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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

平台，包括贮水池、进水分流装置、出水调整装

置、净水出水池和显示控制设备，贮水池的输出

端通过输水泵连接至进水分流装置的输入端，进

水分流装置的回流输出端连接至贮水池的输入

端，主输出端连接至膜实验装置，膜实验装置的

浓水输出端通过出水调整装置连接至贮水池，净

水输出端连接至净水出水池，显示控制设备分别

与输水泵、进水分流装置和出水调整装置连接；

显示控制设备通过调节进水分流装置和出水调

整装置的压力以及输水泵的功率来实现进水流

量和压力的变化，进而实现正向膜滤实验和反向

冲洗。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膜片装卸灵

活、运行稳定、压力范围跨度大、可长时间运行、

防腐蚀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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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其特征在于，可应用于不同操作要求和膜材料

的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包括贮水池(1)、进水分流装置(3)、出水调整装置(4)、净

水出水池(6)和显示控制设备(7)，所述贮水池(1)的输出端通过输水泵(2)连接至进水分流

装置(3)的输入端，所述进水分流装置(3)的回流输出端连接至贮水池(1)的输入端，主输出

端连接至膜实验装置(5)，所述膜实验装置(5)的浓水输出端通过出水调整装置(4)连接至

贮水池(1)，净水输出端连接至净水出水池(6)，所述显示控制设备(7)分别与输水泵(2)、进

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连接，

所述显示控制设备(7)通过调节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的压力以及输水

泵(2)的功率来实现进水流量和压力的变化，进而实现正向膜滤实验和反向冲洗；

所述膜实验装置(5)包括膜组件固定架，以及放置于膜组件固定架中的膜组件腔体；

所述膜组件腔体包括腔体上盖(51)、腔体下盖(52)，以及设于腔体上盖(51)和腔体下

盖(52)之间、并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渗透面支撑(53)、膜片(54)、进液面支撑(55)和弯曲板

(56)，所述腔体上盖(51)上设有渗透液出口(511)，所述腔体下盖(52)上设有进液口(521)

和浓水口(522)；

所述弯曲板(56)由不锈钢板支撑，其在额定工作压力及以下时弧度与膜片(54)要求的

弯曲弧度相同；

所述进液面支撑(55)和渗透面支撑(53)为采用软性塑料材质制成的  单层网状结构薄

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控

制设备(7)包括用于显示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中的流量和压力情况的显示

装置，和用于调节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的压力以及输水泵(2)的功率的控

制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额定工

作压力为4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软性塑

料材质为PA、PE或PP。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膜片

(54)采用平板膜或卷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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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实验研究平台，尤其是涉及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推进，饮用水、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等各方面都对水质和水量提出更高

的要求。膜技术在应用于各种深度处理过程中存在截留率、产水量、膜污染等关键问题需要

进行研究。现有的膜技术实验装置存在操作繁琐、不易装卸、不易清洗、实验条件单一、系统

污染等问题。为实现多种膜材料出水水质平行比较、操作条件跨度大、进流模式可切换、实

验膜片可随时装卸、实验平台可进行直接清洗和拆卸清洗、可模拟膜系统反向冲洗等目标，

需要设计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解决以上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膜处理系统综

合实验研究平台。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包括贮水池、进水分流装置、出水调整装置、

净水出水池和显示控制设备，所述贮水池的输出端通过输水泵连接至进水分流装置的输入

端，所述进水分流装置的回流输出端连接至贮水池的输入端，主输出端连接至膜实验装置，

所述膜实验装置的浓水输出端通过出水调整装置连接至贮水池，净水输出端连接至净水出

水池，所述显示控制设备分别与输水泵、进水分流装置和出水调整装置连接；

[0006] 所述显示控制设备通过调节进水分流装置和出水调整装置的压力以及输水泵的

功率来实现进水流量和压力的变化，进而实现正向膜滤实验和反向冲洗。

[0007] 所述膜实验装置包括膜组件固定架，以及放置于膜组件固定架中的膜组件腔体。

[0008] 所述膜组件腔体包括腔体上盖、腔体下盖，以及设于腔体上盖和腔体下盖之间、并

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渗透面支撑、膜片、进液面支撑和弯曲板，所述腔体上盖上设有渗透液

