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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与尖端科技的飞速
发展，纳米材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
泛关注。目前，纳米科技在众多领域
的日益飞速发展备受研究者的密切关
注，尤其是纳米材料在能源储存、环
境治理、医用材料等领域起到举足轻
重的作用不容小觑。中美华人纳米论
坛（Sino-US Symposium on Nanosca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自从第一届
于 2006 年创办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十届，并在短短几年影响力迅速扩
大，成为纳米科技与材料领域最顶尖、
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的高端会议。

WU HAN

WWW.UCA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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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成功召开

6 月 26 日至 28 日，第十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在武汉举行。该论坛由中美华
人纳米论坛组委会主办，Nano Research 期刊协办，武汉理工大学、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武汉大学承办，会议主题为“纳米科学与技术及其应用”。
此次学术盛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
加州伯克利分校、佐治亚理工大学、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院等国内外著名学府、科研机构的 80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论坛还进行了清华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纳米研究奖”的颁奖仪式。《纳
米研究》主编戴宏杰和李亚栋教授在论坛上为加州伯克利分校的 Paul Alivisatos
博士颁奖。副主编彭笑刚也出席了此次论坛和颁奖仪式。《纳米研究》是清华大
学和中国化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共同出版的国际英文学术期
刊，2013 年影响因子为 6.963。“纳米研究奖”是《纳米研究》编委会、清华大
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共同设立的国际性纳米研究奖项。奖项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表
彰在纳米研究领域做出重大贡献、推动纳米学科发展的杰出科学家。

Paul Alivisatos（纳米研究奖获得者）

Paul Alivisatos 教授现任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三星（Samsung）杰出教授”，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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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两院院士，在化学、物理、纳米科技、生物、能源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曾在《Science》、《Nature》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300 多篇，同时担
任国际纳米领域顶级期刊《Nano Letters》创刊主编、国际顶尖期刊《Science》
的资深编委、Kavli 纳米能源科技研究所主任等职。获得了包括被誉为“诺贝尔
奖风向标”的 “沃尔夫化学奖”等在内的诸多世界级奖项，2010 年被评为“世
界百大化学家”的第五位，是公认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被誉为“纳米科技之父”。
颁奖仪式后，Paul Alivisatos 教授应邀在论坛作了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Omar M. Yaghi 教授、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
区执行主编 Ed Gerstn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Paul S. Weiss 教授，加州伯克利分
校张翔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戴宏杰，苏州大学李述汤院士，中科院化学所江雷
院士、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武汉大学张俐娜院士，武汉
理工大学苏宝连教授，杜克大学刘杰教授、清华大学李亚栋院士先后做了学术报
告。与会代表围绕纳米材料的合成、组装与加工，纳米材料与器件、纳米表面与
界面化学、纳米生物、纳米能源与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研讨。
纳米论坛极大地促进了中美华人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论坛上的精彩报
告吸引了大量听众，会场座无虚席，很多师生慕名前来旁听，与学术大师面对面
交流，充分享受探索自然之奥秘，感受科学研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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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中美华人纳米论坛中，北京永康乐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特邀赞助
商参会。中外科学家们对静电纺丝机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位教授学者都向我
们咨询了关于静电纺设备的技术问题，以及电纺产业化的问题。对于参加这次会
议，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世界各地学者对静电纺丝和纳米纤维的高度热情，让我们
对未来的电纺前景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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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章

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在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苑志华 1，Liu Qing1,2，钟鹭斌 1，潘淑芳 1,2，杨跃伞

1,2，祝敏平 1，闵伶俐 1,2，郑煜铭 1*

1.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城市，中科院城市污染物转化重点实验室，厦门，36102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100049
*
Email：ymzheng@iue.ac.cn

摘要
静电纺丝技术因具有制造设备简单、可纺原材料丰富、过程可控和成本相对
低廉等特点，近年来在纳米材料研究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应用静电纺丝技术，
可以制备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与相互贯通孔结构的聚合物、无机物或聚合
物/无机物复合纳米纤维材料。由于此类纳米纤维材料具有易分离、可修饰和可
再生等诸多优点，目前在水处理的相关领域中已被广泛关注，如膜过滤、膜蒸馏、
正渗透和膜吸附等。本文简要介绍了静电纺纳米纤维材料的研究背景，及其在水
处理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关键词：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水处理；膜过滤；膜蒸馏；正渗透；膜吸附

郑煜铭，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厦门
市“双百计划”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入选者。
本科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1 年获应用化学学士学位；同年，取得免
试硕博连读资格，在环境工程科学实验室俞汉青教授指导下进行博士研究生课题研
究；2006 年，获得环境工程工学博士学位。2006 年 9 月至 2012 年 3 月，先后作为
Research Fellow 和 Senior Research Fellow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市政与环境工程系从事科研工作。2012 年，
加入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任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研究组工作围绕“分离功能材料与污染控制技术”展开，主要涉及静电纺丝纳
米纤维功能膜材料的制备与应用开发、高效吸附分离功能材料的开发，以及高级氧
化技术、船舶尾气与压载水处理技术、电化学絮凝等。目前，研究组建有应用基础
和产业化研发实验室 1000 多平方米，已成功研发年产能 100 万平方米纳米纤维膜
的量化生产线，所制备的纳米纤维膜主要应用于空气细颗粒物的去除和水体微污染
物的分离。在国外 SCI 源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申请发明专利十余项，6 项获
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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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lectrospun Nanofiber Membrane for
Water Treatment
YUAN Zhi-Hua1, LIU Qing1,2, ZHONG Lu-Bin1, PAN Shu-Fang1,2, YANG Yue-San1,2, ZHU
Min-Ping1, MIN Ling-Li1,2,ZHENG Yu-Ming1,*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Pollutant Conversion, 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men 36102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Electrospinning, due to its easy set-up, versatile materials, controllable
process and economical production cost,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nanomaterials. Polymer, inorganic or polymer/inorganic blended nanofibers with
large specific surface area, high porosity and good inter-channeling can be easily
prepared via electrospinning. Owing to their prestigious advantages, such as easy
separability, modifiability and regenerability, electrospun nanofiber membran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water treatment, like membrane filtration, membrane
distillation, forward osmosis, membrane adsorp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electrospun nanofiber membrane,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nanofiber membranes in water treatment.
Keywords: electrospinning; nanofiber membrane; water treatment; membrane
filtration; membrane distillation; membrane adsorption

