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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孔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微孔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属
于微孔滤膜技术领域。该方法先将聚合物、增稠
剂与溶剂混合，
在50～100℃条件下搅拌1～12h
溶解后，加入致孔剂搅拌 ，
冷却至室温 ，
真空脱
泡，
静置后得到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
将铸膜
液刮成初生态膜，
在第一空气浴中停留；
然后进
入第二空气浴中停留；
最后将有机膜置于凝胶浴
中进行固化及溶剂交换，
得到微孔滤膜。本发明
通过对表面结构调整，
制备的微孔滤膜具有较高
的比表面积，
增加了滤膜的亲水性以及抗污染能
力，
同时，
本发明的微孔滤膜具有“沙漏”型结构，
能够增加滤膜的纳污能力以及抗机械损伤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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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包括：
步骤一：
将聚合物、增稠剂与溶剂混合，
在50～100℃条件下搅拌1～12h溶解后，
加入致
孔剂搅拌，
冷却至室温，
真空脱泡，
静置后得到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
步骤二：
将步骤一得到的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刮成初生态膜，
在第一空气浴中停留；
步骤三：
将步骤二中的膜进入第二空气浴中停留；
步骤四：
将步骤三制备的高分子有机膜置于凝胶浴中进行固化及溶剂交换，
得到微孔
滤膜。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聚合物选自聚
砜、
聚芳醚砜、
聚烯烃类、
聚醚酮、
聚酰亚胺、磺化聚砜、磺化聚醚砜和聚醚酰亚胺中的一种
或者多种。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溶剂选自二甲
基甲酰胺、
二甲基乙酰胺、
N‑甲基吡咯烷酮、
己内酰胺、
1 ,4‑二氧六环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增稠剂选自聚
乙烯吡咯烷酮、
甘油、
高分子量聚乙二醇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致孔剂选自低
分子量聚乙二醇、
三甘醇、
二甘醇、
乙二醇单甲醚、
乙二醇二甲醚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聚合物、
溶剂、
增稠剂和致孔剂的质量比为8～15：
18～89：
1‑20：
10‑80。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空气浴的停
留温度为20‑35℃、
湿度30％到80％，
时间为3s‑30s。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二空气浴停
留温度为30‑50℃、
湿度35％‑85％，
停留时间为2s‑50s。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固化温度为
30‑80℃，
时间为0 .5‑3h。
10 .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得到的微孔滤膜，
所述的微孔滤膜为沙漏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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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孔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微孔滤膜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微孔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膜分离技术本身具有的优越性能 ，
膜分离过程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
视，
已广泛应用在石油、
化工、
医药、
化工、
电子能源等领域。
随着膜技术的逐步完善，
其已经
逐步取代或提升了传统分离及净化等工艺。膜分离过程的核心就是具有分离能力的膜，
分
离膜按照孔径大小分为微滤膜、
超滤膜、
纳滤膜、
反渗透膜。
[0003] 按照材料种类划分，
微滤膜可以分为有机聚合物膜和无机膜两大类，
无机膜虽然
具有耐高温、
亲水性好、
不易污染等特点，
但是由于其制备成本较高，
很多工艺中，
更倾向于
有机聚合物微孔滤膜。有机聚合物膜(后续所述微孔滤膜皆为此类膜简称)的制备方法主要
是相转化法。制备的微孔滤膜可以分为对称膜和非对称膜。对称膜由于其对称结构导致膜
的通量在使用过程中衰减较快，
使用成本较高。因此使用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微孔滤膜是非
对称膜，
进一步可以划分为一种是传统的不对称微孔滤膜，
