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Purofine® PFA694E PFAS 选择性一次性离子交换
树脂去除饮用水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的饮用
水系统的设计和操作指南。

设计和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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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树脂



漂莱特简介

漂莱特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离子交换树脂、催化树脂、吸
附树脂和特种树脂的制造商。漂莱特的总部位于美国，是
一家100%专注于树脂技术的开发和生产的公司。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漂莱特拥有广泛的产品种类和行业
内最大的技术销售队伍。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拥有战略布
局的研发中心和应用实验室。我们在美国、英国、罗马尼
亚和中国设有ISO9001认证的生产工厂，并在30个国家设
有40多个销售办事处，确保我们的产品覆盖全球。

漂莱特于2021年加入艺康。艺康(ECL)是全球领先的水、
卫生和感染预防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是近300万商
业客户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艺康为全球170多个国家
的食品、医疗、酒店和工业市场的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
案、数据驱动的洞察和个性化服务，以促进食品安全，维
护清洁和安全的环境，优化水和能源的使用，并提高运营
效率和可持续性。

优质产品
我们产品的质量和一致性是我
们业绩的根本。 所有漂莱特工
厂均严格控制生产，以确保我们
所有工厂生产的产品均满足最
严格的标准。

可靠的服务
我们是技术专家和问题解决者。
我们可靠且训练有素， 了解保
持业务平稳运营的紧迫性。 漂
莱特拥有业内最庞大的技术销
售团队。

创新性解决方案
我们在研发方面的持续投入意
味着我们在不断完善并发现离
子交换树脂和吸附剂的创新性
用途。我们努力将不可能变成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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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Purofine PFA694E对PFAS的固有高选择性，Purofine PFA694E可将PFAS长期减少
至未检测出(ND)或万亿分之一（ng/L）水平。但是适当的处理系统设计和操作对于取得上述成
功至关重要。虽然普通阴离子交换树脂可在一定程度上去除PFAS，但是由于普通阴离子交换
树脂的选择性较低，并且有可能产生更高PFAS泄漏，不建议使用普通阴离子交换树脂。遵守下
述针对Purofine PFA694E的指南和建议的最低要求将使操作人员获得有效的和具有成本效益
的结果。

PFA694E的特点为：

• 针对短链和长链PFAS去除的高选择性

• 占地面积小，包括可减少辅助设备

• 床寿命较长，树脂可在数月至数年间吸附PFAS（取决于水的化学性质）

• 当适当焚毁用过的PFAS树脂时不会产生有害产物。树脂和PFAS均被销毁，结束PFAS在环
境中的“永恒化学”循环。

 
高级PFAS选择性一
次性离子交换树脂
Purofine PFA694E是
去除饮用水中PFAS的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PFAS)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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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
TSS

离子交换树脂可作为绝对过滤器。去除总悬浮固体（TSS）是防止树脂床内堵塞和随后发生沟道效应
的关键。TSS可能是一次性离子交换树脂失效的最大原因。适当的初滤系统设计和运行是成功的关
键。这是由于Purofine PFA694E在更换树脂以前通常运行数月至数年，并且不允许在保养时进行反
冲洗。

反冲洗可能会导致树脂床顶部已吸附PFAS 的树脂和树脂床底部少吸附PFAS的树脂混合，从而导致 
PFAS 过早穿透。

粒度分布分析可有助于确定进入的固体的大小。如果该井产砂，建议使用除砂器。对于所有水：

•	建议在树脂前端使用5μm袋式或筒式过滤器。如果预计固体悬浮物量较大，可能迅速堵塞5μm
过滤器，则考虑在5μm过滤器前端安装一系列较大的过滤器（例如25μm过滤器，然后是10μm
过滤器，再然后是5μm过滤器）。根据粒度分布分析确定具体方法。

油脂

树脂很容易被油和油脂污染—在水接触树脂之前完全清除油脂。单独使用有机粘土介质或与吸油袋
式过滤器结合使用都是很好的选择。为了选到满足您具体需求的合适设备，可从设备制造商处获得
帮助。

溶解铁和锰

一般说来，这些金属可在下游介质（如树脂、颗粒活性炭（GAC）或膜）上沉淀，特别是当铁浓度高于
0.5ppm和锰浓度高于20ppb时。可能需要进行中试来确定这些矿物质从溶液中析出的程度。这些金
属可能需要预处理。

