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 专 业 的 高 端 前 置 过 滤 器

《家用和类似用途免拆洗滤网前置过滤器》标准起草组长单位
  国家高新科技企业    中国净水十强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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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科 技    更 净 一 步
CORE TECHNOLOGY  ONE MORE STEP OF PURIFICATION

聚倍集团出品



公 司 简 介
COMPANY
PROFILE

       倍世企业是一家隶属于聚倍集团掌握预处理核心科技的集研发、生产、
销售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拥有200多项全球领先的预处理过滤材料、装置材
料以及应用产品等核心专利技术，并基于人对水质的健康安全舒适需求以及
涉水设备对水的要求，研发出家庭冷热水设备全屋分质预处理系统解决方案，
成为全球各行业400多家知名品牌预处理领域材料、研发、产品以及生产服
务的战略合作伙伴，年生产能力超过300万台，是预处理技术、装置类的全球
首选企业。        聚倍集团旗下拥有倍世企业、倍瑞企业、倍煌企业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及子公司，下设工业设计、前置过滤器研发生产基地、注塑成型基地、滤
网生产、五金加工基地，地暖热水类智能过滤系统，全屋分质阻垢、净化、
美容、过滤预处理装置研发制造基地，AI智能漏水保护系统制造基地，南京
末端净水事业部、福建卫浴处理事业部，广州热水器预处理事业部、营销中
心等十几家全产业链独立子公司及分部。

       2018-2019年倍世企业率先在行业提出“家庭冷热水分质预处理系统解
决方案”，一举攻克了在全屋热水管道自动清洁系统、全屋智能漏水保护系统、
末端涉水设备阻垢及美容过滤净化系统等全屋预处理设备的系列化产品解决方
案！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蓝海战略思考！   



★360度万向安装，保时捷白色(兰博基尼黄色可选）豪华防尘罩设计，内置豪华压力表，直观显示实际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 BSK-T2 S1)                                                          

★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集合了最先进的排污技术：正转开启大颗粒杂质排污口，冲洗大颗粒杂质；

★矩阵式吸盘线性虹吸技术，反转加强虹吸效果，解决嵌入滤网的颗粒杂质；                                                                  

★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BRISK倍世康的改性配方，可以经受-30℃

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产品型号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3/4内外牙 1寸内外牙BSK-T2 S1 / T2 S3 3T/h 0.15MPa～1MPa

       前置过滤器是一种经济实用、高效可靠的杂质过滤设备。德国政府早在1988年就颁布法律，强制新
建或改建的房屋必须装前置过滤器，以作为日常生活中饮水健康和电器使用的第一道不可忽视的防线。该
设备能广泛的应用于市政水管网、地下井水、厂矿企业等有需要的场合，可初步过滤水管路系统里的泥沙、
铁锈、藻类、颗粒、胶质物、水垢等。有效地缓解供水管路内的铁锈、浑浊、细菌滋生等污染症状，特别
是对家庭用水设备诸如洗衣机、热水器、花洒、龙头、马桶、洗碗机、咖啡机、壁挂炉、地暖等起到良好
的保护作用。

