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931645.8

(22)申请日 2020.05.27

(73)专利权人 湖南龙新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10100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街

道星沙大道222号漫城商业中心写字

楼906号

(72)发明人 向龙　冯泽　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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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常明

(51)Int.Cl.

C02F 9/08(2006.01)

C02F 101/12(2006.01)

C02F 101/3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处理领域，尤其是一种适

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针对现有的水

处理设备体积大、成本高、布管安装不便，维护保

养管理难度大的问题，现提出如下方案，其包括

原水泵，所述原水泵上固定安装有第一变频器，

所述原水泵左端进水口处固定连通有进水管道，

所述进水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球阀，所述原水

泵上端出水口处固定安装有第一连接管道，所述

第一连接管道另一端与软化器固定连通，所述软

化器通过第二连接管道以及第三连接管道分别

固定安装且连通有储盐器、超滤膜器，本实用新

型投入成本低，运行成本低，用途广泛，安装方

便，适用地下水、地表水、井水、山泉水等高硬度

水原，实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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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包括原水泵(3)，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水泵

(3)上固定安装有第一变频器(4)，所述原水泵(3)左端进水口处固定连通有进水管道(1)，

所述进水管道(1)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球阀(2)，所述原水泵(3)上端出水口处固定安装有第

一连接管道(5)，所述第一连接管道(5)另一端与软化器(7)固定连通，所述软化器(7)通过

第二连接管道(9)以及第三连接管道(10)分别固定安装且连通有储盐器(8)、超滤膜器

(11)，且及第三连接管道(10)与超滤膜器(11)底部固定连通，所述超滤膜器(11)上端固定

安装且连通有第四连接管道(12)以及第十连接管道(25)，所述第四连接管道(12)另一端部

固定连通有第五连接管道(14)以及第六连接管道(15)，所述第六连接管道(15)上固定安装

有第四电磁阀(55)，所述第五连接管道(14)位于第六连接管道(15)上方，所述第五连接管

道(14)上固定安装有第四球阀(38)，所述第六连接管道(15)另一端与反渗透膜器(33)底部

固定连通，所述反渗透膜器(33)上端固定连通有第七连接管道(17)以及第八连接管道

(18)，所述第七连接管道(17)上端固定安装有第四压力表(56)，所述第七连接管道(17)另

一端与第十一连接管道(27)固定连通，所述第十一连接管道(27)一端固定安装且连通有浓

水流量计(20)，所述浓水流量计(20)下端通过第九连接管道(22)与第七连接管道(17)固定

连通，所述第九连接管道(22)上固定安装有第一调节阀(21)，所述第七连接管道(17)上且

位于第九连接管道(22)以及第十一连接管道(27)与第七连接管道(17)连接处之间位置固

定安装有第一电磁阀(23)，所述第十一连接管道(27)上且位于第七连接管道(17)下方位置

固定安装有第一止回阀(24)，所述第八连接管道(18)另一端与纯水流量计(19)上端固定连

通，所述第八连接管道(18)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导率(16)，所述纯水流量计(19)下端固定

连通有第十二连接管道(29)，所述第十二连接管道(29)另一端与纯水箱(50)上端固定连

通，所述纯水箱(50)上固定安装有呼吸器(30)、浸泡式紫外线灯(31)以及液位浮球(32)，所

述第十连接管道(25)另一端与纯水箱(50)下端固定连通，所述第十连接管道(25)上固定安

装有第二电磁阀(26)以及第二球阀(28)，所述纯水箱(50)底部右端固定连通有出水管道

(49)，所述出水管道(49)上固定安装有第七球阀(48)，所述出水管道(49)另一端与恒压供

水泵(47)进水口固定连通，所述恒压供水泵(47)上端出水口处固定连通有第十五连接管道

(54)，所述第十五连接管道(54)另一端部固定连通有第十三连接管道(34)以及第十四连接

管道(52)，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34)位于第十四连接管道(52)上方，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

