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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烷基硫酸钠对膜蒸馏过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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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膜蒸馏具有较低的操作压力、操作温度以及运行成本等优点，因此在水处理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

是膜蒸馏过程中的膜润湿和膜污染现象仍然是阻碍其工业化应用的主要问题。表面活性剂作为一种能显著降低

溶液表面张力、改变进料液性质的物质，对膜蒸馏造成的影响值得被研究。基于此，研究了在直接接触式膜蒸

馏（DCMD）过程中表面活性剂对不同商业微孔疏水膜造成的影响，选用了一种常见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

基硫酸钠（SDS）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进料液中 SDS浓度的上升会引起更为严重的膜润湿现象，并且所使用的

三种商业膜中，双疏膜抗润湿性最强，而 PVDF膜最弱。而当Ca2+大量存在于进料液中时，Ca2+与 SDS的聚集降

低了膜润湿的程度但其在膜表面的沉积造成了严重的膜污染。界面相互作用自由能的计算结果表明Ca2+/SDS与
PVDF膜之间的吸引力最大、PTFE膜其次、双疏膜最小，这一结果与膜蒸馏过程中通量变化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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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MD)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operating pressure, operating temperature and
operating cost, so it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water treatment. But the wetting and fouling during the MD
process will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it, which hiders its step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wetting and fouling, the existence of surfactant is one of them. Surfactant can lower the surface tension of the
solution significantly, and might change the property of the feed solution as well. This research add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 into the salty water as feed solution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urfactant on direct con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DCMD) process. The wetting and fouling phenomenon was studied as a function of the SDS
concentration, the valence of the added electrolyte, and the different membranes. An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crease of SDS concentration would make the wetting more severe. It can also be concluded that the omnipho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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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 was the first while the PVDF membrane was the last in an order of the resistance to wetting. When
changing NaCl into CaCl2, the aggregations of Ca2+ and SDS weaken the wetting phenomenon but their deposits on
membrane lead a fouling. The interaction energies between the colloid and the membrane surface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data manifested that the attraction of PVDF membrane was the largest while the omniphobic membrane was
the smallest,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Key words: membrane; distillation; surfactant; membrane fouling; membrane wetting

引 言

膜蒸馏技术是一种以疏水微孔膜作为介质的

膜分离技术[1]，通常可在常压下运行且操作温度较

低，所以与常规蒸馏、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相比，其

成本相对较低[2-4]。此外，因理论上膜蒸馏过程中只

有水蒸气通过膜孔，其拥有高质量的产水，所以膜

蒸馏在高盐度、高有机物废水以及含有放射性废水

的处理上得到大量的关注和研究[5-7]。

在膜蒸馏过程中，疏水微孔膜作为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得到广泛的研究，目前较常用的膜蒸馏用

