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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膜冷凝器用于烟气脱白烟过程的中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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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平均孔径 5、20和 50 nm的管式陶瓷外膜制成膜冷凝器，并搭建膜面积 0.3 m2的膜冷凝中试实验装置，

开展陶瓷膜冷凝器在烟气水、余热资源回收及脱白烟领域的中试研究。对比采用不同排布方式的两级陶瓷膜冷

凝器的水、热回收效果，考察进气相对湿度、进气温度、进气线速度等操作条件和不同孔径陶瓷膜的排布方式

对膜冷凝器水通量及水回收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两级膜冷凝器中，烟气、冷却水均为串联流动时，可得到

更高的水、热通量及回收率。过程水通量随进气相对湿度、进气温度、进气线速度的增加而增加；水回收率随

进气相对湿度、进气温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进气线速度的增加而降低。在三级膜冷凝器中，采用每级均填充

平均孔径 50 nm的管式陶瓷外膜的排布方式时，可获得最佳的水、热回收效果；不同孔径陶瓷膜的排布方式对膜

冷凝器水回收效果影响明显，对热回收效果影响不大。在各实验工况下，三级膜冷凝器水通量及水回收率最高

分别可达 38.5 kg · m–2 · h–1和 50.6%。与传统换热器相比，陶瓷膜冷凝器不仅可实现水、余热的同时回收，且其

总传热系数为 415 W · m–2 · ℃–1，换热效果更佳，并能明显缓解“白色烟羽”等视觉污染。基于陶瓷膜的膜冷

凝技术在中试实验阶段展现出良好的回收效果，在资源回收及脱白烟过程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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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ubular ceramic outer membrane with average pore diameters of 5, 20 and 50 nm was made into a
membrane condenser, and a membrane condensation pilot test device with a membrane area of 0.3 m2 was set up to
carry out the recovery of water and waste heat resource from flue gas using ceramic membrane condensers. The
recovery performance of two-stage membrane condensers with different installation types was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humidity of inlet gas, inlet gas temperature, inlet gas velocity and average pore size of membranes


研究论文

DOI：10.11949/0438⁃1157.20181500

收稿日期：2018-12-21 修回日期：2019-04-01
通信作者：漆虹（1974—），男，博士，教授，hqi@njtech.edu.cn
第一作者：曹语（1994—），男，硕士研究生，614033268@qq.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49058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资助项目(317008-6)
引用本文：曹语,王乐,季超,黄延召,薛志磊,陆剑鸣,漆虹 .陶瓷膜冷凝器用于烟气脱白烟过程的中试研究[J].化工学报, 2019, 70(6): 2192-
2201
Citation：CAO Yu, WANG Le, JI Chao, HUANG Yanzhao, XUE Zhilei, LU Jianming, QI Hong. Pilot-scale application on dissipation of smoke plume
from flue gas using ceramic membrane condensers[J]. CIESC Journal, 2019, 70(6): 2192-2201



www.hgxb.com.cn第6期
on mass and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s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er flux and
recovery ratio can be achieved when the gas and water flowed within the membrane condenser in a tandem way. The
water flux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of the inlet gas. The water
recovery ratio can be enhanced by increasing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of the inlet gas and decreasing gas
velocity. In addition, a three-stage condenser installed with 50 nm pore-sized ceramic membranes displayed a
better water and heat recovery performances. The average pore size of ceramic membranes had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mass transfer process rather than the heat transfer process. In this work, the highest water flux and recovery
ratio of three-stage membrane condensers were 38.5 kg · m–2 · h–1 and 50.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heat exchangers, ceramic membrane condensers can recover water and heat simultaneously, during
which the overall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could reach as high as 415 W · m–2 ·℃–1. The ceramic membrane
condensers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visible pollution known as "smoke plume", but also have great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the resources recycl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ceramic membranes; flue gas dehumidification; waste heat recovery; smoke plume; pilot-scale

引 言

炼化、电力、冶金等行业产生的工业烟气在经

湿法脱硫工艺后，烟温降至 45~60℃，烟气中水蒸气

的体积分数增至 12%~20%，且其携带的低温余热相

当于燃料热值的3%~8%[1-2]。仅电力行业，每年随烟

气排放的水蒸气量可达 10.1亿吨，损失的低温余热

相当于 1亿吨标准煤的热值[3]。如此可观的水及余

热资源随烟气排入大气，不仅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更会引发“白色烟羽”、“石膏雨”、“雾霾”等环境问

