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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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508463.0

(22)申请日 2020.12.18

(71)申请人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4000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昌盛南路36号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

18幢（不含508室）

(72)发明人 王小鹏　孙若鹏　冯强　卿厚丁　

汤鸿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千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46

代理人 任婷婷

(51)Int.Cl.

C02F 1/44(2006.01)

C02F 1/5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陶

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及方法。一种陶瓷膜

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包括检测原水的水质浊

度，当原水的水质浊度小于设定值时，使用全量

过滤模式，当原水的水质浊度大于等于设定值

时，使用错流过滤模式；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包括，

往原水箱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和

清水罐产水阀，开启增压泵，开启絮凝剂计量泵，

关闭错流自动阀，通过陶瓷膜组件进行原水过滤

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清水罐。本申请系统及

方法通过双模式转换能够提高原水的浊度耐受

性，能够延长陶瓷膜组件在高浊度原水情况下的

反冲洗周期；通过气水联合的反冲洗方式能够使

陶瓷膜的通量全量恢复，能够有效延长陶瓷膜组

件的反冲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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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检测原水的水质浊度，当原水

的水质浊度小于设定值时，使用全量过滤模式，当原水的水质浊度大于等于设定值时，使用

错流过滤模式；

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包括，

往原水箱（1）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和清水罐产水阀（13），开启增压

泵（3），开启絮凝剂计量泵（26），关闭错流自动阀（28），通过陶瓷膜组件（17）进行原水过滤

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清水罐（12）；

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包括，

往原水箱（1）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和清水罐产水阀（13），开启增压

泵（3），开启絮凝剂计量泵（26），开启错流自动阀（28）和错流调节阀（27），通过错流调节阀

（27）调节好定额流量，通过陶瓷膜组件（17）进行原水过滤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清水罐

（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全量过

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当陶瓷膜组件（17）的膜通量小于设定值时，关闭增压泵（3），关闭膜组件进水阀（6）和

清水罐产水阀（13）；开启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和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以使压

缩气体注入清水罐（12），当压缩气体与清水罐（12）中的清水充分混合形成溶气水后，打开

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以使溶气水流经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后

由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排出；持续一定时间后，关闭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开启气吹

减压阀（20）和气吹阀（19）以使压缩气体由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进入后同污水一同从陶

瓷膜组件进水口（18）、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排出；持续一定时间后，关闭气吹阀（19）和陶

瓷膜组件排放阀（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全量过

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通过粗过滤器（2）对原水进行初步过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全量过

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通过管道混合器（4）将絮凝剂与原水充分混合以形成大颗粒絮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全量过

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通过管道视镜（5）观察絮凝剂与原水的混合情况。

6.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原水箱（1），用于装待过滤的原水；

增压泵（3），通过管道与所述原水箱（1）的出口连接，用于给原水提供一定的压力；

絮凝剂计量泵（26），与所述增压泵（3）出口处的管道连接，用于往增压泵（3）出口处的

管道中投放絮凝剂；

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通过管道与所述增压泵（3）的出口连接；

陶瓷膜组件（17），包括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和陶瓷膜组件

浓水口（16），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的出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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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用于过滤原水；

清水罐（12），一罐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连接，用于存储清水；

清水罐产水阀（13），通过管道与所述清水罐（12）的另一罐口连接；

错流自动阀（28），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连接；

错流调节阀（27），通过管道与所述错流自动阀（28）的另一阀口连接；

PLC控制端，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清水罐产水阀（13）、错流自动阀（28）及错流

调节阀（27）、增压泵（3）、絮凝剂计量泵（26）连接；

水质浊度检测器，设于所述原水箱（1）并与所述PLC控制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储气罐（25），用于存储压缩气体；

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气罐（25）的出口连接；

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的出

口连接、另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清水罐（12）与清水罐产水阀（13）连接的罐口连接；

气吹减压阀（20），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气罐（25）的出口连接；

气吹阀（19），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气吹减压阀（20）的出口连接、另一阀口通过管道