膜为聚偏氟乙烯(PVDF)膜、聚四氟乙烯(PTFE)膜和

聚丙烯(PP)[8]膜。而膜作为进料液与渗透液间的一

个屏障，其较高的孔隙率和良好的疏水性是对高

通量和高截盐率的保证 [9-10]。因此，在处理成分复

杂的废水时，潜在的膜污染和膜润湿现象是膜蒸

馏广泛工业化应用的一个较大阻碍。Gryta[11]用膜

蒸馏处理自来水时，在 85 h后观察到通量急剧下

降的现象，通过电镜发现是由于污染物在膜表面

的沉积造成。而他在另一个研究中发现膜孔的润

湿会导致气液接触面的温差极化现象更为严重，

这使膜蒸馏过程中的通量受到影响 [12]。Guillen-
Burrieza等 [13]在研究中发现，CaCO3在膜表面的结垢

会对膜的形貌和机械性能造成影响，从而使膜通

量急剧降低。

在气-液接触面上，如果压力超过允许液体进

入膜孔的最小压力即液体透过压力(LEP)，液体就会

进入到膜孔使膜孔润湿[14]。进料液中含有低表面张

力物质时，膜法处理过程中膜很容易发生润湿现

象[15]。而表面活性剂的存在会显著降低溶液表面张

力，使液体透过压力降低，膜更易被润湿。

表面活性剂作为洗涤剂、乳化剂、分散剂等几

乎被应用在各行各业，全球的表面活性剂年消耗量

已超过千万吨[16-17]，因此大量的表面活性剂不可避

免地被排放到环境中来。有研究表明在处理含有

表面活性剂的废水时，表面活性剂单体在膜表面和

膜孔上的吸附会造成膜孔的堵塞和膜表面亲水性

的变化[18-19]。丁忠伟等[20]通过研究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SDBS)对PVDF膜膜蒸馏过程润湿发现降低 SDBS
含量或热侧温度以及进料液中加入NaCl均可减缓

膜蒸馏膜润湿的进程。杨大为[21]通过实验得出结论

投加量相同的情况下氯代十六烷基吡啶比十二烷

基苯磺酸钠更容易造成膜的润湿。而 Chew等[22]用

PVDF膜处理水包油乳浊液发现膜润湿和膜污染受

到表面活性剂浓度及疏水性能影响。但现有的研

究还没有对膜蒸馏中常用的不同材料的膜进行系

统的对比，以及考虑水中常见的Ca2+、Mg2+离子与表

面活性剂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

本文在进料液加入一种常用的表面活性剂十

二烷基硫酸钠 (SDS)，考察了不同含量的 SDS以及

Ca2+的存在对直接接触式膜蒸馏过程造成的影响，

并且比较了三种商品膜在膜蒸馏过程的抗润湿性

及膜污染情况，以对表面活性剂造成的膜润湿和膜

污染现象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试剂

PVDF微滤膜，购自 Millipore公司；PTFE微滤

膜，购自迈博瑞公司；双疏膜，购自上海名列新材料

有限公司；氯化钠(NaCl，GR)，甘油(C3H8O3，AR)购自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十二烷基硫酸钠(SDS，
GC)购自 Sigma-Aldrich公司,二碘甲烷(CH2I2)购自阿

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氯化钙(CaCl2，AR)购自上

海麦克林公司。

1.2 实验装置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装置如图 1所示。其中膜组

件由冷侧和热侧两个腔室组成，有效的膜蒸馏面积

为 7.274 cm2。冷循环和热循环的温度分别为 20℃
和 53℃，两侧分别有一个恒温水浴槽来保持温度的

恒定。膜组件冷、热侧进口均装有温度计以检测膜

的两侧温度是否与要求一致；而管路流速由转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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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控制。产水收集于烧杯中，质量变化由天平测

量并由计算机同步记录，产水的电导率由电导率仪

测量。

1.3 实验仪器

电导率测定仪(CCT-3320，河北科瑞达仪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接触角测量仪 (OCA15EC，德国

