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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驱动膜分离将电化学与膜分离技术有机结合，通过调控电场或电极电位强化膜分离效果，有望突破膜污染、选
择性分离弱及“trade-off”效应等技术瓶颈，是实现污 / 废水资源化的有效途径。提出电驱动膜分离概念，将电驱动膜分
离分为电控膜分离、电渗析和膜电容去离子等技术类型，重点关注选择性膜分离回收废水中有价物质进而实现废水资
源化。首先介绍了电驱动膜分离技术的基础研究进展，然后从膜 / 电极材料创新和工艺优化等角度对电控膜分离、电
渗析和膜电容去离子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和总结，最后从基础研究、材料创新和反应器开发 3 个方面对该技术未来的
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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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overy of resource and energy in sewage and wastewat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low-carbon society．
Electro-driven membrane separ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sewage and wastewater，which
combines electrochemistry with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and enhances membrane separation effect by adjusting
electric field or electrode potential． And it is expec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s of membrane fouling，weak
selective separation and trade-off effect． The concept of electro-driven membrane separation was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electro-driven membrane separation was divided into electrical control membrane separation，electrodialysis and
membrane capacitance deionization．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recovery of valuable substances in wastewater via selective
membrane separation，so as to realize the recycling of wastewater． Firstly，the basic research progress of electro-driven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Then，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lectro-controlled membrane separation，
electrodialysis and membrane capacitor deionization was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mbrane / electrode
material innovation and process optimization． Finally，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echnology was prosp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basic research，material innovation and react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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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中资源能源的回收是构建低碳社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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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动选择性膜分离基础研究
离子的传输

1. 1

内容，也是水处理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污水处理需

溶液中离子的传输包括对流、扩散和电迁移等形

要大 量 能 量，每 处 理 1 t 生 活 污 水 平 均 消 耗 能 量

式，可由 Nernest-Planck 方程描述。 由于电场中电迁

［1］

。 从污 /

移对离子传输的贡献程度最高，可通过外加电场调控

废水中去除有价物质同样需要消耗能量 ，如去除每千

离子的传输过程。 在氧化石墨烯膜中与离子传输方

1. 36 ～ 4. 04 MJ，占社会总零售电量的 4%
［2］

，传统活性污泥法去除氨氮所

向相同的电场会加速阳离子的迁移 ，相反的电场会阻

消耗的电能占污水处理设施消耗总电能的 77% 以

碍阳离子的迁移； 阴离子则被阳离子以静电吸引拖曵

克氮需要 45 MJ 能量
［3］

上

。因此，污 / 废水处理同时回收有价物质避免了

资源和能源的浪费，是构建可持续社会的重要路径。

［11］

过膜

。而在 TiO 2 纳 米 通 道 内，无 论 电 场 方 向 如

+

膜分离是污水资源化能源化方面不可或缺的技

2+
何，Na 和 Mg 的迁移率都降低。 特别是当电 压 为
－ 2. 0 V 时，Mg 2+ 的传输被完全阻止，Na + 由于较小的

术手段，具有分离效率高、工艺简单、环境友好及占地

半径和荷电，仍然能跨膜传输，从而产生了选择性离

［4］

面积小等优点

。 目前膜分离技术面临膜污染、难

子通道（ 图 1）

［12］

。通过外加电场调控离子的传输行

以选择性分离及通量和选择性之间“trade-off”效应的

为，可加速 或 抑 制 离 子 的 迁 移，从 而 对 离 子 产 生 选

技术瓶颈，这些问题均是基于传统的以位阻筛分为主

择性。

要膜分离机制下的膜材料与分离工艺设计的必然产
物。道南效应作为膜分离另一重要作用机制 ，通过膜
表面 / 膜孔电荷的静电排斥作用进行选择性分离，有
可能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 采用电化学方法直接增
强膜表面电荷是增强道南效应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 ，
电化学与膜分离技术的结合也因此成为膜技术领域
［5］

研究的热点之一

。

电驱动膜分离是将电化学和膜分离技术有机结
合，利用空间电场或电极电位强化 / 优化膜分离过程
的技术，可分为电控膜分离、电渗析和膜电容去离子
等技术类型。 它具有以下特点： 1） 提高截留率。 水
中带电物质同时受到静电排斥和膜孔位阻筛分的作
［6］

