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坎普尔（Canpure）品牌EDI膜组

件采用专有技术制造，在给水高硬

度和低耗能方面均突破了传统EDI

技术的局限性。

坎普尔(Canpure)品牌PS内压超滤

膜采用了专有交联技术，通量稳

定，膜丝强度高、过滤精度高、抗

污染能力强。

坎普尔(Canpure)品牌“热法镶嵌”

编织管加强MBR膜产品采用磁悬浮

内岛编织管加强技术制造，不仅大幅

增加了膜丝强度，而且一举解决了膜

丝“断丝”以及“脱皮”现象。引领

了MBR膜产品新的发展。

坎普尔(Canpure)品牌PVDF外压式

超滤、浸没式超滤和毛细管MBR膜

采用c-TIPS专有技术制造，强度比

传统湿法成倍增高，过滤精度比普

通热法成倍增高，具有明显的强度

和过滤精度优势。

坎普尔(Canpure)品牌PTFE盒式

平板MBR膜采用专有技术制造，

设备占地面积小，集成度高，投

资及运行成本相较于传统平板膜

均大幅降低。

坎普尔(Canpure)T-CAP系列采用了

该公司先进的应用技术，通过使用带

有双侧进、出口的封头设计，使得超

滤产品能通过串联使用。彻底改进了

传统超滤产品只能通过单一的进、出

口支管与母管系统连接的方式。T-

CAP的应用，更利于超滤系统的标准

化。它不仅缩短了系统的设计时间，

降低了厂房费用、机架费用、运输费

用，更利于安装，大幅缩短了安装时

间，提高了效率。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I Series
Inside-out Ultrafiltration(UF)
Membrane Modules

CPI系列 内压超滤膜组件

产品简介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具有耐污染性强，膜丝强度高，过滤

精度高的特点。坎普尔内压超滤膜可有效降低原水浊

度，去除水中悬浮物、胶体、微生物等物质，对原水水

质变化适应性强，操作维护简单，产水水质稳定可靠。CPI-1080 CPI-1060 CPI-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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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

浓水

入水

超滤膜组件过滤示意图

产品特点

永久亲水性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由亲水性组分交联的改性聚砜（mPS）材料制成。亲水基团

的深化和固定使得膜丝的亲水性永久保留，产水通量更稳定，膜的耐污染性和

清洗恢复性得到明显提高。

截留分子量 4.5万道尔顿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在同类产品中截留分子量较小，过滤精度较高，可有效保证

超滤产水水质。

独特的膜丝断面结构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丝断面两侧为致密的海绵状结构，中间为阻力小的指状结

构，既保证了膜丝强度又具有很高的透水性能。

高强度大通量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丝强度 6MPa，

标准产水通量 450L/m2·h·bar, at 25℃。

较粗膜丝内径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常用膜丝内径为1.0mm，进水通道截面积是通常0.8mm内径

的1.56倍，极大的提高了膜组件的抗污堵能力。

束集成式分布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内压超滤膜组件在同类产品中分束较多，有效的保证了组件内水流分布更均匀。

软胶根部保护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首创的软胶浇筑技术，实现了膜丝根部与浇筑层柔性连接，杜绝了膜丝

根部断裂的隐患。



CPI系列内压超滤膜组件技术参数

膜组件性能

膜组件型号 CPI -1080 CPI -1060 CPI -1030

有效膜面积 (m2) 68 50 23

膜组件尺寸 (mm) φ250 ×2215 φ250 ×1715 φ250 ×965

膜材料 改性聚砜 (mPS)②

截留分子量 (道尔顿) 45000

过滤孔径 (μm) 0.01①

膜丝内/外径 (mm) 1.0/1.5③

外壳/端盖材料 UPVC

使用条件

过滤模式 全量过滤／错流过滤

过滤周期 (mins) 20～ 120

产水通量 (L/m2·h) 40 ～ 130

反洗通量 (L/m2·h) 180 ～ 250

连续运行pH范围 2 ～ 10

NaClO 耐受浓度推荐值 (mg/L·h) 200

耐受浊度推荐值 (NTU) 20

最大颗粒粒径推荐值 (μm) 200

最大给水压力推荐值 (MPa) 0.5

最高过滤跨膜压差推荐值 (Mpa) 0.2

最高反洗压力推荐值 (MPa) 0.2

使用温度推荐值 (℃ ) 1~40

①可根据原料配方进行调整。
②另有其它有机材料内压产品。
③其它有机材料膜丝内外径，装填面积请咨询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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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工程现场

——中石化某除盐水系统：54,000m3/d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O-1080 CPO-1060 CPO-1030