Data Physics 公 司)；水 分 测 定 仪 (Mettler Toledo，
HR83，瑞士梅特勒-托利多集团)；毛细流孔径分析

仪 (Porolux 1000，德国普罗美特有限公司)；表面张

力仪 (DCAT 21，德国 Data Physics公司)；纳米粒度

及 Zeta电位分析仪 (ZS90，英国马尔文仪器有限

公司)。
2 表征及计算

2.1 孔隙率测定

本实验通过水分测定仪使用重量法测得三种

膜的孔隙率数据。首先用测厚仪测出膜的厚度，然

后使用已知密度的浸润液将膜充分润湿，擦去表面

多余液体，放入水分测定仪中，记录始重与终重，通

过式(1)进行孔隙率ε的计算

ε = w1 - w2
ρLAl

(1)
其中，w1、w2分别为膜的始重和终重，g；ρL为润

湿液密度，1.87 g/cm3；A为膜样品面积，cm2；l为膜厚

度，cm。
2.2 孔径及液体透过压力测定

将膜裁剪成直径 25.0 mm大小的圆形，放入浸

润液中使膜充分润湿后置于毛细流孔径仪样品台

上，仪器使用氮气对膜孔内浸润液进行吹脱，采用

气泡压力法测得膜的孔径及孔径分布数据。

将浸润液换成超纯水，选择泡点回路，泡点出

现的点对应的压力值即为液体进入压力。其中液

体透过压力 LEP与膜的最大孔半径之间的关系

如式(2)[23]
LEP = - 2τγlcosθ

rmax
(2)

式中，τ为由膜孔结构决定的弯曲因子，定义为

膜平均微孔长度和膜厚的比；γl为液体表面张力，

mN/m；θ为液体在膜面的接触角，（°）；rmax为膜最大

孔的半径，μm。
2.3 接触角测定

选取一定面积大小的膜样品置于接触角测量

仪的试样台上，设置液体滴落体积为 4 μl，将液滴转

移至膜表面后，使用仪器进行接触角的测量。

2.4 Zeta电位测定

配制好实验使用的溶液，通过马尔文纳米粒度

及Zeta电位分析仪分别进行液体及膜表面Zeta电位

测定。

2.5 溶液表面张力测定

配制不同浓度 SDS溶液，置于表面张力仪的试

样台上，选取相应的组件采取片法测量溶液的表面

张力。

2.6 粗糙度测定

使用原子力显微镜对膜表面进行粗糙度的表

征，测定过程采用轻敲模式，扫描面积为 10 μm×10
μm。测定结果使用Nanoscope软件进行处理。

2.7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

分别配制了溶质为 SDS和 NaCl以及溶质为

SDS和CaCl2的溶液作为实验的进料液，进行 50 h的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实验，记录产水通量与电导，其

中通量 J计算公式如式(3)
J = ΔW

AΔt (3)
式中，ΔW为产水质量，kg；A为进料液与膜的接

触面积，m2；Δt为测量时间，h。
2.8 自由能的计算

2.8.1 界面相互作用自由能的计算 溶液中污染

物与膜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由能ΔGTOT为范德华相互

作用自由能ΔGLW和极性相互作用自由能ΔGAB之和。

计算公式如式（4）~式（6）[24]

ΔGLW = 2( γLWl - γLWm )( γLWf - γLWl ) (4)
ΔGAB = 2 γ+l ( γ-m + γ-f - γ-l ) +

2 γ-l ( γ+m + γ+f - γ+l ) - 2( γ+mγ-f + γ-mγ+f )
(5)

ΔGTOT = ΔGLW + ΔGAB (6)
其中，γLW，γ+，γ−分别为范德华表面张力分项、电

子受体表面张力分项和电子供体表面张力分项，mJ/

图1 直接接触膜蒸馏实验流程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of D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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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下角标 l，m，f分别代表液体、膜及污染物。

2.8.2 表面能的计算 式(4)~式(6)计算所需要的各

表面张力分项可以通过扩展杨氏方程求得，公式

如式（7）
( 1 + cosθ ) γTOTl = 2( γLWs γLWl + γ-s γ+l + γ+s γ-l ) (7)
其中，θ为接触角，（°）；γTOT为液体表面张力，mJ/

m2；下角标 s代表固体。

由于接触角的测量会受到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在利用式(7)计算微滤膜的表面张力时需要进行如

下修正[25]

( 1 + cosθ
r
) γTOTl = 2( γLWs γLWl + γ-s γ+l + γ+s γ-l ) (8)

