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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复合膜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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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渗透膜在海水淡化、超纯水制备、污水处理、制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最成功的反渗透膜是通过界面聚合方法制备的以交联聚酰胺为分离皮层的复合膜．交联

聚酰胺皮层的结构和性质对最终反渗透膜的分离性能起关键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界面聚合

复合膜的形成过程和结构、新型界面聚合功能单体、界面聚合反应添加剂、纳米杂化反渗透

复合膜、高耐氯氧化性反渗透膜，以及反渗透复合膜表征方法创新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和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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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Loeb和Sourirajan制得了世界上第一

张高脱盐率、高通量的不对称乙酸纤维素(CA)反

渗透膜，标志着现代反渗透技术的诞生．20世纪80

年代初，Filmtech公司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

脱盐率、高通量的全芳香族聚酰胺反渗透复合膜

FT一30，标志着反渗透技术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后，反渗透技术得到了全面的应用[1]．

反渗透膜是反渗透技术的核心部件．按膜的结

构形态，反渗透膜可分为非对称膜和复合膜．复合膜

的优势在于其分离皮层和支撑层可以被单独优

化[z]．反渗透复合膜的制备方法有多种，包括表面涂

覆法[31、单体催化聚合法‘4|、表面接枝聚合法‘s|、界

面聚合法[6’7]、层层自组装[8’9]等．其中，以界面聚合

方法最为成功．对于界面聚合反应，聚合单体的结构

和性质、界面聚合反应过程控制、添加剂、支撑层的

性质等都对最终复合膜的结构和性能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就反渗透复合膜领域的一些热点研究

方向的研究进展作综述．

1 界面聚合复合膜形成过程和结构

界面聚合成膜过程中的界面反应决定了复合膜

的结构特征，进而制约着膜的分离性能．加深对成膜

机理的认识，对制备高性能的复合膜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界面聚合反应发生的区域，文献中曾有过争论．

以Morgan[]03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模型，认为界面

聚合反应总是发生在靠近界面的有机相侧．而以

MacRitchie[11]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反应发生在

由界面吸附的单体分子之间形成的混合单分子层

中．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者赞同Morgan提出的模

型，原因是酰氯单体在水中的溶解度非常低，而水相

单体(如间苯二胺)则在有机溶剂(如环己烷)中具有

一定的溶解度；另一个原因是酰氯基团遇水极易分

解[1 21．

关于界面聚合膜形成机理，学者们的观点也不

一致．一些学者认为，界面聚合反应初始时刻发生在

油一水界面处，随着反应的进行，反应逐渐转移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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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聚合物膜与有机相界面处D3]。而另一些学者则

认为有机相中存在一反应区，反应区位于界面附近，

聚合反应仅限在反应区内进行[1 4I．天津大学的王志

教授等E15,16]利用视频光学接触角测试装置(OCA)

