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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脉环境简介 

上海缘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注册在上海市松江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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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渗透技术原理 

正渗透在自然界普遍存在，
其工作原理是：两种不同浓
度的溶液被一种植物的细胞
壁（选择性渗透膜）隔开，
而“纯净”的水从浓度较低的
溶液透过膜，进入浓度较高
的溶液，从而截留盐分。 

正渗透技术（FO）是利
用正渗透现象，依靠选
择性渗透膜两侧的渗透
压差为驱动力自发实现
水传递的膜分离过程。 



正渗透（FO）与反渗透（RO）对比 

正渗透 反渗透 

不同点 

• 浓度差自发驱动 
• 水流顺势能差运行 
• 低运行压力、低能耗 
• 多数情况汲取液需再生 
• 低污染性，多数污堵可逆 

• 压力驱动 
• 水流逆势能差运行 
• 高运行压力、高能耗 
• 高污染性，污堵不可逆 

相同点 
• 依靠半渗透膜进行溶剂溶质分离 
• 性能参数同样为水通量和拦截率 



   正渗透过程中溶质、溶剂的传输 

水通量Jw 

• 𝐽𝑤 = 𝐴(∆𝜋 − ∆𝑃) 

• 式中，Jw是穿过膜的水通量（在这
种情况下，在渗透流方向上标记
为正），A是水渗透系数，∆π是穿
过膜的渗透压差，∆P是静水压差。 

盐通量Js 

• 𝐽𝑠 = 𝐵∆𝑐 

• 式中，Js为溶质的盐通
量，B为溶质渗透系数，
c为溶质跨膜浓度差。 



   正渗透过程中的浓差极化 

注：图片摘自 FORWARD OSMOSIS – A BRIEF INTRODUCTION, P.G. Nicoll 

• 正渗透依靠选择性渗透膜两侧的渗透

压差为驱动力，因此浓差极化对正渗

透的影响尤为重要 

• 因为浓差极化的存在，实际正渗透膜

两侧的浓度驱动差仅为∆𝝅𝒆𝒇𝒇 

• 因此正渗透膜材质的选取非常重要，

合适的正渗透膜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

传质阻力，减弱膜内浓差极化，以此

来提高正渗透膜的水通量 



   正渗透膜材质的优化 

20世纪60-70年代 

• 正渗透技术开始
进入应用领域。 

• 早期尝试使用反
渗透复合膜来，
但是由于RO膜的
内部浓差极化太
严重，水通量太
低。 

20 世纪90 年代 

• Osmotek 公司
（FTS 公司前身）
首次成功生产了
商业化的正渗透
膜产品 

• 材质为醋酸纤维
膜（CTA） 

现状 

• 目前的膜材料主
要可以分为三类 

• 相转化形成的纤
维素膜（以FTS的
CTA材料为代表） 

• 薄膜复合膜（芳
香酰胺复合膜材
料为主） 

• 化学改性膜 

 

“好”的正渗透膜结构与反渗透膜有很大不同，影响
其性能的关键参数之一是内浓差极化的减小。 



   正渗透汲取液 

汲取液类型 代表汲取液 优点 缺点 

无机盐 
NaCl, MgCl2, Na2SO4, 
(NH4)2SO4 

• 高渗透压 
• 可以利用NF/RO再生 
• 补充成本低 

• 反向溶质扩散高 

• 某些无机盐汲取液易
结垢 

有机盐 甘氨酸，有机酸等 
• 反向溶质扩散低 
• 可以利用NF再生 

• 补充成本高 

其他有机化
合物 

蔗糖，果糖 
• 可以应用在食品饮

料行业 
• 可以利用NF再生 

• 高粘度 
• 高浓差极化 
• 低渗透压 

挥发性化合
物 

NH4HCO3->NH3+CO2 
• 高渗透压 
• 可以利用热法再生 

• 反向溶质扩散高 
• 碳酸根易结垢 
• 产水中氨氮易超标 

其他反应溶
质 

 离子液体，乙二醇

醚，纳米粒子，高
分子聚合物 

• 潜在回收溶质的能
耗低 

• 还未商业化，潜力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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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膜结构特点 

