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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
近日，北京化工大学马贵平教授组对于核壳结构纳米纤维制备寻找到了一种
新的方法，他们通过在高压电场下电场力对聚合物拉伸形成纤维的静电纺丝技术
联想到天然聚电解质，在高压电场下将做微观运动。经过实验设计，他们改变传
统的高压电施加方式，将电极插入纺丝溶液当中(采用内置电极)，最终成功制备
出聚氧化乙烯/透明质酸(PEO/HA)核壳结构纳米纤维。
科研人员将内置正电极插入 HA 和 PEO 的均匀混合纺丝溶液中，进行静电
纺丝。在静电纺丝过程中，溶液既要进行纺丝的拉伸，还要进行内置电极电场的
诱导和迁移。在内置正电极电场诱导作用下带有负电荷的 HA 向溶液内部富集形
成核层，电场诱导作用使得溶液经过 Tailor 锥后分相形成，从而有利于形成核壳
结构。根据研究结果最终提出了内置电极电场诱导形成核壳纳米纤维的分相机制
和原理，同时通过正负电极的改变，以及改变聚电解质溶液的种类，可以设计出
更多不同功能的核壳结构纳米纤维。
据了解，马贵平教授组的这项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在(Polymer,2016,83:12-19)
杂志发表，相关一系列研究也正在进行。目前内置电场诱导天然聚电解质在纺丝
过程中微相分离来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还鲜有报道，成型机制与原理及相关的
实验模拟仍然在研究。但是从实验结果来看，这的确是一种新颖的多功能核壳结
构纳米纤维的制备方法，它为我们以后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提供了新的思路。
同样，在 2015 年武汉理工大学麦立强教授课题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 Commun. 2015, 6, 7402）发表了一种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的方法──梯
度静电纺丝技术。他们率先提出采用梯度静电纺丝和可控热解相结合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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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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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一般通过改进静电纺丝装置从而获得核壳结
构纤维。2002 年 Loscertales 在流动聚焦技术的启发下，发明了第一台同轴静电
喷雾设备，并在《Science》上撰文最先介绍了应用该技术成功地将水溶性药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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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于胶囊里。随后，一些研究组将这一技术扩展到静电纺丝体系，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同轴电纺丝法(Coaxial Electrospinning)。
同轴静电纺丝与普通静电纺丝不同之处在于喷丝头的设计，普通静电纺丝采
用单层毛细管而同轴静电纺丝则采用复合喷丝头。复合喷丝头由同轴的 2 个毛细
管相互嵌套而成，内层与外层毛细管之间留有一定的缝隙以保证壳层液流的畅
通。同轴电纺时，将核层和壳层材料的溶液分装在两个不同的注射器中，喷丝系
统则由两个同轴但内径不同的毛细管组成，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外层液体流出
后与核层液体汇合。由于纺丝过程中两种溶液在喷口处汇合时间很短，加上聚合
物的扩散系数较低，固化前不会混合到一起。在高压电场力作用下，壳层液体经
高频拉伸，高速喷射时内外层溶液交界面将产生强大的剪切应力，核层溶液在剪
切应力作用下，沿着壳层同轴运动，弯曲甩动变形并固化成为核壳结构纳米纤维，
如图所示。在此基础上将核层材料去掉，留下壳层材料，可得到中空纤维。

(a)普通泰勒锥体图

(b)同轴泰勒锥体图

(c)核壳结构 SEM 形貌图

同轴静电纺丝与传统的静电纺丝装置相比仅仅对喷嘴进行了改进，但却能制
备出具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纳米纤维。在过去几年中，研究者利用同轴静电
纺技术已成功制备了不少功能复合的核壳结构纳米纤维，在组织工程、药物包覆、
催化、增强等领域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核壳结构的静电纺纳米纤维的优势在于：首先，解决了某些不可纺聚合物的
纳米纤维的制备难题，由于溶解性差或分子链紧凑程度等的局限性，许多可纺性
差的聚合物不能单独电纺成纤维，但通过同轴电纺技术能够克服这一缺陷。如聚
苯胺(PANi)-聚乙烯醇同轴共纺，解决了聚苯胺不可纺的难题；其次，与普通的
2