前置过滤器发现之旅
PRE-FILTER 
DISCOVERY JOURNEY

BSK-T2 S1 豪华型 BSK-T2 S3



工作原理 ：
通过在滤瓶上设置刮洗条，利用滤网转动去除网外杂质。

缺 点 ：
无法去除镶嵌在滤网内的胶体类杂质，且无法清洁滤瓶。

缺 点 :
虹吸槽设计无吸力，仅能去除部分滤网下部的杂质。

工作原理 :
通过在滤瓶上设置虹吸槽，利用自来水流动虹吸压力吸
除滤网外及网孔内的胶体类杂质。

工作原理 :
通过简单改变自来水进出流道，从内部冲洗滤网。

缺 点 :
反冲洗自来水无过滤，内网脏，且反冲进入的水压不足，
无法彻底清除滤网表面杂质。

·第三代独创的集成排污技术，双面魔刮技术（滤瓶刮洗+滤网

刮洗）和吸盘型线性虹吸反冲洗技术结合，轻轻旋转集成排污盘，

排污轻松彻底。

集成排污

·第五代一键式净水漩涡反冲洗模式自动开启与关闭，通

过精准的流体学与力学设计，反冲模式通过水力与弹簧自

动打开，使反冲洗水流高速对滤网由内而外进行强力漩涡

式反冲洗，彻底排污；

·结合第三代三合一免拆洗专利技术，及双面魔刮技术，

净水漩涡反冲洗技术，高速、高效免拆洗排污。

·第六代专利全自动净水高压反喷水技术，内置水力驱动自动

360度喷洗系统；

·一键式反冲洗模式自动开启与关闭，通过精准的流体学与力

学设计，反冲模式通过水力与弹簧自动打开，使反冲洗水流高

压高速对滤网由内而外进行强力冲洗，彻底除污；

·结合双面魔刮专利技术，高压净水反喷洗技术，高效、高速、

高压免拆洗排污。

·第四代采用创新双旋全效排污技术：强力正冲洗+强效虹

吸反冲洗+双面魔刮+环绕速吸四合一全效排污技术；

·顺时针旋转排污，开启大颗粒排污通道，强力正冲洗；

·逆时针旋转排污，转换排污流道，开启吸盘式线性虹吸反

冲洗功能，加强虹吸效果，解决滤网内嵌的顽固颗粒杂质。

单虹吸型

单刮洗型

原水反冲型

净水漩涡反冲洗 全自动高压净水反喷洗全效排污

历代科技树

直冲型

多数采用100 μm不锈钢滤网过滤截留肉眼可见杂
质，通过打开冲洗阀门，利用自来水流动压力直接
冲洗滤网表面杂质。

工作原理:

缺 点:
杂质清洗不彻底，易堵；需要拆卸清洗，操作麻烦。

第一代

第六代第五代第四代

第二代 第三代

★360度万向安装，保时捷白色(兰博基尼黄色可选）豪华防尘罩设计，内置豪华压力表，直观显示实际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 BSK-T2 S1)                                                          

★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集合了最先进的排污技术：正转开启大颗粒杂质排污口，冲洗大颗粒杂质；

★矩阵式吸盘线性虹吸技术，反转加强虹吸效果，解决嵌入滤网的颗粒杂质；                                                                  

★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BRISK倍世康的改性配方，可以经受-30℃

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豪华智能直屏触摸控制自动排污系统，可任意设置排污时间及天数，实现全自动保姆值守式排污方式 ；（T4  F3-Q3 、T3  F3-Q2 )                                                                                                                      

★第三代专利金缸长效控压技术，颠覆性设计，自动调压稳压在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T4  F3-Q3 、T4  F3-W1 )

★双向作用气缸控压原理，控压范围更大，更精准；（T4  F3-Q3 、T4  F3-W1 )

★控压部件采用黄铜锻压成型，比传统膜片式控压耐用性提升10倍以上；（T4  F3-Q3 、T4  F3-W1 )                                                    

★第六代专利半自动反冲高压喷洗技术，内置水力驱动自动360度喷洗系统；（T3  F3-P1、T4  F3-W1 )                                                                                           

★一键式反冲洗模式自动开启与关闭，通过精准的流体学与力学设计，反冲模式通过水力与弹簧自动打开；                                                                                                              

★双面魔刮专利技术，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可以根据需求加强除污；

★8吨每小时超大过水量满足家庭全系统大流量需求；

★排污时间辅助记录盘，人性化设计，彰显专业；

★豪华防尘罩设计，内置压力表实时显示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倍世康的改性配方，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爆破压

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360度万向安装方式满足更多安装环境需求。

BSK-T3  F3-Q2 BSK-T3  F3-P1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1寸内外牙/1.2寸内外牙6-8T/h 0.15MPa～1MPa

BSK-T4  F3-W1BSK-T4  F3-Q3

BSK-T3  F3-Q2 BSK-T3  F3-P1 

反喷洗 金缸控压 免拆洗 立体刮洗 全自动

第六代 高压净水反喷洗
The 6th generation high pressure 
water purification reverse spray. 

BSK-T4  F3-W1BSK-T4  F3-Q3



★豪华智能直屏触摸控制自动排污系统，可任意设置排污时间及天数，实现全自动保姆值守式排污方式 ；（T4  F3-Q3 、T3  F3-Q2 )                                                                                                                      

★第三代专利金缸长效控压技术，颠覆性设计，自动调压稳压在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T4  F3-Q3 、T4  F3-W1 )

★双向作用气缸控压原理，控压范围更大，更精准；（T4  F3-Q3 、T4  F3-W1 )

★控压部件采用黄铜锻压成型，比传统膜片式控压耐用性提升10倍以上；（T4  F3-Q3 、T4  F3-W1 )                                                    

