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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仿“鼻腔纤毛”结构的纳

米纤维过滤膜的结构设计、制备及自清洁方法，

该过滤膜兼具水通量大、截留率高以及自清洁等

优点。其内容是将静电纺聚丙烯腈纤维膜通过预

氧化和碳化得到碳纳米纤维膜，并在其表面吸附

催化剂，最终通过等离子体气相沉积技术在膜中

纤维表面生长碳纳米管；待膜应用与污水过滤

后，将被污染的膜置于直流电场中，通过反复开

通和关闭电流，实现膜的自清洁。这种结构特殊

之处在于：膜中纤维表面垂直生长了碳纳米管，

类似于鼻腔纤毛结构，在提高膜过滤精度和过滤

效率情况下，过滤阻力提高极小；此外，在膜清洗

时，纤维表面的碳纳米管在电场作用下往同一方

向反复移动，直至排出膜中纤维表面污染物，实

现膜的自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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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自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静

电纺丝技术制备纳米纤维膜，然后通过预氧化、炭化  处理得到碳纳米纤维膜，将该纤维膜

表面沉积催化剂，最后利用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处理技术，得到该特殊结构的仿鼻腔纤

毛结构过滤材料；其具体步骤如下：

(1)按质量分数将聚丙烯腈(PAN)粉末和溶剂混合，经加热搅拌直至分散均匀，静置后

纺丝成膜；将膜从滚筒上取下放在烘箱中干燥24～72小时；

所述的静电纺丝工艺参数中，环境相对湿度为15～55％，温度为15～35℃，纺丝电压为

20～25kV，进料速率为0.5～2.0mL/h，纺丝针头与金属滚筒接收器之间的接收距离为15～

20cm；

所述的聚丙烯腈(PAN)的相对分子量为15万；

所述的溶剂选N-N二甲基甲酰胺，溶剂的用量为80～90％；

(2)将步骤(1)得到的纳米纤维膜原膜在260～290℃空气气氛中进行连续预氧化处理，

然后依次在800～900℃和1250～1350℃的氩气气氛中进行低温和高温炭化处理；

(3)将步骤(2)碳纳米纤维膜催化处理，将催化剂处理后的碳纳米纤维膜放置在PECVD

设备中处理，PECVD的功率为200～800W，沉积碳纳米管时长为30～90分钟，所使用的甲烷气

体为碳源，氢气起到刻蚀和还原作用，甲烷和氢气的流量比例是1∶2.5～1∶3.5。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制备方法得到的具有自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

料，其特征在于：通过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处理，在纤维膜中的纤维表面垂直生长了碳纳

米管，构建出一种仿鼻腔纤毛结构的纳米纤维过滤膜，这种特殊结构的过滤膜兼具较高的

水通量以及较高的截留率。

3.一种如权利要求2所述过滤材料的清洁方法，其特征在于：以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

料为基础，应用于过滤后，纤维过滤膜受到污染，于电场作用下，污染后的纤维过滤膜中纤

维表面的碳纳米管向同一方向方法蠕动，将纤维过滤膜中的过滤杂质颗粒排出膜外，实现

过滤材料的自清洁功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洁方法，其特征在于：实现过程为：将过滤后被污染的纤维

膜置于电场正负极之间，通过反复接通和关闭电流。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清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采用电压为2V～20V，电解质溶液为

NaCl溶液，溶液浓度为0.001mol/L～0.1mol/L；两端电极材料为铜或铁，通过控制开关反复

循环清洗，循环的次数为200次～800次。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390766 B

2



一种具有自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纺织品结构设计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自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

结构过滤材料制备及清洁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代化工业经济高度繁荣和发展的今天，环境污染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得不令人

关注的严峻问题。液体过滤在国防、工业、农业、医疗等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人

们一直致力于液体过滤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膜过滤技术作为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液

体过滤技术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最为常用的膜技术有微滤(MF)、超滤(UF)、纳

滤(NF)和反渗透(RO)4种。静电纺作为一项制备膜材料的新技术，所制备的纤维膜与传统的

过滤膜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孔径小、孔隙率高(可达80％甚至更高)、孔的连通性好、膜表面

