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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

水处理系统，包括纯水处理系统和浓水循环处理

系统，所述的纯水处理系统包括盘式过滤器、陶

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外部水

源经依次串联的盘式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

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过滤后经管道输送至用

水点，所述的浓水循环处理系统包括超滤膜过滤

器，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口连接至纯水处理系统

中RO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出

水口经管道连接至用水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

果在于，通过设置可进行反冲洗的多个过滤装

置，能够有效地提高维护效率，降低维护成本，且

本实用新型将RO膜过滤产生的纯水进行二次循

环利用，有效的提高了水处理利用效率，有助于

降低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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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纯水处理系统和浓水循环处

理系统，所述的纯水处理系统包括盘式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

外部水源经依次串联的盘式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处理后经管

道输送至用水点，所述的浓水循环处理系统包括超滤膜过滤器，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口连

接至纯水处理系统中陶瓷膜过滤器和RO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出水口经

管道连接至用水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盘式

过滤器上设有反冲洗装置，所述的反冲洗装置包括清洗罐、清洗泵、反冲洗阀和排污管道，

所述的清洗泵设置于清洗罐的出水口处，并通过三通接头连接至盘式过滤器和陶瓷膜过滤

器之间的管道上，三通接头在连接陶瓷膜过滤器的一端和连接清洗泵的一端上分别设有阀

门，所述的反冲洗阀设置于盘式过滤器与外部水源的连接管道上，所述的排污管道连接至

盘式过滤器的进水口处且排污管道上设有阀门，排污管道的出口连接至浓水循环处理系

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陶瓷

膜过滤器上设有反洗装置，所述的洗装置包括中间水箱、反洗泵和排污口，所述的中间水箱

设有入水口、出水口和反洗出口，所述的入水口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出水口，所述的出水

口连接RO膜过滤器的入水口，所述的反洗出口通过反洗泵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反洗口，

所述的排污口通过管道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进水口，排污口的出口连接至浓水循环处理

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陶瓷

膜过滤器上还设有气洗装置，所述的气洗装置包括压缩空气泵、阀门和流量计，所述的压缩

空气泵通过设有阀门和流量计的管道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气洗口，且通过气洗冲出的污

水由排污口排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陶瓷膜过

滤器和RO膜过滤器之间还设有高压泵，所述的高压泵的入口连接陶瓷膜过滤器的出口，高

压泵的出口连接RO膜过滤器的入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浓水循环处

理系统的浓水入口与超滤膜过滤器之间还设有浓水箱和浓水泵，所述的浓水箱的入口连接

至RO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口，浓水箱的出口连接浓水泵的入口，浓水泵的出口连接至超滤

膜过滤器的入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超滤

膜过滤器上设有反冲装置，所述的反冲装置包括纯水箱、反冲泵和加药系统，所述的纯水箱

设置于超滤膜过滤器与用水点之间，所述的反冲泵的入口连接至纯水箱，反冲泵的出口通

过管道连接至超滤膜过滤器的反冲入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管道上设有用于反冲排放的

反冲排放阀，且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管道在入水流向相对于反冲排放阀的上流位置设有阀

门，所述的加药系统连接于反冲泵出口与超滤膜过滤器之间连接的管道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纯水

箱设有经过用水点的循环管道，循环管道两端分别连接纯水箱，且循环管道上设有用于驱

动水流循环的循环泵，用水点在循环管道经过的位置上设有出水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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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后处

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供水泵，终端过滤器和UV杀菌装置，所述的供水泵的输入端连接至

RO膜过滤器的输出端，所述的UV杀菌装置得输出端连接至用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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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医院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水处理工艺不断升级的背景条件下，老式传统工艺

耗材更换频率高，预处理系统滤料耗材一般3-6月就需要更换，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维护成

本是未来考虑的问题，因此后期维护成本低，超高性价比的工艺将占有一定的市场。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有效降低水处理的使用维护成本，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产水更加稳定，水质

质量更高，使用寿命长，降低后期维护成本，减少耗材更换频率，提高水利用率的新型陶瓷

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此方法可代替传统预处理。

[0004]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包括纯水处理系统和浓水循环处理系统，所

述的纯水处理系统包括盘式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外部水源经

依次串联的盘式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处理后经管道输送至用

水点，所述的浓水循环处理系统包括超滤膜过滤器，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口连接至纯水处

