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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介绍
(S) 阻垢 (P) 防止 (3) Ca(HCO3)2 可溶性

使

暂时硬度

变为

碳酸钙 + 纯水

CaCO3 + H2O

+ 二氧化碳

+ CO2

这是 FILTERSORB SP3的定义

SP3科学和科学方法

A. 科学是基于对世界的描述

可测量的事实，数据和可测试的公式

解释说明硬水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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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科学和科学方法

FACTS 硬水

[数据] 碳酸钙 CaCO3
“ 一种非常有用的材料”

= “配方中钙、镁化合物均为 M=金属钙或镁同是第 2组（元素周期表），性质相似”

TESTABLE 说明

O 氧化物
CaO = 氧化钙

MgO = 氧化镁

OH 氢氧化物
Ca(OH)2 = 氢氧化钙

Mg(OH)2 =氢氧化镁

HCO3 碳酸氢盐
Ca(HCO3)2 = 碳酸氢钙

Mg(HCO3)2 = 碳酸氢镁

CO3 碳酸盐
CaCO3 =碳酸钙

MgCO3 =碳酸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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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科学和科学方法

B. 科学的假设（公理）：

1. 水的化学性质受自然规律支配

(H+) Hydrogen氢 + (OH-) Hydroxides 氢氧化物= H2O水

2. 这是有原因的以及每一个阻垢发生的背后的效应关系

• 有人可能会问，阻垢从何而来？

• 最初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

水 + 二氧化碳 + 钙 + 镁 + 氧化物 + 氢氧化物 + 碳酸氢盐, 使水变硬叫作

暂时硬度

H2O + CO2 + Ca + Mg + O + OH + HCO3 和饱和后的 Ca(HCO3)2

暂时的硬度存在是一个科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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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水和软水

1. 测试硬水 vs. 软水的科学方法

肥皂测试

知道什么是“肥皂”很重要！

“肥皂” 不是“清洁剂“

肥皂在硬水里会产生“泡沫”但不是清洁剂。注意，清洁剂通常与任何水

会产生很好的泡沫。使用软水，你永远不会摆脱留在你身体的肥皂和肥皂

残留导致的皮肤病（阅读案例研究）。所有的清洁剂都是无皂的。泡沫是

因为石膏，其中主要是硫酸钙 CaSO4。

5



肥皂试验

“肥皂香皂”这个词不是开一个玩笑！

肥皂是“ 天然硬脂酸钠”

“泡沫”形成的化学过程

硫酸钙 + 硬脂酸钠


硬脂酸钙 + 硫酸钠

(硬度) (肥皂) (泡沫)

配方 科学方法

CaSO4 + 2C17H35COONa Ca( C17H35COO)2 + Na2SO4

结论 “清黄”试剂盒的检验说明

•沉淀反应一般定义为在 SP3体系前和 SP3体系后形成不溶性固体

清黄测试 入口 Inlet 出口 Outlet

条件 不溶解 溶解

视觉外观 浑浊 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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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说明

C. 科学的方法：回答问题

使用测试解释

1. 问问题为什么 SP3更好？

a) 为什么软水处理如此昂贵？

b) 为什么人类需要水？

c) 什么导致高血压？

d) 为什么钙如此重要？

e) 为什么缺镁是危险的？

f) 癌症是由什么引起的？

g) 软水是如何引起心血管疾病的？

h) 什么是水的饱和溶液和溶质？

i) 导致湿疹的原因是什么？

7



检验说明

2. SP3 治疗提供了一个可以测试的初步解释

钙镁化合物的溶解度及其反应

•溶剂: 在试验中溶解材料的液体。

•溶质: 将在测试瓶中的溶剂里溶解的物质。

•溶解: 溶解在试验水中的结果。

溶质 + 溶剂 = 清液

•溶解度: 试验粉（溶质）溶解的程度

•可溶性: 该材料或试验粉末将溶解在良好的水中

•不溶: 不溶性，不溶于 SP3水，即硫酸钙（CaSO4）及硫酸镁（MgSO4）

注释: 二氧化碳 CO2 (aq.)溶液有时被称为“碳酸”

H2CO3但这并不存在！

CO2 (aq.) + H2O ↔ H+(aq.) + HCO3-(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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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说明

钙镁化合物的溶解度及其反应

(继续)

•饱和的: 表示饱和溶液，其中溶质不会溶解。


硫酸钙饱和水不会溶解试验粉


钙和氧化镁或氢氧化物溶于 H2CO3水中，直至饱和 Ca(HCO3)2.

