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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 用天然 锰砂 滤料 cJ/T 3041一1995

The filter manganese ore for

water treatment

1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处理用天然锰砂滤料及锰矿承托料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

贮存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饮用水的地下水除铁除锰过滤用天然锰砂滤料及锰矿承托料。用于工业用水的

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亦可参照使用。

2 91用标准

GB 5749

GB 6003

GBJ 13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试验筛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3 天然锰砂浪料的技术要求

3.1用于地下水除铁和除锰的天然锰砂滤料，其锰的形态应以氧化锰为主。含锰量(以MnO:计，下同)

不应小于35%的天然锰砂滤料，既可用于地下水除铁，又可用于地下水除锰;含锰量为20%-30%的天

然锰砂滤料，只宜用于地下水除铁，含锰量小于20%的锰矿砂则不宜采用。宜优先采用经过科学试验或

生产使用证明能获得良好除铁和除锰效果的天然锰砂品种作撼料。

3.2 天然锰砂滤料的平均密度一般在3. 2 g/cm'至3. 6 g/cm3范围内。使用中对密度有特殊要求者除

外。

3.3 天然锰砂滤料的盐酸可溶率不应大于3.5%(百分率按质量计，下同)。

3.4天然锰砂滤料的破碎率和磨损率之和不应大于3%.

3.5天然锰砂滤料应不含肉眼可见泥土、页岩和外来碎屑，含泥量不应大于2.5%,

3.6 滤料的水浸出液应不含对人体有毒、有害物质。

3.了 天然锰砂滤料的粒径

3.7.1 天然锰砂滤料的粒径范围，最小粒径为0. 5-0.6 mm，最大粒径为1. 2-2. 0 mm。当对天然锰

砂滤料的有效拉径和不均匀系数有特殊要求时，可按要求来选择滤料的粒径范围。
3.7.2 在各种粒径范围的天然锰砂滤料中，小于指定下限粒径的不应大于3%，大于指定上限粒径的

不应大于2%,

锰矿承托料的技术要求

  锰矿承托料与天然锰砂滤料应为同一产地的矿石，两者的密度应基本相同。

锰矿承托层应不含肉眼可见泥土、页岩和外来碎屑。承托料含泥量不应大于1%,
承托料的水浸出液应不含对人体有毒、有害物质。

4.1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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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1

4.4.2

5%,

锰矿承托料的粒径

  锰矿承托料的粒径范围，为2̂-4 mm,4-8 mm,8-16 mm.

在各种粒径范围的锰矿承托料中，小于指定下限粒径的及大于指定上限粒径的均不应大于

5 检验方法

检验方法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

6 标志、包装、运物和贮存

61 标志

6.1.1 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的包装袋上应印字标明产品名称、粒径范围和生产厂名。

6.1.2 天然锰矿滤料和锰矿承托料的包装袋上，应按表1规定的颜色印字。

                                                      表 1

分类 天然锰砂滤料
锰矿承托料，mm

2- 4 4̂ -8 8̂ -16

字的颇色 橙 黄 绿 蓝

6.2 包装

6.2.1 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宜使用耐用织物袋包装运输。

6.2.2 天然锰砂a料和锰矿承托料的每袋包装质量为40士0. 5 kg,

6.3 运输和贮存

6.3.1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在运输和贮存期间应防止包装袋破损，以免漏失或混人杂物。

6.3.2 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应按粒径分别堆放，不宜与其他滤料一起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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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天然括砂沁料的检验方法

        (补充件)