理系统中陶瓷膜过滤器和RO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出水口经管道连接至

用水点。

[0006]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所述的盘式过滤器上设有反冲洗装

置，所述的反冲洗装置包括清洗罐、清洗泵、反冲洗阀和排污管道，所述的清洗泵设置于清

洗罐的出水口处，并通过三通接头连接至盘式过滤器和陶瓷膜过滤器之间的管道上，三通

接头在连接陶瓷膜过滤器的一端和连接清洗泵的一端上分别设有阀门，所述的反冲洗阀设

置于盘式过滤器与外部水源的连接管道上，所述的排污管道连接至盘式过滤器的进水口处

且排污管道上设有阀门，排污管道的出口连接至浓水循环处理系统。

[0007]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器上设有反洗装

置，所述的洗装置包括中间水箱、反洗泵、排污口

[0008] 所述的中间水箱设有入水口、出水口和反洗出口，所述的入水口连接至陶瓷膜过

滤器的出水口，所述的出水口连接RO膜过滤器的入水口，所述的反洗出口通过反洗泵连接

至陶瓷膜过滤器的反洗口，所述的排污口通过管道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进水口，排污口

的出口连接至浓水循环处理系统。

[0009]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器上还设有气洗装

置，所述的气洗装置包括压缩空气泵、阀门和流量计，所述的压缩空气泵通过设有阀门和流

量计的管道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气洗口，且通过气洗冲出的污水由排污口排出。

[0010]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在陶瓷膜过滤器和RO膜过滤器之间还

设有高压泵，所述的高压泵的入口连接陶瓷膜过滤器的出口，高压泵的出口连接RO膜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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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入口。

[0011]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浓水循环处理系统的浓水入口与超滤

膜过滤器之间还设有浓水箱和浓水泵，所述的浓水箱的入口连接至RO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

口，浓水箱的出口连接浓水泵的入口，浓水泵的出口连接至超滤膜过滤器的入口。

[0012]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所述的超滤膜过滤器上设有反冲装

置，所述的反冲装置包括纯水箱、反冲泵和加药系统，所述的纯水箱设置于超滤膜过滤器与

用水点之间，所述的反冲泵的入口连接至纯水箱，反冲泵的出口通过管道连接至超滤膜过

滤器的反冲入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管道上设有用于反冲排放的反冲排放阀，且超滤膜

过滤器的入水管道在入水流向相对于反冲排放阀的上流位置设有阀门，所述的加药系统连

接于反冲泵出口与超滤膜过滤器之间连接的管道上。

[0013]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所述的纯水箱设有经过用水点的循环

管道，循环管道两端分别连接纯水箱，且循环管道上设有用于驱动水流循环的循环泵，用水

点在循环管道经过的位置上设有出水阀门。

[0014] 所述的一种新型陶瓷膜过滤法水处理系统，所述的后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供

水泵，终端过滤器和UV杀菌装置，所述的供水泵的输入端连接至RO膜过滤器的输出端，所述

的UV杀菌装置得输出端连接至用水点。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在于，通过设置可进行反冲洗的多个过滤装置，能够有效

地提高维护效率，降低维护成本，且本实用新型将RO膜过滤产生的纯水进行二次循环利用，

有效的提高了水处理利用效率，有助于降低使用成本。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纯水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浓水循环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见图1，图2，本实用新型包括纯水处理系统和浓水循环处理系统，纯水处理系统

包括盘式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外部水源经依次串联的盘式过

滤器、陶瓷膜过滤器、RO膜过滤器和后处理装置处理后经管道输送至用水点，浓水循环处理

系统包括超滤膜过滤器，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口连接至纯水处理系统中陶瓷膜过滤器和RO

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出水口经管道连接至用水点。

[0020] 其中盘式过滤器上设有反冲洗装置，反冲洗装置包括清洗罐、清洗泵、反冲洗阀和

排污管道，清洗泵设置于清洗罐的出水口处，并通过三通接头连接至盘式过滤器和陶瓷膜

过滤器之间的管道上，三通接头在连接陶瓷膜过滤器的一端和连接清洗泵的一端上分别设

有阀门，反冲洗阀设置于盘式过滤器与外部水源的连接管道上，排污管道连接至盘式过滤

器的进水口处且排污管道上设有阀门，排污管道的出口连接至浓水循环处理系统。

[0021] 反冲洗阀采用两位三通阀，阀门与盘式过滤器、出水管道及排污管道三连接。反洗

过程：控制器发出信号关闭进水，打开排污，清洗罐储存的水，通过清洗泵对盘式过滤器进

行反洗，反洗水携带冲刷下来的杂质从排污口排走。制水时，控制系统自动关闭排污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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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进入陶瓷膜。

