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滤技术

Merkur® 加压过滤器是单层过滤器，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配

有设计为压力容器的灌装室，适合装入滤芯（过滤层、滤布或

金属复合织物）。因此，在沉淀或结晶处理固体或处理预涂过

滤器残余物之后，可以分离和冲洗悬浮液。

加压过滤器 Merkur® 的优点

–  具有产品质量高，使用寿命长，人员安全性最佳

–  可以在同一装置中组合各种工艺流程，如萃取、过滤、纯

化、溶解和染色

–  节省空间和接口，并产生高投资收益

–  带配件、阀门、搅拌器、底座、测量探头、供气管和立

管、CIP/SIP 设备以及控制和调节系统的附加设备

–  结构和设计符合 GMP（优良产品制造规范）指南和 FDA 法

规

–  材料范围：奥氏体不锈钢(1.4307, 1.4571, ...)、纯奥氏

体不锈钢(1.4539, 1.4828, ...)、双相不锈钢(1.4462, 

1.4410, …)、Ni > 40%（镍铬耐热合金、镍基合金等）的 

NiCrFeMo 合金

技术细节

KASAG 为不同用途制造三种类型的加压过滤器。

Merkur® EF： 实验室过滤器

Merkur® EFA：  加压过滤器具有较大的灌装空间，可在间歇式操

作中分离固体

Merkur® EFD：  加压过滤器配有小灌装室，用于澄清和精滤大量

液体。 

尺寸/类型 过滤面积 有效容积

EF 6 – 22 20 – 305 平方厘米 0.3 – 11 升

EFD 30 – 200 0.06 – 3.0 平方米 6 – 560 升

EFA 30 – 200  0.06 – 3.0 平方米 30 – 3200 升

我们的认证，制造商认证

ISO 9001 / ISO 3834-2

PED (EN13445 / AD-2000)

ASME（U Stamp，规范第 VIII 卷第 1 册）

China Stamp (A1)，中国许可证

TP TC 032/2013 (EAC)，海关联盟

除了我们的认证范围外，还能够接受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例

如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加拿大等）的认证。

加压过滤器 Merkur
KASAGMerk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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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层过滤器具有多种应用

Merkur® 单层过滤器

应用

加压过滤器可用于在沉淀或结晶过程之后从悬浮液中分离固体

或加工预涂过滤器残余物，其允许的滤饼高度为 100 - 200 

毫米或以上。

晶体过滤器可用于澄清过滤大量低固体含量、易于过滤的液

体，其滤饼大小为 50-100 毫米，适用于以下领域： 

- 化学工艺技术 

- 制药、生物技术

- 废水工程 

- 塑料生产 

- 电气工业 

- 化学技术产品 

例如，适用于废水净化、活性炭处理、生物碱、氧化铝、氯化

铵、无机盐、抗生素、钡盐、可待因、咖啡因、二氯苯、贵金

属粉末、染料、精细化学品、铸膜液、调味剂、人血浆衍生

物、催化剂、圆珠笔糊剂、塑料悬浮剂、溶剂、金属氧化物、

天然产品、青霉素、植物提取物、农药、医药中间体、聚乙基

酮、PVC 稳定剂、香料、软膏基料、有机硅树脂、油墨、锡化

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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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ration im Durchlauf 
oder mit Druckgas
Filtration with continuous 
flow, or with compressed 
gas

Feststoffaustrag bei geöff-
netem Filter
Removal of solid material 
with the filter opened

Verdrängungs- oder Sus-
pensionswäsche
Displacement or suspen-
sion washing

Feststoffaustrag als Sus-
pension über Steigrohr
Removal of solid matter in 
the form of a suspension, 
via a r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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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中过滤 
或使用压缩气体

过滤器打开时排出固体

置换或悬浮液冲洗 通过提升管作为悬浮液排
出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