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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纤维 （PET） 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后，通过湿法成形工艺制备微滤膜。结果

新型化学电源的研发与
应用。

要：通过对天丝纤维进行预处理和原纤化，制备出可生物降解的天丝超细纤维。将天丝超细纤

表明，天丝超细纤维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和较小的平均直径，比表面积可达到 6. 43 m2/g，平均直径

为 414 nm。当在微滤膜中添加 20%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 （纤维-3） 时，与未添加原纤化天丝超细纤

维相比，微滤膜的匀度指数和平均孔径大幅下降，匀度指数从 67. 1 降低到 35. 7，平均孔径从 11. 37
μm 减小到 3. 14 μm，抗张强度从 334 N/m 提高到 1180 N/m。

关键词：微滤膜；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可生物降解；匀度指数
中图分类号：TS761. 2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980/j. issn. 0254-508X. 2019. 10. 002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Microfiltration Membranes Based on Fibrillarized Tencel Ultrafine Fibrils
LIU Fuliang1

LONG Jin2

ZHAO Kunyu2，*

（1. State Key Lab of Special Chemical Power Supply，Guizhou Meiling Power Supply Co.，Ltd.，Zunyi，Guizhou Province，563000；

2. State Key Lab of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510641）
（*E⁃mail：861818142@qq.com）

Abstract：Biodegradable Tencel ultrafine fibrils were prepared by pretreatment and fibrillation of Tencel fibers. The biodegradable Tencel ul⁃
trafine fibrils had higher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smaller average diameter，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could reach 6. 43 m2/g and the average

diameter was 414 nm. The microfiltration membrane for the experiment was prepared by wet forming process using the mixed Tencel ultra⁃
fine fibrils and PET fibers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Compared with no fibrillarized Tencel ultrafine fibrils，when 20% fibrillarized Tencel ul⁃
trafine fibrils（fibers-3）were added to the microfiltration membrane，the uniformity index of the membran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67. 1 to 35. 7，and the average pore size decreased from 11. 37 μm to 3. 14 μm，tensile strength increased from 334 N/m to 1180 N/m.
Key words：microfiltration membrane；fibrillarized Tencel ultrafine fiber；biodegradable；uniformity index

大多数直接获取的水源不宜饮用，往往要经过沉
降、过滤等一系列步骤处理后才能达到饮用的要求。
通过过滤来净化液态水或者其他种类的液体，一直以
来都是一种重要的手段。19 世纪以来，过滤技术已
广泛应用于液体的过滤和分离。液体的过滤和分离，
可分为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技术[1-2]。在以上这
些技术中，使用最广泛的是微滤技术。微滤技术可用
于拦截悬浮液中的颗粒，细菌以及其他形式的污染
物，从而达到净化液体的目的[3-4]。微滤膜在石油化
工、电子工业、食品工业、生物工程等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而且应用范围和规模正在逐步扩大[5]。
目前市面上大概有几十种规格的微滤膜，微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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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孔径从 0. 025 μm 到 14 μm 不等，厚度约在 90~150
μm 之间，孔隙率大多高于 50%。由于无纺布具有多

孔的内部结构，高比表面积以及相对较低的成本等优
点，在微滤膜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按制备工艺
无纺布又分为干法无纺布和湿法无纺布，目前在微滤
膜领域有许多关于干法无纺布的报道，如以合成物为
原料通过静电纺丝的方法制备微滤膜[6-9]，但是静电纺
丝材料制备的微滤膜有固有的缺陷，由于静电纺丝材
收稿日期：2019⁃05⁃17（修改稿）
*通信作者：赵堃宇，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性能纤维
隔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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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强度差，且自身静电荷容易引起流体浸没现象，导
[10]

致它在液体过滤中的应用也相对比较少 。近年来，
也陆续有人研究以有机合成的超细纤维为原料，采用
[11]