出口，所述腔体下盖上设有进液口和浓水口。

[0009] 所述显示控制设备包括用于显示进水分流装置和出水调整装置中的流量和压力

情况的显示装置，和用于调节进水分流装置和出水调整装置的压力以及输水泵的功率的控

制装置。

[0010] 所述弯曲板由不锈钢板支撑，其在额定工作压力及以下时弧度与膜片要求的弯曲

弧度相同。

[0011] 所述额定工作压力为4MPa。

[0012] 所述进液面支撑和渗透面支撑为采用软性塑料材质制成单层网状结构薄片。

[0013] 所述软性塑料材质为PA、PE或PP。

[0014] 所述膜片采用平板膜或卷式膜。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提供一种可应用于不同操作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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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材料的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具有膜片装卸灵活、运行稳定、压力范围跨度大、

可长时间运行、防腐蚀等优点。可以同时在进水端和出水端分别采样，同时记录流量、压力、

水温、压升、产水量、通量等信息。支持污染物去除率效果、膜片分离效果的比较、操作条件、

膜分离过程等方面的研究。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膜组件腔体结构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膜实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实施例1的结果示意图；

[0020] 图5为实施例2的结果示意图；

[0021] 其中：1、贮水池，2、输水泵，3、进水分流装置，4、出水调整装置，5、膜实验装置，6、

净水出水池，7、显示控制设备，51、腔体上盖，52、腔体下盖，53、渗透面支撑，54、膜片，55、进

液面支撑，56、弯曲板，57、膜组件腔体，58、膜组件固定架，511、渗透液出口，521、进液口，

522、浓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实施例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下述的实施例。

[0023] 一种膜处理系统综合实验研究平台，如图1所示，包括贮水池1、进水分流装置3、出

水调整装置4、净水出水池6和显示控制设备7，贮水池1的输出端通过输水泵2连接至进水分

流装置3的输入端，进水分流装置3的回流输出端连接至贮水池1的输入端，主输出端连接至

膜实验装置5，膜实验装置5的浓水输出端通过出水调整装置4连接至贮水池1，净水输出端

连接至净水出水池6，显示控制设备7分别与输水泵2、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连

接；

[0024] 显示控制设备7通过调节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的压力以及输水泵2的

功率来实现进水流量和压力的变化，进而实现正向膜滤实验和反向冲洗。

[0025] 如图3所示，膜实验装置5包括膜组件固定架，以及放置于膜组件固定架中的膜组

件腔体。

[0026] 如图2所示，膜组件腔体包括腔体上盖51、腔体下盖52，以及设于腔体上盖51和腔

体下盖52之间、并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渗透面支撑53、膜片54、进液面支撑55和弯曲板56，

腔体上盖51上设有渗透液出口511，腔体下盖52上设有进液口521和浓水口522。

[0027] 显示控制设备7包括用于显示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中的流量和压力情

况的显示装置，和用于调节进水分流装置3和出水调整装置4的压力以及输水泵2的功率的

控制装置。

[0028] 弯曲板56由不锈钢板支撑，其在额定工作压力及以下时弧度与膜片54要求的弯曲

弧度相同，其中，额定工作压力为4MPa。

[0029] 进液面支撑55和渗透面支撑53为采用软性塑料材质制成单层网状结构薄片。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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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材质为PA、PE或PP。膜片54采用平板膜或卷式膜。

[0030] 实施时，膜片54为采购商用膜组件或制作膜材料，膜片54按照膜组件腔体尺寸剪

裁，膜组件腔体57放置在膜组件固定架58中后，旋紧螺丝使膜组件腔体57密封。显示控制设

备7用于控制进水操作条件，设置输水泵2功率以及进水分流装置3的流量和压力，流量在0

～10LPM范围内，进水压力在0～4MPa范围内；输水泵2驱动整个膜实验研究平台；贮水池1中

的水样经过膜实验装置5，经过膜滤过程后渗透液通过渗透液出口进入净水出水池，浓水通

过浓水口排出膜实验装置5，并经过出水调整装置4，进入贮水池1。

[0031] 实施例1：

[0032] 膜片54采用陶氏NF270纳滤膜，操作压力为0～4MPa，流量为2LPM，实验水样为去离

子水，记录不同操作压力下，陶氏NF90纳滤膜的产水速率。实验结果表明，该实验装置可以

在不同操作压力条件下研究纳滤膜的渗透效率，结果如图4所示。

[0033] 实施例2：

[0034] 膜片采用陶氏NF90和海德能ESNA1纳滤膜，操作压力为0.25MPa，流量为2LPM，实验

水样为去离子水，实验水量为3L，搜集渗透液含量2.7L，渗透液产量与实验总水量之比为回

收率，记录回收率在0～90％时两种纳滤膜的产水速率并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该实验

装置可以在低操作压力和高回收率情况下研究纳滤膜的渗透效率，结果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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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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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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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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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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