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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混凝-超滤中膜污染与
絮体水动力学的关系

宋婷婷 赵长伟* 王 涛 栾兆坤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摘 要 为了解在线混凝-超滤过程中膜污染与组件内部絮体水动力学的关系，采用一种粒子成像测速技术 PIV，在线

监测混凝-超滤过程中絮体在组件内的流动状况及流体力学特性，并采用 SEM 对污染后的膜进行了分析表征。结果表明，

在 0． 05 MPa 下，随运行时间延长，出现了膜通量衰减现象。同时，膜表面絮体的水动力学性质发生较大的变化，PIV 实验发

现沿中空纤维膜轴向，上部絮体水动力现象变化较大，中部次之，下部变化最小，对应的 SEM 照片可以看出膜污染在轴向

分布不均，上部污染最重，中部次之，下部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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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lationship between membrane fouling and flocs
hydrodynamics’in in-line coagulation /UF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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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mbrane fouling greatly restricted the membrane life and separation efficiency in the appli-
cation of removing the natural organic matter in drinking water． It usually requires pretreatment to reduce mem-
brane fouling for improving the removal efficiency of NOM and weakening membrane fouling． And coagulation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ell technology in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pretreatment of the membrane
filtration． Most researches on coagulation /UF focus on the macroscopic separation at present，but they pay a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fluid hydrodynamics performance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membrane contamination in the ac-
tual operation．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find a new method to explore the fluid hydrodynamics around the mem-
bran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luid velocity field in the reactor，and then we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mem-
brane fouling．

Key words in-line coagulation /UF; PIV; flocs; membrane fouling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1176245 ) ; 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 2012BAJ25B02，2012BAJ25B06)

收稿日期: 2013 － 09 － 02; 修订日期: 2013 － 12 － 26

作者简介: 宋婷婷( 1987—) ，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膜界面行

为。E-mail: songting666@ 163． com

* 通讯联系人，E-mail: zhaocw@ rcees． ac． cn

在膜技术去除饮用水中天然有机物的应用中，

膜污染问题极大地限制了膜的使用寿命和分离效

率［1-3］。为提高超滤对水中天然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并减缓膜污染，通常需要对水进行预处理。混凝是

