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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环保节水领域的一种新型环

保高效净水器，包括：净水器外壳、进水口、第一

过滤舱、废水出口、废水管道和出水口，净水器外

壳内部上方固定安装有水管支架，水管安装座下

端设置有若干大小不一的内螺纹孔，水管安装座

内部的螺纹孔自右向左分别旋转安装有第一过

滤舱、第二过滤舱、第三过滤舱、第四过滤舱和第

五过滤舱，所述第五过滤舱内部设置有紫外线

灯。反渗透膜间隙很小，滤水效率有限，通过将反

渗透膜进行折叠设计，可以极大地增加水流与反

渗透膜接触的面积，从而大幅提升滤水的效果，

提升出水速度；紫外线灯，第五过滤舱外侧空间

较大，可以进行部分储水的功能，可以在用于任

何时间打开即可立即出水，减少等待时间，优化

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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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包括：净水器外壳（1）、进水口（3）、第一过滤舱（5）、废水

出口（13）、废水管道（15）和出水口（16），所述净水器外壳（1）右上角设置有加压装置（4），所

述加压装置（4）右端固定安装有进水口（3），所述水管安装座（2）下端设置有内螺纹孔，通过

水管安装座（2）内部的螺纹孔旋转安装有第一过滤舱（5），所述净水器外壳（1）下端设置有

废水管道（15），所述净水器外壳（1）外侧左下角固定安装有废水出口（13），所述净水器外壳

（1）外部左上侧固定连接有出水口（16），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器外壳（1）内部上方固定安

装有水管支架（21），水管支架（21）下方悬挂安装有水管安装座（2），水管安装座（2）在内部

固定有水管（10），所述水管安装座（2）下端设置有内螺纹孔，通过水管安装座（2）内部的螺

纹孔自右向左分别旋转安装有第一过滤舱（5）、第二过滤舱（6）、第三过滤舱（7）、第四过滤

舱（8）和第五过滤舱（9），所述第五过滤舱（9）内部设置有紫外线灯（23），废水管道（15）上方

分别在第二过滤舱（6）、第三过滤舱（7）和第四过滤舱（8）上方设置有废水收集口（14），所述

净水器外壳（1）内部上端设置有过滤舱支撑台（2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器外壳（1）

为净水机外壳结构，所述水管安装座（2）内部设置有发泡结构，所述水管安装座（2）左侧通

过水管（10）连通净水器外壳（1）的内部；所述第一过滤舱（5）中部设置有隔离层（12）将第一

过滤舱（5）内部分割成两部分，所述第二过滤舱（6）左侧的水管安装座（2）内设置有第三过

滤舱（7），所述第四过滤舱（8）内部设置有活性竹炭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管（10）之间终

端部分设置有流量监测阀（1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舱（5）

上端通过过滤舱安装口（17）旋转安装在水管安装座（2）的内部，过滤舱安装口（17）内部两

侧分别安装有两根水管（10），左侧将水流导入到第一过滤舱（5）内，第一过滤舱（5）内均匀

设置有蜂巢结构块（18），蜂巢结构块（18）内填充有活性炭。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经过第一过滤舱

（5）后由水管（10）连通至第二过滤舱（6）左侧，第二过滤舱（6）为软化过滤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过滤舱（7）

内设置有长效反渗透膜（2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紫外线灯（23）上

端设置有电机（24），紫外线灯（23）中部两端分别设置有固定安装块（26），固定安装块（26）

用于固定安装有电离棒（25），所述紫外线灯（23）外侧安装有高透树脂（27）。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过滤舱（9）

上端过滤舱安装口（17）形状为斜锥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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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节水领域，具体是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

背景技术

[0002] 净水器也叫净水机、水质净化器，是按对水的使用要求对水质进行深度过滤、净化

处理的水处理设备。平时所讲的净水器，一般是指用作家庭使用的小型净化器。其技术核心

为滤芯装置中的过滤膜，目前主要技术来源于超滤膜和RO反渗透膜两种。净水器能有效滤

除水中的铁锈、砂石、胶体以及吸附水中余氯、嗅味、异色、农药等化学药剂。可有效去除水

中的细菌、病菌、毒素、重金属等杂质。净水技术在饮用水领域的应用，使得“水土不服”的现

象会很快成为历史，有效地解决了很多地方由于地下水中有害物质超标而造成的地方性疾

病。

[0003]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净水器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净水速度慢，难以满足实际需

求，需要频繁更换滤芯，成本高且使用不便，所以发明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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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包括：净水器外壳、进水口、第一过滤舱、废水出口、废水管

