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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限域传质分离膜的研究背景及现状，分析了该领域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及研究思路，介绍了我
国在此领域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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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 separation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confined mass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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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based on confined
mass transfer are stated. The key scientific problems of this field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ideas for the
problems a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es of membranes based on confined mass transfer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uture study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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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面向水资源、能源、环境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等国家重大需求，分离技术的进步对于化学工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膜分离作为新型的化工
单元操作，以其绿色、高效、低碳、可持续等特点
在水处理、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领域显示了突出
的优势，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基于大孔介质尺寸筛分机制的超滤、微滤等膜
过程，可使用经典的传质理论予以精确描述。而反
渗透、纳滤、渗透汽化、气体分离、离子交换等膜
分离过程，主要涉及与流体分子运动自由程相当的
空间中的传质行为，即限域传质过程。目前对这类
膜的限域传质机制认识尚不清晰，相关膜材料的制
备也尚处于经验摸索阶段。本文就限域传质分离膜
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关键问题作一分析与阐述，并提
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未来研究的建议。

1 限域传质分离膜研究现状
限域传质指的是流体在与其分子运动自由程
相当的空间中的传质行为。在膜分离领域，当膜孔

道特征尺寸减小到一定程度时，膜孔道成为流体传
递的受限空间，在受限空间的影响下，原先可以忽
略的壁面对流体分子的影响显著增强，对渗透性和
选择性产生显著影响，成为影响传递过程的重要因
素甚至决定性因素，此时出现的超常传质现象称为
限域传质效应。限域传质分离膜主要面向均相的溶
液或气体体系的分离，属于分子/离子水平的高精度
分离过程，如渗透汽化、反渗透、纳滤等，在众多
的化工过程，如溶剂脱水、脱盐、离子分离、气体
分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前景。这类分离膜
孔道极细小，分离阻力较大，需要较高的操作压力
或加热、抽真空等过程增加分离过程的驱动力，相
较微滤和超滤等基于大孔膜的分离过程，
能耗较高。
因此发展针对限域传质分离膜的高效膜材料，减小
过膜阻力，降低分离过程能耗，是带动整个化学工
业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途径。
经典的宏观流体传递理论，主要是针对远大于分子
运动尺度空间中流体的运动。基于连续介质假设的
流体在求解 Navior-Stokes 方程时，往往忽略流体分
子的结构，并采用流体粘在壁面上无速度滑移的边
界条件。然而在限域的细小孔道中，分子数目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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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在界面和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下，一
方面，流体分子间会呈现出异于体相的复杂结构[1]；
另一方面，流体在界面处的速度存在滑移，对于流
体混合物而言，受到界面作用的影响，不同组分滑
移长度 b 的取值范围可以从 0 到∞，
特别是在壁面
和流体性质差别较大的情况下（图 1，A 组分）
，这
种滑移表现得最为显著，对应的通量最大，如图 1
所示。
实验研究也观察到属于这种情况的反常现象：
Fornasiero 等人制备的孔径为 2 nm 的碳纳米管膜，
不但具有高选择性（离子去除率达到 98 %）
，且通
量是经典 Hagen-Poiseuille 方程计算值的 1000 倍；
2003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Agre 发现，水通道蛋白对
水具有高效被动渗透和选择性，其允许水通过的活
化能极低，速率达到每纳秒 3 个分子 [2-4]。分子模
拟结果显示：在直径为 0.8 nm-1.5 nm 的碳纳米管
中，由于流体水分子间结构的变化，水通量随管径
增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5-6]。
(a) macroscopic mass transfer

(b) confined mass transfer; b=viscosity/ friction coefficient
图 1 界面作用对流体传质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interfacial interaction on the mass transfer
of fluid

在涉及到限域传质的膜分离过程中，界面作用
对流体传递行为发挥显著甚至决定性作用。从本质
上看，分离是通过不同流体组分在介质中传质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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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来实现的。从物理学原理上，可以把流体分
子的传质速率表示为推动力和阻力的比值，见式
（1）
。
其中，μ0 代表系统平衡态下的化学位；μ - μ0 代表化
学位差，即过程的推动力，偏离平衡态越大，系统
的推动力越大；1/K 代表传递阻力。对于 A 和 B 组
分混合物而言，当 JA 很大且 JA>>JB 时，表示高通
量，高选择性。

速率 =

推动力
阻力

→ 𝐽=

𝜇 − 𝜇0
1⁄𝐾

(1)

