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阶段，能源紧张、水资源短缺与废水污染治理

深层次问题的凸显，使得废水处理新技术及工艺的研

发持续成为研究热点[1]。其中，膜分离技术已在节能减

排、清洁生产、资源回收等方面展现了明显的技术优

势，已逐渐成为各行业水处理与回用首选技术，也是

当前和未来水质净化处理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2-3]。
从 1960 年至今，膜技术已发展到第 3 阶段

（1990 年至今），即发展到以追求低能耗、高分离效

率、环境友好、绿色能源（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利

用等为目标的膜技术革新阶段，涉及到制膜技术的

进步、创新集成膜工艺的开发与利用等。中国也从最

初的研发参与国发展到膜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大国。
第 3 阶段中有代表性的创新膜技术主要是具有低能

耗、低环境影响负荷特点的正渗透（FO）、膜蒸馏

（MD）等膜分离技术。
FO 技术是一种依靠溶液自身的渗透压作为驱

动力的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型膜分离工艺。近年来，

以其特有的优势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

美国、新加坡、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已得到大量研究[4-5]。
FO 是指利用膜两侧溶液的渗透压差作为驱动力，使

水自发地从较高水化学势（或较低渗透压）一侧通

过选择透过性膜流向较低水化学势 （或较高渗透

压）一侧的过程。膜两侧的溶液分别为具有较低渗

透压的原料液 （FS） 和具有较高渗透压的汲取液

（DS）。选择透过性膜允许水通过而截留溶质分子

或离子，水从 FS 一侧透过选择透过性膜到达 DS 一

侧，从而使 FS 被浓缩，DS 被稀释[4]。
具有高渗透压汲取剂的选择及回收方法是 FO

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关键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 FO
技术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关键。本文叙述了目前 FO
技术研究中汲取剂的种类、特性及其分离回收工艺，

并总结了高效汲取剂的选择标准，旨在为 FO 技术

的深入研究和应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1 汲取剂类型

DS，即汲取剂的水溶液，为 FO 系统提供直接驱

动力，是 FO 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60 年

代以来，人们提出了多种汲取剂并对其性能进行相

关研究[6]。表 1 总结了 FO 研究中所选用的汲取剂。
按汲取剂的性质可大致分为无机型、有机型和磁性

汲取剂。
1.1 无机型汲取剂

大多数的 FO 研究以无机化合物作为汲取剂。
Batchelder 最早以挥发性溶质 SO2 的水溶液作为汲取

剂进行 FO 海水脱盐[7]。2005 年，耶鲁大学 Elimelech
团队提出一种新型的碳酸氢铵汲取剂。McCutcheon
等研究发现，高溶解性的 NH4HCO3 溶液能够产生高

渗透压，从而获得高水通量和回收率[17]。经温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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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可分解为 NH3 和 CO2，易于实现汲取剂的分离。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FO 通量为 3.6～36 L/(m2·h)，截

盐率达 95%～99%，对高含盐 FS 的脱盐效果较好，

并且 DS 含量对内浓差极化现象（ICP）具有重要作

用，进而对 FO 通量行为产生显著影响[42]。Ng 等研究

发现，在 50℃条件下，36.6 g NH4HCO3 溶解于 100 g
水中有轻微浑浊，且有气泡冒出，说明 NH4HCO3 发生

分解[43]。因此在 FO 过程中，能否维持该汲取剂的稳

定性以保证足够高的理想渗透压尚存在疑问。
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开展了关于无机汲取剂的综

合性研究。Achilli 等建立了无机型 FO 汲取剂的筛

选方法，对 14 种无机汲取剂进行实验室模拟分析，

结果表明，汲取剂特性不同，针对 FO 的特定应用目

的来筛选汲取剂是十分必要的，并提出 MgCl2 溶液

是较有研究价值的无机型汲取剂[44]。Tan 等研究了 7
种汲取剂在 FO-NF 组合工艺中的性能，结果表明，

各汲取剂的 FO 过程截盐率均达到 99.4%，MgSO4 和

Na2SO4 是性能最佳的汲取剂[45]。Phuntsho 等筛选了

9 种常见无机肥作为汲取剂，结果表明，不同无机肥

料具有不同的溶液性质，进而影响渗透性能。KCl、
NaNO3 和 KNO3 的水通量最高，而 NH4H2PO4、(NH4)2
HPO4、Ca(NO3)2 和(NH4)2SO4 反向扩散较低[46]。并进

