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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

系统，包括中心管(1)，所述中心管(1)为能允许

流体流通的材质制成；还包括精细处理滤芯(2)，

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包括纳滤膜(21)和色谱膜

(22)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卷设

缠绕在所述中心管(1)的外周上。通过本实用新

型可以有效过滤重金属，保留部分有益矿物质，

以及实现对颗粒杂质的过滤截留和对重金属离

子的吸附，因此采用纳滤+色谱膜的技术方案，能

够达到合理过滤的技术效果的同时还能透过有

益的矿物质离子或元素，使得经过其过滤后作为

饮用水对人体来言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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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

中心管(1)，所述中心管(1)为能允许流体流通的材质制成；还包括精细处理滤芯(2)，

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包括纳滤膜(21)和色谱膜(22)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

卷设缠绕在所述中心管(1)的外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纳滤膜(21)套设于所述色谱膜(22)的外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心管(1)的径向内侧还设置有支撑骨架(11)。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能允许流体流通的滤材材质包括：碳材质、聚丙烯pp材质和陶瓷材质中的至少一

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心管(1)为由所述碳材质组成的筒状碳棒结构；或，所述中心管(1)为由所述聚

丙烯pp材质组成的筒状PP结构；或，所述中心管(1)为由所述陶瓷材质组成的筒状陶瓷管的

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预处理滤芯(3)和后处理滤芯(4)，沿着流体流动的方向、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

位于所述预处理滤芯(3)和所述后处理滤芯(4)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处理滤芯(3)包括第一级预处理滤芯(31)和第二级预处理滤芯(32)；和/或，所

述后处理滤芯(4)包括第二活性炭结构(41)和超滤膜(4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级预处理滤芯(31)包括PP棉滤芯；和/或所述第二级预处理滤芯(32)包括第

一活性炭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活性炭结构为软纸状、卷成筒状，所述复合滤芯组件还包括骨架，所述骨架设

置于所述筒状的第一活性炭结构的径向内侧。

10.一种净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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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净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复合滤芯多采用前置滤芯+RO+后置滤芯的布置方式，RO膜可以把重金属等全

部过滤，但也把有益健康的微量元素(例如钙离子、镁离子等)也过滤掉了，因此需要找另外

的滤芯代替RO滤芯，已更合理的过滤杂质。

[0003] 滤芯集成技术是一个很好地实现净水机小体积的途径，复合滤芯的优点是一颗滤

芯即可替代传统净水机多级滤芯发挥净化功能，降低了整体体积和换芯频率。而且市面上

的复合滤芯为一体式，更换滤芯时需要将滤瓶整体更改，这就面临成本的浪费，另外复合滤

芯的单一的组合方式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不同水质要求。

[0004] 由于现有技术中的复合滤芯中的RO膜在过滤重金属等的时候同时也把有益健康

的微量元素(例如钙离子、镁离子等)也过滤掉了，导致无法有效保留有益离子，因此本实用

新型研究设计出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因此，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复合滤芯中的RO膜在

过滤重金属等的时候同时也把有益健康的微量元素(例如钙离子、镁离子等)也过滤掉等缺

陷，从而提供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系统。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其包括：

[0007] 中心管，所述中心管为能允许流体流通的材质制成；还包括精细处理滤芯，所述精

细处理滤芯包括纳滤膜和色谱膜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精细处理滤芯卷设缠绕在所述中心管

的外周上。

[0008] 优选地，

[0009] 所述纳滤膜套设于所述色谱膜的外周。

[0010] 优选地，

[0011] 所述中心管的径向内侧还设置有支撑骨架。

[0012] 优选地，

[0013] 所述能允许流体通过的滤材材质包括：碳材质、聚丙烯pp材质和陶瓷材质中的至

少一种。

[0014] 优选地，

[0015] 所述中心管为由所述碳材质组成的筒状碳棒结构；或，所述中心管为由所述聚丙

烯pp材质组成的筒状PP结构；或，所述中心管为由所述陶瓷材质组成的筒状陶瓷管的结构。

[0016] 优选地，

[0017] 还包括预处理滤芯和后处理滤芯，沿着流体流动的方向、所述精细处理滤芯位于

所述预处理滤芯和所述后处理滤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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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

[0019] 所述预处理滤芯包括第一级预处理滤芯和第二级预处理滤芯；和/或，所述后处理

滤芯包括第二活性炭结构和超滤膜。

[0020] 优选地，

[0021] 所述第一级预处理滤芯包括PP棉滤芯；和/或所述第二级预处理滤芯包括第一活

性炭结构。

[0022] 优选地，

[0023] 所述第一活性碳结构为软纸状、卷成筒状，所述复合滤芯组件还包括骨架，所述骨

架设置于所述筒状的活性炭结构的径向内侧。

[0024]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净水系统，其包括前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