★第六代专利半自动反冲高压喷洗技术，内置水力驱动自动360度喷洗系统；（T3  F3-P1、T4  F3-W1 )                                                                                           

★一键式反冲洗模式自动开启与关闭，通过精准的流体学与力学设计，反冲模式通过水力与弹簧自动打开；                                                                                                              

★双面魔刮专利技术，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可以根据需求加强除污；

★8吨每小时超大过水量满足家庭全系统大流量需求；

★排污时间辅助记录盘，人性化设计，彰显专业；

★豪华防尘罩设计，内置压力表实时显示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倍世康的改性配方，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爆破压

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360度万向安装方式满足更多安装环境需求。

第五代 净水漩涡反冲洗
The 5th generation of water 
purification vortex backwash.

通过排污通道，清除杂质。

水流通过反冲洗滤网，再经主滤网

由内而外对滤网高效反向冲洗;

打开排污阀，原水通过反冲洗流道

产生水压，反冲洗复位弹簧下压，

主过滤流道关闭;

反冲洗滤网

40μm滤网

流道转换组件

正常过滤模式
反冲洗流道关闭
主过滤流道打开

净水反冲洗模式
主过滤流道关闭
反冲洗流道自动打开

反冲洗时水流方向

净水漩涡反冲洗
排污更彻底

★豪华智能直屏触摸控制自动排污系统，可任意设置排污时间及天数，实现全自动保姆值守式排污方式；

★360度万向安装，保时捷白和兰博基尼黄豪华防尘罩设计，色泽厚重，极富质感擎天柱系列刚硬外观，造型剑拔弩张，富有张力；

★外置豪华压力表，直观显示实际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第五代全自动水力驱动净水反冲洗技术+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

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倍世康的改性配方，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

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第三代金缸控压技术，控压精度更高，自动将自来水压控制在正常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BSK-T4  Q2）

产品型号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3/4内外牙 1寸内外牙BSK-T4 Q2 / T3-Q4 4T/h 0.15MPa～1MPa

BSK-T4  Q2 BSK-T3  Q4 



产品型号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¾内外牙/1寸内外牙BSK-T2 N8 / N9B / T4 S12 3T/h 0.15MPa～1MPa

第四代全效排污
The 4th-generation of 
full-effect sewage discharge

滤网骨架
开启大颗粒
速排通道

40微米滤网

矩阵虹吸反冲洗

双面魔刮

BSK一级抗冻滤瓶

反转集成排污，
关闭大颗粒排污通道

环绕速吸

旋转开启双面魔刮功能对

滤瓶内壁和滤网表面进行

刮洗除污。

利用虹吸原理+矩阵设计产生

强大吸力，让水流发生反向

冲洗，像吸尘器一样对滤网

进行冲洗。

通过旋转排污旋钮带动矩阵

虹吸组件对滤网表面及网孔

进行360°除污。

正转强力正冲洗(大颗粒速排)

正方向旋转排污，开启大颗粒
排污通道，强力正冲洗，对滤
网表面大颗粒杂质快速冲洗。

强效虹吸反冲洗+双面魔刮+环绕速吸

反转集成排污

BSK-T2 N8 BSK-T2 N9B BSK-T4 S12

★360度万向安装，黑金豪华防尘罩设计，内置豪华压力表，直观显示实际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BSK-T2 N9B、BSK-T4 S12）

★第三代专利金缸长效控压技术，颠覆性设计，自动调压稳压在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BSK-T4 S12）

★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集合了最先进的排污技术：正转开启大颗粒杂质排污口，冲洗大颗粒杂质；

★矩阵式吸盘线性虹吸技术，反转加强虹吸效果，解决嵌入滤网的颗粒杂质；                                                                  

★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BRISK倍世康的改性配方，

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黑金奢华豪华防尘罩设计，色泽厚重，极富质感，刚硬外观，造型剑拔弩张，富有张力；

★豪华保护罩，压力表上置，显示用水压力。（BSK-T2 N8）



★360度万向安装，黑金豪华防尘罩设计，内置豪华压力表，直观显示实际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BSK-T2 N9B、BSK-T4 S12）

★第三代专利金缸长效控压技术，颠覆性设计，自动调压稳压在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BSK-T4 S12）

★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集合了最先进的排污技术：正转开启大颗粒杂质排污口，冲洗大颗粒杂质；

★矩阵式吸盘线性虹吸技术，反转加强虹吸效果，解决嵌入滤网的颗粒杂质；                                                                  

★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BRISK倍世康的改性配方，

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黑金奢华豪华防尘罩设计，色泽厚重，极富质感，刚硬外观，造型剑拔弩张，富有张力；