对于传统的分离过程，常通过提高温度、压力
等方式，以提高流体的传质速率，即提高 μ 以增大
化学位差。然而这些手段对于孔道细小的分子或离
子级别的膜分离过程而言，强化分离效果有限[1]。
由公式（1）可看出除了提高 μ 之外，降低 μ0 或者
1/K 同样可以达到提高速率的效果。对于宏观流体
而言，体系一旦确定，μ0 就不会发生变化。宏观流
体流动阻力 1/K 主要受粘度影响，而粘度与流体分
子物性相关，也很难改变。然而，限域空间中界面
的作用颠覆了人们对传质行为调控的认识，界面对
于限域体系的 K 和 μ0 具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显示，界面的引入可以降低分
离过程的 μ0，即分离的热力学极限。美国能源部国
家技术能源实验室分子模拟研究发现，限域在 2.54.5 nm 狭缝孔道中的离子液体对 CO2 气体分子溶解
度是体相的 3 倍[7]。另一方面，大量的分子模拟研
究已经定性指出，限域空间的化学性质和几何尺寸
对于流体在界面处的传递阻力影响显著，远远超过
温度、压力的影响[8]。普林斯顿大学 Debenedetti 的
分子模拟研究结果，与毛细冷凝现象相悖，疏水的
纳米级狭缝孔道中，
水分子会出现反常的汽化现象，
这一现象将导致传递阻力 1/K 的大幅降低[9]。MIT
的 Strano 等研究者通过拉曼与分子模拟结合的手段
证明水分子在纳米管内的相变行为与管径密切相关
[10]。卡耐基梅隆大学的 Thomas 等通过分子模拟证
明，随着碳纳米管直径增大，管内水的粘度逐渐增
大，从而对传递阻力产生显著影响[11]；
针对限域传质分离膜，理论研究者先后提出了
多种用于描述其中传质过程的模型，如致密无孔的
“溶解-扩散”模型[12]及多孔的“孔流动”模型[13]
等。
“溶解-扩散”模型主要基于“致密”的假设，将
膜过程分解为待分离组分在膜中的“溶解”和“扩
散”
，这里“溶解”相当于（1）式中的推动力项，
“扩散”相当于（1/阻力项）
；该模型在使用过程中，
对于溶解的推动力，一般沿用浓度梯度来表示，最
新研究表明[14]，对于界面处的传递行为采用化学
位差更为合理。此外，正电子湮没技术已证实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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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存在于“致密”膜中[15], 但基于“致密”的假设
使得该模型未能很好地揭示膜孔微结构和孔界面化
学性质对于“溶解”和“扩散”的定量影响，不能
用于指导膜及膜材料微结构的设计。
“孔流动”模型
虽然基于有孔的假设提出，但该理论往往沿用宏观
流动 Poiseuille 模型，未充分考虑壁面和流体分子相
互作用，无法反映由此带来的流体限域传质的复杂
流动现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相比于宏观流体传质过
程，限域传质过程具有独特的机理及强化手段。但
限域传质分离膜现有的传质模型均为
“黑箱”
模型，
不能定量描述膜微结构和孔界面化学性质对于传质
通量和选择性的影响，对限域传质出现的反常现象
缺乏共性传质机制及调控方法的认识，制约了膜材
料的设计与制备。揭示流体限域传质规律，建立限
域传质模型，有利于构建具有限域传质效应的分离
膜设计与制备技术平台，从而为具有原创性的节能
减排重大工程应用奠定科学基础。