题[4-5]。近两年，上海、河北、山西等地相继出台地方

标准，明确指出企业需采取控制烟温、降低含湿量

等有效措施消除“烟羽”、“石膏雨”现象，以达到保

护城市景观，消除居民顾虑的目的。

膜冷凝是一种膜材料与气体吸附、冷凝相结合

的新型膜过程，可凝气体在膜表面及孔内吸附冷凝

并通过陶瓷膜进行传质传热[6-7]。相较于传统金属

换热器，陶瓷膜冷凝器具有耐腐蚀、回收水质高、传

质传热并行的突出优势，在工业烟气的水、热回收

及脱白烟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近年来，膜冷凝过

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表明行业对此类技

术需求迫切。虽然目前有机膜用于膜冷凝过程的

研究较多，但陶瓷膜因其优异的热稳定性和化学稳

定性，仍然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主流趋势。Kim等[8]

采用平均孔径 40、90 nm 的陶瓷膜制成膜面积

0.0053 m2的单级膜冷凝器，开展模拟烟气脱湿的小

试研究。结果表明过程的水通量及脱湿率最高分

别可达 12 kg·m–2·h–1、85%。李云等[9-10]分别对单根

膜面积 0.0079 m2的陶瓷外膜进行亲、疏水改性，考

察了润湿性对多孔陶瓷膜输运性能的影响。结果

表明亲水改性后膜的输运通量比未改性的膜高

17%~69%，且膜的亲水性越强，过程的输运速率越

快。Yang等[11]选用平均孔径 10、50 nm的陶瓷外膜

分别制成膜面积 0.03 m2的单级膜冷凝器，比较了两

者在模拟烟气体系下的水热回收效果。实验发现

平均孔径为 10 nm的陶瓷膜具有更好的气体吸附能

力及热传导能力，其水热回收效果明显优于平均孔

径为 50 nm的陶瓷膜。Bao等[12]对比不锈钢管束与

陶瓷膜管束对烟气中水、余热的回收效果后发现由

于陶瓷膜具有毛细冷凝现象且其渗透过程可以避

免冷凝液膜的生成，因此采用陶瓷膜时，过程的对

流 Nusselt数比采用不锈钢管束时高 50%~80%，传

质系数高60%~80%。

从上述文献报道可以看出，目前采用陶瓷膜冷

凝器用于烟气除湿的研究处于实验室小试阶段，均

采用一级膜冷凝器且膜面积较小（0.005~0.03 m2）。

这些研究可以对膜冷凝应用于脱白烟（实质是脱除

烟气中的水分）过程取得一些规律性认识，但离工

业应用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工业烟气的线速度

多大于 5 m·s–1，单级膜冷凝器难以充分回收水分及

余热，无法达到有效脱除白烟的目的。目前，国外

关于多级膜冷凝器的中试研究报道很少，且研究重

点多集中于操作参数对膜冷凝过程的影响；而国内

有工业应用价值的多级陶瓷膜冷凝器的研究则未

见报道。本文基于文献调研及课题组前期研究结

果[13-16]，采用管式陶瓷外膜制成三级膜冷凝器，并搭

建膜面积 0.3 m2的中试实验装置。系统考察膜冷凝

器排布方式、进气状态参数、不同孔径陶瓷膜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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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方式对过程水、热通量及回收率的影响，并将膜

冷凝器的总传热系数与传统换热器对比，从而为陶

瓷膜冷凝技术的工业化应用提供基础数据及理论

指导。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1.1 陶瓷膜材料及膜冷凝器结构

本文选用的平均孔径为 5、20和 50 nm的管式

陶瓷外膜由南京翃翌陶瓷纳滤膜有限公司提供，单

根管式陶瓷膜的规格参数见表 1。图 1是两级陶瓷

膜冷凝器排布方式示意图。图 1中模拟烟气（红线

所示）在膜冷凝器壳程流动，冷却水（蓝线所示）在

管程与烟气呈逆流流动。根据两级膜冷凝器排布

方式不同，将其分为气串水串 [configuration 1，图 1

表1 单根管式陶瓷膜的规格参数

Table1 Parameters of tubular ceramic membrane

Parameter
membrane average pore size/nm
membrane outer/inner diameter/mm
effective length of membrane/mm
effective area of membrane/m2