一步提出混合肥料比单一肥料更适于作为汲取剂实

现直接施肥灌溉[47]。Schrier 在利用 FO 进行乙醇浓

缩的研究中，综合考虑 4 种盐溶液的乙醇浓缩效率，

采用 K2HPO4 和 K4P2O7 作为汲取剂，最终得到质量

分数 90%的乙醇溶液[48]。王薇等研究表明，Na2SO4、
MgCl2 的渗透通量大于 MgSO4、NaCl，驱动液中无机

盐向原水中扩散的渗透速率规律为 MgCl2 >NaCl>
Na2SO4>MgSO4

[49]。
NaCl 是一种简单常用的汲取剂，它具有较高的

水溶性和渗透压，便于运用传统的脱盐技术浓缩回

收，且不易结垢，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和污水处理等

领域[50-51]。同时地球上海水资源丰富，在沿海地区经

济易得，且海水本身具有较高的渗透压（2.7 MPa），

可以作为一种天然廉价的汲取剂。
1.2 有机型汲取剂

有机型汲取剂通常是非电解质化合物，其具有

高溶解性且能够产生较高渗透压，被广泛应用于海

水脱盐和食品生产等领域[52，10]。
Kravath 等、Stache、Yaeli、Kessler 等分别以葡萄

糖、果糖、蔗糖及它们的混合溶液作为汲取剂进行 FO
脱盐[10，12-14]。Hyd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公司的

“应急生命包”以可食用的糖类或饮料粉末作为汲

取剂，使环境中的水在渗透压作用下进入膜包，而污

染物被截留，稀释的 DS 可以为使用者同时提供水和

能量，适用于野外探险、灾害救援和军事等领域。这

是基于 FO 技术的少有的几种商业化应用之一。
近年来，人们开发了多种新型的有机汲取剂，Mc

Cormick 等以乙醇作为汲取剂用于高污染水回收[20]。
其它如乙二胺四乙酸、2- 甲基咪唑基化合物、聚丙烯

酸钠、聚乙二醇、有机离子盐溶液等[19，22，26，32-33]。
Adham 等提出一种新型树枝状大分子汲取剂。

表 1 FO 汲取剂及其分离回收方法

Tab.1 Summary of tested DS and their proposed reconcentration and
recovery methods of FO process

汲取剂 参考文献分离回收方法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脂肪族化合物

硫酸铝

葡萄糖

葡萄糖和果糖

果糖、甘氨酸

蔗糖

蔗糖

硝酸钾和二氧化硫

碳酸氢铵

白蛋白

树枝状化合物

树枝状化合物

乙醇

氯化钠

2- 甲基咪唑基化合物

硫酸镁

硫酸镁

氯化镁

氯化镁

氯化镁

聚合物水凝胶

刺激响应型

加入吸光碳粒子

加入炭填料颗粒

加入还原氧化石墨烯

硫酸钠

醋酸镁、甲酸钠、乙酸钠、
丙酸钠

聚丙烯酸钠

乙二胺四乙酸

聚乙二醇、腐植酸

丙酸

尿素、乙二醇

MNPs
超亲水

超亲水

超亲水

热敏性

右旋糖酐涂层

表面离解纳米粒子

注：RO，反渗透；NF，纳滤；UF，超滤；MNPs，磁性纳米粒子。

加热或汽提

蒸馏

加入 Ca(OH)2 生成沉淀

RO
NF

加热分解

加热变形固化

pH/UF

RO
MD

NF

NF
UF/NF

加热 / 加压

阳光照射

太阳能加热

NF
RO

UF

UF/NF

磁分离

UF
FO（RO 浓水作为 DS）

磁场

磁铁

电场 - 纳滤集成系统

[7]
[8]
[9]

[10-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5]
[26]

