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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滤、超滤过程中的膜污染与清洗

刘忠洲　续曙光　李锁定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北京 100085)

摘　要　本文综述了在微滤和超滤过程中 ,膜污染的影响因素 ,防止膜污染的措施和清洗

方法的选择 ,指出料液粒子或溶质尺寸 ,膜结构以及膜与溶质间的相互作用都和膜污染程度有

关 ;通过膜孔径、膜材料、膜结构、组件结构、料液温度、流速和压力的控制可以减轻或控制污

染。本文还介绍了膜污染的定义和膜的物化特性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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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内涵很广 ,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膜分离技术有它自身特性的膜污染问题与特

定的清洗方法 ,本文难以一一给予评述 ,在此仅就超滤与微滤这两种在化工、医药、生物工程 ,

食品工业中有广泛应用且膜污染问题严重的膜分离技术作为重点进行总结综述。

1　膜污染定义

膜污染是指处理物料中的微粒、胶体粒子或溶质大分子由于与膜存在物理化学相互作用

或机械作用而引起的在膜表面或膜孔内吸附、沉积造成膜孔径变小或堵塞 ,使膜产生透过流量

与分离特性的不可逆变化现象。 对于膜污染 ,应当说 ,一旦料液与膜接触 ,膜污染即开始:也就

是说 ,由于溶质与膜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吸附 ,开始改变膜特性。 对于微滤膜这一影响不十分

明显 ,它以溶质粒子聚焦与堵孔为主:而对于超滤 ,若膜材料选择不合适 ,此影响相当大 ,与初

始纯水透水率相比 ,可降低 20%到 40%。当然 ,操作运行开始后 ,由于浓差极化产生 ,尤其在低

流速、高溶质浓度情况下 ,在膜面达到或超过溶质饱和溶解度时 ,便有凝胶层形成 ,导致膜的透

量不依赖于所加压力 ,引起膜透过通量的急剧降低 ,在此种状态下运行的膜 ,使用后必须清洗 ,

以恢复其性能 ,因此膜清洗方法的研究也是膜应用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2　膜污染程度的变量与影响因素

2. 1　数学模型

关于膜污染数学模型 ,已有许多研究者根据自己实验提出各种不同经验或半经验表达式

(见表 1) ,但尚无广泛适用的方程 ,也难以用这些方程来解释膜污染本质 ,因为影响膜污染的

因素太多。

　　根据标准的 Darcy定律过滤模型 ,膜的溶剂透过速率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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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ΔP

_ (Rm + Rb1 + R f )
( 1)

其中 _ 是溶液粘度 , Rm是膜阻力 , Rb1是浓差极化边界层阻力 , R f 膜污染产生的阻力。 它

表明 ,透量 J与膜两则压力差成正比 ,与总阻力成反比。利用该方程定性解释膜透量随运行时

间延长而降低是可行的 ,但难以定量测定。人们通常表示膜污染程度是测定初纯水透水率和膜

运行污染后 ,仅用清水洗一下 ,再测定纯水透水率 ,然后定义一比值或膜阻力系数表示其膜污

染程度。

表 1　膜污染过程的数学模型

序号 模型 序号 模型

1 Jt = J 1t
- b 2 J t= Joe

- bt

3 J= J 0V- b 4 J= e3V- b

5 J t= A+ Be
- bt 6 ( J 0- J t

* ) ( 1- e- t /r )

　　　　 Jt为时间 t时的溶剂透过速率　 V透过液体积

　　　　下标 0和 1表示时间 ,分钟 ; b、 A、 B、r为各自方程的常数。

由公式 1知 ,当开始用纯水测膜透水率时 , Rb 1及 R f 为 0,则有

J 0 =
ΔP
_ Rmo

( 2)

在膜运行污染后测膜纯水透水率时 , Rb 1为 0,则透水率 J为:

J =
ΔP

_ (Rm1 + R f )
( 3)

假设 _在测试中不变 ,Rm1≈Rm0= Rm ,则把 ( 2)除以 ( 3)得

J 0 /J =
Rm + Rf
Rm

R f = Rm (
J 0 - J
J

)

令 m =
J 0 - J
J

( 4)