此类型的微孔滤膜的分离层在
此类型的微孔滤膜的分离层在膜的
膜的上表面；
另一种是类似“沙漏”型结构的微孔滤膜，
上、
下表面之间，
同时上、
下表面呈多孔且具有较低的表面粗糙度，
膜的孔径分布呈由大至
小，
再由小至大的分布方式。
由于过滤液接触膜的分离层之前，
先经过大孔径的滤层，
能够
除去大粒径的颗粒，
降低了大粒径颗粒堵塞膜的分离层的风险。
[0004] 微孔滤膜从表面性质上亦可分为亲水性和疏水性两种。
前者表面为一旦与水接
触，
在极低压力或者不经额外压力下，
水能立即润湿微孔滤膜表面，
并扩散至滤膜内部整
体。后者则与前者完全相反。现有制备方法中，
主要通过在铸膜液中添加亲水性添加剂来实
现(如中国专利CN100337730C/CN 103055724A、
CN 1748847A) ，
或者通过后处理的方法(如
中国专利CN101992034A) ,而中国专利CN105268335A中通过改变微孔滤膜表面结构，
制备了
具有高比表面积的微孔滤膜，
提升了微孔滤膜的亲水性，
同时，
粗糙的表面结构能够降低微
孔滤膜的蛋白吸附能力，
增加微孔滤膜的抗污染性能。
[0005] 为提高微孔滤膜的使用性能，
会根据不同的工艺条件，
制备适合的亲疏水性能、相
适应的对称或非对称结构、
抗污染性能等。CN 103055724A、
CN 1748847A等专利提及的制备
方法制备微孔滤膜，
滤膜的分离层分布在膜的上表面即传统的非对称结构，
该方法制备的
微孔滤膜成本较低。US4933081最先提出了“沙漏型结构”的微孔滤膜的制备方式，
但是此专
利中，
制备的微孔滤膜具有疏水性，
分离过程应用领域较少。在US8728136B2中提到了添加
亲水型聚合物磺化聚砜制备具有亲水性性能的“沙漏”型结构微孔滤膜，
具体表现为微孔滤
膜的分离层在膜的上、下表面之间，
增加膜的抗机械损伤的能力和纳污能力以及膜的亲水
性，
但是此方法制备的微孔滤膜表面开孔率较低。
[0006] 微孔滤膜在应用过程中，
多以制备成折叠滤芯形式，
完成分离目的。制备成折叠滤
芯过程中，
会导致膜表面划伤、
穿刺等危险，
因此应用的微孔滤膜多以具有“沙漏型”结构为
宜。
同时，
为改变微孔滤膜的亲水性能，
通常会大量添加亲水性添加剂，
但是，
大量添加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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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添加剂会降低微孔滤膜的耐酸碱性能和机械强度，
且随着亲水性添加剂的流失，
会导致
微孔滤膜的亲水性能消失。而通过对膜表面结构的调整制备出具有高比表面积的微孔滤
以及降低亲水改性的成本。
膜，
能够改变大量亲水添加剂的影响，
[0007] 前述文章中提及的方法主要是一步蒸汽诱导、
一步凝胶的方法制备微孔滤膜。
CN1748847A公布了结构对称聚醚砜亲水性微孔膜的制备方法，
该方法通过二次凝胶的方法
制备微孔膜。美国库诺公司CN 1627983A中公布了多层微孔膜的制备的方法。
已有的文献报
道中，
尚未公开过通过两步空气诱导的方法制备出具有特定结构的微孔滤膜。
[0008] 两步空气诱导的过程，
可以通过改变初生态膜的相分离速度，
以及相分离路径，
制
备出一种新型微孔滤膜，
该类型膜具有高比表面、
“沙漏”型结构 ,该方法制备的微孔滤膜具
有高开孔率、
高水通量、孔径分布均匀、
高抗机械损伤的能力等特点。高比表面积赋予滤膜
高于常规滤膜的接触面积，
使滤膜更高的亲水性能，
降低微孔滤膜对制膜材料中亲水基团
的需求，
降低微孔滤膜的成本。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微孔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该微孔滤膜具有高比表面积、分离层
在断面中间的抗机械损伤的特点，
且具有极高的抗污染能力。
[0010] 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该方法包括：
[0011] 步骤一：
将聚合物、增稠剂与溶剂混合，
在50～100℃条件下搅拌1～12h溶解后，
加
入致孔剂搅拌，
冷却至室温，
真空脱泡，
静置后得到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
[0012] 步骤二：
将步骤一得到的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刮成初生态膜，
在第一空气浴中
停留；
[0013] 步骤三：
将步骤二中的膜进入第二空气浴中停留；
[0014] 步骤四：
将步骤三制备的高分子有机膜置于凝胶浴中进行固化及溶剂交换，
得到
微孔滤膜。
[0015] 优选的是，
所述的聚合物选自聚砜、
聚芳醚砜、
聚烯烃类、
聚醚酮、
聚酰亚胺磺化聚
砜、
磺化聚醚砜和聚醚酰亚胺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0016] 优选的是，
所述的溶剂选自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
己内
酰胺、
1 ,4‑二氧六环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0017] 优选的是，
所述的增稠剂选自聚乙烯吡咯烷酮、
甘油、
高分子量聚乙二醇中的一种
或者几种。
[0018] 优选的是，
所述的致孔剂选自低分子量聚乙二醇、
三甘醇、
二甘醇、
乙二醇单甲醚、
乙二醇二甲醚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0019] 优选的是，
所述的聚合物、
