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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的原则
Duraflow 的微滤膜系统（DMF）主要是用在处理、去除工业废水中的金属和
无机污染物。去除这些污染物的方法是通过物化原理，化学分解，最后用 DMF
系统过滤分离，其中物化反应的过程称为 DMF 系统的预处理。
预处理有沉淀处理和药剂处理两个步骤：
 沉淀处理：
大部分的重金属都溶于酸性溶液。在典型的印制电路板、电镀以及相关的表
面处理厂，酸性清洗废水中主要的污染物是重金属，当然还有一定量的 COD，
通过调节废水中的 pH 值可使重金属形成氢氧化物沉淀。每种金属离子都有其最
低溶解度的 pH 值，在这个 pH 条件下该金属离子会形成沉淀从溶液中分离出
来。
表（一）中常见重金属离子的最低溶解度与 pH 值的对照。在废水中除了金
属之外还含有其它不同种类及浓度的有机和无机物，因此在实践中可用表（一）
中的参数来做为参考。
表（一）
金属

化学符号

pH 值

铜

Cu

8.0

镍

Ni

10.5

锌

Zn

9.5

铬

Cr

7.5

镉

Cd

11.0

锡

Sn

9.0

铁

Fe

4.0

铝

Al

7.5

钙

Ca

9.5

镁

Mg

10.5

药剂处理：
在 pH 调节后，为了提高重金属化合物与溶液的分解速度，一般加入混凝剂做
混凝处理，处理之后的混合废水进入 DMF 膜系统过滤。在加混凝剂之后不能添
加聚凝剂（PAM）。如果废水中含有络合、螯合等重金属，在 pH 调节之后（添
加 PAC 之前）可添加重金属捕集剂，它是用来破络的一种多价硫的化合物
（例：DTC 便是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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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实践经验中添加铁盐（硫酸亚铁）有时候效果会比 PAC 更好，但相对来
说泥量会较大，这时候就要把握好 DF 系统的排泥频率。
b. 可把氯化钙、氢氧化钙和重金属捕集剂及硫酸亚铁一起使用，以去除废水中
的一些有机物和磷酸盐等污染物。
c. 在某些情况下钙不能满足去除有机物的效果时，采用活性碳（200 目）也是
一个较好的选择。在许多应用实例中活性碳粉可以直接加入到浓缩池里。
为了能够保证碳粉的充分混合与搅拌，碳粉加在第一个 pH 调节池里更为
合适。另外可以采用碳粉加料器，这样比人工加料更安全、精确，因为它
可根据时间段按重量自动补加。
由于各厂家的清洗废水的水质不同 （尽管有相似之处），所以各种药剂的
添加量需要根据前期实验的结果来测定。

 膜过滤原理
膜过滤是在压力驱动下，废水以一定的速度通过膜孔高速错流的同时产出清
水，同时，在此过程中使悬浮固体物质与液体分开。
DMF 微滤膜就是这样一种在一定的压力和速度下促使固液分离的工具（设
备）。一旦废水中的污染物形成了颗粒、絮体状态，它们便可以经过 DMF 得到
固液分离。
固液分离：
DMF 的膜孔在 0.1—0.2 微米，任何小于此孔径的颗粒或絮体在过滤中都会随
着水流穿孔而过，而大于此孔径的颗粒或絮体在过滤过程中就会被截流。正确的
使用
DMF 膜系统需要了解：
第一：要获得相关准备用 DMF 系统去除污染物的信息。
第二：这些污染物能否以悬浮物或是絮体的形式从废水中分解出来。
第三：哪一类的污染物会引起膜的污堵。
这样才能创造固液分离的条件，从而使得 DMF 系统达到有效的分离功能。
污染物过滤:
DMF 系统的最佳应用是过滤含重金属悬浮物的废水，对于常见重金属的过滤
主要靠的是前面所提到的预处理化学反应。某些化学镀的金属，如六价铬、含氰
废水中的重金属等需要经过两次预处理才能有效的采用 DMF 过滤。
这些特殊废水在前面提到的预处理之前，还需要经过化学处理，比如六价铬需
要先还原到三价铬，含氰废水先要破氰等等。因此在选择废水回用的水源的时候
需要预先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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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F 过滤对 COD，TDS 以及电导率的去除效果不太显著。通常含有高 COD
的废水需要经过很好的预处理（例：生化处理）才能达到有效的去除。
溶解在废水中 COD 的形式很多，如果 COD 在预处理的工序中能以絮体形式从
废水中分解出来，那么通过 DMF 系统的去除率比较有效。因此，在了解废水是
否能有效地采用 DMF 技术的过程之前，做烧杯试验是一项重要环节，它可以给
我们提供一个鉴定废水能否用 DMF 系统的结论。
电导率和 TDS 可测量溶解在废水中的含盐量。电导率与 pH 有关，在酸性或
是碱性的废水中电导率都可能比较高。溶于废水中的盐一般需要经过反渗透
（RO）才能有效的脱盐。DMF 系统不是用来去除废水中的 TDS。
在废水回用的情况下，采用 DMF 是作为 RO 的前处理较为理想的选择，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去除废水中的重污染物、悬浮颗粒等，类似的污物容易造成 RO 膜
的堵塞，而经 DMF 的过滤后的水质可满足 RO 的进水指标，然后再经过 RO 系
统进一步对 DMF 的产水进行纯化，从而达到可以废水再利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RO 的浓水可以部分回到 DMF 系统浓缩池，通过 DMF
再来加以浓缩。也就是说 RO 浓水经过 DMF 系统的固液分离之后可以再回用
（即再次进入 RO 系统，从浓水中再次提取纯水）。
氨氮的去除通常都是以生化来处理的。先经过生化处理后可通过 DMF 系统作
最终过滤。所以只靠 DMF 系统来去除氨氮的概念是错误的。