与所述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连接；

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连接；

所述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气吹减压阀（20）、气吹

阀（19）均与所述PLC控制端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粗过滤器（2），通过管道与所述原水箱（1）的出口、增压泵（3）的进口连接，用于对原水

进行初步过滤；

管道混合器（4），通过管道与所述增压泵（3）的出口连接，用于将絮凝剂与原水充分混

合以形成大颗粒絮体；

管道视镜（5），通过管道与所述管道混合器（4）的出口连接，用于观察絮凝剂与原水的

混合情况。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膜

组件（17）包括

陶瓷膜元件，包括圆管式芯体（7‑11）和围绕所述圆管式芯体（7‑11）设置的扇环状芯体

（7‑12）；

芯体安装板，轴向一端设有与所述圆管式芯体（7‑11）对接的圆形槽（7‑21）、与所述扇

环状芯体（7‑12）对接的扇环形槽（7‑22），轴向另一端沿其边缘设有一圈安装凸起（7‑23），

所述圆形槽（7‑21）、扇环形槽（7‑22）的底部设有贯穿所述芯体安装板的过水孔（7‑24）；

端盖（7‑3），设有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或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内部还设有一

圈支撑体（7‑31），所述支撑体（7‑31）与所述端盖（7‑3）的内周壁形成允许所述安装凸起（7‑

23）插入的安装槽（7‑32）；

外壳（7‑4），轴向两端与所述端盖（7‑3）连接且壳壁设有所述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

所述外壳（7‑4）的轴向两端均设有一圈连接板（7‑42），所述连接板（7‑42）设有连接孔

（7‑43）；所述端盖（7‑3）设有一圈对接板（7‑34），所述对接板（7‑34）设有对接孔（7‑3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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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对接孔（7‑35）与所述连接孔（7‑43）通过螺栓件装配连接；所述连接板（7‑42）与所述对接

板（7‑34）接触侧设有密封圈容置槽一，所述对接板（7‑34）设有与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一装配

连接的密封圈容置槽二，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一与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二内设有一密封圈；

所述圆形槽（7‑21）与所述圆管式芯体（7‑11）的连接缝隙、所述扇环形槽（7‑22）与所述

扇环状芯体（7‑12）的连接缝隙均设有密封胶体；所述端盖（7‑3）的内周壁与所述芯体安装

板外周壁之间的连接缝隙设有密封胶体。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多个所述

扇环状芯体（7‑12）呈环状排列设置以形成环状芯体组；每一所述陶瓷膜元件包括多个所述

环状芯体组；每一所述环状芯体组内的所述扇环状芯体（7‑12）结构相同，每一所述扇环状

芯体（7‑12）包括沿环形扭曲设置的弧形部（7‑121）以及设于所述弧形部轴向两端的直体部

（7‑122）；每一所述扇环状芯体（7‑12）的两所述直体部（7‑122）错开一个所述扇环形槽（7‑

22）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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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陶瓷膜过滤技术是近年来水体深度处理的主流技术，因其特有的过滤精度，在净

水领域、污水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陶瓷膜组件的工作原理是截留原水中的有机物、胶体物

质、无机物质、泥沙颗粒物质、微生物等，随着过滤时间的累积，膜表面的截留物越来越多，

导致膜过滤通量下降，设备的产水量就减少。

[0003] 因为原水的水源有河流、湖泊、山塘、山间溪流、涌泉等多种类型，水质成分也比较

多样化，所以现有的陶瓷膜过滤设备只能针对相应的应用场合去设计运行工艺，当水源水

质出现波动，如遇到暴雨或山洪，水源水质发生较大变化（原水浊度由原来的＜10NTU，变为

＞200NTU）时，陶瓷膜设备如果还按照原有的工艺运行，就会导致膜表面污堵迅速，在短期

过滤后即需要反冲洗，使得设备的产水效率极低。

[0004] 申请号为CN201620731766.1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反冲洗功能的陶瓷膜过滤装

