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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

PDA复合膜，属于高分子功能复合膜改性领域。通

过将多巴胺加入缓冲溶液中，磁力搅拌24-72h

后，加入PVDF膜，磁力搅拌3-5天；大量PDA微球在

膜上、下表面和膜孔壁上原位生成而改性得到的

膜整体亲水化结构，其中膜断面是PDA微球平铺

覆盖膜孔壁但膜孔间相互连通的海绵状结构。由

于多巴胺本身良好的亲水性和改性过程中膜微

反应器效应的存在，使得改性得到的PVDF/PDA复

合膜在作为水处理应用膜时亲水性能和抗污染

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本发明改性效果显

著，制备工艺简单，易于操作，对设备要求低，易

于工业化实施，在水处理、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

潜在的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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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合膜为PDA微球在

PVDF膜上、下表面和膜孔壁上原位生成而改性得到的膜整体亲水化结构，其中膜断面是PDA

微球平铺覆盖膜孔壁但膜孔间相互连通的海绵状结构；其制备方法为：将多巴胺加入缓冲

溶液中，磁力搅拌24-72h后，加入PVDF膜，磁力搅拌3-5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其特征在于：多巴胺在缓

冲溶液中的浓度为1~10mg/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

溶液为先将去离子水与乙醇、异丙醇或乙二醇以一定的比例混合，再配制成一定浓度的

Tris磷酸盐缓冲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其特征在于：去离子水与

乙醇、异丙醇或乙二醇的体积比为5:1-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其特征在于：PDA微球均

匀地分布在PVDF膜的上、下表面和膜孔壁上，但膜孔壁上PDA微球的数量远远大于膜的上、

下表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其特征在于：PDA微球的

粒径为0.1-1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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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属于高分子功能复合膜改性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PVDF(聚偏氟乙烯)是一种结晶型聚合物，结晶度30％-80％，呈白色粒状或粉末

状。PVDF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结晶熔点约170℃，热分解温度在300℃以上，长期使用温度

范围为-40℃-150℃；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常温下不被酸、碱、氧化剂和卤素腐蚀，对脂

肪烃、芳香烃、醇和醛等有机溶剂很稳定，仅溶于极少数极性溶剂、发烟硫酸、强碱等；机械

性能突出，具有良好的抗冲击强度，韧性好，硬度大，耐磨性能好；并且还具有突出的耐γ射

线、紫外线辐射等性能。因此，PVDF是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膜材料，商业PVDF膜在微滤和超滤

水处理中具有普遍的应用，已成功地应用于饮用水、气体过滤、污染物去除、溶剂精制和膜

蒸馏等领域。然而，由于PVDF膜本身较强的疏水性，使得它在水处理时容易吸附水中的蛋白

质、油滴、胶体或其它有机物质而造成膜孔堵塞，造成渗透通量、选择性能和使用效率的下

降，且在作为生物分离和血液接触材料时容易形成凝结、引起并发症等，限制了其在水处理

及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因此，对PVDF膜材料进行亲水化改性，可以有效地提高PVDF膜的

抗污染性能、分离性能和生物性能，并将提升PVDF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应用价

值。

[0003] 多巴胺作为L-多巴的儿茶酚衍生物，结合了L-多巴的邻苯二酚基团和赖氨酸的氨

基官能团，被认为很好地模拟了海洋生物贻贝中Mfp-5的黏附组分，实现潮湿环境中对基体

表面的附着。多巴胺在水溶液中很容易被溶解氧所氧化，继而引发自聚-交联反应，在几乎

任何一种固体材料表面形成紧密附着的复合层。多巴胺自聚-复合表面改性技术的特点：1）

经济高效、绿色环保、操作简便，几乎适用于任何一种基体材料的表面改性，且对材料的外

形和尺寸没有限制。2）经过多巴胺涂覆过的材料表面具有邻苯二酚活性官能团，可以进行

二次反应，实现材料表面的进一步功能化。3）根据仿生原理合成的功能分子，能够通过其中

的多巴胺仿生结构单元将其牢固锚定在材料表面，赋予材料表面更优的性能。因此，多巴胺

自聚-复合法改性分离膜能够优化膜表面性能并赋予膜表面亲水性、抗污性能、抗菌性能、

生物相容性等，在分离膜表面改性乃至固体材料表面改性方向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发展

前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本发明所述的复

合膜结构是指由于大量PDA微球在膜上、下表面和膜孔壁上原位生成而改性得到的膜整体

亲水化结构，其中膜断面是PDA微球平铺覆盖膜孔壁但膜孔间相互连通的海绵状结构。由于

多巴胺本身良好的亲水性和改性过程中膜微反应器效应的存在，使得改性得到的PVDF/PDA

复合膜具有良好的亲水性、抗污染性能以及生物相容性，且保持了聚偏氟乙烯的主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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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破坏，即保留了聚偏氟乙烯膜良好的物理性能，在水过滤净化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价值。本发明制备工艺简单，易于操作，改性效果显著，对设备要求低，易于工业

化实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利用多巴胺的粘附性能和其与PVDF膜之间复杂的物理、化学键作用，以及多巴胺

