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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氧 & 专业过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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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是基本且丰富的化学元素之一，占地球大气的21%，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形态都至关重要。在标准压力和温度
下，氧气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化学分子式为O2。

每年有超过一亿吨从空气中提取的氧气被应用于医疗和工业，氧气是各级医疗保健系统进行复苏、急救和各种治疗最
基本的药物。只有高质量的医用氧气才可提供给病人使用，医用氧气生产应该遵循国际标准，以保护病人。

现场制氧
制氧机提供一种经济、可靠、安全、从压缩空气中现场获取气态氧的方法。现场制氧有多种不同方式，无论是通过
变压吸附(PSA)、真空变压吸附(VSA)、低温蒸馏或者其它方式，满足纯度标准都至关重要。

专业过滤对于制氧行业的重要性
高品质过滤对于制氧行业至关重要，不仅可以确保压缩空气或气体符合终端应用的纯度要求，也可以保护制气系统
的完整性和安全性。Walker Filtration可以提供准确的压缩空气和气体过滤解决方案，包括凝聚式过滤、除尘式过滤
以及医用除菌过滤，提供高品质的制氧机前端过滤器和制氧机后端过滤器。 

高浓度氧气的危害及风险
大气中氧气的富集，即使浓度只有百分之几的增加，也会大大增加了燃烧的风险。由于富氧空气具有很高的活跃
性，生产、分配和使用氧气必须符合相关法规，而且不得包含或者引入与氧气接触时可燃烧的材料，这也包括制氧
系统中使用的过滤设备。 氧气过滤器的生产采用最先进的洁净区环境控制，这确保了氧气过滤器不
会引入任何污染。

储氧罐制氧机空气压缩机 干燥机    储气罐

上图是典型的制氧设备安装流程图，包括制氧机前端的压缩空气过滤器和后端的氧气过滤器。

我们将根据您提出的特殊需求，为您推荐适合的过滤器以达到最优压缩空气洁净度要求和氧气洁净度要求。

Walker Filtration提供安心可靠的氧气过滤解决方案
清洗符合 标准



医医用氧气  

医用氧气被公认为医疗保健领域必不可少的基本药物，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已有100多年了。医用氧气对于危重病
患者至关重要，尤其对于那些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和血氧含量低的患者。

在欧洲，现场制取医用氧气，必须符合欧洲药典专著中有关 氧气的规定。 氧气是从压缩空气中提取的，
氧含量不低于 、且不超过 。

近年来随着呼吸系统疾病的流行，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病毒越来越常见，全球医疗行业对医用氧气的需求显著并持续
增长。因此，现场提供可靠、不限量、并能根据需求调节供氧量的制氧需求也显著增加。

医用无菌级过滤 
必须严格执行医用氧气的制氧标准，并在制氧
过程中使用高品质设备，包括精密过滤。

当氧气用于病人护理，
氧气质量和可靠性就变得至关重要。

医用氧气除菌过滤器满足关于医用
氧气洁净度、选材和过滤标准要求，提供安全可靠
的过滤，以确保满足气体纯度标准的要求。

为最重要的应用提供洁净的空气和氧气。

我们的医用氧气除菌过滤器的设计远超过 医用气体
管道系统规定的要求，并严格按照 标准进行
清洗。

。

体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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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业氧气 

对于许多工业应用来说，制氧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应用需要持续、可靠、安全的高纯度氧气供应。在大多数工业应用
中，氧气纯度要求在 以上。工业氧气应用包括但不限于：

冶金
现代炼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氧气提高炉内的燃烧温度，以及使用其它可燃材料代替焦炭。气焊气割作业中，作
为助燃剂的氧气必须是高品质氧气，以确保高速切割和洁净切割。大量氧气还被应用于制造其它金属，如铜、铅、
锌等。

食品 & 饮料
环境空气中氧气和臭氧浓度是食品和饮料行业实现环保和可持续生产的关键，包括工艺设备消毒、食品存储和饮料
装瓶。Walker Filtration的 系列氧气过滤器均由高品质、无毒、天然惰性原材料制成，符合FDA在联邦法规(CFR)
第21章关于食品接触的要求。

水产养殖
高纯度氧气对现代水产养殖业至关重要，正确剂量的纯氧对于产量、生长潜力和整体健康尤为重要。

玻璃和陶瓷生产
在玻璃熔窑里，用氧气替代空气，可以优化燃烧并提高火焰温度。这可以更好地控制加热模式，降低燃料消耗，
减少颗粒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半导体
氧气用于硅的氧化，是所有半导体生产环节最关键的工序之一。

