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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

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

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包括原水泵、纳滤过滤器、

反渗透滤芯以及控制系统，在所述原水泵的进水

端连接有原水箱，在所述反渗透滤芯的出水端连

接有净水箱，所述原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纳滤过

滤器的进水端连接，所述纳滤过滤器的出水端与

所述反渗透滤芯的进水端相连，在所述反渗透滤

芯和所述净水箱之间设有紫外线杀菌器，所述原

水泵、所述纳滤过滤器、所述反渗透滤芯、所述原

水箱、所述净水箱、所述紫外线杀菌器分别与所

述控制系统电性连接并且受控于所述控制系统；

本实用新型同时具有纳滤过滤器和反渗透滤芯，

加上紫外线进行杀菌，其过滤效果好，结构布置

合理，成本较低，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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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原水泵（1）、纳滤过

滤器（2）、反渗透滤芯（3）以及控制系统（4），在所述原水泵（1）的进水端连接有原水箱（5），

在所述反渗透滤芯（3）的出水端连接有净水箱（6），所述原水泵（1）的出水端与所述纳滤过

滤器（2）的进水端连接，所述纳滤过滤器（2）的出水端与所述反渗透滤芯（3）的进水端相连，

在所述反渗透滤芯（3）和所述净水箱（6）之间设有紫外线杀菌器（7），所述原水泵（1）、所述

纳滤过滤器（2）、所述反渗透滤芯（3）、所述原水箱（5）、所述净水箱（6）、所述紫外线杀菌器

（7）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并且受控于所述控制系统（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控

制系统（4）包括动力控制柜、现场控制柜、PLC  可编程控制器、流程监视屏以及现场监控仪

表，所述控制系统对各电气元器件进行监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渗透滤芯（3）为一级反渗透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原水泵（1）和所述纳滤过滤器（2）之间设有进水电导率表（8）和第一传感器（9），所述进水电

导率表（8）和所述第一传感器（9）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纳滤过滤器（2）和所述反渗透滤芯（3）之间设有高压泵（10）和第二传感器（11），所述高压泵

（10）和所述第二传感器（11）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高压泵（10）的两侧分别设有低压开关（12）和高压开关（13），所述低压开关（12）和所述高压

开关（13）用于保护所述高压泵（10），所述低压开关（12）和所述高压开关（13）分别与所述控

制系统（4）电性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反渗透滤芯（3）上设有纯水管路（30）和排浓水管路（31），所述反渗透滤芯（3）通过所述纯水

管路（30）与所述紫外线杀菌器（7）连接，所述反渗透滤芯（3）通过所述排浓水管路（31）将废

水排出。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纯水管路（30）上设有出水电导率表（14），所述出水电导率表（14）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

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排浓水管路（31）上设有第三传感器（15），所述第三传感器（15）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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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净水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现有的饮用净水设备结构复杂，控制系统操作麻烦，过滤

效果欠佳，影响饮用净水器的净水功效，对于饮用者来说存在隐患，亟需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相关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之一，为此，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

足。

[0004] 上述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包括原水泵、纳滤过滤器、反渗透滤

芯以及控制系统，在所述原水泵的进水端连接有原水箱，在所述反渗透滤芯的出水端连接

有净水箱，所述原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纳滤过滤器的进水端连接，所述纳滤过滤器的出水

端与所述反渗透滤芯的进水端相连，在所述反渗透滤芯和所述净水箱之间设有紫外线杀菌

器，所述原水泵、所述纳滤过滤器、所述反渗透滤芯、所述原水箱、所述净水箱、所述紫外线

杀菌器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电性连接并且受控于所述控制系统。

[000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动力控制柜、现场控制柜、PLC  可编程控制

器、流程监视屏以及现场监控仪表，所述控制系统对各电气元器件进行监控。

[000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反渗透滤芯为一级反渗透膜。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原水泵和所述纳滤过滤器之间设有进水电导率表和第

一传感器，所述进水电导率表和所述第一传感器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电性连接。

[00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纳滤过滤器和所述反渗透滤芯之间设有高压泵和第二

传感器，所述高压泵和所述第二传感器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电性连接。

[001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高压泵的两侧分别设有低压开关和高压开关，所述低

压开关和所述高压开关用于保护所述高压泵，所述低压开关和所述高压开关分别与所述控

制系统电性连接。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反渗透滤芯上设有纯水管路和排浓水管路，所述反渗