水质安全处理工艺中最普遍采用的单元技术，也是

膜滤技术常用的前置预处理单元技术［4，5］。但是现

有关于混凝-超滤组合工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宏观

的分离效果上［6，7］，很少关注实际运行过程中流体

水动力学动态表现以及膜表面污染的动态过程观

测。因此，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探求膜周围和膜组件

内部的流体水动力学，对研究膜组件内流体速度场

分布，有效控制膜污染起到重要的作用。

粒子成像测速技术(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

PIV) 是一种由流动显示技术发展而来的非接触式、
瞬态的整场流动测量方法，通过流体中的颗粒，根据

图像处理技术分析粒子图像可以得到空间多点的速

度矢量［8］。该技术突破了传统流动单点测试技术

的局限，能够在对流场不产生干扰的基础上，实现流



第 10 期 宋婷婷等: 在线混凝-超滤中膜污染与絮体水动力学的关系

动瞬态、全场的测试，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分辨

率［9］。由于 PIV 技术能够直观地监测瞬时全场的

流动信息，这一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流动

测量中。目前，国外已有一些学者将 PIV 与膜污染

研究结合在一起。Yeo A． P． S． 等［10］研究了曝气与

不曝气时，淹没式中空纤维膜的性质，研究了轴向流

速，气泡尺寸和气泡密度对膜污染的影响。Gim-
melshtein M．［11］等研究了板式膜表面的流体流动情

况，研究了流体速度的测量和紊流指数大小的评估。
Martinelli L．［12］等研究了气泡的大小和形状对控制

膜污染的影响，定量解释了膜表面的液体循环和剪

切力对污染阻力的影响。Lindeboom Ｒ．［13］等利用

PIV 研究了管式膜系统中的模型颗粒动力学，探讨

了活塞流的相关机理。
国内应用 PIV 研究膜污染的例子尚不多见，而国

外多以示踪粒子为模型颗粒来研究膜附近的流场的

相关性质，很少涉及混凝-超滤集成工艺中实时在线

过程观测及流体特性研究。因此，本研究运用 PIV 研

究在线混凝—超滤中流体流速场及流体特性研究。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材料及仪器

1． 1． 1 实验材料
腐殖酸( humic acid sodium salt，H16752，分析纯，

Sigma-Aldrich 公司) ，按照文献［14］的方法进行纯化

处理。腐殖酸储备液由 2 g 腐殖酸溶解在 1 000 mL
去离子水中，搅拌 24 h 后储存在 4℃待用。聚合氯化

铝( PACl，碱化度为 86%，铝含量为 30%，淄博旭贝化

工有限公司) ，氢氧化钠( 分析纯) 、盐酸( 分析纯) 、碳
酸氢钠( 分析纯) 均购买于北京化工厂。

超滤膜选用自产的聚偏氟乙烯( PVDF) 中空纤

维超滤膜，平均孔径为 80 nm; 超滤膜组件自制，膜

组件由 一 根 膜 制 成，膜 长 度 为 90 mm，膜 内 径 为

0. 95 mm，外径为 1． 9 mm，总过滤面积为 0． 54 cm2。
1． 1． 2 实验仪器

六联搅拌器( ZＲ4-6 型混凝实验搅拌机，北京岱

远技术中心) ，PIV 系统( 北京立方天地科技) ，Mas-
tersizer2000 激光粒度仪( Malvern 公司) ，场发射扫

描电镜( FE-SEM，日本日立公司) ，配有 EDX 能谱

仪。紫外分光光度计( D5000，美国 HACH 公司) 。
1． 2 实验装置与方法

1． 2． 1 混凝最佳投加量烧杯实验
配制实验原水，用上述腐殖酸添加到去离子水

中进行配制，腐殖酸浓度为 10 mg /L，投加 5 mmol /L
的碳酸氢钠作为缓冲盐，调节配水的 pH 为 7． 5。实

验在室温 25℃下进行，选取 12 个 2 L 的圆形烧杯，

分别称量 1 L 的实验原水倒入 12 个烧杯中。将烧

杯放入六联搅拌器中，向烧杯中依次加入 0． 1 ～ 1． 2
mmol /L 的 PACl 混凝剂，进行搅拌混合实验，混凝开

始后，首先以 200 r /min 的转速搅拌 1 min，再以 50
r /min 的速度初始絮凝 0 ～ 15 min，最后静沉 20 min，

取上清液过 0． 45μm 的水系微滤膜。在 254 nm 的

波长下，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其吸光度 UV254，以

此确定混凝剂的最佳投加量［15］。此混凝剂的最佳

投加量为使混凝发挥最优功效，有机物去除率达到

较优水平时的投加量。
1． 2． 2 混凝-超滤过程的 PIV检测

实验采用自制动态实时运行的可视化混凝-超
滤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原水经过 N2 加压后，从

料液槽进入混合池中，在混合池与 PACl 混凝剂完

全混合后进入絮凝池，在混凝池经过充分的絮凝过

程，絮凝后的水连同絮体从装置右侧下方进入超滤

膜反应器，进行超滤分离过程，膜滤后出水由装置左

侧上方排除。出水流量由恒流泵控制在 35． 49 mL /
min，以维持反应器的跨膜压差恒定在 0． 05 MPa。
在恒定的跨膜压差条件下，膜通过外压方式产水。
料液槽的压力由减压稳压阀控制，进水流量由玻璃

转子流量计控制，混合与混凝过程依靠磁力搅拌器

控制，膜组件的压力由量程为 0． 1 MPa 的压力表进

行检测。

图 1 混凝-超滤实验装置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实验前，新膜至少在去离子水中浸泡 24 h，膜渗

透通量测定之前，至少在 0． 05 MPa 下压密 80 min，

使其出水通量达到稳定并测定其初始通量 ( J0 ) 。
随后进行在线混凝-超滤动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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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系统由一个半导体激光发生器，一个高速