置，其包括储液罐、陶瓷膜过滤器、循环泵、反冲罐、进气管、排气管、单向阀、气动阀、反冲洗

管和排空管，该陶瓷膜过滤装置能够对陶瓷膜过滤器进行在线反冲洗，提高了反冲洗效率，

进而间接提高了设备的产水效率，但是其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陶瓷膜过滤设备应对水源水

质大幅度波动而导致膜表面迅速污堵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及方

法，能够根据水源水质大幅度波动的情况灵活调整过滤模式，从而提高陶瓷膜设备的使用

效率和产水效率。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

法，包括检测原水的水质浊度，当原水的水质浊度小于设定值时，使用全量过滤模式，当原

水的水质浊度大于等于设定值时，使用错流过滤模式；

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包括，

往原水箱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和清水罐产水阀，开启增压泵，开启

絮凝剂计量泵，关闭错流自动阀，通过陶瓷膜组件进行原水过滤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

清水罐；

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包括，

往原水箱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和清水罐产水阀，开启增压泵，开启

絮凝剂计量泵，开启错流自动阀和错流调节阀，通过错流调节阀调节好定额流量，通过陶瓷

膜组件进行原水过滤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清水罐。

[0007] 本申请方法能够根据原水的水质浊度采用全量过滤模式或错流过滤模式进行过

滤，可提高陶瓷膜组件的适用性，具有灵活可调节的特点，同时也降低了陶瓷膜污染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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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提高了设备的制水效率。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当陶瓷膜组件的膜通量小于设定值时，关闭增压泵，关闭膜组件进水阀和清水罐

产水阀；开启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和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以使压缩气体注入清水罐，

当压缩气体与清水罐中的清水充分混合形成溶气水后，打开陶瓷膜组件排放阀以使溶气水

流经陶瓷膜组件产水口、陶瓷膜组件进水口后由陶瓷膜组件排放阀排出；持续一定时间后，

关闭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开启气吹减压阀和气吹阀以使压缩气体由陶瓷膜组件浓水口进

入后同污水一同从陶瓷膜组件进水口、陶瓷膜组件排放阀排出；持续一定时间后，关闭气吹

阀和陶瓷膜组件排放阀。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通过粗过滤器对原水进行初步过滤。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通过管道混合器将絮凝剂与原水充分混合以形成大颗粒絮体。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

通过管道视镜观察絮凝剂与原水的混合情况。

[0012] 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包括

原水箱，用于装待过滤的原水；

增压泵，通过管道与所述原水箱的出口连接，用于给原水提供一定的压力；

絮凝剂计量泵，与所述增压泵出口处的管道连接，用于往增压泵出口处的管道中

投放絮凝剂；

陶瓷膜组件进水阀，通过管道与所述增压泵的出口连接；

陶瓷膜组件，包括陶瓷膜组件进水口、陶瓷膜组件产水口和陶瓷膜组件浓水口，所

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阀的出口连接，用于过滤原水；

清水罐，一罐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产水口连接，用于存储清水；

清水罐产水阀，通过管道与所述清水罐的另一罐口连接；

错流自动阀，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浓水口连接；

错流调节阀，通过管道与所述错流自动阀的另一阀口连接；

PLC控制端，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阀、清水罐产水阀、错流自动阀及错流调节阀、

增压泵、絮凝剂计量泵连接；

水质浊度检测器，设于所述原水箱并与所述PLC控制端连接。

[0013] 本申请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一方面可提高原水的浊度耐受性，由原来

的50NTU上限提升至1000NTU，提高了设备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在高浊度原水情况下，反洗周

期延长，由原来的20min延长至60min，且产水量提高，由原来的设计值的10%提高至设计值

的50%以上；另外陶瓷膜设备制水率由原来的80%提高至95%以上。

[0014] 作为优选，还包括

储气罐，用于存储压缩气体；

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气罐的出口连接；

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的出口连

接、另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清水罐）与清水罐产水阀连接的罐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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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吹减压阀，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气罐的出口连接；

气吹阀，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气吹减压阀的出口连接、另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