造纸 
在生产高品质漂白纸浆时，氧气被应用于漂白工艺。与氯气漂白相比，氧气漂白的新工艺，可以减少水污染、
降低生产成本。

污水处理
在工业和市政废水处理厂，氧气被引入废水处理过程。活性污泥法，就是将氧气泵入废水池中以促进细菌生长，
加速分解废水中的有机物，达到生物降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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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 Filtration的 系列氧气过滤器是专为制氧流程而设
计的，依据 《富氧环境中使用的材料和设
备的清洁度标准和清洁方法的标准指南》，提供可靠节能的
过滤。

作为高品质的制氧机前端过滤器和制氧机后端过滤器，我
们的氧气过滤器可以提供 微米至 微米过滤精度的
凝聚式过滤、除尘式过滤，以及医用除菌过滤。

结合了新型 过滤技术，以确保能源效率和优异的过滤
性能。专业的生产流程和严苛的清洗方法，以确保氧气过
滤器不包含或者引入与高浓度氧气接触的可燃材料以及任
何易燃的可能性。

氧气过滤器有多种接口尺寸和多种流量可供选择，以满足
客户的各种需求。无论您的制氧机如何设置，我们都将为
您提供可靠的氧气过滤解决方案。

提升空气流动特性

降低能源消耗

提升的性能

显著降低压差，饱和压差

最高工作压力提升至

 高效的气溶胶和颗粒过滤

新型过滤技术

解决方案

的氧气过滤器严格按照
标准进行清洗，提供符合您终端氧气纯度要求的可靠过滤。

深层褶叠滤材

易于安装和简化维护的壳体设计

优化气流的设计

降低成本 



坚坚固的设计和电泳防腐  

系列过滤器内外壳体具有耐用的电泳涂
层，再加上坚固的树脂粉末喷涂，使过滤器
具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并且已经通过

钠的盐雾测试。

维护简单

设计充分考虑到维修和维护的便捷
性，新型下壳体设计，外部六角扳
手定位，内部推入式滤芯设计，使
过滤器的安装和拆卸变得简单快捷
可靠。

 氧气系列 - 特点 & 优势

产品安全第一

单头螺纹确保壳体可靠连接，旋转
锁止点防止螺纹过度拧紧，锁紧指
示箭头确保有效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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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至 的螺纹接口，包括 平行、 锥度 以及 螺纹，额定流量 至 至
， 的氧气过滤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安装。最高工作温度 ，

最高工作压力 。

依据 和 标准测试和验证， 氧气过滤器的壳体和滤芯的制造，
只选用特殊定制的最高品质材料，确保这些材料不包含或者引入与氧气接触发生燃烧的易燃材料，提供最
优的过滤性能。



模模块化设计

低成本连接件和新型过滤器上壳体设
计，方便将多个过滤器连接在一起，连
接紧密并最大限度节省安装空间。

卓越的性能 

凝聚式过滤器和除尘式过滤器分别有四种过滤精
度： 微米， 微米， 微米和0.01微米，节能
的 氧气滤芯提供卓越的过滤性能。
先进的过滤器设计，综合了特殊定制滤材的深层
褶叠技术、独特的防二次夹带技术，促进油滴凝
聚，显著降低压差，降低用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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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除菌过滤

设计远远超过 医用气体管道系统规定的
要求，Walker Filtration氧气过滤器，包括医用除菌
氧气过滤器，过滤精度达到 微米。
医用除菌氧气过滤器滤芯由铸铝合金制成，以增加
强度和保护。滤芯可以在 条件下进行
至少 次高温消毒，从而确保氧气管道没有细菌
或者其它亚微米颗粒。