道和出水口，所述净水器外壳为净水机外壳结构，所述净水器外壳右上角设置有加压装置，

所述加压装置右端固定安装有进水口，所述净水器外壳内部上方固定安装有水管支架，水

管支架下方悬挂安装有水管安装座，所述水管安装座内部设置有发泡结构，水管安装座在

内部固定有水管，并且可以吸收部分震动，减小噪音，所述水管安装座左侧通过水管连通净

水器外壳的内部，所述净水器外壳外部左上侧固定连接有出水口；所述水管安装座下端设

置有若干大小不一的内螺纹孔，分别对应唯一的过滤装置，通过水管安装座内部的螺纹孔

自右向左分别旋转安装有第一过滤舱、第二过滤舱、第三过滤舱、第四过滤舱和第五过滤

舱，所述第一过滤舱中部设置有隔离层将第一过滤舱内部分割成两部分，加长水流处理通

道，从而提升过滤效果，第一过滤舱上端通过过滤舱安装口旋转安装在水管安装座的内部，

过滤舱安装口内部两侧分别安装有两根水管，左侧将水流导入到第一过滤舱内，第一过滤

舱内均匀设置有蜂巢结构块，所述第二过滤舱左侧的水管安装座内设置有第三过滤舱，通

过水管进行连通，所述第三过滤舱内设置有所述第三过滤舱内通过长效反渗透膜将前道工

序过滤后的水源进行精细化过滤，除去大部分病毒、重金属和细菌，从而达到直接饮用的效

果，由于反渗透膜间隙很小，滤水效率有限，通过将反渗透膜进行折叠设计，可以极大地增

加水流与反渗透膜接触的面积，从而大幅提升滤水的效果，提升出水速度，提升客户使用的

满意度，所述第五过滤舱上端过滤舱安装口形状为斜锥面设计，可以将进出水管道设置在

第五过滤舱的外侧，所述第五过滤舱内部设置有紫外线灯，所述紫外线灯上端设置有电机，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160650 A

3



紫外线灯中部两端分别设置有固定安装块，固定安装块用于固定安装有电离棒，第五过滤

舱外侧空间较大，可以进行部分储水的功能，可以在用于任何时间打开即可立即出水，减少

等待时间，优化客户体验，所述净水器外壳下端设置有废水管道，废水管道上方分别在第二

过滤舱、第三过滤舱和第四过滤舱上方设置有废水收集口，可以将该阶段的废水流入到废

水管道内，所述净水器外壳内部上端设置有过滤舱支撑台用于制成保护过滤舱；第二过滤

舱为软化过滤层，将水中的重金属离子、病毒和细菌，重点吸附钙镁离子，将水质软化，提升

过滤质量。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加压装置可以将进水口进入的水源进行加压，从而提

升后续过滤以及出水的速度。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水管之间终端部分设置有流量监测阀，通过流量监

测阀的指示，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及时锁定故障区域，快速进行更换和解决，给用户带来便

捷。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蜂巢结构块内填充有活性炭，可以将水流中的病毒、

杂质、重金属、细菌以及余氯进行初步的过滤。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第一过滤舱后由水管连通至第二过滤舱左侧，其中

第二过滤舱为软化过滤层，将水中的重金属离子、病毒和细菌，重点吸附钙镁离子，将水质

软化，提升过滤质量。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第四过滤舱内部设置有活性竹炭包，可以吸附水中

的一些异味。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紫外线灯外侧安装有高透树脂，保持透光同时隔绝

水源，对电离棒通电产生紫外线对于水流进行抑菌处理，避免储水过程中造成水源的二次

污染。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净水器外壳外侧左下角固定安装有废水出口，用于

废水的收集，将该废水管连通至马桶管道，用于马桶冲洗，环保节水。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净水器外壳外侧左下角固定安装有废水

出口，可以将该阶段的废水流入到废水管道内，用于废水的收集，将该废水管连通至马桶管

道，用于马桶冲洗，环保节水；过滤舱安装口内部两侧分别安装有两根水管，左侧将水流导

入到第一过滤舱内，第一过滤舱内均匀设置有蜂巢结构块，蜂巢结构块内填充有活性炭，可

以将水流中的病毒、杂质、重金属、细菌以及余氯进行初步的过滤；第三过滤舱内设置有长

效反渗透膜将前道工序过滤后的水源进行精细化过滤，除去大部分病毒、重金属和细菌，从

而达到直接饮用的效果，由于反渗透膜间隙很小，滤水效率有限，通过将反渗透膜进行折叠

设计，可以极大地增加水流与反渗透膜接触的面积，从而大幅提升滤水的效果，提升出水速

度；紫外线灯，对电离棒通电产生紫外线对于水流进行抑菌处理，避免储水过程中造成水源

的二次污染，第五过滤舱外侧空间较大，可以进行部分储水的功能，可以在用于任何时间打

开即可立即出水，减少等待时间，优化客户体验。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中第一过滤舱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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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3为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中第三过滤舱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中紫外线灯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净水器外壳，2-水管安装座，3-进水口，4-加压装置，5-第一过滤舱，6-第

