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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

工艺，工艺流程包括生活饮用水单元、粗过滤单

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过滤单元、高压泵单

元、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所

述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和精密过滤单元

为预处理系统，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和净化饮

用水箱单元为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本发明优化

传统结构、降低CIP装置投入费用；在简化CIP操

作前提下获得更佳的清洗效果，达到有效清洁过

滤膜芯的目的，并兼有强化净化产水卫生环境作

用；根据各种膜芯特性设定CIP工艺参数曲线，将

膜芯清洗转换成自动控制，方便操作；有效消除

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因没有配置CIP系统所

造成的各类技术问题；同时还有效解决了净饮用

水微生物二次污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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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的流程包括生

活饮用水单元、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过滤单元、高压泵单元、膜芯过滤净化单

元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所述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和精密过滤单元为预处理系统，

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为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

所述生活饮用水单元与三通换向阀一的进水口连接，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上通水口通

过设置有第四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述粗过滤单元的上通水管连通，所述粗过滤单元通过设

置有第一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通，所述第一电磁阀位于所述第四电磁阀所在

水回路的外侧，所述粗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七电磁阀的下通水管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

下通水口连通；

所述粗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五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的上通水管

连通，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二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通，所述第

二电磁阀位于所述第五电磁阀所在水回路的外侧，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通过设置有第八电

磁阀的下通水管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下通水口连通；

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通过设置有第六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述精密过滤单元的上通水

管连通，所述精密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三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通，所述第

三电磁阀位于所述第六电磁阀所在水回路的外侧，所述精密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九电磁

阀的下通水管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下通水口连通；

所述精密过滤单元与所述高压泵单元之间设置有三通换向阀二，所述精密过滤单元与

所述三通换向阀二的左通水口连接，所述高压泵单元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二的右通水口连

接；

所述高压泵单元通过通水管与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连通，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通

过设置有第十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接，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通过通水管与

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连通；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通过设置有第十一电磁阀的下通水管

与第一排水管连接，所述三通换向阀二的下通水口通过设置有第十二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

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的下通水管连接，所述第十一电磁阀位于所述第十二电磁阀所在水回

路的外侧；所述设置有第十二电磁阀的通水管上连接有第二排水管，所述第二排水管上设

置有第十三电磁阀；

该工艺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饮用水深度净化；开通三通换向阀一的上通水口，关闭下通水口，三通换向阀

二换向处于水路直通状态；开启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第六电磁阀、第十电磁阀，关闭第

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第九电磁阀、第十一电磁阀、

第十二电磁阀、第十三电磁阀；利用生活饮用水单元的供水管道压力将生活饮用水分别正

向引入到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过滤单元的设备中，再由高压泵单元加压进行

膜芯过滤净化单元的净化，得到优质净化水进入到净化饮用水箱中；

第二步：饮用水预处理系统清洗；开通三通换向阀一的下通水口，关闭上通水口，关闭

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第六电磁阀，开启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第九电磁阀、第一电

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三通换向阀二换向处于关闭状态；利用生活饮用水单元的

供水管道压力反向进水，分别清洗预处理系统中的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过滤

单元的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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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的清洗；关闭第十一电磁阀、第十二电磁阀，在净化饮用

水箱单元中按工艺要求放入清洗液、引入净化水配置清洗液；开启第十电磁阀、第十二电磁

阀、关闭第十三电磁阀，三通换向阀二换向，使得高压泵单元、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净化饮用

水箱单元的循环管路连通；然后由高压泵单元加压输送清洗液，清洗液依次清洗过滤膜芯

单元、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膜芯过滤净化单元的截留液通过第十电磁阀排出系统，膜芯过滤

净化单元的透过液进入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中；循环清洗后关闭高压泵、第十二电磁阀，清

洗液静置浸泡后开启第十一电磁阀、第十二电磁阀和第十三电磁阀，使得净化饮用水箱单

元排空清洗液，清洗液清洗结束；

第四步：水冲洗；转换三通换向阀二，使其处于直通状态；开启第十电磁阀、第十一电磁

阀，关闭第十二电磁阀、第十三电磁阀；按第一步操作依次开启预处理系统、饮用水深度净

化系统，进入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水冲洗状态，直至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排出的水清澈无异