[002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和净水系统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6] 本实用新型通过用纳滤+色谱膜代替RO滤芯的技术方案，纳滤可以有效过滤重金

属，保留部分有益矿物质，色谱膜可以实现对颗粒杂质的过滤截留和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

因此采用纳滤+色谱膜的技术方案，能够达到合理过滤的技术效果的同时还能透过有益的

矿物质离子或元素，使得经过其过滤后作为饮用水对人体来言更加健康。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复合滤芯组件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附图标记表示为：

[0029] 1、中心管；11、支撑骨架；2、精细处理滤芯；21、纳滤膜；22、色谱膜；3、预处理滤芯；

31、第一级预处理滤芯；32、第二级预处理滤芯；4、后处理滤芯；41、第二活性炭结构；42、超

滤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复合滤芯组件，其包括：

[0031] 中心管1，所述中心管1为能允许流体流通的材质制成；还包括精细处理滤芯2，所

述精细处理滤芯2包括纳滤膜21和色谱膜22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卷设缠绕在

所述中心管1的外周上。

[0032] 本实用新型通过用纳滤+色谱膜代替现有技术的RO滤芯的技术方案，纳滤可以有

效过滤重金属，保留部分有益矿物质，色谱膜可以实现对颗粒杂质的过滤截留和对重金属

离子的吸附，因此采用纳滤+色谱膜的技术方案，能够达到合理过滤的技术效果的同时还能

透过有益的矿物质离子或元素，使得经过其过滤后作为饮用水对人体来言更加健康。

[0033] 优选地，

[0034] 所述纳滤膜21套设于所述色谱膜22的外周。这是本实用新型的纳滤膜和色谱膜之

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纳滤膜套设于色谱膜的外部、色谱膜位于纳滤膜的内部，使得流体先经

过纳滤膜过滤、再经过色谱膜过滤，进而进入中心管中被进一步过滤。

[0035] 优选地，

[0036] 所述中心管1的径向内侧还设置有支撑骨架11。通过支撑骨架能够对中心管甚至

纳滤膜和色谱膜进行有效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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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优选地，

[0038] 所述能允许流体通过的滤材材质包括：碳材质、聚丙烯pp材质和陶瓷材质中的至

少一种。这是本实用新型的滤材材质的优选材质，能够实现允许水的有效通过，除此之外还

能对经过其的水进行过滤作用，将中心管实现支撑功能的同时还能形成一级的过滤效果，

克服了由于滤芯级数增加而带来的体积增加的缺陷，减小体积，节省成本。

[0039] 优选地，

[0040] 所述中心管1为由所述碳材质组成的筒状碳棒结构；或，所述中心管1为由所述聚

丙烯pp材质组成的筒状PP结构；或，所述中心管1为由所述陶瓷材质组成的筒状陶瓷管的结

构。本实用新型可允许流体通过的滤材可包括：碳棒、圆筒状聚丙烯pp材质滤材、陶瓷管等，

优选利用可改善口感的碳作为卷式膜元件的中心管材质，可舍弃现有卷式膜使用的塑料件

中心管，避免现有卷式膜元件塑料件中心管的使用，可实现一支膜元件具有两级过滤功能；

利用碳质中心管，可避免后续再使用口感滤芯，膜元件集精细处理滤芯和后置口感滤芯两

级过滤功能于一体；碳质中心管无肉眼可视大孔，其表面布满结构性微孔，相比于传统塑料

件可视大孔的中心管，卷式膜片产水更容易收集。PP筒状中心管能有效去除所过滤液体中

的各种颗粒杂质，可多层式深度结构，纳污量大，过滤流量大，压差小，不含任何化学粘合

剂，更卫生，安全，耐酸、碱、有机溶液、油类，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集表面、深层、粗精滤为