二过滤舱，7-第三过滤舱，8-第四过滤舱，9-第五过滤舱，10-水管，11-流量监测阀，12-隔离

层，13-废水出口，14-废水收集口，15-废水管道，16-出水口，17-过滤舱安装口，18-蜂巢结

构块，20-反渗透膜，21-水管支架，22-过滤舱支撑台，23-紫外线灯，24-电机，25-电离棒，

26-固定安装块，27-高透树脂。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0] 实施例1

请参阅图1，一种新型环保高效净水器，包括：净水器外壳1、进水口3、第一过滤舱5、废

水出口13、废水管道15和出水口16，所述净水器外壳1为净水机外壳结构，所述净水器外壳1

右上角设置有加压装置4，所述加压装置4右端固定安装有进水口3，所述加压装置4可以将

进水口3进入的水源进行加压，从而提升后续过滤以及出水的速度，所述净水器外壳1内部

上方固定安装有水管支架21，水管支架21下方悬挂安装有水管安装座2，所述水管安装座2

内部设置有发泡结构，水管安装座2在内部固定有水管10，并且可以吸收部分震动，减小噪

音，所述水管10之间终端部分设置有流量监测阀11，通过流量监测阀11的指示，可以在发生

故障时及时锁定故障区域，快速进行更换和解决，给用户带来便捷，所述水管安装座2左侧

通过水管10连通净水器外壳1的内部，所述净水器外壳1外部左上侧固定连接有出水口16；

所述水管安装座2下端设置有若干大小不一的内螺纹孔，分别对应唯一的过滤装置，通

过水管安装座2内部的螺纹孔自右向左分别旋转安装有第一过滤舱5、第二过滤舱6、第三过

滤舱7、第四过滤舱8和第五过滤舱9，如图2所示，所述第一过滤舱5中部设置有隔离层12将

第一过滤舱5内部分割成两部分，加长水流处理通道，从而提升过滤效果，第一过滤舱5上端

通过过滤舱安装口17旋转安装在水管安装座2的内部，过滤舱安装口17内部两侧分别安装

有两根水管10，左侧将水流导入到第一过滤舱5内，第一过滤舱5内均匀设置有蜂巢结构块

18，蜂巢结构块18内填充有活性炭，可以将水流中的病毒、杂质、重金属、细菌以及余氯进行

初步的过滤，经过第一过滤舱5后由水管10连通至第二过滤舱6左侧，其中第二过滤舱6为软

化过滤层，将水中的重金属离子、病毒和细菌，重点吸附钙镁离子，将水质软化，提升过滤质

量，所述第二过滤舱6左侧的水管安装座2内设置有第三过滤舱7，通过水管10进行连通，如

图3所示，所述第三过滤舱7内设置有所述第三过滤舱7内通过长效反渗透膜20将前道工序

过滤后的水源进行精细化过滤，除去大部分病毒、重金属和细菌，从而达到直接饮用的效

果，由于反渗透膜间隙很小，滤水效率有限，通过将反渗透膜进行折叠设计，可以极大地增

加水流与反渗透膜接触的面积，从而大幅提升滤水的效果，提升出水速度，提升客户使用的

满意度，所述第四过滤舱8内部设置有活性竹炭包，可以吸附水中的一些异味，所述第五过

滤舱9上端过滤舱安装口17形状为斜锥面设计，可以将进出水管道设置在第五过滤舱9的外

侧，所述第五过滤舱9内部设置有紫外线灯23，综合图4所示，所述紫外线灯23上端设置有电

机24，紫外线灯23中部两端分别设置有固定安装块26，固定安装块26用于固定安装有电离

棒25，所述紫外线灯23外侧安装有高透树脂27，保持透光同时隔绝水源，对电离棒25通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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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紫外线对于水流进行抑菌处理，避免储水过程中造成水源的二次污染，第五过滤舱9外侧

空间较大，可以进行部分储水的功能，可以在用于任何时间打开即可立即出水，减少等待时

间，优化客户体验，所述净水器外壳1下端设置有废水管道15，废水管道15上方分别在第二

过滤舱6、第三过滤舱7和第四过滤舱8上方设置有废水收集口14，可以将该阶段的废水流入

到废水管道15内，所述净水器外壳1外侧左下角固定安装有废水出口13，用于废水的收集，

将该废水管连通至马桶管道，用于马桶冲洗，环保节水，所述净水器外壳1内部上端设置有

过滤舱支撑台22用于制成保护过滤舱。

[0021] 实施例2

进一步的，所述净水器外壳1采用绝缘塑料材质，易于打理并且可以进行水电分离，提

升安全特性，不易滋生细菌，安全卫生。

[0022] 实施例3

优选的，所述过滤舱支撑台22上方设置有硅胶材质，可以提供支撑力的同时，具有良好

的底部密封性。

[0023]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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