式中，r为 1与 SAD（实际膜表面积与膜表面垂

直投影面积差异）之和，其值可由原子力显微镜

(AFM)测得。

通过测定待测面与已知表面能参数的三种不

同液体间的接触角，即可计算出待测面的表面能参

数。本文使用的检测液体为超纯水、甘油和二碘

甲烷。

3 结果与讨论

3.1 参数测定与表征

3.1.1 疏水膜参数测定 本研究使用了三种不同

的商业疏水膜，PTFE 膜、PVDF 膜以及双疏膜

(omniphobic)。其中双疏膜底膜为 PTFE材料，通过

对膜表面永久功能化改性制得。为了方便进行比

较，所使用的三种膜的厚度、孔径等参数已尽量保

持一致，具体参数见表 1。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三

种膜的厚度都在 200 μm左右，平均孔径都接近

0.30 μm，其中PVDF膜的厚度最小(199 μm)，而双疏

膜的孔径最大(0.37 μm)。由式(2)可知，液体透过压

力(LEP)与最大孔径有关，测量结果显示 PTFE膜的

液体透过压力最大，但是在实际膜蒸馏过程中膜

的截盐率不只是与大孔有关，所以 LEP只是作为

预测膜在膜蒸馏过程中表现的一个参考。Zeta电
位是在实验所用溶液条件下测量，由于较高的离

子强度会压缩双电层，使测得的 Zeta电位值较

小 [26]，所以在该条件下三种膜表面的 Zeta电位值的

差距也大幅减小，但双疏膜表面携带的负电荷仍

然最多。

3.1.2 膜表面形貌及粗糙度 图 2为三种膜的 SEM
图及AFM图。其中图 2(a)~(c)为膜的 SEM图。由于

制作工艺的不同，PVDF膜与 PTFE膜及双疏膜表面

有较大差异。PVDF膜表面是海绵状的多孔结构，

而 PTFE膜与双疏膜是有一定骨架孔隙均匀的多孔

结构。与 PTFE膜相比，双疏膜表面结构与其相似，

但膜丝表面有明显的改性物质包覆。AFM测量结

果显示，PVDF膜、PTFE膜与双疏膜的平均表面粗

糙度 (Ra)分别为 191、208和 231nm。对于疏水膜来

说，粗糙度越大膜的疏水性能越好[27]，由此推测三种

膜中双疏膜的疏水性最好。

3.1.3 溶液表面张力 进料液为NaCl和 SDS的混

合溶液，其中NaCl含量为 35 g/L。溶液的表面张力

与 SDS浓度的关系由图 3所示，可观察到随着 SDS
浓度的上升，溶液表面张力先急剧下降后趋于平

缓。该转折点对应的浓度 0.2 mmol/L即为 SDS在该

条件下的临界胶束浓度[28]。因为达到临界胶束浓度

后，溶液的表面张力达到最低点，再增加表面活性

剂浓度，表面张力也不会进一步降低，但胶束起到

了一个“贮存”的作用，当溶液中表面活性剂单体由

于被吸附等原因含量下降时，部分胶束会分散为单

体维持溶液的表面张力。因为溶液表面张力是影

响膜蒸馏过程的一个因素，考虑到表面活性剂的特

殊性质，为了观察溶液表面张力不变后继续增加表

面活性剂含量对膜蒸馏过程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三

个 SDS浓度进行实验：0.1、0.2(临界胶束浓度)、0.3
mmol/L，对应的溶液表面张力分别是：37.79、28.94
和28.61 mN/m。
3.1.4 接触角的测量 为了进一步了解膜的疏水

性能及疏低表面能液体的性能，选取了四种不同表

面张力的液体超纯水(γ = 72.8 mN/m)、10% 甲醇溶

液(γ = 59 mN/m)、蓖麻油(γ = 36 mN/m)和十六烷(γ =
29 mN/m)进行了膜接触角的测量。

由图 4可以看出，PVDF、PTFE和双疏膜都展现

了良好的疏水性能，三种膜与纯水的接触角分别为

128.5°、130.8°、132.8°。对于 10%甲醇溶液，三种膜

的接触角也较大，分别为 131.5°、128.5°和 127.6°。
当测量的液体换成蓖麻油时，PVDF膜的接触角下

表1 实验用膜相关参数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elected membranes