的 CCD 相机( 像素为 1 280 × 1 024 ) 和一个过程控

制软件 MicroVec V3 及图像处理软件 tecplot 组成。
实验运行过程中，同时启动粒子图像分析系统

软件 MicroVec V3 图像控制系统，系统在频率控制

模式下运行，中空纤维超滤膜位于有机玻璃容器的

中心部位，半导体激光发生器发射出片光源，在有机

玻璃容器中靠近膜的部位形成一个截面，每隔 10
min 控制 CCD 相机和脉冲激光器对可视化膜组件

内部运动的絮体进行实时拍照处理，记录膜组件内

部絮体的运动情况。同时，每隔 5 min 测定相应的

出水通量( J) ，实验共运行 240 min，记录膜出水通

量变化定义为出水通量( J) 与初始通量( J0 ) 的比

值，即( J /J0 ) 。
实验过程中，控制自动进样器以 240 μL /min 的

流量进样，混合池的转速为 200 r /min，絮凝池的转

速为 50 r /min，进水流量控制在 40 mL /min，出水流

量控制在 35． 49 mL /min。跨膜压差控制在 0． 05
MPa，进行恒压膜过滤实验。PIV 系统中，跨帧时间

设为 70 ms，通道时间设为 2 ms，曝光时间为 2 ms，
采集频率 8 fps。
1． 3 分析方法

膜表面形态及表面污染物采用场发射扫面电

镜-能谱仪分析; 膜附近絮体的流动状态由 PIV 系统

结合 tecplot 软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 1 混凝剂最佳投加量

烧杯实验可以确定混凝剂的最佳投加量，由于

UV254的减少可以粗略反映混凝剂去除水中天然有

机物的效率［15］。由于实验用水为不含浊度的 HA
配水，所以只需考虑有机物的去除率即可。图 2 为

PACl 投加量对 UV254的影响。
由图 可 知，当 PACl 投 加 量 为 0 时，UV254 为

0. 265 cm －1，在 0． 1 ～ 0． 6 mmol /L PACl 范 围 内，

UV254 急 剧 减 小，剂 量 高 于 0． 6 mmol /L PACl 时，

UV254几乎不变。剂量为 0． 6 mmol /L PACl 时，UV254

的去除效率达到 87． 9%。因此，本实验选择 0． 6
mmol /L PACl 作为混凝剂的最佳投加量。
2． 2 混凝-超滤实验的 PIV 测试结果

2． 2． 1 混凝-超滤实验中絮体的流动监测
在线混凝-超滤的 PIV 测试实验中，进水流量为

40 mL /min，控制跨膜压差在 0． 05 MPa 实验运行时，

图 2 PACl 投加量对 HA 的去除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PACl dosage on removal rate

半导体激光发生器，在靠近中空纤维膜前表面大约

1mm 处形成一个激光截面，在该截面处，利用 PIV
系统连续拍摄 32 张照片，并利用其自带软件处理计

算出有机玻璃容器中絮体的流速流场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 3 显示，在 15、120 和 220 min 3 个不同时间

点处的絮体平均速度云图，该平均速度是 32 张连续

速度分布图的平均值。由图 3 可以看出，y 轴左侧 x
＜ － 20 的区域内出现整个絮体流场的最大速度区

域，且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高速度的红色区域有上

升的趋势; 在靠近超滤膜的中部位置出现近似矩形

的低流速区，速度几乎为零，且随着运行时间的延

长，由于膜污染加剧，滤饼层增厚，低流速区逐渐变

宽。在 y 右侧近乎是稳定的层流运动，且随着运行

时间延长，速度略有降低。由上述的絮体速度云图

可以看出膜组件中流体从右侧进入装置后先沿装置

底面做层流运动，在遇到装置左边壁之后速度方向

发生改变，沿装置左边壁向上运动，由于超滤膜在组

件中部，因此在左边壁和膜中间出现了一个较明显

的旋涡流，且在运行后期旋涡有上升和分裂的趋势。
由图 3 的涡量图可以看出，在组件的边壁位置出现

了明显的正涡，且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多个小涡逐

渐集中成大涡。在中空纤维膜附近也存在较大强度

的涡流，且随着膜污染的加剧涡流面积明显变大。
这主要是由于边界层效应，在边界层内的流体具有

相当大的旋涡强度。膜污染之后，表面粘附了粘性

絮体，导致边界层的旋流作用加强。
2． 2． 2 轴向不同位置处絮体速度的变化情况

为探讨超滤膜轴向不同位置处的絮体速度变

化，用 tecplot 分别在 15 和 220 min 2 个不同时间点

取y = 10、20、30、40和50mm5个 不 同 位 置 的x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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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时间时膜组件中絮体速度云图和絮体涡量图

Fig． 3 Velocity map in a unit cell of floc and non-dimensional vorticity vector map at different times

向速度 U 作图如图 4 所示，相应速度矢量图如图 5
所示。

由图 4 可以看出，反应器中絮体为环核流动结

构( 即左侧为向上流动，右侧为向下流动) ，这可能

是因为组件的出水管在左侧顶部，进水管在右侧底

部，水流在左侧向上流从出水管流出，在右侧底部水

流则随进水的冲力作用一齐向左侧运动，进而造成

右侧水流整体的向下运动。而在组件中部由于存在

中空纤维膜，所以在左侧存在较明显的旋涡流。
由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在膜右侧的各个位置

的絮体 U 速度曲线接近抛物线型，说明整个区域几

乎全为粘性流体的层流运动，在组件边壁和膜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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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时间时的 U 速度