[27-28]
[29]
[30]
[31]
[24]
[32]

[33]
[19]
[26]
[34]
[11]

[35-36]
[37]
[38]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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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状大分子是结构精确的对称球面或球状纳米结

构，由高度支化结构通过共价键连接中央核组成。它

能够产生高渗透压（2.28 MPa）且易于通过传统膜

分离工艺回收[18]。
聚合物水凝胶是一种新型的有机汲取剂。水凝

胶是聚合物链由物理或化学键连接而成的 3 维网状

结构，尺寸通常在 50～150 μm。它能够通过高含量

亲水基团汲取大量的水，带有离子基团的水凝胶能

够提高渗透压，在脱盐应用中更具吸引力。此外，水

凝胶在环境刺激下（温度、光、压力或酸碱）能够发

生可逆变化，如在温度或压力刺激下发生从亲水性

向疏水性的变化，诱导凝胶粒子释放水。这一特性

使其回收容易，与热法、膜法相比能耗更低[6]。
研究者进一步在聚合物水凝胶基础上进行改性

修饰以提高 FO 性能。Li 等利用刺激响应型离子聚

合物水凝胶作为汲取剂，并进一步加入吸光碳粒子，

利用阳光照射作为刺激使水与汲取剂分离[27]。吸光

碳粒子的加入增加了汲取剂的溶胀率，从而产生高

水通量和水回收率[29]。Zeng 等在水凝胶中加入少量

的还原氧化石墨烯（rGO）能够改善聚合物凝胶的溶

胀性能，显著提高 FO 水通量[31]。以去离子水作为 FS，

加入质量分数 1.2%的 rGO，能够使 2 种水凝胶的水

通量分别增加 164%和 325%。由于 rGO 的吸光特

性，通过太阳能加热实现汲取剂分离，水回收率是纯

水凝胶的 2 倍。
1.3 磁性汲取剂

MNPs 汲取剂能够产生很高的渗透压，与无机盐

相比尺寸较大，易于利用磁场和低压膜过程与水分

离，进一步循环利用[6]。此外，MNPs 结合有机或无机

载体形成的化合物也可用来制备汲取剂。
Bai 等合成了右旋糖酐涂层的 Fe3O4 磁性纳米粒

子，并以其作为汲取剂进行苦咸水脱盐研究，结果表

明，该汲取剂整合了右旋糖酐的良好溶解性和 Fe3O4

磁性纳米粒子的强磁性，不仅能够产生高渗透压，而

且易于利用外部磁铁回收[40]。Ge 等合成了一系列

PEG-(COOH)2 涂层的磁性纳米粒子，平均直径 4.2～
17.5 nm，FO 纯水通量大于 10 L/(m2·h)，但由于存在

粒子团聚问题导致通量下降，FO 性能取决于磁性纳

米粒子汲取剂的粒径、粒径分布和含量[36]。Ling 等合

成热敏磁性纳米粒子汲取剂，粒径均小于 20 nm，且

具有良好的水稳定性，其可逆的热敏特性，可降低磁

分离的强度，保持纳米粒子的完整性[39]。通过表面改

性和降低粒径能够提高 FO 性能。进一步合成了表

面离解纳米粒子作为 FO 汲取剂并成功应用于水回

用。由碱性溶液改性的纳米粒子表现出较高的水通

量和渗透压，其中 NaOH 改性比 Ca(OH)2 改性的纳

米粒子性能更优[41]。

2 影响 FO 性能的汲取剂特性

表征 FO 性能的指标主要有水通量、反向溶质通

量、回收率和脱盐率等。由于不同汲取剂本身物理化

学性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汲取剂进行 FO 试验，其

性能是不同的。汲取剂的主要特性包括渗透压、相对

分子质量、水溶性、黏度、扩散系数、温度、含量和其

他特性。这些特性对 FO 性能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

而是交叉复杂的。
渗透压是指溶液本身固有的，导致选择透过性

膜两侧溶液之间渗透现象发生的压力。根据范特霍

夫（Van't Hoff）定律，理想稀溶液的渗透压为：

π= cRT= ρRT/M。 （1）
式中，π 为稀溶液渗透压，c 为溶质摩尔浓度，ρ

为溶质质量浓度，M 为溶质的摩尔质量，R 为气体常

数（8.314 L·kPa/(K·mol)），T 为绝对温度。该公式

适用于稀溶液和相对分子质量大的溶质。对于一般

溶液的渗透压与浓度的关系，利用维里方程来表示：

π/(cRT)=1+Bc+Cc2+Dc3+……。 （2）
式中，B、C、D 为维里系数[53]。
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DS 渗透压是溶质浓度、溶