全面的可追溯性和易辨识性，激光序列码可以轻松识
别过滤精度、零件号、品牌和生产批次等信息，符合

制造流程

蓝色氟橡胶O型密封圈，便于轻松识别适用于过滤
富氧气流的氧气滤芯

推入式滤芯，可以确保与壳体的更完美密封，
也更易于拆卸

防腐蚀端盖，由玻璃纤维填充尼龙注塑，增强化学
耐受性

高品质不锈钢支撑，提供防腐性能，使滤芯具有可
靠强度和稳定性

定制的疏油疏水硼硅纤维滤材，专门开发用于提供持
续低压降，深层褶叠结构既可以提高容尘量又可以增
大过滤面积，可用于粗过滤和高效精密过滤

定制凝液层，防止油液夹带，提高凝聚效率

特点 & 优势

8 技术交流请联系 s @ com

性能保证
以创造高品质、精心设计、为国际市场提供卓越性能的过滤解决方案而闻名。 系列过滤器壳体

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许可，并提供一个完整的污染物过滤等级，以满足整个行业对于压缩空气和气体纯度要求。

过滤器壳体设计

 小时中性盐雾腐蚀试验，依据 要求

 爆破压力测试超过 ，安全系数

 所有过滤器外壳在发货之前都要进行压力衰减测试，超精密过滤器经过 气溶胶完整性测试

滤芯技术

 ISO 8573-1: 2010 压缩空气净化标准

 I SO 12500 Series 压缩空气过滤器检测国际标准

第三方独立测试

 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 – 2014/68/EU 

  ISO 9001 Quality Systems – LRQ0930553 

 CRN Approved – CRN0E22360 For use within Canada



更多产品信息请浏览官网 

替代滤芯气水分离器 吸附式干燥机 医用真空除菌过滤器 法兰过滤器双作用过滤器 医用除菌过滤器

Walker Filtration产产品系列 
提供丰富的压缩空气过滤和干燥产品：

品牌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为您的品牌定制过滤器，使过滤器可以
无缝集成到您的气体发生系统，确保品牌的一致
性，帮助您赢得市场。

我们开发的每个 解决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负责品牌管理、定制包装、语言支持、唯一
的零件编码、物流细节，并致力于帮助客户加快
把产品推向市场。

专业的技术和过渡支持

在帮助客户推出新产品和过渡性产品供应商方面，我
们资深的销售团队和技术团队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他们将与您一起创建唯一零件编码，提供技术和
销售培训，提供市场支持等等。

我们还提供广泛的滤芯售后服务，以确保我们已售出
的任何型号过滤器都有与其匹配的滤芯可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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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品牌提供定制产品

年来， 团队
一直致力于 解决方案。

我们理解提升和加强客户品牌的
重要性，并确保可以有效获取
售后市场。



凝凝聚式和除尘式氧气过滤器
技术参数

等等级 X25 / RX25 X5 / RX5 X1 / RX1 XA / RXA
固体颗粒去除

最大颗粒等级** 4

最大含油量等级** 4

20°C (68°F)时最大含油量

初始压差

饱和压差

更换滤芯周期

最高工作温度 

最高工作压力

最大高压釜温度

滤芯端盖颜色 黑色

压压力修正系数perating p

压力 barg (psig)

7 barg - 修正系数

AB

C

D 39mm
approx.

AB

C

D 32mm
approx.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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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滤器型号 接口尺寸
英寸

入口流量* 尺寸 mm
重量 Kg 滤芯型号

Nm³/hr SCFM A B C D
O200  (等级) EO2 03 (等级)
O200  (等级) ¼ EO2 03 (等级)
O2005 (等级) ¼ EO20  (等级)
O200  (等级) EO2 0  (等级)
O20 0 (等级) ½ EO201  (等级)
O20  (等级) ½ EO201  (等级)
O20  (等级) ¾ EO201  (等级)
O20 1 (等级) EO201  (等级)
O2025 (等级) ¾ EO20  (等级)
O20 5 (等级) EO20  (等级)
O20  (等级) EO20  (等级)
O20  (等级) EO20  (等级)
O20 0 (等级) EO20  (等级)
O20 0 (等级) EO20  (等级)
O2 0 (等级) EO2 0 (等级)
O2 0 (等级) EO21 0 (等级)
O2 0 (等级) EO21 0 (等级)
O2250 (等级) EO2 0 (等级)
O2 00 (等级) EO2  (等级)

技术说明
1. 气流方向：凝聚式过滤 (过滤等级X25, X5, X1和XA)由内向外通过滤芯，除尘式过滤(过滤等级RX25, RX5, RX1和RXA)由外向内

通过滤芯。

2. 所有氧气过滤器标配手动排水阀，VMDV25用于型号O200 至O20 0，VMDVE25B用于型号O20 至O2 0，VMDVE25M用于型
号O2 0至O2 00。标准过滤器最高工作压力20.7 barg (300 psig) ，最高工作温度120°C (248°F)。