这些是水垢和碱性溶液的主要原因


碳酸钙和碳酸镁都不溶于水，但它们很容易溶于酸。水的 PH值不变，

碱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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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C. 第三步: 收集数据 FACTS

注释：使用离子交换硬水会增加成本，因为需要氯化钠或盐酸来进行再生，

这导致水或氢离子中的钠离子含量高，从而降低了水的 PH值。

• CaCO3 + 2HCl Ca2+(Cl-)2 + H2O + CO2

• CaCO3 + 2NaCl Ca2+(Cl-)2 + H2O + 2Na+

然而，一个消极的观点！钠离子和氢离子都能引起高血压和酸性身体细胞，

并能导致癌症，这不是一个假设或理论，而是一个科学事实。测试研究应该

在各方面都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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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案例研究:
酸溶液的 PH值＜6.8. 这些通常是盐，它们本身是由中和的酸和碱形成的。

这就是结晶发生时 PH 值下降的原因。 例如：板块辅助结晶

（TAC）。因为所有的酸都来自水中的氢离子和用剩下的离子钙

（Ca2+）和氯化物（Cl2-）变成 CaCl2 盐，同样的反应发生在镁

（Mg2+）和氯化物（Cl2-）变成MgCl2，这是真实的。

FACTS that事实是，在所有的酸中都有更多的氢离子，与氯化物一起生成

盐酸。这是腐蚀的主要原因也是唯一原因，这是一个科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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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核辅助结晶 (NAC)

• NAC的结晶过程不同于其他水结晶过程。与水和气体/溶液反应的固

体多相催化剂。

•反应发生在 SP3表面，这是一种玻璃表面涂有钙和陶瓷珠。反应物

被吸附在催化剂 SP3表面，在“活性位点”玻璃表面破裂。 这些反

应物是物理吸附的，非常“弱”地束缚在 SP3表面。当高浓度的反应

物彼此非常接近，削弱了反应物离子内部的原始分子键时，在几秒内

分离出来，并成功实现了“富有成果”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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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离子 (HCO3-)
碳酸氢离子为 HCO3

SP3
Ca(HCO3)2 CaCO3 + H2O + CO2

不溶性的碳酸钙，纯水，和二氧化碳气体，在 SP3表面以碳酸根离子

CO32- 为基底，获得两个质子形成

H2O + CO2 + Ca2+

它们在 SP3表面分离，CO2在这个公式中作为过饱和的 CO2，Ca开始

成核，变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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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离子 (HCO3-)
顺便说一句，H2O是中性氧化物，因为它的 PH值为 7。从逻辑上讲，氧离子/
水合质子离子浓度等于氢氧根离子浓度。

吸附强度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光滑的表面和 SP3有一个玻璃表

面。

水 阳离子/氢离子+氢氧根离子

但是，在这个反应中，水即是酸又是碱，一个水分子酸把一个质子给另一个

水分子，这个水分子变成一个氧离子（水合质子），另一个水分子（碱）同

时接受一个质子！

因此，水是两性氧化物：也就是说它即是质子受体又是质子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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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离子 (HCO3-)
碳酸氢离子 HCO3- 既可以作为碳酸根离子也可以作为带碱的酸根或带

酸的碱根，这种行为被称为两性的 HCO3- ，作为一个碱根，从酸中接

受一个质子。

HCO3- + OH- H2O + CO2

HCO3- 作为一种酸，把一个质子提供给氢氧根离子。

MORE SIMPLE: 反应物 Ca(HCO3)2结合到 SP3催化剂玻璃表面（化

学吸附）一定要非常强才能尽可能地分离反应物离子，但是足以处理

所有的离子和产物，使其从 SP3表面“逃离”，这一过程称为解吸过

程。

Nucleation成核 Adsorption吸附

Assisted 辅助 Desorption解吸

Crystallization 结晶 in one process在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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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 功能

在 SP3 NAC工艺中使用了非常昂贵的陶瓷珠。玻璃涂层在催化剂上是很不

寻常的，但它保持了最大的表面积从而得到最大的，因此也是最有效的反应

速度。这意味着催化剂 SP3必须由分布在陶瓷载体上的高温玻璃表面物理

支撑。行业中所有其他可用的介质都在扩展，和活性位点在催化剂表面很少。

这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效率。

例如: 模板辅助介质（TAC）扩大到原来大小的两倍，失去了反应的活性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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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3 中毒

活性位点: 并非所有的介质表面都是有效的，由于 Ca2+晶体在离子水平上的微小

缺陷。 对于任何催化表面，这是希望有裂痕的表面之前，它们比粗糙的膨胀表面

更有效。

重点:尽可能避免 SP3 催化剂中毒。


高铜和含铁量高会导致这些杂质，因为它们可以结合在表面的 SP3活性位

点上。它大大降低了 SP3的效率，特别是当最有效的 SP3催化剂位点结合
杂质最强时，与反应物 Ca(HCO3)2离子竞争。


硫化氢会毒害 SP3介质，因此应采取预防措施，使水不含硫。


商业系统必须每三年更换一次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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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案例研究:
•锅炉

• 热交换器

• 冷却塔

• 商业应用


温馨提示: 什么是 FILTESORB SP3 ，它是如何工作的?


SP3 是一种介质，它可以在不使用任何再生或化学物质的情况下改

变防垢率。它参与反应，将硬度转变为无效、无害的晶体。

FILTESORB SP3
第一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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