溶剂、增稠剂和致孔剂的质量比为8～15：
18～89：
1‑20：
10‑80。
[0020] 优选的是，
所述第一空气浴的停留温度为20‑35℃、湿度30％到80％，
时间为3s‑
30s。
[0021] 优选的是，
所述的第二空气浴停留温度为30‑50℃、湿度35％‑85％，
停留时间为
2s‑50s。
[0022] 优选的是，
所述的固化温度为30‑80℃，
时间为0 .5‑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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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微孔滤膜，
所述的微孔滤膜为沙漏型结构。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比表面积微孔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该方法是采用两步空气浴诱
导制备，
制备的复合膜具有高的比表面积以及较高抗污染能力，
本发明的微孔滤膜具有“沙
漏”型结构，
具有高比表面积，
分离层在上、
下表面之间，
该类型膜具有抗穿刺、划伤等机械
损伤能力，
同时，
该类型膜的高表面开孔率、
高水通量等特点。该类型的膜可以制成平板膜
也可以制成中空纤维膜，
制备的中空纤维膜可以具有粗糙的内表面，
或者粗糙的外表面或
者是粗糙的内外表面。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微孔滤膜粗糙表面扫描电镜图片；
[002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微孔滤膜整体断面扫描电镜图片；
[0028] 图3为本发明对比例1制备的膜表面扫描电镜图片；
[0029] 图4为本发明对比例1制备的膜断面扫描电镜图片；
[0030]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6制备的微孔滤膜断面扫描电镜图片；
[0031]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6制备的微孔滤膜表面扫描电镜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微孔滤膜的制备方法，
该方法包括：
[0033] 步骤一：
将聚合物、增稠剂与溶剂混合，
在50～100℃条件下搅拌1～12h溶解后，
加
入致孔剂搅拌，
所述的温度优选为80℃，
搅拌时间优选为0 .5～5h，
冷却至室温，
真空脱泡，
所述的脱泡时间优选为0 .5‑3h，
静置后得到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
所述的静置时间优选
为1‑24h；
[0034] 所述的聚合物优选选自聚砜、
聚芳醚砜、
聚烯烃类、
聚醚酮、
聚酰亚胺磺化聚砜、
磺
化聚醚砜和聚醚酰亚胺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0035] 所述的溶剂优选选自二甲基甲酰胺、
二甲基乙酰胺、N‑甲基吡咯烷酮、
己内酰胺、
1 ,4‑二氧六环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0036] 所述的增稠剂优选选自聚乙烯吡咯烷酮、
甘油、
高分子量聚乙二醇中的一种或者
几种；
[0037] 所述的致孔剂优选选自低分子量聚乙二醇、
三甘醇、二甘醇、
乙二醇单甲醚、
乙二
醇二甲醚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0038] 所述的聚合物、
溶剂、增稠剂和致孔剂的质量比优选为8～15：
18～89：
1‑20：
10‑
80，
更优选为12～15：
18～38：
10：
40‑60。
[0039] 步骤二：
将步骤一得到的高分子有机膜的铸膜液刮成初生态膜，
优选为将铸膜液
用200‑35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上，
在第一空气浴中停留；
所述在第
一空气浴的停留温度优选为20‑35℃、
湿度优选30％到80％，
时间优选为3s‑30s；
[0040] 步骤三：
将步骤二中的膜进入第二空气浴中停留，
所述的在第二空气浴停留温度
优选为30‑50℃、
湿度优选35％‑85％，
停留时
[0041] 步骤四：
将步骤三制备的高分子有机膜置于凝胶浴中进行固化及溶剂交换，
得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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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滤膜，
所述的凝固浴优选选自水或水与醇类的混合物，
所述的醇类优选为甲醇或乙醇，
更优选为水；
所述的固化温度优选为30‑80℃，
时间优选为1min‑3h。
[0042]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微孔滤膜，
所述的微孔滤膜为沙漏型结构。
[0043]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实施例只为帮助更好的理解本发
明，
但本发明不仅仅局限于下述实施例。
[0044] 实施例1具有高比表面积的“沙漏型”
结构聚醚砜微孔滤膜制备
[0045] 按照质量比聚醚砜树脂(PES) ：
聚乙烯吡咯烷酮：
二甘醇：
二甲基甲酰胺＝15:10:
45:30，
在溶料釜中加入PES、
聚乙烯吡络烷酮、
二甲基甲酰胺在80℃下溶解搅拌4h后，