CPO Series
Outside-in Ultrafiltration(UF)
Membrane Modules

CPO系列 外压超滤膜组件

产品简介

坎普尔外压膜组件具有曝气充分、耐污染性强、耐化学

性强、低压大通量的特点。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可有效降低原水浊度，去除水中悬浮

物、胶体、微生物等物质，对原水水质变化适应性强，

操作维护简单，产水水质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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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

浓水

入水

超滤膜组件过滤示意图

膜丝断面照片

产品特点

复合热致相分离PVDF超滤膜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PVDF外压超滤膜采用独创的复合热致相分离（c-TIPS）技术制造。其

膜丝强度大于传统浸没沉淀法（NIPS）制备的PVDF膜，过滤精度高于普通热

致相分离法（TIPS）制备的PVDF膜。

永久亲水性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通过在制备过程中加入亲水物质及特殊交联技术，使得膜的

亲水性得到永久保留，产水通量更稳定，膜的耐污染性和清洗恢复性得到明显

提高。

高抗氧化性

坎普尔PVDF外压超滤膜结晶度高，可耐受较高浓度的氧化剂，因而可获得更

彻底的清洗效果，寿命更持久。

高强度大通量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丝强度为 10MPa，

标准产水通量 400L/m2·h·bar, at 25℃。

独特的曝气结构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组件采用独特的内部曝气装置，保障曝气更均匀、气擦洗效

果更好。

束集成式分布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组件在同类产品中分束较多，有效的保证了组件内水流分布

更均匀。

软胶根部保护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首创的软胶浇筑技术，实现了膜丝根部与浇筑层的柔性连接，杜绝了膜

丝根部断裂的隐患。

排气

空气



CPO系列外压超滤膜组件技术参数

膜组件性能

膜组件型号 CPO -1080 CPO -1060 CPO -1030

有效膜面积 (m2) 105 75 35

膜组件尺寸 (mm) φ250 ×2215 φ250 ×1715 φ250 ×965

膜材料 聚偏氟乙烯(PVDF)

制膜方法 c-TIPS（复合热致相分离法）

过滤孔径 (μm) 0.05①

膜丝内/ 外径 (mm) 0.7/1.3

外壳/ 端盖材料 UPVC

使用条件

过滤模式 全量过滤／错流过滤

过滤周期 (mins) 20 ～ 120

产水通量 (L/m2·h) 30 ～ 100

反洗通量 (L/m2·h) 90 ～ 110

气洗流量 (Nm3/h·支) 5 ~  12

连续运行pH范围 2 ～ 10

NaCIO 耐受浓度推荐值 (mg/L·h) 50000

NaCIO药洗浓度推荐值 (mg/L) ≤2000

耐受浊度推荐值 (NTU) 50

最大颗粒粒径推荐值 (μm) 300

气洗压力推荐值 (MPa) <0.1

最大给水压力推荐值 (MPa) 0.5

最高过滤跨膜压差推荐值 (MPa) 0.2

最高反洗压力推荐值 (MPa) 0.2

使用温度推荐值 (℃ ) 1 ~  40

①可根据原料配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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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工程现场

土耳其某市政水厂：39,000m3/d

工程现场

甘肃某集团：15,000m3/d

工程现场

大唐电力某海淡预处理：23,000m3/d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EO-1080 CPEO-1060

CPEO Series
Outside-in Ultrafiltration(UF)
Membrane Modules

CPEO系列增强型外压超滤膜组件

产品简介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组件具有高强度、曝气充分、耐污染

性强、耐化学性强、低压大通量的特点。CPEO外压超

滤膜对原水水质变化适应性强,操作维护简单,产水水质

稳定可靠,适合于处理各类地下水、地表水、微污染水,

市政污水/工业废水回用、海水过滤等场合,可有效去除

水中浊度、悬浮物、胶体、微生物等物质。

11/12



产水

浓水

入水

超滤膜组件过滤示意图

产品特点

高强度

坎普尔纤维增强膜是带有支撑层的PVDF膜，膜丝强度高，可有效避免中空纤维

膜丝断裂问题。

不脱皮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经过专有热法镶嵌技术，使得PVDF膜和纤维编织管紧密结合，运行过程

中不会出现蜕皮现象。

永久亲水性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增强型外压超滤膜通过在制备过程中加入亲水物质及特殊交联技术，使