引言
随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
境的污染问题日益严峻。近年来，由于纳米技术的巨大进展，具有独特机械、电
子、光学等特性的纳米材料作为新型材料已展现出巨大的应用空间。其中，通过
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纳米纤维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高孔连通性、易
分离、可修饰、可再生等优点。因此，在膜过滤、膜蒸馏、正渗透、膜吸附、电
容去离子、有机物催化氧化与还原降解、污染物检测等水处理领域引起了科学界
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不同方面较系统地阐述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在水处
理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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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膜过滤
膜过滤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水与废
水处理中，而过滤效率的高低与膜的种类和性质等密切相关。静电纺纳米纤维膜
与传统过滤膜相比，具有孔隙率高、孔连通性好和纤维直径均一性强等优点，因
此在膜过滤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首先，通过静电纺丝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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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提高膜过滤的通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You等[1]通过静电纺制备
了高通量低压力的PAN基纳米复合超滤膜，用于分离油水乳化液，可以在0.1MPa
的外压力下，使其水通量和相应阻截率分别达到270.1L/(m2·h)和99.5%，且此时
该复合膜依然具有较高的机械性能。其次，由于用于过滤的膜材料同时也具有较
高的比表面积和由此产生的较高表面凝聚力，因此可以更易于截留直径小于
0.5mm的颗粒，从而提高其过滤效率 [2] 。Gopal等 [3] 研究了静电纺聚偏氟乙烯
（PVDF）基纳米纤维膜，发现该材料作为水过滤膜能够有效率去除水中粒径为
5-10μm的微粒（如图1）。而Li等[2]发现聚酯（环丙烷对苯二酸酯，PPT）纳米纤
维膜在保持高通量的同时，对100nmTiO2的截留率可达99.6%以上。再次，纳米
纤维膜不仅能够去除水中颗粒物，而且对水中有机物也有很好地去除效果。
Shirazi等[4]发现通过静电纺聚苯乙烯而制备的过滤膜，可以明显去除生物柴油洗
涤水中的有机物，对COD和BOD的去处理率分别达到75%和55%。这些研究说明，
静电纺纳米纤维膜作为水过滤膜在去除水中污染物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3]

图1 静电纺PVDF纳米纤维膜过滤前(a)和过滤颗粒粒径为10μm(b)、5μm(c)和1μm(d)后的显微结构图
Fig.1 Micrographs of PVDF membrane: before separation(a), after 10μm(b), 5μm(c), and 1μm(d)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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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材料的亲疏水性能对于膜的处理效果也有着极为明显的影响。Jang 等[5]
通过静电纺制备出的聚酰胺-酰亚胺（PAI）基纳米纤维膜展现出较高的疏水性能，
而该材料经过二甘醇改性后，又具有很好的亲水性，这种性能可以使得该材料在
作为水过滤膜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此外，不同种类的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在
增强膜强度、减轻膜污染和降低能耗方面，也表现出优良的性能[6,7]。利用静电
纺技术也实现了对现有超滤膜进行功能修饰，从而获得性能更加优异的水处理过
滤膜，这极大地拓展了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在水过滤方面的应用范围[8]。
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在膜过滤（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方面，有很好的
应用空间和市场前景[9]。针对不同类型的膜材料，可以通过调节不同参数和工艺
配置，开发出比传统膜制备工艺更具有优势的新型制备工艺[10]。这也有望突破传
统工艺制备出来的膜过滤材料在通量、膜污染等方面的瓶颈和制约。
专题文章

2. 膜蒸馏
膜蒸馏（Membrane Distillation, MD）是膜技术和蒸馏过程相结合的分离过
程。它以膜两侧的蒸汽压差为传质驱动力，促使热侧溶液中的挥发性组分以蒸汽
的形式透过膜孔进入冷侧而被冷凝成液体。根据冷凝方式的不同，膜蒸馏过程可
分为四种不同的形式，即直接接触式、气隙式、气扫式和真空式。它们具有工艺
简单、蒸馏液纯净、且能利用低品位热能（如太阳能、地热能和工业余热）等特
点，可应用于废水处理、海水和苦咸水淡化、超纯水制备、挥发性物质的去除和
回收等领域。
膜蒸馏过程中一般采用疏水性多孔膜，同时膜材料必须具备良好的热稳定性
和化学稳定性，以保证膜蒸馏过程的长期稳定运行。目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膜
主要是以聚偏氟乙烯（PVDF）、聚四氟乙烯（PTFE）和聚丙烯（PE）等高分子
聚合物为原料制成的平板膜或中空纤维膜。与传统的制膜方法如拉伸法和相转化
法相比，静电纺丝技术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制备出的纳米纤维膜具
有更高的孔隙率和更强的疏水性，将其应用于膜蒸馏过程则表现为更高的渗透通
量和盐截率。继 2008 年 Feng 等人[11]首次将 PVDF 纳米纤维膜应用于气隙膜蒸馏
脱盐过程之后（如图 2），基于纳米纤维膜的膜蒸馏过程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
的关注。姜钦亮等[12]使用 PVDF 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对 35g/LNaCl 的盐溶液进行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处理，膜通量最高为 46.05kg/(m2·h)，盐截率达到 99.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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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 2 基于静电纺 PVDF 纳米纤维膜材料的膜蒸馏工艺
Fig. 2 Diagram of MD using PVDF nanofiber membrane

为了减缓由于膜孔润湿而造成的膜通量衰减和选择性降低等问题，增加纳米
纤维膜的表面疏水性是一种被广泛采用而有效的方法。Liao 等[13]从仿生学的观
点出发，将多巴胺、纳米银和正十二硫醇层层组装在纳米纤维膜的表面，构造出
凹凸不平的二元纳米结构（如图 3），成功地将纳米纤维膜的表面接触角从原来
的 138°提高到 158°。然而，这种通过表面修饰得到的超疏水结构往往具有时效
性。研究表明，通过混纺手段可以将疏水性无机纳米粒子（如粘土、二氧化硅）
或聚合物纳米粒子（如 PTFE）引入纳米纤维，从而制备出本身具有超疏水结构
的有机-无机或有机-有机复合纳米纤维膜，有效保证了膜蒸馏过程的长期高效稳
定运行[14-16]。此外，对纳米纤维膜进行热压处理，增加纤维与纤维之间的紧密度
也是一种降低膜孔润湿风险的方法[17]。

图 3 水滴在不同膜表面结构的示意图:(a)平整表面、(b)微突起表面、(c)多层突起表面和(d)纳米结构表面[13]
Fig. 3 Schematic illustrations of water drops on different membrane surfaces. (a) Flat surface, (b)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c) Hierarchical surface and (d) Nanostructur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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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纳米纤维膜的综合性能，Prince 等[18]在 PET 无纺布上先涂覆一层
PVDF 相分离膜，随后再纺制一层 PVDF 纳米纤维膜，制备出一种新型的三层亲
水-疏水复合膜，并将其用于气隙膜蒸馏的脱盐过程。研究表明，三层复合结构
不仅能够提高膜的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由于亲水层的引入，这种复合膜还能有
效缓解膜通量和热效率之间的固有矛盾[19]。随后，Tijing 等[20]以亲水性 PAN 纳
米纤维膜为基底复合 PVDF-HFP 纳米纤维膜，制备出 PAN-PVDF 双层亲水-疏水
复合膜，并将其用于直接接触膜蒸馏脱盐过程。与上述的三层复合膜相比，这种
双层复合膜的优势在于：（1）简化了制备工艺；（2）以纳米纤维膜为基底能够
显著提高复合膜的孔隙率，增大膜孔径；（3）疏水性 PVDF 纳米纤维膜与亲水
性 PAN 纳米纤维膜直接接触能够降低传质阻力同时提高热效率。
因此，静电纺丝技术为膜蒸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然
而，如何设计并制造出针对膜蒸馏过程的纳米纤维膜仍然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
点。同时，还应更多地考虑通过优化工况条件，合理设计膜组件，回收潜热，以
及与其他膜过程或非膜过程集成等方式强化和革新技术，使得基于纳米纤维膜的
膜蒸馏技术能够成功地应用于商业化生产。
3. 正渗透
正渗透（FO）是一种浓度驱动的新型膜分离技术，是目前世界膜分离领域
研究的热点之一。与反渗透不同，在正渗透中，驱动力来源于渗透压差，高浓度
溶液（驱动液）将水分子从低浓度溶液（原料液）中汲取过来，而不需任何的外
加压力。由于具有能耗低、膜污染轻、污染物截留效果好等优点，正渗透已经被
广泛用于废水处理与海水淡化的研究。例如：以海水作为驱动液，污泥作为原料
液，利用 FO 进行污泥脱水，能耗低而且膜污染较轻（如图 4）[21]。另外，FO
与反渗透（RO）联合起来可以同时进行海水淡化与污水处理：污水作为 FO 的
原料液，海水作为驱动液，海水将污水中的水分子汲取过来从而将污水浓缩，而
经过稀释的海水则进入 RO 进行海水淡化，由于海水经过稀释，其淡化所需的能
耗降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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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静电纺纳米纤维膜的正渗透污泥脱水系统
Fig 4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high nutrient sludge dewatering FO system.

