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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陶氏 DOW FILMTEC NF270 芳香聚酰胺类复合纳滤膜处理水中内分泌干扰物———17α-乙炔雌二醇

(EE2)，实验中分别考察了原液浓度、操作压力、pH 值、Ca2 +
浓度及腐殖酸共存等不同条件下对 EE2 截留效果的影响。结

果表明，NF270 对于去除水中的 EE2 具有很好的效果，截留率可达到 97. 6%，而且，实验发现，原液浓度对 EE2 的截留效果

影响较小;当操作压力为 0. 6 MPa 时，膜对 EE2 的截留效果最好;而随着 pH 值和 Ca2 +
浓度的增加，膜对 EE2 的截留率均呈

上升趋势;而当腐殖酸存在时膜对 EE2 的截留率有明显提高，但同时也造成膜污染加剧和膜通量下降，特别是在 EE2、腐殖

酸和 Ca2 +
共存时，膜污染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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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moval of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by nanofiltration
membrane from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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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F270 aromatic polyamide composite membrane was used to treat 17α-ethynylestradiol
(EE2) in water．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ion，operating pressure，pH，calcium concentration，humic acid and
other factors on EE2 rejection efficiency at different operating pressures were stud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E2 in water can be rejected effectively by nanofiltration，the rejection could achieve 97. 6% ． Mo-
reover，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concentration was unimportant，the highest retention of EE2 was at 0. 6
MPa． With pH and calcium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EE2 rejection increased． Ｒejec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humic acid was added，but it would also cause membrane fouling and the decline of membrane flux． Espe-
cially when EE2，humic acid and Ca2 + were all coexistence，membrane fouling was more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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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干扰物(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亦称为环境激素

［1，2］，是一种外源性干扰内

分泌系统的化学物质。它们广泛分布于生物圈内，

通过降水、农药使用以及污水排放等方式进入水体

中造成水环境的污染
［3］。近年来，在地表水、地下

水、饮用水中都检测出了多种环境激素
［4-6］，因此有

必要对其去除方法进行研究。
17α-乙炔雌二醇(17α-ethynylestradiol，EE2) 是

一种人工合成的内分泌干扰物，属于类固醇类雌激

素之一
［7］，在极低浓度下就会对环境和人类的健康

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如何有效去除水中 EE2 的研

究显得十分必要。现有去除 EE2 的方法有光降解

法、生物降解法、活性炭吸附方法
［8-12］

等。但是 EE2
属于难降解的持久性化合物，上述方法却存在处理

工艺复杂、周期过长、效率低等问题
［13-15］，而纳滤膜

一般对于相对分子质量在 200 ～ 1 000 之间的有机

物具 有 较 好 的 效 果，且 EE2 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为

295. 4 正好介于其间
［16］。近年来，膜分离技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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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来越广泛，国内外一些研究成果表明，由于纳滤

具有独特的分离性能，可以去除水体中内分泌干扰

物、天然有机物、药物等低浓度有机物
［17-19］，所以本

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原液浓度、操作压力、
pH、离子强度及腐殖酸共存等条件下纳滤去除水中

EE2 的截留率、通量下降率和膜污染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试剂和水样

17α-乙炔雌二醇 (EE2，分析纯，Sigma Aldrich
公司)，EE2 标准储备液按照 1 g /L 配置，溶剂为甲

醇溶液，其部分性质见表 1;甲醇、乙腈均为色谱纯，

购买于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腐殖酸(humic acid so-
dium salt，HA，H16752，分 析 纯，Sigma Aldrich 公

司);氯化钙 ( 分析纯)、氢氧化钠 ( 分析纯)、盐酸

(分析纯)均购买于北京化工厂。

表 1 EE2 的性质

Table 1 Properties of EE2 (25℃，pH =7)