(34)另一端与纯水箱(50)上端固定连通，所述第十四连接管道(52)另一端与进水管道(1)

固定连通，所述第十四连接管道(52)上固定安装有第八球阀(51)，所述第十五连接管道

(54)上从左向右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二止回阀(44)、第二电导率(43)、稳压罐(42)、第三压力

表(45)以及第六球阀(41)，所述恒压供水泵(47)上端固定安装有第二变频器(46)，所述第

十三连接管道(34)右端固定连通有用水管道(39)，所述用水管道(39)上固定安装有第五球

阀(40)，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34)从右向左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三球阀(37)、第三电磁阀

(36)以及保安过滤器(35)，所述纯水箱(50)上设有检修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软

化器(7)包括罐体(702)以及自控控制阀头(701)，所述罐体(702)上端固定安装有自控控制

阀头(701)，所述第一连接管道(5)、第二连接管道(9)以及第三连接管道(10)均通过自控控

制阀头(701)与罐体(702)内部相连通，所述罐体(702)内部设置有滤料阳树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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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器(11)包括第一不锈钢膜壳(1102)以及第一滤芯端盖(1101)，所述第一滤芯端盖

(1101)设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一滤芯端盖(1101)均通过卡箍方式与第一不锈钢膜壳(1102)

上下两端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不锈钢膜壳(1102)内部设置有超滤膜，所述第三连

接管道(10)、第四连接管道(12)以及第十连接管道(25)均通过第一滤芯端盖(1101)与第一

不锈钢壳内部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渗透膜器(33)包括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以及第二滤芯端盖(3301)，所述第二滤芯端盖

(3301)设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二滤芯端盖(3301)均通过卡箍方式与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

上下两端可拆卸式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内部设置有反渗透膜，所述第六

连接管道(15)、第八连接管道(18)以及第七连接管道(17)均通过第二滤芯端盖(3301)与第

二不锈钢膜壳(3302)内部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盐器(8)内部设置有软化盐。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12403814 U

3



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直接饮用水是采用反渗透技术将水源进行净化处理，通过食品级环保健康水管直

接供应到用户家中的饮用净水，目前，被小区、办公楼和学校等广泛采用。直饮水的净水工

艺是对自来水的深度处理，它通过过滤、软化、膜分离和杀菌等方法，去除水中的有害金属、

有机物、细菌及病毒等，使其成为优质饮用水。为了能稳定持续的供水，净水系统一般会采

用无菌水箱对处理好的净化水进行存储，但是，由于经过净化的水在管道内停留时间过长，

容易滋生细菌、藻类等，从而影响水质，反而对健康不利，给使用者带来损失。然而现有的水

处理设备过滤程序多，同时耗材更换也相应增多，设备浓水排放也相应增多，浪费水资源；

设备管道及线路控制安装复杂，非专业人员无法安装；对安装场地面积要求大；设备运行功

率大，并且无冲洗功能；并且无菌水箱内无抑菌保鲜设备，进而提出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

新型水处理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解决了现有的水处理

设备体积大、成本高、布管安装不便，维护保养管理难度大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包括原水泵，所述原水泵上固定安装有

第一变频器，所述原水泵左端进水口处固定连通有进水管道，所述进水管道上固定安装有

第一球阀，所述原水泵上端出水口处固定安装有第一连接管道，所述第一连接管道另一端

与软化器固定连通，所述软化器通过第二连接管道以及第三连接管道分别固定安装且连通

有储盐器、超滤膜器，且及第三连接管道与超滤膜器底部固定连通，所述超滤膜器上端固定

安装且连通有第四连接管道以及第十连接管道，所述第四连接管道另一端部固定连通有第

五连接管道以及第六连接管道，所述第六连接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四电磁阀，所述第五连

接管道位于第六连接管道上方，所述第五连接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四球阀，所述第六连接

