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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处理模拟含硼放射性废水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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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小型反渗透装置，对反渗透处理模拟含硼放射性废水的性能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提高

废水的pH值、增大操作压力和降低回收率都可以改善反渗透对硼酸、放射性核索和盐分的截斜效果，尤其

以提高pH最为显著。当调节模拟废水的pH至9．O以上时，反渗透处理能够将出水中的硼浓度降低到5 mg／L

以下，同时对模拟放射性核素铯和钻有很好的截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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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压水反应堆(P、ⅣR)一回路广泛采用硼酸作

为可溶性中子吸收剂以控制反应性。这些硼酸大

部分被回收复用，余下的则成为含硼废液排至废

水处理设施。研究表明：过量的硼对人和动物的

生殖功能有负面的影响；硼含量高于O．3~o．5 mg／L

的灌溉水对某些农作物也具有一定的毒性。世界

卫生组织根据生物实验计算后认为饮用水中硼含

量应低于2．4 mg／L。这个限值往往要比通常的水
处理手段所能获得的硼含量低。在我国的饮用水

卫生标准中，硼作为非常规指标，其限值为
O．5 mg／L(以B计)。我国现行污水综合排放国

家标准中没有对硼的排放作出具体规定，但一些

地方标准要求工业排放污水中硼浓度必须小于

5．O mg／L【11。在放射性方面，国家标准12j要求滨海

核电厂排放的废水中放射性浓度小于1000 Bq／L，

内陆核电厂排放废水中放射性浓度小于100 Bq／L。

因此，含硼放射性废水必须经过除硼、除放射性

后才能向自然水体排放。

处理含硼放射性废水的方法主要有蒸发法和

离子交换法。蒸发法的缺点是消耗热能大、处理

费用高，而且．蒸发系统的运行和维护保养工作量

都很大；离子交换法采用硼选择性树脂去除水中

的硼酸。主要适用于浓度不高的含硼水的处理，

存在树脂消耗量大的问题IjJ。

近年来。超滤和反渗透等膜分离技术在核工

收稿日期：2012．02．20；修回日期：2012·04-"

业废水处理中地应用越来越多。与传统的处理方

法相比，膜分离法具有投资省、能耗低、占地少、

操作简单等优点。本文采用小型实验装置，对反

渗透处理模拟含硼放射性废水的性能进行研究，

可为反渗透在实际含硼放射性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提供有益的参考。

2实验装置与方法

2．1实验装置

实验在小型反渗透装置上进行，其流程见图

l。配制好的模拟含硼废水贮存在原水箱中，先通

过给水泵送入精度为5“m的保安过滤器中，截留

水中可能含有的悬浮杂质。然后由高压泵加压进

人反渗透组件，反渗透组件的透过水和浓缩水再

返回原水箱。

本实验装置中装有Bw30．4040型卷式反渗

透元件1支，有效膜面积为7．6 m2。透过水和浓

保安过滤器

嘲球阀 @压力表 。电导率变送器

图l实验装置流程图

Fig．1 Schematic Di越；r锄ofTeSt Equipm明t

万方数据



124 核动力工程 、r01．33．No．4．2012

缩水的流量分别由出水管路上的2只转子流量计

测量。流量大小可以通过进水和浓水管路上的阀

门进行调节；反渗透的进水压力和浓缩水压力分

别由2只压力表测量。

2．2实验方法

实验用水根据反应堆含硼废水的实际组成，

通过向去离子水中加入H3803、Nacl、Na2S04、

caCl2、NH4N03、cocl2·6H20和csCl等试剂配

制而得。其中，H3803含量为200 mg／L、电导率

为1500“S／cm(25cC)。实验用水的化学组成：

Cl一为546 mg几、S04’为50 mg／L、Noj。为172 mg／L、

N矿为58 mg／L、Co”为5 m星几、Cs十为5 mg／L。

在水箱中配制好模拟废水之后，采用浓度为

2mol／L的NaOH和HCl溶液调节pH到实验所需

的值。然后依次启动给水泵和高压泵，调节进水

压力、透过水流量和浓缩水流量，待透过水电导

率达到稳定时，取样分析水中的硼酸含量和核素

的浓度。实验条件控制如下：进水温度27士l℃，

压力O。Dl。O MPa，回收率19％南0％。

水样的pH用pHS．3D型精密pH计测定。水
中硼浓度采用H酸．甲亚胺分光光度法测定，即在

pH 5～6的缓冲溶液中，硼与H酸．甲亚胺生成黄

色络合物，该络合物在暗处放置12 h显色完全后

在420姗波长下用Tu．19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测定吸光度，据此计算水中硼酸浓度。钻和铯