在一定缓冲溶液中聚合成球的特点，在不同时间点将PVDF膜加入多巴胺的缓冲溶液并磁力

搅拌一定天数后，得到PDA微球原位生成改性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

[0007] 其制备方法具体为：

[0008] 将多巴胺加入缓冲溶液中，磁力搅拌24-72h后，加入PVDF膜，磁力搅拌3-5天。

[0009] 其中所述的多巴胺的缓冲溶液为先将去离子水与乙醇、异丙醇或乙二醇以一定的

比例混合，再配制成一定浓度的Tris磷酸盐缓冲液。

[0010] 所述的多巴胺的缓冲溶液中去离子水与乙醇、异丙醇或乙二醇的体积比为5:1-1:

1。

[0011] 所述的多巴胺缓冲溶液中多巴胺的浓度为1~10mg/mL。

[0012] PDA微球的粒径为0.1-1微米。

[0013] 本发明的显著优点在于：

[0014] （1）利用具有优异亲水性和生物相容性的多巴胺对聚偏氟乙烯材料进行改性，与

纯PVDF膜相比，所制得的PVDF/PDA复合膜是由于大量PDA微球在膜上、下表面和膜孔壁上原

位生成而改性得到的膜整体亲水化结构，整个膜结构甚至达到超亲水的状态，又因为改性

过程中膜微反应器效应的存在，使得得到的PVDF/PDA复合膜在作为水处理应用膜时亲水性

能和抗污染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膜的生物相容性也得到提高，且保留了聚偏氟

乙烯膜良好的物理性能，在水过滤净化和生物医学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0015] （2）在以往的改性研究中，PDA总是发挥中间体的作用，常常作为简单的表面改性

物或者共混改性中的添加剂，表面涂覆PDA的方法仅仅赋予了膜表面较好的性能，但往往膜

的断面性能并不能得到提高，限制了膜在过滤等中的应用；利用PDA纳米颗粒的共混改性，

PDA颗粒在共混成膜过程中很容易被包埋，导致PDA的性能不能完全体现；而在本发明中，直

接将PDA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来改性膜，PDA微球在整个膜结构中原位生成且PDA的性能

得到完全的体现，制备得到的PVDF/PDA复合膜的整体性能较好。同时在本发明中，将可控制

尺寸且粒径均匀的PDA微球应用到PVDF膜的改性中，粒径均匀的PDA微球可以为二次反应和

进一步功能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0016] （3）该方法制备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具有以下优点：①具有良好的亲水性；②具

有良好的抗污染性能；③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能；④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⑤改性效果显

著，制备工艺简单，易于操作，对设备要求低，易于工业化实施。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实施例1制得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的扫描电镜图；其中

A，B，C分别代表PVDF原膜的正面，反面和断面；D，E，F分别代表PVDF/PDA复合膜的正面，反面

和断面；

[0018] 图2是实施例2制得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的接触角数据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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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M0-A和M0-B分别代表PVDF原膜的正面和反面接触角大小；M1-A和M1-B分别代表PVDF/PDA

复合膜的正面和反面接触角大小；

[0019] 图3是实施例1制得的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的溶血率图；其中M0

为PVDF原膜；M1为PVDF/PDA复合膜复合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进一步阐述本发明，本发明列举以下实施例，但本发明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1] 实施例1

[0022]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5:1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1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24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3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23] 实施例2

[0024]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4:1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2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48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4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25] 实施例3

[0026]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3:1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4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72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3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27] 实施例4

[0028]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2:1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5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24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3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29] 实施例5

[0030]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5:4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6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48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4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31] 实施例6

[0032]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4:3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8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72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5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33] 实施例7

[0034]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3:2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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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10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24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

3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35] 实施例8

[0036] 先将去离子水与无水乙醇以1:1的体积比混合，再将Tris磷酸盐缓冲液溶入乙醇

和水的混合液中，配成Tris浓度为10  mmol/L的溶液，最后把多巴胺粉末溶解到溶液中，使

多巴胺浓度为4  mg/ml，多巴胺缓冲溶液配好后先搅拌48h，随后加入PVDF原膜后继续搅拌4

天，搅拌完成后用去离子水清洗，自然晾干，得到改性后的PVDF/PDA复合膜。

[0037] 图1是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的扫描电镜图；其中A，B，C分别代表

PVDF原膜的正面，反面和断面；D，E，F分别代表PVDF/PDA复合膜的正面，反面和断面；由图可

得到，PDA微球均匀地分布在PVDF膜的上、下表面和膜孔壁上，但膜孔壁上PDA微球的数量远

远大于膜的上、下表面，同时大量存在的PDA微球也没有将膜上、下表面和断面上的膜孔完

全堵塞；

[0038] 图2是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的接触角数据图；由图可得到，PVDF

原膜的正面和反面接触角分别为103.1°和105.3°，而PVDF/PDA复合膜的正面和反面接触角

分别为9.7°和13.5°，说明改性后膜的亲水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达到超亲水的状态；

[0039] 图3是具有超亲水性能的PVDF/PDA复合膜结构的溶血率图；其中M0：PVDF原膜；M1：

PVDF/PDA复合膜；eg1：实验组中全部加入膜的浸提液；eg2：实验组中生理盐水和膜浸提液

的体积比为1:1；eg3：实验组中生理盐水和膜浸提液的体积比为4:1；由图可得到，PVDF原膜

的溶血率均大于5%，具有一定程度的溶血，而PVDF/PDA复合膜的溶血率都小于5%，可以认为

没有溶血，即改性后膜的生物相容性优于PVDF原膜。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

修饰，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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