透滤芯通过所述纯水管路与所述紫外线杀菌器连接，所述反渗透滤芯通过所述排浓水管路

将废水排出。

[00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纯水管路上设有出水电导率表，所述出水电导率表与

所述控制系统电性连接。

[00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所述排浓水管路上设有第三传感器，所述第三传感器与所

述控制系统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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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至少包括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同时具有纳滤过滤器和反渗透滤芯，加上紫外线进行杀菌，其过滤

效果好，结构布置合理，成本较低，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电气控制原理图。

[0018] 图中标记：原水泵1、纳滤过滤器2、反渗透滤芯3、控制系统4、原水箱5、净水箱6、紫

外线杀菌器7、进水电导率表8、第一传感器9、高压泵10、第二传感器11、低压开关12、高压开

关13、出水电导率表14、第三传感器15、纯水管路30、排浓水管路31。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说明，但本实用新型并不受这些实施例所限制。对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0020]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同时具有纳滤和反渗透的饮用净水设备，包括原水泵1、纳

滤过滤器2、反渗透滤芯3以及控制系统4，在所述原水泵1的进水端连接有原水箱5，在所述

反渗透滤芯3的出水端连接有净水箱6，所述原水泵1的出水端与所述纳滤过滤器2的进水端

连接，所述纳滤过滤器2的出水端与所述反渗透滤芯3的进水端相连，在所述反渗透滤芯3和

所述净水箱6之间设有紫外线杀菌器7。所述原水箱5的液位计的液位信号低于中液位时所

述控制系统4开启进水电磁阀，高于高液位时关闭进水电磁阀，同时所述原水箱5的液位计

的液位信号低于低液位时所述控制系统4报警，报警频率为2小时一次，直到液位高于中液

位信号。

[0021] 纳滤过滤器2滤除水中悬浮物，不溶性颗粒物，絮状沉淀等异物，对去除色度、天然

有机物与合成有机物(如农药等)、三致物质、消毒副产物(三卤甲烷和卤乙酸)及其前体和

挥发性有机物的效率可达99.9%，保证饮用水的生物稳定性。所述纳滤过滤器2通过独特的

陶瓷烧结工艺制备而成，因硅藻土本身含有微米级的蜂窝状多孔结构，通过特殊的工艺技

术，把特制的含大量纳米微孔的活性炭镶嵌其中，颠覆传统陶瓷膜仅靠表面作为活性层的

思路，创新性地把三维立体结构的中间层作为活性吸附与过滤层，而内外两层极薄的膜层

作为保护层，再通过传统的无机陶瓷膜制备工艺，在保护核心的纳米微孔活性炭不遭任何

破坏的前提下烧结成形。故而纳滤芯的独特结构使得进水的过滤路径延长，达到一种类似

于迷宫的过滤路径，从而增加水与活性炭的接触时间和接触面积，最大限度的去除水中的

化学微污染。所述纳滤过滤器2可去除水中的色素、有机物和重金属离子，同时发挥其超强

的吸附和抗菌功能，去除水中余氯和抑制细菌的滋生。因此纳滤芯可真正达到选择分离即"

纳留矿物质，滤除微污染"的效果。而且，净水过程不用电，没有废水排放，符合低碳节能的

环保理念。普通自来水经过纳滤芯的超强吸附、迷宫过滤与选择分离，水质媲美未受到任何

污染的天然矿泉水，晶莹洁净，口味甘甜。

[0022] 反渗透滤芯3的工作原理是：当把相同体积的稀溶液(例如淡水)和浓溶液(例如盐

水)分别置于半透膜的两侧时，稀溶液中的溶剂将自然穿过半透膜而自发地向浓溶液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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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这一现象称为渗透。当渗透达到平衡时，浓溶液侧的液面会比稀溶液的液面高出一定

