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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砜与丙烯酸紫外光辐射接枝

共聚制备 pH敏感共混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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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紫外光辐射引发均相溶液体系中的聚砜与丙烯酸接枝共聚; 以聚砜与丙烯酸接枝共聚物和纯聚砜为共混基

材,制备出具有 pH 响应性的环境敏感共混膜;研究了共混膜结构和性能, 考察了不同 pH 值下的膜纯水通量, 结果表明,

共混膜含有丙烯酸基团,含接枝共聚物的共混膜具有明显的 pH 敏感性, 纯聚砜膜没有明显的 pH 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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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功能膜的制备在膜改性领域中日益受到重

视,越来越多的膜科学工作者致力于研究改性后具有

特殊性能的分离膜[ 1]。功能基团的加入能改善膜的

抗污染性能、提高膜的选择性,以及获得具有全新分离

功能的膜, pH 智能型开关膜就是其中之一
[ 2, 3]
。pH

敏感膜的制备方法主要有化学接枝法、等离子体辐射

法、紫外辐射法等[ 4, 5] ,其中紫外光接枝法因其反应条

件温和,反应时间短等优点而备受关注[ 6, 7]。目前有

关紫外光接枝改性制备 pH 敏感膜的研究大都是先制

膜后在其表面进行接枝聚合反应。

本文通过均相体系光接枝聚合使聚砜与 pH 敏感

材料丙烯酸接枝共聚, 再采用共混相转移法制备具有

pH 响应性能的开关膜,并对共混膜的结构和性能进行

了研究,探讨了膜的过滤通量与 pH 值的关系, 以及接

枝共聚物的含量与 pH 响应系数的关系等。

1  实验部分

1. 1  原材料
聚砜( PSF)、双酚 A: 特性黏数为 0173, 大连聚砜

塑料有限公司, 使用前溶解于二氯甲烷后在环己烷中

沉淀提纯;二氯甲烷、丙烯酸( AA)、二苯甲酮、乙醚、二

甲基乙酰胺( DMAc) : 均为分析纯, 均来自北京化学试

剂公司;丙烯酸( AA) :在使用前经减压蒸馏纯化。

1. 2  光引发接枝共聚[ 8]

将聚砜( 10. 0g )、二苯甲酮 ( 018 g)和丙烯酸( 210

g )分别溶解于二氯甲烷( 100 mL) , 待完全溶解后装入

石英容器中。将该石英容器置入光反应器 (光源为

1000 W的高压汞灯,最大吸收波长 365 nm,光照距离

20 cm)中,充入氮气 20 m in后于室温光照至预定反应

时间。光照后的溶液倒入过量无水乙醚中, 将沉淀物

溶解于 DMAc,再在纯水中沉淀析出,用热水洗去均聚

物,过滤烘干至恒量, 得聚砜与丙烯酸接枝共聚物

( PSF-g-AA copolymers) ,接枝率约为 10%。

1. 3  膜的制备

将接枝共聚物与聚砜按比例溶解于 DMAc(质量

百分比为 15%)溶液中, 加入添加剂聚乙二醇 400(质

量百分比 10%)混合均匀和熟化脱泡。将上述制得的

铸膜液流延在抛光玻璃板上,用特制刮刀使之铺展成

具有一定厚度的均匀薄层,然后将玻璃板轻轻地放入

凝胶浴中,铸膜液凝胶、固化,将凝胶成型的薄膜用流

动水冲洗 24 h 以上, 以彻底去除残留添加剂和溶剂。

膜保存在蒸馏水中待用。

1. 4  膜表面分析

将膜烘干后, 用漫反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 Nicolet Avatar 360,美国 Nicolet 公司)测出共混前后

膜的红外吸收光谱图;采用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AX-

IS Ult ra, 日本岛津)对样品表面成分进行测量; 用接

触角测量仪( CA-D,日本协和界面科学株式会)测量水



在膜表面的接触角; 使用扫描电镜 ( JSM-6301F, 日本

岛津)观察聚砜改性前后的膜表面和断面形貌。

1. 5  膜的 pH敏感性测试

共混膜的 pH 响应性通过测定接枝膜在不同 pH

值( 2. 0~ 12. 0)时过滤水通量( J )的变化进行表征,即

用50 mL 自制超滤杯进行测量, 装入去离子水, 膜在

0115 MPa压力下预压至少 30 min, 随后测量直到得

到一恒定值; pH 缓冲溶液由柠檬酸和磷酸氢二钠配制

而成, 溶液的离子强度通过加入定量的 NaCl调节为

013 mol/ L。按式( 1)计算水通量 J ( L/ m2#h)