电纺纤维相比，核壳结构纤维不仅能够综合核层和壳层材料的特性，而且更能展
现出其他优异的特点，比如可控的机械强度和较好的热传导系数等。因此这种方
法在众多方面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主要应用领域为：组织工程方面可作
为可降解支架、可促进伤口愈合和药物传递等；过滤方面可作为过滤膜；在能量
存储方面可用于锂离子电池；可用于制作光学或化学传感器；也可应用于酶和催
化剂等。例如，利用同轴电纺技术制备的核壳型纳米纤维(核层为药物)经口服或
其他方式进人人体后，随着壳层材料在组织液作用下不断降解，核层中的药物格
缓慢释放出来，既能保证恒定有效的血药浓度，又能减少药物对身体的毒副作用。
而相对于发展已较成熟的同轴静电纺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马贵平教授组
的内置电场诱导天然聚电解质在纺丝过程中微相分离来制备核壳结构纳米纤维
的这种方法拓宽了纺丝过程中的新思路，为研发更多具有不同功能的核壳结构纳
米纤维提供了新途径。

研究领域：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中国光华科技基金 1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3 项，与企业开发项目 4 项，
参与国家项目 2 项。主要从事核壳纳米纤维的设计
及功能化、天然高分子功能材料开发等方面研究。
公开发表论文 50 余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发
表 SCI 收录论文 36 篇，以第一发明人身份申请中国

马贵平副教授
北京化工大学

发明专利 50 项，其中授权专利 30 项，专利转让、
实施许可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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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EO/HA core shell nanofibers
based on electric field induced phase separation during electrospinning
Guangkai Chen, Junxia Guo, Jun Nie, Guiping Ma*
Key Laboratory of Carbon Fiber and Functional Polyme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Laboratory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PR China

Abstra ct
Core-shell structured PEO/HA nanofibers could be produced from electric field inducing
phase separation during the electrospinning progress. Hyaluronic acid (HA) molecules
could move alo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electric field under the electrostatic force,
which induced phase separation from PEO to form the core layer of nanofibers. The
morphology of core-shell nanofibers was supported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Thermal analysis and X-ray
diffraction (XR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bers had good thermal stability and HA
hindere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EO. The presence of PEO on the surface was also
verified by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analysis as further evidence of
core-shell
form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lectrospinning.
Methylthiazoly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MTT) assay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toxic and cytocompatibility with the aim of demonstrating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for
tissue engineering scaffolds. Furthermore, In vitro cytotoxicity against fibroblasts cells
culture demonstrated the nanofibers as scaffolds were biocompatible and nontoxic.

(1)
(2)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paration of PEO/HA core-shell nanofibers
(2) TEM images of PEO/HA electrospinning nanofibers: (A) WPEO/WHA =3/1,
(B) WPEO/WHA =1/1, (C) WPEO/WHA = 1/3.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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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188-2196.
[2] D. Valiquette, C. Pellerin, Macromolecules 44 (2011) 2838-2843.
[3] G.K. Chen, D.W. Fang, K.M. Wang, J. Nie, G.P. Ma, J. Polym. Sci. Part A Polym.
Chem. 53 (2015) 2298-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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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用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
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及其
穆齐锋 1, 高鲁 2, 沈红豆 2, 邓玲利 2, 储智勇 2, 张青松 1*
（1 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 天津, 300387
E-mail: zqs8011@163.com）

摘 要：近年来，随着纳米技术和组织工程技术的发展，刺激响应性纳米纤维材
料在药物控释、伤口敷料和生物支架等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和研
究。本文针对温度敏感性纳米纤维，详细综述了基于静电纺丝技术的生物医用温
敏纳米纤维原材料、制备途径和表征方法，探讨了温敏纳米纤维在药物控释载体
和细胞支架领域的具体应用，并基于相关研究提出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静电纺丝，温敏，纳米纤维，药物控释，细胞支架