粗糙度高以及低克重等，并且通过静电纺丝制备的纳米纤维膜具有很高的渗透性以及相互

贯通的孔结构，作为过滤介质具有操作简单、能耗低且分离效率高等优点，能够广泛地应用

于不同的过滤领域。然而，在过滤过程中，溶质或微粒易于沉积在膜表面甚至进入到膜内

部，这便造成了膜的易污染性，受污染的膜水通量明显降低，严重缩短了膜的使用寿命。目

前广泛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在膜表面涂覆一层亲水性、高水透过性的薄膜，这种方法能在一

定程度改善传统过滤膜的污染问题，然而由于这些涂层的水力阻力，复合膜的水通量势必

有所降低。因此，膜污染问题也成为了污水处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制约着水清洁技术的

发展。

[0003] 鼻腔是人体对外界空气进行加温、加湿并过滤颗粒细菌的重要通道。作为人体空

气过滤器，鼻前孔的鼻毛及反射性喷嚏是过滤空气中较大颗粒的前两道防线，而鼻腔中段

的纤毛结构是鼻腔最为重要的过滤场所，它能过滤空气中粒径小于0.5um及以下的颗粒，形

成无尘无菌的空气后吸入人体。最难得的是，鼻腔中的纤毛表面易于黏住细菌或灰尘颗粒，

在鼻腔中的粘液痰的作用下，鼻腔中的纤毛总是向同一个方向摆动，把过滤出的细菌或颗

粒送出鼻腔外，从而实现了自清洁功能，使人呼吸通畅，并保持其过滤效率。因此，模拟“鼻

腔”这一天然过滤器的自清洁功能，将其应用于传统的水过滤领域，从而提高过滤膜的抗污

染能力，延长使用寿命，是本专利即将说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超滤纳米纤维膜容易受污染的问题，提供一种水通量大、

截留率高、耐酸碱污染以及具备自清洁功能的高性能复合超滤膜。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两个：

[0006] 一、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料的制备。

[0007] 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出聚丙烯腈(PAN)纳米纤维膜，将纳米纤维膜牵伸之后进

行预氧化处理，使PAN的线性分子链转化为耐热的梯形结构，使其在高温碳化时不溶不燃，

保持纤维形态(PAN纤维通过低温预氧化使热塑性PAN转化成环状或耐热的梯形化合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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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承受下一步工艺的高温)。再经高温碳化处理，除去纤维中大量的氧、氮和其他元素，得

到碳纳米纤维膜(图1)。把制备好的碳纳米纤维膜经催化剂处理之后(图2)，利用等离子化

学气相沉积(PECVD)技术在膜中的纤维表面垂直生长出均匀的一层碳纳米管(图3)。这种碳

纳米网结构与PAN碳纤维膜共同构建出一种均匀致密并且连接性优良的超滤膜。这种超滤

膜的结构特点在于纤维膜上生长的CNTs加了其本身的比表面积，提高了复合膜的截留率。

特别是PECVD这种方法使得碳纳米网在碳纤维膜表面能够更加稳定的存在，不容易脱落。经

过碳化处理的PAN纤维膜以及CNTs均具备比较高的耐化学腐蚀性能，比传统的聚合物纤维

更加适用于过滤材料。

[0008] 二、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料的“自清洁”。

[0009] 将过滤后被污染的过滤材料置于电场环境中，置于电场正负两极之间(图4)。接通

电源后，纤维表面的CNTs于电场牵引作用下，CNTs自由端向电场正极方向移动。关闭电源

后，由于CNTs由于根部的应力回到初始状态。再次接通电流，CNTs自由端依然向正极方向移

动。关闭电源后CNTs则会回位。在CNTs的反复的同方向推动下，纤维表面的污染物则会向同

一方向迁移，最终被排除过滤材料外(图5)，这种纤维表面生长的CNTs，类似于鼻腔中的纤

毛结构，在电场的辅助作用下，通过向同一方向反复的移动，将污染物排出过滤材料外，实

现了过滤材料的自清洁。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一种具有自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结构过

滤材料制备及清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一、按质量分数将聚丙烯腈(PAN)粉末和溶剂混合，经加热搅拌直至分散均匀，静