加入
致孔剂二甘醇，
继续搅拌1h制备成稳定均匀的粘稠溶液，
降低温度至25℃脱泡1h，
然后静置
8h，
得到料液。
[0046] 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35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
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60％的湿空气中10s，
随后置于温度35℃、相对湿度70％的
空气浴中20s，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100℃烘干，用PMI‑1500A气液法孔径
测试仪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650KPa‑670KPa，
平均孔径为0 .1μm。通量为9 .5cc·min‑1·cm
‑2
@70Kpa。该膜具有高比表面积、分离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牛血清蛋白吸附为0 .5％
(牛血清蛋白溶液1 .6μg/5ml水)。
[0047] 实施例1制备的微孔滤膜粗糙表面扫描电镜图片如图1，
断面扫描电镜图片如图2。
[0048] 对比例1
[0049] 参照实施例1的聚合物溶液组成及处理方法，
区别在于：
通过单一空气浴条件调控
的方法，
置于温度为20℃，
相对湿度为75％的湿空气中30s，
随后沉浸入50℃的凝固浴水中
浸泡8min，
100℃干空气烘干，
测定水泡点压力为630Kpa‑650Kpa，
平均孔径为0 .11μm，
通量
‑1
‑2
分离层在微孔膜上表面。
为5cc·min ·cm @70Kpa。该方法制备的微孔膜具有光滑表面，
牛血清蛋白吸附为5 .3％。
[0050] 同对比 例1相比 较 ，
制备的光滑的微孔滤膜比 较 ，本发明的微孔滤膜通量提升
20％，
牛血清蛋白吸附从5 .3％降低到0 .5％，
证实了通过多步空气浴的方法制备的高比表
面积的微孔滤膜具有更好的抗蛋白吸附能力。
[0051] 对比例1制备的膜表面扫描电镜图片和断面扫描电镜图片分别如图3和4所示。
[0052] 实施例2
[0053] 按照实施例1的配方配制溶液，
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350μm厚度刮刀刮
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50％的湿空气中10s，
随后
置于温度30℃、相对湿度70％的空气浴中25s，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100℃
烘干，
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400Kpa‑420KPa，
孔径为0 .2μm，
测定25℃的纯水通量为28cc·
‑1
‑2
min ·cm @70Kpa。该膜具有高比表面积、
分离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牛血清蛋白吸附
为0 .4％(牛血清蛋白溶液1 .6μg/5ml水)。
[0054] 实施例3
[0055] 按照质量比聚醚砜树脂(PES) ：
聚乙烯吡咯烷酮：
二甘醇：
N‑甲基吡络烷酮＝12:
10:40:38的比例，
在溶料釜中加入PES、
聚乙烯吡络烷酮、
二甲基甲酰胺在80℃下溶解搅拌
4h后，
加入致孔剂，
继续搅拌1h制备成稳定均匀的粘稠溶液，
降低温度至25℃脱泡1h，
然后
静置8h，
得到料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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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35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
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60％的湿空气中5s，
随后置于温度35℃、相对湿度70％的
空气浴中20s ，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
100℃烘干 ，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
‑1
‑2
250Kpa‑260Kpa，
孔径为0 .44μm，
通量为51cc·min ·cm @70Kpa。该膜具有高比表面积、
分
离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
牛血清蛋白吸附为0 .6％(牛血清蛋白溶液1 .6μg/5ml水)。
[0057] 实施例4
[0058] 按照质量比聚醚砜树脂(PES) ：
聚乙烯吡咯烷酮：
聚乙二醇600：
N‑甲基吡络烷酮＝
12:10:43:35，
在溶料釜中加入PES、
聚乙烯吡络烷酮、二甲基甲酰胺在80℃下溶解搅拌4h
后，
加入致孔剂聚乙二醇600，
继续搅拌1h制备成稳定均匀的粘稠溶液，
降低温度至25℃脱
泡1h，
然后静置8h，
得到料液。
[0059] 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35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
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60％的湿空气中20s，