研究组和负责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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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松(1980)，男，山东菏泽人，工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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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员，天津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议专家，天津市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功能与智能高分子材料创新团队成员，材料科学基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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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名为“青青园中葵”，取自《长歌行》，课题组目前共有教师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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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用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
近年来，由于疾病、人口老龄化、意外事故等造成大量的人体器官和组织的
损坏和功能缺失，如何实现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快速修复和重建以及治疗药物在人
体内的可控释放已成为生物医学研究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1]。使缺损的组织和器
官得以修复和重建，其过程是构建有生物活性的细胞支架材料，这种支架可以载
有生长因子或本体细胞，植入体内后支架材料逐渐被分解和吸收的同时，细胞增
殖并形成新的组织，从而修复缺损组织替代器官，支架材料或作为一种体外装置，
暂时替代器官功能，达到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的目的[2,3]。组织工程支架材
料有时还需具备载药的功能，通过药物的靶向释放达到治愈病灶的目的[4]。其中
药物载体是药物缓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药效主要因素，药物控制释
放载体是随着药物学、生物材料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而新兴的给药技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于药物控制释放体系的研究，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5]。
与传统给药模式相比药物控制释放具有显著的优点，除提高药物治疗的准确性、
有效性、安全性外，还明显降低了药物的生产成本和不良反应，药物控制释放材
料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制备性能优良的药物载体已成为药物控制释放技术
的研究热点。
由于高分子材料的化学组成、加工工艺和性能易于调控，在一定尺度上通过
调控聚合过程或加工工艺，可易于改变或调节材料的物化性能，因此把组织工程
学和药物控制释放原理与高分子材料结合起来，合成具有生物相容性和刺激响应
性的生物功能材料，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静电纺丝作为一种
简单、有效、方便而经济的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将具有一定粘度
且带有电荷的高分子熔体或溶液在高压静电场中喷射、拉伸细化、劈裂，最终固
化成微纳米级纤维状物质的过程[6]。静电纺聚合物纳米纤维具有比表面积大、孔
隙率高、良好的三维结构和各向同性的力学性能等优点[7]，能够满足组织工程中
细胞支架和药物控释载体在比表面积、多孔结构和力学性能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具有纤维孔隙结构的支架材料与细胞增殖有良好的适配性，可有效模拟细胞外基
质环境，同时比膜状材料更有利于细胞粘附[8]。
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多 含有温度敏感聚 合物，如聚 N-异丙基丙烯酰胺
(poly(N-isopropylacrylamide), PNIPAm) 在其 临界溶 解温度(lower critical solution
temperature, LCST=32oC)时可迅速发生可逆相转变[4]，将温敏性这一特点引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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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用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
在生物医用材料中广泛应用的静电纺纳米纤维材料，可进一步增加纳米纤维材料
的功能，拓展其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并具有重要的仿生意义。此外，通过设
计使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表面功能化或具有多级结构，可用于生物分离[9]、细胞
支架[10]、药物控制释放[11]和生物传感器[12]等领域。本文综述了近年来静电纺温
敏纳米纤维的制备和设计思路，分析了产物结构、形态和性能的影响规律，指出
了表征纤维温敏性的几种方法，重点介绍了其在细胞培养支架和药物控制释放方
面的应用研究，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1. 温敏纳米纤维纺丝原料
材料是组织工程支架和药物控释的本体，其选择是决定支架性能和药物载体
控释性能的直接因素。作为细胞支架来说，原料应首先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这决定了细胞在其表面粘附、生长、分化和扩散的难易程度[13]。其次，需考虑原
料的基本力学性能和可加工性，因为材料需加工成具有三维空间结构片状或块状
才能在上面种植细胞并支持细胞的生长[14]。此外，原料的生物可降解性也是应该
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合适的降解时间可更好地配合细胞生长和组织的发育。作
为药物控释的载体，还需要考虑材料和药物的相容性，以及药物的控释性。最后，
材料的成本和加工可控性也是制备支架材料时需考虑的因素。
目前，制备温敏纳米纤维细胞支架和药物控制释放载体的原料可分为天然聚
合物材料、合成聚合物材料以及复合材料。天然材料包括明胶(gelatin, Gel)、丝
胶(silk sericin, SS)、胶原蛋白(collagen, Col)、纤维蛋白(fibrous protein, FP)等，且
这些天然材料多以填料的形式和其他温敏性高分子进行复合；合成高分子材料主
要 是 N-异丙 基 丙烯酰 胺 (N-isopropylacrylamide, NIPAm) 、N- 乙烯 基己内酰胺
(N-vinylcaprolactam, NVCL)、羟丁基壳聚糖(hydroxybutyl chitosan, HBCS)、羟丙
基 纤 维 素 (hydroxypropyl cellulose, HPC) 、 N,N- 二 甲 基 丙 烯 酰 胺
(N,N-dimethylacrylamide, DMAA)等。天然材料含有利于细胞黏附、迁移和增殖
的生物功能基团，但降解速率不易控制、结构复杂和组成多样，且通过杂化、复
合、交联等处理的结构稳定性和力学性能的增加有限；而合成材料的分子量和分
子量分布易于控制，且能够通过化学合成和后处理工艺控制材料的温敏、力学、
光学、热学及生物降解性，但其生物相容性远逊于天然材料。因此，目前生物医
用静电纺纳米纤维的原料多是合成材料和天然材料组成的复合材料。表 1 列举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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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研究较多的温敏性聚合物单体和其他共聚或共混类功能单体。
Table 1 Monomer and copolymers for preparing thermo-responsive nanofibers
Component 1