质相对分子质量和温度的函数。因此，这些参数能够

影响溶液渗透压，进而影响 FO 性能。在 FS 一定的

条件下，DS 渗透压越高，即膜 2 侧渗透压差越大，FO
过程驱动力越大，则水通量越高，其工艺性能越好。

根据上述溶液渗透压公式，不同相对分子质量

的溶质具有不同的渗透压，因此其 FO 性能也有所不

同。研究表明，相同质量的相对分子质量小的汲取剂

比相对分子质量大的汲取剂具有更高的渗透压，产

生的水通量较大[17]；但相对分子质量小的溶质反向扩

散严重，对 FO 性能产生不利影响[44]。水溶性高的汲

取剂产生的溶液渗透压高，能够产生较高的水通量

和回收率[17]。黏度是用来表征液体性质相关的阻力

因子，黏度小的溶质传质较强，反向扩散严重[54]。
溶质扩散系数 Ds 影响 FO 的性能[4]：

K=δτ/(εDs )。 （3）
式中，K 为溶质扩散阻力，δ、τ、ε 分别为膜支撑

层的厚度、曲折度、孔隙率。由式（3）可以看出，扩散

系数大的溶质扩散阻力小，从而更容易通过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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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层扩散，产生的 ICP 较轻。K 可以用来表征溶质通

过扩散作用进出支撑层的难易程度，因此可以用来

度量 ICP 的严重程度。研究表明，在 FO 模式中唯一

有效减少 ICP 的方法是减小溶质扩散阻力 K，通过

提高温度和改变 Ds 溶质可以减小 K[55-56]。
不同种类及含量的溶液所提供的渗透压是不同

的，因此 DS 含量能够影响 FO 性能。研究表明，增加

DS 含量，FO 水通量上升[57]。但与理论的溶解扩散模

型不同，通量与 DS 含量呈非线性关系，在含量较低

的范围内呈线性关系，但较高含量时呈对数关系。这
主要是由于随着 DS 含量增加，溶液黏度和流动阻力

增大，ICP 更严重，从而导致水通量上升减缓。Tan 的

研究也表明，过高的 DS 含量会造成水通量下降[45]。
因此，对于特定的 FS，选择合适的 DS 含量对提高

FO 性能是十分重要的。
DS 的性质如渗透压、黏度、扩散系数等均受温度

影响。当溶液温度升高时，水分子活动变得激烈，溶

液的黏度相应降低，促进了水的扩散，对膜通量增加

起到促进作用，此外温度影响内浓差极化现象[54，56，58]。
温度与通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当存在特定结垢物种