• 建议：使用沉淀型绿砂或催化型介质（如Purolite MZ10 Plus）在水接触树脂之前去除铁和锰。

这些介质通常与氧化剂（如高锰酸盐或氯）配合使用。氧化剂会破坏树脂，必须在水接触树脂之前将
其去除。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用亚硫酸氢钠、硫代硫酸钠或GAC去除树脂上游的所有痕量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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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

树脂长期接触氯、氯胺、次氯酸盐、高锰酸盐、臭氧等氧化剂会损坏树脂，增加废水中亚硝胺的形
成。

•	建议：按照制造商的说明用亚硫酸氢钠、硫代硫酸钠或GAC去除树脂上游的所有痕量氧化剂。

结垢

当水的朗格利尔饱和指数（LSI）为正时，可能发生碳酸钙结垢。略为正的LSI（如+0.2至+0.5）可能在
配水管上形成有益的碳酸钙薄膜，可防腐。如果使用空气洗提器去除水中的二氧化碳（CO2），则出水
的pH值通常会增加；有时会使LSI由负值变成正值。如果LSI变成较大正值（如+1至+2），则可能发生
过度结垢——在树脂颗粒上和罐内部的结垢会降低系统的整体性能。

•	建议：基于水的情况确定LSI。如果LSI为较大正值或在预处理步骤后变为正值，则考虑添加酸来
防止结垢。

微生物

有时在地下水和与水接触的设备中发现细菌——这使其很难在流出树脂罐的水中实现 BAC-T 计数为
负。应仔细调查以确定来源——除井以外，其他细菌感染源可能包括管道死角或垫片润滑剂使用不
当。如果确定井为来源：

•	建议：用紫外线消毒装置对入口的井水进行消毒。紫外线消毒后，可采用固体过滤过滤出生
物质。或者使用氧化剂，请参阅上述氧化剂部分。

TOC

总有机碳（TOC）会污染树脂，并对树脂性能产生负面影响——污染程度取决于TOC的分子量分布及
其阴离子特性。地下水中的TOC的范围通常为1至2ppm或更少。在更高水平时，Purofine PFA694E
的通量会受到不利影响（但小于用于去除PFAS的 颗粒活性炭GAC）。

•	建议：在TOC超过2ppm时，在Purofine PFA694E 前端使用GAC或盐水可再生有机清除树脂 
(如漂莱特A502P、漂莱特A860或漂莱特Tanex™树脂）来显著提高树脂的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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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挥发性有机碳（VOC）通常不会影响Purofine PFA694E的通量。如果需要去除VOC，则可使
GAC在约5分钟的EBCT下运行（请咨询您的GAC供应商获得指导）。

•	建议：如果PFAS和VOC共同存在于水中，则在 Purofine PFA694E 前使用GAC处理去除
VOC。如果还存在TOC，则GAC可帮助保护树脂免于潜在的TOC污染。与单独使用GAC
去除VOC和PFAS相比，由于 Purofine PFA694E 所用的接触时间比GAC更短，在大多数
情况下可使用更小或更少的罐子。

树脂罐设计
以下是使用 Purofine PFA694E 树脂处理PFAS的罐设计的关键因素：

•	床深度：最低3ft（0.91m），最高12gpm/ft2（30m/h）；在12gpm/ft2（30m/h）设计流
量以上时，最小3.7ft（1.1m）

•	线速度：设计目标=6至18gpm/ft2（15至45m/h）

•	特定的流量：设计目标=1至5gpm/ft3（8至40BV/h）

•	空床接触时间（EBCT）树脂前置床的设计目标=1.5至2.5分钟接触时间

与GAC相比，Purofine PFA694E的动力学特性较快，GAC在前置柱中通常需要8至13分 
(请咨询您的GAC供应商以获取指导）。树脂罐必须正确设计以处理上述更快的液压。无论是
设计新的树脂系统，还是改造另一种树脂用介质罐，请注意以下事项：

• 对新管道选型或评估现有管道，以容纳最大流量。

• 确保进入树脂容器的进水分配器设计合理，使水流均匀地分布在容器的横截面上——这
样可实现塞式流或使通过树脂床的水均匀分布，避免形成沟道效应和PFAS过早穿透。

• 确保出水分配器的槽尺寸可保留树脂。一般而言，60目（~0.01in.或250μm）足以容纳呈
高斯分布且大小一致的树脂颗粒（典型颗粒直径范围为300至1200μm（16至50目））。