把 m定义为膜阻力增大系数 ,显然 m是一个无量纲值 ,它越大 ,表示透过量衰减越大 ,朱

长乐教授则定义 R f 为阻力系数 , Rf = △P /_ ( 1 /J - 1 /J 0 ) ,它是一个有量纲值 ,与溶液粘度有

关。也有用对蛋白质吸附量来度量膜污染程度 ,但毕竟是间接表征。对于如何更好定量表征膜

污染程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2. 2　影响膜污染的因素

2. 2. 1　粒子或溶质尺寸

当粒子或溶质大小与膜孔相近时 ,由于压力的作用 ,溶剂透过膜时把粒子带向膜面 ,极易

产生堵塞作用 ,而当膜孔径小于粒子或溶质尺寸 ,由于横切流作用 ,它们在膜表面很难停留聚

集 ,因而不易堵孔 ,这可从直接想象得到理解。 另外 ,对于球形蛋白质、支链聚合物及直链线型

聚合物 ,它们在溶液中的状态也直接影响膜污染 ;同时 ,膜孔径分布或分割分子量敏锐性 ,也对

膜污染产生重大影响。

2. 2. 2　膜结构

膜结构选择也很重要。对于微滤膜 ,对称结构显然较不对称结构更易被堵塞。这是因为对

称结构微滤膜 ,其弯曲孔的表面开口有时比内部孔径大 ,这样进入表面孔的粒子往往会被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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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膜中 ;而不对称结构微滤膜 ,粒子都被截留在表面 ,不会在膜内部堵塞 ,易被横切流带走 ,即

使在膜表面孔上产生聚集、堵塞 ,也可用反洗很容易冲走。对于中空纤维超滤膜 ,由于双皮层膜

中内外皮层各存在孔径分布 ,因此使用内压时 ,有些大分子透过内皮层孔 ,可能在外皮层更小

孔处被截留而产生堵孔 ,引起透水量不可逆衰减 ,甚至用反洗也不能恢复其性能 ;而对于单内

皮层中空纤维超滤膜 ,外表面为开孔结构 ,即外表面孔径比内表面孔径大几个数量级 ,这样透

过内表面孔的大分子决不会被外表面孔截留 ,因而抗污染能力强 ,而且即使内表面被污染 ,用

反洗也容易恢复性能。

2. 2. 3　膜、溶质和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

膜 -溶质 ,溶质- 溶剂 ,溶剂 -膜相互作用的影响 ,其中以膜与溶质间相互作用影响为主 ,

相互作用力可分为:

2. 2. 3. 1　静电作用力

有些膜材料带有极性基团或可离解基因 ,因而在与溶液接触后 ,由于溶剂化或离解作用使

膜表面荷电 ,它与溶液中荷电溶质产生相互作用 ;当二者所带电荷相同时 ,便相互排斥 ,膜表面

不易被污染 ;当所带电荷相反时 ,则相互吸引 ,膜面易吸附溶质而被污染。

2. 2. 3. 2　Van Der Waals力

它是一种分子间的吸引力 ,常用比例系数 H ( Hamaker常数 )表征 ,与组分的表面张力有

关 ,对于水、溶质和膜三元体系 ,决定膜和溶质间 Van Der Waals力的 Hamaker常数为:

H213 = [H1 /211 -( H22× H33 ) 1 /4 ]2 ( 5)

式中 H11、 H22和 H33分别是水 ,溶质和膜的 Hamaker常数 ,由上式可见 , H213始终是正值

或零。若溶质 (或膜 )是亲水的 ,则 H22 (或 H33 )值增高 ,使 H213值降低 ,即膜和溶质间吸引力减

弱 ,较耐污染及易清洗 ,因此膜材料选择极为重要。

2. 2. 3. 3　溶剂化作用

亲水的膜表面与水形成氢键 ,这种水处于有序结构 ,当疏水溶质要接近膜表面 ,必须破坏

有序水 ,这需要能量 ,不易进行 ;而疏水表面上的水无氢键作用 ,当疏水溶质靠近膜表面时 ,挤

开水是一个疏水表面脱水过程 ,是一个熵增大过程 ,容易进行 ,因此二者之间有较强的相互作

用。

2. 2. 3. 4　空间立体作用

对于悬挂在膜面上的长链聚合物分子通过接枝聚合反应接上 ,在合适的溶剂化条件下 ,由

于它的运动范围很大 ,所以作用距离要比上述作用力距离长得多 ,因而可以使大分子溶质远离

膜面 ,而溶剂分子畅通无阻地透过膜 ,阻止膜面被污染。

2. 2. 4　膜表面粗糙度、孔隙率等膜的物理特性

显然膜面光滑 ,不易污染 ,膜面粗糙 ,容易吸留溶质。

必须注意的是溶液中溶质浓度 ,溶液 pH和离子强度 ,溶液温度 ,与膜接触时间 ,溶质分子

大小与形状等会影响上述相互作用 ,从而影响膜污染过程 ,这将在下节详细讨论。

3　膜污染控制方法

控制膜污染影响因素 ,可以大大减小膜污染的危害 ,延长膜的有效操作时间 ,减少清洗频

率 ,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 ,因此在用微滤、超滤分离、浓缩细胞、菌体或大分子产物时 ,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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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膜材料的选择

