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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PVDF中空纤维疏水复合膜制备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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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干一湿相转化法制备了不同纳米CaCO。含量的PVDF中空纤维疏水复合膜，并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原子力显微镜(AFM)，红外光谱(FTIR)、X射线衍射(XRD)、示

差扫描量热(DSC)、动态接触角、力学性能测试及膜蒸馏实验等考察了疏水型纳米CaC03对

PVDF复合膜结构及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纳米CaC03的加入可有效改善PVDF中空纤维

膜的力学性能，复合膜的最大拉伸应变可达140．67％，抗拉强度为6．13 MPa．纳米CaC03的

加入不仅提高了高分子聚合物PVDF的结晶能力，还会使膜表面粗糙度变大，疏水性增强，而

不会影响聚合物的结晶形态，复合膜的熔融温度与结晶温度变化幅度均比较小．在进水温度为

50℃条件下，所制备复合膜的膜蒸馏通量最高为12．3 kg／(m2·h)，对35 g／L NaCl溶液的盐

截留率稳定在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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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蒸馏技术(MD)是一种采用疏水性微孔膜，

以膜两侧蒸气压力差为传质驱动力的膜分离过程．

20世纪60年代Findley[1]首先阐述了这项技术，但

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只选用一些如纸板、玻璃纸、

玻璃纤维等疏水掺合物制成分离膜．上世纪90年

代，由于高分子材料和制膜工艺等方面迅速发展，膜

蒸馏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逐渐引起了工业界的

关注．目前，国内外相关学者已对膜蒸馏技术在盐水

淡化、化学物质浓缩与回收、果汁及液态食品浓缩、

废水处理等领域中的应用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

究[2-63．性能良好的疏水膜是膜蒸馏工艺应用的前

提，膜蒸馏过程膜材料的研发主要集中于聚丙烯

(PP)、聚四氟乙烯(PTFE)和聚偏氟乙烯(PVDF)

等3种材料[7]．上述材料的疏水性能都较好，但PP

膜化学稳定性及耐氧化性相对较差；PTFE膜采用

烧结法或拉伸法制备，制备工艺复杂且成本较高；

PVDF膜较PTFE膜容易成型，可采用溶剂致相转

化法制备，而且其化学稳定性及耐氧化性较好，已成

为目前研制膜蒸馏用膜的首选材料[8]．

尽管利用溶剂致相转化法制备的PVDF微孔

膜疏水性好、通量较高，但高分子有机膜也存在机械

强度低、使用寿命短、工业化应用性不强等问题[引．

近年来，通过在铸膜液中加入亲水型无机纳米粒子

以改善膜表面及内部孔道表面的亲水性，提高膜通

量，改善膜力学性能，抑制膜污染，延长膜的使用寿

命等相关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10-”]，但适用于膜蒸

馏过程的PVDF疏水性纳米粒子复合膜的研究鲜

见报道．本文拟在PVDF高分子聚合物铸膜液中添

加疏水型无机纳米粒子，以制备疏水性好、膜通量

高、力学性能优良的有机一无机疏水复合膜，并对所

制膜的微观结构及加入纳米粒子对膜性能的影响等

做了初步探讨．

1 实验部分

1．1实验材料和试剂

PVDF、疏水型纳米碳酸钙粉末，Solvay Solexis

公司；二甲基乙酰胺(DMAc)，上海经纬化学有限公

司；有机一无机混合型添加剂G4，实验室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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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VDF中空纤维复合膜的制备