Value
5, 20, 50
12.5/8
500
0.0196

图1 两级陶瓷膜冷凝器排布方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installation types of two-stage membrane conden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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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串水并 [configuration 2，图 1(b)]、气并水串

[configuration 3，图 1(c)]和气并水并 [configuration 4，
图 1(d)]四种构型，每级膜冷凝器中均填充 5根陶瓷

膜管。图 2是烟气、冷却水均为串联的三级膜冷器

流程示意图。

1.2 实验装置及流程

图 3是搭建的中试装置示意图及实物照片。其

由模拟烟气发生与调节部分、膜冷凝器部分和冷却

水部分组成。表2是中试装置的参数范围表。

实验流程如下：定量的压缩空气经转子流量计

到混合点，与蒸汽发生器产生的常压蒸汽混合，混

合点设有温度传感器 T1，通过设定 T1温度控制蒸汽

发生器功率使之产出不同量的蒸汽，以获得不同工

况下的模拟烟气。混合后的烟气经由换热器、除湿

罐进入膜冷凝器部分。膜冷凝器的进、出口分别设

置了温、湿度及压力传感器以测定进、出口烟气状

态。整个膜冷凝部分由二（或三）级膜冷凝器组成，

通过阀门的切换可得不同膜冷凝器排布方式。为

消除环境温度对实验的影响，避免烟气在金属壳程

壁面发生冷凝，将整个膜冷凝器置于保温箱内。在

冷却水管路的出口处设置负压水泵以提供循环动

力并在水侧产生真空度，并用冷水机为冷源控制冷

却水温度。实验过程中，为了降低膜的传质阻力给

实验带来的影响，水侧真空度保持在–0.07 MPa。
此外，水侧真空度的存在还可以有效防止管程冷却

水反向渗透至膜冷凝器壳程，保证了回收水量的准

确计量。装置运行稳定后，间隔 1 h记录进、出口烟

气及冷却水的温度，并通过冷水罐液位计读取回收

水量，每组实验重复三次。

图3 中试实验装置示意图(a)及实物照片(b)
Fig.3 Schematic diagram and photo of pilot-scale apparatus

表2 中试装置参数范围表

Table2 Parameter ranges of pilot-scale apparatus

Parameter
effective area of membrane/m2
inlet gas velocity/(m·s–1)
inlet gas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of inlet gas/%

Range
0.2~0.3
2.5~7.5
50~65
47~100

图2 三级膜冷凝器流程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ree-stage membrane conde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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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算方法

陶瓷膜冷凝过程具有传质传热并行的特点，因

此以过程的水通量、热通量、水回收率和热回收率

评价膜冷凝器的水热回收效果。水通量定义为单

位时间内单位膜面积的透水量，热通量定义为烟气

在单位时间内经过单位膜面积前后焓值的减少量。

两者分别可用式(1)、式(2)计算[15]

Jw = ΔVρAΔt (1)

qw =
m inh in - ( )1 + Xout

1 + X in m inhout

A
(2)

式中，Jw为水通量，kg·m–2·h–1；∆V为冷水罐中

冷却水在∆t时间内的体积变化，m3；ρ为水的密度，

kg·m–3；A为陶瓷膜有效膜面积，m2；∆t为时间，h；qw
为热通量，MJ·m–2·h–1；min为进口处烟气质量流量，

kg·h–1；hin与 hout分别为进、出口烟气焓值，kJ·kg–1；
Xin与 Xout分别为进、出口烟气含湿量，kg·kg–1。hin、
Xin、hout、Xout 可 查 阅 Humidity Calculator Software
(version 5.0, Vaisala, Finland)得到。

水回收率 γ及热回收率 η分别可用式(3)、式(4)
计算[13,15]

γ = JwA
Wvapor

× 100% (3)

η = qwA
m inh in

× 100% (4)
式中，Wvapor为单位时间内进入膜冷凝器的烟气

中水蒸汽质量，kg·h–1。

总传热系数根据式(5)和式(6)计算[17]

K = Q
AΔtm (5)

Δtm = Δt2 - Δt1
ln Δt2Δt1

(6)