膜的亲疏水性、荷电性会影响到膜与溶质间相互作用大小。一般来讲 ,静电相互作用较易

预测 ,但对膜的亲疏水性测量则较为困难 (见膜物化特性表征 ) ,尤其对生物发酵系统 ,组成极

为复杂 ,性能对不同对象、在不同条件下对膜材质进行筛选 ,通常认为亲水膜及膜材料电荷与

溶质电荷相同的膜较耐污染。例如几种聚合物微孔膜对蛋白质 lgG的吸附性列于表 2。

表 2　几种聚合物与微滤膜对蛋白质 lgG的吸附性

聚合物种类 吸附量 ( g /m2 ) 亲疏水性 聚合物种类 吸附量 ( g /m3 ) 亲疏水性

聚醚砜 /聚砜 0. 5～ 0. 7 疏水 再生纤维素 0. 1～ 0. 2 亲水

改性 PVDF 0. 04 亲水

　　为了改进疏水膜的耐污染性 ,可用对膜分离特性不产生很大影响的小分子化合物对膜进

行予处理 ,如表面活性剂 ,使膜表面覆盖一层保护层 ,这样可减少膜的吸附 ,但由于这些表面活

性剂是水溶性的 ,且靠分子间弱作用力 (V an Der Waals)与膜粘接 ,所以很易脱落。为了获得永

久性耐污染特性 ,人们常用膜表面改性法引入亲水基团 ,或用复合膜手段复合一层亲水性分离

层 ,或采用阴极喷镀法在超滤膜表面镀一层碳。

3. 2　膜孔径或截留分子量的选择

从理论上讲 ,在保证能截留所需粒子或大分子溶质前提下 ,应尽量选择孔径或截留分子量

大点的膜 ,以得到较高透水量。 但实际实验发现 ,选用较大膜孔径 ,因有更高污染速率 ,反而使

长时间透水量下降 , M erin等人的实验结果表明 ,奶制品处理中 ,较大孔的 ( 1. 2μm)的微滤膜

起始透水量较高 ,但几分钟后迅速降低 ,它的长时间稳定透水量比小孔径 ( 0. 45μm)微孔膜还

低。 Radlette在用管状微滤膜收集动物细胞时发现 , 3. 0μm微孔膜比 0. 6μm和 0. 2μm膜污染

快得多 , 0. 6μm膜显示最高透水量。 Por ter等在用超滤和微滤膜去除发酵液中菌体时 , XM -

300超滤膜 (平均孔径 0. 025μm)平均透水率高于 Diapor 0. 2μm。 Henry和 Allred也发现用

XM-300超滤膜浓缩细菌悬浮液时 ,透水量比 0. 22μm微孔膜高。 在超滤分离浓缩蛋白质、酶

时 ,也有最佳截留分子量选择问题。

由上述可知 ,对于不同分离对象 ,由于溶液中最小粒子及其特性不同 ,应当用实验来选择

最佳孔径的膜。

3. 3　膜结构选择

这在上节中已作简要讨论 ,通常原则是选择不对称结构膜较耐污染。

3. 4　组件结构选择

当待分离溶液中悬浮物含量较低 ,且产物在透过液中时 ,用微滤或超滤分离澄清 ,则选择

组件结构余地较大。但若截留物是产物 ,且要高倍浓缩 ,则选组件结构要慎重。一般来讲 ,带隔

网作料液流道的组件 ,由于固体物容易在膜面沉积、堵塞 ,而不宜采用 ;但毛细管式与薄流道式

组件设计可以使料液高速流动 ,剪切力较大 ,有利于减少粒子或大分子溶质在膜面沉积 ,减小

浓差极化或凝胶层形成。值得提及的是 Hanisch等用中空纤维膜和平板膜盒以错流过滤浓缩

大肠杆菌 ,发现用中空纤维膜时 ,存在“管子挤压作用” , ( Tubula r Pinch ef fect ) ,即当粒子流过

一根管子时 ,这些粒子明显迁移离开管壁和管轴 ,而在一些不同直径园的径向位置达到平衡状

态 ,粒子以链状平行于管轴有规则地排列在空间 ,所以透水量随浓缩倍数衰减很少 ;当粒子被

浓缩达到一临界浓度时 ,即平衡位置上的粒子也达到饱和 ,这时 ,净粒子传递已向膜面 ,所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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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开始急骤下降 ,而平板膜盒透水量则遵循粒子浓差极化理论 ,随浓缩时间延长近似线性降