时，升高温度导致通量下降。研究发现，在较高温度

条件下，膜表面结晶更紧密，降低清洗效率[21，59]。因

此温度能够提高通量，到达某一临界点，膜结垢开始

导致通量下降，影响工艺性能。
除了常见汲取剂的基本特性，新型 DS（如 MNPs

和水凝胶颗粒） 的特殊性质也会影响 FO 性能。例

如，由于 MNPs 的磁性特性，容易发生团聚导致膜污

染，从而降低水通量，通过表面涂层可以缓解或避免

这一现象。此外，Achilli 等研究指出，当 FS 含量高

于溶解极限时，含有成垢离子（如 Mg2+、Ca2+、Ba2+）
的汲取剂在膜表面容易结垢，影响 FO 性能[44]。

Zhao 等系统探究了 FO 内浓差极化现象和溶液

物理化学性质之间的关系[59]。研究表明，ICP 取决于

支撑层一侧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扩散系数低、相对

分子质量大、黏度大的溶液产生严重的 ICP，导致通

量下降。因此汲取剂的选择制备应充分考虑其物理

化学性质。

3 汲取剂分离回收工艺

由于 FO 工艺特性，因此大部分应用中 FO 工艺

不是作为最终处理过程，而是用于最终脱盐过程前

的高级预处理过程。稀释后的汲取剂的分离回收、再
生循环是 FO 技术面临的首要任务，特别是需要获得

高质量产水时，汲取剂的分离回收工艺选择尤为重

要。因此，一些研究集中在为选定的汲取剂寻找简单

有效的分离回收工艺。根据 FO 技术的应用领域和

汲取剂种类不同，相应的分离回收方法也不同，主要

有热分离法、膜分离法、磁分离法等，表 1 对不同汲

取剂的再生方法进行了总结。
3.1 热分离法

对于具有挥发性或热敏性的汲取剂，一般可采

用热法分离。Batchelder 等采用加热或气提的方法

回收 SO2（挥发性溶质）汲取剂[7]。Glew 等通过蒸馏

等方法从 DS（SO2 或脂肪族化合物与水的混合物）

中获取纯水[8]。Elimelech 团队提出的新型碳酸氢铵

汲取剂经温和加热（60℃）后分解为 NH3 和 CO2，

实现汲取剂的分离[17]。
3.2 膜分离法

大多数汲取剂均可利用膜分离工艺回收再生。
Cath 等在空间废水回收重用研究中，首次提出 FO 作

为预处理步骤的组合工艺。该 FO 浓缩系统（DOC）

包括 FO、渗透蒸馏、MD 及 RO 过程[60]。与其他可供

选择的技术相比，回收率较高、能耗较低。
RO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汲取剂回收工艺。Bamaga

等以 RO 作为汲取剂回收工艺，并进行渗透能量回收

分析[61-62]；Choi 等构建 FO-RO 组合系统，并基于 matlab
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程序建立模拟程序优化 FO、
RO 及组合工艺[63-64]；Choi 等建立理论模型预测 FO-
RO 工艺性能[65]；Park 等利用蒙特卡罗法进行 FO-RO
系统优化[66]；Shaffer 等利用 FO-RO 进行海水淡化产

水农用，产水中硼和氯化物指标达到农用标准，且总

耗能低于传统的 2 段式 RO 工艺[67]；Aydiner 等利用

FO-RO 组合系统进行乳清脱水[68]。
Tan 等提出 FO-NF 组合工艺用于海水淡化，采

用单级 2 段式纳滤系统，以达到较高的产水水质[45]。
Zhao 等对 FO-NF 组合工艺进行苦咸水脱盐的研究

表明，该工艺比 RO 过程在水通量和膜污染等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24]；Wang 等建立了 FO-MD 组合工艺进

行蛋白质溶液浓缩[69]；Ge 等以 MD 工艺回收聚合电

解质汲取剂[70]；Bradley 等利用 FO-MD 组合工艺进

行废水回收研究[71]；Yen 等提出 MD 工艺作为 2- 甲

基咪唑基化合物汲取剂的回收工艺[22]。
Cornelissen 等用 FO 膜取代传统的 MF-UFMBR

膜，组成渗透膜生物反应器（OMBR），膜污染情况

减轻，并且结合 RO 进行后处理，能耗明显降低[72-73]；

Zhang 等将 FO 与微生物燃料电池结合用于废水处

理及产电，研究结果表明，该集成工艺不仅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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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通量，且产电能力达 4.74 W/m3，后续利用 RO 实现

汲取剂的回收以获得纯化产水[74]。
3.3 磁分离法

对于磁性纳米粒子汲取剂，通常采用外加磁场

分离，实现循环利用。Ling 等对磁性汲取剂的分离

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37]。采用磁力分离器回收汲

取剂会发生团聚现象，而超声处理能够有效减小团

聚粒子的尺寸，部分保持 FO 性能，但造成纳米粒子

磁性减弱，使其在磁场中的再生效率降低。FO-UF
比 FO- 磁分离的脱盐效果好，PAA-NPs 汲取剂在 FO-
UF 系统中循环 5 次，而不造成尺寸增加和渗透性能