Fig． 4 U velocity profile at different times

图 5 不同时间处的速度矢量

Fig． 5 Non-dimensional velocity vector map at different times

由于边界层效应絮体速度几乎为零。在主流体区

域，组件上部的 y = 40 和 50 mm 位置的絮体速度随

时间变化较大，在实验运行结束时，y = 50 mm 处的

速度已从最大变成最小。组件中部的 y = 30 mm 处

的絮体速度稍有减小，组件下部的 Y = 10 和 20 mm
位置的絮体速度几乎不变。在靠近膜表面的 x =
－ 4 ～ 4的区域内同样可以明显看出位置越高速度变

化越大，这可能是因为上部膜表面粘附的絮体较多，

形成的滤饼层较厚，污染较严重，絮体的向膜运动受

到阻碍变化较大，而中部膜表面的絮体污染较轻，絮

体速度变化较小，下部由于右侧底部进水口不断进

水冲刷膜表面的缘故，污染最轻。图 6 的膜通量随

时间变化曲线图也可以看出膜的相对通量随时间在

不断衰减。在 0 ～ 20 min 内相对膜通量几乎不变，

随后由于絮体不断黏附在膜表面，并不断被压密，形

成的滤饼层导致传质阻力不断变大，最终相对膜通

量降为 0． 6814。而在膜左侧由于存在漩涡流，所以

流体运动较右侧复杂，但膜附近的絮体流动情况与

右侧相似。

图 6 相对膜通量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Fig． 6 Profile of membrane flux variation

2． 2． 3 絮体 U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为探讨不同位置处的絮体速度随运行时间的变

化，进一步研究随着膜污染的不断加剧，x 方向的絮

体速度 U 的变化情况，分别在 y = 10、30 和 50 mm
处作不同时间点处的絮体 U 速度曲线图，结果如图

7 所示。
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絮体不断黏附在中空纤

维膜表面，并不断地压密，导致膜产水通量不断减

小，同时膜周围的絮体流动状态也会发生变化。图

7( a) 可以看出在膜轴向较低位置的絮体速度随时

间变化不大甚至略有升高; 而图 7( b) 显示随时间变

化略有降低，说明中部位置膜表面出现了絮体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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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时间的 U 速度曲线

Fig． 7 U velocity profile at different times

形成的滤饼层，存在污染情况; 图 7 ( c) 则可以明显

看出絮体速度随时间的衰减现象，说明膜污染现象

较明显。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膜轴向不同位置的

不同污染现象，即膜组件底部由于水力条件较好，絮

体不易黏附在膜表面，进而滤饼层污染较轻，膜中部

由于水力条件的不同，存在轻微膜污染情况，而膜上

部，由于超滤膜池为底部进水，同时絮体存在重力作

用，使得膜池上部的水流流速较低，水力条件较差从

而使得上部膜污染最重。
2． 3 膜污染的 SEM 分析表征

为进一步表征不同位置处的膜污染情况，分别

取膜的上、中、下 3 个部分进行 FE-SEM 表征，结果

如图 8 所示。
上部图片显示，膜污染较严重，腐殖酸絮体形成

了致密的滤饼层附着在膜表面; 中部图片显示，存在

图 8 中空纤维超滤膜膜污染扫描电镜图片

Fig． 8 FE-SEM images of fouled membrane
surface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膜污染但膜污染相对膜上端比较轻，滤饼层明显没

有上端致密; 下部图片显示，絮体零散的粘附在膜表

面上，而且成堆状聚集，膜污染很轻。
FE-SEM 图片与前面讨论的膜周围流体的变化

相符合，有效地证明了中空纤维膜污染的轴向变化

规律。

3 结 论

( 1) 在混凝去除微污染物腐殖酸的实验中，聚

合氯化铝的最佳投加量为 0． 6 mmol /L，腐殖酸的去

除率为 87． 9%。
( 2) 随着在线混凝-超滤实验的运行，膜污染越

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絮体黏附在组件的边壁上和

中空纤维膜表面上，导致边壁和膜表面的边界层效

应不断增强，边壁和膜附近的涡流强度不断增强，膜

周围的代表低流速的蓝色区域也不断扩大，同时膜

的相对 通 量 也 随 时 间 不 断 衰 减，最 终 J /J0 降 为

0． 6814。
( 3) 分析中空纤维膜轴向不同位置处絮体横向

U 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下部的速度随

时间基本无变化，中部的速度随时间稍有变化，上部

的速度随时间变化较大。这说明在膜上部，由于超

滤膜池为底部进水，由于水流和絮体的的重力作用，

使得膜池上部的水流流速较低，水力条件较差从而

使得上部膜表面粘附了较多絮体，滤饼层明显增厚，

膜污染最重。结合 FE-SEM 图片分析可以看出，膜

污染在轴向上呈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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