味、无杂质异物后，关闭第十一电磁阀，转换为饮用水深度净化工作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设置有浮球阀，用于所述第一步饮用水深度净化和第三步中在

净化饮用水箱单元储备适量净化水阶段的液位控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设置有搅拌器，用于所述第三步中在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中配制

清洗液搅拌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步中，在预处理系统清洗时，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转换时间，设定每个

单元的器体反冲洗时间，直至各单元的器体排出的水清澈无异味、无杂质、无异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三步中，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清洗时间，采用清洗液循环、浸泡或循环与浸泡相

结合的方式达到最佳清洗效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四步中，在饮用水深度净化运行状态，间歇转换三通换向阀二、关闭第十二电磁

阀、开启第十三电磁阀，冲洗高压泵单元与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之间的循环管路，直至净化饮

用水箱单元排出的水清澈无异味、无杂质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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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净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

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之工业、农业、医药、化工、石油、矿产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自然与生态环境

发生巨大变化，也使得水体自然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水是人类赖以生存最重要的物

质基础，所以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促使饮用

水净化产业迅速发展，各种桶装饮用饮用水、瓶装纯净水、瓶装矿泉水生产早已实现了工业

化、产业化、规模化；随之而来的各种饮用水深度净化设备，包括反渗透、超滤、微滤等非工

业化(机关团体饮水和家庭生活饮用水)深度净化设备也已形成新的产业，人们对饮用水深

度净化寄予很高的期望。

[0003] 在工业化饮用水净化处理生产中，随作业时间的延续，在过滤滤芯表面逐渐形成

微生物、悬浮物、有机物截留物沉积层，影响膜芯组件过滤效率大幅度降低、水处理运行能

耗大幅度增高，情形严重时甚至造成系统运行故障。为消除上述问题，在工业化饮用水净化

处理过程中就需要配置CIP系统定期对水处理系统清洗。典型的CIP系统是由清洗水罐、碱

液罐、酸液罐、滤芯清洗液配制箱、离心清洗泵若干设备以及相应的连接管路、自动控制等

多单元装置构成。传统的饮用水深度净化膜芯清洗CIP配置与工艺流程，如图3所示。

[0004] 在工业化饮用水净化处理中CIP的操作方式：对于预处理系统采用生活饮用水反

向冲洗，对深度净化膜过滤芯清洗，根据需要采用酸、碱液清洗以及清洗液清洗。通过定期

清洗净化器过滤膜芯得到有效清洁，既降低膜芯了工作压力，又使得水净化系统能保持稳

定运行，并且延长膜芯的使用寿命。而对于非工业饮用水(机关团体饮水和家庭生活饮用

水)深净化装置则与上述情形不同：若在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中配置CIP系统，首先会造成

饮用水净化设备结构繁杂，庞大的设备结构与现代家居生活空间极其不相融合；另一方面

也会造成设备制造成本大幅度攀升，过高的产品价格消费市场难以接受。因此，在非工业饮

用水深净化装置中配置CIP系统不具备可行性和操作性。

[0005] 而在非工业化饮用水深度净水设备中，省略CIP系统虽然有利于降低设备造价，促

进销售。人们清楚，饮用水深度净化装置的核心部件是过滤滤芯，包括中空纤维过滤、超滤、

纳滤以及反渗透膜芯。随水净化作业时间的持续，在膜芯表面将会逐渐形成微生物、有机物

悬浮物、易结垢矿物质离子截留层。在此情形之下，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若没有配置CIP装

置，可能产生的后果包括：一是影响膜芯的过滤效率下降，导致产水率下降与水资源的浪

费、电能消耗增加以及水净化运行成本大幅度增加；二是长期连续运行必然导致饮用水预

处理系统过滤能力显著下降，过滤效果劣化，频繁更换预处理过滤材料；三是随之滤芯污染

的加剧，迫不得已需要更换膜芯。这样，膜芯的报废不是因为滤芯使用到期而形成的自然损

耗，而是因为膜芯遭受污染未能得到有效恢复所造成的；四是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长期持