管道另一端与反渗透膜器底部固定连通，所述反渗透膜器上端固定连通有第七连接管道以

及第八连接管道，所述第七连接管道上端固定安装有第四压力表，所述第七连接管道另一

端与第十一连接管道固定连通，所述第十一连接管道一端固定安装且连通有浓水流量计，

所述浓水流量计下端通过第九连接管道与第七连接管道固定连通，所述第九连接管道上固

定安装有第一调节阀，所述第七连接管道上且位于第九连接管道以及第十一连接管道与第

七连接管道连接处之间位置固定安装有第一电磁阀，所述第十一连接管道上且位于第七连

接管道下方位置固定安装有第一止回阀，所述第八连接管道另一端与纯水流量计上端固定

连通，所述第八连接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导率，所述纯水流量计下端固定连通有第十

二连接管道，所述第十二连接管道另一端与纯水箱上端固定连通，所述纯水箱上固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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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呼吸器、浸泡式紫外线灯以及液位浮球，所述第十连接管道另一端与纯水箱下端固定连

通，所述第十连接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二电磁阀以及第二球阀，所述纯水箱底部右端固定

连通有出水管道，所述出水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七球阀，所述出水管道另一端与恒压供水

泵进水口固定连通，所述恒压供水泵上端出水口处固定连通有第十五连接管道，所述第十

五连接管道另一端部固定连通有第十三连接管道以及第十四连接管道，所述第十三连接管

道位于第十四连接管道上方，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另一端与纯水箱上端固定连通，所述第

十四连接管道另一端与进水管道固定连通，所述第十四连接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八球阀，

所述第十五连接管道上从左向右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二止回阀、第二电导率、稳压罐、第三压

力表以及第六球阀，所述恒压供水泵上端固定安装有第二变频器，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右

端固定连通有用水管道，所述用水管道上固定安装有第五球阀，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从右

向左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三球阀、第三电磁阀以及保安过滤器，所述纯水箱上设有检修孔。

[0006] 优选的，所述软化器包括罐体以及自控控制阀头，所述罐体上端固定安装有自控

控制阀头，所述第一连接管道、第二连接管道以及第三连接管道均通过自控控制阀头与罐

体内部相连通，所述罐体内部设置有滤料阳树脂。

[0007] 优选的，所述超滤膜器包括第一不锈钢膜壳以及第一滤芯端盖，所述第一滤芯端

盖设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一滤芯端盖均通过卡箍方式与第一不锈钢膜壳上下两端可拆卸式

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不锈钢膜壳内部设置有超滤膜，所述第三连接管道、第四连接管道以及

第十连接管道均通过第一滤芯端盖与第一不锈钢壳内部相连通。

[0008] 优选的，所述反渗透膜器包括第二不锈钢膜壳以及第二滤芯端盖，所述第二滤芯

端盖设有两个，两个所述第二滤芯端盖均通过卡箍方式与第二不锈钢膜壳上下两端可拆卸

式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不锈钢膜壳内部设置有反渗透膜，所述第六连接管道、第八连接管道

以及第七连接管道均通过第二滤芯端盖与第二不锈钢膜壳内部相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储盐器内部设置有软化盐。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前置过滤为软化器和超滤膜器，省去诸多

过滤设备，软化器其目的为了降低水中的硬度；反渗透膜为新一代极低压系列优化了膜片

的制膜工艺，与常规膜相比具有更高水通量和脱盐率，同时具有更好的耐污染性能，能在极

低的运行压力或较小的膜面积下达到较高的产水量，能够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溶解盐类、胶

体、微生物、有机物、抗氯离子等，省去高压泵；本实用新型可对超滤膜器和反渗透膜器进行

自动冲洗，对软化器内阳树脂进行再生反洗、吸盐、置换、正洗到运行等过程延长了使用寿

命；纯水箱内置了浸泡式紫外线灯，保障了纯水箱内不被细菌滋生，保障了水质，从原水到

净化到供水到回水整体流程全自动控制。本实用新型投入成本低，运行成本低，用途广泛，

安装方便，适用地下水、地表水、井水、山泉水等高硬度水原，实用性更高。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中软化器的结构