用，产生更强的截留效果

； 2） 强化选择性。 膜分离

图1

在电调控下能够产生更高的选择性 ，如采用专属膜电
［7］

极可以强化对特定离子的截留选择性

污染。静电排斥和电化学反应可有效缓解膜分离过
［8］

程的有机、无机和生物污染

。
［9］

Figure 1

； 3） 缓解膜
1. 2

［12］

电场对离子传输的影响

Effect of electric field on ion transport［12］

电极 －溶液界面双电层
电极 －溶液两相界面的双电层对离子分布有重

或膜电容去离

要意义，是电驱动选择性膜分离基础研究的重点 。 双

等单一技术在脱盐等方面的应用总结技术的机

电层理论自发展到 Gouy-Chapman-Stern 模型后逐渐

理、模型、市场及电极 / 膜材料等内容，本文提出电驱
动膜分离的概念，并将电控膜分离同电渗析、膜电容

定型，近年在双电层结构及离子跨膜传输研究方面取
得了新的进展： Pt － 水 － 高氯酸盐界面上 Pt 电极的零

去离子等技术归纳在内。 首先简述了电驱动选择性

－3
电荷电位只能在低电解质浓度下 （ ＜10 mol / L） 才能

膜分离技术的基础研究进展，然后从材料创新和工艺

确 定，双 电 层 扩 散 部 分 的 “有 效 屏 蔽 ”比 Gouy-

优化等角度对电控膜分离、电渗析和膜电容去离子选

Chapman 模型预测的要强［13］； 在离子跨膜传输方面，

择性分离的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和总结 ，最后对该技术

亚纳米尺度上的离子传输过程受到双电层的影响 ，最

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高能增加 4 ～ 7 倍。这种影响与离子的种类和浓度有
关，不同离子的传输速率不同，其顺序为 K 2 SO 4 ＞KCl

目前国内外的综述仅从电渗析
［10］

子

环

32

境

＞MgSO 4 ＞MgCl 2 ； 增加本体溶液中离子浓度可以压缩
［14］

双电层，进而降低离子传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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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污 染 能 力 更 强，其 纯 水 通 量 比 ECMＲ 高 了
9. 57%［22］。电场膜分离抗污染能力强，膜性能表现

。

好，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电极内置与电极外置相比

Donnan 效应

1. 3

工

［15］

假设膜具有均匀分布的电荷并推导出
热力学平衡方程，发现膜 － 溶液界面的电位是膜排斥
Donnan

节省了占地面积，增加了系统复杂程度，如何平衡二
者的经济成本是实际应用中的难题 。

同离子的原因，这种电位被称为 Donnan 电位，而离子
交换膜对 同 离 子 的 排 斥 作 用 被 称 为 Donnan 效 应。
Donnan 理论可以计算同离子的吸附值，尽管理论计
算值 与 实 验 测 定 的 同 离 子 吸 附 值 会 有 一 定 的 差
［16］

异

，Donnan 理论仍是解释离子交换膜中离子吸附
［17］

现象的基础。Kamcev 等

提出了一个结合 Donnan

理论和溶液相及膜相中离子活度的模型 ，运用曼宁反
离子凝结理论计算膜相离子的活度系数，用 Pitzer 理
论计算溶液相离子的活度系数，理论和实验测定的数
［18］

