱满时，RO膜还在正常工作制水，所述浓缩水水箱可

通过溢流口排出，保证浓缩水水箱可正常供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净水箱内部顶端位置处设有高压传感器，用于当净水箱水满时，高压传感器会自动断电

并立刻停机，使得原水箱不在继续供水；所述净水箱内部底端位置处设有低压传感器，当净

水箱达到低水位时，原水泵自动启动并开机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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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供水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企业、餐饮、厨房等用水单位需要确保水源的干净、无污染；但有的单位厨房里的

用水直接是来源于没有经过任何过滤的自来水；可有些用水单位有着属于自己的净化系

统，从自来水输送的水源通过自己的净化系统，使得自己的用水环节处于一个安全、无污染

的要求，可达到饮用级别。

[0003] 但以上都容易出现净水系统供水量跟不上，即使水量足够，但系统会存在闭环的

现象，导致净化后的浓缩水排量过高，净化后可饮用水量比例过低，而浓缩水直接流入下水

道造成无辜浪费，同时主体设备体积较大，不利于安装，购买费用、维护成本较高；同时现有

的净水设备净化后浓缩水与饮用水的比例为3:1甚至超出为5:1，也就是说通过净化后产生

的一吨饮用水背后，至少都会有三吨浓缩水的流失、浪费，极大浪费了资源的问题，为此我

们提出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水系统，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

水系统，包括供水单元、一级过滤单元、控制单元、二级过滤单元、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

单元、储存单元；

[0006] 所述供水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相连接，所述一级过滤单元与增压单元相连接，所

述控制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增压单元电连接，所述增压单元与二级过滤单元相连接，所述

二级过滤单元与储存单元相连接，所述储存单元分别与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单元相连

接；

[0007] 所述供水单元包括原水箱、原水泵，所述原水箱的一端与自来水的输入端相连接，

所述原水箱的输出端与原水泵的输入端相连接，所述原水泵的输出端与一级过滤单元相连

接；

[0008] 所述一级过滤单元包括PP棉、低压阀、颗粒碳，所述原水泵输出的水源依次经过PP

棉、低压阀、颗粒碳；

[0009] 所述控制单元包括进水电磁阀，所述进水电磁阀与分别与一级过滤单元、二级过

滤单元电连接；

[0010] 所述二级过滤单元设有A、B两个同等通道，所述A通道包括增压泵、高压RO膜、低压

RO膜，所述颗粒碳的净化后水源通过增压泵依次与高压RO膜、低压RO膜相连接，所述B通道

包括增压泵、高压RO膜、低压RO膜，所述颗粒碳的净化后水源通过增压泵依次与高压RO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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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RO膜相连接，所述低压RO膜均设有两个输出端；

[0011] 所述储存单元包括RO净水箱、浓缩水水箱，所述RO净水箱分别与所述A通道的低压

RO膜其中一个输出端、所述B低压RO膜其中一个输出端相连接，所述浓缩水水箱依次与A通

道的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B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相连接；

[0012] 所述一级用水单元包括单向阀、高压传感器、净水箱、净水增压泵，所述RO净水箱

依次与单向阀、高压传感器、净水箱、净水增压泵相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二级用水单元包括调节阀，所述A通道的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B

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与浓缩水水箱之间设有调节阀。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原水箱内设有自动补水水位开关，用于对原水箱内部进行储水，当

原水箱内部水源下降到设定高度后，所述自动补水水位开关打开，所述原水箱内部水源即

加满。

[0015] 进一步的，所述PP棉用于过滤水中的泥沙、铁锈等颗粒性杂质，所述颗粒碳用于吸

附自来水中的余氯以及异色异物。

[0016] 进一步的，所述高压RO膜用于去除水中细菌、病毒、重金属、农药化肥残留物，所述

低压RO膜用于去除浓缩水中的细菌、病毒、重金属有害物。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高压泵用于对原水增压，已达反渗透膜制水时所需的压力。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单向阀，用于控制纯水的水流方向，防止进入到净水箱的水源流回

低压RO膜内。

[0019] 进一步的，所述高、低压RO膜设有自动冲洗阀，用于每次开机时定时冲洗高、低压

RO膜，延长膜寿命，确保水质。

[0020] 进一步的，所述浓缩水水箱还设有旁通阀，当浓缩水箱水用完，打开一端连接自来

水的旁通阀，确保正常用水。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浓缩水水箱还设有溢流口，所述浓缩水箱满时，RO膜还在正常工作

制水，所述浓缩水水箱可通过溢流口排出，保证浓缩水水箱可正常供水。

[0022] 进一步的，所述净水箱内部顶端位置处设有高压传感器，用于当净水箱水满时，高

压传感器会自动断电并立刻停机，使得原水箱不在继续供水；所述净水箱内部底端位置处

设有低压传感器，当净水箱达到低水位时，原水泵自动启动并开机制水。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 .本发明的设置，极大的使得供水水质有了质的提升，本发明可有效的保证净水