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中超滤膜器的结

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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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中反渗透膜器的

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标号：1进水管道、2第一球阀、3原水泵、4第一变频器、5第一连接管道、6第一

压力表、7软化器、8储盐器、9第二连接管道、10第三连接管道、11超滤膜器、12第四连接管

道、13第二压力表、14第五连接管道、15第六连接管道、16第一电导率、17第七连接管道、18

第八连接管道、19纯水流量计、20浓水流量计、21第一调节阀、22第九连接管道、23第一电磁

阀、24第一止回阀、25第十连接管道、26第二电磁阀、27第十一连接管道、28第二球阀、29第

十二连接管道、30呼吸器、31浸泡式紫外线灯、32液位浮球、33反渗透膜器、34第十三连接管

道、35保安过滤器、36第三电磁阀、37第三球阀、38第四球阀、39用水管道、40第五球阀、41第

六球阀、42稳压罐、43第二电导率、44第二止回阀、45第三压力表、46第二变频器、47恒压供

水泵、48第七球阀、49出水管道、50纯水箱、51第八球阀、52第十四连接管道、53第三止回阀、

54第十五连接管道、55第四电磁阀、56第四压力表、701自控控制阀头、702罐体、1101第一滤

芯端盖、1102第一不锈钢膜壳、3301第二滤芯端盖、3302第二不锈钢端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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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17] 参照图1-4，一种适用高硬度水质的新型水处理设备，包括原水泵3，所述原水泵3

上固定安装有第一变频器4，所述原水泵3左端进水口处固定连通有进水管道1，所述进水管

道1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球阀2，所述原水泵3上端出水口处固定安装有第一连接管道5，所述

第一连接管道5另一端与软化器7固定连通，所述软化器7通过第二连接管道9以及第三连接

管道10分别固定安装且连通有储盐器8、超滤膜器11，且及第三连接管道10与超滤膜器11底

部固定连通，所述超滤膜器11上端固定安装且连通有第四连接管道12以及第十连接管道

25，所述第四连接管道12另一端部固定连通有第五连接管道14以及第六连接管道15，所述

第六连接管道15上固定安装有第四电磁阀55，所述第五连接管道14位于第六连接管道15上

方，所述第五连接管道14上固定安装有第四球阀38，所述第六连接管道15另一端与反渗透

膜器33底部固定连通，所述反渗透膜器33上端固定连通有第七连接管道17以及第八连接管

道18，所述第七连接管道17上端固定安装有第四压力表56，所述第七连接管道17另一端与

第十一连接管道27固定连通，所述第十一连接管道27一端固定安装且连通有浓水流量计

20，所述浓水流量计20下端通过第九连接管道22与第七连接管道17固定连通，所述第九连

接管道22上固定安装有第一调节阀21，所述第七连接管道17上且位于第九连接管道22以及

第十一连接管道27与第七连接管道17连接处之间位置固定安装有第一电磁阀23，所述第十

一连接管道27上且位于第七连接管道17下方位置固定安装有第一止回阀24，所述第八连接

管道18另一端与纯水流量计19上端固定连通，所述第八连接管道18上固定安装有第一电导

率16，所述纯水流量计19下端固定连通有第十二连接管道29，所述第十二连接管道29另一

端与纯水箱50上端固定连通，所述纯水箱50上固定安装有呼吸器30、浸泡式紫外线灯31以

及液位浮球32，所述第十连接管道25另一端与纯水箱50下端固定连通，所述第十连接管道

25上固定安装有第二电磁阀26以及第二球阀28，所述纯水箱50底部右端固定连通有出水管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212403814 U

6



道49，所述出水管道49上固定安装有第七球阀48，所述出水管道49另一端与恒压供水泵47

进水口固定连通，所述恒压供水泵47上端出水口处固定连通有第十五连接管道54，所述第

十五连接管道54另一端部固定连通有第十三连接管道34以及第十四连接管道52，所述第十

三连接管道34位于第十四连接管道52上方，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34另一端与纯水箱50上端