低。

3. 5　溶液 pH控制

溶液 pH对蛋白质在水中溶解性 ,荷电性及构形有很大影响。 一般来讲 ,蛋白质在等电点

时 ,溶解度最低 ;偏离等电点时 ,溶解度增加 ,并带电荷。 Fane等人用 PM 30聚砜膜超滤 0. 1%

牛血清蛋白 ,结果显示 ,在等电点时的蛋白质吸附量最高 ,膜的透水量最低 ,因此用膜分离、浓

缩蛋白质和酶时 ,一般把 pH调至远离等电点 (以不使蛋白质变性失活为限 ) ,结合选择合适

膜 ,可以减轻膜污染。

3. 6　溶液中盐浓度的影响

无机盐是通过两条途径对膜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有些无机盐复合物在膜表面或膜孔内直

接沉积 ,或使膜对蛋白质的吸附增强而污染膜 ;二是无机盐改变了溶液离子强度 ,影响到蛋白

质溶解性、构形与悬浮状态 ,使形成的沉积层疏密程度改变 ,从而对膜透水率产生影响。 Fane

等人用 PM 30膜超滤 0. 1%牛血清蛋白时 ,发现 NaCl的加入会增加膜对蛋白质的吸附 ,但透

水率则随 NaCl加入量增加而提高 ,这是因为 NaCl的加入 ,改变了蛋白质构形与悬浮状态 ,形

成较疏松的“凝胶层”的缘故。在我们用超滤技术分离、浓缩青霉素酰化酶时 ,发现一定浓度的

NaCl或 ( N H4 ) 2 SO4存在对酶有增液作用 ,对膜透水率有改进 ,所以对于不同分离对象 ,合适的

盐类型与浓度要用实验来确定。

3. 7　溶液温度影响

温度对膜污染的影响尚不是很清楚 ,根据一般规律 ,溶液温度升高 ,其粘度下降 ,透水率应

提高 ,但对某些蛋白质溶液 ,温度升高 ,反而会使透水率下降。 这是由于在较高温度时 ,某些蛋

白质溶解性下降的缘故。 Maatois超滤浓缩甜乳清时即出现此现象。 Dillman等也认为在大多

数有意义的超滤应用温度范围内 ( 30℃-60℃ ) ,蛋白质分子的吸附随温度提高而增加。

3. 8　溶质浓度 ,料液流速与压力的控制

表 3　某些系统的 Cg值

材料 Cg 材料 Cg

牛奶

(脱脂 )

22% , 20% -22%

20% , 25%

牛奶

(全 , 3. 5%脂肪 )
9% -11%蛋白质

大豆萃取物 10%蛋白质 脱脂大豆粉萃取物 20% -25%蛋白质

乳清 30% , 20% , 28. 5% 人血清蛋白 44% , 24% , 28%

免疫血清球蛋白 19% 牛血清蛋白 30% , 20%

明胶 20% -30% , 30% 鸡蛋白 40%

人血浆 60% 人血 ( HC T- 21) 28. 7%

　　在用超滤技术分离、浓缩蛋白质或其他大分溶质时 ,压力与料液流速对膜透水率影响通常

是相互关连的。当流速一定且浓差极化不明显之前 (低压力区 ) ,膜的透水率随压力增加而近似

直线增加。在浓差极化起作用后 ,由于压力增加 ,透水率提高 ,浓差极化随之严重 ,使透水率随

压力提高呈曲线增加。 当压力升高到一定数值后 ,浓差极化使膜表面溶质浓度达到极限浓度

(饱和浓度 Cg )时 ,溶质在膜表面开始析出形成“凝胶层”。此时 ,“凝胶层”阻力对膜的透水率影

响起决定作用 ,透水率几乎不依赖于压力 ,当料液中溶质浓度降低或料液流速提高时 ,可以升

高达 Cg时的压力 ,透水率也提高 ,因此对于溶质浓度一定时 ,要选择合适压力与料液流速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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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凝胶层”形成 ,可得到最佳膜透水率 ,一些蛋白的 Cg值列于表 3。