循环冲刷、自然渗透 

natural osmosis  
醋酸纤维膜CTA 基膜 surface 

支撑  
Support 
layer 

高压力下强制渗透  

high pressure 

forceable osmosis   

复合膜 

Composite 

 

基膜 
surface 

    
支撑层 
Support 
layer 
 

正渗透膜材料及结构 

 

 

醋酸纤维膜，表
面光滑，厚度比
常用的复合膜厚，
脱盐层不易划伤。 

 

 

FO膜进水网格流
道宽，为85mil，
膜表面不易污堵。 



   正渗透膜产品-工业膜元件 

• 采用醋酸纤维膜 
• 具有亲水性憎油性 

• 表面光滑，厚度增强，脱盐层
不容易划伤 

• 耐氯性好 

膜型号 适用领域 

FO-CTA-8040-85 用于处理重度污染废水（例如：垃圾渗滤液） 

FO-CTA-8040-45 用于处理中度污染废水（例如：污染海水及其它盐水） 

FO-CTA-8040-31 用于处理轻度污染废水(例如: 干净盐水) 

FO-CTA-4040 膜组件等同8040 系列，但特点是4 英寸(102mm) 小直径
系列，适用于小体积的物料及其他特殊应用(例如:医药
废水) 



   正渗透膜产品-卫生型膜元件 

• 公司提供整体套装卫生型正渗透膜处理包，是

专为卫生型、食品及饮料、医药行业设计的，

这种套装包特点是减少了死水区，是应用在卫

生级处理设计中的理想选择。 

膜型号 适用领域 

FO-CTA-8040-45-S 用于处理卫生条件下的中浓度液（例如：浓缩无脂牛奶） 

FO-CTA-8040-31-S 用于处理卫生条件下低浓度液体(例如:干净的果汁) 

FO-CTA-4040-S 膜组件等同8040 系列，但特点是4 英寸(102mm) 小直径
系列，适用于小体积的物料及其他特殊应用(例如:医药
废水) 



   HBCR高盐浓缩膜产品 

HBCR高浓度盐水浓缩回收技术可以作为浓盐水浓缩减量或者

零排放工艺的一部分，用于后端蒸发设备的减量。HBCR系统既

可单独使用，也可以与正渗透（FO）和结合使用。 

特点与优势： 

 可处理高盐废水，突破传统反渗透技术的局限 

 高浓度盐水浓缩，TDS最高可浓缩到200,000mg/L 

 低能耗 

 适合常规SWRO海水淡化设备和部件，但只需在70bar大气压

力下操作 

 耐用设计，使用寿命长 

 只需电能，消除传统技术中使用热能带来的问题和复杂性 



   低温蒸发结晶系统技术原理——直接接触换热 

HTF Flow 

Water Flow   

HTF 热油 HTF 冷油 

热盐水 冷盐水 

热交换接触面 

导热油与水互不相溶 

• 采用导热油介质（HTF）实现原液与导热油直接接触式换热  

• 导热油密度与原液不一致，且互不相溶 

• 导热油可利用传统加热方法加热 

• 加热后导热油与冷盐水（原液）直接接触 ，从而把热量传递给冷盐水 

• 两者互不相溶性促使冷却导热油与加热后的废液快速分离 

• 液-液接触换热没有结垢面，从而避免了常规换热带来的结垢问题 

• 结垢物质在导热油中不具有溶解性 ，冷却导热油可回到传统换热器重新加热重复利用   



  LTEC（低温蒸发）工艺介绍 

专利导热油加热方 

式，避免结垢，换 

热是液液换热，效 

率高； 

可利用低品质热源 

加热导热油； 

低温常压运行，蒸 

发塘自然蒸发原理； 

技术成熟，有20多

年的应用经验。 



   叠片式过滤器——技术原理 
INTEGRA Filtration; Physical Concepts

Cutaway of Compressed "Sandwiched"

View Illustrating Flow Pattern

Dirty Fluid Enters

the Inlet Side Conveyance

Surface Grooves

Clean Fluid Exits

the Outlet Side Conveyance

Surface Grooves
Fluid Flows across the

Topologic Surface from the

Inlet Side Conveyance

Surface Groove to the

Outlet Side Conveyance

Surface Groove. Dirt is

Captured within the Texture

of the Topologic Surface.