3. 氧气过滤器由铸铝合金制成，符合PED 2014/68/EU标准，适用于1类和2类气体组。

4. 螺纹连接方式是符合ISO 7-1的 平行螺纹连接，或者符合ANSI/ASME B1.20.1的 螺纹连接，如果向北美供货，还可
提供符合ISO 7-1的 锥度螺纹连接。

5. 过滤器适用于矿物油、合成油以及无油压缩空气的应用。

6. 滤芯更换周期为每12个月/ 8000小时 (以先到为准)。

7. 用户必须使用Walker Filtration原装滤芯及备件，否则不予保修。如果用户不使用原装滤芯及备件，Walker Filtration对用户遭受的
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8. 所有 氧气过滤器均由高品质、无毒、天然惰性原材料制成，符合FDA在联邦法规(CFR)第21章关于食品接触的要求。

9. 如需其它过滤精度的产品，请联系我们。

的额定流量，参考 时，气体密度系数按 计算，纯度为 的氧气

最大流量等于过滤器的额定流量乘以最小工作压力对应的修正系数 



医医用除菌氧气过滤器
技术参数

等等级 SR

效率

固体颗粒去除

最高工作温度 ° °F

推荐工作温度 ° °F

最大高压釜温度 ° °F

初始压差

更换滤芯周期

最高工作压力

滤芯端盖材质 不锈钢

最大流量等于过滤器的额定流量乘以最小工作压力对应的修正系数 压压力修正系数perating pr

压力 barg (psig)

7 barg - 修正系数

AB

C

D 39mm
approx.

AB

C

D
32mm
approx.

的额定流量，参考 时，气体密度系数按 计算，纯度为 的氧气

过过滤器型号
接口尺寸
英寸

入口流量* 尺寸 mm
重量 Kg 滤芯型号

Nm³/hr SCFM A B C D
O200 MS EO20 3SR
O200 MS ¼ EO20 3SR
O2005MS ¼ EO200 SR
O200 MS EO200 SR
O20 0MS ½ EO201 SR
O20 MS ½ EO201 SR
O20 MS ¾ EO201 SR
O20 1MS EO201 SR
O202 MS ¾ EO20 SR
O20 5MS EO20 SR
O20 MS EO20 SR
O20 MS EO20 SR
O20 MS EO20 SR
O20 0MS EO20 SR
O2 0MS EO2 0SR
O2 0MS EO21 0SR
O2 0MS EO21 0SR
O2250MS EO2 0SR
O2 00MS EO2 SR

按 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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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
1. 气流方向由内向外通过滤芯。滤芯端盖为不锈钢材质。

2. 所有氧气过滤器标配手动排水阀，VMDV25用于型号O200 至O20 0，VMDVE25B用于型号O20 至O2 0，VMDVE25M用于型号
O2 0至O2 00。标准过滤器最高工作压力20.7 barg (300 psig)，最高工作温度120°C (248°F)。

3. 氧气过滤器由铸铝合金制成，符合PED 2014/68/EU标准，适用于1类和2类气体组。

4. 螺纹连接方式是符合ISO 7-1的 平行螺纹连接，或者符合ANSI/ASME B1.20.1的 螺纹连接，如果向北美供货，还
可提供符合ISO 7-1的 锥度螺纹连接。

5. 预过滤器应与0.01微米除菌过滤器一起使用。

6. 医用除菌过滤器的滤芯不能在水或者油饱和的条件下工作，滤芯应至少每6个月更换一次。

7. 高压蒸汽灭菌器的最高温度仅适用于除菌过滤器的滤芯。SR级氧气滤芯可以蒸气灭菌100次，每支滤芯在使用前都必须
进行高压灭菌。

8. 每支氧气除菌滤芯都提供灭菌证书，以确保客户得到高品质的产品。

9. SR级氧气过滤器仅适用于干燥的气体条件，因为任何通过过滤器的液体都可能携带细菌，损害无菌性。

10. 用户必须使用Walker Filtration原装滤芯及备件，否则不予保修。如果用户不使用原装滤芯及备件，Walker Filtration对于用
户遭受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11. 所有 氧气过滤器均由高品质、无毒、天然惰性原材料制成，符合FDA在联邦法规(CFR)第21章关于食品接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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