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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FE 中空纤维膜直接接触式膜蒸馏过程

抗污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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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不同原水对直接接触式膜蒸馏过程的影响，考察了聚四氟乙烯膜对无机盐、胶体和有机物的抗污染

性能。研究表明，在 35 g /L 氯化钠溶液的 4 倍浓缩过程中，PTFE 膜的相对通量降低至 0. 72;与碳酸钙饱和溶液的浓缩过程

相比，由于溶解度的差异，硫酸钙饱和溶液浓缩过程中晶体析出量更多，通量衰减也更为严重;浓缩硅溶胶时，二氧化硅单

体聚合并吸附于膜面从而引起膜通量的衰减，随着浓缩的进行，料液 pH 值不断上升，使得胶体体系愈加稳定，浓缩到 2. 6
倍后相对通量没有随着浓缩倍数的增加出现明显下降，维持在 0. 73 左右;腐殖酸在水中表现出的亲水性和电负性使其难

以在具有较强疏水性的聚四氟乙烯膜表面上形成滤饼层，浓缩过程中相对通量始终保持在 0. 9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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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fouling performance of PTFE hollow fiber membrane
through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Huang Hongjing1 Fan Hua1 Hou Deyin2 Wang Jun2 Li Tao1 Jiang Qinliang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01，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anti-fouling performance of PTFE hollow fiber membrane in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process，the PTFE membrane was applied to treating different solutions containing inorgan-
ic salt，colloid and organic compounds，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ve flux de-
creased to 0. 72 while NaCl concentration in feed solution rose from 35 g /L to 140 g /L． Owing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water solubility，the flux declined seriously during the concentration process of saturated CaSO4 so-
lut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saturated CaCO3 ． A flux decline caused by the deposition of silica on the membrane
surface was also observed，and the relative flux could maintain about 0． 73 after the concentration factor reached
2． 6 because of the enhancement of colloid stability caused by continuous rise of the feed pH． Humic acid was
hydrophilic and electronegative when dissolving in water and it was hard to form cake layer on the hydrophobic
PTFE membrane surface． Dur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humid acid，the relative flux maintained above 0． 9．

Key words PTFE; hollow fiber membrane;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anti-fouling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138008，51108445);北京

市 科 技 创 新 基 地 培 育 与 发 展 工 程 专 项 项 目

(Z131109002813040);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

研究课题(13Z04ESPCT)

收稿日期: 2014 － 04 － 09; 修订日期: 2014 － 05 － 06

作者简介: 黄黉璟(1989—)，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膜法水处理

技术研究工作。E-mail: mycerci@ sina． com

* 通讯联系人，E-mail:dyhou@ rcees． ac． cn

膜蒸馏(membrane distillation，MD) 是一种采用

疏水微孔膜来进行分离的新型膜分离技术。它以膜

两侧温度差产生的蒸气压力差作为传质驱动力，使

原水中挥发性组分以蒸气的形式透过膜孔，以达到

分离混合组分的目的
［1-3］。对比反渗透、纳滤、超滤

等传统膜分离技术，膜蒸馏技术具备设备简单、可利

用廉价能源、可处理高浓度含盐废水等优势。但是

传统膜分离技术的应用愈加广泛，膜蒸馏工艺目前

却依然未能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是疏水膜机械强度较低，实际使用寿命较短。
近年来，国内聚四氟乙烯( polytetrafluoroethen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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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中空纤维膜已实现规模化生产，相比聚偏氟乙

烯、聚丙烯等膜材料，PTFE 因具有优良的耐冲击性，

突出的化学稳定性，以及良好的耐高温性等特点，得

到了业内越来越多的关注
［4-6］。

在膜蒸馏分离过程中疏水膜容易受到污染。常

见的膜污染类型有无机污染、胶体污染和有机污染，

其对应的污染物分别为无机盐、胶体以及有机物。
污染物种类不同，膜污染机理和受污染程度也都不

一样，污染严重时会使得原水中非挥发性组分轻易

通过膜孔进入另一侧，严重影响膜分离效果
［7-12］。

因此，膜的抗污染能力是关系膜蒸馏工艺能否稳定

运行的重要指标。
本实验选用 PTFE 中空纤维疏水膜，针对无机

盐、胶体和有机物对膜蒸馏过程的不同影响，选取可

溶性无机盐 NaCl、微溶无机盐 CaSO4、难溶无机盐

CaCO3、典型胶体溶液硅溶胶(SiO2 ) 和普遍存在于

地表水中的天然有机物腐殖酸 (HA) 作为研究对

象，考察 PTFE 膜在直接接触式膜蒸馏( direct con-
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DCMD) 过程中对不同污