A1 总则

Al. 1 本检验方法适用于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

A1. 2 称取天然锰砂滤料和锰矿承托料样品时应准确至所称样品质量的0.1%。样品用量与测定步骤，

应按照本方法的规定进行。

Al. 3 本方法所用的容量器皿，应进行校正。

A1. 4 本方法在进行筛分、破碎率和磨损率检验时用的试验筛、应符合GB 6003的规定。

A2 取样

A2.1 堆积天然锰砂滤料的取祥。在滤料堆上取样时，应将滤料堆表面划分成若干个面积相同的方形

块，于每一方块的中心点用采样器伸人到滤料表面150 mm以下采取，然后将从所有方块中取出的等量

(以下取样均为等量合并)样品置于一块洁净、光滑的塑料布上，充分混匀，摊平成一正方形，在正方形上

划对角线，分为四块，取相对的二块混匀作为一份祥品(即四分法取样)，装人一个洁净容器内。样品采取

量应不小于4 kg,
A2.2 袋装天然锰砂的取样，取袋装滤料祥品时，由每批产品总袋数的5%中取样，批量小时不少于3

袋。用取样器从袋口中心垂直插入二分之一深度处采取，然后将从每袋中取出的等量样品合并，充分混

匀，用四分法缩减至4kg，装入一个洁净容器内。

    锰矿承托料的取样量可根据测定项目计算。

A2. 3试验室样品的制备。试验室收到天然锰砂滤料试样后，根据试验目的和要求进行筛选和缩分。然

后在105̂-110℃的千操箱中干燥至恒量，放置磨口瓶中保存。

A3 检验方法

A3.， 含锰量

    用作天然锰砂滤料和承托层的锰矿石，其含锰的测定可按GB 1506的有关规定执行。

A3.2 密度

    向李氏比重瓶中加入煮沸并冷却至约20℃的燕馏水至零刻度，塞紧瓶盖，在20士1℃的恒温水槽中

静置1h后，调整水面准确对准零刻度，擦干瓶颈内壁附着水，通过长颈玻璃漏斗慢慢加人洗净干燥的

滤料样品或颗粒小于4 mm的锰矿承托料祥品100 g，边加边向上提升漏斗.避免漏斗附着水及瓶颈内
壁粘附样品颗粒，旋转并用手轻拍比重瓶，以驱除气泡。塞紧瓶盖，在20士1℃的恒温水槽中静置1h后，

再用手轻拍比重瓶，以驱除气泡，记录瓶中水面刻度体积。

    样品的密度按式(A1)计算。

(A1)

式中:P— 样品的密度，g/cm' 3
    m— 样品的质量，9;

      v— 加样品后瓶中水面刻度体积,cm',

A3.3 盐酸可溶率

    将滤料样品用蒸馏水洗净，在105.110℃的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量。称取样品50 g,置于500 mL烧

杯中，加入((1+1)盐酸160 mL使样品完全浸没，在室温下静置，偶作搅拌，待停止发泡30 min后，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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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溶液，用蒸馏水反复洗涤样品，直至用pH试纸检查洗净水呈中性为止。把洗净后的样品移人已恒

量的称量瓶中，在105̂-110℃的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量。

    盐酸可溶率按式(A2)计算。

                              盐酸可溶率(%)

式中:m— 加盐酸前样品的质量，9;
    m,— 加盐酸后样品的质量，9。

    从 一 ”之;
二 二 一

            力;
X 100 .·······.’.....········.⋯ ⋯(A2)

A3.4 破碎率和磨损率

    滤料样品经洗净干燥并通过筛选，取粒径为0. 5-1. 0 mm
150 mm的金属圆简内，加入6颗直径8 mm的轴承钢珠，盖紧筒盖
的振荡机上振荡15 min。取出样品，分别称量通过筛孔径。. 5 mm

的样品50 g,置于内径50 mm、高

，在行程为140 mm,频率150次/min
而截留于孔径0. 25 mm筛上的样品

质量和通过筛孔径。.25 mm的样品质量。

    破碎率和磨损率分别按式(A3)和式(A4)计算。

                    破碎率(%)一会X 100·································⋯⋯(A3)

磨损率(%)一会X 100······························⋯⋯(A4)
式中:m— 样品的总质量,g;

    m,— 通过筛孔径0. 5 mm而截留于孔径0. 25 mm筛上的样品质量+g;
    二:— 通过筛孔径。.25 mm的样品质量+g

A3.5 含泥量

  称取干燥滤料样品500 g，置于1 000 mL洗料筒中，加人清水，充分搅拌5 min，浸泡2h，然后在水中

搅拌淘洗样品，约1 min后，把浑水慢慢倒入孔径为。.08 mm的筛中。测定前筛的两面先用水湿润。在

整个操作过程中，应避免砂粒损失。再向筒中加入清水，重复上述操作，直至简中的水清沏为止。用水冲

洗截留在筛上的颗粒，并将筛放在水中来回摇动，以充分洗除小于。.08 mm的颗粒。然后将筛上截留的

颗粒和筒中洗净的样品一并倒入搪瓷盆中，置于105̂-110℃的千燥箱中干燥至恒量。

    含泥量按式(A5)计算。

                    含泥量眺，一m云 m, X 100m ·”···“···········”······⋯⋯(A5)
式中:，— 淘洗前样品的质量，9;

    m,— 淘洗后样品的质量，9。
A3.6 筛分

    称取千燥的滤料样品100 g,置于一组试验筛(按筛孔由大至小的顺序从上到下套在一起)的最上一
只筛上，底盘放在最下部。然后盖上顶盖，在行程140 mm,频率150次/min的振荡机上振荡20 min，以