系统供水量充足，使得用户使用水源时较为稳定，减少了闭环的现象，不仅保证用水高峰时

期的水源可正常使用，同时会在用时低峰时期进行储备，确保用户的持续用水，较为稳定。

[0025] 2.本发明极大的节约了水资源，通过本发明净化后的水源，可使得净化后的饮用

水与浓缩水达到了二比一，意味着净化后产生的两吨饮用水即产生一吨浓缩水，且对浓缩

水进行用于生活洗涤，用于厨房搞卫生包括冲厕所等非生活用水，确保水源的不再浪费，节

约了资源，降低了用户的经济成本。

[0026] 3.本发明易安装，极大的节省了时间，同时使用及经济价值大，确保了每一个用户

可以饮用到健康水源，减少了因喝水生病带来疾病的困惑问题，同时维护成本低，设备安装

占用的面积小，设备处于体小质优价廉的优势，便于控制成本，有利于推广，提高了经济效

益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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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的净化水源流程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的电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请参阅图1至图3，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用于企业餐饮厨房全套净化供

水系统，包括供水单元、一级过滤单元、控制单元、二级过滤单元、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

单元、储存单元；

[0032] 供水单元与一级过滤单元相连接，一级过滤单元与增压单元相连接，控制单元与

一级过滤单元、增压单元电连接，增压单元与二级过滤单元相连接，二级过滤单元与储存单

元相连接，储存单元分别与一级用水单元、二级用水单元相连接；

[0033] 供水单元包括原水箱、原水泵，原水箱的一端与自来水的输入端相连接，原水箱的

输出端与原水泵的输入端相连接，原水泵的输出端与一级过滤单元相连接；

[0034] 一级过滤单元包括PP棉、低压阀、颗粒碳，原水泵输出的水源依次经过PP棉、低压

阀、颗粒碳；

[0035] 控制单元包括进水电磁阀，进水电磁阀与分别与一级过滤单元、二级过滤单元电

连接；

[0036] 二级过滤单元设有A、B两个同等通道，A通道包括增压泵、高压RO膜、低压RO膜，颗

粒碳的净化后水源通过增压泵依次与高压RO膜、低压RO膜相连接，B通道包括增压泵、高压

RO膜、低压RO膜，颗粒碳的净化后水源通过增压泵依次与高压RO膜、低压RO膜相连接，低压

RO膜均设有两个输出端；

[0037] 储存单元包括RO净水箱、浓缩水水箱，RO净水箱分别与A通道的低压RO膜其中一个

输出端、B低压RO膜其中一个输出端相连接，浓缩水水箱依次与A通道的低压RO膜另一个输

出端、B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相连接；

[0038] 一级用水单元包括单向阀、高压传感器、净水箱、净水增压泵，RO净水箱依次与单

向阀、高压传感器、净水箱、净水增压泵相连接；

[0039] 二级用水单元包括调节阀，A通道的低压RO膜另一个输出端、B低压RO膜另一个输

出端与浓缩水水箱之间设有调节阀。

[0040] 原水箱内设有自动补水水位开关，用于对原水箱内部进行储水，当原水箱内部水

源下降到设定高度后，自动补水水位开关打开，原水箱内部水源即加满。

[0041] PP棉用于过滤水中的泥沙、铁锈等颗粒性杂质，颗粒碳用于吸附自来水中的余氯

以及异色异物。

[0042] 高压RO膜用于去除水中细菌、病毒、重金属、农药化肥残留物，低压RO膜用于去除

浓缩水中的细菌、病毒、重金属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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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高压泵用于对原水增压，已达反渗透膜制水时所需的压力。

[0044] 单向阀，用于控制纯水的水流方向，防止进入到净水箱的水源流回低压RO膜内。

[0045] 高、低压RO膜设有自动冲洗阀，用于每次开机时定时冲洗高、低压RO膜，延长膜寿

命，确保水质。

[0046] 浓缩水水箱还设有旁通阀，当浓缩水箱水用完，打开一端连接自来水的旁通阀，确

保正常用水。

[0047] 浓缩水水箱还设有溢流口，浓缩水箱满时，RO膜还在正常工作制水，浓缩水水箱可

通过溢流口排出，保证浓缩水水箱可正常供水。

[0048] 所述净水箱内部顶端位置处设有高压传感器，用于当净水箱水满时，高压传感器

会自动断电并立刻停机，使得原水箱不在继续供水；所述净水箱内部底端位置处设有低压

传感器，当净水箱达到低水位时，原水泵自动启动并开机制水，所述净水箱还设有浮子抑位

开关，当高压传感器失灵，浮子抑位开关自动切断电源。

[004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将自来水的一侧与原水箱连接，使得原水箱的内

部始终处于需求水源高度，同时原水箱内部设有自动补水水位开关，当原水箱内部水源下

降到设定高度后，自动补水水位开关打开，原水箱内部水源即加满，原水箱外侧设有原水

泵，原水泵用于对原水箱内部的水源进行加压，使得原水箱内部的水源可通过原水泵输送

到需求地点，原水箱内部的水源通过原水泵依次通过PP棉、颗粒炭，起到了一级过滤的效

果，接着通过高压泵将净化后的水源向二级过滤单元的A、B两个通道输送，使得净化水源后

的饮用级水源净化效率较快，净化后的饮用水源储存至RO净水箱中，根据使用需求通过净

水增压泵对其进行一级供水，通过RO膜后的浓缩水可储存至浓缩水水箱内，用于对二级用

水供水，RO膜设有水压表和手动冲洗阀门，用于观察和冲洗工业RO膜，冲洗时间可自行定

义，一天至一周均可。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

施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对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这些，都应涵盖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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