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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浸渍 提拉法在多孔管式陶瓷支撑体内表面制备完整无缺陷的聚二甲基硅氧烷（ＰＤＭＳ）膜层。 采用

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渗透汽化（ＰＶ）性能测试等手段，研究支撑体孔径和涂膜时间对管式 ＰＤＭＳ ／ 陶瓷复合内膜

的形貌和分离性能的影响。 同时，考察丁醇 水体系中料液温度、料液中丁醇含量对管式 ＰＤＭＳ ／ 陶瓷复合内膜渗透

汽化性能的影响，并对膜的渗透汽化长期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将复合内膜的渗透汽化性能与复合外膜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复合膜均匀完整，有良好的过渡层。 支撑体孔径较大的复合膜，其渗透通量更高。 随涂膜时间的延长，
膜厚依次增加，渗透通量下降，分离因子升高；随料液中丁醇含量增加，通量逐渐上升，分离因子先升高后下降；随
操作温度的升高，通量和分离因子都有所增加。 在料液温度为 ４０ ℃、丁醇质量分数为 １ ５％的条件下连续运行 １８０
ｈ，膜渗透总通量高达１ ０５０ ｇ ／ （ｍ２·ｈ），选择性可达 ３０。
关键词： 管式 ＰＤＭＳ ／ 陶瓷复合内膜；浸渍 提拉法；渗透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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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汽化是根据不同组分在膜中溶解扩散速

率不同而实现混合物分离的过程，具有过程简单、
耗能少、分离系数大等特点，在有机混合物分离、油
气回收等应用领域有十分广泛的前景［１］。 近年来，
随着渗透汽化与生物发酵耦合技术的不断开发和

研究，研究者们普遍较为关注［２］ 渗透汽化优先渗透

有机物膜。 然而，实现工业应用的关键［３］ 是开发和

制备出具有高通量、高选择性且可长期稳定操作的

渗透汽化膜。
聚二甲基硅氧烷（ ＰＤＭＳ）膜是一种具有代表

性的渗透汽化优先渗透有机物膜，在生物质燃料

的生产、低浓度有机物的提纯和回收、有机物 ／有
机物体系分离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４］ 。 因为

ＰＤＭＳ 对有机物有较好的亲和性且自身的硅氧链

段在常温下结构具有高弹性的特点，所以该膜对

有机物分子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透过性；另外

ＰＤＭＳ 膜较好的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以及良好的

耐溶剂性，使得该材料备受科研人员的关注［５］ 。
由于 ＰＤＭＳ 均质膜的力学强度较低，一般采用交

联、接枝、共混等方法对其进行改性或制备成

ＰＤＭＳ 复合膜［６－７］ 。
此前，本课题组已经成功制备出了 ＰＤＭＳ 陶

瓷膜，并已投入规模化生产，用于发酵 渗透汽化

分离耦合、透醇［８］ 以及油气回收等，具有节能、高
效、环保的特点。 然而，在实际的实验和工业化过

程中，暴露在支撑体外表面的分离层容易受到机

械损伤而失去分离性能，如此会增加膜的使用成

本。 另一方面，如果能将分离层制备在支撑体的

内表面，通过坚硬的陶瓷材料保护其不受损伤，可
以极大地降低膜组件填充的难度。 因此，本工作

尝试沿用本课题组提出的浸渍 提拉［９］ 的方法制

备 ＰＤＭＳ 层位于支撑体内表面的复合内膜，研究

支撑体孔径［１０］ 、涂膜时间等对复合内膜的影响；以
丁醇 水为分离体系，系统研究料液温度，料液浓

度对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渗透汽化性能的

影响，最后考察复合内膜运行的长期稳定性，这必

会对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工业应用具有参考

价值。

１　 实验

１ １　 材料及仪器

聚 二 甲 基 硅 氧 烷 （ ＰＤＭＳ ）、 正 硅 酸 乙 酯

（ＴＥＯＳ），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正庚烷、
二丁基二月桂酸锡，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丁醇，无锡市亚盛化工有限公司；去离子水，实验室

自制；Ａｌ２Ｏ３ ／ ＺｒＯ２ 管式支撑体，南京九思高科技有

限公司。
气相色谱仪（ＧＣ ２０１４，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公司）；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ＤＨＧ ９０５５Ａ，上海一恒科技

有限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 ＳＥＭ，Ｓ ４８００，日本

Ｈｉｔｃａｈｉ 公司）。
１ ２　 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制备

将 ＰＤＭＳ 按照 １ ∶１０ 的质量比溶于正庚烷溶剂

中，搅拌均匀，溶液中加入定量的交联剂正硅酸乙

酯和催化剂二丁基二月桂酸锡，使溶液充分反应交

联，过滤，静置 ４８ ｈ 脱泡，将制得的 ＰＤＭＳ 溶液均匀

地涂覆在管式支撑体内表面，再经过室温下固化交

联 ２４ ｈ 后，放于 １２０ ℃烘箱中干燥 １２ ｈ 即可得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
１ ３　 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表征及其性能