高度，即形成一个压差，此压差即为渗透压。渗透压的大小取决于溶液的固有性质，即与浓

溶液的种类、浓度和温度有关而与半透膜的性质无关。若在浓溶液一侧施加一个大于渗透

压的压力时，溶剂的流动方向将与原来的渗透方向相反，开始从浓溶液向稀溶液一侧流动，

这一过程称为反渗透。反渗透滤芯3是渗透的一种反向迁移运动，是一种在压力驱动下，借

助于半透膜的选择截留作用将溶液中的溶质与溶剂分开的分离方法，它已广泛应用于各种

液体的提纯与浓缩，其中最普遍的应用实例便是在水处理工艺中，用反渗透技术将原水中

的无机离子、细菌、病毒、有机物及胶体等杂质去除，以获得高质量的纯净水。

[0023] 所述紫外线杀菌器7的杀菌原理是利用紫外线光子的能量破环水体中各种病毒、

细菌以及其它致病体的DNA结构。主要是使DNA中的各种结构键断裂或发生光化学聚合反

应，例如使DNA中THYMINE二聚，从而使各种病毒、细菌以及其它致病体丧失复制繁殖能力，

达到灭菌的效果。

[0024] 所述原水泵1、所述纳滤过滤器2、所述反渗透滤芯3、所述原水箱5、所述净水箱6、

所述紫外线杀菌器7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并且受控于所述控制系统4，所述控制

系统4作为集成控制装置，对本实用新型的其他电器部件和水质进行精准监控。

[0025] 进一步地，如图2所示，所述控制系统4包括动力控制柜、现场控制柜、PLC  可编程

控制器、流程监视屏、现场监控仪表（包括液位、压力、水质、流量等仪表）以及现场用电设备

（包括水泵、自动阀等），对每个电器件的状态进行监测，确保检测的质量，保证水质。

[0026] 进一步地，所述反渗透滤芯3为一级反渗透膜。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原水泵1和所述纳滤过滤器2之间设有进水电导率表8和第

一传感器9，所述进水电导率表8和所述第一传感器9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

[0028] 进一步地，在所述纳滤过滤器2和所述反渗透滤芯3之间设有高压泵10和第二传感

器11，所述高压泵10和所述第二传感器11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此外，在所述高

压泵10的两侧分别设有低压开关12和高压开关13，所述低压开关12和所述高压开关13用于

保护所述高压泵10，所述低压开关12和所述高压开关13分别与所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所

述原水箱5的液位计的液位信号高于中液位时所述控制系统4开启所述高压泵10，低于低液

位时所述控制系统4关闭所述高压泵10。所述高压泵10受到进水的所述低压开关12保护和

膜进水压力的所述高压开关13保护，即当泵进水压力达到设定值0.15MPa（可调）时，所述高

压泵10启动，否则停止运行；当反渗透系统膜前进水压力超过1.2MPa，所述高压泵10停止运

行，此时若所述高压泵10出现频繁启停，则在1min内连续启停超过3次，则所述控制系统4控

制整套系统停止并报警，需人工复位方可再次运行。

[0029] 进一步地，在所述反渗透滤芯3上设有纯水管路30和排浓水管路31，所述反渗透滤

芯3通过所述纯水管路30与所述紫外线杀菌器7连接，所述反渗透滤芯3通过所述排浓水管

路31将废水排出。检测到所述净水箱6的液位计的液位信号高于高液位时所述控制系统4停

止制水，关闭高压泵10和所述紫外线杀菌器7。当所述净水箱6的液位计的液位信号低于中

液位时所述控制系统4开启制水，开启高压泵10，当水压达到低压压力设定值时，所述高压

泵10和所述紫外线杀菌器7就会自动开启。而所述反渗透滤芯3的冲洗，在运行中每次开机

或水满自动打开浓水阀冲洗60S，冲洗完毕自动转入制水工作；连续运行1h或水满待机3h，

自动打开浓水阀冲洗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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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进一步地，在所述纯水管路30上设有出水电导率表14，所述出水电导率表14与所

述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在所述进水电导率表8和所述出水电导率表14的共同作用下，经监

测水质不合格时所述控制系统4报警（报警间隔1小时/次），成品水回流至所述原水箱5，待

合格后重新产水。

[0031] 进一步地，在所述排浓水管路31上设有第三传感器15，所述第三传感器15与所述

控制系统4电性连接。

[0032]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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