将干燥后的纳米CaCO。粉末倾入预先溶解了

添加剂G4的DMAc溶剂中，先超声波分散4 h，再

持续高速搅拌(600 r／m)20 h，最后加入干燥的

PVDF粉末，在50℃恒温条件下持续搅拌直至聚合

物完全溶解．维持50℃温度不变，停止搅拌后静置

脱泡至少48 h，得到稳定的无泡铸膜液，然后采用

干一湿法纺丝工艺制备中空纤维膜．在铸膜液中，纳

米CaC03粉末的加入量以其相对于PⅥ)F粉末的

重量百分比计．

1．3分析测试

1．3．1 PVDF复合膜微观结构分析

采用HITACHI S一3000N型扫描电镜观察膜

表面及横断面形态．待测膜依次经乙醇、去离子水浸

泡处理后投入液氮中冷冻断裂，样品晾干经喷金处

理后同定在电镜样品台上，观察断面结构．

膜的疏水性及膜通量与膜表面糙度关系密切，

由原子力显微镜(AFM)(NanoScope llI a，Digital

Instruments，USA)观察膜表面情况，获得包括平

均粗糙度R。，均方根粗糙度R和最大粗糙度R一等
膜表面粗糙度参数值．将待测膜制成宽度为2～3

mm的膜片备用，置样品于载玻片上采用敲击模式

进行测试，并用AFM自带的分析软件对膜表面形

貌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1．3．2 PVDF复合膜的疏水性

中空纤维复合膜的疏水性以动态接触角

(DCA)表征，取一定长度中空纤维膜，利用表面张

力仪(DCATll，DataPhysics，Germany)测量中空

纤维膜浸入水中5 mm及以0．2 mm／min速度提升

出水面整个循环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重量，依据Wil—

hemyEl3]方法计算而测得膜的动态接触角．

1．3．3 PVDF复合膜的孔径及孔径分布

膜孑L径及孔径分布的测定方法很多，主要有压

汞法、泡压法、流体滤速法、截留分子量法及电子显

微镜观测法等[14]．实验选用压汞法测量膜孔径及孔

径分布，压汞仪型号为Autopore IV 9500(Micro—

metrics，USA)．

1．3．4红外光谱分析

为考察纳米碳酸钙粉末在PVDF基体中的存

在状态，采用以KBr压片的红外光谱仪(Spectrum

One FT—IR Spectrometer，Perkin Elmer，USA)(入

=633 nm)对PVDF有机膜及复合膜进行分析．

1．3．5 X射线衍射分析

采用X射线衍射仪(X'Pert PRO，Panalytical，

Holland)对PVDF中空纤维复合膜的晶相进行分

析．X射线衍射仪CuKa辐射(入一0．154 nm)，管电

压40 kV，管电流40 mA，扫描步宽0．02。，扫描范围

20=1～50。，扫描速度4。／min．

1．3．6 PVDF复合膜的DSC测试

采用示差扫描量热分析(DSC QlOO，Thermal

Analysis，USA)分别测试PVDF有机膜及PVDF

复合膜的结晶度和结晶焓．测量范围：20～200℃，

升(降)温速度：10℃／min，气氛：氮气，样品量：5

mg．将样品加热至200℃，停留2 min后，逐渐冷却

至20℃．

1．3．7 PⅥ)F复合膜的力学性能测试

将制备好的PVDF复合膜完全晾干后，裁为一

定长度(6．0 cm)，用电子万能试验机(Instron 5565

—5kN，Instron Corporation，USA)以10 mm／min

的拉伸速度检测其力学性能．

1．3．8 PVDF复合膜渗透性能测试

采用直接接触式膜蒸馏(DCMD)装置测试

PVDF复合膜的渗透性能，实验室自制的DCMD实

验装置如图1所示．

冷却水箱

图1直接接触式膜蒸馏试验装置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CMD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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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液通过恒温水浴加热，泵人中空纤维膜内侧，

渗出液于膜外侧输出经冷却系统冷却，由磁力循环

泵实现膜蒸馏热侧与冷侧循环．膜组件热侧与冷侧

流速以转子流量计调节．试验时，先开启热侧恒温水

浴和循环冷却装置，当达到预定温度时开启循环泵，

待热侧、冷侧进出口温度稳定时，每隔一定时间记录

的进出口均装有温度计，记录温度变化，热侧与冷侧 膜通量和产水电导率的变化．

表1膜渗透性能评价实验操作条件
Table 1 Operational condition of membrane permeability testing experiment

2 结果与讨论

2．1复合膜的红外光谱分析

截至目前，已发现PVDF主要有3种晶型的晶

格结构，分别为a晶型(晶型Ⅱ)、B晶型(晶型I)和

7晶型(晶型Ⅲ)，另外在特定的环境下还能产生8

晶型E15]．图2为采用以KBr压片的红外光谱仪(入一

633 nm)对PVDF有机膜及添加无机纳米粒子的

PVDF复合膜进行分析测得的红外光谱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1 276 cm～、1 175 cm-1及840 cm-1作为