续运行，极易造成微生物污染以及在水体中产生生物毒素，当饮用水体中有生物毒引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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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处理的净化饮用水不但没有提高水质，反而却增大了饮用水的安全风险。

[0006] 饮用水净化器核心部件是过滤膜芯，由于超滤、纳滤、反渗透各类膜芯价格不菲，

若是经常更换滤芯，在加重消费者的经济负担的同时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正是这样，

等同于人为设置一道屏障限制饮用水净化器在消费市场上推广和应用。

[0007] 针对饮用水深度净化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技术提供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

滤芯清洗CIP工艺，首先通过简化CIP系统配置实现大幅度降低设备制造成本，节省设备占

用面积及空间；通过工艺优化而获得良好的清洗效果保证；通过融合系统配置实现自动化

操作，使得CIP工艺更具有实用性、经济性、可操作性。通过该技术的应用使得饮用水深度净

化膜芯CIP能够实现日常化，有效消除饮用水深度净化滤芯因没有CIP系统所造成的各类技

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由于饮用水具有特殊的生理功能性，人们对饮用水依赖没有其他选择性或可替代

性。面对当前陆续引进转基因农业作物的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生产中农药和生物调节剂的

不规范使用；渔牧家禽养殖业无节制投加兽药及生物激素；在食品加工中违规使用食品添

加剂以及食品加工助剂，自然环境以及水体环境污威胁日趋加重，上述各种因素叠加，食品

安全风险日渐急剧，人们没有能力改变自然环境，只能将饮用水的安全希望寄托在饮用净

化处理方面上，希望能以此作为饮用水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009]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

CIP工艺，通过技术措施消除饮用水深度净化技术屏障，助推饮用水深度净化设备尽早能融

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推进饮用水净化技术及设备走向社会、普惠民众。

[0010]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该工

艺的流程包括生活饮用水单元、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过滤单元、高压泵单元、

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所述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和精密过滤单

元为预处理系统，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为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

[0011] 所述生活饮用水单元与三通换向阀一的进水口连接，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上通水

口通过设置有第四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述粗过滤单元的上通水管连通，所述粗过滤单元通

过设置有第一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通，所述第一电磁阀位于所述第四电磁阀

所在水回路的外侧，所述粗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七电磁阀的下通水管与所述三通换向阀

一的下通水口连通；

[0012] 所述粗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五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的上通

水管连通，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二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通，所

述第二电磁阀位于所述第五电磁阀所在水回路的外侧，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通过设置有第

八电磁阀的下通水管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下通水口连通；

[0013] 所述活性炭吸附单元通过设置有第六电磁阀的通水管与所述精密过滤单元的上

通水管连通，所述精密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三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通，所

述第三电磁阀位于所述第六电磁阀所在水回路的外侧，所述精密过滤单元通过设置有第九

电磁阀的下通水管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一的下通水口连通；

[0014] 所述精密过滤单元与所述高压泵单元之间设置有三通换向阀二，所述精密过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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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二的左通水口连接，所述高压泵单元与所述三通换向阀二的右通水口

连接；

[0015] 所述高压泵单元通过通水管与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连通，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

元通过设置有第十电磁阀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接，所述膜芯过滤净化单元通过通水

管与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连通；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通过设置有第十一电磁阀的下通

水管与第一排水管连接，所述三通换向阀二的下通水口通过设置有第十二电磁阀的通水管

与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的下通水管连接，所述第十一电磁阀位于所述第十二电磁阀所在

水回路的外侧；所述设置有第十二电磁阀的通水管上连接有第二排水管，所述第二排水管

上设置有第十三电磁阀；

[0016] 该工艺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第一步：饮用水深度净化；开通三通换向阀一的上通水口，关闭下通水口，三通换