• 确保罐内衬有NSF批准的涂层，且所有组件均符合NSF要求。

• 建议将取样口安装在树脂深度的25、50、75%处。此类取样口使监测PFAS吸附曲线成为
可能，对于系统的故障排除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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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设计最好也应该考虑设置一个侧面的人孔和一个顶部的人孔。这些人孔更方便检查罐和树脂床。

罐配置
虽然可使用单个罐实现PFAS处理的目标，但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建议使用一对超前滞后容器：

• 由于允许前置罐在后置罐处于ND水平时显著增加运行时间，因此前置-后置罐设计的运行成本更低。更
长的运行时间可确保更高效地使用树脂。

• 由于采样结果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得到，后置床可最大程度保证PFAS水平低于处理目标。

罐后设计
在容器排水管上内联安装有一个“女巫帽”式滤网或篮式滤网，这样在出口分配器筛网发生故障时，可以截
留逃逸的树脂颗粒。

在处理系统之后安装止回阀将确保水不会回流到容器中，破坏树脂床的传质区。

操作注意事项
启动

填装树脂前，按照“AWWA C653-20 水处理厂消毒”对所有容器和管道消毒。冲洗设备，以去除所有余氯，
以免破坏树脂颗粒。

在将树脂装进泥浆车和软管前，须对其进行食品级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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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饮用水送至分配系统前，根据NFS/ANSI-61指南使用至少20床体积水（150gal/ft3树脂）冲
洗Purofine PFA694E。离线树脂冲洗通常可由服务提供商在安装前完成。在这些情况下，只需要
少量的在线淋洗。

预先在容器中装一部分水（比如容量的1/3），这样在树脂浆输送到容器中时提供一个”水垫层"，
这有助于在树脂填装时使其平整。

浆化装入Purofine PFA694E，以防细菌感染。

在启动新树脂床时，监管者有时建议亚硝胺取样。亚硝胺不存在于树脂中，但当亚硝胺前体与氯或
其他氧化剂接触时，可形成亚硝胺。冲洗树脂通常足以消除这个问题。

在将水送去分配之前，也建议进行 BAC-T 取样。

在启动 Purofine PFA694E 系统前，无论是在第一次加载时，还是在启动/停止场景中，通过使用
井泵上的变频器（VFD）或控制阀缓慢地将水流从废水导入处理系统，缓慢地增加流量。水锤，或
瞬时水流变化，可能导致树脂在床中移动和中断。一般而言，增加时间应在五分钟以上（从开始到
满流量）。

使用PFA694EBF使水化学变化最小

启动时阴离子交换树脂系统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们同时去除碱度、硫酸盐、其他阴离子，交换生成氯离
子。缓冲树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启动时水化学变化的影响：

• 防止污水中的氯化物接近或超过当地排放标准

• 防止较高的氯化物与硫酸盐质量比（CMSR），这可能会在管道系统中造成铅浸出的可能性

• 使污水的pH稳定并符合当地排放标准

在某些情况下，缓冲型树脂（如漂莱特PFA694EBF）能在运行和漂洗废水方面节省大量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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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FA694EBF在启动时
与非缓冲版本相比的
典型洗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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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

您的分析实验室可提供PFAS取样协议——确保在开始任何取样方案前检查该等协
议。Purofine PFA694E的处理量在很大程度上由进水中的竞争性阴离子决定。

进水测试

每月对所有阴离子取样，以监测水化学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如5%及以上）。至少检查进水的
以下项目：

• PFAS

• 硫酸盐

• 硝酸盐

• 碱度

• 氯化物

• TOC

• 总溶解固体

中点和出水取样

• 每周取样检测PFAS，以确保处理得当。

• 中点取样点定义为前置床的出口。这个数据提供树脂需要更换的“触发点”信息。该“触
发点”由相关监管机构确定。

• 在处理系统的排放点取样，以确保达到处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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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当设备采用前后床串联运行配置时，在树脂需要更换前，阀门不需要变动。建议每周进行三次巡检和记
录仪表读数。