式中，Q为膜冷凝器的热负荷[可根据式(2)中热

通量 qw得到]，W；K为总传热系数，W·m–2·℃–1；∆tm
为对数平均温差，℃；∆t2为膜冷凝器进口烟气温度

与出口冷却水温度的差值，℃；∆t1为膜冷凝器出口

烟气温度与进口冷却水温度的差值，℃。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两级膜冷凝器排布方式对其水热回收效果的

影响

在进气温度 60℃、进气流量 100 m3·h–1、进气相

对湿度 100%、冷却水温13.5℃、冷却水流量1.8 m3·h–1，

真空度–0.07 MPa的实验条件下，采用填充平均孔

径 20 nm管式外膜的两级膜冷凝器，在图 3的中试

装置上，考察如图 1所示四种膜冷凝器排布方式对

其水热回收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 4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采用气侧串联的构型 configuration 1和
configuration 2，其水、热通量及回收率均明显高于气

侧并联的构型 configuration 3和 configuration 4。这

是因为膜冷凝过程中气侧不凝气边界层是主要阻

力区间[18]，根据Colburn-Hougen理论[19]，烟气中的水

蒸气在向膜面扩散时需克服不凝气边界层的阻力。

由于四种构型的两级膜冷凝器壳程容积相同，且进

气流量均为 100 m3·h–1，因此烟气在四种构型的两

级膜冷凝器壳程中的停留时间相同。但采用气侧

串联的构型 configuration 1和 configuration 2，其烟气

线 速 度 为 6.3 m · s–1，采 用 气 侧 并 联 的 构 型

configuration 3和 configuration 4，其烟气线速度为

3.15 m·s–1。气侧串联时烟气线速度更快，不凝气边

图4 四种构型的膜冷凝器水热回收效果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water and heat recovery performances
from different membrane condenser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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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层更薄，气相中的水蒸气更易穿过不凝气边界层