2 关键科学问题与研究思路
限域传质膜的核心问题在于目前对复杂均相
体系中各组分在分离膜内的限域环境中的传质规律
缺乏科学认识，不能有针对性地构建和调变具有适
宜多孔结构的分离膜。因此，要突破限域传质分离
膜的瓶颈问题，拓展分离膜在有机溶剂脱水等高能
耗、难分离过程的应用，关键是要揭示流体混合物
在膜孔中的限域传质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具有
限域传质效应的多孔结构的构建及调变方法，实现
膜性能的显著提升。为此，需要研究以下两个关键
科学问题：
2.1 界面作用下流体混合物限域传质机制
目前在化工领域广泛应用的各种经典模型其
本质是平衡态与动力学过程的耦合，均未考虑界面
的影响，不能很好地描述界面传递，对具有限域传
质效应的分离膜的设计与制备不能形成有效的理论
指导。如何将分子模拟计算、实验、计算流体力学
模拟等手段进行有效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是建立
限域传质模型的关键。研究界面作用下流体混合物
的限域传质机制，需要从分子水平分析流体分子与
固体壁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将相界面的传递问题假
设成为同一相中反应、扩散两个过程的串联，利用
线性化的非平衡热力学进行描述，从而确定限域传
质过程的阻力控制部分和强化方案，构建限域传质
新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界面作用下流体混
合物的限域传质行为，建立限域结构的几何尺寸、
表面性质与传质性能的定量关系，确定关键控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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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预测通量与选择性，解释限域条件下流体的反
常传质现象，为限域传质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为
高通量、高选择性的相关膜材料开发奠定理论基础。
2.2 具有限域效应的膜孔微结构的形成机理及调
变规律
在限域传质机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尽可
能多地构建能产生限域传质效应的多孔结构，并根
据实际分离过程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表面特性
调变，实现限域传质效应的最大化，是制备高效分
离膜的关键所在。具有限域传质效应多孔结构的构
建涉及到孔道空间的构筑和孔壁性质的调变两个方
面。针对离子选择性和分子选择性两类分离过程，
通过不同技术手段，如二维材料规整可控的叠层结
构、引入外源性多孔结构如金属-有机骨架等微孔材
料、高分子的微相分离等，构建规整可控的膜孔结
构，关联孔道大小、表面性质与传质行为，测定并
评价其限域传质效应。同时，通过化学修饰、分子
/原子沉积等方法对孔壁性质进行精密调控，调变孔
壁与渗透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实现限域传质效
应的最大化。
在构建高效限域传质分离膜，研究其形成机理
及调变规律的基础上，揭示限域结构参数与膜分离
性能的关系，形成克服“Tradeoff”制约的方法和初
步理论。同时需要研究在分离膜放大制备过程中，
限域传质效应的保持和增强方法，并在有机溶剂脱
水、盐水分离等重要化工过程中，研究多元组分在
膜孔中的传质规律，考察服役环境中的限域结构演
变规律，检验分离膜和限域传质效应的稳定性和持
久性。
综上所述，限域传质分离膜的研究需要紧密结
合模拟计算与实验研究，揭示流体限域传质规律，
构建限域传质理论模型。
在限域传质理论的指导下，
聚焦离子选择性分离过程和分子选择性分离过程，
研究具有限域传质效应的膜孔形成与精密调变机制，
突破选择性和渗透性的博弈效应。以具有限域传质
效应的膜孔形成与调变规律为基础，
面向渗透汽化、
离子选择性分离等应用过程，研究相关分离膜的规
模化放大规律及其在溶剂脱水和盐水分离等重要化
工过程中的应用。