和粒子成像测速仪(PIV)对N一甲基二乙醇胺(ME-

DA)与均苯三甲酰氯(TMC)界面聚合反应成膜过

程进行了可视化监测研究．结果表明：(1)界面聚合

膜是朝向有机相侧生长；(2)界面聚合膜表面通常

会出现凸起结构，这些凸起结构是由于界面聚合过

程中界面处存在的水相单体(MEI)A)浓度梯度所

引起的界面不稳定造成的；(3)膜上出现的这些凸

起结构与膜面的粗糙度有关．

关于界面聚合膜的结构，通常认为复合膜皮层

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组分是非均匀分布的．在平面结

构方向，Wamser等n7]在滴定实验的基础上提出，

复合膜表面是由羧酸和氨基占主导地位的．在垂直

结构方向，Freger和SrebnikEl8]在数学模型的基础

上提出复合膜是由胺基富集层、羧酸富集层，以及两

层中间的致密层组成的．正是这层中间层起主要的

分离作用．这种多层次结构被更为直观的复合膜截

面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所证实[19|．MarinasE20]通过

对比聚酰胺反渗透膜分离皮层的卢瑟福背散射光谱

(RBS)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结果也发现，一

些复合膜在垂直方向存在化学组成不均一性．

2新型界面聚合功能单体

在反渗透膜的制备中，材料本身的性质对复合

膜的性能起决定性作用．目前，主流的芳香聚酰胺反

渗透复合膜主要是通过间苯二胺(MPD)与均苯三

甲酰氯(TMC)间的界面聚合反应而制备的，但国

外生产商对该类反渗透复合膜实施了严格的专利保

护[21|．近年来国内外的课题组在新的反渗透膜和纳

滤膜材料的开发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高从增院士及

其研究团队[22_24]合成了一系列新的功能单体：5一

氧甲酰氯一异肽酰氯(CFIC)、5一异氰酸酯异肽酰氯

(ICIC)、1，4一环己二胺(HAD)和1，3，5一环己烷三

甲酰氯(HT)，利用这些单体制备了高性能的反渗

透复合膜．单体结构式如图1所示．

OCOCI NCO H^N COCI

c，∞众c。c。∞c众眦。勾NH，似众∞。
CFIC ICIC HAD HT

图1 CFIC、ICIC、HAD、HT的结构式

Fig。1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monomer CFIC，ICIC，HAD and HT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张所波及其

研究团队E25_27]从增加交联度及芳香聚酰胺分子的

自由体积角度考虑，合成了一系列含联苯结构的多

元酰氯(结构式如图2所示)，利用这些新的酰氯单

体制备了反渗透和纳滤复合膜．结果表明，所得复合

膜相比由均苯三酰氯制备的复合膜具有更高的水通

∞p口CoCl
B1RC rnm-BTEC

量．这主要是由于含联苯结构的多元酰氯分子自由

体积更大，制备得到的聚酰胺高分子的链间距也更

大．另外，与均苯三酰甲氯相比较，含联苯结构多元

酰氯具有更多的酰氯基团．在界面聚合完成后，未反

应的酰氯基团水解产生的羧酸基团对提高复合膜的

亲水性(水通量和耐污染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Dcoa @
op-BTEC

图2 3，4 7，5一联苯三酰氯(BTRC)，3，3’，5，5 7一联苯四酰氯(mm-BTEC)，2，27，4，4’一联苯四酰氯(om—BTEC)，

2，2’，5，51-联苯四酰氯(op-BTEC)的结构示意图

Fig．2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monomer BTRC，mm-BTEC，om-BTEC and op-B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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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界面聚合反应添加剂

界面聚合反应添加剂是指在参与界面聚合反应

的水相或有机相中添加一定量的有机小分子或聚合

物，实现对界面聚合反应过程调节，进而达到调控所

得复合膜的结构和性能的目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是向水相中添加一定量的二甲基亚砜(DMSO)，所