向阀二换向处于水路直通状态；开启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第六电磁阀、第十电磁阀，关

闭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第九电磁阀、第十一电

磁阀、第十二电磁阀、第十三电磁阀；利用生活饮用水单元的供水管道压力将生活饮用水分

别正向引入到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过滤单元的设备中，再由高压泵单元加压

进行膜芯过滤净化单元的净化，得到优质净化水进入到净化饮用水箱中；

[0018] 第二步：饮用水预处理系统清洗；开通三通换向阀一的下通水口，关闭上通水口，

关闭第四电磁阀、第五电磁阀、第六电磁阀，开启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第九电磁阀、第

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三通换向阀二换向处于关闭状态；利用生活饮用水单

元的供水管道压力反向进水，分别清洗预处理系统中的粗过滤单元、活性炭吸附单元、精密

过滤单元的器体；

[0019] 第三步：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的清洗；关闭第十一电磁阀、第十二电磁阀，在净化

饮用水箱单元中按工艺要求放入清洗液、引入净化水配置清洗液；开启第十电磁阀、第十二

电磁阀、关闭第十三电磁阀，三通换向阀二换向，使得高压泵单元、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净化

饮用水箱单元的循环管路连通；然后由高压泵单元加压输送清洗液，清洗液依次清洗过滤

膜芯单元、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膜芯过滤净化单元的截留液通过第十电磁阀排出系统，膜芯

过滤净化单元的透过液进入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中；循环清洗后关闭高压泵、第十二电磁

阀，清洗液静置浸泡后开启第十一电磁阀、第十二电磁阀和第十三电磁阀，使得净化饮用水

箱单元排空清洗液，清洗液清洗结束；

[0020] 第四步：水冲洗；转换三通换向阀二，使其处于直通状态；开启第十电磁阀、第十一

电磁阀，关闭第十二电磁阀、第十三电磁阀；按第一步操作依次开启预处理系统、饮用水深

度净化系统，进入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水冲洗状态，直至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排出的水清澈

无异味、无杂质异物后，关闭第十一电磁阀，转换为饮用水深度净化工作状态。

[0021] 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设置有浮球阀，用于所述第一步饮用

水深度净化和第三步中在净化饮用水箱单元储备适量净化水阶段的液位控制。

[0022] 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设置有搅拌器，用于所述第三步中在

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中配制清洗液搅拌混合。

[0023] 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第二步中，在预处理系统清洗时，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

磁阀转换时间，设定每个单元的器体反冲洗时间，直至各单元的器体排出的水清澈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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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杂质、无异物。

[0024] 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第三步中，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清洗时间，采用清洗液循

环、浸泡或循环与浸泡相结合的方式达到最佳清洗效果。

[0025] 优选的技术方案为：所述第四步中，在饮用水深度净化运行状态，间歇转换三通换

向阀二、关闭第十二电磁阀、开启第十三电磁阀，冲洗高压泵单元与净化饮用水箱单元之间

的(旁通)循环管路，直至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排出的水清澈无异味、无杂质异物。

[0026]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优点是：

[0027] 1、有效消除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因没有配置CIP系统所造成的各类技术问

题。

[0028] 2、根据两个单元工艺特点的不同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清洗，在简化CIP操作

的前提下获得更佳的清洗效果，以达到有效清洁过滤膜芯的目的，并兼有强化净化产水卫

生环境的作用。

[0029] 3、优化结构、降低CIP装置投入费用。

[0030] 4、根据各种膜芯特性设定CIP工艺参数曲线，将膜芯清洗转换成自动控制。

[0031] 5、有效解决当前净化饮用水普遍存在的，而且又是无法解决的微生物二次污染问

题，提高净化饮用水的安全性。

[0032] 本发明设计的工艺以合格的生活饮用水为原水，依次经过微孔过滤器粗过滤去除

水体中的悬浮物；通过活性炭吸附降低水质的色度、浑浊度以及异味；经过精密过滤进一步

去除水体中的部分细微颗粒、悬浮物、微生物，进一步改善了饮用水品质。以变频高压泵提

供操作压力，饮用水经过膜芯(超滤、纳滤、反渗透)过滤，高效截留水体中微生物、悬浮颗

粒、有机物以及易结垢的无机盐离子(纳滤、反渗透)，最终实现饮用水的深度净化而获得优

质、安全的饮用水。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饮用水应用膜芯过滤深度净化工艺流程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设计的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流程图。

