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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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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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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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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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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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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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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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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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滤剂

过滤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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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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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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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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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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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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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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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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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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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T: +86 (21) 5169 5266   F:+86 (21) 5169 7139 
www.feature-tec.com

Rev. 160330  
   Page 3/ 5

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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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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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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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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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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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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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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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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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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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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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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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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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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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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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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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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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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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电解铜箔过滤应用
Filter for electrolytic copper foil

飞潮起草或参与的标准：

国家标准：                 GB/T 26114-2010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通用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GB/T 30176-2013                 液体过滤用过滤器  性能测试方法 

行业标准：                 JB/T  11713-2013                 液体过滤用袋式过滤器

行业标准：                 JB/T  12310-2015                 集束管式反吹过滤器

       飞潮是国际知名的过滤分离技术提供商，集工程咨询、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

公司致力于工业流体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优化，在过滤分离系统以及净化集成系统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逐步树立了 Feature-Tec“ 飞潮过滤，滤您所虑 ”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历经多年的发展，飞潮在全球拥有多处研发、管理和制造中心。中国总

部位于上海，公司投资 1500 万美金在无锡等地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同时在北京成立飞潮环境工程

公司，重点投入研发了催化剂回收循环系统、高温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净化技术，未来飞潮将成为

全球过滤分离系统和工业净化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飞潮不断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过滤分离系统，先后

获得国内外专利已经超过 50 项，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过滤

标准的制定工作，得到业界普遍的肯定。同时公司不断规范

生 产 工 艺 和 质 量 规 范，先 后 获 得 ASME、NBBI、CE、

GOST 认 证 证 书 和 中 国 压 力 容 器 制 造 许 可 证 书，也 是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认证企业。

       在各个领域，飞潮一直致力于过滤分离和环境净化的发展事业，为工业客户 寻求最完美的过

滤产品，飞潮过滤，让高效、安全的过滤产品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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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是锂离子电池及印制电路板中关键性的导电材料。目前，

铜箔朝着具有超薄、低轮廓、高延展性等高品质高性能的方向发

展。电解液的净化是影响铜箔品质及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提高

过滤精度、降低污染物从而提高铜箔品质变得越来越迫切。

       飞潮根据十多年的过滤经验，针对电解铜箔生产中过滤精度

不够、过滤元件更换频繁、操作复杂、空气污染的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方案。

电解铜箔

       电解液的过滤普遍采用板框过滤、芯式过滤和袋式过滤。 板框过滤适用初级过滤，其去渣过程必须人工操作。同时，

清洗过程为了避免正压冲洗使颗粒穿透，需要拆卸滤布，工序复杂，增加了人员在恶劣环境中的暴露几率。而多种抛弃

型元件由于流量小，必须通过增加过滤元件数量才能满足电解液的实际流量，显然元件数量的增加必然加长了元件更换       

时间，造成长时间的接触挥发物。

       飞潮采用多级过滤系统净化电

解液，在换热器后增设过滤器，过

滤精度逐步提高至 0.5um，使电解

液洁净度得到有效控制。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具有全自

动、密闭化、高效的性能优势，相

对传统的敞开式的滤器，稳定性更

高，可避免人工操作。

污染物影响铜箔品质

传统滤器维护复杂、耗时

飞潮过滤系统

颗粒物

油 / 胶等污染物

进料污染和

管路腐蚀污染

针孔、渗透点、

麻点等

电解液杂质 来源 产生的影响

全自动、精度高、维护方便

 

 

Selfclear系统
吸油滤袋

热交换器

Jumbo过滤器

Rocket过滤

溶铜罐

生箔机

 

顶槽

添加剂

卷取

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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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箔通过不同的槽液进行表面处理，槽液

循环使用前需要进行过滤，去除槽液由于清洗

或配液带入的污染物，保证槽液的洁净。

表面处理

过滤作用

电解铜箔

       传统的铜箔处理相对较为复杂，水洗、酸洗、

钝化等工序的循环液都需要过滤，通过使用

Jumbo 滤芯，延长槽液使用寿命，保证槽液稳定。

各类过滤器都拥有不同作用。对于投料带入污染物、管路中的腐蚀物都有极佳的去除效果。

       飞潮可根据客户不同工位的实际工况，调整过滤器的类型与过滤等级。 如 Selfclear 过滤系统后的精细过滤，由于铜

料碳化、水洗等工序，同时增加吸油枕吸附油脂，吸油滤袋可调整为效率更高的滤芯控制颗粒物。

Selfclear 系统 1um

1um

0.5~1um

全自动，避免人员接触 , 效率高 初级过滤 , 去除大量的杂质颗粒

吸油 , 精度高

过滤面积大，精度高 , 寿命长

保安过滤 , 洁净电解液 ,
防止热交换器结垢 
去除原料或泵内带入油脂

提高电解液洁净度
去除管路中带入的颗粒
保证铜箔品质

吸油滤袋

Jumbo 过滤器

作用过滤等级 优点产品

防氧化液
配液

纯水制备

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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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lear过滤系统