固定连通，所述第十四连接管道52另一端与进水管道1固定连通，所述第十四连接管道52上

固定安装有第八球阀51，所述第十五连接管道54上从左向右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二止回阀

44、第二电导率43、稳压罐42、第三压力表45以及第六球阀41，所述恒压供水泵47上端固定

安装有第二变频器46，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34右端固定连通有用水管道39，所述用水管道

39上固定安装有第五球阀40，所述第十三连接管道34从右向左依次固定安装有第三球阀

37、第三电磁阀36以及保安过滤器35，所述纯水箱50上设有检修孔。

[0018] 本实施例中，所述软化器7包括罐体702以及自控控制阀头701，所述罐体702上端

固定安装有自控控制阀头701，所述第一连接管道5、第二连接管道9以及第三连接管道10均

通过自控控制阀头701与罐体702内部相连通，所述罐体702内部设置有滤料阳树脂。所述超

滤膜器11包括第一不锈钢膜壳1102以及第一滤芯端盖1101，所述第一滤芯端盖1101设有两

个，两个所述第一滤芯端盖1101均通过卡箍方式与第一不锈钢膜壳1102上下两端可拆卸式

固定连接，所述第一不锈钢膜壳1102内部设置有超滤膜，所述第三连接管道10、第四连接管

道12以及第十连接管道25均通过第一滤芯端盖1101与第一不锈钢壳内部相连通。所述反渗

透膜器33包括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以及第二滤芯端盖3301，所述第二滤芯端盖3301设有两

个，两个所述第二滤芯端盖3301均通过卡箍方式与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上下两端可拆卸式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内部设置有反渗透膜，所述第六连接管道15、第八连接

管道18以及第七连接管道17均通过第二滤芯端盖3301与第二不锈钢膜壳3302内部相连通。

所述储盐器8内部设置有软化盐。

[0019] 该文中出现的电器元件均与外界的主控器及220V市电电连接，并且主控器可为计

算机等起到控制的常规已知设备。

[0020] 实施例：滤料阳树脂一般呈现多孔状或颗粒状，其大小约为0.5-1.0毫米，罐体702

上方设有自控控制阀头701，自动控制阀701与储盐器8通过第二连接管道9相连接，自动控

制阀701控制运行→再生反洗、吸盐、置换、正洗→运行，进而可达到降低水中的硬度；超滤

膜器11出水口设有压力表用来检测超滤膜器11的出水压力；超滤膜器11内的超滤膜是一种

用于超滤过程能将一定大小的高分子胶体或悬浮颗粒从溶液中分离出来的高分子半透膜。

超滤膜器11产生的浓水由第十连接管道25连接排放，中间设有第二电磁阀26，第二电磁阀

26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自动控制浓水排放；超滤膜器11产水与反渗透膜器33

进水由管道相连接，中间设有电磁阀体，控制进水时间；反渗透膜器33产水由第八连接管道

18输送至纯水箱50，中间设有纯水流量计19，可以清楚的掌握当时的纯水流量；反渗透膜器

33产水管上设有第一电导率16探头，第一电导率16探头是测量水质电导率值参数的电导率

仪的组成部分或配件；用于检测纯水的水质，通过面板显示，可直观的看出纯水的质量；反

渗透膜器33为新一代极低压系列优化了膜片的制膜工艺，与常规膜相比具有更高水通量和

脱盐率，同时具有更好的耐污染性能，能在极低的运行压力或较小的膜面积下达到较高的

产水量，能够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溶解盐类、胶体、微生物、有机物、抗氯离子等。系统具有水

质好、耗能低、无污染、工艺简单、操作简便等优点，是本实用新型净水过滤的关键元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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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膜器33产生的浓水也同样设有浓水流量计20，通过关闭第一电磁阀23并打开第一调节