目前正渗透技术使用的正渗透膜主要是非对称膜与复合薄膜（TFC）两大类，
其中，TFC 由于具有高的盐截率和水通量等优点，成为正渗透膜发展的主流。
TFC 由致密皮层和多孔支撑层构成。在目前的 TFC 研究中，由于对膜过程影响
最大的内部浓差极化（ICP）现象发生在多孔支撑层，当前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改
善支撑层的性能，如通过降低支撑层厚度与提高孔隙率从而减小 ICP。静电纺丝
纳米纤维膜因具有高孔隙、微米级孔径及大的比表面积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
注。2011 年，Song 等[23]首次采用聚醚砜（PES）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作为膜支
撑层，界面聚合形成聚酰胺致密皮层，成功制备了新型正渗透膜，新型静电纺丝
TFC 不仅水通量大，盐截率高，且很大程度地缓解了 ICP 现象。为了增强静电
纺丝纤维膜的机械性，Bui 和 McCutcheon 将 PAN 和醋酸纤维素（CA）进行混
纺制备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所制得的 TFC 综合机械性能较好，且水通量和盐
截率比商用 CTA 膜高[24]。而在 PAN 溶液中加入四氧基硅烷来混纺制备纳米膜支
撑层，不仅制得的纳米纤维膜 S 值只有 150μm，且水通量能达到 36L/(m2·h)，
其抗压性也增强了一倍[25]。最近，有研究者采用亲水的聚合物 PA6,6 制备了静电
纺纳米纤维膜支撑层，其表面接触角只有 38°。同时，高孔隙率以及强亲水性的
支撑层，使得正渗透膜的性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26]。
4. 膜吸附
4.1. 重金属污染物吸附
电镀、冶炼、皮革制造、金属加工等工业生产会产生大量含重金属（如铅、
镉、汞、铬、钴、镍等）的废水。由于重金属对人体毒性大，因此有效去除重金
属被视为污水处理中的重要环节。纤维素作为一种资源丰富的环境友好型生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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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在重金属吸附领域已被广泛研究。但由于自然形态的纤维素吸附位点有限，
通常需要进行改性以得到更高的重金属吸附率。Stephen 等[27]通过添加氧杂环戊
烷-2,5-二酮对纤维素纳米纤维进行改性，改性后的比表面积达到 13.68m2/g，比
改性前提高了 3.25 倍；同时对 Cd2+和 Pb2+的最大吸附容量可达到 0.59mmol/g 和
1.21mmol/g，分别提高了 3.54 和 4.04 倍。再生实验表明，该材料的吸附能力在
多次循环使用后并未降低。Wang 等[28]首先通过静电纺丝得到 PVA/羟基磷灰石
（PVA/HA）纳米纤维膜，后经煅烧制备出中孔 HA 纳米纤维，煅烧后比表面积
大幅度提升至 114.26m2/g。实验结果表明，在 pH 为 7-9，中孔 HA 对 Co2+的去
除率可达到 92%。Deng 等 [29]通过混纺制备了纤维直径小于 400nm 的含双硫腙
（DZ）的聚苯乙烯纳米纤维（PS-DZ），该材料对 Pb2+显示出较强的选择性吸附
性。As 也是引起水环境污染的重金属之一，在污水排放中受到严格限制。静电
纺壳聚糖基纳米纤维膜对 As(V)的吸附效果较好，优于传统壳聚糖基吸附材料，
且受水中其它离子的干扰较小（如图 5）[30]。静电纺铁氧化物/壳聚糖复合纳米纤
维膜对水溶液中的 As(V)也有较强的吸附效果，在偏酸性或中性条件下，对 As(V)
的最大吸附容量为 7.1mg/g，吸附效率大于 93%，且重复性强[31]。

图 5 静电纺壳聚糖基纳米纤维膜对 As(V)的吸附效果[30]
Fig.5 Adsorptive removal of arsenate (V) by chitosan based electrospun nanofiber membrane

金属氧化物，如 Fe、Al 等，在水环境中与金属离子可形成螯合结构从而有
效吸附金属离子。Mahapatra 等[32]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 Fe2O3-Al2O3 无机纳米
复合纤维并用于重金属的吸附。首先，通过溶胶-凝胶法制成了勃姆石纳米颗粒，
将其浸泡于聚乙烯基吡咯烷酮（PVP）-乙酰丙酮铁溶液，混纺成纳米纤维前体。
然后经 1000ºC 煅烧得到 Fe2O3-Al2O3 复合纳米纤维。此种纳米纤维可吸附包括
Cu2+、Pb2+、Ni2+和 Hg2+等多种重金属，其中，对 Hg2+的去除率可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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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吸附
水环境中难降解有机物结构稳定，通过自然降解的时间长，并可通过食物链
大量富集于人体和动物体内，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威胁。近年来，静电纺
纳米纤维膜也被应用于水环境中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吸附去除，取得了良好的处
理效果。Fang 等[33]通过静电纺丝与交联技术合成了不溶于水的聚乙烯亚胺（PEI）
/PVA 纳米纤维。实验结果表明，该纤维对染料分子的吸附能力远优于铸膜。在
60min 内，纳米纤维膜对亚甲基蓝的吸附容量可达到 209mg/g，吸附率为 92.9%。
经过两轮回用实验后，PEI/PVA 纳米纤维膜仍可达到超过 83%的去除率。这种纳
米纤维膜在印染废水的脱色处理中应用潜力巨大。Kayaci 等[34]利用原位聚合技
术在 PET 纳米纤维表面修饰上由柠檬酸（交联剂）和环糊精聚合的环糊精聚合
物（CDP）。与 PET 纳米纤维相比，改性后的 PET/CDP 纳米纤维表面更为粗糙，
纤维直径更粗。虽然因添加了 CDP 涂层，PET/CDP 纳米纤维的比表面积比 PET
略有下降，但其对水溶液中菲的吸附去除更为有效。这种大比表面积、有特异性
选择的膜材料可用于处理含多环芳烃等有机污染物的水体。苯为一种毒性较大的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及环境污染较大。炭纤维因其具有比表面积大、
孔隙率高等特点，通常可用于苯的去除。Bai 等[35]采用酚醛树脂（PC）作为新型
炭源材料，通过稳定化与碳化合成了 PC 基炭纳米超细纤维材料（PCUF），最
细纤维平均直径为 330nm。相较于传统的聚丙烯腈活性炭纤维（ACNF），PCUF
的得率更高、比表面积更大、微孔容量更高。同时，由于 PCUF 表面氧含量较低，
进一步提高了纤维表面的疏水性，能够更有选择性的吸附苯分子。负载 Fe3O4 的
PAN 基纳米纤维膜用于吸附水溶液中的四环素，也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如
图 6），吸附量可高达 315.31mg/g[36,37]。