分子式 C20H24O2

分子质量 296. 4

熔点(℃ ) 145 ～ 146

沸点(℃ ) 457. 2

溶解度(mg /L) 4. 8

lg Kow 4. 15

解离常数 pKa 10. 5

分子结构

原料液配制:实验配水是将 EE2 储备液添加到

去离子水中进行配制，Ca2 +
浓度通过添加氯化钙调

节，pH 值通过添加 1 mol /L 氢氧化钠和 1 mol /L 盐

酸来调节。将配好的料液搅拌 24 h 使其充分混合，

然后进行实验。
1. 2 实验仪器和装置

1. 2. 1 实验装置

本实验采用错流式纳滤设备 Osmonics SEPATM
CF II plate- and-frame cell(GE Osmonics) 实验装置

流程如图 1 所示。选用 NF-270 复合聚酰胺类纳滤

膜(Dow 公司) 作为实验膜片，有效膜面积为 138. 7
cm2(14. 6 cm ×9. 5 cm)。在纳滤分离实验之前，用

图 1 纳滤膜装置流程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iltration unit

去离子水清洗纳滤膜表面并浸泡 24 h，然后在温度

为 25℃，操作压力为 1. 0 MPa，流速为 1. 5 L /min 的

条件下将纳滤膜用去离子水预压 2 h，直至膜通量达

到稳定状态并测定初始通量 J0;随后进行纳滤过滤

实验，测定相应出水通量 J。
1. 2. 2 计算方法

(1) 膜通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J = V
A × t

式中: J 为膜通量(L /m2·h); V 为渗透体积(L); A
为有效膜面积(m2); t 为时间(h)。

(2) 截留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 =
C f － Cp

C f
× 100%

式中: Ｒ 为截留率(% ); Cp 、C f 分别为 EE2 在滤液

中和原液中的浓度，单位均为 μg /L。
(3) 通量下降率公式如下:

S =
J0 － J
J0

× 100%

式中: S 为通量下降率(% ); J0 、J 分别为过滤实验

前的初始通量和过滤实验后的出水通量，单位均为

L /(m2·h)。
1. 3 实验方法

1. 3. 1 固相萃取

样品用 Oasis HLB(200 mg，6 mL) 固相萃取小

柱进行固相萃取，具体步骤如下:(1) 依次取甲醇和

去离子水各 5 mL 对小柱进行淋洗活化，流速控制在

4 ～ 5 mL /min 左右;(2)取 10 mL 的水样通过小柱进

行富集，流速控制在 5 mL /min 左右; (3) 依次 取

10%甲醇水溶液和去离子水各 5 mL 清洗小柱，然后

将小柱充分抽干;(4)取 3 mL 二氯甲烷对小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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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脱，然后再用二氯甲烷冲洗 3 次，流速控制在 2
mL /min 左右，将洗脱液收集到浓缩瓶中;(5) 将洗

脱液置于 45℃ 左右水浴中并用 N2 缓慢吹干，然后

用甲醇溶液定容至 1 mL，装入色谱小瓶，保存在冰

箱中待用。
1. 3. 2 分析方法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仪(Wa-
ters ACQUITY UPLC /Quattro Premier XE MS /MS) 对

EE2 进行分析。具体操作条件如下:

(1)质谱条件，电离源:ESI － ;毛细管电压:3. 0
kV;毛细管温度:120℃;脱溶剂温度:380℃;脱溶剂

气流量:600 L /h;氮气作为雾化器气体，采用多反应

监测模式(MＲM)检测。
(2) 液相色谱条件，色谱柱:ACQUITY UPLC

BEH C18 作为分析柱;柱温:30℃，进样量:10 μL;

流动相:超纯水作为流动相 A，乙腈作为流动相 B;

流速:0. 25 mL /min。
1. 3. 3 扫描电镜分析

将 EE2 配水溶液进行纳滤过滤后，利用去离子

水缓慢冲洗污染膜片以去除膜表面的残存料液，然

后在 50℃真空烘箱中烘干，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FESEM，SU-8020，Hitachi) 对膜表面进行表征

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 1 原液浓度和操作压力对 EE2 截留效果的影响

考查 在 不 同 压 力 下 原 液 浓 度 分 别 为 10、50、
100、200 和 500 μg /L 时膜对 EE2 截留率的变化，结

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原液浓度和操作压力对 EE2 截留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and operating
pressure on rejection of EE2

