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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化聚芳醚砜超薄纳孔膜的制备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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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磺化酚酞侧基聚芳醚砜（SPES-C）超薄纳孔膜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以氢氧化铜纳米线为模
板，利用 SPES-C 在纳米线表面的静电吸附过程，在微滤膜上制备厚度为 79 nm 的超薄纳孔层，其工艺简单、
操作方便、适用于大多数阴离子聚电解质。着重考察了 SPES-C 超薄膜的制备过程、形貌、分离性能。制备的
SPES-C 超薄膜含有超薄纳孔分离层和大孔支撑层，表面平整，具有通量高、污染低、膜阻力小等优点，其纯水
通量高达 856 L·m−2·h−1·bar−1，5 nm 金纳米粒子的截留率可达 93.9%，在渗析、超滤等过程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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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ultrathin SPES-C
nanoporous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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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ported a method to fabricate ultrathin SPES-C nanoporous membranes for
size-selective separation. Copper hydroxide nanostrands are employed as templates to prepare the about
79 nm-thick nanoporous layer on microfiltration filters by adsorption of SPES-C chains on nanostrands’
surface. The newly developed method is facile, universal, and can be applied to negatively charged
polymers. The membrane fabrication, structure and separation performances a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resulting membrane has an ultrathin SPES-C nanoporous layer covering on the macroporous support, and
shows ultrafast water permeation, low fouling and tiny permeation resistance during pressure-driven
filtration. The membrane has high pure water flux of up to 856 L·m−2·h−1·bar−1 and good rejection (93.9%)
for 5 nm gold nanoparticles, which will have a wide application in controlled release, selective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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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膜分离作为新型分离技术，以分子水平的分离、能耗少、成本低、无相变、绿色环保等优势，越来

越受到关注。它是利用天然或人工制备的具有选择透过性膜，以外界能量或化学位差为推动力对双组分
或多组分的溶质和溶剂进行分离、分级、提纯和浓缩的方法，被公认为是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中期最具
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之一[1]。
超滤是应用最广泛的膜分离过程之一。近年来，超滤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例如工业含油废水处理
和超纯水的制备，以及生物化学领域。其还可有效地分离、提纯和净化生活饮用水中的一些高分子物质
和小分子可溶性溶质[2~3]。然而，大部分的商品超滤膜存在孔径分布宽、膜阻力大、膜污染严重等问题，
导致膜通量较小、溶质损失较大[4~5]。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制备通量高且分布窄的高性能超滤膜。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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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超滤膜相比，超薄复合膜由超薄分离层和大孔支撑层构成，具有超高通量和膜阻力小的优势[6~7]。
本文以氢氧化铜纳米线为模板制备超薄 SPES-C 纳孔膜，用于超滤膜过程。含酚酞侧基聚芳醚砜
（PES-C）是一种半结晶线型热塑性高聚物，分子主链上含有大量的芳环，呈现出较大的刚性且分子间
作用力较强，具有优良的耐热性和机械性能，已经成为超滤膜材料的理想选择之一[8~9]。然而，由于它们
天然的疏水性限制了其在水处理方面的应用。为此，本文先磺化亲水改性，然后经静电组装过程制备高
性能超滤膜。

1

实验部分

1.1

SPES-C 的制备
采用浓硫酸直接磺化法对 PES-C 磺化改性，制备 SPES-C（Na），其反应如图 1 所示。在室温下，将

10 g PES-C 溶解到 180 mL 浓硫酸中。待 PES-C 完全溶解后，将均相反应体系加热至 40℃进行磺化反应，
得到一定磺化度的 SPES-C. 反应结束，将均相反应液倒入去离子水中进行沉淀，然后用去离子水反复洗
涤沉淀，直至去离子水的 pH 值在 6 到 7 之间。最后，将 SPES-C 在浓度为 1 mol/L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浸
泡 48 h，用去离子水洗去残余的氢氧化钠，获得 SPES-C（Na）.

图1

SPES-C（Na）的制备反应过程

Fig. 1

1.2

Preparation of SPES-C (Na)

SPES-C 超薄膜的制备
依据以前的报道，用 2 mmol/L 硝酸铜溶液和 0.5 mmol/L 乙醇胺配制氢氧化铜纳米线单分散溶液[10]。

如图 2a 所示，制得的氢氧化铜纳米线溶液为淡蓝色透明溶液。过滤氢氧化铜纳米线溶液于 200 nm 孔径
的氧化铝微滤膜上形成表面平整、孔径小于 10 nm 的纳米线模板层（如图 2b 所示）。同时，由图 2b 还可
以清楚地获知氢氧化铜纳米线的总体形貌，制备的纳米线尺寸均一，直径约 2.5 nm.
以 N-甲基吡咯烷酮（NMP）为溶剂制备所需浓度的 SPES-C（Na）溶液。过滤 SPES-C 溶液通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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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的纳米线模板层，最后缓慢过滤稀盐酸溶解氢氧化铜纳米线模板，形成超薄 SPES-C 分离层，获得
以氧化铝微滤膜为支撑层的 SPES-C 超滤复合膜。

图2
Fig. 2

1.3

氢氧化铜纳米线的溶液照片（a）和模板层表面 SEM 图（b）

A photo of copper nanowire solution (a) and SEM image of copper nanowire template layer (b)

膜形貌与结构的表征
采用德国 Leo 公司的 Leo-153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观察超

薄膜的表面、断面形貌以及测膜厚度。膜的断面样品通过液氮淬断制备。由于高分子导电性不好，所以
样品经日本日立 Hitachi 株式会社 Eiko IB-3 型金属离子溅射镀膜仪对样品表面喷镀厚度约 5 nm 的铂层。
1.4

