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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陶瓷膜支撑体在 HNO3溶液中的 

腐 蚀 性 能 研 究 

陈纲领，漆 虹，彭文博，邢卫红，徐南平 

(南京工业大学膜科学技术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为了考察陶瓷膜在苛刻体系中的应用性能，研究了管式多孔陶瓷膜支撑体(质量分数 99％ A1 0，)在硝酸溶 

液(温度2O—9o℃，浓度1—1O mol／L)中的微观结构演变、质量损失率、腐蚀掉的元素成分随时间的关系，以及支 

撑体的孔结构、纯水通量和机械强度随其质量损失率的变化关系。结果表明主要在支撑体颗粒间的烧结颈部发生 

了选择性的腐蚀，在腐蚀初期其质量损失主要是由于烧结颈部中 Na，ca， 等元素的溶解。支撑体的耐腐蚀性能 

与其烧结颈部的杂质含量密切相关。多孔支撑体的机械强度随支撑体在 HNO，溶液中的质量损失率增大而逐渐 

降低。所用的多孔陶瓷膜支撑体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能。该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支撑体的耐腐蚀性能及预测陶瓷 

膜在酸性环境中的使用性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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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rrosion behavior of porous supports of ceramic 

membrane in HNO solution 

CHEN Gang-ling，QI Hong，PENG Wen-bo，XING Wei_hong，XU Nan -ping 

(Membra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0009，Jiangsu Province，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of ceramic membran e in harsh environment，the 

change of the mass loss rate with corrosion time，the mierostrueture evolution，strength degradation and chan ges in 

pore structure and pure water flux( )of maeroporous suppo~s(mass fraction 99％ A1203)immersed in HNO3 

solutions(1—10 mol／L and 20-90 oC)weIe investigated experimental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rosion of 

suppo rts in HNO3 solution occurred mainly at the neck between A12O3 particles．The selective dissolution in neck 

played an impo rtant role in the mass loss of tubular supports an d the leached elements were mostly Ca，Na an d A1． 

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corrosion resistan ce of support is closely related wi th the components at the neck between 

O3 particles．The three—point bending s~ength of corroded macroporous supports decreases as the mass loss of 

suppo rt increases．Th ese results provide the base for improving of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support and forecasting the 

life span of ceramic memb rane in acidic environment． 

Key words：inorganic membrane；porous ceramic support；corrosion resistan ce 

膜分离技术具有能耗低，选择性高，可在常温下 

操作等优点，近 20年在工业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n-2]。多孔陶瓷膜优异的材料性能使得其应用范 

围比较广泛，尤其是在石油化工、化学工业等高温、 

高压、有机溶剂和强酸、强碱体系，表现出有机膜所 

不具备的功能 。但是，多孔陶瓷膜在应用过程中 

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一就是分离 

过程中陶瓷膜及其支撑体微孔结构的稳定性 。 

作为提供陶瓷膜强度的多孔支撑体的耐酸碱腐蚀性 

能直接影响了陶瓷膜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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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因此，研究多孔陶瓷膜支撑体性能在酸碱腐 

蚀性环境中的变化规律，是多孔陶瓷膜应用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目前关于多孔陶瓷膜支撑 

体耐酸碱性能定量和系统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 

对氧化铝质量分数大于 99％的多孔陶瓷膜支撑体 

在酸陛环境中的腐蚀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 

为提高支撑体的性能及预测多孔陶瓷膜在酸性环境 

中的使用性能奠定基础。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过程 

将管式多孔氧化铝支撑体(氧化铝质量分数 > 

99％，具体性能如表 l所示)放人已知浓度的 HNO， 

(分析纯，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溶液的石英玻璃 

容器中，用 PTFE材料密封，放人恒定温度的超级恒 

温水浴(501型，上海市试验仪器厂)中，整个实验过 

程中，管式多孔氧化铝支撑体完全浸泡在恒定浓度、 

温度的 HNO 溶液中。腐蚀一定时间后取出支撑 

体，用去离子水 (自制，电导率 <4~S／cm)冲洗，然 

后再经去离子水煮沸2 h，干燥，称量至质量恒定。 

表 1 管式支撑体的外形和性能 

Table 1 Configu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ubular supports 