★豪华保护罩，压力表上置，显示用水压力。（BSK-T2 N8）

★第三代专利金缸长效控压技术，颠覆性设计，自动调压稳压在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双向作用气缸控压原理，控压范围更大，更精准，控压部件采用黄铜锻压成型，比传统膜片式控压耐用性

提升10倍以上；                           

★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集合了最先进的排污技术：正转开启大颗粒杂质排污口，冲洗大颗粒杂质；

★矩阵式吸盘线性虹吸技术，反转加强虹吸效果，解决嵌入滤网的颗粒杂质；                                                                  

★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BRISK倍世康的改性配方，

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360度万向安装设计，安装更方便快捷；           

★4吨每小时流量，满足更大用水量的需求。

产品型号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¾内外牙/1寸内外牙BSK-T4 S4 / T4 S5 4T/h 0.15MPa～1 MPa

BSK-S2 B01 BSK-S2 B03 BSK-S2 B06 BSK-S3 B07

精准控压  长效稳压
保证后端涉水设备用水安全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¾内外牙/1寸内外牙3T-4T/h 0.15MPa～1MPa

BSK-S2 B03BSK-S2 B01

BSK-S2 B06 BSK-S3 B07

★采用不锈钢机头，外观更奢华靓丽； 

★涡轮扰流技术+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大颗粒速排正冲洗技术+虹吸高速反冲洗+双面魔刮+360度旋转

（滤网刮洗+滤瓶刮洗）四合一专利除污技术；

★真正的免拆洗技术，刮洗技术可以对滤网和滤瓶表面进行彻底的清污除垢，虹吸和反冲洗可以对网膜孔里面

的镶嵌杂质进行彻底清理；

★滤瓶采用进口材质不含双酚A，加上倍世康的改性配方，可以经受-30℃超低温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

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40μm滤芯采用316L食品级不锈钢材质；

★ 排污时间辅助记录盘，清洗时间记忆，一目了然；（BSK-S2 B06、BSK-S3 B07）

★ 360°万向安装方式，满足更多安装环境需求。(BSK-S3 B07)  

BSK-T4 S5BSK-T4 S4

金缸控压系列

精钢锻造尊享系列



★第三代专利金缸长效控压技术，颠覆性设计，自动调压稳压在4公斤以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双向作用气缸控压原理，控压范围更大，更精准，控压部件采用黄铜锻压成型，比传统膜片式控压耐用性

提升10倍以上；                           

★第四代全效排污专利技术，集合了最先进的排污技术：正转开启大颗粒杂质排污口，冲洗大颗粒杂质；

★矩阵式吸盘线性虹吸技术，反转加强虹吸效果，解决嵌入滤网的颗粒杂质；                                                                  

★双面魔刮技术的升级，使刮洗硅条更贴近滤网表面及滤瓶内壁，轻轻松松正反旋转全能排污，排污更彻底；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经过BRISK倍世康的改性配方，

可以经受-30℃的冰冻测试；爆破压力8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360度万向安装设计，安装更方便快捷；           

★4吨每小时流量，满足更大用水量的需求。

产品型号 工作净水流量 适用压力范围 环境温度 适用水质进出水口径

5℃～40℃ 市政自来水DN20/25RRP (内径4分/6分PPR)BSK-T2 F1 / T2 F2 3T/h 0.15MPa～1MPa

★机头采用高品质国标环保黄铜，并经过NSF\SGS检测，健康安全，整体锻压成型，使用更安全；                                                                                                   

★滤瓶采用BSK配方+原装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并通过NSF,SGS检测，可以达到铜前置的抗压水平;                                                                                       

★爆破压力6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一级防冻：可经受-30度，注水加压16公斤，冰冻解冻再冰冻5次以上循环破坏的严苛测试；

★内置水力驱动自动360度漩喷系统，对滤网形成高压高速反向喷洗，提升除污能力；

★60微米高精密网膜，过滤肉眼可见杂质。

免拆洗 立体刮洗环绕速吸 全效排污

净盾系列

BSK-T2-F2BSK-T2-F1

上市
新品



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

杭州倍世净化系统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和达生命科技中心705-706

电  话：0571-88315606

生产商：海宁市倍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长安镇（农发区）启潮路109号

400-1616-787

更 专 业 的 高 端 前 置 过 滤 器

www.bskwater.com

聚倍集团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