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211946638 U
(45)授权公告日 2020.11.17
(21)申请号 202020571884 .7
(22)申请日 2020 .04 .17
(73)专利权人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223005 江苏省淮安市枚乘东路4号
(72)发明人 许云飞

房亚群

(51)Int .Cl .
C02F 9/08 (2006 .01)

CN 211946638 U

权利要求书1页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包
括底板和第一水泵，
所述底板上方固定安装有第
一过滤罐体、第二过滤罐体和消毒室外壳，
所述
第一水泵的出水口连接有第一导流管，
所述第一
导流管一端固定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一侧，
第一过滤罐体与第二过滤罐体之间通过第二导
流管连接，
所述第二导流管一端贯穿连接在第一
过滤罐体底部，
且第二导流管另一端贯穿连接在
第二过滤罐体上方，
所述第二导流管中间固定安
装有第二水泵。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
水装置，
通过反渗透过滤装置上的第一反渗透过
滤膜和第二反渗透过滤膜并联的方式，
有效的增
大此装置过滤的面积，
提高了过滤的效率，
满足
大流量的过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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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包括底板（1）和第一水泵（2），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板（1）上方
固定安装有第一过滤罐体（6）、第二过滤罐体（9）和消毒室外壳（14），
所述第一水泵（2）的出
水口连接有第一导流管（3），
所述第一导流管（3）一端固定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6）一
侧，
第一过滤罐体（6）与第二过滤罐体（9）之间通过第二导流管（18）连接，
所述第二导流管
（18）一端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6）底部，
且第二导流管（18）另一端贯穿连接在第二过
滤罐体（9）上方，
所述第二导流管（18）中间固定安装有第二水泵（19），
所述第二过滤罐体
（9）中间固定安装有反渗透过滤装置（20），
所述第二过滤罐体（9）下端固定连接有第三导流
管（11），
所述第三导流管（11）移动固定连接有第三水泵（12），
所述第三水泵（12）固定安装
在消毒室外壳（14）上方，
所述消毒室外壳（14）内部固定安装有紫外线消毒器（15），
所述紫
外线消毒器（15）进水口固定连接有消毒进水管（13），
所述紫外线消毒器（15）出水口固定连
接有出水管（16），
所述反渗透过滤装置（20）包括支撑圆板（25）和支撑圆环（23）,所述支撑
圆板（25）与支撑圆环（23）中间固定连接有第一反渗透过滤膜（24），
所述支撑圆板（25）下方
开设有多个圆洞（27），
多个所述圆洞（27）上方固定安装有第二反渗透过滤膜（26），
所述第
二反渗透过滤膜（26）上方均安装有支撑圆盖（22），
所述支撑圆环（23）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一
限位圆环（21），
所述第二过滤罐体（9）内壁固定安装有第二限位圆环（17）。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罐体（6）内
部固定安装有砂滤层（5）。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砂滤层（5）下方固定
安装有活性炭吸附层（4）。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过滤罐体（6）上
方通过法兰固定安装在有第一罐盖（7），
所述第二过滤罐体（9）通过法兰固定连接有第二罐
盖（8）。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消毒进水管（13）上端
贯穿消毒室外壳（14）固定连接在第三水泵（12）的出水口。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限位圆环（21）截
面为梯形结构，
所述第二限位圆环（17）截面为直角梯形结构。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反渗透过滤装置（20）
通过第一限位圆环（21）卡接在第二过滤罐体（9）内壁的第二限位圆环（17）上，
所述第一限