监测以下关键参数：

• 流量

• 仪表读数

• 每个容器的进/出水口压力水平以确定压降——或者压差表（dP）读数

• 需要定期检查的其他操作项目包括：

- 适当的阀门位置。一些供应商回安装锁以确保阀门不被移动。

- 排气阀有时会泄漏。通过调节使其打开和关闭，可以去除导致泄漏的颗粒。

树脂更换

由于残留的旧树脂会影响下一个运行周期的交换容量，所以在将新树脂装入之前装有旧树脂的容器中
时，清除所有的旧树脂很重要。一定要进行目检，以保证没有旧树脂残留。需要对容器和内部布水系统
进行目检，以保证设备的完整性，并保证没有树脂颗粒或者树脂碎片卡入分配通道——在设备重新投运
前，这种缺陷一定要更正。需要注意的是，要将污染物从ppt的水平降低到无法检出，需要很多严谨的工
作以确保成功。强烈建议拍摄和储存容器被检查部分的清晰照片，以验证已对每个容器正确地完成此
项操作。

在恢复运行之前，应按客户批准的程序对容器、相关管道和阀门进行消毒，以适应饮水处处理的要
求。

完成上述工作后，可按客户批准的程序将新树脂装入空容器，采用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树脂直接
接触和/或暴露于污染物（比如油脂、汗液、土壤），这会导致树脂被污染，从而影响它的处理效率。

通过打开和关闭相关的阀门，使装填了新树脂的容器会置于后置（或抛光）位置，而之前的后置容器变
为前置位置（非物理移动）。在新树脂沉床后，采用推荐的程序进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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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启动和停止

如前所述，应避免水锤，以防树脂移动。停止时应缓慢降低流量，重启时缓慢增加流量。

如果系统需要处于空闲状态，一般情况下，一天中开启和关闭不会有问题。温暖的天气条件更有利于细菌
生长。需考虑以下防止细菌生长的指南：

• 如果容器闲置24h以上，每隔一两天就应使用至少两床水来冲洗容器。

• 如果容器闲置更长时间或者定期冲洗不可行时，应完全放空容器中的水。当容器已准备就绪启动时，
以满流冲洗树脂24h——这足以冲掉任何细菌。对BAC-T取样以确认。

应避免的情况！

如果适当运行和维护，树脂床可以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且不会出现问题。为了避免麻烦，确保以下因素均
已解决：

• 氯等氧化剂会破坏树脂，并导致亚硝胺的形成。因此，进水应不含氧化剂。

• 应避免水锤。流量缓慢降低和缓慢增加的程序需要配置。

• 进水中夹带的空气可能导致气泡形成和随后的树脂移动

• 需在树脂前如预处理部分所述那样去除所有固体。固体可能包括固体悬浮物、沉淀固体（例如铁）或
生物滋长。

• 进水中的干扰污染物包括燃料、溶剂、油、表面活性剂。每一项均有可能通过分解树脂或遮蔽其活性
位点而对树脂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 树脂损耗会对床层的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 确保在启动前正确配置歧管阀。

- 过度反冲洗会使树脂移动。不建议进行反冲洗。

-破碎的废水筛网可导致树脂损耗。建议使用二级树脂持留网 - 篮式滤网或“女巫帽”式滤网。

• 启动后不建议进行树脂反冲洗（启动前也不需要）。如果对系统进行了反冲洗（无论是故意地还是通
过漏泄阀），污染部分传质区进行了混合，可能导致提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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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保持良好记录是了解问题原因的第一步。遵循上述的取样和监测指南。

过早泄露

在系统运行问题导致过早泄露之前对其进行诊断是取得良好结果的关键。应建立并遵循适当
的监测和取样协议。操作员应注意进水特征或上游预处理设备操作的任何突然变化、任何污
染或树脂损耗或任何上述参数。

容器中的固体结垢：

• 如果污垢积聚在容器中，进水会找到阻力最小的路径。随着路径的确立，水会把结垢的树
脂推开。这导致容器中的树脂沟道效应和过早泄露。

• 目检是验证固体结垢的最简单方法。也可在容器中的不同点对树脂取样，并检测污垢积聚
情况。

• 前柱树脂床层的压降（dP）变化是判断污垢积聚的另一指标。如果发现dP增加过多，则建
议检查容器。特别留意压力是否也上升然后突然下降。那可能表明树脂床已移动。

• 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树脂床有明显的剩余寿命，则可清除顶上的污垢层，可将床弄平整，然
后将树脂重新投入使用。应该在服务提供商的帮助下完成此操作，以确保使用适当的设备
和消毒程序。在将容树脂柱新投入使用前应检测容器的BAC-T。