图 6 Fe3O4/PAN 基纳米纤维膜的制备及有效吸附四环素的研究[37]
Fig. 6 Synthesis of Fe3O4/polyacrylonitrile composite electrospun nanofiber mat for effective
adsorption of tetracy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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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容去离子
电容去离子（CDI）技术是在一对平行的电极间施加一个低电压（<1.2V），
使两个电极分别带正负电，当液体流过电极时，溶液中的离子在电场作用下会向
反向电荷的电极移动，从而实现离子从溶液中脱除的目的（如图 7）[38]。当电极
吸附饱和后，将电压去掉或反接，吸附到电极表面的离子释放到溶液中，进而实
现电极再生。电容去离子技术在脱盐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优势，如能量利用率高、
污染小、容易操作等，在海水淡化、废水处理、超纯水制备等脱盐处理方面具有
很广阔的应用前景。该技术是由双电层原理而吸附溶液中离子的电化学反应，因
此，电极则是该技术的核心部分和限制因素，直接决定了该技术脱盐的效率和能
力。电容去离子体系的电极主要是利用具有较高比表面积的各种形式的炭材料，
这是因为炭材料导电性好、比表面积大、电化学稳定性强和容易被极化，是环境
友好型材料，目前，研究较多的电极材料有活性炭、炭气凝胶、活性炭纤维、碳
纳米管和化学修饰电极等[38]，寻找有效和适合市场化的电极材料，也是当前电容
去离子技术的核心问题。

图 7 CDI 原理图[41]
Fig.7 Schematic of the CDI set-up

活性炭纤维是广泛发展的第三代新型炭材料，其吸附性能优良，特别是通过
高压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炭纳米纤维，直径小，比表面积更大，在电容去离子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根据来源不同，炭纤维原料分为沥青基、粘胶基和 PAN 基
三大类，其中 PAN 基炭纤维由于具有炭回收率高、结构缺陷少等优点，所占比
例最大。同时，PAN 易于纺丝，是常见制备纳米纤维膜的高分子材料。Wang 等
[39]

通过高压静电纺丝技术，在 22kV 的电压下纺制 PAN 基纳米纤维膜，经过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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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氧化、750-900℃高温炭化和二氧化碳活化后，制备成炭纳米纤维膜，该材料
比表面积达到 712m2/g，用作电容去离子电极材料时，其脱盐能力达到 4.64mg/g。
而在纺丝液中加入炭黑后，所制备的炭纳米纤维膜，脱盐能力可以提高到
9.13mg/g[40]。在 PAN 纺丝液中直接加入石墨烯，经过纺丝、预氧化和炭化活化
后制备的炭纳米纤维膜在脱盐性能上也有很大提高[41,42]。加入炭黑和石墨烯使得
炭纳米纤维膜中孔（2-50nm）的比例增加，而中孔被认为是提高脱盐性能的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素[38]。虽然通过高压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出的炭纳米纤维膜在电容
去离子方面显示出优良的脱盐性能，然而该材料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如材料强度
差、易于分层等，这势必会限制该材料的应用。所以，要突破该材料在应用上的
瓶颈，除了增加其脱盐能力外，在材料结构和强度上也应有所发展和提高。
6. 有机物催化氧化与还原降解
静电纺纳米纤维膜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等特点，因此更容易与污染物
充分接触。相比于传统催化还原方法，膜材料上负载或嵌入具有催化和还原性质
的物质，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其反应速率与效率，而且处理后的膜材料易于分离和
回收。二氧化钛（TiO2）是一种常见的光催化基础材料，在常温常压下具有催化
活性高、稳定性强和成本低等特点。近年来，很多研究都侧重于合成含两种或多
种光催化材料的纳米纤维膜。Zhang等[43]通过静电纺丝与水热反应成功合成一种
具有多层纳米结构的TiO2/WO3纳米纤维膜。通过在TiO2纳米纤维表面附着一层
WO3，水热反应后生成的长约150nm、直径约40nm的WO3纳米棒可均匀垂直生长
于TiO2表面，从而有效提高了纳米纤维的比表面积。光催化实验表明，TiO2/WO3
纳米纤维可更有效地吸收可见光，有效降解亚甲基蓝和罗丹明B，TiO2/WO3耦合
效应产生的有效电荷分离成功地增强了复合材料的光催化活性。Zhang等[44]通过
静电纺丝和原位还原法将金纳米粒子嵌入TiO2/ZnO纳米纤维膜（TiO2/ZnO/Au）。
光催化研究表明，在紫外光激发下，TiO2/ZnO/Au纳米纤维更易降解甲基橙和4硝基苯酚。因此，该材料在废水处理尤其在有机污染物催化去除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研究者通过静电纺丝的方法，制备出超长超细TiO2纳米纤维，该材料
在处理含Cu-EDTA废水时，可首先催化氧化Cu-EDTA，使其释放出Cu2+，而后吸
附富集Cu2+达到回收金属Cu的目的（如图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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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静电纺超长超细TiO2纳米纤维用于催化氧化回收Cu-EDTA废水中Cu2+的示意图[45]
Fig.8 Photocatalytic reaction and reclaim of Cu2+ by ultralong and ultrathin TiO2 nanofibers from
Cu-EDTA wastewater

