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
基于 ZEOSORB®具有巨大的接触表面积和选择性吸附

氨、和溶于水中的有机物和其它阳性离子杂质，而适

用于饮用水和废水的过滤净化。此外， ZEOSORB®
具有优越的水力特性，因此非常能处理过滤大水量的

应用能力。与其它的吸附剂相比，ZEOSORB®具有更

稳定、更好的过滤器功能、更容易吸附和相对便宜的

价格优势。

经过无数的实际案例结果显示，可以确认 ZEOSORB®
能应用在不同的饮用水和废水，是净化过程中最有效

的吸附剂。如：软水净化、去除氨（从市政废水，畜

牧场废水、谷仓的粪肥，池塘水和泳池水），去除

氮，去除可溶性的有机物和颜色、去除重金属（从天

然的水源、酸性矿业水源、工业废水，等），去除废

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海水淡化膜片系统和其他处理。

ZEOSORB®能在废水处理过程中，执行多功能的吸附

功能，与其它有害成分键结而吸附去除。然而，因为

其表面有负性电荷的硅铝酸盐。因此，它不具有吸附

阴性离子杂质功能。但通过有机改造剂，能中和部分

ZEOSORB®表面的负性电荷。

ZEOSORB®结构与性能：
ZEOSORB®是一款高纯度的天然硅酸铝盐微晶矿物

体。它能提供 2 种不同颗粒粒径 0.5 - 1.0 毫米

（18x35 网孔）或 1.5 - 2.5 毫米（8x14 网孔）。

容积重量为约 820 千克/立方米。由德

Watch®Water 制成的 ZEOSORB®，具有高孔隙率

和巨大的接触表面积，它不会消耗磨损。

ZEOSORB®滤材被认证为安全的产品(GRA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它也通过美国 NSF
61 认证和德国 2011Trinkwasserverordnung(TVO)
的认证。

自 2005 年年中，欧洲实验室和现场实际测试数据

报告显示，ZEOSORB®过滤性能的表现一直远远超

过传统的滤砂、无烟煤和多滤材的过滤测试。

超过 100 个实验室。和现场测试自 2005 年中，代

表商业，住宅和工业水过滤项目（2/3 使用压力容

器和 1/3 利用重力），已经得出结论，高纯度的

ZEOSORB®滤材远远优于传统的滤材。

ZEOSORB®的前景及应用

它对于以下所列的各种水源，具有

非常优越的净化能力

饮用水

地下水

地表水

废水

游泳池

是最优越的反渗透膜片前

置 的过滤系统

具有更大吸附氨的容量

降低浊度 < 3 微米

能控制形成氯胺

巨大的接触表面积

非常长寿命的滤材(> 10
年)

