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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对化学沉淀$微滤膜工艺中出现的对膜比通量具有很大影响的临界混合液浓度进行实验研究， 初步探讨
临界混合液浓度出现的机理，并分析研究其影响因素。试验结果表明，
混合液污泥的粒度分布、
膜污染情况、
混合液
对膜面的剪切力度等因素均对临界混合液浓度有较大影响。
化学沉淀；微滤（ ＭＦ） ；膜比通量（ＳＦ）；
临界浓度（ ＣＭＬＳＳ） ；
浓差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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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沉淀 － 微滤膜分离技术用于低浓度重金属
废水的浓缩分离，反应器内的浓缩液可以达到很高
的浓度［１］。但是，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浓差极化等因

会在浓缩流动层下形成一个压缩滞止滤饼层，
使得水
流通道变小，
从而增加剪切速率。这一滞止滤饼层对
渗透产生很大的阻力，进而对滤膜产生很大阻力，
使

素的影响，
当浓缩液浓度达到某一临界浓度时，
膜比
通量会迅速下降。这一临界浓度值会直接影响处理
工艺的浓缩比例。因此，提高该临界浓度值，
对于提
高化学沉淀 － 微滤工艺处理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具
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通过实验，研究临界混合

得逆向推动力增大，
浓差极化阻力变大，
膜比通量随
［２］
之下降 。在化学沉淀!微滤膜工艺的混合液中，
当
ＭＬＳＳ 浓度低于某一特定值，膜比通量基本维持恒
定；
当 ＭＬＳＳ 大于该特定值，
膜比通量迅速衰减。

液悬浮物浓度值的影响因素。

对于一般的膜分离工程，共同要面对的一个主
要问题是微滤膜的透过流量随运行时间延长而降

化学沉淀"微滤膜工艺的实验室运行工艺流程
如图 １ 所示。反应器的有效容积为 １０．２Ｌ，
每周期处
理水量为 ３．２Ｌ。采用国产的聚偏氟乙烯（ＰＶＤＦ）中

低。这里的膜透过性能以膜比通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ｌｕｘ，
ＳＦ）来表示。
研究发现，膜比通量与混合液污泥浓度的关系
存在临界点效应：当混合液污泥浓度达到一定浓度
后，膜比通量衰减很快。本研究将恒压微滤的混合

空纤维微滤膜组件，平均膜孔径为 ０．２２!ｍ，膜表面
积 ０．７２ｍ２，新膜的比通量为 ４２．１ Ｌ／ｍ２·ｈ·１０ｋＰａ。反
应装置由 ＰＬＣ 控制。原水经提升泵进入膜反应器，
到达高水位时结束进水，投药泵与进水同时启动投
药，调节 ｐＨ 值至指定值。出水电磁阀打开开始出

液悬浮物临界浓度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ｌｉｑｕｏｒ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ｏｌｉ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ＭＬＳＳ ）定义为：反应器开始运
行时，
混合液悬浮物浓度低于该值时，不会出现明显
的通量下降，
高于该值时，通量会快速下降。
按照浓差极化理论，随着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
膜面附近溶质浓度升高，形成浓缩
（ＭＬＳＳ）的升高，
流动边界层（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ｓ）。当颗粒在这
一边界层累积时，
该处的浓度达到一个阈值，此时该
处的切向粘度不足以完全维持层流状态。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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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反应器液位到达低水位停止出水，
同时进水泵与
加药泵启动，进入下一个运行周期。

２７

而旧膜由于受污染及老化等原因 ＣＭＬＳＳ 逐渐变
小。这可能是由于混合液中的一些小颗粒在膜孔内
沉积下来，
使得过膜阻力增大，
在边界层更容易发生

本研究中，由于原水中污染物浓度较低，
悬浮物
浓度也较小，不足以对膜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所