零价铁（ZVI）纳米粒子是一种具有强还原性的材料，可用于有机污染物的
还原去除。由于纳米粒子在水处理应用中存在较难分离和易损耗的缺点，通过静
电纺丝技术将ZVI纳米粒子固定，则可充分发挥两者的优点。Xiao等[46]合成了含
ZVI纳米粒子和单壁碳纳米管（MWCNT）的交联化聚丙烯酸（PAA）/PVA纳米
纤维膜。首先，通过静电纺丝制备了掺杂MWCNT的PAA/PVA复合纤维膜；然后，
将热处理交联后的膜浸泡于Fe3+离子溶液，通过PAA的羧基与Fe3+进行螯合；最
后，原位还原形成均匀的ZVI纳米粒子层。该材料对染料有极强的脱色效果，如
对甲基蓝、吖啶橙、酸性品红均具有大于90％的脱色率；另外，它还能有效降解
氯代烃污染物，如对三氯乙烯的降解效率接近93％。通过掺入MWCNT，纤维的
机械性则得到了显著提升，使其更适宜应用于水处理中。
7. 污染物检测
简便、快速和高灵敏的检测有毒有害污染物对于预防污染物入侵和保障人体
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由于其比表面积大、具有更多活性位点，
更易于吸附污染物，因此对污染物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此外，静电纺丝纳米
纤维原料广泛且易于修饰，能根据靶向污染物的特性，进行特异性修饰，使其对
靶向污染物具有高特异性。由于具有以上特性，基于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的检测技
术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47,48]。
2007 年，Yoon 等[49]以丁二炔、聚氧化乙烯和正硅酸乙酯为原料，利用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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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丝技术和紫外光照制备了含聚二乙炔的静电纺纳米纤维膜。由于聚二乙炔对外
界环境的变化有灵敏的颜色反应，因此该纳米纤维膜可用于肉眼检测环境中的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具有简便、快速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增大静电纺纳米
纤维膜的比表面积和提高检测灵敏度，Ding 等[50]利用改良的静电纺丝技术制备
以普通静电纺超细纤维为支架的、具有类似于蜘蛛网结构的二维网状纳米纤维材
料，称之为纳米蛛网。基于该纳米蛛网的超大比表面积，可实现肉眼高灵敏检测
Cu2+，最低检出限可达 1ppb。静电纺纳米纤维膜除了可以直接应用于污染物检测
外，也可作为监测元件的载体材料。利用其比表面积大，可以负载更多的检测元
件，提高检测灵敏度。如最近，Yan 等[51]报道了将红色的纳米金粒子修饰在纳米
纤维膜上，当存在 Pb2+时，纳米金粒子将从纳米纤维膜上脱落，导致红色的纳米
纤维膜颜色变淡，从而实现 Pb2+的高灵敏肉眼检测。
8. 结语
因其设备简单、过程容易操控等特点，高压静电纺丝技术已成为制备一维纳
米结构材料的最重要技术之一。通过静电纺丝过程的调控，易获得不同尺度和形
貌的聚合物、无机物或聚合物/无机物复合材料；另一方面，根据应用需求不同，
可对纳米纤维膜表面官能团进行修饰。目前，已有大量关于静电纺纳米纤维材料
在水处理的领域的应用研究，主要涉及压力驱动膜过滤（微滤、超滤、纳滤和反
渗透）水处理技术、海水淡化技术（膜蒸馏、正渗透与电容去离子）、废水中污
染物的吸附去除技术、废水中污染物的光催化氧化与还原降解处理技术，以及污
染物的快速检测等。相信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探索，静电纺丝技术将在水处理领域
中展现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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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静电纺丝技术的不断优化，电纺设备的不断升级，ucalery 电纺丝机所发的文章在
数量和质量上不断突破。基于这种情况，让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来回馈支持我们的
客户。编者对近来使用 ucalery 电纺丝机所发的文章进行了总结，摘取其中几篇好文章，供
读者思考，希望给您的实验带去一丝灵感和启发。

REVIEW

General synthesis of complex nanotubes by gradient electrospinning
and controlled pyrolysis
Abstract：Nanowires and nanotube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considerable efforts in energy storage
and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properties. However, owing to the limitations
of synthetic methods, most inorganic nanotubes, especially for multi-element oxides and
binary-metal oxides, have been rarely fabricated. Here we design a gradient electrospinning and
controlled pyrolysis method to synthesize various controllable 1D nanostructures, including
mesoporous nanotubes, pea-like nanotubes and continuous nanowires. The key point of this
method is the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low-/middle-/high-molecular-weight poly(vinyl alcohol)
during the electrospinning process. This simple technique is extended to various inorganic
multi-element oxides, binary-metal oxides and single-metal oxides. Among them, Li3V2(PO4)3,
Na0.7Fe0.7Mn0.3O2 and Co3O4 mesoporous nanotubes exhibit ultrastable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when used in lithium-ion batteries, sodium-ion batteries and supercapacitors,
respectively. We believe that a wide range of new materials available from our composition
gradient electrospinning and pyrolysis methodology may lead to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on 1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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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这篇文章是武汉理工大学麦立强教授课题组在复杂纳米管可控制备及储能应用方面研究取得的最新
成果，它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也是 ucalery 电纺丝机第一次登上 Nature 子刊。
纳米线和纳米管因其独特的性质在能源存储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由于传统合
成方法的局限性，多数无机纳米管，尤其是多元素氧化物和双金属氧化物纳米管，却鲜见报道。麦立强教
授课题组率先提出采用一种梯度静电纺丝技术和可控热解相结合的方法，可控制备了多种一维复杂纳米结
构。该策略的关键点在于静电纺丝过程中，实现并证明了三种不同分子量的聚乙烯醇沿径向的梯度分布。
这种简便的合成策略具有普适性，通过调节不同的烧结过程，可以制备出多种无机多金属氧化物、双金属
氧化、单金属氧化物等的介孔纳米管和豌豆状纳米管。获得的介孔纳米管材料在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
和超级电容器方面的应用，均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该工作首次提出通过采用不同分子量的同一聚合物
来实现静电纺丝过程中的梯度分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可控制备复杂纳米管，在储能领域及其他领
域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潜力。
Nature Communications 创刊于 2010 年 4 月，是 Nature 杂志旗下在线多学科研究期刊，内容广泛涵盖
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材料学和地球科学等领域，刊登每个领域最重要及最有影响力的科研进展。
文献出处：Chaojiang Niu,Jiashen Meng,Xuanpeng Wang,Chunhua Han,Mengyu Yan, Kangning Zhao,Xiaoming
Xu,Wenhao Ren,Yunlong Zhao,Lin Xu,Qingjie Zhang,Dongyuan Zhao& Liqiang Mai,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6, 7402
影响因子：11.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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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tion of nanofibers with phase-change core and hydrophobic
shell, via coaxial electrospinning using nontoxic solvent
Abstract：Compared to phase-change fibers with hydrophilic polymer shell, those with
hydrophobic polymer are more stable in water and moist environments. However, their fabrication
processes are involved in some toxic organic solvents. Here, the nanofibers with phase-change
material (PCM, i.e., octadecane) as core and hydrophobic shell (i.e., polyvinyl butyral) are
fabricated via coaxial electrospinning using environmental friendly ethanol as solvent. Effects of
the polyvinyl butyral concentration in ethanol solution as well as the flow rates of core and shell
fluids on the morphology of octadecane/polyvinyl butyral (PCM/PVB) nanofibers a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thermo-regulating capability of PCM/PVB nanofibers is
demonstrated by observing the surface and inner temperatures of model houses covered with
fibers. The higher the PVB concentration and the shell flow rate are, the better the morphology of
core/shell PCM/PVB nanofibers becomes, leading to higher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At a
constant shell flow rate, the encapsulation ratio of PCM/PVB nanofibers increases with the core
flow rate. The encapsulation ratio of the PCM/PVB nanofibers, which fabricated with PVB
concentration of 20 % (w/v) and at the core flow rate of 0.60 ml h and the shell flow rate of 3.0 ml
h, respectively, reaches to the maximum of 46.4 %. The corresponding melting enthalpy (Δ H)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enthalpy (Δ H) of these
PCM/PVB nanofibers are 105.9 and 106.5 J g,
respectively. The PCM/PVB nanofibers exhibit
good thermo-regulating capability under the
simulated solar irradiation, regulating the
temperature at around 28 °C. The resultant
PCM/PVB nanofibers exhibit satisfactory
st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in the
thermo-regulating capability during repeated
heating/cooling cycles. The results provide
valuable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eparation of phase-change nanofibers with
satisfactory and stable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解读：亲水性聚合物为壳的相变纤维在水和潮湿的环境中稳定性往往较差，而疏水性聚合物其稳定性较好，
但制造过程需要使用一些有毒的有机溶剂。因此，作者以相变材料 PCM 为芯层，具有疏水性的 PVB 材料
为壳层，利用环境友好的乙醇作溶剂进行同轴静电纺丝。同轴静电纺丝是静电纺丝的一个重要内容，ucalery
的纺丝机可以通过分别控制壳-芯的纺丝速度达到最佳纺丝效果。
当壳层的纺丝速度恒定，PCM / PVB 纳米纤维的包封率随着核层纺丝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当 PVB 浓度
为 20％，核层流速为 0.60ml/h， 壳层流速为 3.0ml/h 时，PCM / PVB 纳米纤维的包封率高达 46.4％，纳米
纤维相应的熔化焓和结晶焓分别为 105.9J/g 和 106.5J/g。实验结果表明该 PCM / PVB 纳米纤维具有良好的
热调节能力，所得的 PCM / PVB 纳米纤维在反复加热/冷却循环过程中其热调节能力表现出令人满意的稳定
性和可重复性。这一结果为环境友好型的相变纳米纤维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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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出 处 ： Shao-Xing Sun,Rui Xie,Xiao-Xue Wang, Guo-Qing Wen, Zhuang Liu,Wei Wang, Xiao-Jie
Ju,Liang-Yin Chu.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015, 50 (17):5729-5738
影响因子：2.371