[0022] 陶瓷膜过滤器上设有反洗装置，洗装置包括中间水箱、反洗泵、排污口，中间水箱

设有入水口、出水口和反洗出口，入水口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出水口，出水口连接RO膜过

滤器的入水口，反洗出口通过反洗泵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反洗口，排污口通过管道连接

至陶瓷膜过滤器的进水口，排污口的出口连接至浓水循环处理系统。

[0023] 陶瓷膜过滤器上还设有气洗装置，气洗装置包括压缩空气泵、阀门和流量计，压缩

空气泵通过设有阀门和流量计的管道连接至陶瓷膜过滤器的气洗口，且通过气洗冲出的污

水由排污口排出。

[0024] 盘式过滤器出水进入陶瓷膜过滤器，陶瓷膜过滤器制水时，出水进入中间水箱备

用。陶瓷膜过滤器包括气洗和水洗两种清洗方式；水洗时通过反洗泵将中间水箱储存的水

反向输送至陶瓷膜过滤器内进行反洗。气洗时，通过压缩空气，对陶瓷膜进行反洗。

[0025] 在通过压缩空气对陶瓷膜进行反洗时，是通入压缩空气进行反洗，膜丝由于上升

气流的作用而摆动，使膜丝相互摩擦碰撞，从而使膜丝壁上附着的污染物剥离脱落。此时反

洗的目的在于将膜表面的沉积物冲松，并保持膜组件内充满液体，从而最大限度的发辉空

气振荡的功效。通过大流量的反冲洗，将膜孔道和膜丝表面的污染物冲掉，并通过最低位阀

门将膜组件与膜装置管路中残存的浓污水排出。

[0026] 在陶瓷膜过滤器和RO膜过滤器之间还设有高压泵，高压泵的入口连接陶瓷膜过滤

器的出口，高压泵的出口连接RO膜过滤器的入口。

[0027] 浓水循环处理系统的浓水入口与超滤膜过滤器之间还设有浓水箱和浓水泵，浓水

箱的入口连接至RO膜过滤器的浓水排出口，浓水箱的出口连接浓水泵的入口，浓水泵的出

口连接至超滤膜过滤器的入口。

[0028] 超滤膜过滤器上设有反冲装置，反冲装置包括纯水箱、反冲泵和加药系统，纯水箱

设置于超滤膜过滤器与用水点之间，反冲泵的入口连接至纯水箱，反冲泵的出口通过管道

连接至超滤膜过滤器的反冲入口，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管道上设有用于反冲排放的反冲排

放阀，且超滤膜过滤器的入水管道在入水流向相对于反冲排放阀的上流位置设有阀门，加

药系统连接于反冲泵出口与超滤膜过滤器之间连接的管道上。

[0029] 纯水箱设有经过用水点的循环管道，循环管道两端分别连接纯水箱，且循环管道

上设有用于驱动水流循环的循环泵，用水点在循环管道经过的位置上设有出水阀门。

[0030] 后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供水泵，终端过滤器和UV杀菌装置，供水泵的输入端

连接至RO膜过滤器的输出端，UV杀菌装置得输出端连接至用水点。

[0031] 本实用新型采用陶瓷膜做预处理，使用寿命长，更换频率低，首先通过盘式过滤器

进行粗过滤，盘式过滤器在滤盘两面设计了不同结构的棱，这些棱叠加在一起构成拦截面，

通过曲线棱拦截并贮存悬浮物，反冲洗时水自环状滤盘内部流向外侧,将截留在滤盘上的

污物冲洗下来，采用外侧略大的敞口设计可以保证反冲洗时无需松开滤盘，环状棱边确定

过滤精度,构成水的通道,滤盘可以提供高达5μ的过滤精度。过滤后的水进入陶瓷膜分离纯

化，整体工艺采用“粗过滤+膜分离+浓水处理”工艺流程，进行分离时，在增压泵外力的作用

下，水在膜管内高速流动，在压力驱动下含小分子组分的清水沿与之垂直方向向外透过膜，

小分子物质透过膜，大分子物质被膜截留，通过反冲系统利用压缩空气反冲罐对陶瓷膜进

行反冲洗，陶瓷膜出水经高压泵进RO膜，进一步净化处理。此方法可替代传统预处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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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反冲洗，节省预处理更换滤料耗材的成本，使用寿命长达10年。采用全自动PLC控制系