N-vinylcaprolactam

N-isopropylacrylamide

Component 2

Applications

Description

α-methacrylic acid [21]

drug release

biocompatible

6-O-vinylsuccinyl-α-D-glucose [22]

drug loading

controllable

6-O-vinylnonanedioyl-α-D-glucose [22]

cell culture

low toxicity

acrylonitrile [32]

protein adsorption

good strength

styrene and maleic anhydride[17]

surface modification

intelligent

N-hydroxymethyacrylamide [18]

sensor, NO response

multifunctional

N-hydroxysuccinimide ester[19]

cell culture

biocompatible

glycol [33]

protein release

thermo-responsive

caprolactone[33]

protein loading

biocompatible

stearyl acrylate [23]

sensor

tunable

2. 化学改性和物理共混法制备温敏纳米纤维
静电纺丝是制备纳米纤维支架材料的普遍方法，可制备出直径在几十到几千
纳米的高分子纤维。由于单一高分子纳米纤维的功能比较单一，无法满足生物支
架材料在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和多功能性等方面的要求，因而通过接枝或共聚
等化学方法改性以及物理共混法制备复合性温敏纳米纤维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16-29]

。

2.1 化学改性法
Oh 等[16]以 N,N-二甲基甲酰胺(DMF)为溶剂，配制浓度为 3wt%的聚苯乙烯
(PS)纺丝液，通过静电纺丝制备 PS 纳米纤维垫，然后在 PS 纳米纤维上接枝
PNIPAm 分子链，制得温敏纳米纤维支架。图 1 为接枝和未接枝的 PS 纤维和培
养板表面的原子力显微镜测试图，接枝处理后纤维表面的粗糙度提高，PNIPAm
接枝的 PS 纳米纤维垫能为细胞提供类细胞外基质的生长环境，人的成纤细胞接
种到纤维表面后在 37oC 下孵化培养，细胞可以在其表面粘附并增殖扩散，置于
20oC 时 5 h 后细胞变圆并自动从表面脱附(如图 2)，这种化学改性的纤维支架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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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实现细胞在不受损伤的情况下自然脱附，但脱附所需时间太长。欧阳秀等
[17]