位圆环（21）上方固定安装有两个提拉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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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制药装置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药物生产过程中应用最广泛的物料，
制药用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制药用水同样也需要更为严格的要求，
根据国家药典要求，
制药用水要进过过滤、
反渗透和
消毒等诸多程序处理，
来确保水质不会被污染而且没有微生物。
[0003] 目前制药净水装置净化效率低，
说净化的水质有限，
而且在更换过滤装置时，
会比
价麻烦，
在此设计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通过在有限的空间内扩大过滤面积，
让装置能够高
效率的对水质进行过滤，
而且其过滤装置便于进行更换，
更换操作简单快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
装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包括底板和第一水泵，
所述底板上方固定安装有第一过滤
罐体、第二过滤罐体和消毒室外壳，
所述第一水泵的出水口连接有第一导流管，
所述第一导
流管一端固定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一侧，
第一过滤罐体与第二过滤罐体之间通过第二
导流管连接，
所述第二导流管一端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底部，
且第二导流管另一端贯
穿连接在第二过滤罐体上方，
所述第二导流管中间固定安装有第二水泵，
所述第二过滤罐
体中间固定安装有反渗透过滤装置，
所述第二过滤罐体下端固定连接有第三导流管，
所述
第三导流管移动固定连接有第三水泵，
所述第三水泵固定安装在消毒室外壳上方，
所述消
毒室外壳内部固定安装有紫外线消毒器，
所述紫外线消毒器进水口固定连接有消毒进水
管，
所述紫外线消毒器出水口固定连接有出水管，
所述反渗透过滤装置包括支撑圆板和支
撑圆环 ,所述支撑圆板与支撑圆环中间固定连接有第一反渗透过滤膜，
所述支撑圆板下方
开设有多个圆洞，
多个所述圆洞上方固定安装有第二反渗透过滤膜，
所述第二反渗透过滤
膜上方均安装有支撑圆盖，
所述支撑圆环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一限位圆环，
所述第二过滤罐
体内壁固定安装有第二限位圆环。
[0007] 优选的，
所述第一过滤罐体内部固定安装有砂滤层。
[0008] 优选的，
所述砂滤层下方固定安装有活性炭吸附层。
[0009] 优选的，
所述第一过滤罐体上方通过法兰固定安装在有第一罐盖，
所述第二水泵
通过法兰固定连接有第二罐盖。
[0010] 优选的，
所述消毒进水管上端贯穿消毒室外壳固定连接在第三水泵的出水口。
[0011] 优选的，
所述第一限位圆环截面为梯形结构，
所述第二限位圆环截面为直角梯形
结构。
[0012] 优选的，
所述反渗透过滤装置通过第一限位圆环卡接在第二过滤罐体内壁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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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圆环上，
所述第一限位圆环上方固定安装有两个提拉杆。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通过反渗透过滤装置上的第一反渗透
过滤膜和第二反渗透过滤膜并联的方式，
有效的增大此装置过滤的面积，
提高了过滤的效
率，
满足大流量的过滤需求。
[0015] 2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通过砂滤层与活性炭吸附层的预过滤
处理，
能减轻反渗透过滤装置的压力，
有效提高了此装置的过滤效率，
同样通过紫外线消毒
器能对过率之后的水进行消毒，
而且紫外线消毒属于物理方法，
不会对水质造成影响。
[0016] 3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通过两个提拉杆能够将反渗透过滤装
置进行更换，
操作简单快捷，
防止第一反渗透过滤膜和第二反渗透过滤膜由于过滤时间太
长，
无法进行有效的过滤，
保证过滤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的反渗透过滤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的反渗透过滤装置与第二过滤罐体
固定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