J = 透过液体积
膜面积 @时间 ( 1)

为了更好地表征膜过滤通量的 pH 值敏感响应特

性,特定义了 pH 值响应系数 K ,其定义为:

K =
J pH= 3

J pH= 7
( 2)

式中: J pH= 3和 J pH= 7 ) ) ) 膜在pH= 3和pH= 7的过滤

通量( L/ m2#h)。

2  结果与讨论

2. 1  共混膜的表征

2. 1. 1  膜表面接触角: 膜接枝前后的相对亲水性和

憎水性可用接触角来表征, Tab. 1为不同接枝率膜表

面的接触角。由 T ab. 1数据可知,含接枝共聚物的膜

接触角均比纯 PSF 膜的低, 且随着共聚物含量增加,

膜表面接触角越小, 表明聚砜接枝丙烯酸能提高材料

的亲水性。

Tab. 1 Water contact angle of blending membranes

S ample GA0 GA20 GA40 GA60 GA80 GA100

PS FBPSF-g-AA copolymer 100B0 80B20 60B40 40B60 20B80 0B100

Water contact angle(b) 68 ? 1 62 ? 1 51 ? 1 43 ? 1 38 ? 1 32 ? 1

2.1. 2  红外光谱分析: Fig. 1 是共混膜的红外光谱

图。含接枝共聚物的膜在 1720 cm
- 1
附近会有一个新

的吸收峰, 它归属于丙烯酸中 C= O伸缩振动吸收特

征峰,表明共混膜中含有丙烯酸基团,且随着接枝共聚

物共混比例的增加, 丙烯酸的特征吸收峰面积增大。

Fig. 1  Infrared spectra of blending membranes with various PSF-

g-AA copolymers

2. 1. 3  XPS 能谱分析: 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对接

枝前后的聚砜材料进行了 XPS 测试。未接枝的聚砜

材料的 C1s谱可分解为三个峰(见 Fig. 2a) , 在结合能

为 284. 80eV 的为- CH - 峰, 286. 28 eV 的为- C- S

- 和- C- O- 的重叠峰,以及低结合能 291161 eV 的

P-P
*
伸缩振动峰。与未接枝的聚砜材料的 XPS 能谱

比较, 接枝共聚物的 C 1s谱可分解为四个峰 (见 Fig.

2b) , 除了在结合能为 284180 eV 的为- CH - 峰,

286128 eV的为- C- S- 和- C- O- 的重叠峰,以及

低结合能 291161 eV 的 P-P* 伸缩振动峰外, 还在结合

能288199 eV 处出现新的- C= O 振动峰,此峰为丙烯

酸接枝共聚在聚砜链上的- C= O贡献的结果。

( a)

( b)

Fig. 2  C 1s spectra of blending membranes

2. 1. 4  扫描电镜分析: Fig. 3是不同共混比例的膜截

面扫描电镜图,从图可知, 纯聚砜膜的指状孔小而密,

孔壁光滑,孔壁上没有明显的网络孔;而加入接枝共聚

物后的共混膜, 随着接枝共聚物比例的增加, 指状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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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大而数量下降, 且孔壁疏松带有明显的网络结构,