每分钟内通过筛的样品质量小于样品的总质量的。.1%作为筛分终点。然后称出每只筛上截留的滤料

质量，按表A1填写和计算所得结果，并以表A1中筛的孔径为横坐标，以通过该筛孔样品的百分数为纵

坐标绘制筛分曲线。根据筛分曲线评定天然锰砂滤料的粒径是否符合要求，或确定滤料的有效粒径和不

均匀系数。

表A1中:m— 天然锰砂滤料样品的总质量,g,

                          me=m,+ms

                        ms=me+ms=m，十ms+ms

                        m,a=m9+m,=m,+m。十ms+m,

                        m� =m,。十mz=m,+m5+ms+m。十m,

                        m,z 0m,，十m2=m,+ms+m5+m,+ma+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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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锰矿承托料的密度

    锰矿承托料密度，按照锰矿承托料的铺料层次及粒径范围分组测定。测定前将样品洗净和干燥至恒

量，并按下述步骤分别测定。

                                                    表 A1

OAamm
截留在筛上

的样品质量，9

通过筛的样品

质量，9 百分数，%

  d,

  d,

  d,

  d4

  d3

  d,

底盘

刃1

爪2

即甚3

从心

”召5

刀砚已

刀皿甲

冲忿t空

刃盆11

刀翻10

即盆.

”盆日

翻月，

令X100%

令X100%

令X100%

令X100%

令X100%

繁X 100%

    粒径4̂-8 mm或8̂ 16 mm的样品，称取300 g，慢慢加入盛有250 mL(V3)煮沸并冷却至20℃左

右的水的500 mL量筒中，旋转及用手轻拍量筒，以驱除气泡。在20士1℃的恒温水槽中静置1h后，再

用手轻拍量筒，以驱除气泡，记录量筒中水面刻度体积(V3),

    锰矿承托料的密度按式(A6)计算。

P令
      ”刁

V:一V,
.⋯“.““·““..·..·⋯ ⋯ (A6)

式中:P— 样品的密度，g/cm':
    二— 祥品的质量，9;

    V,— 加样品前量简中水面刻度体积，cm,;

    Vp— 加样品后量筒中水面刻度体积，cm3,

A3.8锰矿承托料的含泥量
    将样品在105̂-110℃的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量，并按表A2规定分别测定。

                                                      奔 A2

样品粒径，mm

4̂-81 500
8̂ -16

样品质量，9 2 500

    称取上表中规定的样品质量，置于搪瓷盆中并加入清水漫泡2h后，在水中搅拌淘洗样品。以下操

作按照本检验方法A3.5条作。其含泥量按式(A5)计算。

        附 录 B

溥料和承托科的铺装方法

        (参考件)

本铺装方法适用于天然锰砂滤料滤池。



CJ/T 3041一1995

B1 准备

Bl.， 配水系统安装完毕以后，先将滤池内杂物全部清除，并疏通配水孔眼和配水缝隙，然后再用反冲

洗法检查配水系统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Bl. 2 在滤池内壁按承托料和滤料的各层顶高，画水平线，作为铺装高度标记。

B1. 3 仔细检查不同粒径范围的承托料，按其粒径范围，从大到小依次清洗，以备铺装。

B2 铺装

B2.1 铺装最下一层承托料时，应注意避免损坏滤池的配水系统。待装承托料应吊运到池内，再行铺

撒;或者使池内充水至排水槽顶，再向水中均匀撤料，然后排水，使水面降至该层顶面高度水平线，用锹

铺匀。铺装人员不应直接在承托料上站立或行走，而宜站在木板上操作;在池内的操作人员应尽量少，以

免造成承托料的移动。在下一层铺装完成后，才能铺装上一层承托料。

B2. 2 每层承托料的厚度应准确、均匀，用锹或刮板刮动表面，使其接近于水平面，高度应与铺装高度

标记水平线相吻合。

B2. 3 在铺完2-4 mm的承托料后，应用该撼池上限冲洗强度冲洗，以排除承托料中的泥沙。

B2.4 承托料全部分层铺装就位后，采用从池顶向水中均匀撤料的方法，撒人预计数量的滤料(包括应

括除的轻物质和小于指定下限粒径的细顺粒)，然后进行冲洗。冲洗后刮除轻物质和小于指定下限粒径

的颗粒。按上述方法操作后，如滤料厚度达不到规定的数值，应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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