Membrane
PVDF
PTFE

omniphobic

δ/μm
199
220
205

ε/%
38.99
45.16
41.13

dmean/
μm
0.33
0.28
0.37

dmax/
μm
0.61
0.45
0.60

LEPw①/
Pa

4.72×105
6.4×105
4.8×105

Zeta
potential/mV
−3.01
−4.37
−5.78

① Liquid entry pressure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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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 31.2º，而 PTFE膜与双疏膜的接触角仍保持在

100º以上。当十六烷作为测量溶液滴在三种待测膜

上时，PVDF与 PTFE这两种膜均很快被润湿，与此

相对，双疏膜展现了较好的抗十六烷润湿性，其接

触角为92.5°。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推断出双疏膜有较好的疏

低表面能液体的性质，从而在处理含有 SDS的料液

时有更稳定的表现。与双疏膜比较，润湿现象应该

更容易发生在PVDF膜上。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

果，本文使用这三种商品膜进行了膜蒸馏实验。

3.2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DCMD）对含 SDS溶液的

处理

为了研究不同膜在处理含 SDS废水中的表现。

三组实验的冷热侧温度、流速均保持不变，进料液

的浓度梯度也保持一致，分别含 SDS 0.1、0.2和 0.3
mmol/L。
3.2.1 PTFE膜 使用PTFE膜进行膜蒸馏实验时的

通量和电导率变化如图 5所示。进料液中 SDS浓度

为 0.1和 0.2 mmol/L时，整个膜蒸馏过程的通量及电

导率表现较为稳定。在进料液中 SDS浓度为 0.2
mmol/L时，电导率的小幅度上升可能是膜上部分大

图2 三种膜的电镜及AFM图

Fig.2 SEM and AFM three-dimensional images of three membranes

图3 溶液表面张力随 SDS浓度增加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surface tensions with increase of SDS
concentrations in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s

图4 不同液体在三种待测膜上的接触角

Fig.4 Contact angels of three membranes with different liqu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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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润湿所导致，而通量依然保持稳定，说明被润