[0035] 图3为传统的饮用水深度净化膜芯清洗CIP配置与工艺流程图。

[0036] 以上附图中，粗过滤单元01，活性炭吸附单元02，精密过滤单元03，高压泵单元04，

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第一电磁阀1，第二电磁阀2，第三电磁阀3，第

四电磁阀4，第五电磁阀5，第六电磁阀6，第七电磁阀7，第八电磁阀8，第九电磁阀9，第十电

磁阀10，第十一电磁阀11，第十二电磁阀12，第十三电磁阀13，浮球阀14，搅拌器15，第一排

水管16，第二排水管17，三通换向阀一100，三通换向阀二200。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38] 请参阅图1～图3。须知，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

“下”、“左”、“右”、“竖直”、“水平”、“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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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该发明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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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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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第三”等

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术语“水平”、“竖直”、“悬垂”等术

语并不表示要求部件绝对水平或悬垂，而是可以稍微倾斜。如“水平”仅仅是指其方向相对

“竖直”而言更加水平，并不是表示该结构一定要完全水平，而是可以稍微倾斜。

[003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设置”、

“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

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

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40]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用于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清洗CIP工艺，该工艺的流程

包括生活饮用水单元、粗过滤单元01、活性炭吸附单元02、精密过滤单元03、高压泵单元04、

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粗过滤单元01、活性炭吸附单元02和精密过

滤单元03为预处理系统，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为饮用水深度净化系

统；

[0041] 生活饮用水单元与三通换向阀一100的进水口连接，三通换向阀一100的上通水口

通过设置有第四电磁阀4的通水管与粗过滤单元01的上通水管连通，粗过滤单元01通过设

置有第一电磁阀1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16连通，第一电磁阀1位于第四电磁阀4所在水

回路的外侧，粗过滤单元01通过设置有第七电磁阀7的下通水管与三通换向阀一100的下通

水口连通；

[0042] 粗过滤单元01通过设置有第五电磁阀5的通水管与活性炭吸附单元02的上通水管

连通，活性炭吸附单元02通过设置有第二电磁阀2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16连通，第二电

磁阀2位于第五电磁阀5所在水回路的外侧，活性炭吸附单元02通过设置有第八电磁阀8的

下通水管与三通换向阀一100的下通水口连通；

[0043] 活性炭吸附单元02通过设置有第六电磁阀6的通水管与精密过滤单元03的上通水

管连通，精密过滤单元03通过设置有第三电磁阀3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16连通，第三电

磁阀3位于第六电磁阀6所在水回路的外侧，精密过滤单元03通过设置有第九电磁阀9的下

通水管与三通换向阀一100的下通水口连通；

[0044] 精密过滤单元03与高压泵单元04之间设置有三通换向阀二200，精密过滤单元03

与三通换向阀二200的左通水口连接，高压泵单元04与三通换向阀二200的右通水口连接；

[0045] 高压泵单元04通过通水管与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连通，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通过

设置有第十电磁阀10的上通水管与第一排水管16连接，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通过通水管与

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连通；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通过设置有第十一电磁阀11的下通水管与

第一排水管16连接，三通换向阀二200的下通水口通过设置有第十二电磁阀12的通水管与

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的下通水管连接，第十一电磁阀11位于第十二电磁阀12所在水回路的

外侧；设置有第十二电磁阀12的通水管上连接有第二排水管17，第二排水管17上设置有第

十三电磁阀13；

[0046] 该工艺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第一步：饮用水深度净化；开通三通换向阀一100的上通水口，关闭下通水口，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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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向阀二200换向处于水路直通状态；开启第四电磁阀4、第五电磁阀5、第六电磁阀6、第十