1．2 支撑体的性能表征 

多孔陶瓷膜支撑体腐蚀前后的质量采用精密电 

子天平(BS210S型，精度 0．1 mg，瑞士 Sartorius公 

司)称量，支撑体腐蚀前后的相组成采用 x射线衍 

射仪 (XRD，D8 advance，Broker Instrument Co．， 

Ltd．Germany)表征，微观结构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Quanta200型，荷兰 FEI公司)表征。在一定 

条件腐蚀不同时间后，腐蚀溶液的化学成分运用诱 

导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 PE，OPIMA 2000， 

u．s．A．)分析，孔隙率根据阿基米德法测定，平均孔 

径采用气体泡压法测定，纯水通量采用搭建的装置 

测定，多孔支撑体的机械强度采用三点抗折强度表 

征，采用电动抗折仪(DKZ5000型，无锡建筑材料仪 

器厂)测定。多孔陶瓷膜支撑体腐蚀前后的质量损 

失率，采用式(1)计算 ： 

： —

m o -
— Wf (1) =— —  【 J 

m o 

式中，m。，m 分别为腐蚀前后的质量，g。 

2 结果和讨论 

2．1 支撑体腐蚀前后微观结构的变化 

在90 c【=下，分别为 l，5，10 mol／L的HNO3溶液 

中，支撑体的质量损失率与腐蚀时间的变化曲线如 

图l。从图l中可以看出支撑体的质量损失率随 

HNO 溶液浓度的增大而变大，随着腐蚀时间的延 

长而变大。从图2支撑体腐蚀前后的XRD图可看 

出，腐蚀前后支撑体的相组成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 

为 ．A1 O 相，但腐蚀后的XRD峰变强了，这主要 

是由于腐蚀后支撑体中的少量杂质被除去引起的。 

t／d 

图1 不同浓度的HNO3溶液中管式支撑体质量 

损失率 与腐蚀时间t的关系 

Fig．1 Mass loss of tubular supports immersed in HNO3 sol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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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支撑体的 XRD图 

Fig．2 XRD patterns of supports 

根据图 1和腐蚀前后支撑体的 SEM照片(图 

3)，多孔陶瓷膜支撑体在 HNO，溶液中的腐蚀过程 

可由图4描述。由于支撑体是多孔的，随着溶液进 

人支撑体的孔隙，支撑体与溶液发生反应，粒子间烧 

结颈部和粒子表面发生腐蚀，支撑体烧结颈部被腐 

蚀，造成支撑体烧结颈部强度的降低。对在 90 c【=， 

10 mol／L HNO 腐蚀后的溶液进行 ICP成分分析， 

假设腐蚀溶液中的离子全部来自支撑体，将溶液中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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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转化为相应氧化物的相对质量分数 。相应腐 

蚀掉的氧化物质量分数随腐蚀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5，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HNO 溶液中支撑体中被腐蚀 

掉的物质主要是碱金属和碱性金属氧化物，腐蚀掉 

的№，Ca元素氧化物占主要成分，这与氧化铝原料 

中的杂质质量分数对应的，随着腐蚀时间的延长，其 

对应氧化物质量分数趋于降低而Al 0 的质量分数 

则逐渐升高。由此可以推断支撑体在腐蚀的初期阶 

段，其质量损失主要来自支撑体烧结颈部中Na20， 

CaO等 氧化物与HNO，反应部分溶解在溶液中造 

成的，如式(2)，(3)。 

A1203+6H — H20 +2A1。 (2) 

MO(M20)+2H -+M̈ (2M )+H2O (3) 