得复合膜的水通量可以很大程度提高(最大可提高
50 o,4)，同时脱盐率下降不大．其原因主要是DMSO

的引人提高了水相和有机相的界面相容性，在复合

膜中形成了更多的酰胺键，提高了复合膜的表面粗

糙度和比表面积[28J．王志等[29]发现，在水相中添加

六甲基磷酰胺(HMPA)也可以起到与DMSO相当

的作用．Tsuru等[30]通过向有机相中加入共溶剂丙

酮的方法，提出了共溶剂辅助的界面聚合(CAIP)的

概念，所得膜表现了较高的水通量，同时截留率没有

太大下降．作者认为，添加的丙酮越多，所得膜的孔

越大．所以，可以通过调节共溶剂的添加量，实现对

复合膜的孔径和性能的调控．

4纳米杂化反渗透复合膜

纳米杂化反渗透复合膜主要是指在界面聚合的

水相或有机相中分散具有纳米孔道结构的材料(如

分子筛、碳纳米管)，或具有抗污染功能的纳米微粒

(如纳米氧化银、纳米二氧化钛微粒等)，进而提高复

合膜的水通量或抗污染性能．2007年，Hoek和

YanE31]在界面聚合的有机相中分散一定量的纳米分

子筛，结果表明所得纳米分子筛填充的聚酸胺复合

反渗透膜的水通量提升最高可达一倍，而脱盐率基

本保持不变．Kong等[32]采用一种无机纳米颗粒预

播种的方法，将分子筛固定在疏松的聚酰胺底层中，

在此底层之上进一步界面聚合，这种方法获得分散

性很好的分子筛填充膜．所得膜表现了传统复合膜

两倍的水通量．

此外，在复合反渗透膜中引入碳纳米管也是科

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陈欢林等[33]在复合膜中引

入碳纳米管，与没有添加碳纳米管的膜相比，所得膜

具有更大的表面积和亲水性，水通量也大幅提高．

Elimelech等[34]通过共价键连接将碳纳米管引入聚

酰胺反渗透膜中，赋予了反渗透膜抗菌性能．实验结

果表明，E coli细菌接触含有碳纳米管的复合膜l

h后，约60％的细菌被杀死．也有报道将碳纳米管引

入复合膜中来提高膜的耐氯氧化性和使用耐久

性[35|．在聚酰胺复合膜中引入纳米银粒子等，进而

提高复合膜的抗菌性质也有报道[3引．

5 高耐氯氧化反渗透复合膜

交联芳香聚酰胺复合反渗透膜极易受活性氯攻

击而导致膜性能持续下降，缩短了膜的使用寿命，极

大地限制了反渗透膜的应用领域．Park和Freeman

等[37]发现，采用磺化聚芳醚砜做分离皮层材料，可

以得到具有极好的耐氯性的复合膜．实验结果表明，

在活性氯浓度为500 mg／L、pH一9．5的测试液中

浸泡20 h后，交联芳香聚酰胺膜的盐截留率下降了

约20％，而磺化聚芳醚砜膜的盐截留率则没有明显

变化．因此，磺化聚芳醚砜被认为有望成为新一代的

耐氯氧化脱盐膜材料．

目前，这类材料实现应用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1)突破脱盐率与水通量的相互制约关系；通常，这

类材料的磺化度越高，其水溶胀率越高，水通量越

高，脱盐率则越低；反之，则水通量低，脱盐率高．因

此，如何得到同时具备高通量、高脱盐率的膜仍面临

挑战．(2)解决加工性的问题；需要找到高效、稳定、

环境友好的加工方法，连续制备复合膜．在这些方

面，研究者们进行了一些尝试．Lee等[38]采用端基

交联的方法，将磺化聚芳醚砜材料的脱盐率提升到

约96％．Colquhoun等[39]等在磺化聚芳醚砜复合膜

上再次涂覆聚乙烯醇层，制备得到了兼具高耐氯氧

化性、高脱盐率和高水通量的反渗透复合膜．

6反渗透复合膜表征方法创新

准确地了解反渗透复合膜中超薄聚酰胺分离皮

层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组成对于更好地了解膜的分离

机理和膜内物质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在物理结构

表征方面，Pacheco等Dg]利用新型的透射电子显微

镜技术可以更精确的测量复合膜的物理结构，包括

膜的厚度，形貌，致密程度．在复合膜组分测定方面，

传统采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方法测定复合

膜近表面(10 nm以内)的化学组分．近几年的研究

表明利用卢瑟福背散射光谱(RBS)可以在更大的深

度里测得复合层的化学组成[20|．此外，也用报道利

用正电子湮灭光谱(PALS)技术来表征复合膜的微

结构[40’411．总之，物理手段的发展，为精确了解反渗

透复合膜中超薄皮层的化学组成和精细物理结构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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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界面聚合反渗透复合膜的性能主要取决于超薄

聚酰胺皮层的化学组成和物理结构．深入研究界面

聚合反应机理，对于制备高性能的反渗透复合膜，以

及根据目标定向调控复合膜的结构和性能具有重要

意义．用于界面聚合的功能单体是反渗透膜的材料

基础，单体本身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复合膜的性

能．向反渗透膜中引入一定量的添加剂，实现对界面

聚合反应过程的调节，进而达到调控所得复合膜的

结构和性能的目的．这是实现反渗透膜可控制造的

关键技术．向反渗透膜中引入具有纳米孔道结构的

材料，有望跨越式地提升反渗透膜的性能，并赋予反

渗透膜特殊的性质．研究新的脱盐膜材料，从材料角

度根本解决反渗透膜的耐氯氧化性是具有重大意义

的工作．此外，物理表征手段的发展，必将极大地促

进膜科学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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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in-fiIm composite(TFC)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ZHANG Suobo，ZHANG Qifeng，L j Shengha i

(Key Laboratory of Polymer Ecomaterials，Changchun Institute of Applie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Reverse osmosis(RO)membran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seawater desalination，ultrapure

water production，wastewater treatment，pharmaceutical and biological industries．The whole aromatic

polyamide thin-film composite membrane(TFC)iS the most successful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nowadays．The performance of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is decided by the physical structures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ultra-thin polyamide layer．Progress on reverse osmosis composite membrane,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interfacially polymerized composite membrane，novel monomers used for

interfacial polymerization，the additives，nano hybrid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highly chlorine-tolerant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and new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for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s are introduced

briefly in this review．

Key words：reverse osmosis membrane；thin-film composite；interracial polymerization；nano hybrid mem—

brane；chlorine resistance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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