Enhanced chromium (VI) adsorption using nanosized chitosan fibers
tailored by electrospinning
Abstract ： Stacked chitosan nanofibers with an average diameter of 75 nm were successfully
produced by electrospinning using 5 wt% chitosan in acetic acid as the spinning solution. The
fibers were then cross-linked with glutaraldehyde to remove chromium [Cr(VI)] from water via
static adsorp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adsorption correlated well with pseudo-second order kinetic
model, and followed a mixed isotherm of Freundlich and Langmuir. The maximum nanofibers
adsorption capacity was 131.58 mg/g, more than doubled that of chitosan powders. Common
co-ions such as Cl−, NO3−, Na+, Ca2+ and Mg2+ had little or no effect on the adsorption but
SO42− was an exception.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photometer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both amino and hydroxyl groups of chitosan were
engaged in the adsorption.

解读：六价铬是一种致癌物，其对人体具有诱变性，致癌性和致畸性，被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定为一
级有毒污染物。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环保局推荐一般饮用水中最大容许的铬浓度是 0.05 或 0.1mg/L，并且
世界各国都对其有着的严格监管。在许多情况下，去除水中的污染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严格规定的，
许多水处理的技术已经得到很好地开发，包括降水，吸附，离子交换，反渗透，电渗析等。其中，吸附可
以更彻底地消除金属，是一个最简单的和节约成本的方法。
这篇文章以壳聚糖和乙酸配成浓度为 5 wt %的纺丝溶液，利用静电纺丝方法成功制备多层壳聚糖纳米
纤维。该纤维随后与戊二醛交联，通过静态吸附去除水中的铬。
利用静电纺丝机成功制备出均匀的壳聚糖纳米纤维，纤维平均直经仅 75nm，同时壳聚糖的纺丝难度较
大，因此这对电纺设备有较高的要求。而最后所有的结果均显示该壳聚糖纳米纤维在吸附去除铬方面具有
很大前景。例如：使用纳米纤维交联的戊二醛对水中铬（VI）的最大吸附容量是使用脱乙酰壳多糖粉末最
大吸附容量的一倍多。而更进一步的工作需要研究如何更有效的收集纤维和更适当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纤维，
以保持纤维的表面积大和更优良的性能，从而实现对饮用水中重金属的去除。
文献出处：Lei Li,Yanxiang Li,Lixia Cao,Chuanfang Yang.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5，125 (206–213)
影响因子：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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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spun polymer nanofiber membrane electrodes and an
electrolyte for highly flexible and foldable all-solid-state
supercapacitors
Abstract ： A sandwiched symmetric all-solid-state supercapacitor consi sting of flexible
electrospun polyaniline (PANI)/carbonized polyimide (CPI) nanocomposite membrane electrodes
and a poly(vinyl alcohol) (PVA)/poly(acrylic acid) (PAA) nanofiber membrane-reinforced
PVA/H3PO4 gel separator has been successfully fabricated. Needle-like PANI nanoparticles are
vertically formed on the high electrically conductive three-dimensional CPI nanofiber network,
resulting in an efficiently improved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PANI nanoparticles and faster
electrolyte ion penetration and electron transfer in the active electrode material. The synergistic
effect thus generates remarkably higher specific capacitance of 379 F g−1 at 0.5 A g−1 and longer
cycle life with a retention of 94% at 1 A g−1 for PANI/CPI nanocomposite membrane electrodes,
compared with those (209 F g−1, 56%) of neat PANI powder. Furthermore, electrospun PVA/PAA
nanofiber membrane-reinforced PVA/H3PO4 gel separator exhibits superior mechanical properties
over the traditional PVA/H3PO4 gel separator, thus endowing the entire device with high
flexibility and foldability. Therefore, electrospinning is a very promising techniqu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highly flexible and foldable electrode and separator materials with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in high-performance new 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s

解读：在各种不同的能量存储系统中，超级电容器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本质上讲，高性能的灵活超级电容
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电极材料的创新，使它们具有良好的电气和机械性能，高功率/能量密度和优异的循环
稳定性。由于聚苯胺（PANI）其易于合成，良好的环境稳定性，高电导率等特性使得其被广泛应用于聚合
物电极材料。然而它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体积变化大、循环性能差，聚苯胺作为电极材料应用于超
级电容器中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解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结合赝电容材料与碳基材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
的方式来实现的电化学双层电容器和赝电容材料的协同电化学。
这篇文章利用静电纺丝技术成功的制备 PANI/CPI 纳米复合膜电极和 PVA/PAA 纳米纤维膜增强 PVA / H
3PO 4 凝胶。针状的

PANI 纳米颗粒垂直形成于 CPI 纳米纤维网络上，从而导致在活性电极材料中聚苯胺纳

米颗粒的比表面积提高。该协同作用使 PANI/CPI 纳米复合膜电极产生高比电容和长循环寿命。因此，静电
技术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制备电极和隔板材料的方法。
文献出处：Yue-E Miao,Jiajie Yan,Yunpeng Huang,Wei Fan,Tianxi Liu,RSC Advances 2015,5, 26189-26196
影响因子：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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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separation in electrospun nanofibers controlled by
crystallization induced self-assembly
Abstract：Nanofibers from poly(lactic acid) (PLA) homopolymer and poly(p-dioxanone)-b-poly
(ethy-lene glycol) multi-block copolymer (PPDO-b-PEG) with different phase separation
morphologies depending on the crystallization induced self-assembly of PPDO-b-PEG are
prepared by single spinneret electrospinning. Mixing solvents of chloroform-dimethyl formamide
(CHCl3-DMF)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re used for controlling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PDO block and therefore the phase separation in the obtained nanofiber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PDO block ha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PPDO-b-PEG
nanoparticles in the spinning solution. In spinning solutions with low DMF content, nanoparticles
with irregular shapes and non-compact inner structures are formed because the degree of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PDO block is relatively low, and a discontinuous sea-island phase
separation is formed in the obtained electrospun
nanofibers. Meanwhile, in spinning solutions with high
DMF content, the copolymer can form flake-like
nanoparticle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crystallization. The flake-like shape favors compact
aggregation of the PPDO phase during formation of the
nanofibers, and a continuous core-shell phase separation
of the nanofibers is obtained.

