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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缘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水处理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
年。“上海缘脉”专注于环保领域的高难度工业
废水处理的解决方案和工程实施，长期以来为
市场提供水处理项目的系统解决方案。       
创新性应用于盐湖提锂、废酸回收处理利用，
通过多种膜及低温蒸发结晶的技术组合实现煤
化工废水、脱硫废水、垃圾渗滤液等的高难度
工业废水的零排放处理。 
    2017年建设成功了全国最大的膜法提取碳
酸锂项目——青海恒信融锂业，年处理100万
吨高盐卤水，提取碳酸锂2万吨。 
     

缘脉环境—高难度工业废水解决方案提供商 



缘脉环境 

上海缘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水处理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
“缘脉环境”专注于环保领域的高难度工业废水处理的解决方案和工程实施，长期以来为市场提
供水处理项目的系统解决方案。  

缘脉环境—高难度工业废水解决方案提供商 

缘脉环境 

NextFuel 

FTS 
SnowPure 

伊乐科 

 EDI 
 ED膜 
 纳滤NF膜元件 
 RO膜 
 废酸膜 

 正渗透FO 
 高浓度盐水回收HBCR 
 膜生物反应器 OsmoMBR 
 零排放工艺技术

OsmoZLDTM 

 低温蒸发结晶器 
 蝶式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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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式过滤器 

 过滤精度：5~200μm 

 处理能力：2.5~10m3/h 

 压缩空气6s快速高效反清洗 

 不产生废弃滤袋（芯）、减少固体
（危险）废物及减少检修工作量 

 

 用途：作为污水工艺或膜法去除悬浮的预处理或保安过滤器 



正渗透工艺——基础理论 

正渗透（FO）工艺 

定义：在常压下以膜两侧渗透压差作为驱动力自发实现水传递的膜分离过程。 

渗透压：van’t Hoff渗透压模型：                                                                

π=cRT 

C——溶液中溶质浓度 

R——气体常数 

T——热力学温度 

           压力驱动膜过程的通量模型： 

Jw=A（∆P-∆ π ） 

Jw——水通量 

A——膜的透水系数 

∆ π——膜两侧的渗透压差 

∆P——在驱动液侧的外加压力 



正渗透发展现状 

正渗透膜材料 

• 基于反渗透膜材料的正渗

透膜（TFC） 

• FTS(原HTI)的醋酸纤维的

膜材料(CTA) 

• 其他 

汲取液 

• NaCl、MgSO4、葡萄糖、

果糖等 

• 氨+CO2（25Mpa）热法

回收 

• 其他  



正渗透工艺特点 

截留率高 
产水品质好 

回用价值高 

渗透压高 

 

回收率高 

浓缩倍数
高 

 

操作压力
低 

运行能耗
低 

亲水性好 

决定 

抗污染 
技
术
特
点 

技
术
优
势 

整合 

理
想
零
排
放
工
艺 

1 管理便捷 

2 运行稳定 

3 经济效益好 



 1989年获得首批FO膜元件设计专利 
 1990年FO膜浓缩热敏性树莓技术 
 1991年通过膜分离实现纸浆与造纸化学品回收  
 1993年获得美国海军奖使用 FO中水处理，海水作为汲取液 
 1994年与美国宇航局合作通过FO与海水反渗透膜实现太空水回收    
 1995年实现膜浓缩番茄汁技术-降低热蒸发要求80%； 
 1996年营养膜浓缩厂-降低冷冻干燥要求60%以上； 
 1997年首个运用FO处理垃圾渗滤液实现零排放工厂 
 1999年实现油/水膜分离系统 
 2001年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合作开发FO 应急饮水袋 
 2003年FO螺旋膜元件应用于远征军 
 2005年实现全线商业化卷膜，包括FO海水脱盐产品 
 2008年推出FO应急饮水袋 
 2010年运用FO以盐水完井液作为汲取液处理油气回流水  
 2011年推出可移动式油气废水处理系统装置 
 2012年实现PRO膜组件以及商业能源膜生产  
 2013年使用FO实现肥料生产中的矿物质回收 
 2014年商业化应用FO处理垃圾渗滤液，超过95%回收率 
 2015年成功商业化应用FO浓缩回收盐湖中矿物质 
 2016年运用高盐浓缩回收系统接近达到零排放  
 2017年涉足煤化工行业处理高结垢盐达到零排放 

 

FTS公司正渗透技术发展历史 

2016 SHYM控股FTS 

1987  Osmotek 

2000 HTI 

2014 FTS 



• Employs proprietary cellulose ester based FO membrane 

   采用专有纤维素酯基正渗透膜 
• 85mil宽流道设计 

• Hydrophilic (oleophobic) 亲水性 

• Low surface roughness 低表面粗糙度 

• Chlorine Tolerant 耐氯性 

 
 