到达膜表面进行冷凝传质。另一方面，气侧串联时

烟气线速度更快，气相的雷诺数更大、湍流度更高，

壳程对流传热过程更剧烈[20]。两者共同作用，从传

质、传热两方面强化膜冷凝过程。

其 次 ，由 图 4 可 知 ，对 比 configuration 1 和

configuration 2，configuration 1的水、热通量及回收

率高于 configuration 2。这是因为气侧串联的构型

configuration 1和 configuration 2不凝气边界层的阻

力小，此时水侧流动方式带来的影响开始显现。当

冷却水流量均为 1.8 m3·h–1时，采用水侧串联的

configuration 1，其冷却水流速更快、流体边界层更

薄，但串联时第二级膜冷凝器入口冷却水温度变

高，经式(6)计算出 configuration 1的对数平均温差为

40℃。采用水侧并联的 configuration 2，其冷却水线

速度较慢，但每级膜冷凝器入口冷却水温度较低，

configuration 2的对数平均温差为 42℃。由此可见，

configuration 2的对数平均温差仅比 configuration 1
高出 2℃，温差推动力差别不大，而水侧流体边界层

更薄的 configuration 1在换热传质过程中更具优势。

最后，对于 configuration 3与 configuration 4，气侧并

联时烟气线速度慢，不凝气边界层的阻力本就很

大，再改变水侧流动方式对过程影响微弱。综上所

述，气、水流动方式均为串联的两级膜冷凝器水、热

回收效果最佳，水通量可达 28.1 kg·m–2·h–1、水回收

率可达 30.7%。文献中美国天然气研究所设计的第

二代膜冷凝器也采用冷、热流体均为串联的流动方

式[21]，传统金属换热器的研究中也有串联结构较佳

的结论[22-24]。

2.2 操作条件对三级陶瓷膜冷凝器水回收效果的

影响

根据 2.1节实验结果，采用烟气、冷却水均为串

联的排布方式，在图 2所示的三级膜冷凝器上，考察

进气相对湿度、进气温度和进气线速度对膜冷凝器

水通量和水回收率的影响。

2.2.1 进气相对湿度对水回收效果的影响 在进

气温度 65℃、进气线速度 5 m·s–1、冷却水温度 20℃、

冷却水流量 1 m3·h–1、真空度–0.07 MPa的实验条

件下，在填充平均孔径 20 nm管式外膜的三级膜冷

凝器上，考察进气相对湿度对过程水通量及水回收

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5所示。由图 5可知，当进气相

对湿度由 47%增至 100%时，过程的水通量由 12.6
kg·m–2·h–1增至 28 kg·m–2·h–1、水回收率由 38.5%

增至 43.1%。这是因为，水蒸气分压差是影响对流-
冷凝过程的重要因素[25]。进气相对湿度的增加意味

着烟气与换热界面间的水蒸气分压差增大，冷凝过

程的传质推动力增大，进而强化了传质过程。查阅

Humidity Calculator Software (version 5.0, Vaisala,
Finland)可知，相对湿度 47%的 65℃烟气含水量为

93.5 g·Nm–3，而相对湿度 100%的 65℃烟气含水量

高达 199 g·Nm–3。这不仅意味着进气相对湿度的

增加导致更多的水蒸气进入膜冷凝器发生冷凝，而

且在相同烟气温度下，较高相对湿度的烟气中不凝

气含量更低，产生的不凝气边界层更薄，这使得传

质过程中气相对流传质的阻力减小，从而增强陶瓷

膜的水回收效果，这与文献 [3,26]中报道的规律

一致。

2.2.2 进气温度对水回收效果的影响 图 6是在进

气线速度 2.5~7.5 m·s–1、进气相对湿度 100%、冷却

水温度 20℃、冷却水流量 1 m3·h–1、真空度–0.07
MPa的实验条件下，过程的水通量及水回收率随进

气温度的变化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进气温

度的升高，在不同进气线速度下，水通量及水回收

率均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进气温度的升

高，烟气与膜表面间的温差增大，这使传质过程中

冷凝步骤的温差推动力增强，有力强化了冷凝相变

过程。另一方面，相对湿度一定时，进气温度升高

使得烟气中的水蒸气分压增大。当烟气温度由

60℃升至 65℃时，烟气中水蒸气分压由 20 kPa增至

25 kPa，增幅为 25%。烟气与膜表面的水蒸气分压

差增大，有力驱动了冷凝步骤的进行。上述实验规

律与课题组前期小试实验中过程水回收率随进口

烟气温度的升高而降低的规律不一致[14]。这一现象

图5 进气相对湿度对过程水通量及水回收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relative humidity of inlet gas on water flux and
water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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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在于小试采用的膜面积(0.0021 m2)小，进气