下降。采用 2 级 FO 系统，第 1 级以高亲水性 PAA-
NPs 作为汲取剂浓缩蛋白质溶液，第 2 级以模拟 RO
浓水作为汲取剂实现纳米粒子的再生[38]。利用电场 -
纳滤集成系统实现表面离解纳米粒子汲取剂的有效

再生[41]。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稀释的 DS 可以直接利用

而不需要分离过程，这降低了能量消耗[46-47]。对于刺

激响应型离子聚合物水凝胶汲取剂在压力和热刺激

下可以实现分离[27]。利用阳光照射作为刺激使水与

含有吸光碳粒子的聚合物水凝胶分离[29]。通过太阳

能加热分离还原 rGO- 复合物水凝胶汲取剂[31]。
此外，在 FO 浓缩过程中，少量污染物会透过 FO

膜扩散到 DS 中，从而造成 DS 中污染物的富集，最

终影响产水水质及汲取剂的回收功效。因此，DS 中

污染物的去除工艺选择也是产水质量的重要保证。
去除工艺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污染物的性质。吸附、高
级氧化等是 DS 中污染物的去除常用工艺，且常作为

主体汲取剂回收工艺的预处理工艺。
Eduardo 将 FO 与生物电化学组合成 FO- 生物

电化学 -RO（FOBE-RO）技术，用于空间站含尿液

废水资源化处理，由于 FO-RO 过程的尿素分子截留

率低，采用尿酶生物反应器将 FO-RO 体系出水中尿

素分子分解成氨，氨气再采用碱性燃料电池转化为

N2，同时产电，再经 RO 获得可饮用的水[75]。研究对

比了碳基吸附材料对尿液废水的处理效果，表明氧

化的颗粒活性炭对总溶解性有机碳（TOC）具有较

好的吸附性能，而碳分子筛能够吸附尿素分子；对于

醇类污染物，采用乙醇生物电化学电池进行降解。

4 汲取剂筛选标准

纵观 FO 技术的研究历史，如何选取合适的汲取

剂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汲取剂的选择是 FO 研究的

关键步骤。首先，结合其物理化学性质、毒性、与膜的

兼容性和经济成本等方面对汲取剂进行初步筛选。利

用热力学模拟软件能够得到一些化合物的基本性

质，如溶解性、黏度、扩散系数、渗透压等，而这些是

影响 FO 性能的重要指标。进一步通过试验考察 FO
工艺性能，对汲取剂进行评价。另外汲取剂能否通过

简单、低能耗的方法分离后循环利用也是需考虑一

个重要方面。最后，对选定的 DS 进行全尺度的测试

和生命周期评价，以保证各过程（从原材料的生产到

废物的处理）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此外，对于不同 FO
应用所选择的汲取剂也有所不同，应考察汲取剂的

实际应用效果。汲取剂的筛选流程见图 1[6]。

综上所述，理想的驱动溶质应该具备的特征[4-6]：

（1）具有较高的渗透功效，即在水中应具有较高的

溶解度以及较小的相对分子质量以便能产生较高的

渗透压；（2）无毒性，在水中能够安全存在；（3）应

与 FO 膜具有化学兼容性，即不能与膜发生化学反

应，且不能将膜降解；不改变膜材料的性能和结构；

（4）价格低廉，能方便且经济的与渗透水进行分离

并且能够重复使用。

5 结语与展望

总结了 FO 汲取剂的类型、影响 FO 性能的汲取

剂特性，以及现有的汲取剂分离回收工艺，并提出汲

取剂筛选标准，为 FO 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提

供参考。FO 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型脱盐工艺，

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食品加工、渗透产能和药物

释放等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汲取剂选择与回收是 FO 技术的核心研究内容。

汲取剂是 FO 过程驱动力的主要来源，对工艺性能有

直接影响，因此汲取剂的选择对 FO 过程至关重要。
目前研究较多的包括无机型（如 NaCl、NH4HCO3）、
有机型（如葡萄糖、聚合物凝胶）及磁性汲取剂。汲

取剂本身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其对 FO 工艺性能的

影响有所不同；由于 FO 技术特性，故汲取剂的分离

图 1 汲取剂筛选流程

Fig.1 DS selection criteria flow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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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是工艺广泛应用需解决的关键问题。针对不同