得膜的亲水性得到永久保留，产水通量更为稳定，膜的耐污染性和清洗恢复性

得到明显提高。

高抗氧化性

坎普尔增强型PVDF外压超滤膜结晶度高，可耐受较高浓度的氧化剂，因而可获

得更彻底的清洗效果，寿命更持久。

高强度大通量

坎普尔增强型外压超滤膜丝平均断裂拉伸强力大于150N，

标准产水通量400L/m2·h·bar，at 25℃。

独特的曝气结构

坎普尔增强型外压超滤膜组件采用独特的内部曝气装置，保障曝气均匀、气擦

洗效果更好。

超低的运行压力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组件通常的运行压力低至0.02Mpa。

排气

空气

膜丝断面照片



CPEO系列增强型外压超滤膜组件技术参数

膜组件性能

膜组件型号          CPEO -1080           CPEO -1060

有效膜面积 (m2) 63 45

膜组件尺寸 (mm) φ250 ×2215 φ250 ×1715

膜材料 聚偏氟乙烯(PVDF)

              膜形式 增强型中空纤维膜

过滤孔径 (μm) 0.05①

膜丝外径 (mm) 2.0②

外壳/ 端盖材料 UPVC

使用条件

过滤模式 全量过滤／错流过滤

过滤周期 (mins) 20 ～ 120

产水通量 (L/m2·h) 30 ～ 100

反洗通量 (L/m2·h) 90 ～ 110

连续运行pH范围 2 ～ 10

NaCIO 耐受浓度推荐值 (mg/L·h) 50000

NaCIO药洗浓度推荐值 (mg/L) ≤2000

耐受浊度推荐值 (NTU) 50

最大颗粒粒径推荐值 (μm) 300

气洗压力推荐值 (MPa) <0.1

最大给水压力推荐值 (MPa) 0.5

最高过滤跨膜压差推荐值 (MPa) 0.2

最高反洗压力推荐值 (MPa) 0.2

使用温度推荐值 (℃ ) 1 ~  40

①可根据配方原料进行调整。

②另外膜丝外径有2.6mm、1.6mm产品可供选用，具体细节可咨询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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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工程现场

内蒙某再生水厂：12,000m3/d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S-2580
CPM-2580

CPS-2540
CPM-2540

CPS /CPM Series
Submerged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Modules
MBR Membrane Modules

CPS系列 浸没式超滤膜组件
CPM系列 MBR膜组件

产品简介

坎普尔帘式膜组件采用开放式设计，减少污染死角，对原水

水质变化适应性强。装填密度高，占地面积小，在大型系统

中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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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示意图

膜丝断面照片

产品特点

复合热致相分离PVDF超滤膜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PVDF膜采用独创的复合热致相分离（c-TIPS）技术制

造，其膜丝强度大于传统浸没沉淀法（NIPS）制备的PVDF膜，

过滤精度高于普通热致相分离法（TIPS）制备的PVDF膜。

永久亲水性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膜通过在制备过程中加入亲水物质及特殊交联技术，使

得膜的亲水性得到永久保留，产水通量更稳定，膜的耐污染性

和清洗恢复性得到明显提高。

高抗氧化性

坎普尔PVDF膜结晶度高，可耐受较高浓度的氧化剂，因而可获

得更彻底的清洗效果，寿命更持久。

两端产水

坎普尔膜组件采用上下两端产水的方式，比传统的单端产水通量

大、污染负荷分布均匀、可有效降低跨膜压差、延长运行周期。

软胶根部保护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首创的软胶浇筑技术，实现了膜丝根部与浇筑层的柔性

连接，杜绝了膜丝根部断裂的隐患。 



CPS/CPM系列膜组件技术参数

膜组件性能

膜组件型号 CPS-5080/CPM-5080  CPS-2580/CPM-2580 CPS-2540/CPM-2540

有效膜面积 (m2) 46 23 10 

膜组件尺寸 (mm) 1250*2000*30 625*2000*30 625*1000*30

膜材料 聚偏氟乙烯(PVDF)

制膜方法 c-TIPS（复合热致相分离法）

过滤孔径 (μm) 0.05①

膜丝内/ 外径 (mm) 0.7/1.3

使用条件

过滤模式 重力/抽吸过滤

过滤周期 (mins) 20 ～ 120

产水通量 (L/m2·h) 5 ～ 60

曝气流量 (Nm3/h·帘) 1 ～ 3②

连续运行pH范围 2 ～ 10

NaClO耐受浓度推荐值 (mg/L·h) 50000

NaClO药洗浓度推荐值 (mg/L) ≤2000

跨膜压差推荐值 (KPa) 10 ～ 50

使用温度推荐值 (℃ ) 1 ~  40

①可根据原料配方进行调整。

②采用5080膜帘，气量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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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工程现场