述陶瓷膜组件浓水口连接；

陶瓷膜组件排放阀，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连接；

所述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气吹减压阀、气吹阀均与所

述PLC控制端连接。

[0015] 作为优选，还包括

粗过滤器，通过管道与所述原水箱的出口、增压泵的进口连接，用于对原水进行初

步过滤；

管道混合器，通过管道与所述增压泵的出口连接，用于将絮凝剂与原水充分混合

以形成大颗粒絮体；

管道视镜，通过管道与所述管道混合器的出口连接，用于观察絮凝剂与原水的混

合情况。

[0016] 作为优选，所述陶瓷膜组件包括

陶瓷膜元件，包括圆管式芯体和围绕所述圆管式芯体设置的扇环状芯体；

芯体安装板，轴向一端设有与所述圆管式芯体对接的圆形槽、与所述扇环状芯体

对接的扇环形槽，轴向另一端沿其边缘设有一圈安装凸起，所述圆形槽、扇环形槽的底部设

有贯穿所述芯体安装板的过水孔；

端盖，设有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或陶瓷膜组件浓水口，内部还设有一圈支撑体，

所述支撑体与所述端盖的内周壁形成允许所述安装凸起插入的安装槽；

外壳，轴向两端与所述端盖连接且壳壁设有所述陶瓷膜组件产水口；

所述外壳的轴向两端均设有一圈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设有连接孔；所述端盖设有

一圈对接板，所述对接板设有对接孔，所述对接孔与所述连接孔通过螺栓件装配连接；所述

连接板与所述对接板接触侧设有密封圈容置槽一，所述对接板设有与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一

装配连接的密封圈容置槽二，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一与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二内设有一密封

圈；

所述圆形槽与所述圆管式芯体的连接缝隙、所述扇环形槽与所述扇环状芯体的连

接缝隙均设有密封胶体；所述端盖的内周壁与所述芯体安装板外周壁之间的连接缝隙设有

密封胶体。

[0017] 作为优选，多个所述扇环状芯体呈环状排列设置以形成环状芯体组；每一所述陶

瓷膜元件包括多个所述环状芯体组；每一所述环状芯体组内的所述扇环状芯体结构相同，

每一所述扇环状芯体包括沿环形扭曲设置的弧形部以及设于所述弧形部轴向两端的直体

部；每一所述扇环状芯体的两所述直体部错开一个所述扇环形槽设置。

[0018] 有益效果

本申请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及方法，通过双模式转换能够提高原水的浊

度耐受性，从而提高陶瓷膜组件的适用性，还能够延长陶瓷膜组件在高浊度原水情况下的

反冲洗周期；通过气水联合的反冲洗方式能够使陶瓷膜的通量全量恢复，能够有效延长陶

瓷膜组件的反冲洗周期，从而提高陶瓷膜组件的产水量和制水效率；另外，本申请对陶瓷膜

组件的结构进行了改进，有效提高了陶瓷膜的过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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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申请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申请陶瓷膜元件的俯视图；

图3为本申请芯体安装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申请芯体安装板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申请端盖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申请端盖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申请外壳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申请扇环状芯体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包括检测原水的水质浊度，当原

水的水质浊度小于设定值时，使用全量过滤模式，当原水的水质浊度大于等于设定值时，使

用错流过滤模式。原水水质浊度的设定值可以是50NTU。

[0022] 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包括往原水箱1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和清水罐

产水阀13，开启增压泵3，开启絮凝剂计量泵26，关闭错流自动阀28，通过陶瓷膜组件17进行

原水过滤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清水罐12。

[0023] 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包括，往原水箱1内注入原水，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和清水

罐产水阀13，开启增压泵3，开启絮凝剂计量泵26，开启错流自动阀28和错流调节阀27，通过

错流调节阀27调节好定额流量，通过陶瓷膜组件17进行原水过滤并将过滤后的清水存储在

清水罐12。

[0024] 先将原水箱1装满待过滤的原水，原水所取水源为天然水体，如各类地表水——山

泉水，溪涧水，山塘水，水库水等，原水中不含人为化工污染，所含成分主要为悬浮颗粒物，

大分子有机物，细菌，浮游微生物，隐孢子虫，胶体物质等。正常情况下，原水水质浊度小于

50NTU，使用全量过滤模式对原水进行过滤。

[0025] 原水箱1中的原水先通过自身水位高程差进入增压泵3，增压泵3将原水的压力调

整至0.15‑0.25Mpa范围内以驱动原水前进。原水通过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后由陶瓷膜组件