1底板、
2第一水泵、
3第一导流管、
4活性炭吸附层、
5砂滤层、
6第一过滤罐体、
7第一罐盖、
8第二罐盖、
9第二过滤罐体、
10提拉杆、
11第三导流管、
12第三水泵、
13消毒进水
管、
14消毒室外壳、
15紫外线消毒器、
16出水管、
17第二限位圆环、
18第二导流管、
19第二水
泵、20反渗透过滤装置、21第一限位圆环、22支撑圆盖、23支撑圆环、24第一反渗透过滤膜、
25支撑圆板、
26第二反渗透过滤膜、
27圆洞。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2] 实施例1
[0023] 参照图1-3，
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包括底板1和第一水泵2，
底板1上方固定安装有
第一过滤罐体6、第二过滤罐体9和消毒室外壳14，
第一水泵2的出水口连接有第一导流管3，
第一导流管3一端固定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6一侧，
第一过滤罐体6与第二过滤罐体9之
间通过第二导流管18连接，
第二导流管18一端贯穿连接在第一过滤罐体6底部，
且第二导流
管18另一端贯穿连接在第二过滤罐体9上方，
第二导流管18中间固定安装有第二水泵19，
第
二过滤罐体9中间固定安装有反渗透过滤装置20，
第二过滤罐体9下端固定连接有第三导流
管11，
第三导流管11移动固定连接有第三水泵12，
第三水泵12固定安装在消毒室外壳14上
方，
消毒室外壳14内部固定安装有紫外线消毒器15，
紫外线消毒器15进水口固定连接有消
毒进水管13，
紫外线消毒器15出水口固定连接有出水管16，
反渗透过滤装置20包括支撑圆
板25和支撑圆环23 ,支撑圆板25与支撑圆环23中间固定连接有第一反渗透过滤膜24，
支撑
圆板25下方开设有多个圆洞27，
多个圆洞27上方固定安装有第二反渗透过滤膜26，
第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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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过滤膜26上方均安装有支撑圆盖22，
支撑圆环23一侧固定安装有第一限位圆环21，
第
二过滤罐体9内壁固定安装有第二限位圆环17。
[0024] 本实用新型中，
第一过滤罐体6内部固定安装有砂滤层5，
能将原水中的一些沙石
和颗粒进行过滤，
砂滤层5下方固定安装有活性炭吸附层4，
通过活性炭吸附层4能将水中的
一些离子和颗粒进行吸附 ，
砂滤层5和性炭吸附层4对原水先进行预处理，
保证后续的反渗
透过滤装置的过滤效率，
第一过滤罐体6上方通过法兰固定安装在有第一罐盖7，
第二过滤
罐体9通过法兰固定连接有第二罐盖8，
能够将第一过滤罐体6和第二过滤罐体9打开对罐体
内部进行清洁，
而且通过法兰连接能保证此装置的密封性，
消毒进水管13上端贯穿消毒室
外壳14固定连接在第三水泵12的出水口，
第一限位圆环21截面为梯形结构，
第二限位圆环
17截面为直角梯形结构，
通过第一限位圆环21截面的梯形结构的斜面与第二限位圆环17截
面的直角梯形结构的斜面能够相契合，
能够保证反渗透过滤装置20能够稳定卡接在第二过
滤罐体9的内部，
同样也保证了良好的密封性。
[0025] 工作原理：
原水通过第一水泵的2的进水口进入第一过滤罐体6，
然后通过砂滤层5
和活性炭吸附层4，
先对原水进行预处理，
能够有效的将水中的一些离子和颗粒进行吸附 ，
然后在第二水泵19的作用下进入第二过滤罐体9，
通过第二过滤罐体9内的反渗透过滤装置
20进行过滤，
反渗透膜能截留0 .0001微米的物质，
是最精细的一种膜分离产品，
其能有效截
留所有溶解盐份及分子量大于100的有机物，
同时允许水分子进行，
但是虽然反渗透膜的过
滤效果好，
但是其过滤率效率不高，
所以通过反渗透过滤装置上的第一反渗透过滤膜24和
第二反渗透过滤膜26并联的方式，
有效的增大此装置过滤的面积，
提高了过滤的效率，
满足
大流量的过滤需求，
然后过滤之后的水通过第三水泵12经过紫外线消毒器能对水进行消
毒，
而且紫外线消毒属于物理方法，
不会给水中带来其他物质，
不会对水质造成影响。
[0026] 实施例2
[0027] 参照图1-3，
一种制药用净水装置，
还包括反渗透过滤装置20通过第一限位圆环21
卡接在第二过滤罐体9内壁的第二限位圆环17上，
第一限位圆环21上方固定安装有两个提
拉杆10。
[0028] 工作原理：
反渗透过滤装置20通过第一限位圆环21卡接在第二限位圆环17上，
能
够进行分离，
在需要对反渗透过滤装置20机芯更换时，
通过两个提拉杆21能够将反渗透过
滤装置20进行更换，
操作简单快捷，
防止第一反渗透过滤膜24和第二反渗透过滤膜26由于
过滤时间太长，
无法进行有效的过滤，
保证过滤效率。
[0029] 以上所述，
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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