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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膜元件的保存和密封 

 

1. 总则. 

1.1. 该技术维护文件 BTO-108 适用于按照 TU2292-010-67318131-2012，TU2292-005-67318131-

2012,TU2292-006-67318131-2012 制造的反渗透，超滤和纳滤卷膜原件 nanoRO，nanoNF，nanoUF 系

列。 

1.2. 该技术维护文件旨在说明卷膜元件的保存和密封条件，遵 这 条件能使膜元件时刻处在可随时投入使

用的状态。 

1.3.  «РМ Nаnотех»公 同时供应 膜和湿膜元件 

 为了保持性能，并 微生物作用，湿膜元件应该储存在含 1%焦 酸 的溶液中。 

1.4. 停用的膜元件应该保存在带 阻挡膜的 氧渗透的包装袋内。包装两侧用 气密封并抽真空。 

1.5.  以 燥形式提供的元件预 在甘油溶液中处理，用来确保 燥后存在水 。 

1.6.  没 过测试过程的 膜元件，由 过甘油处理的膜 制成，保证在 燥后存 水 。 

1.7.  以 燥形式提供的膜元件，存储在密封包装内。 

1.8.  1.湿膜元件的保存期限为发 之日起的 6个 ，前提是遵 膜元件保存条款 参见本文 3 .表 1列明了

湿膜元件的保 期和温度的关系 

表 а 1. 湿膜元件的保 期和温度的关系 

保存温度, ºС 5÷15 16÷35 超过 35 

湿膜元件保存期限 6 个  3 个  1 个  

 

在遵 当前文件第 3点的情况 ，湿膜元件的保存期限不应超过 12个  

1.9. 在遵 膜元件保存条款 本文 4 的情况 ， 膜元件的保存期限为发 后 12个  

在遵 当前文件第 4点的情况 ，湿膜元件的保存期限不应超过 18个  

 

表 2所示为 膜元件的保存期限和温度的关系 

 

表 2. 膜元件的保存期限 决于温度 

保存温度, ºС 5÷15 16÷35 36÷45 超过 45 

膜元件保存期限 12 个  6个  3个  1个  

 

1.10.膜膜膜膜膜 膜发发 天天天天天，条膜条条天条条条条条条 膜条条条条天处 。如如如如如如如条膜，膜可可天可可 条条可缴缴 缴缴。条90
保保条保天天膜膜膜保保 保天天 膜获 获 。天天退退 退 退退退缴 发发 ， PM 
Hanotex 公公公根根膜膜膜退 保根根 退退 条质 质 缴 。膜膜膜膜膜可保膜膜膜 膜膜 退条膜膜润 润 ，膜天天保保膜膜 膜在在条条天处 。 

2. 保存条件要求. 

2.1. 膜元件应该保存在原包装内。 



2.2. 符合规范包装的膜元件需要在密封 燥的 境中，温度范围为 5°C到 35°C，湿度 60%以 ，不可以

直接暴露在 。 

2.3.  膜元件应当存放在水 的托盘和 架 ，距离供 设备的最小距离为 1米，不超过五层。 

2.4.  膜元件保存过程中应避免暴露在腐蚀性介 ，热辐射和机械外力 。 

2.5.  膜元件在存放过程中应避免冷冻和超过 35°C的高温。 

3.  湿膜元件的存放措施. 

3.1. 对存放中的膜元件应当进行不少于 个 一次的检查过程 

3.2. 对于长期存放 超过 3个 的膜元件应当进行采 列措施 

 存储 3个 应当: 

• 拆开纸箱; 

• 检查包装膜的完整性; 

• 检查包装内的真空完好性; 

• 仔细检查膜元件端部是否 斑; 

• 在发 能 损的包装时，例如包装真空性不完好，以及可能收到微生物损害的情况 ，应对膜元件进

行重 密封 3.3  

• 在检查过膜元件后，如果一 常，应当将膜元件放回纸箱内。在包装盒外注明例行检查的日期。 

• 在 过 6个 的存放后应该对膜元件进行重 密封和包装。 本文 3.3  

 

3.3.  膜元件的重 密封.  

首 应当准备浓度为 1-1.5%的焦 酸 溶液。溶解在水中形成 酸 溶液。 

在 腐剂溶液的准备过程中，应当使用含 不小于 95%的碱性物 的食品 焦 酸 ，以及脱矿 或不含

残余 的软化水，最好是 过反渗透和纳滤的滤液。 

在 腐溶液中浸泡膜元件 1 小时后，应将膜元件直立摆放 15 ，用来除去多余的溶液。然后包装在带

不透氧阻挡膜的包装中。带 包装的膜元件放置在 纸箱中，包装外注明例行检查的日期。不透氧阻隔薄膜

可以从«РМ Nаnотех»公 获得。 

在打开原厂包装后膜元件的重 密封应该 个 进行一次。 

3.4. 膜元件的存放措施 

膜元件的检查频率为 个 一次 

长期存放 超过 3个 的膜元件应当采 列措施 

3个 应当: 

• 拆开纸箱. 

• 检查内膜冷凝液的存在 

• 仔细检查膜元件的端部是否存在 斑 

• 在检查过膜元件后，如果一 常，应当将膜元件放回纸箱内。在包装盒外注明例行检查的日期。 

• 在包装内发 冷凝液或者在元件端部发 斑点的膜元件应该根据本文 3.3进行重 密封和包装 

• 在遵 本文 3.2 说明的情况 ， 膜元件转为湿膜元件后的保存日期从重 密封和包装后不超过 3 个

。 

4.  膜系统的封存 

使用后的膜元件应当保持在湿润条件  

4.1.  在膜系统停 超过 48小时后应该采 列措施。对于膜系统的短时间停 应该进行常规清洗程序。 

4.2.  在进行膜系统进行封存之前应当对膜元件进行化学清洗。封存过程应该在清洗和消毒处理后立即进行，

清洗/消毒和封存之间的时间周期最大不应该超过 12小时。 

4.3. 封存通过带 化学清洗块的浓度为 1-1.5%的焦 酸 溶液的循 实 。通过膜系统的溶液循 应该进

度 1小时。在封存期间应该确保系统的不透气性及避免透入外部空气。 



4.4. 关闭所 的龙头/阀门。在焦 酸 溶液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的情况 ，将会引起 酸盐离子氧化进

滤液中，溶液的 pH值将 降。 

4.5. 对密封的膜系统应当进行系统的 pH值检测。pH值应当不小于 3.如果 pH值小于 3，应当更换 腐剂溶

液。 腐剂溶液应当 3个 更换一次。 

4.6. 停用期间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35°C，不应低于 0°C。最佳储存温度为 5-15°C。 

4.7. 恢复 装工作前应进行不少于 1小时的 腐液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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