以苯乙烯、马来酸酐和 NIPAm 为单体，采用可逆加成断裂链转移(RAFT)合成

了一系列不同嵌段比的嵌段共聚物聚(苯乙烯/马来酸酐)/PNIPAm (P(St-alt-Man)b-PNIPAm)，并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嵌段共聚物纳米纤维，再分别用无水乙二
胺对其表面进行交联固定。由实验证明制备的纳米纤维具有一定的温敏性，且电
纺纳米纤维交联后的亲水性比未交联的纤维更强。2014 年，Chen 等[18]利用自由
基聚合制备 P(NIPAm-co-NMA)共聚物，在共聚物中混入对 NO 响应的 1,2-二氨
基蒽醌(DAO)，然后通过静电纺丝把共混溶液制备成纳米纤维膜，研究发现纤维
膜在 25oC-50oC 不同温度的水中体积具有明显的变化，同时可通过膜的颜色变化
检测水中的 NO 的浓度，从而为进一步将其作为环境传感器提供了借鉴意义。由
于静电纺丝膜具有高的比表面积，因此该电纺膜比刮涂膜有更高的环境敏感性和
响应速率。2015 年，赵晓梅等[19]用 NIPAm 和 N-羟基琥珀酰亚胺丙烯酸酯(NHS)
通过自由基聚合反应合成了 poly(NIPAm-co-NHS)共聚物，然后再和 Gel 以一定
比例混合交联生成 PNIPAm-Gel，采用高压静电纺丝制备了温敏纳米纤维，并把
这种纤维支架材料用于细胞分选和取向细胞片层工程。大鼠成纤维细胞
(fibroblast 细胞株)和 Phoenix 细胞株共培养实验表明通过降温、吹打的方法，
Phoenix 细胞首先从支架上脱附，通过这种技术可实现共培养细胞的分离纯化。
Rossouw 等[20]通过溶液自由基聚合(SFRP)的方式分别在聚丙烯(PP)、聚对苯二酸
乙二酯(PET)和聚酰胺(PA6)无纺纤维材料表面接枝 PNIPAm 分子链，构建了具有
温敏性的 3D 细胞支架材料，并用作 HC04 和 HepG2 肝细胞的增殖培养和热敏感
释放，此支架材料可以在无酶促反应和支架降解作用下实现细胞的物理性脱附，
从而减少对种子细胞的伤害。柏少卿等[21]将 NVCL 与α-甲基丙烯酸单体(MAA)
进行自由基共聚反应，合成了具有不同分子量的温敏性 Poly(NVCL-co-MAA)，
分别以疏水的酮洛芬和亲水的卡托普利作为药物模型，通过静电纺丝制备载药纳
米纤维，在不同温度下进行体外药物释放实验，在 20oC 时纤维呈亲水性，药物
可被快速释放，在 40oC 时纤维呈疏水性，药物表现为缓慢释放。石萌等[22]制备
了可聚合的药物乙烯酯和含糖乙烯酯共聚单体，以偶氮二异丁腈(AIBN)为引发
剂，采用自由基聚合方法制备出含有 NVCL 的两种共聚物 Poly(OVSG-co-NVCL)
和 Poly(OVNG-co-NVCL)，再将共聚物和阿魏酸糖酯溶于无水乙醇中，利用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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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丝成功制备了含有温敏性共聚单体的纳米载药纤维。Okuzaki 等[23]采用静电纺
丝制得 NIPAm 和丙烯酸十八烷(SA)的共聚物温敏纳米纤维膜，如图 3 所示，所
得纳米纤维直径分布在 50-500 nm，干态下的平均直径为 207 nm，纤维膜在 25oC
水中浸泡会发生一定的体积收缩，同时疏水单体 SA 的引入使 PNIPAm 的 LCST
由 32oC 降低到 23oC 左右。此纤维膜具有较好的耐溶剂性和快速的温度响应性，
在水下纳米传感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1. 三维敲击模式下纤维毡表面的 AFM 图: (a) 未接枝 PS 纤维垫, (b) 接枝 PNIPAm 的 PS
纤维垫, (c) 未接枝的 PS 膜, (d) 接枝 PNIPAm 的 PS 培养板[16]

图 2. 在 PS 纤维膜和培养板上培养人成纤细胞的 MTT 测试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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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Poly(NIPAm-co-SA) 纳米纤维毡的光学图片, (b) 在 25oC 水中收缩状态, (c)
Poly(NIPAm-co-SA) 纳米纤维的 SEM 图, (d) Poly(NIPAm-co-SA) 纳米纤维的直径分布图[23]