浓差极化，
使临界点效应变弱。

以，为便于试验，
以清水代替重金属废水。通过向膜

混合液污泥浓度（ＭＬＳＳ）对膜比通量有很大

反应器中投加三氯化铁或硫酸铝作为混凝剂，然后
调节 ｐＨ 值，使反应器内形成氢氧化铁或氢氧化铝

影响，
因为在膜的过滤过程中，
膜渗透性能主要受膜

面污染物的影响，膜面污染物主要来自混合液中的

絮体。通过测定不同混合液浓度（ＭＬＳＳ）时的最大

悬浮物质和胶体［３］。



流量，计算得到该浓度对应的膜比通量。并测定氢

颗粒粒度分布对过滤过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氧化铁或氢氧化铝絮体的粒度分布。对影响 ＣＭＬＳＳ
值的因素进行研究。

最重要的是通过影响滤饼的孔隙状态来影响过滤过
程，粒度越小的粒群，单位体积内的颗粒数就越多，
粒间孔隙小，使膜的透水性变差，另外，粒群的粒度

ＭＬＳＳ：重量法， ＡＢ１０４－Ｓ 型光电天平；
ｐＨ：复合
电极法，
ＰＨＳ－３Ｃ 型精密酸度计；ＭＬＳＳ 粒度分布：激
光衍射，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２０００ 型激光粒度分析仪。

分布宽度对滤饼的孔隙率影响更大，
分级差的粒群，
粒度分布宽，
小粒径的颗粒填充、
钻隙于大粒径颗粒
的孔隙中而减小了粒群的孔隙率。由此可知，
在其他
条件相同时，分布宽的颗粒群形成的滤饼的阻力一
定大于分布窄的颗粒群形成滤饼的阻力。

试验结果表明，ＣＭＬＳＳ 值主要受膜污染、混合
液污泥的粒度分布、膜面剪切流速以及运行方式等
因素的影响。

引起通量下降最大的最不利的粒径范围不仅取
决于滤饼层厚度，
也取决于滤饼的渗透性能。因为滤
饼渗透性能随颗粒粒径的减小而下降，与影响滤饼
层增长的最不利粒径范围相比，影响渗透通量的最

通过实验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膜污染（这里
指物理清洗无法去除的膜污染） 逐渐加重，
ＣＭＬＳＳ
值也逐渐降低。
以三氯化铁为混凝剂，调节 ｐＨ 值为 １０，曝气量
为 １３：１，测试膜污染对 ＣＭＬＳＳ 的影响。试验共进行

不利粒径范围向更小的粒径转移。
以 ０．２２!ｍ 的微滤膜过滤时，粒径为 ０．２!ｍ 左

右的悬浮液会在膜表面产生不希望出现的积累现
象，从而在该粒径范围的悬浮液会产生最小渗透通
量。而大于或小于该粒径范围的悬浮液则会产生更

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运行结束后，对膜面进行气水
冲洗，
去除滤饼层。试验结果见图 ２。第一阶段运行
２７１ 个周期，
ＣＭＬＳＳ 值为 ２３．７１ ｇ／Ｌ；第二阶段运行
２５２ 个周期，
ＣＭＬＳＳ 值为 １７．９７ ｇ／Ｌ；第三阶段，装置
运行 ５１５ 个周期，最大污泥浓度为 １６．０１ ｇ／Ｌ。

高的渗透通量。
能形成具有更大比阻力滤饼的小颗粒
（０．００５!ｍ，
０．１!ｍ）所形成的滤饼层更快达到稳态。
能使滤饼层达到稳态所需时间最长的颗粒（０．５!ｍ，
１０!ｍ）是我们所期望的。由于剪切扩散和惯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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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试验结果可见，
新膜的 ＣＭＬＳＳ 为 ２３．７ ｇ／Ｌ，

的影响，
１０．０!ｍ 的颗粒与 １．０!ｍ 的颗粒相比仅有
很少的滤饼层厚度的增长［２］。
有研究表明，
铁盐絮体颗粒大于铝盐［４］。为研究
不同混凝剂对 ＣＭＬＳＳ 的影响，
进行以下试验。将新
膜分别置于配制好的不同污泥浓度的 Ｆｅ （ＯＨ）３ 及