类型的汲取剂，其分离回收工艺有所不同，常见的主

要有热分离法、膜分离法、磁分离法等。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理想汲取剂应具备较高的渗透压、环境无

害性、与膜兼容性及回收再生容易等特点。需要指出

的是，没有一种汲取剂是广泛适用的，取决于其目标

应用类型。
目前国内 FO 技术的研究仍处于探索性的消化

吸收阶段，在汲取剂选择及分离回收工艺优化等方

面需要深入研究。这方面应重点关注如下方面：（1）
能够实现 FO 过程高驱动力、产水率及低反向渗透

通量的新型汲取剂的研究；（2） 基于 FO 的组合工

艺的研究，如 MD 技术可采用组合工艺内、外低品位

热源、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优势，实现高渗透压汲取

剂低成本高效循环回用；（3） 结合环境工程技术手

段开展 FO 的 DS 中跨膜污染物的去除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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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view of a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DS, the D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S separation and recovery processes was proposed. Then
the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DS were summarized. This review intend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FO technology. The selection of a high osmotic pressure draw solute and its recovery process was a key issue of Forward osmosis (FO)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e forward osmosis study in china was still in primary stage, and the selection of draw solute and separation recycl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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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河南方周瓷业有限公司联手清华大学研发的新型水处理产品通过省级鉴定

2013 年 11 月 13 日，由河南方周瓷业有限公司联手清华大学研发生产的“新型水处理用多通道、密集型陶瓷超滤膜及其组件装置的研

制”产品鉴定会顺利召开。相对于传统的水处理工艺，该产品采用陶瓷膜进行水处理，具有过滤水质好、系统回收率高、化学药剂投加量少、运
行费用和能耗低、工艺流程短以及易于实现微滤、超滤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等优点，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耐酸碱腐蚀、耐高温高压的能力。利用该陶

瓷膜对油田回注水、电镀废水、矿井废水、室内游泳池水进行了应用，结果表明该装置运行稳定可靠，效果良好，预期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显著。
该项目制备的高效率、低成本新型多孔陶瓷分离膜根据通道直径的不同，其通道数在 800～1 000 之间，膜面积≥720 m2/m3。例如，本项目

研制的产品（规格 Φ142 mm×1 160 mm）的有效膜面积达到 18 m2/ 根，每一个膜组件仅需放置一根陶瓷膜管，采用该技术不仅有效提高了分离

渗透装置的空间利用率，而且其膜面积也大幅度增加，其出水通量大大提高。相对于 19 通道陶瓷膜管组成的膜组件，由该项目制备的密集型多

通道陶瓷膜管组成的膜组件的膜面积提高了 70%以上，纯水通量提高了 50%以上，同时，其成本降低了约 60%～80%。若配套使用该项目研发

的在线反冲洗装置，膜通量恢复率可达 95%以上，而且相对于目前常用的反冲洗装置每出 1 m3 水需耗电 1.2 kWh，本项目中反冲洗设备若采用

气泵每出 1 m3 水仅需耗电 0.3～0.4 kWh，可节省能耗 3～4 倍；若采用潜水泵每出 1 m3 水仅需耗电 0.1～0.2 kWh，可节省能耗 5～8 倍。
该项目制备的密集型多通道陶瓷膜管经过前期的产业化开发，目前已能稳定地生产出纯水通量大于 2 500 L/(m2·h)、抗压强度大于 7 MPa、

工作压力在 0.1～0.3 MPa 之间、最高使用温度可达 150℃、使用寿命为 5～8 年、pH 适用范围在 1～14 之间的高性能低成本多孔陶瓷分离膜，

其性能指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的实施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在国内多孔陶瓷膜材料市场的垄断地位，为国产多孔陶瓷膜材料替代进口扩大应用起到了示范作用，

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 （王迎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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