湿法成形的方法制备微滤膜 。但以纯天然绿色再生

析仪，芬兰；EVO18 扫描电子显微镜，德国；Tech⁃
pap 匀度仪，法国；KRK-2230 双辊压延机，日本。
1. 3

试样制备

1. 3. 1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制备

纤维为原料制备微滤膜相关研究的报道甚少。本课题

经过合理的打浆工艺，有可能使天丝纤维充分的

采用天然绿色的天丝纤维，它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绿

原纤化，形成具有几十到几百纳米直径的原纤化纤

色纤维，可通过旋转纤维素的溶液得到。由于天丝纤

维[18-20]。由于天丝纤维原纤化机理已经有文章表述的

维具有皮芯结构，在机械力的作用下可以分离成超细

十分明白，本文不再赘述。

取 30 g 绝干天丝纤维，用去离子水配制成浆浓为

纤维。这些超细纤维不仅可用于制备微滤膜，而且经
实验研究发现还可以控制微滤膜的孔结构[12-17]。
随着超细纤维材料在各领域应用技术的不断发
展，超细纤维的制备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与创

新。超细纤维狭义的定义是直径小于 3 μm 的纤维，
对于圆形纤维，纤维的投影宽度就是它的纤维直径，
可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相后测量。对于非圆形纤
维，它的投影宽度不仅与纤维的截面尺寸有关，纤维
的扭曲度也会对投影宽度造成影响，因此测量纤维的
比表面积时可用计算的方法得到纤维的平均直径。由
于天丝纤维是非圆形纤维，为了统一表达，本实验中
的纤维直径均指经过计算得到的纤维平均直径。超细
纤维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化学法、相分离法、纺丝加
工和原纤化等。目前产业化的超细纤维种类有熔喷纤

10% 的 天 丝 浆 料 ， 用 质 量 分 数 为 0. 5% NaOH 溶 液

浸润处理天丝纤维浆料 4 h。用 PFI 磨浆机将浆料在

0. 5 N/mm 线性压力下打浆 18000 转、24000 转、30000
转，得到不同平均直径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分别

命名为纤维-1、纤维-2、纤维-3。取样进行纤维形态
的测定，同时对浆料的打浆度和比表面积等进行测定。
1. 3. 2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微滤膜的制备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微滤膜 （以下简称微滤膜）

手抄片定量为 70 g/m2，微滤膜基材配方见表 1。将原

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和 PET 纤维按照表 1 不同比例配比

后进行手抄片抄造，不同配比制备的微滤膜手抄片分
别命名为 A、B、C、D。
表1

维、静电纺丝纤维、玻璃棉纤维和原纤化超细纤维
等。由于这些超细纤维的原料特性和制造方法不同，
因此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应用领域。目前超细

微滤膜
编号
A

纤维主要应用在过滤与分离、生物及医学治疗、电池
材料和聚合物增强等方面。

C

而制备出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将原纤化天丝超细纤
维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纤维 （PET） 按一定的配
比混合后，通过湿法成形工艺可制备出原纤化超细纤
维微滤膜，以期为纤维的利用拓宽渠道。
1
1. 1

实

验
实验原料

天 丝 纤 维 （Tencel， Lyocell 莱 赛 尔 纤 维 的 商 品

名，奥地利兰精公司，纤度 1. 7 dtex，长度 4 mm）；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纤维 （Polyethylene terephthal⁃
ate， PET， 日 本 帝 人 有 限 公 司）， PET-1： 纤 度 2. 2

dtex，长度 5 mm；PET-2：纤度 0. 7 dtex，长度 6 mm。
1. 2

实验仪器

Mark_V1 PFI 磨浆机，芬兰；JA2003 精密电子天

平，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95568 纤维疏解机，奥

地利；TMI 73-60 湿法成型器，加拿大；FS300 纤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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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

PET⁃2

纤维⁃1

30%

50%

20%

30%

D

本实验通过对天丝纤维进行预处理和原纤化，进

PET 纤维

PET⁃1
30%

B

微滤膜基材的配方

30%

70%
50%
50%

纤维⁃2

20%

纤维⁃3

20%

表征方法

1. 4. 1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表征

（1） 纤维形态分析

量取 30~50 mL 质量分数为 0. 05% 的纤维悬浮液，

用 FS300 纤维分析仪测定不同原纤化程度天丝超细纤
维的长度、宽度等形态参数，检测时保证每秒测量的
纤维根数在 80~120 根之间，测量的总数在 20000 根
左右。