17底部的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进入陶瓷膜组件17内部进行过滤。陶瓷膜组件17由不锈钢膜

壳，陶瓷膜滤芯以及密封圈，端面压板，紧固螺栓等组成。其中膜壳不锈钢为SS304材质，膜

壳壁厚不小于4mm，密封圈采用氟胶材质，含氟密封圈强度更高，更耐腐蚀，不易变形。陶瓷

膜滤芯采用氧化铝/氧化锆/碳化硅材质，经1300‑2000℃的高温烧结而成，膜滤芯长度为

1200‑1500mm，材料本身耐酸碱腐蚀，适用于极端环境，根据烧结温度不同，成品陶瓷膜滤芯

的孔径不同，一般为0.03‑0.1μm，膜表面会采用纳米涂层进行亲水性改造，提高膜表面的亲

水性后，陶瓷膜会具有更高的过滤通量，以及更好的抗污染性能。陶瓷膜滤芯根据处理水

量，可选择不同的芯数，根据组件内部流体力学分析与水力过流分布的合理性，一般陶瓷膜

过滤器配置12芯，19芯，37芯与61芯的规格。单支膜滤芯的有效过滤面积范围为0.3‑0.5㎡。

经过陶瓷膜的过滤，原水中的污染物质被截留在膜表面，并且慢慢富集。整个过滤的过程，

一些大颗粒的絮体被膜表面的滤饼层所截留，未充分形成絮体的胶体物质被膜孔所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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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陶瓷膜的过滤后，过滤水从侧方的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流出，再进入清水罐12，此方式

为全量过滤运行工艺，即进入陶瓷膜组件17多少水，则过滤产出多少水。

[0026] 当原水的水质浊度因暴雨或山洪等原因出现大幅度波动变为大于等于50NTU时，

使用错流过滤模式对原水进行过滤。打开错流自动阀28和错流调节阀27，通过对错流调节

阀27的调整使陶瓷膜组件17具有一定的错流水量。通过错流水量可以减轻膜表面的污染，

避免其迅速污堵，延长了陶瓷膜组件17的反冲洗周期，同时又能保证一定的清水产水量供

用户使用。

[0027] 通过本申请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方法能够提高原水的浊度耐受性，由原来的

50NTU上限提升至1000NTU，提高了设备的适用性；在原水出现高浊度情况下，能够延长陶瓷

膜组件的反冲洗周期，由原来的20min延长至60min；另外，还能提高陶瓷膜组件在高浊度情

况下的产水量和制水效率。

[0028] 另外，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当陶瓷膜组件17的膜通量

小于设定值时，关闭增压泵3，关闭膜组件进水阀6和清水罐产水阀13；开启气水联合反洗进

气减压阀23和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以使压缩气体注入清水罐12，当压缩气体与清水罐12

中的清水充分混合形成溶气水后，打开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以使溶气水流经陶瓷膜组件产

水口10、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后由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排出；持续一定时间后，关闭气水联

合反洗进气阀22，开启气吹减压阀20和气吹阀19以使压缩气体由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进入

后同污水一同从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排出；持续一定时间后，关闭气

吹阀19和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

[0029]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滤，无论是膜表面还是膜孔，污染物堵塞越来越严重，表观上反

应为膜过滤的产水流量衰减，或者进膜前的压力升高。则可以判断膜需要进行反冲洗，通常

正常的过滤周期为4‑6h，取决于原水的水质情况。污堵后需要进行反冲洗，首先停止增压泵

3运行，然后关闭陶瓷膜组件17的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关闭清水罐产水阀13。之后进行反

冲洗操作，分为2步：

第一步：打开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和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将压缩空气

通过反洗进气管注入清水罐12，该过程持续一定时间。在此过程中，压缩空气与清水罐12内

的过滤水进行充分混合，形成溶气水。之后打开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持续一定时间，打开陶