统，通过系统配备的压力传感器以及电动阀门实现连续过滤。系统设计浓水回收环节，可确

保整个系统水利用率85％以上，节约用水20％以上。

[0032] 源水首先经过盘式过滤器进入陶瓷膜，所述盘式过滤器，原水进入两层滤盘中间

时,首先顺曲线棱向盘内流动,这时起过滤拦截作用的是环形棱,小于环形棱沟槽糟尺寸的

杂质可以沿环形棱进入与内部相通的曲线棱,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滤盘的独特结构还使

将污物冲出的反冲洗过程更加简单和容易,而不需要复杂的马达和驱动器等机构,简单的

水流即可足以将污物冲出滤芯；这种优异性能减少了过滤器的反冲洗时间，同时由于污物

不仅贮存在滤盘组与外壳之间,更多地可以贮存在滤盘组内部,所以过滤器可以容纳更多

的污物，污物通过反冲洗程序冲刷排污，盘式过滤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自动控制反洗:

时间、流量和压差信号,当其中一项或几项同时达到反洗要求,将给控制器发信号,这时控

制器控制反洗部件,完成反洗；采用外侧略大的敞口设计可以保证反冲洗时无需松开滤盘，

环状棱边确定过滤精度,构成水的通道,滤盘可以提供高达5μ的过滤精度，过滤的水通过高

压泵进入陶瓷膜。

[0033] 陶瓷膜将盘式过滤器出水再一次水分离纯化，陶瓷膜分离工艺是一种"错流过滤"

形式的流体分离过程:水在膜管内高速流动，进行分离时，在外力的作用下，小分子物质透

过膜，大分子物质被膜截留，从而达到分离、纯化、去杂、除菌等目的。采用自动化操作反冲

洗清洗保证膜通量，利用压缩空气对陶瓷膜组件进行反冲洗；反冲洗进行3min～10min后,

通过回流流量计观察反冲清洗效果，易于操作，维护简单。

[0034] 陶瓷膜的孔径范围在1～2nm，且表面荷电，截留液体中分子量在200～1000Da的有

机小分子，陶瓷膜过滤器的膜组件是装配陶瓷膜元件的耐压壳体，壳体主体材质是采用

304L、316L不锈钢，密封材质是硅橡胶或氟橡胶。该系统还由设备机架、水箱、循环泵、加药

剂及相应管道等组成。

[0035] 整体工艺采用“粗过滤+膜分离+浓水处理”工艺流程，其中粗过滤采用精度为5μ的

过滤器，主要拦截来水中的大颗粒物。膜分离系统采用陶瓷膜设备水进行纯化处理。陶瓷膜

系统所产纯水存于中间水箱。

[0036] 中间水箱系统用于储存陶瓷膜产生水，中间水箱与高压泵相连，高压泵与RO膜相

连接，RO膜产水经相应后处理装置再通过，变频恒压供水方式，输送到用水点。

[0037] 所有不锈钢管路的焊接均采用自动充氩保护，单面焊接、双面成型，管道内外表面

品质优良；采用全封闭管道式运行。

[0038] 膜系统所产生浓水回收至浓水箱，再通过反洗泵，超滤膜组件、加药装置，后处理

装置等装置，输送至用水点，系统通过循环回收，可确保整个系统水利用率85％以上，节约

用水20％以上。

[0039] 系统采用PLC对水处理系统进行全自动控制，并可实现集中控制，可进行自动与手

动运行方式的切换，同时可显示工艺过程中的主要监测指标以及系统运行状态。

[0040] 水箱设有液位控制、在膜产水，浓水回流管线均设有流量控制、在膜设备进口、串

联组件之间、膜出口均设有压力监测点等。用液位变送器控制泵的启停，当循环罐液位低于

设定值或产水罐液位高于设定值，设备均自动停机，以确保动力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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