置一段时间将纺丝液注入到注射泵中，在温湿度一定的条件下，利用滚筒接收方式的静电

纺丝设备纺丝成膜；将膜从滚筒上取下放在烘箱中干燥24～72小时。

[0012] 所述的静电纺丝工艺参数中，环境相对湿度为15～55％，温度为15～35℃，纺丝电

压为20～25kV，进料速率为0.5～2.0mL/h，纺丝针头与金属滚筒接收器之间的接收距离为

15～20cm。

[0013] 所述的聚丙烯腈(PAN)的相对分子量为15万。

[0014] 所述的溶剂选N-N二甲基甲酰胺，溶剂的用量为80～90％。

[0015] 二、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经预牵伸之后夹持在石墨板上进行预氧化处理，在空

气气氛和程序升温速率为5～20℃/min的条件下，得到预氧化纳米纤维膜；将预氧化纳米纤

维膜碳化处理，在氩气气氛中进行石墨化处理，可得到碳纳米纤维膜。

[0016] 所述的纳米纤维膜原膜在260～290℃空气气氛中进行连续预氧化处理，然后依次

在800～900℃和1250～1350℃的氩气气氛中进行低温和高温炭化处理。

[0017] 三、将碳纳米纤维膜浸渍在催化剂溶液中催化处理一段时间后，放在烘箱中烘干。

将催化剂处理后的碳纳米纤维膜放置在PECVD设备中处理，PECVD的功率为200～800W，沉积

碳纳米管时长为30～90分钟，所使用的甲烷气体为碳源，氢气起到刻蚀作用，和还原金属氧

化物和金属盐类作用，甲烷和氢气的流量比例是1∶2.5～1∶3.5。

[0018] 所述的催化剂硝酸镍和硝酸铁，催化剂溶液浓度为0.06～0.15mol/L。

[0019] 所述的催化剂溶剂为乙醇。

[0020] 四、采用纳米二氧化钛为过滤目标，过滤溶液浓度为0.1～1.0g/L。

[0021] 五、将过滤后被污染的过滤膜如图4所示置于电场环境中，所采用电压为2V～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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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溶液为NaCl溶液，溶液浓度为0.001mol/L～0.1mol/L。两端电极材料可以为铜、铁等

导电金属材料，通过控制开关反复循环清洗，循环的次数为200次～800次。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以碳化纳米纤维膜为基底，通过PECVD在碳纤维膜表面低温沉积一层碳纳

米网，制备出一种具有自我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结构过滤材料。构建出的这种双层高

性能超滤膜，一方面提高纤维膜的过滤精度和截留率，另一方面，重在解决目前存在的过滤

膜易于污染，难以清洗及重复使用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4] 图1碳化后静电纺PAN纳米纤维膜；

[0025] 图2浸渍催化剂后的碳化PAN膜；

[0026] 图3表面生长CNTs后的PAN纳米纤维膜；

[0027] 图4污染后的过滤材料“自清洁”装置；

[0028] 其中，1、正极板  2、负极板  3、污染后的滤材。

[0029] 图5过滤材料中的单根纤维表面过滤机理。(A)污染物颗粒在纤维表面形貌；(B)通

电情况下，污染物颗粒在CNTs作用下向一个方向移动；(C)断电后CNTs和污染物颗粒位置形

貌；(D)再次通电后的污染物颗粒依然在CNTs作用下向同一方向移动，直至将污染物颗粒排

出织物外。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具有自我清洁功能的仿“鼻腔纤毛”结构过

滤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将3克聚丙烯腈溶于22克N-N二甲基甲酰胺中，并在80℃水浴锅中磁力搅拌4小

时，直至溶液分散均匀，形成透明、淡黄色的状态。将纺丝液注入20mL注射泵中，静电纺丝电

压为20kV，纺丝针头与金属接收滚筒之间的距离为20cm，纺丝液的喂入速率为1.5ml/L，静

电纺丝4小时之后将PAN纳米纤维膜从滚筒上取下，放在60℃的烘箱中干燥24小时。

[0033] 二、将上述的纳米纤维膜夹持在石墨板之间，以5℃/min的速率升温至270℃并保

温2小时，进行预氧化处理；把处理好的预氧化纳米纤维膜高温碳化处理，以氩气为保护气

体，从常温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至800℃保温1小时，接着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在1300℃处