温度升高致使气相含湿量远超该膜面积下的处理

量，导致气相中大量水蒸气无法在膜表面冷凝、渗

透，就被排至出口，造成过程的水回收率下降。而

本文中试装置的膜面积为 0.3 m2，水蒸气的吸附冷

凝及冷凝液孔内传输过程得以充分发展，导致过程

水回收率明显上升。因此，膜面积与气相含湿量的

匹配至关重要。

从图 6中还可看出，当进气温度一定时，随着进

气线速度的增加，过程水通量逐渐增加，而水回收

率反而降低。这是因为进气线速度的增加意味着

不凝气边界层变薄，且单位时间进入膜冷凝器的水

蒸气量增加，故过程水通量增加；但进气线速度的

增加亦会导致气相在膜冷凝器中的停留时间变

短[13]，大量水蒸气未能扩散至膜表面及时冷凝就被

带至膜冷凝器出口，致使过程水回收率下降。这与

课题组前期工作[14-16]及Wang等[21]、Chen等[3]的研究

结论一致。

2.3 不同孔径陶瓷膜在膜冷凝器中的排布方式对

过程水热回收效果的影响

据文献[27]报道，陶瓷膜孔径是影响冷凝和传

质过程的重要因素。平均孔径大的陶瓷膜具有冷

凝液孔内传输速率快的优势；而陶瓷膜的平均孔径

越小其孔内饱和蒸气压越低，水蒸气在孔内的多分

子层吸附过程更易向毛细冷凝过程转变，水蒸气更

易在小孔内冷凝[28-29]。为了确定不同孔径的陶瓷膜

在三级膜冷凝器中的最佳排布方式，本文研究了平

均孔径为 5、20和 50 nm的陶瓷膜在三级膜冷凝器

中的排布方式对过程水、热回收效果的影响。不同

孔径的陶瓷膜在膜冷凝器中的排布方式如表 3所
示。每级膜冷凝器中均填充 5根管长为 500 mm的

管式陶瓷外膜。

在进气温度 60℃、进气线速度 5 m·s–1、进气相

对湿度 100%、冷却水温 15°C、冷却水流量 0.6
m3·h–1，真空度–0.02 MPa的实验条件下，在三级膜

冷凝器上考察不同孔径陶瓷膜的排布方式对水、热

回收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 7所示。由图 7(a)可知，

对比排布 installation 1、installation 2和 installation 3，
当三级膜冷凝器均填充平均孔径 50 nm陶瓷膜时

(installation 3)过程水通量及水回收率分别为 21.7
kg·m–2·h–1、39.9%，明显高于平均孔径 5 nm陶瓷膜

(installation 1)和 20 nm陶瓷膜(installation 2)；由图 7
(b)可知，排布 installation 1、installation 2、installation
3的热通量及热回收率相差不大。这可能是因为，

对于传热过程，热量主要通过陶瓷膜管壁的热传导

图6 进气温度对过程水通量及水回收率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inlet gas temperature on water flux and water
recovery

表3 不同孔径陶瓷膜在三级膜冷凝器中的排布方式

Table 3 Installation types of ceramic membranes within three-stage membrane condensers

Installation type
installation 1
installation 2
installation 3
installation 4

Average pore size of ceramic membranes
installed in first stage/nm

5
20
50
50

Average pore size of ceramic membranes
installed in second stage/nm

5
20
50
50

Average pore size of ceramic membranes
installed in third stage/nm

5
20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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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渗透时冷凝液的携带这两种方式转移至冷却水

侧。首先对于平均孔径 5、20和 50 nm的陶瓷膜，其

载体均为Al2O3材料，且孔隙率相同。文献[15]报道，

陶瓷膜的热导率仅与载体孔隙率和材料有关，因

此，平均孔径 5、20和 50 nm陶瓷膜的热导率相同，

导致通过陶瓷膜管壁的热传导转移至冷却水侧的

热量相同。第二，虽然三者的渗透通量不同，致使

渗透过膜的冷凝液携带的热量不同，但据文献[18]
报道，冷凝液携带热量仅占总传热量的 1%~9%，渗

透过膜的冷凝液携带的热量可忽略不计。综上所

述，当实验工况相同时，烟气与不同孔径陶瓷膜的

换热量相同，三者的热回收效果相近。

而对于传质过程，可将其分为水蒸气冷凝及冷

凝液孔内传输两个步骤。首先，在间壁换热和毛细

冷凝共同作用的混合换热模式下，水蒸气的冷凝速

率快。结合图 7(b)，烟气与三种孔径陶瓷膜的换热

量相同，且水蒸气冷凝释放的潜热是换热量的主要

部分，因此水蒸气在三种孔径陶瓷膜上的冷凝速率

相近。其次，通过实验测得平均孔径 5、20和 50 nm
的陶瓷膜纯水渗透系数分别为 341、1360、5530

L·m–2·h–1·MPa–1，三种孔径陶瓷膜的渗透性能差异

明显。综上，对于传质过程，在此实验工况下，冷凝

液的孔内传输过程是控制步骤。平均孔径 5 nm的

陶瓷膜纯水渗透系数低、孔内传输阻力大、冷凝液

传输速率慢，因此 installation 1的水回收效果较差。

上述实验结论与Yang等[11]报道的平均孔径 10
nm陶瓷膜水热回收效果高于平均孔径 50 nm陶瓷

膜的结论相反，原因在于：Yang等[11]采用的平均孔

径 10 nm陶瓷膜的孔体积和热导率均大于平均孔径

50 nm陶瓷膜。而本实验选用的平均孔径 5、20、50
nm陶瓷膜的载体均为 Al2O3 材料且孔隙率均在

30%~35%之间，因此三者的孔体积差距不大。此

外，文献[15]中陶瓷膜导热计算公式表明，热导率仅

与载体材料及孔隙率有关，因此本实验选用的三种

孔径陶瓷膜导热性能差距也不明显。平均孔径 5
nm的陶瓷膜水回收率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纯水