测试

１ ３ １　 ＳＥＭ 表征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得到膜表面和断面的微

观形貌以及分离层厚度。
１ ３ ２　 渗透汽化实验

渗透汽化实验在课题组自制的渗透汽化装置

上进行，渗透汽化装置如图 １ 所示，恒温原料通过循

环泵进入复合内膜组件，复合内膜的渗透侧真空度

维持在 １９０～２５０ Ｐａ，渗透侧的气体通过液氮进行冷

凝，用冷阱收集。
实验开始前将料液在复合内膜组件中循环直

至达稳定态，笔者认为渗透汽化实验进行 ２ ｈ 后复

合内膜的渗透通量达到稳定，开始收集渗透侧溶液

并称取质量，然后利用气相色谱对其组成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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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渗透汽化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ｔ⁃ｕｐ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ｍｏｄｕｌｅｓ

析，用渗透通量和分离因子来评价膜分离性能，其
定义式见式（１）和（２）。

Ｊ ＝ ｍ
Ａｔ

（１）

α ＝
ＹＡ ／ ＹＢ

ＸＡ ／ ＸＢ
（２）

式中： ｍ 是渗透过复合内膜的组分质量，ｇ；Ａ 为复

合内膜的膜面积，ｍ２；ｔ 为操作时间，ｈ；Ｊ 为复合内膜

的渗透通量，ｇ ／ （ｍ２·ｈ）；ＹＡ 和 ＹＢ 分别为渗透液中

２ 种组分 Ａ 和 Ｂ 的质量分数；ＸＡ 和 ＸＢ 分别为原料

液中 ２ 种组分 Ａ 和 Ｂ 的质量分数；α 为复合内膜的

分离因子。

２　 结果和讨论

２ １　 复合内膜的 ＳＥＭ 表征结果

图 ２ 为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表面与断

面的 ＳＥＭ 照片。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所制备的复合膜

分离层致密无缺陷；ＰＤＭＳ 分离层比较均匀地覆盖

在支撑体内表面，其厚度约为 ５ ６ μｍ；在支撑层与

分离层之间形成了适当的过渡层，该过渡层可增强

支撑层与分离层之间的结合力，提高复合内膜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的稳定性。
２ ２　 支撑体孔径对复合内膜性能的影响

图 ３ 是在操作温度为 ４０ ℃、１ ５％的丁醇 水体

系中的渗透汽化实验结果。 通过对比图 ３ 中 ２ 种孔

径支撑体的渗透汽化性能可以发现：孔径 ２００ ｎｍ 的

膜的通量约为 １ ０５０ ｇ ／ （ｍ２·ｈ）， 分离因子约为

２９ ５； 孔 径 为 ５０ ｎｍ 的 膜 的 通 量 约 为 ７５０
ｇ ／ （ｍ２·ｈ），分离因子约为 ３０。 当复合内膜的分离

层厚度比较相似时，这种渗透通量上的差异应该是

由支撑体性质造成的。 虽然孔径大的支撑体有利

于渗透组分的传递，但是渗透物形成的孔渗也会增

加复合内膜整体的传质阻力，因而造成复合内膜选

择性稍有降低。

图 ２　 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 ＳＥＭ 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ｕｂｅ ＰＤＭＳ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２ ３　 涂膜时间对复合膜性能的影响

涂膜溶液与支撑体表面良好的匹配会明显提

升复合膜的分离性能。 在采用浸渍 提拉法制备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过程中，分离层的形成分为

３ 个步骤：①涂膜溶液在支撑体内表面铺展；②涂膜

溶液渗入多孔支撑体；③溶剂挥发形成膜层。 一般

地，陶瓷表面很难被聚合物溶液在很短时间内完全

润湿。 因此，需要研究涂膜时间对复合膜性能的影

响，结果如图 ４ 所示。 由图 ４ 可以看出：涂膜时间越

长形成的分离膜层越厚。 当涂膜时间为 ３０、６０、９０、
１２０ 和 １５０ ｓ 时，膜厚分别为 ３、４ ５、５ ６、７ ２ 和 ８
μｍ，说明在本实验中 ＰＤＭＳ 溶液可以在 ３０ ｓ 内覆盖

管式陶瓷膜内表面。 图 ５ 为不同膜在操作温度为

４０ ℃、丁醇的质量分数为 １ ５％的丁醇 水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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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孔径支撑体的性能

Ｆｉｇ．３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ｕ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ｒ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渗透汽化实验结果。 由图 ５ 可以看出：随涂膜时间

的延长，膜的通量降低，这是因为膜厚增加，膜的传

质阻力增大。 而在不同涂膜时间下制备的复合膜

都表现出了较高的分离因子，随着涂膜时间的延

长，涂膜溶液渗入支撑体的程度会发生变化，限制分

离因子提升。
２ ４　 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渗透汽化性能

２ ４ １　 原料液中丁醇含量对膜性能的影响

操作温度为 ４０ ℃、渗透侧压力为 ２００ Ｐａ 条件

下，考察原料液中丁醇含量对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

内膜的分离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 ６ 所示。 由图 ６
可知：丁醇含量增加时，膜的分离因子先升高后下