Ａｌ（ＯＨ） ３ 混合液中并维持与实际运行相同的操作条
件。试验中硫酸铝的投量为 １５０ ｍｇ／Ｌ，
调 ｐＨ!５"６。
混合液的主要成分是 Ａｌ（ＯＨ）３ 絮体。待装置出水流
量稳定后快速读取流量。对混合液进行粒度分析，
结

果见图 ３，
不同 ＭＬＳＳ 下膜比通量变化的结果如图 ４。
以 Ｆｅ （ＯＨ）３ 为沉淀剂时颗粒的体积平均粒径大，分

２８








布比较集中，从 ８!ｍ 到 ９６!ｍ。混合液中 Ａｌ（ＯＨ）３
絮体的粒径范围在 ０．０５!８０ !ｍ，曲线有两个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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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铝盐混凝体系，膜比通量的下降速率也比较缓

慢，
所以在相同或相近的气水比下，
ＣＭＬＳＳ 更大。

值，说明 Ａｌ （ＯＨ）３ 絮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
０．２"
０．４!ｍ 和 １#１０ !ｍ。曲线的第一个峰值位于 ０．２$
０．４ !ｍ，虽然尺寸介于这段区间的小颗粒所占的体
但它们的尺寸与微滤膜的孔径非
积百分比小于 ３％，

对于淹没式中空纤维膜反应器，膜面剪切强度
主要取决于曝气强度的大小。当 ＭＬＳＳ 的浓度较低

常接近，
因而极易堵塞膜孔并沉积在膜孔内，从而导

的大颗粒物质吹脱下来，但却对镶嵌在膜表面或沉

致膜的渗透通量下降。有文献报道，
在曝气搅拌的淹

积到膜孔内的小颗粒无能为力，由于它们的含量极

没式膜反应器中，
小颗粒物质易于沉积在膜表面，
它

少，所以膜比通量的下降非常缓慢。随着 ＭＬＳＳ 的

们对膜污染的贡献较大且不易清除 。如果该区间的

增大，
浓差极化边界层的阻力也在增加，
但曝气搅拌

小颗粒物质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质，难溶于酸和碱，
那
么它们将形成不可逆的污染，对标准孔径为 ０．２２!ｍ
的微滤膜极为不利。曲线的第二个峰值主要位于

还足以将大颗粒胶体从膜表面冲刷下来，因而膜比
通量的下降速率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 ＭＬＳＳ 增
加到临界值时，
浓差极化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
其边

１%１０!ｍ，
本段区域的颗粒尺寸远大于膜孔径，能够
被微滤膜截留，
其体积百分比约占 ８６％。还有部分颗
粒位于 １０&８０ !ｍ，
其体积百分比约占 １０％。

界层阻力也相当可观，曝气不能将附着于膜面的颗
粒物完全冲刷下来，大量的悬浮物沉积在膜面和膜
孔内，
形成凝胶极化层和滤饼层，
因此膜比通量开始
急剧下降。
从理论上讲，
曝气量越大，
对膜面的冲刷力也越

［５］

12



10

ＣＭＬＳＳ 会随之增大。范瑾初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
大，
明，有搅拌情况下的滤饼层阻力低于没有搅拌的，
这
是因为搅拌能促进颗粒特别是大颗粒的反向迁移，
使
［６］
滤饼层阻力降低 。但曝气量并不能无限增大。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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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曝气量会增加运行费用。其次，
曝气量太大可能
会打碎氢氧化铝絮体，
影响处理效果；
最后，
曝气增大
到一定程度，
反应器中强烈的气流可能会阻碍水分子
向膜面的迁移，
从而使膜的渗透通量下降。
当 ＭＬＳＳ 较低时，混合液本体和膜面的浓差极
化作用很小，曝气搅拌足以克服浓差极化边界层的
阻力并能够将吸附在膜面的大部分颗粒物质迅速冲
刷下来，此时的膜污染主要是由粒径接近膜孔尺寸
的小颗粒在膜面或膜孔内的沉积造成的，因此随着
ＭＬＳＳ 的增加，膜污染的速率非常缓慢。但是，当