电磁阀10，关闭第一电磁阀1、第二电磁阀2、第三电磁阀3、第七电磁阀7、第八电磁阀8、第九

电磁阀9、第十一电磁阀11、第十二电磁阀12、第十三电磁阀13；利用生活饮用水单元的供水

管道压力将生活饮用水分别正向引入到粗过滤单元01、活性炭吸附单元02、精密过滤单元

03的设备中，再由高压泵单元04加压进行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的净化，得到优质净化水进

入到净化饮用水箱中；

[0048] 第二步：饮用水预处理系统清洗；开通三通换向阀一100的下通水口，关闭上通水

口，关闭第四电磁阀4、第五电磁阀5、第六电磁阀6，开启第七电磁阀7、第八电磁阀8、第九电

磁阀9、第一电磁阀1、第二电磁阀2、第三电磁阀3，三通换向阀二200换向处于关闭状态；利

用生活饮用水单元的供水管道压力反向进水，分别清洗预处理系统中的粗过滤单元01、活

性炭吸附单元02、精密过滤单元03的器体；在预处理系统清洗时，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

阀转换时间，设定每个单元的器体反冲洗时间，大约为8～10min，直至各单元的器体排出的

水清澈无异味、无杂质、无异物。

[0049] 第三步：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的清洗；关闭第十一电磁阀11、第十二电磁阀12，在

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中按工艺要求放入清洗液、引入净化水配置清洗液，净化水的液位由

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中的浮球阀14控制，利用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内的搅拌器15对清洗液

进行搅拌混合，使其到达更好的清洗效果，清洗液的选择及药液浓度、清洗时间以及清洗周

期，均按膜芯供应商提供的操作手册执行。开启第十电磁阀10、第十二电磁阀12、关闭第十

三电磁阀13，三通换向阀二200换向，使得高压泵单元04、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净化饮用水

箱单元06的循环管路连通；然后由高压泵单元04加压输送清洗液，清洗液依次清洗过滤膜

芯单元、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可采用清洗液循环、浸泡或循环与浸泡相结合的方式达到最

佳清洗效果。在过滤膜芯单元的清洗中，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的截留液通过第十电磁阀10

排出系统，膜芯过滤净化单元05的透过液进入到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中；CIP系统采用时间

继电器控制清洗时间。循环至分布在各部件中的清洗液浓度均匀后关闭高压泵单元04、第

十二电磁阀12，清洗液静置30～60min浸泡，然后开启第十一电磁阀、第十二电磁阀和第十

三电磁阀，使得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排空清洗液，清洗液清洗结束；通过清洗液清洗可有效

去除膜芯外表面截留的无机盐类阳离子，使过滤膜芯的过滤能力得到有效恢复。

[0050] 第四步：水冲洗；转换三通换向阀二200，使其处于直通状态；开启第十电磁阀10、

第十一电磁阀11，关闭第十二电磁阀12、第十三电磁阀13；按第一步操作依次开启预处理系

统、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进入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水冲洗状态，利用净化饮用水对净化水

箱进行水冲洗，间歇转换三通换向阀二200、关闭第十二电磁阀12、开启第十三电磁阀13，冲

洗高压泵单元04与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之间的(旁通)循环管路，直至净化饮用水箱单元06

排出的水清澈无异味、无杂质异物后关闭第十一电磁阀11，转换为饮用水深度净化工作状

态。

[0051] 本发明的优点：

[0052] 1、根据饮用水深度处理膜芯清洗以及CIP工艺特点，通过对CIP系统配置的优化，

将传统的工业化生产中所应用的CIP首次引入到中小型(家庭及机关团体用)饮用水深度净

化设备中，以有效消除饮用水深度净化过滤膜芯因没有配置CIP系统所造成的各类技术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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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2、将饮用水深度处理的CIP装置操作进行单元拆分，将其划分为预处理系统和饮

用水深度净化系统(膜芯清洗)两个操作单元，并根据两个单元工艺特点的不同采用两种不

同的方式进行清洗，在简化CIP操作的前提下获得更佳的清洗效果。将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