——内蒙某钢铁厂回用水，42,0003/d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ES-2580
CPEM-2580

CPES-2540
CPEM-2540

CPES /CPEM Series
Submerged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Modules
MBR Membrane Modules

CPES系列 浸没式超滤膜组件
CPEM系列 MBR膜组件

产品简介

坎普尔纤维增强膜组件具有高强度、大通量、适应性强的特点。

膜组件浸没放置于膜池中，系统集成度高，产水水质好。

坎普尔纤维增强浸没式超滤膜组件可应用于中水回用等领域。

坎普尔纤维增强 MBR 膜组件可适用于市政 / 工业污水处理、高

浓度有机废水处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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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示意图

膜丝断面照片

产品特点

高强度

坎普尔纤维增强膜是带有支撑层的PVDF膜，膜丝强度高，

可有效避免中空纤维膜丝断裂问题。

不脱皮

坎普尔经过专有热法镶嵌技术，使得PVDF膜和纤维编织管

紧密结合，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脱皮现象。

运行通量高、过滤压差小

经过坎普尔专有的制膜技术，可保证过滤皮层均匀的涂覆在

纤维编织管支撑层上，又可实现均一的孔径和较高的开孔

率。运行通量高，有效降低过滤压差。

原水适应性强

坎普尔纤维增强膜对原水水质适应性强，在原水水质、温度

波动较大的状况下运行良好。适应于地表水、地下水处理、

中水回用、污水处理等领域。

耐受高强度气擦洗及水力冲洗

坎普尔纤维增强膜可耐受较高强度的气擦洗和水力冲洗，可

有效避免膜组件内污泥积聚的问题。

两端产水

坎普尔纤维增强膜膜组件采用上下两端产水方式，比传统的

单端产水膜组件通量大、污染负荷分布均匀、可有效降低跨

膜压差、延长运行周期。 



CPES /CPEM系列膜组件技术参数

膜组件性能

膜组件型号 CPES-5080/CPEM-5080  CPES-2580/CPEM-2580 CPES-2540/CPEM-2540

有效膜面积 (m2) 34 17  7.5

膜组件尺寸 (mm) 1250*2000*30 625*2000*30 625*1000*30

膜材料 聚偏氟乙烯(PVDF)

膜形式 增强型中空纤维膜

过滤孔径 (μm) 0.1①

膜丝外径 (mm) 2.0③

使用条件

过滤模式 重力/抽吸过滤

过滤周期 (mins) 20 ～ 120

产水通量 (L/m2·h) 5 ～ 60

曝气流量 (Nm3/h·帘) 1 ～ 3②

连续运行pH范围 2 ～ 10

NaClO耐受浓度推荐值 (mg/L·h) 50000

NaClO药洗浓度推荐值 (mg/L) ≤2000

跨膜压差推荐值 (KPa) 10 ～ 50

使用温度推荐值 (℃ ) 1 ~  40

①可根据原料配方进行调整。

②采用5080膜帘，气量加倍。

③另有膜丝外径为2.6mm、1.6mm产品可供选用，具体细节可咨询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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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工程现场

工程现场

——大唐某煤化工废水：16,800m3/d

——中石化某维化工公司：28,800m3/d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FC Series Flat Sheet MBR
Membrane Modules
CPFC系列 盒式平板膜组件

产品简介

坎普尔平板膜元件采用PTFE膜材料，抗污染能力强、过

滤阻力低、可实现重力过滤。坎普尔CPFC系列盒式平板

膜组件采用独特的箱体组合方式，填充密度高，过滤面

积大。膜组件可叠加排列，占地面积小、系统集成简单、

运行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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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电镜照片

产品特点

聚四氟乙烯（PTFE）膜材料

聚四氟乙烯（PTFE）具有极强的化学稳定性和不粘附任何物质的

表面特性。坎普尔PTFE平板膜，可耐受强酸、强碱和强氧化剂清

洗，清洗效果更佳，抗污染能力更强。

永久亲水性

坎普尔平板膜元件采用专有技术使得PTFE膜获得永久亲水性。纯

水通量大于1000L/m2·hr , at 1 mH2O。

重力过滤膜

坎普尔PTFE膜采用双向拉伸工艺制造，孔隙率高达80%以上，过

滤阻力极低，一般通量下跨膜压差小于0.5mH2O，这一特性使得重

力过滤（无泵过滤）成为可能。

开放式盒装结构 / 专有技术 /

坎普尔盒式平板膜组件采用上下两端开放的结构，可以有效避免

污水中毛发及纸屑类物质缠绕堵塞和污泥沉积。

填充密度高

坎普尔盒式平板膜组件采用独特的箱体多层组合方式，明显提高了

膜组件的填充密度。

叠加排列 节能高效

坎普尔盒式平板膜组件通过多层叠加放置，大大的减少了MBR膜

系统的投影面积，因而大大减少了运行曝气量，使得膜系统运行

费用更低。 



CPFC系列盒式平板膜组件技术参数

膜组件性能

膜组件型号 CPFC2020-80  CPFC2020-60 CPFC2020-40

有效膜面积 (m2) 40 30 20 

膜材料 改性聚四氟乙烯(PTFE)