湿的孔的数量并不多。当 SDS浓度达到 0.3 mmol/L
时，电导率在短时间内就开始快速上升，这表明此

时PTFE膜已产生严重的润湿现象。

3.2.2 PVDF膜 PVDF膜膜蒸馏实验的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观察到，在最低的SDS浓度下，膜蒸馏过

程表现较为稳定，通量和产水电导率曲线都较为平

稳。而当 SDS浓度上升到 0.2 mmol/L时，膜蒸馏过

程中渗出侧产水的电导率已经上升至 558 μS/cm，
说明已有进料液透过膜孔进入产水侧。当SDS浓度

继续上升到 0.3 mmol/L时，PVDF膜的润湿现象更为

严重，产水电导率快速上升，通量也有明显的衰减，

说明此时有膜孔被完全润湿，进料液可直接透过膜

孔进入到渗出侧，膜蒸馏过程已经不能正常进行。

3.2.3 双疏膜 与前面提到的两种膜相比，双疏膜

在三个 SDS浓度下膜蒸馏的表现都较为稳定，产水

电导率都低于 10 μS/cm，说明三组实验中截盐率都

在 99%以上。但是从图 7中可以观察到，在膜蒸馏

初期，通量有一定下降但后期趋于稳定，说明双疏

膜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少量大孔被部分润湿，气液

界面温度下降使传质推动力减小导致通量降低。

即使通量受到一定影响，但是产水的质量并未降

低，整个膜蒸馏过程仍然保持高效率运行。

3.2.4 小结 三种膜中双疏膜抗润湿性能最为良

好，不论SDS浓度是在临界胶束浓度之下还是之上，

在膜蒸馏过程中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润湿现象。而

PTFE膜在临界胶束浓度左右时仍保持着较好的抗

润湿性，但浓度继续升高时，产水质量开始下降。

PVDF膜的抗润湿性能最差，在 SDS浓度较低时就

已经有润湿的现象发生，这可能是由于 PVDF膜中

的 C—H键与 SDS中的 C—H键存在疏水引力[29]，所

以SDS单体更易吸附在膜表面，并且亲水基朝外，从

而增加膜表面的亲水性使膜更容易被水润湿。

表面活性剂由一个极性基团和一个非极性尾

链组成，溶液中表面活性剂浓度较低时，由于非极

性尾链与膜之间的疏水引力，表面活性剂单体会以

“躺”的状态吸附在疏水膜表面[30]。随着浓度的升

高，更多的表面活性剂单体会被吸附，而由于进料

液中离子强度较大，其屏蔽作用导致极性基团之间

的排斥力减小[31]，表面活性剂单体更趋于以“站立”

的状态吸附在膜表面(图 8)[30]。由于此时亲水的极

性基团朝向溶液，所以膜表面的疏水性减弱，亲水

性增强，膜润湿更易发生。

3.3 Ca2+对DCMD处理含SDS溶液过程的影响

3.3.1 DCMD实验 与Na+相比，Ca2+因为所带的电

荷量更多，更大程度地降低了 SDS极性基团间的排

图5 PTFE膜膜蒸馏实验中通量与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5 Fluxes and conductivities for PTFE membrane in DCMD

图6 PVDF膜膜蒸馏实验中通量与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6 Fluxes and conductivities for PVDF membrane in DCMD

图7 双疏膜膜蒸馏实验中通量与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7 Fluxes and conductivities for omniphobic membrane in
D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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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力，这促进了 SDS单体的聚集，因此 SDS在 CaCl2
溶液中临界胶束会降低[32]。溶液浓度高于临界胶束

浓度时，SDS单体会聚集在一起形成胶体。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的极性基团带负电荷，在静电吸引力的

作用下Ca2+会与SDS胶粒团聚在一起，SDS浓度继续

升高时，Ca2+/SDS 聚集体会继续增大。由于膜与

Ca2+/SDS聚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聚集体会在膜表

面沉积形成一个凝胶层，凝胶层会堵塞部分膜孔使

膜在膜蒸馏过程中的表现受到影响。

图 9是 SDS溶液中加入Ca2+后作为进料液时膜

蒸馏过程中归一化通量及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其中实心点曲线代表通量变化情况，空点曲线