渗透系数较低，冷凝液孔内传输速率较慢，冷凝液

不能及时传输至渗透侧收集。

此 外 ，由 图 7(a)可 知 ，对 比 installation 3 和

installation 4，将第三级膜冷凝器中陶瓷膜的平均孔

径由 50 nm减小至 5 nm后，膜冷凝器的水通量及水

回收率明显下降，热通量及热回收率保持不变。这

可能是因为，第三级膜冷凝器中气相含湿量仍然较

高，在间壁换热和毛细冷凝的共同作用下冷凝速率

仍然很快，冷凝液的孔内传输过程仍是控制步骤。

小孔径陶瓷膜因其冷凝液孔内传输速率慢，不能及

时将冷凝液传递至冷却水侧，导致水通量及回收率

的下降。

2.4 三级陶瓷膜冷凝器除湿视觉效果及总传热系

数计算

图 8是经三级陶瓷膜冷凝器处理前后的烟气在

烟囱处排放时的照片。拍摄时的烟气状态为进气

温度 60℃、气体线速率 3.4 m·s–1；环境状态为温度

10°C、小雨，此工况下三级陶瓷膜冷凝器的水回收

率为 40%。从图 8(a)中可以看出，未经膜冷凝器处

理的烟气在排放时出现明显的“白色烟羽”现象，而

经膜冷凝器处理后烟气温度及含湿量降低，排放时

“白烟”现象明显缓解[图 8(b)]。这说明陶瓷膜冷凝

技术展现出良好的除湿效果，能有效缓解“白烟”引

发的视觉污染。

总传热系数是衡量换热器换热效果的重要参

数，总传热系数越大，换热效果越好[17]。在进气温度

45℃、进气线速度 5 m·s–1、进气相对湿度 100%、冷

图7 不同孔径陶瓷膜的排布方式对水热回收效果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installation type of ceramic membranes on
water and heat recovery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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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水温 38℃、冷却水流量 0.6 m3·h–1，真空度–0.02
MPa的条件开展 6 h实验，记录膜冷凝器进、出口处

烟气及冷却水的温度，并根据式(5)计算出填充平均

孔径 50 nm管式陶瓷外膜的三级膜冷凝器的总传热

系数。并将其与文献[30-31]中不同材质的列管式

换热器的总传热系数对比，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知，本文采用的三级陶瓷膜冷凝器总

传热系数为 415 W·m–2·℃–1，高于不锈钢、氟塑料换

热器的总传热系数。这可能是因为多孔陶瓷膜的

渗透性有效避免换热面液膜的形成，明显减小气侧

对流冷凝传热时的液膜热阻，提高了膜冷凝器的换

热效果。综上，对于高湿度的烟气体系，相较于传

统的不锈钢、氟塑料换热器，陶瓷膜冷凝器不仅能

实现水和热量的同时回收，且其总传热系数更高，

换热效果更好。此外，陶瓷膜冷凝器还能有效缓解

“白色烟羽”现象，在环保领域也有重要应用价值。

3 结 论

本文采用膜面积 0.3 m2的二（或三）级陶瓷膜冷

凝器在水蒸气-空气的模拟烟气体系中开展实验研

究，考察气水流动方式、进气状态参数、不同孔径陶

瓷膜的排布方式对过程水、热通量及回收率的影

响，得出以下结论。

(1)在两级膜冷凝器中，烟气、冷却水均为串联

流动时，取得的水、热回收效果最佳。此外，气侧流

动方式的改变对过程水、热通量及回收率影响明

显，水侧流动方式的改变对过程的影响微弱。

(2)在本文涉及的实验工况下，提高进气相对湿

度、进气温度、进气线速度均能显著提高过程水通

量；提高进气相对湿度、进气温度，降低进气线速度

能提高过程水回收率。本文采用的三级膜冷凝器

的水通量及水回收率最高分别可达 38.5 kg·m–2·h–1

和50.6%。

(3)在三级膜冷凝器中，采用三级均填充平均孔

径 50 nm管式陶瓷外膜的排布方式时，可得最高的

水通量及回收率。第三级膜冷凝器中引入小孔径

陶瓷膜会导致水通量及回收率的下降，但不同孔径

陶瓷膜的排布方式对热通量及热回收率影响微弱。

(4)在设定实验工况下，本文采用的三级陶瓷膜

冷凝器总传热系数可达 415 W·m–2·℃–1，明显高于

不锈钢、氟塑料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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