（2） 扫描电子显微镜
为了进一步观察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表面结

构，将样品镀金后，在 10. 0 kV 的加速电压下使用
EVO18 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纤维形貌结构和尺寸、纤
维原纤化程度和纤维形态的变化进行观察。
（3） 比表面积

将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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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冷冻干燥后，用贝克曼库尔特 SA 3100 比表面
积仪对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比表面积进行测量。
（4） 平均直径
假设制备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为圆柱形并且具
有相同的长度，则纤维当量直径计算见公式 （1）。
4
D ( nm ) =
× 10 6
（1）
2
ρA L
式中，ρ 为纤维密度，kg/m3；A 为纤维比表面积，
m2/g；L 为纤维平均长度，mm。
1. 4. 2

300 和 600 之间，3 种纤维的平均直径都小于 3 μm，
因此得到的 3 种天丝纤维都是原纤化超细纤维，当打
浆转数为 30000 转时，纤维-3 的长径比最大。
表2

纤维⁃1
纤维⁃2
纤维⁃3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形态

打浆转

打浆

比表面积 平均直

平均长度

数/转

度/ SR

/m ·g

L（n）/mm

18000
20000
30000

°

62
76
90

2

-1

径/nm

2.42

1100

6.43

414

3.33

799

长径比

0.54

491

0.23

556

0.27

338

纤维-3 长度分布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看出，

微滤膜的表征

（1） 匀度
匀度指纤维在纸基材料中分布的均匀程度，用匀

纤维长度集中在 0~1 mm 范围内。

度指数表示，匀度指数越小，样品的匀度就越好。本
实验采用 Techpap 匀度仪对微滤膜的匀度进行测定。
（2） 物理性质

微滤膜的孔隙率计算见公式 （2）。
ρ0 - ρ
孔隙率 = (
) × 100%
ρ0

（2）

式中， ρ 0 为天丝纤维的平均密度，1. 4 g/cm3；ρ

为微滤膜的密度，g/cm3。

另外通过用美国 PMI 公司生产的毛细管流量计

（CFP） 可对微滤膜的孔径分布和平均孔径进行测定。
图1

（3） 水通量
使用自制的装置在常压下测定纯水的水通量，测
试装置原理图可查阅相关参考文献[20]。将微滤膜剪切
成直径为 1 cm 的圆盘状，置于装置之上，将一定体
积的高纯水通过微滤膜，记录通过时间，根据公式
（3） 计算水通量。
V
J=
T⋅A

2. 1. 2

纤维⁃3 的长度分布

形貌分析

纤维-3 的 SEM 图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以看出，

大部分纤维直径小于 1 μm，且纤维形状为非圆形。

（3）

式中，J 为水通量，L/（m2⋅h）；V 为取样体积，L；

T 为通过时间，h；A 为微滤膜的有效面积，m2。
（4） 抗张强度

采用 L&W 抗张强度仪，按照 GB/T 453—2002 对

微滤膜抗张强度进行测定。
2

图2

结果和讨论

2. 1

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特性

2. 1. 1

形态分析

表 2 为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形态参数。从表 2 可

以看出，随着打浆转数的提高，纤维的平均直径减
小，比表面积增大。说明天丝纤维在逐渐原纤化。由

表 2 还可以看出，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长径比在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2. 2

纤维⁃3 的 SEM 图像

微滤膜特性

2. 2. 1

微滤膜的孔隙率

表 3 为不同微滤膜的孔隙率。由表 3 可知，微滤

膜的孔隙率平均在 58% 左右。因此本实验制备的原
纤化天丝超细纤维不会大幅改变微滤膜的孔隙率，可
将微滤膜孔隙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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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微滤膜样品
孔隙率/%