代表电导率上升情况。与图 5相比，渗出侧产水电

导率上升幅度降低，但是通量的衰减更为明显。通

过图 2可以发现，与加入NaCl相比，引入CaCl2后溶

液的表面张力略高一些。尽管 PTFE膜在膜蒸馏过

程中产水电导率也没有明显的上升，但是相比双疏

膜，其通量的下降更为严重。在两种不同成分进料

液的膜蒸馏实验中，双疏膜在实验过程中的通量和

产水质量均较为稳定。

3.3.2 污染物及三种膜的表面能 为计算污染物

及膜表面的表面能参数，本研究使用了三种检测液

体测量待测物质的接触角，检测液体的表面能参数

见表2[33]。
根据检测液体在污染物及膜表面形成的接触

角以及式(5)，可以计算出污染物及三种膜表面的表

面张力参数，计算结果见表3。
三种检测液体中纯水的接触角大小可以反映

出表面的亲疏水性，而二碘甲烷与甘油的接触角与

表面的极性有关。由表 3可知三种疏水膜表面属于

典型的低表面能表面，三种膜的 γ+S和 γ-S均较低，因

此这三种膜的表面接近于非极性表面[24,34]。而与疏

水膜相比，污染物则表现出亲水性及较大的极性。

3.3.3 污染物与膜表面间的界面相互作用 实验

条件下污染物与膜表面间的界面相互作用自由能

的计算结果见表 4。
界面相互作用自由能正值表示排斥力而负值

表示吸引力，其中吸引力对膜污染起到促进作

用[35-36]。由表 4可以看出，三种膜与Ca2+/SDS聚集体

的界面相互作用自由能中提供吸引力的是极性作

用力，而范德华作用力提供排斥力。将两者数值进

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总的作用力中起到主导作用的

是极性作用力，所以总体上污染物与膜表面之间存

图9 进料液中加入Ca2+后膜蒸馏实验中归一化

通量与电导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9 Changes of normalized fluxes and conductivities over
time in DCMD process with addition of Ca2+ in feed solutions

表2 三种测试剂的表面张力参数

Table 2 Surface tension parameters of three probe liquids

Liquid
pure water
glycerine

diiodomethane

γLW/(mJ/m2)
21.8
34.0
50.8

γ+/(mJ/m2)
25.5
3.9
0.0

γ−/(mJ/m2)
25.5
57.4
0.0

γTOT/(mJ/m2)
72.8
64.0
50.8

表3 检测液体在待测物表面接触角及待测物

表面张力参数

Table 3 Contact angles and surface tension parameters of
three pristine membranes and foulant

Samples
PTFE
PVDF

omniphobic
foulant

Contact angle/(°)
θW①

130.8
128.5
132.8
61.1

θG②

120.7
118.9
122.7
72.7

θD③

100.1
99.7
100.6
68.1

Surface tension/(mJ/m2)
γLWS
9.94
9.50
9.69
27.94

γ+S
7.92×10−3
6.24×10−4
1.44×10−4
0.58

γ-S
1.21
0.54
0.9
13.76

①Contact angel of water. ②Contact angel of glycerol. ③Contact
angel of diiodomethane.

图8 SDS单体在膜表面吸附

Fig.8 Adsorption of surfactant unimers on membran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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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是促进污染物吸附在膜表面的吸引力。总作

用力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作用力越强，即在直接接

触式膜蒸馏过程中更容易发生膜污染。

因为选用的三种膜的膜表面形貌等不同，极性

和范德华作用力也各不相同。其中 PTFE膜与污染

物之间范德华作用力最小为 1.87 mJ/m2,PVDF膜与

双疏膜分别是 1.96 mJ/m2和 1.92 mJ/m2。PVDF膜与

污染物之间的极性作用力为－47.92 mJ/m2，与 PTFE
膜的－43.82 mJ/m2和双疏膜的－42.63 mJ/m2相比，

PVDF膜对污染物的吸引力最大。而总作用力为两

者的和，可以看出双疏膜对污染物的吸引力最小，

三种膜中污染物最容易在 PVDF膜表面吸附，这一

点与上述的DCMD结果相符合。

4 结 论

(1)在高盐进料液中引入 SDS进行 50 h直接接

触式膜蒸馏实验发现双疏膜的通量以及产水电导

率最为稳定，在相对较高的 SDS浓度 (0.3 mmol/L)
时，双疏膜依然没有被润湿的现象，而在相同条件

下的 PVDF膜和 PTFE膜已经被润湿，通量明显下

降，产水电导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2)由实验数据可以发现其他实验条件保持不

变时，SDS浓度越大，疏水膜越容易被润湿，这不仅

由于溶液表面张力的降低造成，与表面活性剂在膜

表面的吸附量也有关系。

(3)将溶液中的一价离子Na+换成二价离子 Ca2+
时，Ca2+与 SDS形成的聚集体易在膜表面沉积而造

成膜污染，三种商业膜中，膜污染最轻微的依然是

双疏膜，而PVDF膜污染现象最为严重。

(4)计算膜表面与污染物间的表面能可以发现，

污染物与三种膜表面间的总相互作用力为负值即

两者之间存在吸引力，其中 PVDF膜与污染物间吸

引力最大而双疏膜与污染物间吸引力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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