随后置于温度35℃、相对湿度70％的
空气浴中15s ，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
100℃烘干 ，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
‑1
‑2
170Kpa‑195Kpa，
孔径为0 .62μm，
通量为65cc·min ·cm @70Kpa。该膜具有高比表面积、
分
离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
牛血清蛋白吸附为0 .5％(牛血清蛋白溶液1 .6μg/5ml水)。
[0060] 实施例5具有高比表面积的“沙漏型”
结构聚砜微孔滤膜制备
[0061] 按照质量比聚砜树脂(PSF) ：
三甘醇：
N‑甲基吡络烷酮＝12:10:
聚乙烯吡咯烷酮：
40:38，
在溶料釜中加入PES、
聚乙烯吡络烷酮、
二甲基甲酰胺在80℃下溶解搅拌4h后，
加入
致孔剂三甘醇，
继续搅拌1h制备成稳定均匀的粘稠溶液，
降低温度至25℃脱泡1h，
然后静置
8h，
得到料液。
[0062] 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20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
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40％的湿空气中10s，
随后置于温度40℃、相对湿度70％的
空气浴中20s ，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
100℃烘干 ，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
‑1
‑2
260Kpa‑287Kpa，
孔径为0 .45μm，
通量为48cc·min ·cm @70Kpa。该膜具高比表面积、
分离
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
牛血清蛋白吸附为0 .7％(牛血清蛋白溶液1 .6μg/5ml水)。
[0063] 实施例6常规“沙漏型”
结构聚醚砜微孔滤膜制备
[0064] 按照质量比聚醚砜树脂(PES) ：
聚乙烯吡咯烷酮：
聚乙二醇400：
N‑甲基吡络烷酮＝
12:10:50:28的比例，
在溶料釜中加入PES、
聚乙烯吡络烷酮、
二甲基甲酰胺在80℃下溶解搅
拌4h后，
加入致孔剂聚乙二醇400，
继续搅拌1h制备成稳定均匀的粘稠溶液，
降低温度至25
℃脱泡1h，
然后静置8h，
得到料液。
[0065] 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20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
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55％的湿空气中18s，
随后置于温度40℃、相对湿度80％的
空气浴中12s ，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
100℃烘干 ，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
‑1
260Kpa‑287Kpa，
孔径为0 .45μm，
通量为40cc·min ·cm‑2@70Kpa。扫描电镜图片和表面扫
描电镜图片分别如图5和6所示，
该膜具有光滑表面，
但分离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牛血
清蛋白吸附为2 .5％(牛血清蛋白溶液1 .6μg/5ml水)。
[0066] 实施例7
[0067] 按照质量比聚醚砜树脂(PES) ：
聚乙烯吡咯烷酮：
聚乙二醇200：
N‑甲基吡络烷酮＝
12:10:60:18，
在溶料釜中加入PES、
聚乙烯吡络烷酮、二甲基甲酰胺在80℃下溶解搅拌4h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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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加入致孔剂聚乙二醇200，
继续搅拌1h制备成稳定均匀的粘稠溶液，
降低温度至25℃脱
泡1h，
然后静置8h，
得到料液。
[0068] 将恒定料液温度为25℃的料液用200μm厚度刮刀刮平于不锈钢钢带或聚丙烯树脂
上，
置于温度为25℃，
相对湿度为55％的湿空气中8s，
随后置于温度40℃、相对湿度80％的
空气浴中15s ，
随后沉浸入50℃凝固浴水中浸泡8min ，
100℃烘干 ，测定水的泡点压力为
‑1
320Kpa‑350Kpa，
孔径为0 .22μm，
通量为25cc·min ·cm‑2@70Kpa。结构同图实施例6类似，
该膜具有光滑表面，
但分离层在上下表面之间的结构。牛血清蛋白吸附为2 .9％(牛血清蛋
白溶液1 .6μg/5ml水)。
[0069] 表1为不同条件下制备的微孔滤膜性能数据，
可直观看到并对比数据：

[0070]

[0071]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
通过两步空气浴诱导相分离制备的具有高比表面积的微
孔滤膜具有较高的流量，
同时，
该类型的滤膜具有极高的抗BSA吸附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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