Lower Topologic Surface

Cutaway of Top

Topologic Surface

Compressed Conveyance Surface

净水出口 

流体由流道层的特
殊流径引流， de其
中杂质被拦截到过

滤层表面 

废水原水进口 

下部过滤层 

中部特殊流道层 

上部过滤层 

• 碟片有过滤层和流道层间
隔组成。流体由流道层的
特质凹槽进行引流，流出
的水即为净水，而杂质被
拦截到过滤层表面，待反
洗的时候冲出。 

• 碟片的材料具有疏油性，
同时拥有高强度和硬度。 

• 特殊的碟片材质抗磨损，
碟片使用寿命长。 

Frontal Elevation View INTEGRA System

1800gpm at 50micron Capacity

Frontal Elevation View INTEGRA

 Add On Two Module Pack

600gpm at 50micron Capacity



   叠片式过滤器 

 

优势: 
 
 

• 过滤速度： 136.27m3/hr—— 567.81m3/hr 
 
 

• 过滤精度：1 - 200 微米 
 
 

• 能够处理高含量的悬浮固体 
 
• 能够处理含油量高的废水 

 

• 紧凑设计，占地小 
 
• 稳健设计，无污染，不频繁反洗 
 
• 投资费用低、运行费用低 
 
• 气水混合反洗，减少反洗水量 
 
 



   零排放组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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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由含有FO和HBCR两部分组
成 

FO系统运行压力为2.5bar-4bar 

高频低频脉冲冲刷 

在线灵活控制浓缩比例 

HBCR工作压力75bar,TDS含量能
浓缩到16-20% 

正渗透系统组成及特点 



   FO正渗透工艺设计 

FO系统运行压力为2.5bar-4bar 

高频低频脉冲冲刷 

多段式循环逐步浓缩 

在线灵活控制浓缩比例 



   HBCR高盐浓缩工艺设计 

适用范围：纯盐溶液 

出水盐份：15~20万TDS 

工作压力：50-80 bar 

产出清水：TDS<500 



正渗透系统常用工艺一（高污染膜） 

调节池 FO系统 

HBCR系统 

结晶盐 

产水回用 

过滤器 LTEC 

进水条件 

• COD＜50000mg/L 

• 总硬度＜15000mg/L 

• 总硅＜50mg/L 

• 油＜20mg/L 

• SS＜1000mg/L 

应用领域 

•垃圾渗滤液原液 

•高COD废水 

•高硬度废水 

工艺亮点 

•无需预处理，仅简单
过滤即可 

•膜抗污堵能力强，系
统稳定 

•系统浓缩倍率高，蒸
发水量少 

•产水回用价值高 

 



正渗透系统常用工艺二（低污染膜） 

调节池 FO系统 

HBCR系统 

结晶盐 

产水回用 

COD去除
系统 

除硬系统 

LTEC 

进水条件 

• COD＜1000mg/L 

• 总硬度＜500mg/L 

• 总硅＜10mg/L 

• 油＜10mg/L 

• SS＜3mg/L 

应用领域 

•垃圾渗滤液MBR出水 

•煤化工废水 

• RO浓水 

工艺亮点 

•预处理简单，工艺链
短 

•膜抗污堵能力强，系
统稳定 

•系统浓缩倍率高，蒸
发水量少 

•产水回用价值高 

 



正渗透系统常用工艺三（分盐工艺） 

进水条件 

• COD＜1000mg/L 

• 总硬度＜100mg/L 

• SDI＜5 

应用领域 

•垃圾渗滤液MBR出水 

•工业废水 

•煤化工废水 

工艺亮点 

•预处理简单，工艺链
短 

•膜抗污堵能力强，系
统稳定 

•系统浓缩倍率高，蒸
发水量少 

•产水回用价值高 

 