值达到显著一致

。Donnan 理论说明提高膜表面

图2

荷电能力可以提高对离子的选择性 ，从而提高膜选择

Figure 2

［22］

电絮凝 / 氧化膜反应器装置及电极布置

Electrocoagulation / oxidation membrane reactor and

分离能力。
2
2. 1

electrode arrangement［22］

电控膜分离选择性分离研究进展
导电膜分离

2. 2

电场膜分离

导电膜是以导电膜材料为电极，将膜技术耦合电

电场膜分离是将膜组件置于电场中 ，利用电场作

［7］

用调控膜分离过程的技术。 根据电极与溶液的位置

化学技术，调控粒子传输特性以实现选择性分离

关系，电场膜分离分为电极外置和内置两种 。电极外

或减缓膜污染

置时，与溶液没有接触，形成的电场通过诱导作用缓

合物膜、碳基导电膜和金属导电膜。聚吡咯

［23］

的技术，按制备材料可分为导电聚
［24］

［25］

［8］

和聚乙烯醇

、聚苯

等导电聚合物是常见的制膜材

解膜污染或提高截盐率： 在缓解膜污染时外加电场对

胺

亲水性强、分子量高的天然有机质 （ NOM） 造成的膜

料，
用聚乙二醇制备的导电膜能够有效去除溶液中的

污染缓解效果更明显，因为亲水性较高的 NOM 具有

Cu 2+ ，去除率随着电压的升高而提高，电化学还原氧

更多的极性基团，更容易发生电场极化，从而聚集成

化和化学沉淀是去除 Cu 的主要原因

［26］

2+

。Tan 等［27］

。 截盐率的提高

制备的聚吡咯导电膜实现了电化学调控膜孔伸缩 ，其

可通过调节电场的方向实现，向石墨烯膜施加正电

电响应特性来自溶液中水合阳离子的嵌入和脱出引

压，膜 对 Na 2 SO 4 的 截 留 效 果 比 不 通 电 时 提 高

起的膜材料体积变化，根据膜孔伸缩的特性可通过反

16. 84%； 改变电场反向，Na 2 SO 4 的截留效果比不通

冲洗缓解膜孔堵塞（ 图 3a） 和选择性分离滤液中的有

［19］

大尺寸分子，形成疏松的滤饼层

［20］

电时降低了 26. 82%

机物（ 图 3b） 。

。

电极内置时，由于电极与溶液直接接触，电场膜
分离不仅可以利用电场作用，还可以结合电絮凝、电

［28］

碳纳米管

［29］

和石墨烯

是常见的碳基导电膜

合成材料。在碳纳米管导电膜上施加电压以提高膜

设计的电絮

表面电荷密度，膜与溶液的 Donnan 位差增大，可以在

凝膜反应器（ ECMＲ） ，利用电场作用结合电絮凝原位

不降低水通量的情况下提高膜的截留率 。 当外加电

调控滤饼层结构，获得孔隙率更高和更加亲水的滤饼

压为 2. 5 V 时，对 Na 2 SO 4 的截留率达到 93. 0%，此时

层，表现出更强的抗污染能力，在处理腐植酸时去除
率比超滤膜高 50%。ECMＲ 结合电氧化过程，可设计

2
［30］
。Hu 等［31］ 构建的
膜通量为 14. 0 L / （ m ·h·bar）
还原石墨烯 －碳纳米管 （ rGO-CNTs） 导电膜 （ 图 3c） 在

出电絮凝 / 氧化膜反应器（ ECOMＲ） ，装置及其电极布

施加电压后，膜表面及内部的电容性离子增多，增强

置见图 2。ECOMＲ 中的滤饼层不仅疏松多孔，而且

了 Donnan 效应，对 NaCl 的截留率达到 71%，比不通

对膜的亲和力弱，更容易从膜表面清除，相比 ECMＲ

电时的截留率增加了近 2 倍（ 图 3d） 。

［21］

氧化等电极反应调控膜性能。Sun 等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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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吡咯导电膜和还原氧化石墨烯 － 碳纳米管膜选择性分离机制及效果

Selective separation mechanism，effect of polypyrrole conducting membrane，and reduced oxide graphene carbon nanotube memebane

金属导电膜的合成材料包括金属及其氧化物 ，其

交换膜构成的双室电渗析称为电解 － 电渗析 （ EED） ，
［37］

中钛及其氧化物电化学稳定性强 ，是制备导电膜的常

在有机酸的回收和浓缩中应用广泛。Wu 等

用材料。钛氧化物导电膜在不通电时无法去除溶液

EED 分离含盐溶液中的苯酚，阴极产生的氢氧根将

－
3

中的 NO ，向膜表面施加电压后，由于电氧化的作用
－［32］
3

利用

苯酚转化为酚氧离子然后去除，去除率达到 90% 以

。 导电聚合物膜、碳基导电

上。在电渗析中填充阴阳离子交换树脂以提高膜通

膜和金属导电膜在通电后均表现出更强的选择分离

量和电导率的技术被称为电去离子 （ EDI） ，其电导率

效果，利用 Donnan 效应还可以在不损失膜通量的情

的提高增强了离子向膜表面的迁移能力 ，克服了浓差

况下实现选择性的提升。其中，碳基导电膜由于其特

极化的影响。EDI 技术对水中 Cr（ Ⅵ） 和 Cr （ Ⅲ ） 的

殊结构，可能实现纳滤膜对离子的选择性分离，拓展

去除率均高达 90%，在树脂饱和后去除率和能耗依

了导电膜的应用范围，为水资源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旧保持稳定，其连续高效的处理能力在水处理领域具

能够去除约 67% NO

3
3. 1

［38］

有广阔应用前景

电渗析选择性分离研究进展

3. 2

电渗析结构及工艺参数优化
电渗析是利用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跨膜传输实
［33］