降，反观其通量则不断上升。 这是因为丁醇的极性

比水的极性更接近交联后的 ＰＤＭＳ，因此高分子膜

会发生溶胀现象。 所以，随着丁醇含量的增加，更
多的丁醇分子被溶解在高分子链段中，导致膜的溶

胀程度增大。 受到溶胀作用的膜层具有更大的自

由体积，这样水和丁醇都更容易穿过膜层，导致通

量增高。 而浓度较低时，溶胀程度较小，因为水分

子扩散较丁醇分子更慢，表现为分离因子先有所增

加；随着料液浓度不断加大，而水分子体积小于丁

醇分子，水分子随着 ＰＤＭＳ 溶胀程度提高扩散更快，
因而分离因子降低。

图 ４　 不同涂膜时间制备的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断面的 ＳＥＭ 照片

Ｆｉｇ．４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ｂｅ ＰＤＭＳ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２ ４ ２　 操作温度对膜性能的影响

在原料液丁醇的质量分数保持 １ ５％、渗透侧

压力为 ２００ Ｐａ 条件下，考察操作温度对管式 ＰＤＭＳ ／
陶瓷复合内膜的分离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 ７ 所示。
由图 ７（ａ）可知：随温度升高，通量增加，分离因子也

略有增加。 这是因为在较高温度下渗透组分在膜

材料中溶解度更高，提高了溶解速率，同时相对较

高的温度使高分子链段运动加剧，并提高自由体

积，有利于其内部扩散。
由复合内膜在不同料液温度下的阿伦尼乌斯

曲线（图 ７（ｂ））可以看出：丁醇和水的 ｌｎ Ｊ 与 １ ／ Ｔ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由此计算出丁醇和水的活化能

分别为 ４０ ２４ 和 ２９ ５２ ｋＪ ／ ｍｏｌ。 说明当温度升高

时，相对于水分子来说，丁醇分子在内膜中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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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增加更快，即对温度变化更为敏感，因而分离

因子也随温度的升高而有所增加。

图 ５　 涂膜时间对复合内膜渗透汽化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ｎ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图 ６　 丁醇质量分数对复合膜渗透汽化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ｂｕｔａｎｏｌ ｆｅｅ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２ ５　 复合膜的长期稳定性

分离膜的操作稳定性直接关系到膜的使用寿

命，对膜的实际工业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图 ８ 为在

图 ７　 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在不同温度下的渗透汽化性能及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

Ｆｉｇ．７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ｆｌｕｘ ｆｏｒ ｔｕｂｅ ＰＤＭＳ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原料液中丁醇质量分数为 １ ５％、膜分离温度为 ４０

℃的条件下，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的稳定性测

试结果。 一般来讲，渗透汽化膜都是在高负压下操

作，ＰＤＭＳ 柔软的结构很可能在长期的负压操作下

受到应力而逐渐变形并最终破裂，导致膜层彻底失

去分离性能。 如图 ８ 所示，膜的渗透速率和选择性

在短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且随着操作时间的延

长，运行 １８０ ｈ，膜分离性能保持基本不变。 这是因

为管式支撑体以及过渡层都为 ＰＤＭＳ 膜层提供了良

好的支撑，使复合膜有较好的结构稳定性。
在原料液中丁醇质量分数为 １ ５％、温度 ４０

℃ 、渗透侧压力为 ２００ Ｐａ 的条件下，进行复合内

膜与复合外膜渗透汽化测试对比，结果如图 ９ 所

示。 由图 ９ 可知：复合内膜通量略低于复合外

膜，而分离因子远高于复合外膜。 这是因为外膜

在组件装填等过程中可能损坏，从而降低膜的选

择性。

３　 结论

采用浸渍 提拉的方法制备的复合膜均匀完整，
有良好的过渡层。 支撑体孔径较大的复合膜的渗

透通量更高。 随着涂膜时间的延长，膜厚依次增

加，渗透通量下降，分离因子升高。 经过渗透汽化

性能测试，该复合膜在丁醇 水体系中表现出优异的

渗透汽化性能：随料液中丁醇含量增加，通量逐渐

上升，分离因子先升高后下降；随操作温度的升高，
通量和分离因子都有所增加。 在丁醇质量分数为

１ ５％的原料溶液中，在操作条件为 ４０ ℃、２００ Ｐａ
下，总通量和分离因子分别达到１ ０５０ ｇ ／ （ｍ２·ｈ）和
３０。 在超过 １８０ ｈ 的连续操作中，该膜展现出良好

的渗透汽化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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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操作时间对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渗透

汽化性能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ｕｂｅ ＰＤＭＳ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图 ９　 管式 ＰＤＭＳ ／陶瓷复合内膜与外膜的渗透汽化

性能对比

Ｆｉｇ．９　 Ｐｅｒ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ｕｂｅ ＰＤＭＳ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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