阀21，反渗透浓水便可流入到浓水流量计20中，并开启第一止回阀24，便可对反渗透浓水进

行排放，中间设有第一调节阀21，用于调节纯水与浓水的比例，通过浓水流量计20可直观的

检测；第七连接管道17设有第一电磁阀23，通过打开第一电磁阀23以及第一止回阀24，关闭

第一调节阀21，可实现对反渗透浓水进行直接排放；超滤浓水与反渗透浓水和纯水箱50串

联排放；纯水箱50底部设有第二球阀28手动控制排放，第十一连接管道27上设有第一止回

阀24，用于保护反渗透膜器33，防止超滤浓水进入反渗透膜器33；纯水箱50上方设有呼吸器

30，安装在纯水箱50顶部通气口，经过呼吸器30内活性炭滤板隔离，纯水箱50内的气体可通

畅排放，可有效阻止纯水箱50外空气中微生物和固体粒子进入纯水箱50内，防止纯水箱50

内部被污染；纯水箱50内置浸泡式紫外线灯31，可通过其上端的面板开关控制启停，并且可

通过外接的时控器定时启动，浸泡式紫外线灯31也是用于杀菌消毒的一种物理手段，从而

达到抑菌效果，浸泡式紫外线灯31与镇流器相连，带声音灯光双报警指示；纯水箱50内设有

液位浮球32，液位浮球32发出信号属于开关量信号，对纯水箱50的液位检测分别为高水位

和中水位发出开关信号，从而驱动产水与恒压供水泵47的启停，使纯水箱50内的液位始终

控制在某个液位范围内，确保纯水箱50水不溢流或不空箱；恒压供水泵47设有第二变频器

46，第二变频器46针对恒压供水泵47恒压节能控制，简便管理，安全保护，实现自动化控制；

恒压供水泵47出水口设有第二电导率43探头、稳压罐42、第三压力表45、第六球阀41；第二

电导率43探头用于检测供水水质，稳压罐42的作用是维持系统的压力，第三压力表45用于

检测供水压力；第六球阀41用于检修第二电导率43探头、稳压罐42、第三压力表45与恒压供

水泵47；第六球阀41也为旁通球阀，当设备故障或检修时，为了保证用水，可关闭第六球阀

41，打开第三球阀37供至用水点；由恒压供水泵47经管道输送至用水点，水通过第十三连接

管道34回流至纯水箱50；第十三连接管道34上设有第三电磁阀36定时回水，与外接的时控

器联动控制；第十三连接管道34上设有回水保安过滤器35内采用折叠过滤元件，用于各种

悬浮液的固液分离，从而保障水质；第一压力表6、第二压力表13、第三压力表45、第一电导

率16以及第二电导率43分别装于第一连接管道5、第四连接管道12、第十五连接管道54、第

八连接管道18以及第十五连接管道54的外端，进而可直观的检测运行状态；原水泵3与恒压

供水泵47在面板上显示运行指示灯，设有启停开关；超滤膜器11与反渗透膜器33冲洗在面

板上显示冲洗状态；整个系统全自动控制，分超滤用水，与反渗透用水可广泛应用于别墅、

厨房、家用等。当本实用新型用于超滤用水时：打开第一球阀2以及第三止回阀53，水通过进

水管道1送至原水泵3进水口增压，经过第三止回阀53以及第一压力表6进入软化器7进水

口，储盐器8与软化器7相连接，并通过软化器7出水口进入到超滤膜器11内，并通过超滤膜

器11内的超滤膜进行过滤处理；超滤膜器11出水口经第二压力表13至第十三管道，并送入

用水点；超滤膜器11中的超滤膜浓水经第二电磁阀26排出，期间第二球阀28与第八球阀51

关闭，当本实用新型用于反渗透用水时，打开第一球阀2以及第三止回阀53，水通过进水管

道1送至原水泵3进水口增压，经过第三止回阀53以及第一压力表6进入软化器7进水口，储

盐器8与软化器7相连接，软化器7出水口连接超滤膜器11进水口，打开第四电磁阀55，超滤

膜器11出水口通过第四连接管道12以及第六连接管道15，并经过第二压力表13，第二压力

表13可对第四连接管道12内水压进行检测，进入反渗透膜器33进水口，并通过反渗透膜器

33出水口并依次进入第一电导率16、进入纯水流量计19最后送至纯水箱50；第七球阀48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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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供水从纯水箱50通过出水管道49进入恒压供水泵47，并通过恒压供水泵47出水口进入