保温1小时，最好降温至室温状态。

[0034] 三、配制浓度0.1mol/L的硝酸铁溶液，称取2.5克硝酸铁，同时用100mL的无水乙醇

作为溶剂，利用超声波超声10min，将上述碳纳米纤维膜在浸渍在配制好的硝酸铁催化剂溶

液中2小时，然后将碳纳米纤维膜取出，放在100℃的烘箱中烘干。

[0035] 四、将上述催化处理后的碳纳米纤维膜进行PECVD生长碳纳米管，生长条件功率使

用200W，氢气和甲烷的通量比例为3∶1，生长时间为20分钟。

[0036] 实施例2：

[0037] 一、将4克聚丙烯腈溶于30克N-N二甲基甲酰胺中，并在80℃水浴锅中磁力搅拌4小

时，直至溶液分散均匀，形成透明、淡黄色的状态。将纺丝液注入20mL注射泵中，静电纺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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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为15kV，纺丝针头与金属接收滚筒之间的距离为15cm，纺丝液的喂入速率为1.5ml/L，静

电纺丝4小时之后将PAN纳米纤维膜从滚筒上取下，放在60℃的烘箱中干燥48小时。

[0038] 二、将上述的纳米纤维膜夹持在石墨板之间，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270℃并保

温2小时，进行预氧化处理；把处理好的预氧化纳米纤维膜高温碳化处理，以氩气为保护气

体，从常温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至850℃保温1小时，接着以同样的升温速率在1350℃处

保温1小时，最好降温至室温状态。

[0039] 三、配制浓度0.1mol/L的硝酸镍溶液，称取3克硝酸镍，同时用100mL的无水乙醇作

为溶剂，利用超声波超声10min，将上述碳纳米纤维膜在浸渍在配制好的硝酸镍催化剂溶液

中2小时，然后将碳纳米纤维膜取出，放在100℃的烘箱中烘干。

[0040] 四、将上述催化处理后的碳纳米纤维膜进行PECVD生长碳纳米管，生长条件功率使

用400W，氢气和甲烷的通量比例为2.5∶1，生长时间为30分钟。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将实施例1所得复合超滤膜用于二氧化钛纳米颗粒溶液进行超滤测试，在相同

压力0.05MPa下，在PECVD生长CNTs之前，碳纤维膜的水通量为47620升/平米/小时/巴，截留

率为93.3％，在生长碳纳米网之后，复合膜的水通量为46581升/平米/小时/巴，截留率为

99.1％。在经过720小时过滤后，生长CNTs前后的两种过滤膜的水通量分别降为39752升/平

米/小时/巴和37850升/平米/小时/巴，截留率提升到99.3％和99.7％。

[0043] 二、对生长CNTs前后的两种过滤膜置于电场环境中，反复循环清洗300次。重新测

试清洗后的滤材的过滤性能。两种滤材的水通量升为39918升/平米/小时/巴和45986升/平

米/小时/巴，截留率分别为99.3％和99.2％。

[0044] 实施例4：

[0045] 一、将实施例2所得复合超滤膜用二氧化钛纳米颗粒溶液进行超滤测试，在相同压

力0.10MPa下，在PECVD生长碳纳米纤维网之前，碳纤维膜的水通量为47620升/平米/小时/

巴，截留率为93.3％，在生长碳纳米网之后，复合膜的水通量为48937升/平米/小时/巴，截

留率为99 .4％。在经过720小时过滤后，生长CNTs前后的两种过滤膜的水通量分别降为

39752升/平米/小时/巴和38740升/平米/小时/巴，截留率提升到99.3％和99.8％。

[0046] 二、对生长CNTs前后的两种过滤膜置于电场环境中，反复循环清洗500次。重新测

试清洗后的滤材的过滤性能。两种滤材的水通量升为39918升/平米/小时/巴和48086升/平

米/小时/巴，截留率分别为99.3％和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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