染物的抗污染能力，为找到能有效提高 DCMD 过程

中 PTFE 膜抗污染性的方案提供实验参考。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材料

实验用水为自制纯水，电导率在 16 ～ 28 μS /cm
之间。实验采用浙江东大水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PT-
FE 中空纤维疏水微孔膜，膜丝参数:内径 0. 79 mm，

外径 1. 57 mm，平均孔径 0. 25 μm，孔隙率 45%，接

触角 113°;膜组件参数:装填密度 38. 5%，有效膜面

积 0. 02 m2。PTFE 中空纤维疏水微孔膜表面形貌

见图 1。

图 1 PTFE 中空纤维膜的扫描电镜图

Fig． 1 FESEM image of PTFE hollow fiber membrane

1． 2 实验装置与过程

实验采用 DCMD 工艺，如图 2 所示。原水通过

恒温水箱加热后，流经中空纤维膜外侧，再回流至料

液罐。纯水经冷却循环泵冷却后流入中空纤维膜内

侧，与原水并流循环。产水以蒸气形态于膜冷侧冷

凝输出，并通过冷却水储罐上端导管溢出后经由电

子天平称重。实验过程中膜组件热侧、冷侧进口的

水温分别为(53 ± 1)℃、(20 ± 1)℃;热、冷侧流速量

分别为 0. 25 m /s 和 0. 99 m /s。

图 2 DCMD 实验装置

Fig． 2 DCMD experimental set-up

实验首先测定组件的纯水的膜通量 J0，以原水

与纯水的相对膜通量( J /J0 ) 的变化表征 DCMD 过

程中通量的衰减，电导率仪在线测量产水侧电导率。
浓缩到目标倍数时，收集产水水样 10 mL，置于冰箱

低温保存，以便后续测试分析。
1． 3 分析方法

1． 3． 1 SiO2 浓度测定

实验依照“GB /T 12149-2007 工业循环冷却水

和锅炉用水中可溶性硅的含量”检测产水中可溶性

SiO2 的含量。
1． 3． 2 原水 ζ 电位测定

采 用 Zeta 电 位 测 定 仪 ( Zetasizer2000，英 国

Malvern 公司) 测 定 目 标 浓 缩 倍 数 下 原 水 的 ζ 电

位值。
1． 3． 3 HA 浓度测定

实验使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DR5000，美

国 HACH 公司)，测定 HA 在波长 254 nm 下的吸光

度，绘制 HA 浓度标准曲线并以该标准曲线计算产

水中 HA 的质量浓度。
1． 3． 4 膜表面形貌分析

浓缩结束后，破碎膜组件并从中选取中空纤维

膜，置于烘箱内干燥 12 h 以上。样品喷金后使用场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SU-8020，日本 HITA-
CHI 公司)观察膜外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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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1 NaCl 溶液

实验配制 35 g /L NaCl 溶液模拟海水进行连续

浓缩实验，原水浓缩至 4 倍，DCMD 过程测试结果如

图 3 所示。

图 3 35 g /L NaCl 溶液对 DCMD 性能的影响

Fig． 3 DCMD performances with 35 g /L NaCl
solution as feed

由图 3 可知，随着浓缩的进行，相对通量不断下

降，浓缩至 4 倍时，相对通量降至 0． 72。从图 4 中

可以发现 PTFE 膜表面存在少量 NaCl 晶体。在 DC-
MD 过程中，水蒸气透过膜孔，部分 NaCl 晶体析出

沉积于 PTFE 膜表面，由此导致的膜污染将引起膜

通量的下降。此外，原水中盐浓度的增加使得热侧

水蒸汽分压降低并导致传质驱动力下降也是膜通量

降低的原因之一。

图 4 35 g /L NaCl 溶液经浓缩后膜表面形貌

Fig． 4 Surface morphology after treating 35 g /L NaCl solution

根据拉乌尔定律
［13］，水作为溶剂时，水蒸气分

压的变化可由下式求得:

ΔP =
P*

A nB

55． 51mA

式中:PA
*

为纯水的蒸汽压，nB 为溶质物质的量，mA

为水的质量。经过计算发现，35 g /L NaCl 溶液的水

蒸气分压较纯水的蒸气压仅下降了 1. 07%，浓缩至

4 倍后，水蒸气分压也只下降了 4. 31%。可见热侧

水蒸气分压的下降对传质驱动力的影响较小，膜污

染是通量衰减的主要原因。
图 3 显示了产水侧电导率由 25. 0 μS /cm 开始

大幅下降，至 6. 4 μS /cm 后下降速度放缓，最终维

持在 5. 9 μS /cm。这主要是因为浓缩过程中产水水

质较好，对冷侧循环水起到了稀释的作用，故产水侧

电导率出现先下降后稳定不变的情况。浓缩过程中

产水侧电导率并未出现上升，截留率一直保持在

99. 9% 以 上，PTFE 膜 分 离 性 能 没 有 出 现 明 显 的

下降。
2． 2 CaSO4 饱和溶液

实验选用常温下 CaSO4 饱和溶液 (0. 2090 g /
100 g H2O 20℃)作为原水来考察膜蒸馏过程中 PT-
FE 膜对 CaSO4 的抗污染能力。实验前调节原水 pH
=7，并经由 0. 45 μm 滤膜过滤。对配制好的 CaSO4

饱和溶液进行浓缩实验，原水浓缩至 4 倍左右，浓缩

过程中 DCMD 性能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CaSO4 饱和溶液对 DCMD 性能的影响

Fig． 5 DCMD performances with saturated CaSO4 as feed

由图 5 可知，初始相对通量为 0. 85，随着浓缩

的进行，相对通量呈下降趋势;原水浓缩到 1. 7 倍

时，膜通量大幅下降，相对通量降至 0. 62 左右，浓缩

至 3. 98 倍时，相对通量仅为 0. 39，传质过程受到严

重影响。实验结束后，拆开膜组件时发现有大量白

色污染物附着在膜表面上。
分析原因在于，CaSO4 属于微溶无机盐，随着浓

缩的进行，溶液开始过饱和并逐渐析出晶体。析出

的晶体诱发二次成核，为晶体生长提供了晶核，加快

了 CaSO4 结晶进程。浓缩倍数达到 1． 7 倍时，原水

明显变得浑浊，可知溶液已开始大量析晶。比较污

染前后 PTFE 膜的表面形貌，可见大量针状 Ca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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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堆积在膜表面并形成厚重污染层，致使传质阻