现分离和提纯的技术，最早应用于海水淡化

。浓

。

新型离子交换膜及其电渗析过程
离子交换膜是电渗析过程的核心部件 ，新型离子

交换膜及相应电渗析器的研发是提高物质选择性分
［39］

在电渗析中用聚吡

差极化和膜污染是导致电渗析工艺性能下降的主要

离表现的重要手段。Zhou 等

原因，为了进一步提高电渗析的脱盐表现，优化电渗

咯导电膜替换离子交换膜，通过阳离子在聚吡咯膜上

析工艺或改变电渗析结构是可行的途径 。 改变电渗

+
的嵌入脱出，实现对 K 的选择性回收 （ 图 4） 。 当溶

析电源，利用脉冲电压产生的非稳态电场可以调控水

+
+
+
+
液中存在 Na 和 K 混合溶液时，导电膜对 K / Na 的

。因为在脉冲电压的暂停段溶

分离因子达到 2. 10。包含单价阴阳离子交换膜的电

液中的离子可通过扩散或对流向膜表面传输 ，从而减

渗析称为选择性电渗析 （ SED） 。SED 回收冶金废水

少一定程度浓差极化，在降低能耗的同时获得更好的

中的金属时表现突出，废水中的铜、锌离子 （ CuSO 4 和

［34］

中离子的传输特性

［35］

脱盐性能

。在处理酸乳清废水时，利用脉冲电压
［36］

的电渗析作用可几乎完全消除结垢

。由单个离子

ZnSO 4 ） 先 与 砷 （ H 2 ASO －4 ） 分 离，再 与 一 价 阳 离 子 分
［40］

离，最终回收率分别达到 80% 和 87%

。 以双极膜

环

34

境

为离子交换膜的电渗析称为双极膜电渗析 。 在电场
+

－

的作用下，双极膜两侧会分别产生 H 和 OH ，将溶液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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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析应用在 Li 和 B 的回收上，溶液中的 Li 和 B（ OH）

－
4

膜电容去离子

4. 1

膜电容去离子 （ MCDI） 的极板外有离子交换膜，

中的盐转化为酸和碱。 根据此特性可将双极膜电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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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不会被带有相反电荷的极板吸附 ，与电容去离子
［46］

，向 MCDI 中添加颗粒活

穿过离子交换膜后，与双极膜产生的 OH 或 H 结合

相比有更高的工作效率

成 Li（ OH） 和 H 3 BO 3 ，并以 Li（ OH） 和 H 3 BO 3 的形式

性炭能够将脱盐率进一步提高

－

+

［47］

。MCDI 具有良好

。包含超滤膜或纳滤膜的电渗析称为滤膜电

－
2－
的选择性分离能力，在处理实验室配制的 F / SO 4 模

渗析。电渗析内布置不同 MWCO 的超滤膜可以进行

－
拟废水时，阴离子去除率和 F 的选择性会随着离子

［41］

回收

［42］

多组分回收

，以此方法处理鲱鱼水解产物，回收的

阴离子组分主要是大量酸性氨基酸 ，阳离子组分主要
［43］

是碱性氨基酸
［44］

择性

； 纳滤膜电渗析对离子有更高的选

，还能降低离子的传输阻力，提高膜通量。 与

浓度和 pH 值增加而增加，在最佳条件能获得 1. 43
－

从 4 提高到 7

。电渗析不需要化学药剂，能产生较

； 研究表明，MCDI 对 NO －3 有很强的选

－
－
－
择性，从 NO 3 / Cl 混 合 溶 液 中 选 择 性 去 除 NO 3 时，

NO －3 / Cl － 的选择系数能达到 4. 37［49］。

SED 相比，纳滤膜电渗析对 Na + / Mg 2+ 的分离因子可
［45］

［48］

的 F 选择性

MCDI 在营养物质的回收，尤其是氮的回收上有
［50］

突出表现。Sakar 等

用流动通道填充阳极室和阴

高的水回收率，已有较大规模的实际应用，但仍存在

极室，通过增加电极区域内电解质浓度来增加系统对

膜污染水平高和选择性分离弱的缺点 ，推进新型离子

铵的吸附能力，电极富集的铵可进一步转化为氨，且

交换膜的设计及与其他技术的耦合是克服电渗析缺

系统对氨的吸附量比无流动通道时大 65% 左右。 此

点的有效途径。

MCDI 能 够 与 电 渗 析
外，

［51］

、离 子 交 换［52］ 等 工 艺 联

用，回收废水中的氮元素。MCDI 还可用来回收贵金
属，如 催 化 剂 废 水 中 的 钯 离 子，实 现 对 钯 离 子
99. 07% ～ 99. 94% 的去除率，在 5 次吸附 / 解吸操作后
［53］