由图 2 可知，随着 EE2 浓度的增加，膜对 EE2

的截留率也逐渐增大，但当浓度由 100 μg /L 增加到

500 μg /L 时，截留率几乎保持稳定状态，这种变化

趋势可理解为，当溶液浓度增加时，膜表面会吸附更

多的 EE2 物质，导致膜孔径变小，在筛分作用下膜

可以截留更多的 EE2，但是，溶液浓度越大，吸附在

膜表面的污染物就越多，膜污染越严重，综合考虑截

留率和膜污染的影响，本实验采用浓度为 100 μg /L
的 EE2 水溶液。

同时，由图中也可看出，随着操作压力的增加，

膜对 EE2 的截留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压力

为 0. 6 MPa 时截留效果最好。这是因为，随着压力增

大，水通量随之增大，而 EE2 透过量基本不变，所以截

留率逐渐增大，但随之溶质迅速吸附在在膜表面导致

吸附饱和时间有所减少，从而使得截留率有所下降。
2. 2 pH 值对 EE2 截留效果的影响

在 EE2 浓度为 100 μg /L 条件下，考察在不同

压力下 pH 值分别为 3. 0、5. 0、7. 0 和 10. 5 时膜对

EE2 截留率的变化，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pH 值对 EE2 截留率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pH on rejection of EE2

由图 3 可知，当 pH 由 3 增大到 10. 5 时，EE2 的

截留率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纳滤膜表面的电荷为

负电性，当 pH ＜7 时，溶液中过多 H +
的存在可以中

和膜表面的负电荷，使膜表面的静电排斥作用减弱;

随着 pH 值的升高，OH －
数量逐渐增加，使负离子电

荷密度增加，增强了纳滤膜的电子阻抗作用，提高了

截留率;EE2 的解离常数 pKa = 10. 5，所以当 pH =
10. 5 时，EE2 离解成带负电荷的离子，从而增强了

EE2 溶液与膜表面负电荷之间的电子阻抗作用，提

高了截留率。
2. 3 Ca2 + 浓度对 EE2 截留效果的影响

在 EE2 浓度为 100 μg /L、pH = 7 条件下，考察

在不 同 压 力 下 Ca2 +
浓 度 分 别 为 0、0. 5、1、2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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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 /L 时，膜对 EE2 截留率的变 化，结 果 如 图 4
所示。

图 4 Ca2 +
对 EE2 截留率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calcium concentration on rejection of EE2

由图 4 可知，随着 Ca2 +
浓度的增加，水溶液的

离子强度增大，EE2 的截留率也随之增加，当 Ca2 +

浓度为 5 mmol /L 时，截留率达到最大值 94%。这

是因为 Ca2 +
可以中和膜表面的电性，使得目标化合

物与膜表面有更好的结合，这样更多的 EE2 吸附在

纳滤膜表面，导致膜基质变得更加致密，提高了膜对

EE2 的筛分作用，所以提高了截留率。
2. 4 腐殖酸共存条件下 EE2 的截留效果影响

腐殖酸是一种难分解的阴离子型大分子，大多

数淡水中腐殖酸含量为 1 ～ 12 mg /L。由于腐殖酸

溶于碱溶液，所以在用去离子水配制不同浓度的腐

殖酸时，加入 NaOH 溶液调节其 pH 值为 12，使其完

全溶解，经 12 h 充分搅拌后于 4℃避光保存备用。
2. 4. 1 腐殖酸浓度对 EE2 截留效果的影响

在 EE2 浓度为 100 μg /L、pH = 7 的条件下，考

察在不同压力下腐殖酸浓度分别为 0、1、5 和 10
mg /L 时，膜 对 EE2 截 留 率 的 变 化，结 果 如 图 5
所示。

图 5 腐殖酸浓度对 EE2 截留率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humic acid concentration on rejection of EE2

由图 5 可知，随着腐殖酸浓度的增加，EE2 截留

率逐渐增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腐殖酸是

大分子有机物，很容易沉积在膜表面和膜孔内部，而

且当腐殖酸浓度越大时，膜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的

滤饼层，使得膜对 EE2 的筛分作用逐渐加强，导致

截留率逐渐增大。
2. 4. 2 腐殖酸存在下 pH 值对 EE2 截留效果的

影响

在 EE2 浓度为 100 μg /L、pH =7，腐殖酸浓度为

10 mg /L 条 件 下，考 察 不 同 压 力 下 pH 值 分 别 为

3. 0、5. 0、7. 0 和 10. 5 时膜对 EE2 截留率的变化，结

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腐殖酸存在下 pH 值对 EE2 截留率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pH on rejection of EE2 with
existence of humic acid

由图 6 可知，在腐殖酸存在下，EE2 截留率随

pH 值的升高而呈上升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腐殖酸通常以带负电的有机离子形式存在于