到第十五连接管道54内，并依次经由第二止回阀44、第二电导率43、稳压罐42以及第三压力

表45；第六球阀41打开，水依次通过第十五连接管道54、第十三连接管道34以及用水管道39

进入用水点，打开第三球阀37以及第三电磁阀36，水经用水点通过第十三连接管道34循环

回流至保安过滤器35回流至纯水箱50，期间超滤膜器11产生的浓水进入到第十连接管道

25，并经过第二电磁阀26排水，反渗透膜器33产生的浓水通过第七连接管道17，并经过第四

压力表56，打开第一电磁阀23和第一止回阀24，关闭第一调节阀21，从第十一连接管道27排

出，当关闭第一电磁阀23，打开第一止回阀24以及第一调节阀21时，反渗透膜浓水也可通过

第七连接管道17，经过第四压力表56通过第一调节阀21调节纯水与浓水的比例，并通过浓

水流量计20，从第十一连接管道27排水；运行中第二球阀28与第八球阀51处于关闭状态，产

水及浓水排放均自动控制启停；旁通状态：水通过进水管进入到第十四连接管道52，然后打

开至第五球阀40以及第八球阀51，水便可通过第十四连接管道52流入到用水管道39中，并

通过用水管道39导出，打开第三球阀37以及第三电磁阀36，水经用水点通过第十三连接管

道34循环回流至保安过滤器35回流至纯水箱50；期间第一球阀2与第六球阀41处于关闭状

态。第一电磁阀23、第二电磁阀26、第三电磁阀36、第四电磁阀55为常闭电磁阀，不通电时闭

合，通电时打开；通过在纯水箱50上设置有检修孔，可便于工作人员对纯水箱50内部进行检

修；浸泡式紫外线灯31和第三电磁阀36由，外接的时控器控制启停；超滤膜器11由，外接的

时控器控制，开启超滤膜器11上的冲洗电磁阀，同时关闭反渗透膜器33进水时用的第四电

磁阀55；正常运行超滤膜器11与反渗透膜器33同时运行；正常运行旁通状态不启用；正常运

行所有指示灯均为面板显示，指示灯包含原水泵3上的指示灯、浸泡式紫外线灯31上的指示

灯、超滤膜器11与反渗透膜器33上的指示灯，液位浮球32上的指示灯、恒压供水泵47上的指

示灯，面板显示上的数据包括其原水及纯水电导率；原水及供水的压力。本实用新型前置过

滤为软化器7和超滤膜器11，省去诸多过滤设备，软化器7其目的为了降低水中的硬度；反渗

透膜为新一代极低压系列优化了膜片的制膜工艺，与常规膜相比具有更高水通量和脱盐

率，同时具有更好的耐污染性能，能在极低的运行压力或较小的膜面积下达到较高的产水

量，能够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溶解盐类、胶体、微生物、有机物、抗氯离子等，省去高压泵；本实

用新型可对超滤膜器11和反渗透膜器33进行自动冲洗，对软化器7内阳树脂进行再生反洗、

吸盐、置换、正洗→运行等过程延长了使用寿命；纯水箱50内置了浸泡式紫外线灯31，保障

了纯水箱50内不被细菌滋生，保障了水质，从原水到净化到供水到回水整体流程全自动控

制。本实用新型投入成本低，运行成本低，用途广泛，安装方便，适用地下水、地表水、井水、

山泉水等高硬度水原，实用性更高。

[0021]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2]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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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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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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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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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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