在使用过程中，不会有耗损

而需要补充。

节水
减少反冲洗的时间，和减

少

反冲洗次数。

减少一般反冲洗 50％的时

间

天然绿色环保产品。

通过美国 NSF 61 认证。

具有非常高的过滤容量。



ZEOSORB®能有效过滤去除到 0.5μm～ 3μm 范围内的细小颗粒，这远远超越了传统滤材的功

效。

一般压力过滤槽使用滤材的性能测试数据

滤材种类 过滤效果 过滤悬浮固体负载能力

ZEOSORB® (18 x 35网孔) < 3 毫米 (μm) ～ 2.6 x
Sand滤砂 (20 x 40网孔) ～ 20 毫米 (μm) 1 x

安水砂 (20 x 40网孔) ～ 15 毫米 (μm) ～ 1.4 x
多功能滤材 ～ 12 毫米 (μm) ～ 1.6 x

Zeosorb® 能完全取代传统滤砂的绝佳选择。

自然重力式过滤效果的和一般压力式过滤，具有相同的过滤效果

以下是 ZEOSORB® 过滤的性能例子：

《河水浊度测试》

ZEOSORB®与一般多功能过滤滤材，进行连续 6 天以流速 36.7

米/小时，通过压力式过滤容器 （18“直径），去除河水中悬浮

颗粒（浊度）测试的性能比较。显示经过 ZEOSORB®处理的过

滤水浊度，平均过滤之后的浊度 NTU 大约是一般多功能过滤滤

材的 1/3，表示 ZEOSORB®的优越过滤效果。

《矿泉水瓶装水厂》

一个矿泉水瓶装水厂，抽地下水经过 2 个 48 米直径 压力容器，

然后经过供两个 RO 膜片系统。一般的多功能过滤滤材能平均减

少了 井水 5% 的 SDI ，而 ZEOSORB®能平均减少井水 45％至

50％的 SDI。

《冷却塔补充水》

美国一个主要的化工厂，以河流为补充水，但河水有浊度的问

题。在下雨过后，以传统滤沙/石榴石滤材的重力过滤器来过滤，

但无法完全地去除高浊度的颗粒。 现以相等数量（15.45 立方

米），粒径 0.5 x 1 mm 的 ZEOSORB®来取代滤沙/石榴石。并

以相同的流速 6.1 米/小时来运行过滤，它能去除了大于 98％的

浊度，远远超越仅仅能去除 20％ 的一般砂/石榴石滤材。

《生产水过滤》

ZEOSORB®过滤系

统

一般下压式过滤系统

ZEOSORB 是高纯度

的先进过滤材料，

Ensures保证其优越

过滤性能

Over 远远超过一般

传统的

Sand 滤沙、安水砂

Other 和其它滤材

Removal 过滤去除

悬浮物和浊度

Backwash 降低逆洗

和使用成本。



Zeosorb® 能完全取代传统滤砂的绝佳选择。

《RO 反渗透膜片预过滤系统》

一家电力公司安装了一套能处理 340 立方米

的 RO 设备生产设备系统，含有两个 使用一

般传统滤材的前置过滤系统，来生产供锅炉

使用的补充水。由于此前置过滤系统非常大

的压差和其过滤后一直升高的 SDI 值，使整

个 RO 膜片系统装置，无法正常运行。

以相等体积，具有 18x35 网孔粒径的

ZEOSORB®来替换传统滤材，并完全按照

原来严格的设计 RO 给水的系统来操作。此

RO 膜片系统一直连续正常操作两年以上。

《颗粒活性炭前置过滤器 》

供应给餐厅的市政供水含有铁和其他细小颗

粒。使用滤芯（5μm）过滤器，但因一直负

载过滤， 导致此颗粒活性炭前置过滤器的流

量减少。

由一位独立工程师和技术顾问，来安装一个

能自动反冲洗 ZEOSORB®的过滤器

（10“直径，24” 床高）。 原水含有 0.1μm

ZEOSORB® 的优点

更好的滤液净度：

传统滤砂/无烟煤能过滤到 12～15 微米

ZEOSORB®通常能过滤到小于 3 微米。

大大降低了过滤后的浊度（NTUs）

重力过滤增加流量：

在以滤砂/无烟煤滤料系统的流量 , 通常

介于

3〜5 米/小时以 ZEOSORB® 过滤系

统流量

通常在 10米/小时

压力过滤增加流量：

在以滤砂/无烟煤滤料系统的流量 , 通常

介于

15〜17 米/小时，以 ZEOSORB® 过滤

系统

流量通常在 29～37米/小时

(有时能达 48 米/小时)。

降低成本增加过滤容量

一般来说, 改用 ZEOSORB®来替代传

统滤材,
可以在不需要增加设备成本，而轻易增

加过

滤容量一倍 。

更少的反洗次数

ZEOSORB®比传统的滤砂/无烟煤,只有

一半

的反洗循环。

更少的反洗水
较少 的反洗次数，更能减少 反洗水量

到三

分之一到一半的反洗水水量。意即较少

的反

洗水和更大的生产容量。

由于更大的表面积，更大的负载能力

ZEOSORB® (应用)

⌘ 能取代传统滤沙/安水砂等多床式滤材

⌘ 能处理及过滤地表水和地下水源

⌘ 最具性价比的 RO/纳米超膜系统前置过滤

ZEOSORB® 过滤细菌和细菌孢子等病原体的屏

障

对于从水中过滤哪些能危及人类健康而累积的微生

物，所使用的物理性的过滤遏制研究，在过去几年已

进入焦点。 ZEOSORB®将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来

收集并去除，如贾地虫、隐孢子虫等细菌和病原体。

大多数这些生物体及其孢子 尺寸范围为 0.5-10 微米。

而 ZEOSORB®中的透水孔径，大多小于 0.05 微

米。因此，当含有高量微生物的水，通过



<物料特质>
化学成份 :天然矽酸铝

<物理性质>
过滤效果 : < 3微米

多孔率 : 24－ 32%
接触面积 : 30平米/每克

网孔 : 18 x 35 , 8 x 14
颜色 :淡绿色/灰色

保有水份 :保有 50%水份

表面吸附 :亲水性

包装 : 30公升/包, 40包/栈板

<操作参数和交换容量>
床高 ： 400-1000 mm
浮动空间 ： 30-50％
采水流速 ：20-48 m/hr
逆洗流速 ： 25-50 m/hr
阳离子交换容量 ： 1.7-1.9 mg/g
热稳定度 ：最高 600 度 C
对酸和碱的环境下很稳定

Zeosorb® 流速和逆洗操作参数

对于使用滤沙的压力式过滤桶槽，通常使用 36”的床

高度，和大约 30％的浮动床空间，远远小于 多床体

过滤材料的过滤桶槽。压力式过滤桶槽，最佳使用流

量 范围从 29 到大于 48 米/小时的线流速(滤床面

积)，取决于 过滤系统的应用。例如，使用 29 m / h

来作为 RO 和 GAC 预过滤; 使用 37 m / h 过滤井

水、地表水和工业项目，达到低浊度；使用 44 到 48
米/小时的流速，以得到高处理量但较低过滤要求的项

目。以来 ZEOSORB®是从矿石中生产获得，含有一

些“粉末”，使用新的 ZEOSORB®之前，必须将其

反冲洗。反冲洗的规则 是使用 48 米/小时的线速率，

Zeosorb® 性能比较和成本

Zeosorb® 过滤性能比较

Zeosorb® 多层床滤料

3微米 8～ 15微米

(公制) (公制)

Zeosorb® 去除浊度比较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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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 多层床滤料 ZEOSORB®

流速比较 滤料/系统成本比较

假如需要更详细技术资料，请联系我们

WatchWater (S) Pte Ltd

No. 60 Paya Lebar Road , Paya Lebar Square, #09-
38 Unit 916 Singapore 409051
Tel./Fax. : +65-6678 7773/6678 7601
E-mail : enquiry@watchwater.com.sg
Web : www.watchwater.com.sg (Drinking)

: www.watchwater.de (Industr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