这可能跟含有丙烯酸的接枝共聚物比较亲水,凝胶速

度较慢有关。

2. 2  共混膜的 pH敏感性能

2. 2. 1  膜通量与 pH 值的关系: Fig. 4 反映了不同 pH

值时共混膜通量的变化。纯聚砜膜通量不随 pH 值变

化而变化,始终维持在一个恒定值,因此纯聚砜膜不具

有 pH 敏感性;加入不同比例的接枝共聚物后, 膜通量

都随 pH 的增大而减少, 说明含有接枝共聚物的膜具

有很强的 pH 依赖性;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当 pH 值在

3~ 5之间变化时,膜过滤通量的减少最为突出。由于

接枝共聚物含有丙烯酸接枝链, 随着溶液 pH 值的变

化,接枝共聚物上的接枝链会发生收缩或扩展的变化,

从而引起膜有效孔径的变化,使膜的过滤通量发生变

化。丙烯酸的 pK a为 4126, 当溶液 pH 值小于 4的时

候,丙烯酸链上的- COOH 为非解离状态,不带电荷,

无静电排斥力, 使接枝链卷曲, 膜的有效孔径变大, 过

滤通量较大;随着溶液 pH 值的增大, 丙烯酸上的羧基

逐渐发生解离, 使接枝链带上负电荷,同种电荷间的排

斥作用,使得羧酸链逐渐呈现扩展状态,导致膜的有效

孔径减小,过滤通量也随之减小。

Fig. 3  SEM micrographs of the cross- sections blending membranes

Fig. 4  Water flux of blending membranes on the corresponding

pH value

Fig. 5  pH responsive coefficient of blending membrane with vari-

ous PSF-g- AA copolymers

2. 2. 2  共混膜 pH 响应系数与接枝共聚物含量的关

系: Fig. 5表明共混膜的 pH 值响应系数随接枝共聚

物含量的变化而变化。在接枝共聚物含量低时, pH 值

响应系数随接枝共聚物的含量增加而增大, 可能是因

为随着接枝共聚物含量的增加,丙烯酸链含量也增加,

链的构象变化使共混膜的有效孔径变化倍数增大; 在

含量为 60%左右, pH 值响应系数达到最大值约 5, 随

后呈下降趋势。当含量大于 60%时, 丙烯酸链含量进

一步增加可能使膜孔径变小,导致丙烯酸链的可构象

变化小,使有效孔径变化倍数减小。因此为了得到预

期的 pH 值响应性能, 应把膜孔径和丙烯酸含量控制

在适当的范围。

3  结论

( 1)通过均相体系光接枝聚合合成了具有 pH 敏

感性的接枝共聚物; 以接枝共聚物和聚砜为共混基材,

制备出具有pH 响应性的 pH 敏感共混膜, XPS和红外

光谱证实含接枝共聚物的共混膜存在丙烯酸接枝链。

( 2)在不同 pH 值的水通量测量表明, 含接枝共聚物的

共混膜具有明显的 pH 敏感性, 而纯聚砜膜的水通量

在不同 pH 值时比较稳定, 没有明显的 pH 敏感性。

( 3)为了更好地表征共混膜对 pH 值的敏感性, 分析了

聚合物中接枝共聚物含量与 pH 值响应系数的关系,

当铸膜液的固含量中接枝共聚物占 60%时, pH 值响

应系数最高约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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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polymers of polysulfone-graf t-acry lic acid w ere synthesized by homogeneous photo- init iated graft

copolym erizat ion. T he pH sensit ive blend membrane was prepared by cast ing an aqueous solut ion of polysulfone-graf t-

acrylic acid copolymers and polysulfone as basic phase, the chemical and morpholog ical changes for w hich were stud-

ied. Results reveal that acrylic acid groups are present on the blend membranes. The results by measuring the water

filt rat ion f lux changes on different pH values show that pH responsibilit ies of the blend membrane w ith graf t copoly-

mers has been observed, but the nascent polysulfone membrane has not the pH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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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分子结构温度敏感性水凝胶的制备方法属

于功能高分子材料领域。现有合成水凝胶的方法有各

自的缺陷, 例如交联剂和成孔剂残留, 生物相容性不

好,响应速率低等。本发明首先将环糊精溶解于去离

子水中,加入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搅拌后,加入 N

- 异丙基丙烯酰胺, 氮气氛围下搅拌,加入引发剂, 密

封容器,水浴加热, 反应制备水凝胶。反应完成后, 用

去离子水浸泡, 即得到超分子结构温度敏感性水凝胶。

本法无需添加交联剂, 操作简单, 无需特殊设备,制备

的水凝胶,具有超分子结构,具有良好的温度敏感性和

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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