 膜系统的清洗
DMF 膜系统的正常清洗周期为 5-7 天。废水分的越细化 DMF 系统的清洗频
率就越低。对于改造的项目，由于前期废水分流工作往往不到位，因此常见清洗
周期如上所提到的，而对于新建项目来说， DMF 系统的清洗周期可以是两个星
期，有的可延长到两个月，这也是由于较细化分流的结果。
系统运行参照：





系统每运行 12 小时，建议用 DF 收集水冲洗一次。冲洗时间也可自行掌
控。类似的冲洗可有效地减少停机药剂清洗的频率。
当膜系统的产水量降低到正常产水量的 70%，建议进行化学清洗。也可
根据实际经验来确定膜系统的清洗频率。（例如：每支膜管的设计出水量
是每 1.1 吨/小时，当通量下降到 0.7 吨可进行化学清洗）。
化学清洗的药剂可根据 DMF 系统最有效的药剂的合适浓度而定。以采用
稀硫酸（2% - 5%浓度）作清洗药剂的居多。建议采用 2%稀硫酸溶液作
清洗，观察清洗之后的效果（也就是说观察清洗之后通量的恢复以及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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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之后通量下降的情况）。如有需要可以采用 5%浓度的硫酸。清洗时
间 10—15 分钟。


如上述情况中清洗的效果不理想，可采用 3%的次氯酸钠进行清洗。注意
在换用次氯酸钠溶液清洗时，先要中和膜系统中残留的酸性液体之后才能
进行清洗。



在有机污染物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以上的清洗方法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
果，可以采用 5%次氯酸钠溶液作浸泡式清洗，建议浸泡的时间为 12 个
小时。



清洗（或是浸泡清洗）之后的水冲洗非常重要，其目的是中和膜管中残留
的化学溶液。在重新启动膜系统之后，由于出水中的游离氯不一定合格，
如果直接回用有可能会造成反渗透系统的损害，所以在次氯酸钠后的清洗
后，即使进行了水冲洗的程序，但在 DMF 开启后，其前十分钟的出水可
直接排放。在检测、确认余氯值达到要求后，便可将 DMF 产水回用。我
司可提供余氯检测试纸。

 寻找问题的原因
正规的 DMF 系统工艺应该是：
废水收集池 --- pH 调节池 1--- pH 调节池 2 --- 浓缩池 --- DMF 系统 --- DF 出
水收集
在 DMF 系统运行过程中会遇到如下常见的情况是正常的，这里给与一些相对
的提示。