瓷膜组件排放阀8的瞬间，清水罐12内的溶气水迅速沿着过滤器产水管由过滤过程的反方

向，从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进入陶瓷膜组件17，通过反向的高压气水冲洗，将膜表面的滤饼

层剥落，与此同时，通过溶气水中的细小气泡，将膜孔中堵塞的胶体物质一并带出排放。随

后关闭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

[0030] 第二步：打开气吹减压阀20和气吹阀19，将压缩空气通过气吹管，由陶瓷膜组件17

的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进入陶瓷膜组件17内部，此时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仍然处于打开状

态，陶瓷膜组件17内部的污水（吹脱的滤饼层与膜孔内的胶体物质混合液）在压缩空气的压

力驱动下，自陶瓷膜组件17上部向下端排放，排放时的气水剪切力，可以再一次将膜表面进

行侧向冲洗，以增强第一步气水反冲的效果，气吹阀19打开持续一段时间后关闭，然后再关

闭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

[0031] 整个气水联合反冲洗过程结束后，再次开启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与清水罐产水阀

13，并开启增压泵3，进行下一个周期的过滤。通过本申请的反冲洗方法后，陶瓷膜的通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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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恢复，能够有效延长陶瓷膜组件17的反冲洗周期，从而大幅度提高了陶瓷膜组件17的

产水效率；且其仅利用清水罐中定额的清水即可满足反洗要求，整个周期陶瓷膜组件17的

得水率可达到95‑98%，高于传统反洗方法的88‑92%；且无需反洗泵，仅利用空压机定时拱

起，反洗所需时间短，同时能耗比传统方式可降低50‑70%。

[0032] 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通过粗过滤器2对原水进行初步

过滤。粗过滤器2为不锈钢材质，由2mm孔径的筛网以及外壳组成，作用是截留原水中的树

叶，泥沙，石块及大颗粒物质。

[0033] 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通过管道混合器4将絮凝剂与原

水充分混合以形成大颗粒絮体。絮凝剂的作用是将小分子有机物以及胶体物质通过絮凝剂

的化学反应形成大颗粒的、易于被陶瓷膜截留的絮体。为了提高絮凝剂与原水混合的效果，

在絮凝剂投加点后设置塑料管道混合器4。管道混合器4内部为不规则的紊流导流片，可以

将投加的絮凝剂分散，充分混合，管道混合器4选用塑料材质。

[0034] 所述全量过滤模式及所述错流过滤模式均还包括通过管道视镜5观察絮凝剂与原

水的混合情况。管道混合器4后配置管道视镜5，视镜采用耐高压的玻璃材质，可看到原水絮

凝后的效果，进而调整投加絮凝剂的浓度。

[0035] 如图1所示，一种陶瓷膜设备双模式水处理系统，包括原水箱1，粗过滤器2，增压泵

3，管道混合器4，管道视镜5，絮凝剂计量泵26，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陶瓷膜组件17，清水罐

12，清水罐产水阀13，错流自动阀28，错流调节阀27，PLC控制端和水质浊度检测器。

[0036] 原水箱1用于装待过滤的原水。粗过滤器2通过管道与所述原水箱1的出口连接，用

于对原水进行初步过滤。增压泵3通过管道与所述粗过滤器2的出口连接，用于给原水提供

一定的压力。絮凝剂计量泵26与所述增压泵3出口处的管道连接，用于往增压泵3出口处的

管道中投放絮凝剂。管道混合器4通过管道与所述增压泵3的出口连接，用于将絮凝剂与原

水充分混合以形成大颗粒絮体。管道视镜5通过管道与所述管道混合器4的出口连接，用于

观察絮凝剂与原水的混合情况。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通过管道与所述管道视镜5的出口连

接。陶瓷膜组件17包括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和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

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的出口连接，用于过滤原水。

清水罐12一罐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连接，用于存储清水。清水罐产水阀

13通过管道与所述清水罐12的另一罐口连接。错流自动阀28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