解读：具有纳米级尺寸的一维材料，如纳米线，纳米管和纳米纤维，在材料科学中是一种最重要和最有代
表性的类别科学。而在制备一维材料的这些方法中，静电纺丝技术是较简单的一种。多层结构，例如核壳相分离，在材料性能和功能上可能会导致许多有趣的变化，并且它还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如光学，传
感器，催化，太阳能电池和许多其它领域。由 PLA 和 PPDO-B-PEG 进行同轴电纺丝，用不同组分的混合
PPDO 基体的结晶度对 PPDO-b-PEG
溶剂氯仿和 DMF 来控制 PPDO 基体中的结晶度从而达到相分离的目的。
纳米颗粒在纺丝溶液的形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纺丝溶液中 DMF 含量较低时，纳米颗粒具有不规则的
形状。同时，当纺丝溶液中 DMF 含量较高时，共聚物可形成结晶度较高的片状纳米颗粒。在纳米纤维形
成的过程中片状有利于 PPDO 相的致密聚集，可以得到连续的核-壳相分离纳米纤维。这篇文章对同轴电纺
丝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日常实验中我们经常听大家反馈难以得到连续的核-壳相分离纳米纤维，而这篇文章
就给我们指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值得大家学习。
文献出处：Wei Huang,Mei-Jia Wang,Chang-Lei Liu,Jiao You, Si-Chong Chen, Yu-Zhong Wang,Ya.Liu.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2014,2, 8416-8424
影响因子：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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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ium nanoparticles encapsulated in flexible carbon nanofibers
as self-supported electrodes for high performance lithium-ion
batteries
Abstract ： Germanium is a promising high-capacity anode material for lithium ion batteries, but
still suffers from poor cyclability due to its huge volume variation during the Li–Ge alloy/dealloy
process. Here we rationally designed a flexible and self-supported electrode consisting of Ge
nanoparticles encapsulated in carbon nanofibers (Ge–CNFs) by using a facile electrospinning
technique as potential anodes for Li-ion batteries. The Ge–CNFs exhibit excellent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with a reversible specific capacity of 1420 mA h g−1 after 100 cycles at 0.15 C with
only 0.1% decay per cycle (the theoretical specific capacity of Ge is 1624 mA h g−1). When cycled
at a high current of 1 C, they still deliver a reversible specific capacity of 829 mA h g−1 after 250
cycles. The strategy and design are simple, effective, and versatile. This type of flexible electrodes
is a promising sol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lithium-ion batteries with high power and
energy densities.

解读：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便携式电子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电动汽
车。满足高能量和高功率是可逆容量电极材料的关键。GE 阳极材料由于其理论比容量高，具有优良的锂离
子扩散系数和高电导率因此备受关注。然而，GE 作为阳极材料其循环性能较差，为了改善循环性能将纳米
碳纤维包覆锗纳米颗粒。然而，由于制备<10nm 的锗纳米颗粒较复杂，因此得到包封在碳纳米纤维中高度
分散的纳米颗粒仍然是一个挑战。这篇文章利用简单的静电纺丝技术合理地设计一个灵活的自支撑纳米碳
纤维电极（GE-CNFs），作为锂离子电池的阳极材料，最终结果显示 GE-CNFS 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灵敏的 GE-CNF 电极具有长期稳定的循环性能，良好的速度能力和较高的放电容量。但整个电极的容量性
能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这个问题在未来可以通过增加锗含量和碳基体容量来解决。总的来说该设计简单，
有效且用途广泛，这种具有高功率和能量密度的锂离子电池还是很有研究前景。
文献出处：Weihan Li,Zhenzhong Yang,Jianxiu Cheng,Xiongwu Zhong, Lin Gu and Yan Yu.Nanoscale 2014,6,

4532-4537
影响因子：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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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fibers with Very Fine Core-Shell Morphology from Anisotropic
Micelle of Amphiphilic Crystalline-Coil Block Copolymer
Abstract ： A novel and facile strategy, combining anisotropic micellization of amphiphilic
crystalline-coil copolymer in water and reassembly during single spinneret electrospinning, was
developed for preparing nanofibers with very fine core–shell structure. Polyvinyl alcohol (PVA)
and polyethylene glycol-block-poly(p-dioxanone) (PEG-b-PPDO) were used as the shell and the
crystallizable core layer, respectively. The core–shell structure could be controllably produced by
altering concentration of PEG-b-PPDO, and the chain length of the PPDO block. The morphology
of the nanofibers was investigat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X-ray rocking curve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degree of ordered alignment of the PPDO crystalline lamellae in the nanofiber.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morphology of nanoparticles in spinning solution plays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phase separation of nanofibers. The amphiphilic PEG-b-PPDO copolymer
self-assembled into star anise nanoaggregates in water solution induced b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PDO blocks. When incorporated with PV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VA and PEG-b-PPDO
caused a morphological transition of the nanoaggregates from star anise to small flake. For
flake-like particles, their flat surface is in favor of compact stacking of PPDO crystalline lamellae
and interfusion of amorphous PPDO in the core of nanofibers, leading to a relatively ordered
alignment of PPDO crystalline lamellae and well-defined core–shell phase separation. However,
for star anise-like nanoaggregates, their multibranched morphology may inevitably prohibit the
compact interfusion of PPDO phase, resulting in a random microphase separation.