缘脉-FTS公司正渗透技术特点 



正渗透工艺设计思路 

50μm袋式 
过滤器/ 

碟式自清洗过
滤器 

FO 低温蒸发结晶 

产水 

浓水 

高污染高盐废水 

HBCR 

浓汲取液 稀汲取液 



低温蒸发结晶（LTEC）技术特点 

LTECTM低温蒸发结晶系统：为高有机污染且易结垢
的浓缩液特别设计的结晶处理系统。 

独特换热与结晶方式无结垢风险 

常压、低温实现盐结晶 

利用废热进一步节能降耗 

气体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缘脉工艺包在垃圾渗透液中的应用 
根据我国采取垃圾处理的“三化”原则，相继出现了大批的垃圾处理

厂。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堆肥，填埋和焚烧三种。 
常见填埋/焚烧厂渗滤液特点： 

现场图片 

渗滤液水质 

季节/地域特

点明显 

碳氮比失衡 

难溶盐组成复杂 

系统工艺 

设计裕量不足 

截留能力有限 

膜运行状态差 

排放要求 

回用率低 

氨氮/TN达标难 

废水零排放压力大 



推荐工艺路线设计 

均衡池 
一级 
反硝化 

一级 
硝化 

二级 
反硝化 

UF 
系统 

污泥
脱水 

污泥 
处置中心 

RO 
系统 

FO深度 
减量处理 

回用≥80% 

LTEC 
低温蒸发结晶 

MBR系统 

超滤清液 缘脉环境    零排放工艺包 

难点一 

• 浓缩液量大，
市政系统接纳
能力不足 

难点二 

•难溶盐成分复杂 

难点三 

•反渗透系统污堵

严重 

 

难点四 

• 占地面积有限
无法充足预处
理 

难点五 

• 氨氮/TN容易超
标 

回用≥50% 

DTRO 

回用≥50% 



技术亮点——打破膜法浓缩渗透压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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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osmosis application for high brine content Process comparison  

                                                                                                                                                                                                        

FO运行压力2~3bar，HBCR运行压力65~70bar，产出浓缩液TDS稳定达到100~150g/L 



技术亮点——抗污染 

有机物条件宽泛，COD≤50,000mg/L 

碳酸盐对膜几乎无影响 

硅、铁、硫酸根耐受极限高 

清洗周期长，膜性能恢复性好 

余氯承受能力强 

样品名称 

FO系统水样  

产水 进水 浓缩液 

样品状态 无色透明 棕褐色 黑色 

pH 4.88 6.93 5.83 

悬浮物 ND ND 284 

CODcr/(mg/L) ND 2.54×103 8.45×103 

氨氮/(mg/L) 0.18 39.1 112 

总氮/(mg/L) 6.74 935 2.38×103 

总磷/(mg/L) 0.01 0.94 3.21 

铁/(mg/L) ND 1.95 4.26 

Si（mg/L）  ND 74.90 85.88  

镁离子/(mg/L) 5.47 4.58×103 1.45×104 

钙离子/(mg/L) 0.45 729.28 2518.04 

Cl-/(mg/L) 47.1 1.30×104 6.24×104 

SO4
2-/(mg/L) ND 1.02×103 3.17×103 

碳酸氢根离子

/(mg/L) 

8 2.93×103 864 

铁：1.95mg/L 

硅：74.9mg/L 

某积存渗沥液应急处理DTRO浓缩液再浓缩项目，系

统回收率50%，已连续运行6个月以上，系统性能稳定无化

学清洗。 

来源：某项目实际检测数据 



水质情况分析 

进水及产水COD趋势曲线  

COD 

进水 1958~2780mg/L 

浓缩液 5929~8424 mg/L 

产水 均值 8.22mg/L 

硝态氮 

进水 126.5~1170mg/L 

浓缩液 - 

产水 均值 4.7mg/L 

进水及产水硝氮趋势曲线  

技术亮点——产水品质高且稳定 

(来源：某项目实际检测数据) 



技术亮点——投资成本、运行成本显著降低 

工艺路线 正渗透 MVR强制循环蒸发器 三效蒸发器 

能耗 成本 能耗 成本 能耗 成本 

压缩机功耗 -  - 650kW ¥286 0.0kW - 

泵功耗 730kW ¥321.2 500kW ¥220 220kW ¥96.8 

预热蒸汽量 - - 300kg/h ¥66 500kg/h ¥110 

蒸发蒸汽量 - - 200kg/h ¥44 6000kg/h ¥1320 

循环冷却水量 - - 10m3/h ¥5 400m3/h ¥200 

每小时运行成本 ¥321.2 ¥619 ¥1726.8 

产水品质 高 低 低 

检修维修 简单 复杂 复杂 

人员配置 少 多 多 

减量每吨运行成本 ¥23.47 ¥41.27 ¥115.12 

以蒸发量15t/hMVR设备与60%回收率25t/h@TDS60g/L正渗透系统对比 

注：电价：0.44元/度 蒸汽价格：200元  循环水价 0.5吨/元 

DTRO浓缩液进一步减量50%，减少蒸发
结晶总投资50% 

运行成本较传统三效蒸发器降低80%，
较改良型MVR降低43%。 

不依赖热源，同时可回收热敏物质 

低运行压力实现膜法极致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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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osmosis application for high brine content Process 
comparison  
                                                                                                                                                                                                        