组件浓水口16连接。错流调节阀27通过管道与所述错流自动阀28的另一阀口连接。PLC控制

端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阀6、清水罐产水阀13、错流自动阀28及错流调节阀27、增压泵3、

絮凝剂计量泵26连接。水质浊度检测器设于所述原水箱1并与所述PLC控制端连接。

[0037] 本申请系统能够在原水水质浊度变化超过预设值时，由全量过滤模式进入错流过

滤模式，从而避免出现陶瓷膜组件17迅速污堵的情况，在保证一定的清水产水量的同时，又

延长了陶瓷膜组件17的反冲洗周期，并提高了陶瓷膜组件在高浊度情况下的产水量和制水

效率。

[0038] 本申请系统还包括储气罐25，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

22，气吹减压阀20，气吹阀19和陶瓷膜组件排放阀8。

[0039] 储气罐25用于存储压缩气体。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气罐

25的出口连接。气水联合反洗进气阀22的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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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的出口连接、另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清水罐12与清水罐产水阀13连接的罐口连接。气

吹减压阀20通过管道与所述储气罐25的出口连接。气吹阀19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气吹减

压阀20的出口连接、另一阀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连接。陶瓷膜组件排放

阀8通过管道与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连接。所述气水联合反洗进气减压阀23、气水联合

反洗进气阀22、气吹减压阀20、气吹阀19均与所述PLC控制端连接。

[0040] 本申请系统还能够通过气水联合反冲洗的方式对陶瓷膜组件17进行反冲洗，采用

传统水力反洗，反洗周期预计为0.5‑1h，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方法后，反洗周期可延长至2‑

4h，即在一定的时间内，陶瓷膜组件17获得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过滤产出洁净的水，陶瓷膜组