过滤孔径 (μm) 0.2①

产水接口 (mm) Φ40 直插

使用条件

过滤方式 重力/抽吸过滤

产水通量 (L/m2·h) 10 ～ 30

连续运行pH范围 2 ～ 10

NaClO耐受浓度推荐值 (mg/L·h) 50000

跨膜压差推荐值 (KPa) 2 ～ 50

最高反洗压力推荐值 (KPa) 10

使用温度推荐值 (℃ ) 1 ~  40

①该参数可根据生产工艺调整。

②塑料外壳尺寸，请咨询坎普尔公司。

尺寸对照表（mm）

膜组件型号 CPFC2020-40  CPFC2020-60 CPFC2020-80

L 474 684  894

W 548

H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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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工程现场

——贵州某市政污水处理，10,000 m3/d



Membranes For Better Lives

产品介绍

CP Series EDI Modules

CP系列 EDI（连续电除盐）膜块

产品简介

连续电除盐（EDI，Electro-deionization）是一种利用混

合离子交换树脂吸附给水中的阴阳离子，同时，这些被

吸附的离子又在直流电压的作用下，分别透过阴阳离子

交换膜进入浓极水室而被去除，另一方面，在直流电压

的作用下，水会离解产生足够的H+离子和OH-离子，以

实现连续深度脱盐。这一新技术可以代替传统的离子交

换(DI)，生产出电阻率高达18MΩ纯水。EDI最为显著的

优势是不再需要用酸和碱对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再生，因

而对环境更为友好。 

CP-4500S

CP-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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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EDI工作原理

浓水入 产水 浓水入

Canpure  EDI模块产品特点

电源性能概述

入水和浓水/极水逆向流动 (逆流)，避免结垢

特殊离子交换膜，交换容量高，选择性强

运行无需加盐，降低运行费用

各水室全填充树脂，提高离子迁移效率，降低能耗

高频整流电源，整流效果优于可控硅

水路及电路置于同侧，简单美观

电流与EDI膜块一 一对应，工作电流稳定，电压更好控制。

插入式安装结构，插接形式输入输出电缆。

LED数码显示，示值清晰明确。

断路器作为电源开关，可保护性地断开存在故障的电路。

输入保护、输出保护、软启动电流特性保护、超温保护、

流量保护。



CP系列EDI膜块技术参数

膜块性能

膜块型号① CP-5800S  CP-4500S CP-3600S CP-2000S CP-1000S

外形尺寸 (mm) 616×296×797 616×296×648  616×296×512 616×296×395 616×296×295

净重 (kg) 160 130 110 80 68

纯水流量 (m3/h) 5.0 ～ 6.5 4.0 ～ 5.1 3.0 ～ 3.8 2.0 ～ 2.6 1.0 ～ 1.5

浓水流量 (m3/h) 0.50 ～ 0.65 0.4 ～ 0.51 0.3 ～ 0.38  0.2 ～ 0.26 0.1 ～ 0.15

极水流量 (L/h) 60

配套电源型号 CB-500 CB-500 CA-350 CA-350 CA-350

运行电压 (V) 100 ~ 450 80 ~ 300 50 ~ 240 50 ~ 160 20 ~ 100

运行电流 (A) 0.5 ～ 5.5

进水条件

总可交换阴离子推荐值 (mg/L, 以CaCO
3
计) ≤ 35

总硬度推荐值 (mg/L, 以CaCO
3
计) ≤ 1

有机物TOC推荐值 (mg/L) ≤ 0.2

余氯推荐值 (mg/L) ≤ 0.02

氧化剂 不得检出

二氧化硅推荐值 (mg/L) ≤ 0.5

SDI15推荐值 <1

连续运行pH范围 7 ～ 9

使用温度推荐值 (℃）  5 ～ 35

变价金属推荐值 (mg/L) Fe ≤ 0.01    Mn ≤ 0.01

压力推荐值 (MPa) ≤ 0.4

①另有微小型产品，可咨询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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