8晶型的特征频率[16’17|，而无其它明显的a晶和7

晶的特征吸收频率．由上述结果可知，无机纳米粒子

的加入并没有改变PVDF的结晶形态，PVDF膜的

吸收峰未发生变化，膜中PVDF结晶主要为B晶．

鋈
褂
捌
蝴

图2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Ⅵ)F膜红外光谱图

Fig．2 FTIR spectra of PVD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

2．2复合膜的X射线衍射分析

不同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VDF膜X射线衍射

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无机纳米粒

子质量分数为O～20％时，没有发现纳米CaCOs的

特征吸收峰，说明粒子在复合膜中基本实现了纳米

化分散．当无机纳米粒子含量达到30％时，开始出

现纳米CaCO。的特征吸收峰，且随着纳米粒子含量的

增加，其特征衍射峰也逐渐变强，最终超过了PVDF

的衍射峰强度，此时部分纳米粒子在复合膜中出现了

“团聚”现象．经对照判定，加入纳米CaCOs后，高分子

聚合物PVDF的结晶形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主要为

|3晶型；这与红外光谱分析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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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l司无机纳米粒子加人量的PVDF膜X射线衍射图

Fig．3 X-ray diffraction of PVD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

由表2可知，随着无机纳米粒子含量的增加，高

分子聚合物PVDF的衍射峰强度先增大后减小，而

衍射角2e的变化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上述变化说

明纳米CaC03的加入对晶粒生长有影响，并且参与

了结晶过程；CaCOs纳米化分散时晶粒尺寸较小，而

“团聚”现象的出现会导致晶粒尺寸变大．

CaCOs粒子实现纳米化分散后，在膜制备过程

中，成为晶粒生长的核心．纳米CaCOs含量不超过

20％时，分散状态良好，随着其含量的增加，形成了

更多的晶粒核心，有利于小晶粒的产生，使结晶过程

强化，晶粒数量增多，导致衍射峰强度变大．纳米

CaC03含量达到30％后，纳米粒子中一部分会产生

“团聚”现象，使晶粒核心数量减少，易形成较大晶

粒，晶粒的数量也会减少，导致衍射峰强度减小．



·348· 膜科学与技术 2010焦

表2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VDF膜XRD衍射峰强度及衍射角

Table 2 XRDpeak intensity and diffraction angle of PVD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

2．3复合膜的热性能分析

图4、5分别为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

PVDF膜的示差扫描量热(DSC)升温、降温过程曲

线．PVDF膜的熔融温度(Tm)、熔融峰宽度(ATm)、

熔融热焓(AH。)、结晶度(C)、结晶温度(Tc)、结晶

峰宽度(A瓦)、结晶热焓(AH。)等相关数据见表3．

由图4、5可以看到不添加纳米CaC03时，PVDF有

机膜在升温过程中出现了双重熔融峰．X射线衍射

分析结果显示，微孔膜中PVDF的结晶形式为8晶

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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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VDF膜

示差扫描量热图(升温)

Fig．4 DSC thermograms of PVD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endo)

型，因此双重熔融峰的出现并不对应两种晶型的熔

融，而是由不同稳定性和不同尺寸的晶粒的熔融引

起DSC升温过程的熔融一重结晶现象[18|．添加无机

纳米粒子后，DSC升温过程中双重熔融峰消失，这

主要是由于纳米CaCO。的加入提高了高分子聚合

物PVDF的结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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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VDF膜

示差扫描量热图(降温)

Fig．5 DSC thermograms of PⅥ)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exo)

表3数据显示，加入无机纳米粒子后，PVDF膜

的熔融热焓升高，对应的结晶热焓下降，这可能是由

于无机纳米粒子在复合膜中强烈的异相成核作用，

可以提高PVDF膜的结晶度，结晶热焓下降．

表3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条件下PVDF膜的DSC测试结果

Table 3 DSC melting and crystallization results of PVD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

纳米粒子质量分数／t瓦／℃ △瓦／℃ △H。／(J·91) c／％To／'C ATo／'C AHJ(J·g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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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朱cacn的加入会对PVDF膜制各过