分离性能测试
室温、压差 80 kPa 下，用玻璃过滤器测膜的纯水通量（J，L·m−2·h−1·bar−1），通过直接测量过滤的体

积来计算纯水通量，计算公式为
J = V / AtP，
其中，V 为透过液的体积（L）；A 为有效膜面积（m2）；t 为时间（h）；P 为膜两侧的压差（bar）。
测试 5 nm 金纳米粒子和细胞色素 c（cyt.c，直径约 2.5 nm）的截留性能，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UV-vis）测定原液、透过液和浓缩液中金纳米粒子的浓度，随后计算膜的截留率 R（%），其计算
公式为
R =（1−Cp/Cf）×100，
其中，Cf 为原始料液的浓度（mg/L）；Cp 为透过料液的浓度（mg/L）。

2

结果与讨论

2.1

SPES-C 超薄膜的结构
制备的 SPES-C（Na）为淡黄色颗粒，其磺化度通过返滴法测定。将 1 g SPES-C（H）在浓度为 1 mol/L

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浸泡 48 h. 然后，以酚酞为指示剂，用浓度为 1 mol/L 的稀盐酸溶液对上述氢氧化钠
水溶液进行返滴定。经测试，制备的 SPES-C 磺化度为 0.64.
SPES-C 是非水溶性的高分子，因而自组装过程不能发生在纳米线的单分散液中。在基膜上先过滤纳
米线单分散溶液形成纳米线模板层，其表面平整并具有很高的孔隙率 [10]。再缓慢过滤 SPES-C 溶液，
SPES-C 分子链会通过静电吸引作用自组装在纳米线的表面，然后过滤稀盐酸，使得纳米线表面自组装的
SPES-C 发生微相分离伴随着纳米线的溶解，最后得到 SPES-C 超薄复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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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 SPES-C 超薄膜的 SEM 图。由图 3a 可知，制备的超薄 SPES-C 纳孔层均匀覆盖在氧化铝微滤
膜上且表面平整、结构均一。由图 3b 可知，制备的超薄复合膜由表面的超薄 SPES-C 纳孔层和底部的氧
化铝微滤膜构成，前者厚度约 79 nm，均匀地覆盖在后者上。由此可见，以氢氧化铜纳米线为模板，在
氧化铝微滤膜上成功制备了超薄 SPES-C 纳孔层。

图3
Fig. 3

2.2

SPES-C 超薄膜表面（a）和断面（b）的 SEM 图

Top-view (a) and cross-sectional (b) SEM images of ultrathin SPES-C nanoporous membrane

SPES-C 超薄膜的渗透性
室 温 下 测 试 了 SPES-C 超 薄 膜 的 纯 水 通 量 。制 备 的

SPES-C 超 薄 膜 具 有 超 高 的 渗 透 通 量 ， 其 纯 水 通 量 为
856 L·m−2·h−1·bar−1，是同类型商品膜纯水通量的 5 倍以上。
此外，由于该膜带有大量的磺酸基团，溶液的离子浓度对
膜的通量可能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测试了溶液 pH 值对
膜通量的影响。图 4 呈现了膜纯水通量随水 pH 值的变化。
由图 4 可知，纯水通量随 pH 值的增加而急剧下降，这是由
于随 pH 值增加，磺酸基团的电离增强，导致 SPES-C 分子
链伸展，使孔径变小，从而导致膜的纯水通量下降。
2.3

SPES-C 超薄膜的截留性能
室温下测试了 SPES-C 超薄膜对 5 nm 金纳米粒子和

图4

pH 值对 SPEC-S 超薄膜纯水通量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pH values on pure water flux of
ultrathin SEPS-C nanoporous membrane

cyt.c 的截留性能。图 5 展示了分离金纳米粒子和 cyt.c 溶液的原液、透过液和浓缩液的 UV-vis 图。由
图 5a 可知，制备的 SPES-C 超薄膜对 5 nm 金纳米粒子具有很高的截留率。通过透过液中金纳米粒子的
溶度计算的截留率为 93.9%，而从浓缩液得到的截留率为 92.5%，表明只有 1.4%的金纳米粒子被吸附在
膜的表面。由此可见，该膜对 5 nm 金纳米粒子具有高截留率，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
同样地，由图 5b 可得到 SPES-C 超薄膜对 cyt.c 的截留性能，从透过液和浓缩液获得的截留率分别
为 78.1%和 72.2%. 其中，5.9%的 cyt.c 吸附在膜表面或陷入膜中，这是由于膜的部分孔径大于 cyt.c 分子。
过滤过程中，cyt.c 分子可通过膜表面而进入膜内，但是被膜中的小孔截住，从而陷入膜内，导致吸附率
高于 5 nm 金纳米粒子。因此，制备的 SPES-C 超薄膜的截留孔径在 2.5～5.0 nm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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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ig. 5

3

1371

SPES-C 超薄膜分离 5 nm 金纳米粒子（a）和 2.5 nm cyt.c（b）溶液的 UV-vis 图

UV-vis spectra of 5 nm gold nanoparticle (a) and 2.5 nm cyt.c molecues (b) solution separated by
ultrathin SEPS-C nanoporous membrane

结论
以 SPES-C 为分离层材料，通过氢氧化铜纳米线模板法制备了以 79 nm 厚的 SPES-C 纳孔层为

分离层、氧化铝微滤膜为支撑层构成的高渗透性超滤膜。该膜具有超高的渗透通量，其纯水通量为
856 L·m−2·h−1·bar−1，是同类型商品膜纯水通量的 5 倍以上。同时，该膜的截留孔径在 2.5～5.0 nm 范围内，
对 5 nm 金纳米粒子具有很好的截留性能、抗污染能力。本文报道的方法适用于其他阴离子聚电解质超薄
膜的制备，具有较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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