解读：纳米纤维具有优秀的微结构，例如核-壳或多层同轴结构，因其不同的性能和功效而得到许多潜在的
应用。各向异性纳米结构作为主要诱发力是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具有复杂的粒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主
要把聚乙烯醇（PVA）用作壳层，
（PEG-b-PPDO）用作可结晶的核层。核-壳结构可以通过改变 PEG-B-PPDO
的浓度，以及 PPDO 的链长度而产生。经过实验表明，纺丝溶液中的纳米颗粒形貌在纳米纤维的相分离过
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与 PVA 结合，PVA 和 PEG-b-PPDO 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纳米聚集体从八角形态
过渡到小的片状。对于薄片状颗粒，其平整的表面有利于核层中的 PPDO 结晶层和 PPDO 非晶层的紧凑堆
叠，导致 PPDO 结晶薄片和核-壳相分离的相对有序排列。然而，对于八角状纳米聚集体，其多分支的形态
避免了 PPDO 相的混入，导致随机的微相分离。这本新型和简便的策略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具有核-壳结构
的多功能纳米纤维。为核-壳结构的纳米纤维提供更多应用的空间。
文献出处：Fei-Yu Zhai,Wei Huang,Gang Wu,Xin-Ke Jing,Mei-Jia Wang,Si-Chong Chen,Yu-Zhong Wang, In-Joo
Chin, and Ya Liu.ACS Nano 2013, 7 (6):4892–4901
影响因子：1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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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牛人----Charles M.Lieber

在纳米初兴之时，当大家还在电镜下搜寻纳米颗粒时，他已经向大家展示了纳米艺术的一面；
而当大家还在为一张漂亮的纳米形貌照片沾沾自喜时，他早已经向更深入的层次研究纳米世
界了。一个你所崇拜的纳米牛人----Charles M.Lieber

Charles M. Lieber 教授 1959 年 4 月 9 日出生于美国费城，1985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化
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87 年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
年加入哈佛大学化学系。现为哈佛大学化学系 Mark Hyman 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
国艺术科学院院士。Lieber 教授在 Thomson Reuters 2011 年发布的 2000-2010 年全球顶尖百
位化学家中排名第一，是国际公认的纳米科技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Lieber 教授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包括新型纳米材料、纳米-生物界面、纳电子器件及纳米
能源材料等。他在纳米科学和技术领域做出了一系列贡献，建立了电子扫描隧道探针（STM）
的表面电子结构理论，奠定了 STM 的基础；发明了纳米镊子等纳米工具；率先发展了纳米
线的分级组装方法，并将这些材料在纳电子、纳米计算机、生物化学传感器、神经生物学和
纳光子学等领域作了示范性的应用。Lieber 教授已发表论文 370 余篇，其中 Nature、Science
50 余篇，10 篇顶级期刊被引用超过 22100 次，他还是超过 35 项专利的主要发明人，在业余
时间，他一直活跃于纳米技术的商业化，并已成立了纳米技术公司：Nanosys 公司。Lieber
教授还担任 Nano Letters 期刊的合作主编以及 Nano Today、Nano Research 等多个国际科技
刊物的编辑、编委，也是美国化学会、中国化学会等多个学会荣誉会员。Lieber 教授曾获得
2009 年美国化学会无机纳米科学奖、2005 年度全球纳米技术 50 项科技进步奖、2004 年美
国化学会材料化学奖、2003 及 2004 年世界科技材料奖、2001 年纳米技术 Feynman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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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 教授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培养了一大批国际著名的中国学
者。他们都活跃在国际纳米科技研究的第一线，如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戴洪杰教授、伯克利大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杨培东教授、乔治亚理工的张忠菊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973
“首席科学家范守善教授等。

 2015 年 Lieber 教授最新的文章：

 获奖情况
the first ever Nano Research Award,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Springer (2013);
IEEE Nanotechnology Pioneer Award (2013);
Willard Gibbs Medal (2013);
Wolf Prize in Chemistry (2012);
Fred Kavli Distinguished Lectureship in Nanoscience (2010);
Inorganic Nanoscience Award of the ACS Division of Inorganic
Chemistry (2009);
Einstein Awar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NBIC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7);
Nanotech Briefs Nano 50 Award (2005);
ACS Award in the Chemistry of Materials (2004);
World Technology Award in Materials (2004 and 2003)
Scientific American 50 Award in Nanotechnology and Molecular
Electronics (2003)
New Y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Inventor of the
Year (2003)
APS McGroddy Prize for New Materials (2003)
Harrison Howe Award,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2002);
MRS Medal (2002);

1.M. Mankin, R. Day, R. Gao, Y-S. No, S-K. Kim, A. McClelland, D. Bell,
H-G. Park, and C.M. Lieber, “ Facet-selective epitaxy of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on faceted silicon nanowires, ”
Nano Lett. DOI:
10.1021/acs.nanolett.5b01721, 9 June 2015.
2.J. Liu, T-M. Fu, Z. Cheng, G. Hong, T. Zhou, L. Jin, M. Duvvuri, Z. Jiang,
P. Kruskal, C. Xie, Z. Suo, Y. Fang, and C.M. Lieber, “Syringe-injectable
electronics, ” Nature Nanotechnol. DOI: 10.1038/nnano.2015.115, 8 June
2015.
3.P. Kruskal, Z. Jiang, T. Gao and C.M. Lieber, “Beyond the patch clamp:
Nanotechnologies for intracellular recording,” Neuron 86, 21-24 (2015).
4.R. Day, M. Mankin, R. Gao, Y-S. No, S-K. Kim, D. Bell, H-G. Park and
C.M. Lieber, “ Plateau-Rayleigh crystal growth of periodic shells on
one-dimensional substrates,” Nature Nanotechnol. 10, 345-352 (2015).
5.N. Gao, W. Zhou, X. Jiang, G. Hong, T-M. Fu and C.M. Lieber, “General
strategy for biodetection in high ionic strength solutions using
transistor-based nanoelectronic sensors,” Nano Lett. 15, 2143-2148 (2015).
6.L. Chen, W. Lu and C.M. Lieber, “Semiconductor nanowire growth and
integration,” Semiconductor nanowires: From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to
sustainable energy, Ed. W. Lu and J. Xiang,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15, 1-53.
7.X. Duan and C.M. Lieber, “ Nanoscience and the nano-bioelectronics
frontier,” Nano Research DOI: 10.1007/s12274-014-0692-8, 10 Dec 2014.

Feynman Prize in Nanotechnology (2001);
NSF Creativity Award (1996);
ACS Award in Pure Chemistr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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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静电纺丝进展》已经创办三年了，三年来非常感谢每一位老师
的来稿和大家的支持，近来编辑部收到一位来自四川大学年轻教师的
来信。他提到，“电纺期刊内容丰富且紧扣当前静电纺丝的研究和应
用现状，几乎涵盖了与电纺相关的方方面面（如设备、会议、团队、
论文、项目等），令我开阔了眼界，收获非常大。”读完他的来信，
编辑部备受鼓舞。老师和同学的肯定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动力，由
衷地感谢你们对我们的选择和支持！
《静电纺丝进展》诞生于纳米技术改革的大潮中。如你所熟悉的，
自 2012 年创刊开始，我们每期都会为读者奉上最新的行业资讯，电
纺前沿，一路走来，各位老师和同学与我们一起茁壮成长，如今期刊
读者早已达到万人。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中美华人论坛中我们更是了
解到还有很多老师和同学想要拥有我们的期刊，也许现在我们做的还
不够完美，但你们的支持和鼓励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灵感，愿我
们一起努力将期刊越办越好，同时欢迎各位老师同学的投稿和来信，
愿你们有一个美丽的电纺之旅。编辑部会一直满怀理想和激情，为大
家提供“最有用的电纺资讯，最好看的行业期刊”。
编辑部

注：获得期刊的方式：
1.登陆 www.ucalery.com 下载最新
期刊；
2.发邮件至 journal@ucalery.com，
我们会立即邮寄给您最新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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