的清洗划分为预处理部分系统和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膜芯清洗)两个操作单元。在清洗预

处理系统时，通过电磁阀启闭控制，在保持一定的压力条件下进行单台设备定时反冲洗，便

可达到CIP工艺清洗要求；饮用水深度净化系统(膜芯清洗)为高洁净区，也是重点清洗区

域；对该单元的清洗采用清洗液CIP清洗程序，以达到有效清洁过滤膜芯的目的，并兼有强

化净化产水卫生环境的作用。

[0054] 3、优化结构、降低CIP装置投入费用。预处理系统只增加适当数量的电磁阀，通过

相互转换便可完成该单元的清洗操作；在设备清洗时利用变频器控制高压泵进行清洗液压

力调节，由高压泵单元、膜芯过滤净化单元和净化饮用水箱单元构成了清洗液清洗循环回

路，不需要额外增加清洗循环离心泵，这样所配置CIP系统新增设备以及设备投入费用及其

有限；通过CIP清洗，将会大幅度提高膜芯产水效率、增加设备运行稳定性、大幅度提升过滤

膜芯的使用寿命，既降低了用户更换滤芯频次、节省了社会公共资源消耗，同时又能显著降

低饮用水深度净化运行费用。如此，传统的繁杂、庞大的CIP系统得到大幅度简化，使得饮用

水净化器配置CIP具备可操作性。

[0055] 4、根据各种膜芯特性设定CIP工艺参数曲线，将膜芯清洗转换成自动控制。在CIP

系统中采用温度、液位、压力传感、时间继电器，电动与气动元件以及自动换向阀的元件构

成自动监测系统，同时与自动编程控制器(PLC)及人机界面控制相结合；根据饮用水深度净

化装置精密过滤、超滤、反渗透、纳滤等四种不同膜芯类型特点，由膜芯制造商专家提供专

业的清洗操作工艺参数曲线，将其储存在自动控制器中。膜芯CIP只需人工添加清洗液或消

毒液后启动控制程序便可实现自动CIP。

[0056] 5、有效解决净饮用水微生物二次污染难题。在工业化生产中，饮用水在净化后经

过臭氧或紫外线杀菌处理后灌装密封，在这样的条件下净化饮用水微生物控制是有效的，

相对安全的。但是，对于没有CIP清洗装置的饮用水深度净化设备而言，由于膜芯持续截留

微生物，设备长期持续运行必然会造成微生物的大量生长繁殖，人们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储

水室表面发粘现象，其实就是饮用水被微生物污染的基本特征；在微生物生长繁殖失控的

状态下，由微生物代谢产生的生物毒素进入到饮用水中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人们长期饮用

存在安全风险的饮用水，日积月累多种安全隐患叠加，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例如孕妇、婴幼

儿、病弱以及老年人等健康就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若是出现社会性的生理健康问题，其后果

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不堪想象。若是上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无论制取的是什么样的优质

饮用水，实际上人们饮用的净化水都称不上是优质的饮用水。本发明将饮用水深度净化膜

芯清洗与CIP工艺有机结合，不但解决终端饮用水微生物污染所带来的饮水安全危害问题，

也能确保人们饮用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质净化饮用水。

[0057] 本发明设计的工艺，先进行预处理：以合格的生活饮用水为原水，依次经过微孔过

滤器粗过滤去除水体中的悬浮物；通过活性炭吸附降低水质的色度、浑浊度以及异味；经过

精密过滤进一步去除水体中的部分细微颗粒、悬浮物、微生物，进一步改善了饮用水品质。

然后对过滤膜芯净化：以变频高压泵提供操作压力，饮用水经过膜芯(超滤、纳滤、反渗透)

过滤，高效截留水体中微生物、悬浮颗粒、有机物以及易结垢的无机盐离子(纳滤、反渗透)，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11453868 B

10



最终实现饮用水的深度净化而获得优质、安全的饮用水。

[0058]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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