■I 
(b) =0．I4％ (c)x=O 81％ 

图3 硝酸溶液中不同质量损失率支撑体表面 SEM 

Fig．3 SEM for the surface of supports corroded in HNO3 

solution witll val~ous Inass losses 

窿 一圈  
图4 管式支撑体在硝酸溶液中腐蚀过程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illustrations of tubular supports 

corroded in HNO3 solution 

图5 硝酸溶液中支撑体腐蚀掉的元素氧化物相对 

质量分数 随腐蚀时间的变化关系 

Fig．5 Time dependence of the relative nlas$fraction of 

the oxides corroded of supports in HNO3 solution 

图6是支撑体的平均孔径、孔隙率随不同质量 

损失率变化关系，由图可以看出随着支撑体质量损 

失率的增大，支撑体的孔隙率在增大，由腐蚀前的 

31．2％增加到 34．5％，这也可以从图 3看出，但支 

撑体的平均孔径保持不变。 

图6 硝酸溶液中支撑体平均孔径 和 

孔隙率 s与质量损失率 的变化关系 

Fig．6 Variationof mean pore size and porosity~with mass 

loss of supports corroded  in HNO3 solution 

2．2 支撑体腐蚀前后性能的变化 

图7显示了支撑体的纯水通量与质量损失率 

的关系，随着支撑体质量损失率的增大支撑体的纯 

水通量在增加，这也验证了随着支撑体颗粒问烧结 

颈部腐蚀程度增大，增大孔隙率，同时一些粒子的溶 

解使支撑体内部的孔道贯通程度增大，流体阻力降 

低。管式多孔支撑体的质量损失率与抗折强度之间 

的关系如图8。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支撑体的质量 

损失率小于0．4％，陶瓷膜支撑体的三点抗折强度 

随其质量损失率的增大降低较快，随后趋于平缓0 

这是因为多孔氧化铝支撑体通常由氧化铝骨料和烧 

结颈部组成，而烧结颈部的强度决定了支撑体的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陈纲领等 多孔陶瓷膜支撑体在 HN0。溶液中的腐蚀性能研究 

度，在支撑体腐蚀发生的前期阶段其反应主要发生 

在粒子烧结颈部，烧结颈部的一些氧化物首先与酸 

液发生反应，而造成烧结颈部腐蚀和一些微小粒子 

的裸露，骨料间的结合程度相应降低，因此支撑体 

的机械强度降低很快，但随着反应的进行，其质量损 

失率增加变缓，支撑体的抗折强度损失也相应变缓。 

烧结颈部的化学组成对其在酸碱中的使用强度起重 

要作用，Kiotaoka等 J也报道了溶液对烧结颈部的 

选择性腐蚀，这些腐蚀掉的元素主要是 si，Ca，Na。 

因此，改变烧结颈部的化学组成，采用更耐腐蚀的组 

分构成烧结颈部，可以提高支撑体的耐腐蚀性能。 

0 0005 0 l5 0 20 0 25 0 30 

／％ 

图7 支撑体纯水通量PWF与在 HNO3 

溶液中质量损失率 的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WF and mass loss x of 

supports corroded in HNO3 solution 

／％ 

图8 支撑体的三点抗折强度 与在 HNO3溶液 

中的质量损失率 的关系 

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point bending strength or 

and mass loss of supports corroded in HNO3 solution 

3 结论 

(1)多孔支撑体在 HNO 溶液中，在腐蚀初期 

其质量损失主要来自支撑体烧结颈部中Na O，CaO 

等物质的溶解，改善其烧结颈部的化学组分可以提 

高支撑体的耐腐蚀性能。 

(2)随着支撑体在 HNO 溶液中的腐蚀程度增 

大，其孔隙率增大，由腐蚀前的 31．2％增加到 

34．5％，平均孔径保持不变。多孔陶瓷支撑体其纯 

水通量随腐蚀程度的增大而增大。 

(3)多孔支撑体的机械强度随其在 HNO 溶液 

中的质量损失率增大而逐渐降低。当支撑体的质量 

损失率小于 0．4％，支撑体的机械强度随其质量损 

失率的增大降低较快，随后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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