正渗透技术应用推荐 



成熟的正渗透工艺方案提供服务 

稳定且经济的系统工艺 

水质对系统影响的探究 

COD 

TDS总溶解性固体 

钙 

镁 

硅 

铁 

硫酸根 

成熟的系统设计能力 
合适的泵选型、膜数
量、运行成本估算 

提供 

技
术
方
案 

浓缩倍数 

技术风险 

运行成本 

设备投资 



成熟的正渗透工艺方案验证服务 

正渗透测试设备 

正渗透工程验证设备 

（1）设备定制服务，根据需要进行设备特殊
定制。 

（2）提供测试设备使用教程，提供配套教学
资料及咨询服务。 

（3）协助优化实验方案、分析正渗透膜适
应性或其他实验数据，收集整理组建数据
库（平台），共享平台数据服务。 

（4）协助完成实验数据至工程实施方案成果
转化。 



LTECTM低温蒸发结晶器 

LTECTM低温蒸发结晶器 

技术特点： 
  (1)常压条件，低温（45℃）实现结晶。 
（2）避免结垢、有效控制VOCS及臭气浓度。 
（3）可利用废热（≥60℃） 
（4）成套设备，缩短设计周期 
         
成套设备，处理能力受当地气候条件影响大。 

与温度正相关，与湿度负相关。 
         可由模拟模型输出实际处理能力结果。 

(Optional)

Cold

Return

Waste

Heat

Cold

HTF

Warm

HTF
Heat Transfer

Fluid

Warm

Brine

Cold

Brine

Feed

Water
Concentrate

Discharge
(optional)

Waste

Heat

Source

Evaporation

Module

Conventional

Heat

Exchanger

Direct Contact

Heat Exchanger

LTEC -  How It Works

Crystallizer

Section
(optional)

FSR

Media

Air Shaded Film Generator

Feed Water

Irrigated, Staged

Emissions

Control

Ambient Air Inlet

Solids

Warm, Humid

Discharge Air



方案提供——输入条件 

某项目为例： 
项目地点： 

 

 

表2 武汉2013-2017年平均气温数据 

表1 武汉2013-2017年平均相对湿度数据 



性能曲线 

系统一年间处理能力曲线  系统一年间吨水能耗统计数据 

系统月平均小时耗能 



设备尺寸 



设备投资及固定成本 
项目 单耗（吨进

水） 

配置 成本 单价 年损耗 费用 

设备投资 250万元 

电耗 34.625kWh 66.69kWh 

（装机功率） 

0.8元/kWh   27.7元 

导热油 0.0068L 2000L 120元/L 150元/L 5% 1.019元 

结晶布 0.006张 500张 约243元/张 258元/张 20% 1.5元 

总计       30.219元 



垃圾渗滤液零排放工艺路线 

1、高浓度的反渗透浓缩液可直接进入正渗透工艺浓缩，且工艺流程设置简单，

不需要前端复杂的预处理程序，不产生固体废物，系统可长期稳定工作。 

2、正渗透技术应用在废水的零排放处理中，可实现废水的深度减量化目标。采

用膜法工艺，运行成本可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大大减少后续蒸发结晶工艺的

投资及运行维护成本，进而提高废水零排放处理经济效益。 

3、正渗透工艺可以应对水质变化的同时，可以实现70%~90%水资源稳定高品质

回收再利用。系统产水高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2005

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控制标准优质再生废水，完全可以用于工业生产水、

脱盐水原水、循环水、浇洒绿地用水采用。 

4、正渗透膜在浓盐水深度减量领域具有独特的抗污堵性能及亲水性，使工艺可

以承受更高的难溶盐含量，保障清洗周期及膜性能长期稳定。 

碟式过滤器 FO/HBCR 低温蒸发结晶 

清水 

浓水 

待浓缩液 



（信息来源：陕西环保集团微信公众号 2019年6月21日） 

缘脉零排放工艺实际案例—西安江村沟中试 

江村沟视频/新闻视频.mp4


缘脉零排放工艺实际案例—西安江村沟中试 

第三方气体检测数据表 

第三方水质检测数据表 

工艺末端产出结晶盐 

江村沟视频/结晶盐.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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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脉环境 企业资质 

机电工程总承包三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2017投运项目： 

• 青海恒信融锂业有限公司100万方/年高盐水，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盐膜法提取(三期总投资约9亿) 

