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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多孔材料的制备领域，公开了一

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包括：(1)先将

硼酸粉和氧化铝粉按一定的配比进行配料、混

料；(2)向原料中加入适量的水，进一步混匀并压

制成球团；(3)将球团放到真空干燥箱中进行烘

干；(4)将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冶炼；(5)

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本发明的优

点是：与传统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相比，省去了

大量的繁琐的工艺步骤，显著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和能耗；生成的多孔氧化铝纯度较高，无其他杂

质，因此具有更好的耐化学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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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如下：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进行配料、混料，得到原料，原料中氧化铝粉的质量比为30～

70％，其余为硼酸粉；所述的氧化铝粉的纯度控制在98％之上；所述的硼酸粉的纯度控制在

95％之上；

(2)向原料中加入适量的水，水量为原料质量的5％～15％，进一步混匀并高压压制成

球团；

(3)将压制好的球团进行烘干；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冶炼，冶炼温度控制在1500℃～2000℃，冶

炼时间控制在30min～60min；感应炉以10～50℃/min升温速率，升温至冶炼温度；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高压

压制球团的压力为10～20Mpa，保压时间30～40s，球团的大小为10～2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的烘

干的温度控制在80～120℃，烘干时间为8～12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氧化铝

粉的粒度范围控制在0～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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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属于多孔材料的制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多孔陶瓷是一种经高温烧成、内部具有大量彼此相通并与材料表面也相贯通的孔

道结构的陶瓷材料。多孔陶瓷材料一般具有以下特性：化学稳定性好，通过材质的选择和工

艺的控制，可制成使用于各种腐蚀环境的多孔材料；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和刚度，在气压、

液压或其他应力载荷下，多孔陶瓷的孔道形状和尺寸不会发生变化；耐热性好，用耐高温陶

瓷制成的多孔陶瓷可过滤熔融钢水和高温气体；具有高度开口、内连的孔道；几何表面积与

体积比高；孔道分布较均匀，气孔尺寸可控，在0.05～600μm范围内可以制出所选定孔道尺

寸的多孔陶瓷制品。

[0003] 氧化铝是一种高硬度的化合物，熔点为2054℃，沸点为2980℃，熔点高，硬度高且

资源丰富，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因此比较适宜做多孔材料的主体骨架。目前，多孔陶瓷

材料的制备技术有很多种，如：1、有机泡沫浸渍法；2、发泡法；3、添加造孔剂法；4、木材陶瓷

工艺；5、烧结法。然而这些方法往往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缺点：工艺复杂，产品杂质含量高

以及气孔率低，气孔不规则，材料强度低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目前多孔陶瓷材料的制备技术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一种直接通过硼酸和氧

化铝的之间的一系列热力学反应来制备均匀、高纯的多孔氧化铝材料。与现有常规方法相

比，本方法具有工艺简单，孔径细小且均一，孔径大小与初始原料粒径无直接关系以及产品

杂质含量低等优点。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07]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进行配料、混料，得到原料，原料中氧化铝粉的质量比为

30～70％，其余为硼酸粉；

[0008] (2)向原料中加入适量的水，水量为原料质量的5％～15％，进一步混匀并高压压

制成球团；

[0009] (3)将压制好的球团进行烘干；

[0010]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冶炼，冶炼温度控制在1500℃～2000

℃，冶炼时间控制在30min～60min；

[0011]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0012]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2)所述的高压压制球团的压力为10～20Mpa，保压时间30～

40s，球团的大小为10～20mm。

[0013]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3)所述的烘干的温度控制在80～120℃，烘干时间为8～12h。

[0014]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4)所述的感应炉以10～50℃/min升温速率，升温至冶炼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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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015]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1)所述氧化铝粉的粒度范围控制在0～1cm。

[0016]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1)所述的氧化铝粉的纯度控制在98％之上。

[0017] 进一步地，上述步骤(1)所述的硼酸粉的纯度控制在95％之上。

[0018] 与现有制备方法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9] (1)本方法工艺简单，通过直接硼酸和氧化铝按照一定的配比放入到加热到指定

温度条件下的感应炉中，即可制备出多孔氧化铝材料。

[0020] (2)通过本方法所制备的多孔氧化铝材料具有产品孔径细小且均一的特点，通过

控制工艺条件，可以控制孔径均匀分布且保持在微米甚至纳米级。

[0021] (3)与现有其他方法相比，本方法制备的多孔氧化铝材料其孔径大小与初始原料

粒径无直接关系，为制备多孔氧化铝材料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0022] (4)本方法制备的多孔氧化铝材料具有高纯，杂质含量低等优点，保证了产品的优

良的耐化学侵蚀的特性。

[0023] 本发明的生产方法具有工艺简单，产品孔径细小且均一，孔径大小与初始原料粒

径无直接关系以及产品杂质含量低等优点。能够很好地满足工业生产对多孔氧化铝材料的

要求，给生产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经济利益。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的XRD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的SEM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多孔氧化铝制备方法的新型冶炼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硼酸原料的纯度>95.0％，氧化铝纯度>98％。

[0028] 实施例1

[0029]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按一定的质量进行配料、混料：硼酸30％，氧化铝70％；

[0030] 2、向原料中加入原料质量的7％的水，进一步混匀并在造球压力为20MPa下压制成

球团；

[0031] 3、将压制好的球团湿料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100℃，烘干时间为9h；

[0032]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1500℃)冶炼40min；

[0033]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0034] 从图1-XRD和图2-EDS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所冶炼的产物为高纯氧化铝，几乎不含

有其他杂质。从扫描电镜图像可以看出，所得产物呈现多孔状，且孔径均匀分布，粒径大约

在1μm。

[0035] 实施例2

[0036]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按一定的质量进行配料、混料：硼酸40％，氧化铝60％；

[0037] 2、向原料中加入原料质量的10％的水，进一步混匀并在造球压力为20MPa下压制

成球团；

[0038] 3、将压制好的球团湿料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100℃，烘干时间为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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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1600℃)冶炼40min；

[0040]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0041] 实施例3

[0042]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按一定的质量进行配料、混料：硼酸50％，氧化铝50％；

[0043] 2、向原料中加入原料质量的15％的水，进一步混匀并在造球压力为10MPa下压制

成球团；

[0044] 3、将压制好的球团湿料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110℃，烘干时间为8h；

[0045]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1800℃)冶炼40min；

[0046]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0047] 实施例4

[0048]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按一定的质量进行配料、混料：硼酸60％，氧化铝40％；

[0049] 2、向原料中加入原料质量的12％的水，进一步混匀并在造球压力为20MPa下压制

成球团；

[0050] 3、将压制好的球团湿料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90℃，烘干时间为11h；

[0051]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1900℃)冶炼40min；

[0052]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0053] 实施例5

[0054] 1、将硼酸粉和氧化铝粉按一定的质量进行配料、混料：硼酸70％，氧化铝30％；

[0055] 2、向原料中加入原料质量的7％的水，进一步混匀并在造球压力为15MPa下压制成

球团；

[0056] 3、将压制好的球团湿料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120℃，烘干时间为8h；

[0057] 4、将已烘干的球团放入感应炉内进行高温(2000℃)冶炼40min；

[0058] 5、冶炼结束之后，将产品空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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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6

CN 109133976 B

6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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