程q一聚合物晶粒的生长及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但

DSC测试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PVDF膜的熔融温

度及结晶温度峦化幅度很小．纳米CaC()x的加^对

PVDF膜热性能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2 4复合膜的表面特征分析

用AFM扫描不同纳米CaCO；舔加量的

PVDⅣ无机纳米粒子复合膜，扫描而积为5 J棚×
5 ram．幽6为PVDF复合膜表面AFM扫描照片·

表日给出了FVI)F复合膜表面粗糙度情况

■l◆
腹蝴^F瞄窿阿。2㈣*#㈤帅Ⅲ女☆m^面^JW嚣瓤∥立体⋯

■i”◆
#在ⅫA}M高懂㈣ №&ⅢAFM口镕I目

b 50％**”T镕∞Ⅲi,im复☆腋表ⅢAFM扣*∞“

月6 pVI)F￡音Ⅸ&日AFM扫镕M片

Fig．6 AFM⋯of pVDF—positem∞b⋯r‰
表4{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八量的PVDF膜袁自粗糙度

Table 4 Surfacc”％hr璐sd PVDF—branewith⋯si|l。rganic⋯panMes dodge

由表4可以看出，添加了无机纳米粒子舶

PVDF复合膜表面粗糙度均高于纯PVI)F有机

膜；而且随着纳米CaCOa在铸膜液中古母的增

加，膜表面粗糙度呈增大趋势膜表面粗糙度的

变化会影响到礅孔膜的疏水性能一般而等，水

滴对平滑表面的亲水性较好；对龃糙表面的亲

水性则醯弱．疏承性增强““由表5可知．随着

PVDF复合膜中纳米粒子含量的增加，膜表面

粗糙度变大，接触角亦随之增大，膜衷面疏td(性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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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复合膜的力学性能分析