        Selfclear 过滤系统是一种适用连续生产的新型自清

洗过滤设备，它可以将液体或气体中的颗粒自动地进行过

滤清除，并可以形成干滤饼排出。

        Selfclear 过滤系统全自动、密闭化的特点使其适合

铜箔电解液的初级过滤，相对其他类型的效率更高。配合

使用硅藻土和活性炭助滤剂，过滤精度可提升至微米级。

过滤原理

架桥现象

助滤剂

过滤元件

        过滤过程中，液体由滤器外部进入，然后从外向里通

过滤材，比网孔大的杂质被拦截下来并积累在滤材的内表

面形成滤饼，这些滤饼同时能够捕捉水中的一些更细小的

杂质，待杂质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压差上升到系统设定值

则进出口流体阀关闭，压缩气体进入并干燥滤饼，在反吹

过程中，反吹气体将杂质排出，滤芯得以再生。
        悬浮液过滤时，液体通过过滤介质而颗粒沉积在过滤

介质的表面 , 迅速发生 “ 架桥现象 ”形成滤饼。随着滤渣的

逐渐堆积，过滤介质上面会形成滤饼层。此后，滤饼层就

成为有效过滤介质，从而得到澄清的滤液，这种过滤称为

滤饼过滤。它适用于颗粒含量较高的悬浮液。

硅藻土

活性炭

助滤剂，帮助形成滤饼。

调节有机物，吸附剂。

飞潮采用专利的 6+1 中心管，

能更有效的进行过滤、反吹。

涉及专利：

200620046959.X 

多棱式组合滤管

200820057362.4 

一种催化剂回收过滤器

200720046612.X 

支撑滤布用集液管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永久性滤饼滤饼 滤材

反吹

反吹

技术规格

G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0, 40, 70, 100 微米

滤芯材质 :PP

骨架材质 : 增强 PP

HT 系列

过滤精度 :1, 5, 10, 25 微米

滤芯材质 :FG

骨架材质 :PBT

长度 :20”, 40”, 60”, 80”

外直径 :6”

GT 系列

HT 系列

最大操作压差 :3.5kg/cm2

最大操作温度 :

    GT 系列 :80℃

    HT 系列 :120℃

建议流量 :50m3/hr/40

特殊的折叠设计

大流量

高纳污

操作环境

产品描述

Jumbo 系列是一种大尺寸、单开口型式的折叠滤芯。

    由内至外的过滤流向

特殊的流向使污染物拦截在滤芯内部，更换滤芯时避免出现污染掉

落筒体内的现象，防止滤液再次污染。

    大直径折叠设计工艺

Jumbo 直径 6”，同时采用折叠设计工艺，有效的扩大了过滤面积，

过滤面积的扩大，使纳污量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Jumbo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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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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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et 滤袋是飞潮开发的一种内进外出的滤袋产品 , 可广泛替代普通滤袋。 独特的芯

式折叠结构 , 使其具有非常大的过滤面积 , 超过普通滤袋的 4 倍 , 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 , 可以大量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 聚丙烯或聚酯材质使芯式滤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可

直接替换普通滤袋，在不增加设备投入的情况下，延长了两次更换间的使用时间。

1 2

完美匹配袋式滤器

折叠芯式结构设计

聚丙烯 / 聚酯材质

锥形端盖密封

特点 : 优势 : 效益 :

同流量，设备占地面积小

过滤面积大、耐污量大，过滤效率更高。

化学兼容性佳

密封性能佳

可直接替换现有滤袋

设备投资小

使用寿命更长，减少停机更换时间。

更好的耐温、耐酸碱能力，适用多种物料

减少旁漏几率

绝对精度 -4 层结构

飞潮提供绝对精度的 Rocket 系列滤袋，

采用四层结构，过滤效率达到 90% 以上，

适用于精细催化剂拦截、电子厂高效过

滤等应用。

分流层

专利环口设计 ,

完美匹配袋式过滤器

折叠结构设计 , 过滤面

积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公称精度 -2 层结构

预过滤

过滤

外层护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