的浓度采用TAS．986F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

定，其测定波长分别为240．7 nm和852．1胁。

3结果与讨论

为了全面考察反渗透膜的性能，根据实验所

得的进水和透过水中硼酸和核素浓度，计算反渗

透对硼酸和核素的去除率。并根据进水和透过水

的电导率，计算了反渗透的脱盐率。

3．1模拟废水中硼酸的去除性能

图2为2种不同进水pH条件下反渗透膜对
硼酸的去除率随操作压力和回收率变化的曲线。

比较图2a和图2b可看出，当进水的pH从

5．62提高到9．13时，硼去除率显著提高。这是因

为水中的硼酸在pH<8时基本上都是以未电离的

H3803单体存在，再加上其分子量小，能像水分

子一样透过反渗透膜，使得其去除率比Na十、cr

等盐分离子的要低。但是如果提高水的pH到9．1

以上，水中H2803一所占份额提高，去除率会明显

a进水pH=5．62

图2不同进水pH时除硼性能的变化曲线
Fig．2 V撕ation CurVe of Dif蕾erent lnnuent pH Value

on Boron Removal Perfb咖ance

上升【4】。

从图2中还可看出，反渗透膜对硼酸的去除

率随操作压力的提高而增大，随回收率的提高而

减小。操作压力的升高会使膜的致密性增加而使

硼酸的渗透性降低；另一方面，压力的上升使得

膜的透水速率增大，稀释了透过反渗透膜的硼酸。

尽管压力的升高同样增强膜表面的浓差极化，使

通过反渗透膜的硼酸通量增加，然而压力的升高

对增加水流量的影响强于浓差极化的增强；这2

方面因素使得硼酸透过通量减小，最终透过水中

硼酸浓度降低，即反渗透对硼酸截留率的提高。

此外，这是因为同一操作压力下，回收率越高，

则透过的水量相对越多，从而导致携带的硼酸也

越多，即去除率下降。

3．2模拟放射性核素的去除性能

图3为2种不同pH条件下反渗透膜对模拟
废水中放射性核素铯的去除率随操作压力和回收

率变化的曲线。

从图3可以看出，反渗透膜对铯的去除率在

回收率一定的情况下随压力的升高而提高；而当

操作压力一定时，铯的去除率则随回收率的升高

而降低。例如在进水pH为5．62，回收率为24％

的条件下，当操作压力分别为O．6、0．8、1．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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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进水pH值时铯去除率的变化曲线

Fig．3 Vari撕on Curve of Di骶rent lnfIuent pH Value

on Cesj岫Removal Per|’onn锄ce

时，反渗透膜对铯的去除率分别为87．06％、

92．34％和92．99％。这是由于压力升高增加了反渗

透膜的致密性．同时使透过水流量加大，降低了

出水中铯的浓度。在进水pH为9．13操作压力为

1．OⅧa的条件下，当回收率分别为25．00％、
29．58％、34．2l％、40．oo％和50．00％时，对铯的去

除率分别为99．41％、99．12％、98．82％、98．53％

和97．65％。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回收率的逐渐升

高，透过水流量相对增大，从而导致携带通过反

渗透膜的铯离子量增加，致使铯去除率降低。

根据图3分析反渗透膜在不同pH值下对铯

的截留效果发现，pH为9．13时，铯去除率比pH

为5．62时要高。这是因为聚酰胺反渗透膜结构中

含有胺基(—：NH)和羧基(—cooH)，在高pH

值时，膜表面电位比等电点低，羧基失去质子变

成阴性，膜表面表现出负电性，所以在原进水溶

液浓度较低时。反渗透膜对Cs+的去除率较高。

实验中还对透过水中的钻含量进行了测定。

结果显示钻浓度在2种pH条件下均已经降至检

测限以下，接近于完全去除。钻在水中的存在形

态会随着pH的改变而变化。酸性条件下主要以

C02+形式存在；碱性条件下，钴在水中主要以

Co(oH)2沉淀形式存在，溶液中只有极少部分

C02+存在，co(oH)2沉淀能够被反渗透膜所截留。

3．3模拟废水的脱盐性能

图4为2种不同进水pH值条件下反渗透膜

对模拟废水的脱盐率随操作压力和回收率变化的

曲线。

a进水pH=5．62

回收率，％

b进水pH=9．13

图4不同进水pH时脱盐性能的变化曲线

Fi舀4 V撕ation Curve of Difrerent Irlfluent pH Value

on Desalting Perfo帅柚ce

从图4中可看出，脱盐率随着操作压力和进

水pH的增加而升高，而在同一压力下回收率的

提高将造成脱盐率的下降。当回收率3 1．25％、压

力0．6 MPa、pH 5．62和9．13时，对应的脱盐率分

别为87．06％和93．41％。pH升高使脱盐率提高的

原因：①lpH的升高会促进硼酸水解为硼酸根离子

被反渗透膜所截留；②pH较低时，水溶液中以气

态形式存在的C02极易透过反渗透膜，从碳酸的

电离度与水中pH值的关系中可看出，当pH约为

8．3时溶液中几乎只含有HCO卜，随着pH的继续

升高，溶液中离子转化为HcO}和C032‘，可以被

反渗透膜所截留而使得脱盐率升高。
●

4结论

(1)反渗透对模拟含硼废水中硼酸、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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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和盐分的去除率随着进水pH的上升而提高，

提高操作压力、降低回收率也可以改善反渗透对

硼酸、放射性核素和盐分的截留效果。

(2)调节模拟废水的pH至9．0以上时，反渗

透能够将出水中的硼浓度降低到5 m{扎以下，同
时还能很好地去除水中的铯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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