3 相关研究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国内
多个研究团队围绕流体限域传质机制、限域结构形
成及调变规律等关键科学问题，以探明限域效应膜
内构效关系、实现高效的分子及离子分离过程为目
标，从基础理论、精密构筑及工程应用三方面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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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选择性和离子选择性限域传质分离膜开展了系统
研究。
3.1 限域传质分离膜的基础理论
以 CO2/CH4 气体混合物为分离对象，分析了碳
纳米管尺寸及修饰基团性质对混合物吸附及扩散过
程的影响，揭示了限域条件下流体混合物分离的影
响因素[16]。模拟发现，随着纳米管管径的增大（小
于 2 nm）
，气体混合物的吸附占的比例先增大后减
小，而扩散比部分占的比例先减小后增大。在管径
几乎为 1 nm 时，扩散的影响达到最小，气体混合物
的分离只受吸附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壁面附近会
出现异于宏观流体的有序结构，进而造成壁面附近
流体密度/粘度的不均匀性。将壁面附近密度/粘度
的不均匀性引入 Stokes 方程，推导了表观滑移距离
的理论模型，修正了 Hagen-Poiseuille 方程，获得了
纳米流体流动特性与纳米流体结构之间的定量关联，
获得了纳米受限流体通量的普适模型，该模型涵盖
了从纳米到工业级的所有尺寸范围，且体现了流体
从纳米受限到完全非受限条件下的演变过程[17]。
从盐湖中提取高纯度的 Li+的对于锂电池制造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残留部
分 Mg2+，由于 Mg2+和 Li+具有相似的性质，两者的
分离十分困难。受生物 Mg2+通道高选择性的启发，
利用分子模拟手段研究了直径分别为 0.789 nm、
1.024 nm、1.501 nm 的石墨烯孔道在受到一系列跨
膜电压情况下对 Mg2+和 Li+的分离性能，并遴选出
该限域传质过程的关键传质阻力。通过分析孔附近
水分子的空间分布，离子水化结构性质以及离子穿
过孔道所需的平均势能，发现分离主要是受 Mg2+和
Li+第二水化层脱水难易程度控制。由于 Li+的第二
水化层不得不脱除更多的水打破更多的氢键，与
Mg2+相比较， Li+须克服更大的能垒透过孔道。并
且，当孔径减小到亚纳米级时，Mg2+在孔口处的离
子阻断效应会妨碍 Li 的传递从而增加选择性。以上
理论研究对于设计电场响应下 Li-Mg 离子选择性传
递的限域传质孔道具有一定指导意义[18]。
3.2 限域传质分离膜的精密构筑
3.2.1 基于石墨烯材料构建高效限域传质通道 石
墨烯及其衍生物（如氧化石墨烯）因其独特的层状
结构和可调的物理化学性质，成为理想的限域传质
通道纳米级构筑单元。针对不同分离对象的物化特
性，目前已开发出具有快速水通道、气体通道及离
子通道的氧化石墨烯膜。采用真空抽吸的方法成功
地在中空纤维氧化铝支撑体表面制备出具有水传递
通道的高质量氧化石墨烯膜，并将其应用于有机物
的渗透汽化高效脱水[19]。在此基础上，耦合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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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优异的捕集水分子能力及氧化石墨烯通
道中水分子快速扩散的能力，在氧化石墨烯膜表面
通过真空抽吸构建纳米级超薄高分子层，实现了尺
寸筛分和溶解-扩散机理的协同强化，打破 Tradeoff
制约关系，实现水分子的高效传质[20]。所制备膜材
料用于水/丁醇分离，分离因子相比于纯氧化石墨烯
膜提高 6 倍。借助聚合物与氧化石墨烯之间的氢键
作用，辅助二维氧化石墨烯片层的组装，构建了快
速气体传递通道，突破了目前气体分离膜渗透性和
选择性的 Trade-off 限制[21]。通过同时引入离心力、
剪切力、抽吸力及分子间作用力等，实现了氧化石
墨烯通道的亚纳米级调控，氧化石墨烯片层实现高
度有序的堆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平面非选择性缺
陷的产生，并且有效地将氧化石墨烯层间空隙调控
在 0.4 nm 左右，实现了小分子气体的超快筛分，突
破了聚合物气体分离膜的渗透性和选择性的 upperbound 上限[22]。通过在氧化石墨烯片层间引入多功
能交联剂硼酸，制备了厚度仅为 8 nm 的氧化石墨
烯超薄膜，大大缩短了限域传质通道。硼酸分子作
为交联剂，在提高膜稳定性，调控层间距的同时，
可以提高通道亲水性，并且作为 CO2 促进传递的载
体，实现 CO2 与杂质气体的高选择性分离[23]。基
于氧化石墨烯及蒙脱土纳米片构建二维贯通型通道，
并在通道内引入磺酸基团及吸水性高分子，创造适
宜的化学环境，可实现质子在通道内的快速传递
[24]。上述工作为研究二维限域空间的传质行为提
供了一定的实验和理论指导作用。通过原位 KOH 活
化法在石墨泡沫表面构建了多孔活化氮掺杂的石墨
烯层。活化后的氮掺杂石墨烯片层具有 0.7-1.4 nm
的微孔。石墨泡沫的三维连续网络结构以及活化氮
掺杂石墨烯片层的多孔结构有利于电解液的浸润及
锂离子的迁移嵌入，有效降低了离子迁移距离，强
化了离子传输[25]。该氮掺杂石墨烯/泡沫石墨复合
材料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中体现出优良的储能性
能，且具有优良的倍率及循环性能。研究结果为多
孔活化石墨烯的构建以及离子传输的强化提供了新
的途径。
目前，石墨烯膜用于离子筛分和海水淡化仍面
临巨大挑战。一方面，现有技术手段难以将（氧化）
石墨烯膜的层间距在亚纳米尺度上进行精确调控；
另一方面，氧化石墨烯膜在水溶液中还会发生溶胀
导致分离性能严重衰减。最近，理论模拟计算与表
征技术发现并证实，离子与石墨烯片层内芳香环结
构之间存在水合离子-π 相互作用，在石墨烯叠层内
引入不同尺寸的水合离子，可实现对石墨烯膜的层
间距达十分之一纳米的精确调控[26]。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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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备了通过水合离子精密调控层间距的叠层
（氧化）石墨烯膜，实现了盐溶液中水分子与不同
离子的精确筛分。
对于具有最小水合直径的钾离子，
由于钾离子的水合层较弱，进入石墨烯膜后水合层
发生形变，导致特别小的层间距。这样，经过钾离
子溶液浸泡的石墨烯膜能阻止水合钾离子自身的进
入，有效截留盐溶液中包括钾离子本身在内的所有
离子，同时还能保持水分子快速透过，使得盐离子
和纯水分别在石墨烯膜的进料侧和渗透侧高效富集
[26]。以上研究为不仅为石墨烯膜的设计制备提供
了理论与技术指导，也为其他二维材料在分离膜领
域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3.2.2 基于石墨烯材料构建高效限域传质通道 基
于静电纺丝技术、半互穿网络、聚合物侧链结构诱
导微相分离、自具微孔型高分子材料等手段构筑了
多种类型离子限域传质通道，实现了阴阳离子的高
效传递及一/二价离子的选择性分离。将主客体识别
化学（冠醚与铵盐间的特异性识别）引入到离子膜
的制备中，利用非共价键在高分子主链中引入侧链
交换基团，制备了“侧链穿梭”型离子交换膜[27]。
与传统的以共价键形式接枝侧链的离子膜相比，该
膜侧链在主链特定位置固定的同时，又能够在一定
范围内穿梭。在较低的离子交换容量及较高的温度
下，即可实现较高的氢氧根电导率，与现有的阴离
子交换膜相比，
优势明显。
这一特殊的“侧链穿梭”
诱导离子传导的概念，将会为研究膜内离子传导机
理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在纳米尺度构筑离子传
输通道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为了同时实现高效的离
子传导及较高的膜稳定性，利用自具微孔型高分子
材料制备阴离子交换膜[28]。选择不同的 Tröger's
base （TB）单元通过简单的合成反应可获得具有不
同链刚性及比表面积的微孔结构。具有“V”型结
构的 TB 单元可有效阻止分子链堆积，促进微孔结
构形成。微孔结构及其中规则分布的季铵基团促进
电导率的提高，同时赋予膜材料良好的抗溶胀性及
化学稳定性，在较低的离子交换容量下即可获得较
高的电导率。
3.3 限域传质分离膜的规模化制备与过程应用
3.3.1 分子选择性膜 在研制兼具高强度与高通量
的中空纤维 NaA 分子筛膜的基础上，通过整体封装
一次合成，采用真空抽吸涂晶，解决了中空纤维分
子筛膜批量化制备难题，实现了中空纤维分子筛膜
的规模化生产，产能达到 1200 m2/年。基于规模化
制备的中空纤维 NaA 分子筛膜，研制出由 8 个膜组
件串联而成的中空纤维分子筛膜中试脱水装置，年
处理量可达 1000 吨。该装置在 120 °C 左右的温度