2. 2. 2

2. 2. 3

不同微滤膜的孔隙率

A

B

58.1

57.9

C

D

58.2

58.0

孔径及孔径分布

微滤膜 D 的孔径分布见图 4。从图 4 可以看出，

微滤膜 D 孔径主要分布在 1. 5~5. 5 μm 之间。

匀度指数

匀度是湿法成形无纺布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在湿
法无纺布中纤维分布得越均匀，微滤膜的匀度指数越
小，微滤膜的均匀性越好。图 3 为微滤膜 A 和 D 的匀

度照片。从图 3 可以明显看出，添加 20% 纤维-3 的微

滤膜 D 比不含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的微滤膜 A 具有更
好的成膜性，匀度更好。

图4

微滤膜 D 的孔径分布

表 5 为不同微滤膜的平均孔径。从表 5 可以看

出，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越细，微滤膜的平均孔径越

小。加入比表面积较大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可减小
微滤膜的平均孔径。当加入 20% 的纤维-3 时，微滤

膜 D 的平均孔径降低至 3. 14 μm。图 5 为微滤膜 A 和

D 的 SEM 图，从图 5 可以看出，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
覆盖在较大的纤维上以减小微滤膜孔径。添加原纤化
图3

微滤膜 A 和 D 的匀度照片

天丝超细纤维的微滤膜比未添加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

不同微滤膜的匀度指数见表 4。从表 4 可知，随

的微滤膜具有更均匀和更小的孔结构。
表5

着原纤化超细纤维打浆转数的增加，微滤膜匀度指数

逐渐下降，比较微滤膜 D 和微滤膜 A 可知，添加 20%
纤维-3 的微滤膜 D 匀度指数大幅下降，从 67. 1 下降

到 35. 7。因此可以得出，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对微
滤膜匀度有着重要的改善作用，且天丝纤维原纤化程
度越高、纤维越细，对微滤膜的改善作用越明显。
表4
微滤膜
匀度指数

A

67.1

50.2

C

D

40.0

35.7

图5
·10 ·

11.37

平均孔径

B

5.16

C

4.09

D

μm

3.14

水通量

水通量是提高微滤膜过滤性能的一个关键性技术

参数[17]。不同微滤膜的水通量如图 6 所示。从图 6 可

不同微滤膜的匀度指数
B

A

微滤膜

2. 2. 4

不同微滤膜的平均孔径

知，不同微滤膜水通量逐渐减少，水通量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制备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能一定程度上控制
微滤膜的平均孔径，使微滤膜的平均孔径降低，从而

微滤膜 A 和 D 的 SE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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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通过微滤膜时的阻力增加，最终导致微滤膜水通
量减少。常压下微滤膜 D 水通量为 770 L/（m ⋅h），仍
2

能达到相对较高的一个水通量水平。因此经原纤化天
丝超细纤维改善后的微滤膜能被应用于高水通量微滤
预处理。

3. 2

制备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对微滤膜有着重要

的改善作用，能使微滤膜形成更均匀的同时也能增加
微滤膜的抗张强度。当添加 20％打浆度为 90°SR 天丝
超细纤维时，微滤膜的匀度指数大幅降低，由 67. 1 下
降到 35. 7，抗张强度从 334 N/m 提升到 1180 N/m。
3. 3

制备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能控制微滤膜的平

均孔径，能使微滤膜具备更小和更均匀的孔结构。当
添加相同比例的原纤化天丝超细纤维时，超细纤维越

细，微滤膜孔径越小。微滤膜中添加 20% 打浆度为

90°SR 的天丝超细纤维（纤维-3）时，微滤膜的平均孔

径由 11. 37 μm 降至 3. 14 μm，水通量由 8190 L/（m2•h）
微滤膜

2. 2. 5

图6

不同微滤膜的水通量

抗张强度

纸基材料的抗张强度由纤维间结合强度的大小和
结合点的多少两部分组成。如果抗张强度太低，在后
续加工过程中就会出现困难，会对产品的正常生产造
成影响。图 7 为不同微滤膜的抗张强度。从图 7 可以