得到高浓度的钯浓缩液

。

流动电极电容去离子

4. 2

流动电极电容去离子 （ FCDI） 用磁悬浮液为流动
电极，可以连续操作，增加了电极的吸附容量，增大了
［54］

离子吸附能力，提高了脱盐能力

。FCDI 工作效率

受电极材料，电解质和操作模式的影响，向流动电极
［55］
中添加碳黑，能够提高 FCDI 的充电效率 。FCDI
［56］

既可以用来选择性分离金属离子
［57，
58］

分离 N、P 等营养元素

，也可以选择性

［59］

。Lin 等

用电喷雾法制
+

备了一种新型电极用于选择性去除 NH 4 ，与纯活性炭
+
电极相 比，NH 4 的 去 除 率 从 28. 5% 提 高 到 64. 8%

（ 图 5） 。FCDI 在回收氨溶液时，阳离子在阴极聚集，
电极反转后返回液相流，溶液中的 NH 3 则通过富氨
溶液选择性地保留在阴极，系统对溶液中的铵离子和
［60］

其他阳离子的选择因子达到 3. 7 ～ 11. 4

。

从废水中分离磷元素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已
［61］

图4
Figure 4

+

［39］

晶体管电渗析器回收 K 机制及效果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K + recovery by
transistor electrodialyzer［39］

有研究利用 FCDI 从合成尿液

［62］

或酸性废水

中回

收磷元素。以磁性活性炭粒子作为 FCDI 电极，能够
从废水中提取 61. 9% 的磷，FCDI 对磷 / 氯的选择性提
［63］

高到 1. 1，比原电极材料的选择性高 32. 1%
［64］

等

。Bian

进行了氮磷同步回收的研究，在一定的电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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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ure 5

35

FCDI 选择性回收 NH +4 机制及效果［59］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selective NH +4 recovery by FCDI［59］

3－
荷下，FCDI 去除了 49% ～ 91% 的 PO 4 － P、89% ～ 99%

驱动膜分离在水处理与回用、污水资源化和能源回收

的 NH －N 和 83% ～ 99% 的 NO －N，施加反向电位后，

以及膜污染与能耗控制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有

浓缩 液 中 80% 以 上 的 营 养 元 素 被 回 收。 MCDI 和

良好的“碳中和 ”属性，是未来水处理技术发展的重

+
4

－
3

［65］

FCDI 继承了电容去离子低能耗、无污染

的特点，

要方向。

是十分有潜力的脱盐技术，然而 MCDI 的低传质效率

综合国内外电驱动膜分离技术的研究态势 ，笔者

和 FCDI 的 低 电 流 效 率 是 技 术 推 广 过 程 中 面 临 的

认为该技术未来的研究方向应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1） 膜 －水界面双电层结构及其对离子跨膜传输

难题。
5

总结和展望

影响机制。 膜 － 水界面双电层结构对于离子的跨膜

本文总结了电控膜分离、电渗析和膜电容去离子

传输具有重要影响，需要创新界面表征方法和模拟手

3 种电驱动选择性膜分离技术的研究进展。 电渗析

段，原位观测双电层的离子分布和限域效应 ，深刻认

在无须使用大量化学品的条件下能获得较高的水回

识其对电极电位的响应机制和对离子跨膜传输动力

收率，已有成熟的工业示范并广泛被应用于生活污

学影响机制。

水、工业废水的处理和海水淡化等领域，为处理高盐

2） 膜电极和组件及电驱动增强膜分离选择性的

废水贡献了有效手段。 膜电容去离子和电控膜分离

方法。开发具有特定离子选择性的膜电极或电响应

目前缺少大规模的应用案例，但 MCDI 低能耗的特点

膜材料，优化导电膜材料和膜表面结构，形成长期稳

在处理微咸水上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电控膜分

定运行的一体化膜电极组件，调控电极电位强化膜分

离耦合了电化学和膜技术，为开发污染水平低、分离

离选择性和控制膜污染。

能力强的膜技术提供解决方案。 尽管电驱动选择性

3） 膜电极反应器 / 电控膜生物反应器开发与智

膜分离技术在水处理和资源回收上展现出巨大潜力 ，

能运行技术。利用膜电极强化传质和静电排斥作用 ，

但电渗析中离子交换膜的污染水平、MCDI 进料液的

耦合电极反应过程与生化处理工艺 ，开发膜电极反应

低盐度限制和电控膜分离扩大规模后的稳定性依旧

器 / 电控膜生物反应器及膜污染原位电清洗方法，并

是实际应用的挑战。

构建水质水量与运行参数间的复反馈关系 ，实现反应

近年来电驱动选择性膜分离技术研究取得了长

器高效稳定与智能化运行。

足的进步： 1） 成功研制了导电聚合物和碳基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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