力增大，造成了通量的严重衰减。

图 6 CaSO4 饱和溶液经浓缩后膜表面形貌

Fig． 6 Surface morphology after treating saturated
CaSO4 solution

图 5 中产水侧电导率变化曲线显示 PTFE 膜对

CaSO4 的截留率保持在 99. 9% 以上，从图 6 中也可

以看出晶体尺寸大于 PTFE 膜的膜表面孔径，表明

CaSO4 晶体大多仅覆盖在膜表面，难以进入膜孔内

部。CaSO4 饱和溶液浓缩过程中 PTFE 膜分离性能

保持良好。
2． 3 CaCO3 饱和溶液

实验在常温下配制经过 0. 45 μm 滤膜过滤的

CaCO3 饱和溶液(0. 0052 g /100 g H2O 20℃)进行膜

蒸馏实验。从图 7 中浓缩过程中相对膜通量的变化

情 况 可 知，原 水 浓 缩 至 3. 94 倍 时，相 对 通 量 为

0. 74。从图 8 可以看出，连续浓缩使得溶液析出

CaCO3 晶体沉积在 PTFE 膜上，并导致通量下降。
对比图 5 发现，CaCO3 的沉积对 PTFE 膜通量

的影响较 CaSO4 小。这是由于 CaCO3 属于难溶盐，

水中的溶解度远小于 CaSO4，从而晶体析出量也比

CaSO4 少很多，沉积物不足以大量覆盖表面膜孔以

严重影响传质过程。

图 7 CaCO3 饱和溶液对 DCMD 性能的影响

Fig． 7 DCMD performances with saturated
CaCO3 solution as feed

比较图 6 和图 8 也可以看出，CaCO3 对膜面造

成的污染远较 CaSO4 轻，膜面上仍可观察到明显的

膜孔。

图 8 CaCO3 饱和溶液经浓缩后膜表面形貌

Fig． 8 Surface morphology after treating saturated
CaCO3 solution

图 7 中产水侧电导率变化曲线显示浓缩过程中

产水侧电导率并未上升，浓缩后期产水侧电导率稳

定在 3. 3 μS /cm 左右。这说明整个过程中 PTFE 膜

对 CaCO3 的截留率始终保持在 99. 9%以上。
2． 4 硅溶胶

称量 4. 74 g Na2SiO3·9H2O，用纯水溶解，定容

至 1 000 mL。所得 1 000 mg /L 的硅溶胶贮备液(以

SiO2 计)装于塑料瓶中冷藏备用。实验前，稀释贮

备液至 150 mg /L，调节溶液 pH = 7，经 0. 45 μm 滤

膜滤去不溶物质。
硅溶胶 DCMD 实验的测试结果见图 9。由图 9

(a)可以看出，相对通量由最初的 0. 87 开始呈现下

降趋势，随着浓缩倍数的增加，相对通量下降速度逐

渐减小，最终维持在 0. 73 左右。从图 10 可以观察

到部分表面孔被覆盖，PTFE 膜传质有效面积有所

减小。
一般情况下，Na2SiO3·9H2O 在水中电离出的

部分 SiO2 －
3 吸附在 SiO2 微粒表面上，形成带负电的

胶核，溶液中的阳离子为反号离子。胶核与反号离

子构成具有双电层结构的胶团。胶团在静电斥力的

作用下维持稳定的分散悬浮状态。根据扩散双电层

理论
［14］，扩散层厚度决定胶体粒子间静电斥力的大

小。扩散层越薄，斥力越小，胶体粒子越容易脱稳

聚集。
作为胶体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指示，ζ 电位是指

扩散层携带电荷的数量，能够有效表征扩散层厚度。
水相中胶体颗粒分散稳定性的界限一般认为在 + 30
mV 或 － 30 mV，ζ 电位的绝对值愈高，胶体分散体系

愈稳定。实验测定了 DCMD 过程中原水 ζ 电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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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50 mg /L SiO2 溶液对 DCMD 性能的影响

Fig． 9 DCMD performance with 150 mg /L SiO2

solution as feed

图 10 150 mg /L SiO2 溶液经浓缩后膜表面形貌

Fig． 10 Surface morphology after treating 150 mg /L
SiO2 solution

变化情况以研究不同阶段胶体凝聚对膜通量的影

响，同时考虑到溶液 pH 值会随着浓缩的进行发生

变化，pH 值是影响 ζ 电位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不同

阶段原水 pH 进行了测定，结果如图 11 所示。
可以看出，实验初始时，ζ 电位为 － 22. 8 mV，胶

体处于不稳定状态，聚集并吸附在膜表面上，遮盖部

分表面膜孔，增大了传质阻力，膜通量出现明显下

降。浓缩过程中 pH 值由 7 逐渐上升到 8. 41，溶液

由中性向碱性转变。这导致电负性的胶核得以携带

更多的负电荷，吸引更多反号离子进入双电子层，使

得 ζ 电位的绝对值上升，扩散层变厚，胶体体系变得

图 11 DCMD 过程中原水 ζ 电位和 pH 的变化

Fig． 11 Zeta potential and pH variation in the
feed during DCMD process

更加稳定，胶体粒子愈发难富集在膜表面，膜通量衰

减速度逐渐下降。
对产水侧可溶性 SiO2 浓度及电导率进行测定

后可知，产水侧可溶性 SiO2 浓度在 3. 01 ～ 6. 05 mg /
L 之间。这表明有一定量的 SiO2 透过了 PTFE 膜，

PTFE 膜对 SiO2 的截留率在 95%以上。SiO2 属于原

子晶体，一般情况下在水溶液中难导电，产水侧可溶

性 SiO2 的增加对导电性影响极小，因而整个浓缩过

程中产水侧电导率未见上升。
2． 5 HA 溶液

称取 5 g 粉末状 HA，投入少量 0. 1 mol /L 的

NaOH 溶液中，放置于磁力搅拌器上搅拌 12 h 以上，

充分溶解后，用离子水定容至 5 g /L，装于棕色瓶中，

作为贮备液冷藏待用。实验前取 HA 贮备液分别稀

释至所需浓度，调节 pH =7，用 0. 45 μm 滤膜抽滤除

去不溶物质。
首先选模拟天然水体中 HA 浓度(10 mg /L) 进

行研究。图 12( a)、图 13( a) 分别为相对通量变化

情况和 PTFE 膜表面 FESEM 图。结果表明，10 mg /
L HA 溶液对 PTFE 膜通量几乎没有影响，浓缩至 4
倍时，相对膜通量仅由 0. 96 下降至 0. 94。与新膜