4　清洗方法

在任何膜分离技术应用中 ,尽管选择了较合适的膜和适宜的操作条件 ,在长期运行中 ,膜

的透水量随运行时间增长而下降现象 ,即膜污染问题必然发生 ,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清洗方

法 ,使膜面或膜孔内污染物去除 ,达到透水量恢复 ,延长膜寿命的目的 ,所以清洗方法研究是国

内外膜应用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已有大量清洗方法与清洗剂配方专利发表。

在清洗程序设计中 ,通常要考虑下面两个因素:

4. 1　膜的化学特性

膜的化学特性是指耐酸、碱性、耐温性、耐氧化性和耐化学试剂特性 ,它们对选择化学清洗

剂类型、浓度、清洗 液温度等极为重要。 一般来讲 ,各生产厂家对其产品化学特性均给出简单

说明 ,当要使用超出说明书的化学清洗剂时 ,一定要慎重 ,先做小实验是否可能给膜带来危害。

4. 2　污染物特性

这里主要是指它在不同 pH溶液中 ,不同种类盐及浓度溶液中 ,不同温度下的溶解性、荷

电性和它可氧化性及可酶解性等。 这样可有的放矢地选择合适化学清洗剂 ,达到最佳清洗效

果。

膜清洗方法通常可分为物理方法与化学方法 ,物理方法一般是指用高流速水冲洗 ,海绵球

机械擦洗和反洗等 ,它们的特点是简单易行。近年来新发展的抽吸清洗方法具有不加新设备、

清洗效果好的优点 ,受到人们青睐、另外 ,电场过滤 ,脉冲清洗 ,脉冲电解清洗及电渗透反洗研

究十分活跃 ,具有很好效果。化学清洗通常是用化学清洗剂 ,如稀碱、稀酸、酶、表面活性剂、络

合剂和氧化剂等 ,对于不同种类膜 ,选择化学剂时要慎重 ,以防止化学清洗剂对膜的损害。选用

酸类清洗剂 ,可以溶解除去矿物质及 DNA,而采用 NaOH水溶液可有效地脱除蛋白质污染 ;

对于蛋白质污染严重的膜 ,用含 0. 5%胃蛋白酶的 0. 01N NaOH溶液清洗 30分钟可有效地恢

复透水量。在某些应用中 ,如多糖等 ,温水浸泡清洗即可基本恢复初始透水率。

膜清洗效果的表征 ,通常用纯水透水率恢复系数 (r )来表达 ,可按下式计算:

r =
J Q
J0
× 100 ( 6)

其中 J Q为清洗后膜的纯水透过通量 , J0为膜的初始纯水透过通量 ,一个无量纲值。

5　膜的物化特性表征

膜的物化特性 ,如荷电性 ,亲疏水性 ,孔隙率 ,孔径及表面粗糙度等 ,对膜污染有重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方法测定的膜荷电值可能有很大差别 ,不同方法测定的接触角也有一

定差距 ,尤其测定多孔膜、特别是亲水性膜的接触角极为困难 ,因为往往水滴一接触膜 ,液滴很

快变小 ,被膜“吸”入 ,对于不同方法测定原理与注意事项 ,请查阅有关文献。

6　结　论

综上所述 ,影响膜污染的因素不仅与膜本身特性有关 ,如膜的亲水性、荷电性、孔径大小及

其分布宽狭、膜结构、孔隙率及膜表面粗糙度 ,也与组件结构、操作条件有关 ,如温度、溶液 pH、

盐浓度、溶质特性、料液流速、压力等 ,对于具体应用对象 ,要作综合考察 ,清洗方法选择对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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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延长与推广应用有重大意义。

我们认为实用的膜污染度量可用膜阻力增大系数 (m )来表征 ,而清洗效果则用透水率恢

复系数 (r )表达 ,膜的物化特性测定对膜污染过程研究与解释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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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 FOULING AND CLEANING IN UF ANDMF

Liu Zhong zhou Xu Shuguang and Li Suod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co-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Abstract: The effect of membrane fouling , cont ro lling means and cleaning methods on the

membrane perfo rmance in the U F and MF is rev iew ed in this paper. Membrane fouling has a

rela tion to pa rticles of feed solutin, solute size, membrane structure as w ell as interaction

betw een membrane and solute. The fouling can be diminished by controlling membrane po re

size, module st ructure, flow speed and the tempera ture of feed solution as w el l as the pres-

sure. The defini tio n of foul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 f phsyical- chemical parameters of the

membrane are also briefed.

Key words: membrane fouling , cleaning , ult rafil t ra tion, microfi lt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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