• 应检查预滤器有无撕裂或安装不当。应定期更换预滤器——通常当预滤器的 dP为10b/
in.2。

• 如果预滤器未被破坏，则水中的颗粒可能比过滤器的微米额定值更小。可完成对进水的粒
度分析以确定需要的过滤级别。

• 固体结垢也可能来自进水中溶解的铁、锰等金属。这些金属可能来自溶液，沉淀在树脂上
并污染树脂。此外，可通过对树脂床取样和进行树脂分析来进行诊断。

• 如果发生细菌生长，则也可能发生固体结垢。应分析对树脂床上游系统进行分析研究，以
确定细菌来源。见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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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移动
• 树脂床应平整，以确保塞流通过容器。

• 如上所述，固体结垢是树脂移动的主要原因。

• 水锤可能导致树脂移动。确保遵循流量缓慢增加和缓慢降低程序。

• 进水中的夹带空气或过多的溶解空气会导致树脂移动。当水击中树脂床时，有导致空气从溶液中
出来的压降。随着气泡在树脂珠上形成，它们可能浮到床上，导致传质区中断。

• 如果进水分配装置未有效设计，或由于某种不明原因损坏，进水压力可能使树脂移动。

• 过度反冲洗可能导致水倒流——尤其是在启动和关闭模式下——导致床被混合，并中断传质区。

• 应在处理容器后安装止回阀，以确保水不会倒流。

• 容器的反冲洗会导致传质区中断，导致过早泄露。

水质变更

阴离子浓度会影响树脂的性能。任何进水阴离子的峰值都会大幅降低树脂的工作交换容量，导致处
理量低于原来预期的处理量。

树脂污染

除污垢和溶解金属外，树脂还可能被水中的有机物污染。油、脂或表面活性剂均会遮蔽树脂珠的活
性表面。溶剂、燃料或表面活性剂会损害珠的结构并导致性能问题。树脂取样和分析可诊断这些问
题。

树脂损耗

当树脂不在容器中时，它不能去除PFAS。目检应指出是否已发生树脂损耗。请注意，在树脂把氯离
子和水中的其他阴离子进行交换时它会缩小。预计树脂床会比刚安装时缩小高达30%。树脂损耗的
原因包括阀门装设不当、筛网破碎或过度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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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效应

流量过低可能导致沟道效应。设计流量应在6至18gpm/ft2之间。在2至6gpm/ft2之间，存在
沟道效应风险。低于2gpm/ft2将导致沟道效应问题，可能导致过早泄露。

未充分清除用过的树脂

如果树脂交换时未完全清除所有树脂，则残留树脂会导致过早泄露。

高压降
• 容器中的高dP最常见的解释是污垢堆积。见上文的“容器中的固体结垢”部分。

• 容器中的高dP也可以解释为过量的树脂细粒堵塞了废水筛网。确保在更换时清洁筛网。

• 篮式滤网或“女巫帽”式滤网中的高dP可表明容器底部的筛网破碎，或树脂床中过多的
树脂细粒。拆下滤网并检查滤网内容物有助于了解问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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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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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urolite 的树脂系统建模平
台 （PRSM™），以更高的精度和更
少的工作量规划您的下一个离子 
交换树脂项目。这款功能强大的树
脂工厂模拟 Web 应用程序包含七
个特定的系统模块，可即时考虑数
百个变量。无论您是在设计新工厂
还是对现有工厂进行建模，

关键洞察力的每一步

预知
计算您工厂
的唯一变量
的效果

比较
并排比较产品
和工厂配置性
能评估

优化
增加运营和产
品成本分析，以
更好地了解产
品选择的价值

定制树脂模
拟触手可及
PRSM是一个可对与离子交换树脂性
能和操作相关的工厂设计的各个方面
进行建模的免费程序。

树脂系统建模

PRSM包括用于水软化，脱矿质，弱
酸阳树脂软化，盐水净化，混床和去
除硝酸盐、砷和硼的模块。功能包括:

技术帮助 – 直接联系Purolite工程师
寻求建议

云备份 – 轻松安全地检索项目

报告 – 打印/保存整个设计的 pdf 文
件，包括所有工程细节

ROI	投资回报计算 – 对比性能与标
准树脂

效率评估 – 比较现有离子交换装置
与新设计装置的运营成本

附表 – 获取阳离子和阴离子树脂的
详细再生剂明细表

页面、主题和计算帮助 – 查看最佳设
计的详细注释和建议

今天就在www.purolite.com/PRSM注册并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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