相比，仅有少量污染物附在 PTFE 膜面上。为了更

好地研究 HA 对 PTFE 膜通量的影响，选择 50 mg /L
HA 溶液进行实验，并对浓缩至 3． 95 倍的膜进行电

镜扫描，见图 13(b)。
结果显示，经过浓缩操作后，PTFE 膜面上部分

孔被 HA 垢所遮盖，但膜通量受到的影响依旧很小，

整个实验过程相对通量都保持在 0. 9 以上，通量没

有随着浓缩倍数的上升而明显减小。
上述结果可以用水溶液中 HA 分子带电性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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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0 mg /L 和 50 mg /L HA 溶液对 DCMD 性能的影响

Fig． 12 Effect of 10 mg /L and 50 mg /L HA solution
on DCMD performance

图 13 10 mg /L 和 50 mg /L HA 溶液经浓缩后膜表面形貌

Fig． 13 Surface morphologies after treating
10 mg /L，50 mg /L HA solution

释。HA 是由芳香族及其多种官能团构成的高分子

有机酸。羧基和羟基作为较为活跃的官能团，能在

水中电离出 H + ，使 HA 分子带负电。带负电的 HA
分子相互排斥，致使 HA 以类胶团结构的疏松聚集

体形式存在于水溶液中
［15］，表现出胶体粒子特性，

吸附在膜表面上，影响膜通量。膜表面因 HA 的吸

附而带负电，由于静电同性相斥，使得吸附在膜表面

的 HA 比较分散，未形成致密的污染层，故对膜通量

影响很小。随着实验运行，膜面上 HA 有所增加，

PTFE 膜表面所带负电荷量增多，其与溶液中的 HA
分子间的斥力增大，延缓了吸附进程，故膜通量没有

随浓缩倍数的上升而明显下降。
图 12 展示了浓缩 10 mg /L、50 mg /L HA 溶液

过程中产水侧电导率和 HA 浓度变化情况。其中 10
mg /L 产水侧 HA 未被检测出，50 mg /L 产水侧 HA
浓度在 0. 31 ～ 0. 56 mg /L 间，电导率均没有出现上

升，PTFE 膜对 HA 的截留率在 98%以上。

3 结 论

由于污染机理的不同，PTFE 膜表现出的抗污染

性能各不相同。
(1)在 35 g /L NaCl 溶液的浓缩过程中，PTFE

相对膜通量由 0． 9 开始大体上呈稳定下降趋势，至

4 倍时减小至 0. 72，膜污染是通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2)CaSO4 与 CaCO3 具有易结晶沉淀的性质而

大量沉积在膜表面，对 PTFE 膜通量影响较大。其

中，由于溶解度的差异，浓缩过程中 CaSO4 晶体析

出量远大于 CaCO3，能覆盖表面大部分膜孔，严重影

响传质，造成膜通量的大幅衰减，但膜污染对 PTFE
膜的截留率影响轻微。

(3)硅溶胶的胶体凝聚特性会使得胶体聚集附

着在 PTFE 膜表面，造成膜通量衰减;随着浓缩倍率

增大，通量衰减幅度变缓。这主要是由于溶液 pH
上升使胶核电负性增强，扩散层变厚，导致胶体粒子

间斥力增大，胶体愈发稳定，难以凝聚。PTFE 膜对

可溶性 SiO2 截留率可保持在 95%以上。
(4)PTFE 膜对 HA 有很好的抗污染能力。主要

原因是:虽然在水溶液中 HA 表现出胶体粒子特性

而吸附在膜表面上，但是电负性使得 HA 在静电斥

力的作用下松散地吸附在 PTFE 膜上，未能形成致

密的污染层，并随着实验的进行，斥力逐渐增大，HA
越来越难附着在膜面，所以膜通量不会随浓缩倍数

的上升而明显下降。产水水质的测定结果表明，PT-
FE 膜对 HA 截留率在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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