水中，而随着 pH 值的升高，溶液中的 OH －
也越来越

多，膜表面会呈现出更多的负电性，从而增强了膜与

EE2 之间的静电排斥作用，同时也减轻了腐殖酸在

膜表面的附着，所以截留率随 pH 的升高逐渐上升。
2. 4. 3 腐殖酸共存下 Ca2 +

浓度对 EE2 截留效果的

影响

在 EE2 浓度为 100 μg /L、pH =7，HA 浓度为 10
mg /L 条件下，考察不同压力下 Ca2 +

浓度分别为 0、
0. 5、1、2 和 5 mmol /L 时，膜对 EE2 截留率的变化，

结果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知，在腐殖酸共存下，EE2 的截留率随

着 Ca2 +
浓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能是，溶液中的 Ca2 +
可以降低膜表面的价

态，使腐殖酸产生凝聚作用，吸附在膜表面和膜孔内

部;另一方面溶液中的 Ca2 +
可以与腐殖酸中的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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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腐殖酸存在下 Ca2 +
浓度对 EE2 截留率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calcium concentration on rejection
of EE2 with existence of humic acid

发生络合作用形成络合物，而络合物很容易吸附在

膜表面形成滤饼层，从而增强膜对 EE2 的筛分作

用，提高了截留率。
2. 4. 4 腐殖酸存在造成的膜污染

纳滤作为一种压力驱动膜过程，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也会面临膜污染问题
［20］。造成膜污染的物质

有很多，如胶体、悬浮粒子、微生物等，其中天然有机

物(主要成分是腐殖酸) 被认为是造成膜污染的主

要原因
［21］。

虽然腐殖酸的存在对 EE2 的截留效果有一定

提高，但同时也会造成膜污染的发生和膜通量的下

降，针对这一现象，实验对膜通量和 EE2 的截留效

果进行了考察。通过往原水中加入腐殖酸，考察在

腐殖酸存在下通量下降率和膜对 EE2 截留率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EE2 浓度为 100 μg /L，腐殖酸的浓

度为 10 mg /L，pH = 7，Ca2 +
浓度为 5 mmol /L，结果

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知，当有腐殖酸存在时，随着操作时间

的增加，通量下降率逐渐增大，膜污染更加严重，但

是同 时 也 提 高 了 膜 对 EE2 的 截 留 效 果，特 别 在

EE2、腐殖酸与 Ca2 +
共存时，膜对 EE2 的去除效果

较好，这是因为 Ca2 +
与腐殖酸形成的大分子物质很

容易沉积在膜表面，增厚了膜表面的滤饼层，使截留

率上升。
为了深入探讨腐殖酸对纳滤膜造成的污染，对

腐殖酸污染前后的纳滤膜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

镜进行扫描分析，结果如图 9 所示。
由图 9 可知，经过含有腐殖酸水样后的纳滤膜

表面吸附了很多物质，膜表面的粗糙程度增加，形成

了一层厚厚的滤饼，证实了膜污染的加剧。特别在

EE2、腐殖酸和 Ca2 +
共存条件下，膜污染更加严重。

图 8 腐殖酸对膜通量和 EE2 截留率影响的变化

Fig. 8 Effect of humic acid on membrane flux
and EE2 rejection variation

(a． 清洁膜; b． 单一 EE2; c． 10 mg /L HA;

d． 5 mmol /L Ca2 + + 10 mg /L HA)

图 9 膜表面的场发射扫描电镜图片:

Fig. 9 FESEM images of membrane surface

3 结 论

(1)纳滤是去除饮用水中微量 EE2 的一种有效

方法，在 EE2 浓度为 100 μg /L、操作压力为 0. 6 MPa、
pH = 10. 5、Ca2 + 浓度为 5 mmol /L、腐殖酸浓度为 10
mg /L 条件下，膜对 EE2 截留效果最好，可达到 97. 6%。

1223



环 境 工 程 学 报 第 8 卷

(2) 操作压力、pH 和离子强度是影响纳滤膜去

除 EE2 的重要因素。有机溶剂与膜表面聚合物有

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得膜对 EE2 的截留率随着压力

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pH 值可以改变纳滤膜表面的

电荷，使得溶液在碱性条件下可以增强 EE2 与膜之

间的静电排斥作用，提高截留率;Ca2 +
的存在可以

使 EE2 更好地与膜结合，从而提高截留效果。
(3)当腐殖酸存在时，膜对 EE2 的截留效果明

显提高，但同时也会造成膜污染加剧和膜通量下降

的现象，特别在 EE2、腐殖酸和 Ca2 +
共存条件下，膜

污染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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