·泡沫：
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分流的项目中（一般改造的项目居多），废水的来源不稳
定。如果在废水中混有车间排放的表面活性剂、皂化剂、清洁剂、清洗工作槽浴
的冲洗水等，会在水中产生许多泡沫，有时候这些泡沫在添加活性碳之后也不一
定能完全消除。
改进的方式：首先要避免突如其来的排放，可以与车间领导沟通，改为定量排
放（分别收集之后按平均时间以一定的量排入废水收集池）。操作方面要特别注
意 pH 调节池的反应情况，可以用取样分析来鉴定 pH 调节池的水质达标情况，
保证后道工序的正常运行。可用精密滤纸过滤 pH 调节池的水，以比对 DF 出水
水质，确定经过 pH 调节池后的水是否处理的充分，以便达到进膜系统的要求。
Duraflow 公司可提供特种过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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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污染：
如果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类似于 PAM、蜡等的污染物会造成堵膜现
象。这种污染物就不适合进入 DMF 系统。
如果由于事故的原因这些污染物混入了废水收集池，那么膜的通量会很快下
降。即便是马上洗膜，通量也无法恢复。唯一的办法只有用次氯酸钠作浸泡。如
果浸泡 12 小时之后还是无法恢复通量，可尝试进一步的清洗方法：经过两次氯
酸钠浸泡，可恢复通量。第一次浸泡 12 小时，然后再配制新的药洗液，再泡 12
小时，通量即可恢复。由于此步骤的清洗方法工作量较大，花时间又不经济，所
以应有效的监控会对膜造成严重污染的污染物的进入。
因此在运营 DMF 系统的时候，观察收集池废水的变化是操作员工的首要任务。
·通量下降：
一般在运行中通量的下降是一个逐渐的趋势，因为污染物随着运行的时间会逐
渐地在膜表面滞留，以至于不能在压力和速度的驱动下被冲走。这时就需要停机
进行化学清洗。根据运行的经验，可选用上面所提到的清洗方式作清洗。
如果浓缩池中的淤泥浓度逐渐增加，那么在系统运行中也会出现膜通量的下
降。可以用在浓缩池采样的方式，观察和控制浓缩池中淤泥的浓度，做到及时排
泥。（例如：每两个小时从浓缩池里取样一次，沉淀 15 分钟含泥量到 50%时，
可排泥 30%，这 30%为沉淀池总量的 30%）。
·产水端出污水：
DF 膜的材质可耐酸、耐碱、耐腐蚀、及耐氧化。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废水中的
污染物不会透过膜的支撑层排出污水。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膜管产出污水：
1．
膜管封端存在的制作问题，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而导致
污水的泄漏。这种情况极为罕见，DF 公司在中绿个别的项目中出现过此类现
象，但 DF 现在已加大了对出货的监控力度，以确保此类现象不会再出现。
2．
膜管储藏和运行期间的条件一般是华氏 110 度，摄氏 43 度。如果膜管
在露天直晒，由于 PVC 本身散热慢，会造成温度的积累，在温度达到 45 度
时，膜管就有出现变形的可能。外壳与端封材料并非同种材料，在一定温度
下不同材料的膨胀系数不同，最终会产生管壳与端封的分离，从而导致污水
进入到膜管的产水端。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可立即与 Duraflow 公司人员
联系，我们会提供及时膜更换服务。

·进水压力
DMF 系统的进水压力是根据输送泵的压力与通量的最佳曲线指示来定。如果
希望降低进水压力，那么进水的速度会降低，通量也相对减少。但从某些应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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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看，降低进水压力参数后，比如进水压力参数为 22 个 psi 左右，每支膜还
可达到 1-1.1 吨/小时的通量，所以泵的选择可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定。

·出水压力
改变出水压力（返回浓缩池的水的压力）时需要作利弊的考虑。如果为了增高
过滤液（DF 产水的速度）而增加备压，在短时间内会得到出水速度的增加。但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不一定能保持通量。这是因为在被压的控制下，废水中的污染
物会相对较快的积压在膜表面而影响通量，其结果很可能缩短膜管清洗周期。
·活性碳罐
有条件的情况下，建议在 DF 出水后加一道活性碳罐保护。在安菲诺番禺的项
目上（每日水量为 300 吨上下），一次使用的活性碳量大概为 600 公斤，活性
碳罐的更换周期为 8-14 个月。但其可对ＲＯ做到良好的保护效果，可明显延长
RO 的使用寿命。

 不同工业废水处理的参考
目前在国内，DF 技术也在新领域的回用方面进行了推广，下面是几个典型案
例供大家参考：
铝型材行业废水
含铝废水与含铜废水不一样。铝业废水的颗粒细、重量较轻，在废水中的含
泥量很高，因此，在预处理方面不仅要掌控好 pH 值，还要控制好铝泥含量，从
而保证系统运行的通量。最佳处理方式是让铝泥经过沉淀池预处理一下，取含有
相当浓度的上清液作为 DF 系统的过滤。
电池业废水
这里讲的主要是镀镍废水。镀镍废水最好是先做分流预处理，然后进入 DF 过
滤系统。这样的方式会得到很好的去除镍离子的效果。
豆腐业废水
这是制作豆腐过程中所产生的冲洗水。这废水是需要先经过生化的处理，然后
用 DF 系统过滤。虽然系统运行的通量只是重金水废水运行通量的一半，但是系
统过滤却能保持这样的通量持续运行。出水的效果能达到回用的要求。
反渗透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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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F 技术做反渗透浓水的浓缩。浓水可以经过预处理,将水中的盐分沉降出，
然后用 DF 系统过滤。这是从浓水中再提取纯水的一种做法,但最终浓水的高盐分
还是需要靠蒸发等技术来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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