2018投运项目： 

• 余姚垃圾填埋场200吨/天正渗透浓缩处理系统（和氏璧） 

• 宁波市枫林生活垃圾填埋场50吨/天正渗透浓缩处理系统（和氏璧） 

• 宁波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垃圾液100T/D处理系统 

• 山东海化FO正渗透浓缩系统 

2019投运项目 

• 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场积存渗滤液应急处理项目（DTRO浓缩液再浓缩项目） 

• 西安江村沟垃圾渗滤液零排放中试项目 

2020投运项目 

• 上海老港DTRO浓缩液再浓缩项目 

 

 

 

投运和在建项目 



 投运及在建案例 

34 



核心工艺包运行考察推荐 

1、青海恒信融锂业  FO/HBCR 5000T/D高盐水浓缩   2015年小线投运，2017年10月大线投运（恒通） 



国内著名环保企业江苏和氏璧环保采用FO技
术投运的项目介绍 



国内著名环保企业江苏和氏璧环保采用FO技
术投运的项目介绍 



国内著名环保企业江苏和氏璧环保采用FO技
术投运的项目介绍 



宁波中科绿色电力垃圾渗沥液100T/D 



沈阳市老虎冲垃圾场积存渗滤液应急处理项目
（DTRO浓缩液再浓缩项目） 

用途：对老虎冲垃圾场积存渗沥液应急处理，对二级

DTRO设备产生浓缩液进行再浓缩减量化处理。 

目的：正渗透处理设备的运营费用低于老虎冲目前工艺

（DTRO浓缩液直接蒸发）所需支付的运营费用，本项目的实施

能够为客户减少浓缩液产生量，从而降低浓缩液的蒸发处理费

用。 



缘脉环境 

 能将70,000 TDS 在1,000 psi（80 bar）
压力下浓缩到200,000 TDS。 采用多级
HBCRTM，渗透液的TDS小于500 

 低能耗, 35,000 TDS NaCl 浓缩至200,000 
TDS 只需要用 8 ~12KWH 的电耗 

 操作方便，低成本及操作费用，使用传
统的反渗透设备和组件 

 坚固耐用设计，使用寿命长 

 膜法分离，物化性质稳定，可回收热敏物质 
 浓缩倍数高，资源回收价值大 
 运行条件宽泛，可在多领域深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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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电厂脱硫废水

高盐水零排放 
垃圾渗滤液及市

政废水零排放 

煤化工及矿

井水零排放 

 节约场地，无需深度软化，降低药剂添
加 

 回收产水率高，TDS平均可以浓缩到
11.5万以上，原液和生化后都可以进入
正渗透，只是对产水率和产水质量有部
分影响，可以根据要求调整系统进水，
充分体现正渗透的宽范围进水适应能力 
 

 产水质量达标稳定，与现有系统可以无
缝对接，充分使用现有预处理系统 

 运行费用低 

 通过正渗透浓缩装置，将原水浓缩了4～7.5倍；除盐
率达90%；FO段回收率75%～90% ，TDS含量12万mg/L
以上，达到预期实验效果高浓度盐水回收HBCR 

 产生的淡水指标高于排放水，其水质指标符合回用水
利用要求 

 有关原水进水中钙、镁离子要求，不同于反渗透系统
（需完全去除），可以耐受较高钙、镁离子含量，膜
元件不污堵 

 旁路烟道无固废产生，烟道进入粉煤灰，达到《用于
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1596-2005标准即可，
每吨节约危废排放费用5000-7000元/吨 

 FO正渗透系统具有系统运行的连续稳定性，膜寿命长、
较低的运行成本等优势 

应用领域 

资源回收再

利用 



缘脉环境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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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产业链运作 整合产业链过程中资源 增加核心竞争力与协同效益 

全球顶级的膜专家 + 独特优势的膜产品 + 低温蒸发结晶技术 + 膜法应用解决能力 

膜 

海水淡化 工业废水处理 城市废水资源化 

工业生产 水资源 

工艺用水 环境保护 

垃圾渗滤液处理 工业废水及脱硫废水零排放 制 药 食 品 煤化工与
石油化工 

电 子 冶 金 

锂镁分离 废酸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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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脉的开放战略 

从技术出发 进行资源整合 实现业务拓展 
利用资本 

创新商业模式 
成为工业高难度废水 

解决方案平台 

1 2 3 4 5 

“未 来 ，工 业 废 水 处 理 市 场 将 会 有 一 个 量 到 质的 转 变 。从 

关 注 工 业 废 水 处 理 规 模 到 关 注 工 业 废水 处 理 效 果 的 转 变 ，那 些 更 加 
专 业 、技 术 实 力 更强 、管 理 更 规 范 的 环 境 治 理 企 业 将 脱 颖 而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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