调节池 

FO系统 

HBCR系统 

硫酸钠结晶盐 

NF系统 

LTEC 

LTEC 氯化钠结晶盐 

产水回用 



正渗透系统常用工艺四（HBCR高盐浓缩） 

调节池 HBCR系统 结晶盐 

产水回用 

预处理 LTEC 

进水条件 

• COD＜100mg/L 

• 总硬度＜1mg/L 

• SDI＜5 

• 浊度＜1 

应用领域 

• 氯碱行业 

• 盐化工 

工艺亮点 

• 系统浓缩倍率高，
浓缩液浓度可达15-
20% 

• 膜抗污堵能力强，
系统稳定 

• 产水回用价值高 

 



正渗透系统常用工艺五（FO浓缩系统） 

进水条件 

• COD＜50000mg/L 

• 总硬度＜15000mg/L 

• 总硅＜50mg/L 

• 油＜20mg/L 

• SS＜1000mg/L 

应用领域 

• 高盐卤水浓缩 

• 盐湖提锂 

工艺亮点 

• 可利用高盐卤水水
作汲取液 

• 无需汲取液再生系
统，系统更节能 

• 汲取液吸水后可再
利用，节约资源 

FO系统 结晶盐 预处理 LTEC 

高盐卤水 

高盐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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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渗透工艺应用推荐 

2% 3% 4% 5% 10% 15% 20% 25% 30% 

SWRO 

高压反渗透  

结晶器 
Crystalizer  

FO—HBCR 

蒸发器 
Evaporator 

%TDS 

膜法：membrane  method  

 有限的回收率  

limited recycle efficiency  

运行压力高  high running pressure  

结构简单/模块化 simple structure  

热法：heating method 

高热能消耗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特殊金属材质 special metal  

高回收率 high recovery rate 

FO—HBCR： 

高回收率 high recovery rate 

结构简单/模块化  

 simple module structure 

无需高热量/低压运行 low pressure running 

正渗透在高盐水工艺对比  
                                                                                                                                                                                                        

正渗透技术可用于高倍浓缩，浓缩 比远高于传统膜技术； 
用膜法替代热法进行高被浓缩，成本低运行稳定； 
 
 
 
 



正渗透工艺应用推荐 

高难度工业废水 

• 脱硫废水，煤化工废水，矿井废水，纺织废水，造纸废水 

• 精细化工废水，电子废水，喷涂废水，皮革废水，洗烟废水 

高难度市政污水 

• 填埋场垃圾渗滤液，垃圾发电场渗滤液，垃圾发中转站渗滤液，沼液， 

• 固废处理中心渗滤液，危废处理中心渗滤液，电解液， 

工艺用水 

• 盐化工工艺用水高倍浓缩，医药中间体高倍浓缩， 

• 果汁高倍浓缩，牛奶倍被浓缩，应急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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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废水 

延时文字 

案例一： 



某煤化工废水处理项目 

项目概述  

        本装置主要为某甲醇厂、甲醇制烯烃项目配套附

属环保设置，来水水源为甲醇厂、烯烃二套项目清净

下水装置反渗透浓水、脱盐水装置再生废水等，产品

水回用至循环水补水，蒸发结晶系统产出杂盐。要求

装置整体回收率＞95%，项目一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本次建设二期项目主要用于处理已建成一期的二级

