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发电与水处理
水处理及工艺过程处理

工业用电去离子模块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公司试图寻找一种操作简单、无需酸碱再生的技术来替代混床技术。现

在的 EDI 技术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而其中 GE 的 E-CELL 品牌的 EDI 在全球范围占据约一半

的市场份额。

目前，最新流行的纯水处理技术为：

预处理-MF/UF 反渗透 E-Cell

E-CELL 的 EDI 采用模块化技术，通过不同数量的模块搭配，可以适应各种水处理要求。其为发电、半

导体、微电子、化工以及制药等行业的高纯水的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EDI 系统整机

EDI 利用传统的离子交换树脂将水中的污染离子去除，其最大的优点在于：EDI 技术采用直流电迫使

污染离子持续的从进水中迁移出来，并穿过离子床和离子交换膜进入浓水室。同时直流电能够将水

分子电离成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持续的对树脂进行再生。因此 EDI 可以连续、可预知的生产出等同

甚至优于混床出水的高纯水。

EDI相较于混床
· 工艺先进

· 无需化学品再生，不产生酸碱废水

· 运行成本大幅低于混床

· 连续运行，操作简单

· 减少设备占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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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典型应用
· 半导体、电子、太阳能

· 化工、钢铁、冶金

· 发电（锅炉给水）

· 制药（高温制药用模块）

· 实验室（Mini 模块）



工业用电去离子 (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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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ll 模块分解图

3 系列工作原理 3 系列典型流程图

GE 的 3 系列 EDI 在浓水室添加离子交换树脂。这种专利技术发明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真正的商

业运用始于最近数年。

3 系列 EDI 的特点
· 浓水室添加树脂，电耗低

· 逆流运行，降低结垢倾向

· 出水水质高，长期运行稳定

· 无需向浓水室加盐和浓水循环，简

化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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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
· 具有 CE 和 CSA 标识

· FDA 认证（制药用模块）

· 由通过 ISO9001:2008 认证的工厂制

造



3 系列常温模块

还有常温MK-3Pharm（制药用）、MK-3Mini（实验室用）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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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名称 E-CELL-3X MK-3

尺寸

重量

装运重量 135kg 92kg

尺寸（宽x高x厚） 31cm x 61cm x 66cm 30cm x 61cm x 48cm

进水

水质

要求

总可交换阴离子（ppm以CaCO3计） <25 <25

电导率（μS/cm） <43 <43

pH 4-11 4-11

温度（°C） 5-40 5-40

硬度（ppm以CaCO3计） <1.0 <1.0

二氧化硅（ppm以SiO2计） <1.0 <1.0

TOC（ppm） <0.5 <0.5

浊度（NTU） <1.0 <1.0

色度（APHA） 5 5

余氯（ppm） <0.05 <0.05

Fe, Mn, H2S (ppm) <0.01 <0.01

氧化剂 未检出 未检出

油脂 未检出 未检出

SDI15min <1.0 <1.0

出水

水质

电阻率（Mohm.cm） >16 >16

pH 6.5-8.0 6.5-8.0

二氧化硅去除率 高达99%或低于5ppb 高达99%或低于5ppb

硼去除率 >98% >98%

工作

参数

最大产水量（m
3
/hr) 6.4 4.5

产水量范围（m
3
/hr) 2.3-6.4 1.7-4.5

极水流量设定（L/hr） 80 80

回收率 87%-97% 87%-97%

电压（VDC) 0-400 0-300

电流（ADC) 0-5.2 0-5.2

进水压力（Bar） 4.1-6.9 4.1-6.9

淡水进口/出口标准压降（Bar） 1.4-2.8 1.4-2.8

淡水出口/浓水进口压差（Bar） 0.34 0.34



3 高温系列（制药用）模块

模块名称 MK-3 Pharm HT MK-3 Mini HT

尺寸

重量

装运重量 92kg 49kg

尺寸（宽x高x厚） 30cm x 61cm x 48cm 30cm x 61cm x 28cm

进水

水质

要求

总可交换阴离子（ppm以CaCO3计） <25 <25

电导率（μS/cm） <43 <43

pH 5-9 4-11

温度（°C） 4.4-40 4.4-40

硬度（ppm以CaCO3计） <1.0 <1.0

二氧化硅（ppm以SiO2计） <1.0 <1.0

TOC（ppm） <0.5 <0.5

浊度（NTU） <1.0 <1.0

色度（APHA） 5 5

余氯（ppm） <0.05 <0.05

Fe, Mn, H2S (ppm) <0.01 <0.01

氧化剂 未检出 未检出

油脂 未检出 未检出

SDI15min <1.0 <1.0

出水

水质

电阻率（Mohm.cm） >10 >10

pH 6.5-8.0 6.5-8.0

二氧化硅去除率 高达99%或低于5ppb 高达99%或低于5ppb

TOC (ppb) < 500 < 500

工作

参数

最大产水量（m
3
/hr) 4.5 1.5

最大产水量（m
3
/hr) 1.6-4. 5 0.5-1.5

极水流量设定（L/hr） 80 80

回收率 87%-97% 78%-93%

电压（VDC) 0-300 0-150

电流（ADC) 0-5.2 0-5.2

进水压力（Bar） 4.1-6.2 4.1-6.2

淡水进口/出口标准压降（Bar） 1.4-2.4 1.4-2.4

淡水出口/浓水进口压差（Bar） 0.34 0.34

1h高温消毒次数 160 160

消毒温度（°C） 80-85 80-85



GE E-CELL 典型业绩

GE E-CELL 在中国典型行业业绩

中能硅业

天津碱厂

成都天威
华能济宁电厂

南京金陵电厂 山东洪达化工厂

除了 EDI，GE 水处理还提供超滤（浸没式、压力式）、MBR、NF、RO、滤芯、ED/EDR、ZLD (零液体

排放）、ABMet（含金属离子废水处理）、RO 整机、海水淡化、HERO 等产品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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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LL-3X 模块尺寸



MK-3 模块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