35



时，
浓差极化的影响较小，
曝气很容易将吸附到膜面

Ｎｅｗ ｍｅｍｂａｒａｎｃｅ ＣＭＬ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ｓ

当使用铁盐混凝剂时，
ＣＭＬＳＳ 最高可以达到

ＭＬＳＳ 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浓差极化的影响变得非
常明显，
浓差极化边界层阻力也迅速增大；
大量的大
颗粒物质被吸附到膜表面时，一定气水比下的曝气
搅拌已经不能将聚集在膜面的颗粒物完全冲刷下来
时，
悬浮物质在膜面的沉积速率将迅速增加，因而膜

２３．７ ｇ／Ｌ，而本试验中铝盐混凝体系的 ＣＭＬＳＳ 仅为
５．９ ｇ／Ｌ，
主要原因是氢氧化铁的粒度分布不同于氢氧
化铝（见图 ３）。与氢氧化铝不同的是，
氢氧化铁的粒
度分布曲线只有一个峰值，粒径大约 在 ８!ｍ 到
９６!ｍ，
其尺寸远远大于 ０．２２ !ｍ 的膜孔，
故膜污染主

污染速率也明显加快。

要来自大颗粒物质在膜面的沉积，
因而膜污染的速率

续运行与间歇运行时 ＣＭＬＳＳ 的差别。连续运行是

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方式，膜比通量在下降过程
中都存在 ＣＭＬＳＳ，即悬浮物浓度超过该值时，膜比
通量迅速下降。本研究以硫酸铝为混凝剂，
比较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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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反应器每天 ２４ｈ 不间断运行，而间歇运行则是每
天只连续运行 ８ｈ，其余时间间歇。试验结果表明，
间

高该值有助于延长运行周期。ＣＭＬＳＳ 主要受膜污
染、
混合液污泥的粒度分布、
膜面剪切流速以及运行

歇运行的 ＣＭＬＳＳ 值为 １１．９ ｇ／Ｌ，显著大于连续运行

方式等因素的影响。随着膜污染逐渐加重，
ＣＭＬＳＳ

的 ５．９ ｇ／Ｌ，见图 ５，其原因可能与混合液 ＳＳ 的粒度

分布和浓差极化有关。在两次间歇运行的闲置期间，

值也逐渐降低。当混合液污泥的粒度接近或低于膜
孔时，
会出现较低的 ＣＭＬＳＳ 值。通过适当提高曝气

混合液的部分悬浮物沉淀到反应器底部，而膜组件

量加大膜面的剪切力度、
投加合适的混凝剂，
增大混

则完全浸泡在上清液中；膜两侧渗透压力的消失使

合液污泥的粒度以及采用渐斜运行的方式均可以提
提高膜反应器的运行效率。
高 ＣＭＬＳＳ 值，

膜表面的附着颗粒物与膜面的作用力减弱，因而部

分附着在膜面的大颗粒物质可能会重新进入混合
液；另外膜孔还有可能膨胀使部分本来嵌入膜孔的



小颗粒进入中空纤维膜内部，进而随出水排出，
因而
间歇运行的时间长于连续运行，而且在同样的
ＭＬＳＳ 下膜比通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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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壳通常都被作为垃圾一丢了之。然而经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专家之手，垃圾竟成了宝贝，从蟹壳中提出的脱乙酰多糖能有效清除工业废水
中的有毒物质苯酚。据《日经产业新闻》报导，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实，按照这种方法处理过的工业废水中苯酚含量能达到环保要求。同时，
脱
乙酰壳多糖几乎可以 １００％回收再利用，酶也有 ７０％左右能再利用。此方法处理工序简单，而且成本低廉。
（吴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