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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污染治理设施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电渗析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 12  月 1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电渗析器》（HCRJ 030-1998）。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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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渗析装置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渗析装置的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处理工业废水的电渗析装置系列产品,也适用于一般天然水净化、脱盐的

电渗析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454  硬质聚氯乙烯层压板材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HY/T 034.2-1994  电渗析技术  异相离子交换膜 

    HY/T 034.3-1994  电渗析技术  电渗析器 

    HY/T 034.5  电渗析技术  用于锅炉给水的处理要求 

DL/T 5588  水质污染指数测定方法 

3  分类与命名 

3.1  型号及规格 
3.1.1  型号 
    电渗析装置的型号由汉语拼音字母、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按规则排列组成。 

 

 

 

 

 

 

 

 

 

 

3.1.2  型号及规格 

    电渗析装置隔板型号见表 1。 

    电渗析装置隔板规格见表 2。 

 

 

电渗析装置总膜对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电渗析装置的段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电渗析装置的级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隔板规格代号，以罗马数字“Ⅰ、Ⅱ、Ⅲ...”表示 
隔板型号代号，以英文字母“A、B、C...”表示 
电渗析装置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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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渗析装置型号及规格 

代号 型号，mm 

A 0.9 无回路式 

B 0.5 无回路式 

C 1.0 冲格式 

D 1.0—2.0 无回路式 

E 1.0—2.0 冲格式 

 

表 2  电渗析装置隔板规格 

代号 规  格 

隔板外形尺寸(宽×长)，mm 

Ⅰ 800×1600 

Ⅱ 400×1600 

Ⅲ 400×1200 

Ⅳ 400×800 

 
示例：DSAⅠ－1×1/200 指 0.9mm 无回路电渗析装置，隔板 800mm×1600mm，一级一段组装，每台总膜

对数为 200 对。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电渗析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2  电渗析装置应在下列进水水质条件下正常可靠工作： 

    a) 水温     5℃~40℃； 

    b) 高锰酸盐指数     ＜3mg/L； 

    c) 游离氯        ＜0.2mg/L； 

    d) 铁     ＜0.3mg/L； 

    e) 锰     ＜0.1mg/L； 

    f) 浊度 1.5mm~2.0mm 隔板： ＜3 度； 

     0.5mm~0.9mm 隔板： ＜1 度； 

    ｇ) 电渗析装置用于工业废水处理或物料回收时，进入电渗析装置的水质要求除应符合

HY/T 034.5 的规定外，其含盐量应低于 3500mg/L。 

4.1.3  A 型、B 型、C 型电渗析装置的性能应符合 HY/T 034.3-1994 中 4.7.4 的规定，D 型产

品除电流效率外，应符合 A 型的规定；E 型产品除电流效率外，应符合 C 型的规定。D、E

型产品的电流效率应不小于 85%。 

4.1.4  当电渗析装置进出口的压力差在 200KPa 以内运行时，不得产生管道、焊缝开裂和严

重漏水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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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在额定工况下，且进水水质符合 4.1.2 规定时，电渗析装置的拆洗周期应不小于 6 个

月。 

4.2  材料要求 

4.2.1  电渗析装置所选用的均相阴、阳离子交换膜的性能应符合 HY/T 034.2—1994 中第

4.1.1、4.1.2、4.2、4.4 的规定，并且应能耐强酸和强碱。 

4.2.2  电渗析装置选用的异相阴、阳离子交换膜的性能应符合 HY/T 034.2—1994 中 4.1.1、

4.1.2、4.2、4.4、4.5 的规定。 

4.2.3  阳、阴离子交换膜的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表 3 的要求。 

表 3 离子交换膜的技术指标 

阳   膜 阴   膜 项目 
均相膜 异相膜 均相膜 异相膜 

含水率 
％ 

25-40 35-50 22-40 30-45 

交换容量 
mol/kg(干) 

≥1.8 ≥2.0 ≥1.5 ≥1.8 

膜面电阻 
Ωcm2 

≤6 ≤12 ≤10 ≤13 

选择透过率 
% ≥90 ≥92 ≥85 ≥90 

 