RO浓水。 

项目规模：84m³/h 



工艺流程  

某煤化工废水处理项目 



水质情况 

序号 水质项目 单位 进水水质 产水水质 

1 pH - 6-9 7.0-8.5  

2 CODcr mg/L 540 ≤25 

3 氯离子 mg/L 5600 ≤100 

4 总硬度（以CaCO3计） mg/L 700-1200 ≤200 

5 甲基橙碱度 mg/L 300 ≤200 

6 氨氮 mg/L ≤3 ≤3 

7 总磷（以P计） mg/L ≤5 ≤1 

8 溶解性总固体（TDS ） mg/L 18000 ≤500 

某煤化工废水处理项目 



   脱硫废水 

延时文字 

案例二： 



上海某电厂脱硫废水中试项目 

项目概述  

本中试的总体目标是正渗透技术在脱硫废水零

排放处理中的适应性，对脱硫废水原液（加纯碱和加

FO阻垢剂）两种不同工况进行中试试验。 

通过对正渗透技术在脱硫废水零排放处理上的

应用，了解并收集工艺参数及相应配套设备参数，能

够独立的对正渗透进行工艺设计，控制系统设计，成

套设备设计及制作等。为解决传统脱硫废水处理工艺

的回收率低及末端出水水质和水量不稳定等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 



工艺流程  

上海某电厂脱硫废水中试项目 



上海某电厂脱硫废水中试项目 

中试结果  

正渗透成套系统出水水质能够满足《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中规定的排放

值。该设备能够满足脱硫废水零排放的处理要求，其低能耗，高回收率及低膜污染等

特点能够大大的延长膜的使用寿命，降低膜清洗频率，从而降低脱硫废水的总处理成

本。 

正渗透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不需要复杂的前端预处理，对系统进水要求相较于其他系

统低，针对吴泾第二发电有限公司脱硫废水中试结果满足系统工艺要求： 

1）实验所用装置能够将进水TDS均值16471～32820mg/L的脱硫废水浓缩到 TDS均值

120000mg/L以上，浓缩了4～7.5倍；除盐率达90%；FO段回收率75%～90%；  

2）FO系统的时均处理水量0.7～0.85m3/h； 

3）正渗透在运行过程的能耗，回收量，单位时间处理量与进水的水质和用户设定

浓缩排放是有密切关系。可适应加大的进水水质波动； 

4）在两种工况下都能长期稳定、可靠的连续运行。 



水质情况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原水 产水 

1 Ca2+   1660 ND 

2 Mg2+ mg/L 1250 0.01 

3 Na+ mg/L 2310 5.6 

4 SO4
2- mg/L 2430 ND 

5 氯离子 mg/L 8490 8.03 

6 ph mg/L 8.6 5.6 

7 CO3
2- mg/L 140 6.2 

8 碱度 mg/L 187 18.6 

9 TSS mg/L 27 2 

10 TDS us/cm 20200 402 

上海某电厂脱硫废水中试项目 



   工艺用水 

延时文字 

案例三： 



   青海某盐湖卤水膜法提锂项目 
 

1、项目概述 
公司2014年3月成立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公司主要从事锂、钾、硼、

镁盐湖资源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对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研发
和新材料应用等。恒信融项目总投资超过10亿元，年处理100万吨高盐
卤水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是国际上唯一用膜法直接从盐湖中提取
锂生产电池级碳酸锂的项目。 

2017年10月23日，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完成系统调试，正式
投料生产，产出电池级碳酸锂，各项工艺结果完全达到设计指标。 

 
2、项目规模、时间及水质类型 
本项目处理规模为：5000m³/d  
本项目竣工时间为：2017年10月 
本项目水质类型为：盐湖提锂 
 
3、项目工艺简介 

本项目采用膜法正渗透工艺，直接从盐湖中提取锂生产电池级碳酸
锂，在国际上，是唯一用膜法直接盐湖提锂的项目。 

 
4、项目亮点 

 利用正渗透工艺盐湖提锂，相比于蒸发塘工艺，提锂效率更高、效果
更好； 

 工艺简单、占地面积小、操作方便； 
 产品品质好； 
 自动化程度高，易操作，方便管理。 



工艺流程  

   青海某盐湖卤水膜法提锂项目 
 

正渗透浓缩 

li≈16g/l 

含盐量≈400g/l 

深度加工产
品 

分离处理 
li≈0.4g/l 

含盐量≈10g/l 

盐田卤水 

原料液 

li≈4g/l 

含盐量≈700g/l 

除盐水 

稀释 

li≈0.4g/l 

含盐量≈70g/l 

盐田卤水 

汲取液 

li≈4g/l 

含盐量≈700g/l 

反渗透浓缩 

li≈4g/l 

含盐量≈90g/l 



   垃圾渗滤液 

延时文字 

案例四： 



宁波某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处理项目 

项目概述  

         本项目的进水是电厂垃圾渗滤原液。水中污染物

来源复杂，悬浮物、油脂含量高，COD、氨氮含量高，

硬度高，总TDS含盐量高，属于很难处理的复杂水源。 

         公司采用了自有专利技术“OsomoBCTM  FO”正渗

透膜处理系统工艺，不仅系统回收率达到70%以上，

而且处理后的产水水质也大大优于GB16889-2008相关

指标。本项目也是我公司正渗透工艺用于垃圾渗滤液

浓缩减量的示范项目之一。 



工艺流程  

项目规模：100m³/d，系统回收率：70% 

调节池 

垃圾渗滤液原液  

过滤器 气浮  FO系统 袋式过滤器 

 
中间水池 

 