图7为不同纳米Cac0。含量的PVDF复合膜

应力一应变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纳米

粒子加入量对复合膜力学性能的影响不尽相同，但

与未加入纳米粒子的PVDF有机膜相比较，复合膜

的抗拉强度及最大拉伸应变均有所提高，其力学性

能得到明显改善．

图7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VDF

膜应力一应变曲线

Fig．7 Stress-strain curves of PVDF membrane with

various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

在不添加纳米粒子的情况下，PVDF有机膜的

最大拉伸应变仅为101．12％，抗拉强度为4．66

MPa．与之相比，无机纳米粒子质量分数为20％时，

复合膜的最大拉伸应变可达到140．67％，抗拉强度

为6．13 MPa，力学性能提高幅度显著．由测试结果

可发现，当纳米粒子质量分数不超过20％时，复合

膜力学性能随纳米粒子含量的增加而提高；纳米粒

子在铸膜液中质量分数在30～50％范围内变化时，

复合膜的力学性能呈逐渐劣化趋势．这主要与纳米

粒子在复合膜中的分散状态有关，由复合膜X射线

衍射分析可知，无机纳米粒子含量较低时，在铸膜液

中较容易实现纳米化分散；随着其含量增加，部分纳

米粒子会产生“团聚”现象．团聚后的纳米粒子被包

埋于复合膜内，导致复合膜力学性能不均，尤其在纳

米粒子团聚处，由于团聚体的体积相对较大，聚合物

不能相互贯通，力学性能显著降低，复合膜拉伸应变

下降幅较大．

2．6复合膜的渗透性能分析

复合膜的膜蒸馏通量变化情况如图8所示．铸

膜液中纳米CaCO。添加质量分数在0～20％范围

内变化时，膜通量随纳米粒子含量的增加而升高，当

无机纳米粒子质量分数超过20％而继续增加时，膜

通量下降．复合膜渗透性能测试实验表明，添加纳米

粒子有助于提高微孔膜盐截留率的稳定性；其加质

量分数在10～50％范围内变化时，复合膜盐截留率

未见显著变化，基本稳定在99．99％左右．

二．、

；
一

‘昌

兽
皿曙l
圈
*

纳米碳酸钙相对质量分数，％

图8不同无机纳米粒子加入量的PVDF复合膜通量

Fig．8 Permeate flux of PVDF membrane with

different inorganic nanoparticles dosage

上述实验现象主要是由于纳米粒子的加入

引起膜结构形态的变化所导致的．加入少量无机

纳米粒子时，其在铸膜液中不溶解，呈悬浮分散

状态；铸膜液进入凝固浴发生相转移凝固成膜

时，纳米粒子可起到相核作用，为聚合物结晶提

供了晶体生长的晶核，有利于晶粒的产生，使得

结晶过程强化，晶粒数量增多；虽然晶粒数量的

增多导致微孔膜孔径尺寸降低(如图9所示)，但

由于结晶过程的强化提高了非溶剂的渗人速率，

有利于实现瞬时液一液分相，膜孔隙率增大，通量

提高．随着铸膜液中纳米粒子含量的继续增加，

膜孔径变得越来越小，甚至降低至纳米级；致密

的膜表皮层影响了溶剂一非溶剂间的双扩散速

度，不利于膜孔间的相互贯通(如图lO所示)，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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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率降低，孔径生小厦孔隙牢下降等不利于传

质过程的因素将导致膜通量下降

**《＆镕Ⅻ”日日n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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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实验以制缶力学增强喇PVDF复合膜为主要

研究内存．采州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示差扫描显

热、原子力显傲镜、动态接触如与力学性能测试等分

析手殷．考察了纳米n(1(X粉末对PVDF成膜过程

成膜性能的影响．丰要研究结盹如下：

1)纳米ocn粉束的加入并没有改变FVDF

的结品形态．复合膜中PVI)F的结品主要为口品

2)无机纳米粒干加质忸分数不超过20％时t

耗子在复合膜·I r可蛮现纳米化分墩；继续提高其加

^韫．部分纳米粒丁仑在复台媵tI，产oE“用聚”现象

^)差热扫描量热分析托明无机纳米粒于的加

^能打效挫高pVDF的结盯-能力：不州无机纳米粒

干加人址时PVDF复合膜热性能的影响轻微，复台

悭的熔融泓度及站晶濉度变化幅度很小

n 20％纳※枉r☆Ⅱ ¨孵o*朱#f含M ·50％纳米柑子a譬

m 10 PVD]复☆啦横截自SEMm"

Fig．10 SEM肿7phJO“of Pv肼m咖bTane⋯⋯Ilon with vsrloosI“J“nTll⋯t州lIcl#口o“E9
4)随着PVDF复合膜中纳米CaCO：粉末含最The⋯w"Ⅲml¨fⅢItk by⋯m⋯dlslillation[门

的增加．膜表面租糙度变大．疏水性坩强 ，Membr＆“19Y5·102 113 122

5)纳米(=ao^耪未的加人可有效改善PVDF ：^：n啪m A·Dri”li E·(“-1“㈣n‘，Clar-f川啪arA

巾空纤维膜的力学性能．复合膜的最大拉伸应变町

逃140 67蟛，抗挝强度提高到了6 13 MPa

6)纳米caCn粉束的舢质量分散不超垃20州

时，有助于提高疏水膜的膜蘸馏通显．膜通屉展高可

达【2 3 kg／(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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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PVDF composite hollow

fiber hydrophobic membranes for membrane distillation

HOUDeyinl，WANG Junh，LUAN Zhaokunl，ZhAO Changweil，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P．O．Box 2871，

Beijing 100085，China；2．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0083，China；3．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The hydrophobic hollow fiber CaC03／PVDF nanocomposite membrane was prepared by the im—

mersion precipitation phase invers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CaC03 nanoparticles on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s of composite membrane were investigat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atomic

force microscope(AFM)，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X-ray diffraction(XRD)，dif—

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DSC)，dynamic contact angle(DCA)，mechanical properties test and mem—

brane distillation experim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ddition of CaC03 nanoparticles could enhance

tensile strength and stretching strain at break to 6．13 MPa and 140．67％，respectively．Besides，the nano—

particles also increased the polymer crystallinity and the membrane surface roughness．The crystal form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and melting temperature of the hollow fiber changed little with the addition of Ca—

C03 nanoparticles．During the desalination process of 35 g／l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through direct con—

tact membrane distillation with the self-prepared composite membrane，a maximum permeate flux 1 2．3 kg／

(mz h)was obtained and the rejection of NaCl maintained 99．99％with the feed solution at 50℃and the

cold distillate water at 20．0"C．

Key words：membrane distillation；nano-sized CaC03；composite membrane；mechanical properties；hy—

drophob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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