下操作，用于 90 wt.%乙醇/水分离，一次性脱水产
品水含量<0.5 wt%，平均渗透通量>3 kg/m2 h。与管
式 NaA 分子筛膜装备相比，中空纤维分子筛膜装备
的分离效率在 2.5 倍以上，
且装填密度在 2 倍以上。
该装置在 100 小时的操作过程中，保持了很好的操
作稳定性[29]。
3.3.2 离子选择性膜 针对离子选择性分离膜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膜过程工艺的改
进及集成方案，以实现更高效的离子分离。目前适
用于电渗析过程中一/多价离子选择性分离的单价
离子选择性分离膜本身很难达到兼具有低成本和长
期稳定性的要求，同时存在选择性与离子通量不可
兼得的突出问题。纳滤技术可用于高价态离子的脱
除，但对单价态离子截留率较低。基于此，将纳滤
膜与电渗析技术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用于一/多
价离子选择性分离的电纳滤技术[30]。该技术可同
时兼具电渗析技术及纳滤技术的优点，并可同时克
服这两种技术的缺陷，即电纳滤过程能耗较低，可
实现一/多价离子的选择性分离，同时可实现对溶液
的浓缩与淡化。

4 未来发展方向
限域传质分离膜的研究包括限域传质机制探
索及限域效应膜孔道的构建与调变两方面，二者互
为指导与验证，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需将模拟与
实验手段有机结合：一方面基于模拟手段获得限域
传质模型及通道几何尺寸、表面性质与膜性能的定
量关系，并以此为指导构建限域效应膜孔道，进而
实现高效的分离；另一方面，针对目前已获得高分
离性能的膜材料，可提出适合的理论模型揭示性能
提升机理，
并以此为指导促进限域传质模型的构建。
在面向有机溶剂脱水、盐水分离等传统应用体
系的基础上，需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寻找新的应用突破口，
如膜法盐湖提锂、高含盐废水的处理等。针对特定
的分离物系，基于限域传质机制，设计构建高效的
限域效应膜孔道，并研究分离膜放大规律，形成原
创性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重大工程应用的完整创
新链。
符 号 说 明
μ ——化学位，J/mol
μ0 ——平衡态化学位，J/mol
K ——传质系数
J ——传质速率，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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