件17的使用效率大幅提高。且整个周期陶瓷膜组件17净水得水率得到提高，采用传统水力

反洗，得水率一般为88~92%，采用气水联合反洗方法，装置得水率可以提高到95~98%。

[0041] 如图2至图6所示，所述陶瓷膜组件包括陶瓷膜元件，芯体安装板，端盖7‑3和外壳

7‑4。

[0042] 陶瓷膜元件包括圆管式芯体7‑11和围绕所述圆管式芯体7‑11设置的扇环状芯体

7‑12。该结构的陶瓷膜元件能够有效利用外壳7‑4内部的空间，使得陶瓷膜元件在外壳7‑4

体积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过滤更多的原水，提高了整个陶瓷膜组件的过滤效果。

[0043] 芯体安装板的轴向一端设有与所述圆管式芯体7‑11对接的圆形槽7‑21、与所述扇

环状芯体7‑12对接的扇环形槽7‑22，轴向另一端沿其边缘设有一圈安装凸起7‑23，所述圆

形槽7‑21、扇环形槽7‑22的底部设有贯穿所述芯体安装板的过水孔7‑24。陶瓷膜元件组装

时，只需要将芯体插入对应的槽内即可，操作非常简便，且通过圆形槽7‑21、扇环形槽7‑22

可以对圆管式芯体7‑11及扇环状芯体7‑12起到限位支撑作用，提高了陶瓷膜组件的结构稳

定性。

[0044] 端盖7‑3设有所述陶瓷膜组件进水口18或陶瓷膜组件浓水口16，内部还设有一圈

支撑体7‑31，所述支撑体7‑31与所述端盖7‑3的内周壁形成允许所述安装凸起7‑23插入的

安装槽7‑32。芯体安装板与端7‑3组装时，只需要将芯体安装板的安装凸起7‑23插入到安装

槽7‑32槽中即可，操作非常便利。所述安装凸起7‑23的轴向长度与所述支撑体7‑31的轴向

长度相等。芯体安装板与端盖7‑3组装完成后，安装凸起7‑23的轴向端面正好与安装槽7‑32

的槽底限位支撑，支撑体7‑31的轴向端面正好与芯体安装板的一轴向端面限位支撑，进一

步提高了整个陶瓷膜组件的结构稳定性。

[0045] 外壳7‑4的轴向两端与所述端盖7‑3连接且壳壁设有所述陶瓷膜组件产水口10。

[0046] 如图7所示，所述外壳7‑4的轴向两端均设有一圈连接板7‑42，所述连接板7‑42设

有连接孔7‑43。所述端盖7‑3设有一圈对接板7‑34，所述对接板7‑34设有对接孔7‑35，所述

对接孔7‑35与所述连接孔7‑43通过螺栓件装配连接。螺栓件包括螺栓和螺帽，外壳7‑4与端

盖7‑3组装时，只需要通过螺栓件将对接孔7‑35与连接孔7‑43连接即可，操作同样非常简

便。另外，通过连接板7‑42与对接板7‑34的方式将外壳7‑4与端盖7‑3连接可增大两者的接

触面积，从而提高外壳7‑4与端盖7‑3的连接密封性。

[0047] 所述连接板7‑42与所述对接板7‑34接触侧设有密封圈容置槽一，所述对接板7‑34

设有与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一装配连接的密封圈容置槽二，所述密封圈容置槽一与所述密封

圈容置槽二内设有一密封垫圈。密封垫圈的厚度与密封圈容置槽一、密封圈容置槽二的深

度和相等，通过密封垫圈可进一步提高外壳4与端盖3的连接密封性，能够有效防止过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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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水往外渗漏。

[0048] 所述圆形槽7‑21与所述圆管式芯体7‑11的连接缝隙、所述扇环形槽7‑22与所述扇

环状芯体7‑12的连接缝隙均设有密封胶体。通过密封胶体可有效防止原水或过滤后的浓水

从圆形槽7‑21、扇环形槽7‑22的缝隙中渗透进入净水腔，保证了净水的品质。

[0049] 所述端盖7‑3的内周壁与所述芯体安装板外周壁之间的连接缝隙设有密封胶体。

通过密封胶体可有效防止原水或过滤后的浓水从端盖7‑3与芯体安装板的缝隙中渗透进入

净水腔，进一步保证了净水的品质。

[0050] 另外，多个所述扇环状芯体7‑12呈环状排列设置以形成环状芯体组，每一所述陶

瓷膜元件包括多个所述环状芯体组。相邻两环状芯体组之间具有净水流动的间隙，同一环

状芯体组的相邻两扇环状芯体7‑12之间也具有净水流动的间隙。该排布方式设置的扇环状

芯体7‑12制造、组装最为简便。

[0051] 每一所述环状芯体组内的所述扇环状芯体7‑12结构相同，进一步提高了扇环状芯

体7‑12的制造、组装简便度。如图8所示，每一所述扇环状芯体7‑12包括沿环形扭曲设置的

弧形部7‑121以及设于所述弧形部轴向两端的直体部7‑122。直体部7‑122用于与扇环形槽

7‑22插设连接，弧形部7‑121可增加扇环状芯体7‑12的整体过滤面积，使得陶瓷膜元件在外

壳7‑4体积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大了原水过滤量，进一步提高了整个陶瓷膜组件的过滤

效果。

[0052] 每一所述扇环状芯体7‑12的两所述直体部7‑122错开一个所述扇环形槽7‑22设

置。扇环状芯体7‑12组装时，可先将扇环状芯体7‑12的底部直体部122插入到底部端盖7‑3

的底部扇环形槽7‑22中，然后将扇环状芯体7‑12的顶部直体部7‑122插入到与底部扇环形

槽7‑22相邻对应的顶部扇环形槽7‑22中即可，组装简便，且上下端盖7‑3的结构可完全相

同，便于端盖7‑3的生产制造。

[0053] 所述圆形槽7‑21及所述扇环形槽7‑22由环状隔槽体和径向隔槽体隔设而成，所述

环状隔槽体的厚度为5毫米，所述径向隔槽体的厚度为3毫米。该厚度的环状隔槽体及径向

隔槽体既能够保证足够的支撑强度，又能够有效利用外壳7‑4的内部空间，使得陶瓷膜组件

的过滤效果最优。

[0054] 上面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构思

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构思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做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内容，已

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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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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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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