一体；具有流量大、耐腐蚀耐高压低成本等特点。用以阻挡水中的铁锈、泥沙、虫卵等大颗粒

物质。陶瓷筒状中心管能够对饮用水进行过滤、抗菌和活化处理，有害的去除余氯和悬浮污

染物、有机化学物质、颜色与异味，通过使用该滤芯能够过滤出达到一定饮用标准的饮用

水。

[0041] 优选地，

[0042] 还包括预处理滤芯3和后处理滤芯4，沿着流体流动的方向、所述精细处理滤芯2位

于所述预处理滤芯3和所述后处理滤芯4之间。这是本实用新型的复合滤芯组件的进一步优

选结构形式，通过预处理滤芯能够对水进行预处理净化，去除泥沙等大颗粒杂质，精细处理

滤芯能够去除掉重金属等杂质，后处理滤芯能够改善水的口感、进行进一步过滤作用，复合

滤芯发挥净化功能时，水依次经过预处理滤芯3、精细处理滤芯2和后处理滤芯4获得净化纯

水。三级模块化滤芯，可以根据当地水质需求，配置不同的组合方式。滤芯模块可以取出进

行清洗或者替换。

[0043] 优选地，

[0044] 所述预处理滤芯3包括第一级预处理滤芯31和第二级预处理滤芯32；和/或，所述

后处理滤芯4包括第二活性炭结构41和超滤膜42。这是本实用新型的预处理滤芯的优选结

构形式以及后处理滤芯的优选结构形式，通过第二活性炭结构和超滤膜能够对水进行改善

口感和除菌作用，第一级预处理滤芯和第二级预处理滤芯能够分别起到去除泥沙、悬浮物

等大颗粒的作用和除氯等作用。

[0045] 优选地，

[0046] 所述第一级预处理滤芯31包括PP棉滤芯；和/或所述第二级预处理滤芯32包括第

一活性炭结构。通过PP棉滤芯能够起到去除泥沙、悬浮物等大颗粒的作用，通过第一活性炭

结构能够起到除氯等作用。

[0047] 优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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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所述第一活性碳结构为软纸状、卷成筒状，所述复合滤芯组件还包括骨架，所述骨

架设置于所述筒状的第一活性炭结构的径向内侧。这是本实用新型的预处理滤芯中第一活

性炭结构的优选结构形式，通过卷筒形式以及在其内侧设置的骨架能够对该卷筒活性炭结

构形成支撑作用，提高净化效果。

[0049]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净水系统，其包括前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滤芯组件。

[0050] 由于传统的复合滤芯中RO滤芯对所有矿物质进行过滤，但是对人体好的矿物质也

进行了过滤和去除的作用，导致人体饮用水中无法获得该健康有益的矿物质。因此本实用

新型提供的一种用纳滤+色谱膜代替RO滤芯的技术方案，可以有效过滤重金属，保留部分有

益矿物质，以达到合理过滤的技术效果。

[0051] 本实用新型的复合滤芯包括前置滤芯(预处理滤芯)，纳滤和色谱膜(精细滤芯)和

后置滤芯。前置滤芯为：第一级滤芯为初级过滤和活性炭纤维滤芯过滤，PP滤芯对进入的自

来水进行预处理，滤除水中的泥沙、悬浮物、胶体和杂质。活性炭滤芯用于去除异色、异味、

余氯、鲁华氢及有机物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可以10微米以上污染物。活性碳纤维为软纸状，

卷成筒状，通过骨架支撑，相比于折纸和碳棒在性能需求迟迟匹配上其折纸用量可以增加，

纳污量会较好。

[0052] 第二级滤芯为纳滤+色谱膜，纳滤膜透过物质大小约1-10nn，能有效去除细菌、病

毒、金属离子、低分子有机物，保留一定量的钾、钠、钙、铁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色谱膜在较

低的驱动压力下具有较大的水通量，大大提升纳滤膜的去除效力。因此可实现净水过程中

保留常规矿物离子而去除重金属离子。

[0053] 第三级滤芯为后置滤芯，为具有除菌功能的复合碳材料制成的滤芯，可以为载银

活性炭滤芯。其作用为改善产水口感(通过炭)的同时还能够除菌(通过银)，通过一个滤芯

实现两级过滤，可以进一步缩小滤芯组件乃至净水机的体积。

[0054] 前置滤芯还可为PP滤芯过滤+活性炭滤芯+PP滤芯过滤，再加一层PP滤芯过滤可以

再进一步滤除水中悬浮物、胶体、杂质等。包装滤过水质达到纳滤膜进水的水质要求。活性

碳也可为碳棒。

[0055] 纳滤膜可以为有机纳滤膜，也可为陶瓷纳滤膜，陶瓷纳滤膜与有机纳滤膜相比，具

有化学稳定性，耐酸碱，耐有机溶剂，耐菌，耐高温，抗污染，机械强度高，再生性能好，分离

过程简单，能耗低，操作维护简便，使用寿命长等优势，但是陶瓷纳滤膜和加工难度和成本

较高。

[0056] 后置滤芯还可为活性碳棒+超滤/微滤，超滤可更进一步进行杀菌、抑菌。以使饮用

水更健康。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

这些改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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