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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SDI水指数的方法. 
 

1. 必须的设备: 

1.1  孔径为 0.45微米，直径 47毫米的膜过滤器; 

1.2. 直径为 47毫米的膜过滤器的过滤器架; 

1.3. 秒表; 

1.4. 500毫升等级容器; 

1.5. 用于测 样品水温度的温度计; 

1.6. 支持压力 2.5-3.0巴的系统必须的设备 阀门，压力表，齿轮等 . 

2.对设备的要求: 

2.1. 对微过滤器的要求: 

2.1.1. 膜 – 平，白色，亲水性，材料 醋酸纤维素混合物; 

2.1.2. 平均孔径 — 0,45±0,02 微米; 

2.1.3. 标定直径 — 47 毫米; 

2.1.4. 厚度 — 115÷180微米; 

2.1.5. 500 毫升纯水通过直径为 47 毫米的膜的时间 25~50 秒 膜的单位通 35~70 毫升/ 分×平

方厘米 压力 91,4÷94,7 千帕  

2.1.6. 气泡点 — 179÷248 千帕; 

2.2.对 它设备的要求: 

2.2.1. 有的连接件都必须由塑料或不锈钢制成，以防止腐蚀; 

2.2.2.泵必须提供输出没有脉 的压力 0,35÷0,4 帕; 

2.2.3.过滤器架必须 的压力达 0.35÷0.4 帕.  

3. 述. 

此处介绍确定 SDI水指数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在过滤 确定 SDI水指数，包括地表水，井水，自流井

水和海水。因为在测试水中存在的组成物质，大小，外形和胶体性质和悬浮颗粒，可能有很大的 化，

因而这种方法仅允许对影响膜堵塞 度的水物质进行定性评估。 

4. 术语. 

SDI 指数– 在严格限定的条件 用 0.45微米等级的基于膜过滤器阻塞 度结果的测定 

5.该方法的本质. 

在 207±10千帕的恒定压力和 25°C的恒定温度 水通过膜过滤器 0.45微米 ，在测试中进行对胶体

和悬浮颗粒堵塞时间的测定。SDI指数计算是按照以 公式进行的。 

在特定水源使用不 过滤器获得的数据对于对 SDI指数的值不 有可比性: 

- 于水的温度 不 温度 通过过滤器的水 各有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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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厂商生产的过滤器各有不 . 

6. SDI指数意  

SDI指数: 

- 可以是用于确定水中胶体和悬浮固体数 的指标  

-  可以用来确定和去除悬浮颗粒和胶体相关的各类水处理过程的效率; 

-  可以帮 凭 验预测各种水净化设备的状况例如纳滤，反渗透或去电离; 

-   用于计算反渗透系统内一个膜单元表面的极端通 (升/(м2*小时 . 

7. 测 SDI指数的过程. 

7.1. 在测 之前用试水 洗 有设备内部，记录过滤器厂商 和 码。. 

7.2. 测 水温，记录指标.  

7.3. 打开过滤器架并将 放置在 0.45 微米等级的膜过滤器 。小心处理过滤器，防止 破裂。避免手

指触摸到过滤器的膜表面，操作过程中使用镊子。 

7.4. 确定过滤器和过滤器支架的位置，用水蘸湿过滤器，并紧密关闭过滤器支架。  

7.5. 短时间地往过滤器中填 试水，并通过打开过滤器 部的排放阀来排出内部的空气，然 关闭阀

门。 

7.6.在过滤器入口保持 207±10千帕的恒定压力，记录时间 t1,, 需要滤得 500毫升的水。继续通过过滤器

并用秒表记录时间(t1), 

建议。500 毫升的滤液选择 47 毫米直径的过滤器。 它过滤器的直径和水 应该根据过滤面 来选

择。 

通过第一个 500毫升水的时间 t1 不应和在 一温度 用 0.2微米的膜过滤器过滤蒸馏水得到的 500毫升

标准水的时间相差 10%以 。如果时间 t1 小于标准水渗透时间的 90%，那 过滤器即被损坏。如果超

过 110%，那 通过过滤器的水 应该 少 100或 250毫升。 

7.7. 接着，测 和记录 5,10,15分钟 滤得过 500毫升水的时间(t5, t10, t15)，从水流开始通过过滤器时计

算。测 和监控温度并保持压力。 

7.8. 如果第一次测 水 为 500毫升，那 面几次的测 也必须是相 的数 。.  

7.9. 在过滤器入口处的压力必须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保持在 207±10千帕。 

7.10. 水温应该保持恒定，温差(±1оС)，因为温度改 1°C，流 改 3%。 

8.计算. 

8.1.SD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SDI = (100/Т) x (1- R) 

SDI – SDI指数; 

Т – 通过过滤器的总时间 (通常为 5, 10 и 15 分钟), 单位为分钟. 

R = t1/t5, (t1/t10 или t1/t15) - 207 千帕压力 的渗透率; 

此处, 

t1 – 滤得 500毫升滤液的时间, 秒; 

t5, t10, t15 – 滤得 面几个 500毫升滤液的时间 (秒) 相应 过 5, 10 或者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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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SDHI标准指数 5,10和 15分钟的测试分行用 列公式计算: 

SDI5 = (100/5)Х(1- t1/t5)= 20Х(1- t1/t5) 

SDI10 = (100/10)Х(1- t1/t10)= 10Х(1- t1/t10) 

SDI15 = (100/15)Х(1- t1/t15)= 6,67Х(1- t1/t15) 

8.2. 注意，如果测 SDI 指数使用 它的通 100 或 250 毫升 ，那 SDI 指数应被记录为

SDI15
100 或 и SDI15

250. 

9. 形成. 

在进行测试 应该记录: 

- SDI指数; 

- 通过过滤器水的总时间(通常为 15分钟); 

- 测试 的水温; 

- 在测试中使用的膜过滤器制 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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