4.2.4  电渗析装置的隔板应采用聚丙烯板材加工而成，其厚度应在 0.5mm～2mm 范围内。 

4.2.5  电渗析装置电极材料采用钛涂钌、钛涂二氧化铅、石墨和不锈钢。 

4.2.5.1  钛涂钌和钛涂二氧化铅的电极可作为阳极，钛涂钌电极也可作阴极： 

    a) 钛材型号应优先用 TA1、TA2，也可选用 TA0； 

    b) 钛丝直径一般为 2mm； 

    c) 钛涂钌电极和钛涂二氧化铅电极极丝的接线柱应选用钛材； 

    d) 钛涂钌电极允许使用的电流密度应小于 20mA/cm2。 

4.2.5.2  石墨电极可作为阳极，也可作为阴极。 

    a) 应选用密度大于 1.8kg/dm3 的致密石墨； 

    b) 石墨应经过石蜡或树脂浸渍处理，处理深度不小于 10mm； 

    c) 石墨电极采用铜接线柱，在石墨内的接触深度不小于 30mm。 

4.2.5.3  不锈钢电极可作为阳极，当水中氯离子浓度小于 100mg/L 时，也可作为阴极。 

    a) 不锈钢材应选用 1Cr8Ni9Ti； 

    b) 不锈钢电极宜采用板状，其厚度不小于 2mm； 

4.2.6  电极框材料应符合 GB 4454 的要求。 

4.3  加工要求 

4.3.1  电渗析装置的加工应符合 HY/T 034.3-1994 中 4.3.1、4.3.3、4.3.7、4.4.2.3、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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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 等的规定。 

4.3.2  钛材使用氩弧焊接。 

4.4  组装要求 

电渗析装置的组装应符合 HY/T 034.3-1994 中 4.6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电渗析装置的性能试验方法应按 HY/T 034.3-1994 第 5 章的规定进行。 

5.2  离子交换膜的性能试验方法按 HY/T 034.2-1994 第 5 章的规定进行。 

5.3  进水水质的试验方法按 GB 5750 进行。 

5.4  污染指数测定方法按 DL/T 5588 的规定进行。 

5.5  电渗析装置的拆洗周期采用 2 个以上的用户调查确定。 

6  检验规则 

6.1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产品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6.2.2  出厂检验按 HY/T 034.3 的规定进行。 

6.2.3  各种型号的电渗析装置必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

厂。 

6.3  型式检验 

    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及新规格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 产品的结构、工艺及主要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连续停产二年以上恢复生产； 

d） 产品正常生产，每三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6.3.1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样，抽样数至少一台。 

6.3.2  检验项目 

    a) 产品性能检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 

表 4 电渗析装置的性能 

A 型、D 型 B 型 C 型、E 型 
项目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极限电流 
A ≥71 ≥35 ≥27 ≥20 ≥57 ≥30 —— ≥20 ≥73 ≥30 ≥9 ——

电流效率 
% 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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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盐率 
% ≥50 ≥52 ≥40 ≥30 ≥70 ≥75 —— ≥50 ≥30 ≥30 —— ≥50

进出口压降 
kPa ＜50 ＜40 ＜35 ＜30 ＜70 ＜70 —— ＜40 ＜30 ＜30 —— ＜

120
6cm/s 流速时的

流量 
m3/h 

13.9 6.6 6.6 6.6 8.0 4.0 —— 4.0 —— —— —— ——

100cm/s 流速时

的流量 
m3/h 

—— —— —— —— —— —— —— —— 24.0 10.0 —— 1.8

极限电流时的

出口浓度 
mg/h 

100 960 1160 1340 600 500 —— 1000 1400 1400 —— 1000

注：A、B、C 型的电流效率≥90%；D、E 型的电流效率≥85%。 
b) 拆洗周期； 

    c) 外排水水质； 

    d) 产品的外购件、材料。 

6.3.3  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表 4 以及 4.1.5、4.5 的规定，外购件和材料应按 5.1 规定提供合

格证明。任一项目不合格，应加倍抽样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电渗析装置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HY/T 034.3-1994 第 7 章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