    盐酸 HCL 

HBCR系统 

浓液池 

       产水回用 

DTRO浓缩液 

宁波某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处理项目 



水质情况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原水 产水 

1 pH   5~7.5 6-9 

2 SS 悬浮物 mg/L 2000~6000 0.1 

3 CODCr mg/L 28000 5.6 

4 BOD5 mg/L 15000~30000 3.4 

5 氯离子 mg/L 4000~5000 26.9 

6 总硬度 mg/L 6000 1.2 

7 总碱度 (以CaCO3计) mg/L 10000 1.5 

8 氨氮 mg/L 750 0.85 

9 总氮 mg/L <2500 1.3 

10 电导率 us/cm 20000~30000 98.5 

11 总磷（以P计） mg/L 30~300 0.54 

12 TDS mg/L <=25000 63.2 

产水水质优于《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水控制标准》GB16889-2008相关指标 
 
 

宁波某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处理项目 



   沼液 

延时文字 

案例五： 



正渗透工艺在沼气池沼液处理中的应用 

为满足再生能源的需求以及更严格的环保要求，使用沼气池
的厌氧消化工艺进行农业废物管理正在不断增加 

沼气池厌氧消化可使用来自食品加工厂的植物（如农作物
秸秆等）和/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等作为原料  

正渗透处理沼液的亮点 

延迟符 

需要有效的技术来提高沼气池出水（沼液）的肥料价值 ，
经比较，正渗透是最佳的沼液浓缩工艺 

 预处理简单 
 浓缩沼液可作为高价值的有机肥料 
 优质产水可用作回用水  
 可生产出化肥副产品 

厌氧消化的优势 

 主要生产沼气（甲烷）和二氧化碳气体，沼气
可用作再生能源 

 厌氧消化出水（沼液）中富集了营养物质 (氨和
磷)，可利用作为植物的有机肥料  

 降低了有害细菌含量 



沼液浓缩装置 
将沼液的体积减少4倍，同时保持其天然形式，并产生高质量的回用水或排放水 

 
Digestate  

Holding Tote 
沼液储罐  

气浮 
（无絮凝剂） 

DAF (no polymer) 

2500 gal feed 
tank 进水箱 

Concentrate Tote  

Separation Tote 
固液分离箱  

FO 正渗透装置 

Compost 堆肥 

Fertilizer  
    肥料 

HBCR  
高盐浓缩系统 

Holding Tote  
产水箱  

550 gal dilute DS tank 
 稀汲取液水箱 (3%) 

550 gal conc DS 
浓汲取液水箱 
tank (10%) 

Clean Water 干净水 

浓缩液储罐 



 总结——正渗透的特点 

 对进水水质要求范围广（适应性强，不挑食），水质波动对系统运行影响小； 

 预处理简单，可处理、MBR出水、NF浓缩液、RO浓缩液、DTRO浓缩液等多种水质，操作、

运行及维护简单； 

 最抗污堵、抗磨损； 

 回收率最高，浓缩减量具有优势； 

 污染物浓缩倍数最高，浓缩液含盐量远大于其他处理工艺，浓缩效果佳； 

 运行压力低，能耗低，运行成本低； 

 化学清洗频率低，膜使用寿命长； 

 建设周期短，总投资少； 

 工艺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对操作人员要求低； 

 吨水电耗较比传统工艺低，更节能； 

 无二次污染，不会造成软化污泥和生化剩余污泥； 

 使用寿命长，脱盐率3-5年不会下降。 



结束语 

战略合作：  吴总  TEL：133-3772-6721 
项目合作：  薛总  TEL：139-1018-7945 
技术合作：  张总  TEL: 182-2112-6752 

上海缘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www.ymh2o.com 

缘脉环境科技 
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