看出，添加不同原纤化程度的天丝超细纤维时，微滤
膜的抗张强度逐渐增加。当微滤膜中添加 20% 的纤

维-3 时，微滤膜 D 抗张强度明显增强，抗张强度由

降至 770 L/（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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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国际造纸技术报告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2019 年 10 月 11 日，由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院有限公司、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FPInnovations）共同
主办的 2019 国际造纸技术报告会在上海世博馆成功举办。

本届国际造纸技术报告会，是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制浆造

纸研究院有限公司首次与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合作，
邀请

要途径”的报告。
下午的报告会由中国造纸学会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房桂干研究
员主持。6 位学者在下午进行了演讲。

大连工业大学平清伟教授做了“玉米秸秆、竹子组分 Bio⁃

中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 11 位专家学者就生物质资源高效

AP 精炼技术”的报告。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下一代工艺

值化利用及智能制造，
吸引了来自中国、
加拿大、
芬兰等国的科

发展的卫生纸和可持续包装领域的研发机遇”的报告。加拿

利用领域的研究焦点热点做报告。报告会聚焦生物质资源高

部门高级主管 Jimmy Jong 博士做了“纤维素生物材料在快速

研院所、大专院校、
制浆造纸厂等单位的代表参会。

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生物质转化部门首席科学家 Michael Pa⁃

书长、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春昱及加拿大

进行了介绍。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开发部刘

在 2019 国际造纸技术报告会开幕式上，中国造纸学会秘

leologou 博士以“木质素——一个新的生物产品平台”为题目

林产品创新研究院（FPInnovations）研究科学家李庭杰博士分

金刚教授级高工做了“纳米纤维素的制备与应用”的报告。

别致辞。

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研究科学家李庭杰博士做了“增材

上午的报告会由中国造纸学会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主

任 、中 国 中 轻 国 际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总 监 靳 福 明 主 持 。 5
位学者在上午进行了演讲。

加拿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业务发展部门经理 Stéphan

Larivière 先生做了题为“加拿大纸浆、纸及生物质产品行业
的创新驱动力”的报告，重点介绍了加拿大在造纸、生物质

制造技术概述及其对制浆造纸业带来的机遇”的报告。法国
图卢兹联邦大学名誉教授/BioEB 公司总裁 Michel Delmas 博

士做了题为“LEEBIOTM 生物质技术及其在制浆造纸工业的应
用”的报告。
在上午、下午的演讲结束后，与会代表分别与演讲嘉宾
就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交流，反响热烈。

资源与产品领域科研的最新动向。大连工业大学林木生物

最后，曹春昱秘书长代表主办方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

质科学与工程中心主任孙润仓教授以“基于制浆造纸的木

言。他首先代表主办方感谢演讲嘉宾的精彩演讲，感谢加拿

质纤维素工业化生物质精炼与利用”为题，介绍了制浆造纸

大林产品创新研究院的支持和合作，并感谢与会代表的积极

行业在木质纤维素工业化生物质精炼与利用方面的发展。 参会。曹春昱秘书长指出，在本次会议上，演讲嘉宾从多个
加拿大克鲁格公司（Kruger Inc.）研发部副总裁 Balázs Tol⁃

角度、多个层面与大家分享如何高效利用纤维资源以及制造

和高性能混凝土中的应用”的报告。广州博依特智能信息

这些报告能够为造纸行业的科技研究、工厂应用提供借鉴，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继庚博士，就“造纸工业新一代

以助推造纸行业可持续发展！

nai 博士做了题为“纤维素长丝（CF）在纸张、轻质复合材料

业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的应用成果，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希望

智能制造与实践”进行了演讲。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

在技术报告会期间，还进行了有关制浆造纸及生物质资

化学工业研究所房桂干研究员做了题为“秸秆化学机械法

源利用相关技术成果的墙报展示，代表们就关注的墙报内容

制浆技术——解决本色包装纸板用纤维原料供应困境的重

进行了仔细地咨询和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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