2.2 物理共混法
Gu 等[24]采用静电纺丝制备了温敏性的 PNIPAm/PLLA 共混纳米纤维膜，该
纤维膜具有可控的表面形貌和较好的生物相容性，研究表明 PLLA 的引入并没
有 改 变 PNIPAm 的 温 敏 性 ， 如 图 4 所 示 ， 当 温 度 由 20oC 升 到 50oC 时 ，
PNIPAm/PLLA 纳米纤维表面实现了超亲水向超疏水性转变。Lin 等[25]在 DMF
溶剂中溶解 PNIPAm 和聚 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PAMPS)，室温下搅拌 3 h 配
制 成均一 的纺 丝液， 采 用静 电纺丝制 得 PNIPAm/PAMPS 纳米纤维 , 通过在
PNIPAm/PAMPS 混合纺丝液中添加硝苯地平作为药物模型，能够制得负载药物
的 PNIPAm/PAMPS 温敏纳米纤维，在 pH=7.4 的磷酸盐缓冲液(PBS)中做体外药
物释放实验，研究表明通过调节温度可改变药物与 PNIPAm/PAMPS 之间氢键作
用达到药物智能释放的目的。胡娟等 [26] 以无水乙醇为溶剂，在室温下制 备
PNIPAm 和 乙 基 纤 维 素 (EC) 共 混 纺 丝 液 ， 通 过 静 电 纺 丝 成 功 制 得 温 敏 性
PNIPAm/EC 纳米纤维，制备的共混纳米纤维直径为 360-400 nm，当纺丝液中的
PNIPAm 与 EC 的质量比为 1:2 时，纤维形貌最佳，实验结果证明 PNIPAm/EC 复
合纳米纤维具有良好的温敏性能，可应用于温敏性智能载药材料。Wang 等[27]把
PNIPAm、多面低聚倍半硅氧烷(POSS)和 2-乙基-4-甲基咪唑(EMI)共混并进行静
电纺丝，然后把制备的纤维膜置于 160oC 真空环境下加热 4 h，在 EMI 的催化下
POSS 和 PNIPAm 发生交联反应，形成交联纳米纤维网络，制备的纳米纤维不仅
对温度刺激具有快速的溶胀/去溶胀响应性，还可以在进行 50 次水合反应/消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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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循环后仍保持完好的纤维形貌，快速的温度响应性和良好的耐溶剂性使其在
纳米制动器和传感器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Shi 等 [28] 采用牛血清白蛋白
(BSA)-共轭 PNIPAm 和聚己内酯(PCL)共混物进行静电纺丝，制备的纳米纤维可
抵抗血液，促进直接捕捉和隔离的红细胞，温度刺激纳米纤维容易释放捕获的红
细胞。在保持细胞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同时实现捕获并释放红细胞，可更有效地用
于 分 子 分析 及 疾 病 诊 断。 Chen 等 [29] 利用 单针 头 静 电纺 丝技 术 成 功 制 备 了
PNIPAm(壳)/PCL(核)核壳温敏纳米纤维，在同样的纺丝工艺条件下，PNIPAm 和
PCL 添加的量不同，导致核壳纳米纤维的形貌出现显著差异。不同温度下水接触
角实验表明，PNIPAm/PCL 纳米纤维在 20oC 时呈亲水性而在 40oC 时呈疏水性。
温敏纳米纤维膜较弱的力学性能一直是困扰其应用的难题，本课题组通过单针头
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 PNIPAm/丝胶/京尼平共混纳米纤维膜，丝胶分子中含有大
量的极性基团，如-OH、-NH2 等，可和生物交联剂京尼平发生交联反应，从而制
得具有半互穿网络结构的温敏纤维膜，实验研究发现该膜在 80oC(＞LCST)水浴
中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如图 5 所示，其拉伸伸长率可达原长的 28 倍，此项研
究对进一步开发 PNIPAm 基纳米纤维膜的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图 4. (a) PNIPAm/PLA 纤维膜温敏润湿性的分子机理示意图, (b) 水滴在 PNIPAm/PLA(10%
PNIPAm)纤维膜表面形状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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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5. PNIPAm/丝胶/京尼平温敏纤维膜在 80oC 水浴中拉伸试验图, (a)拉伸前纤维膜原长
0.5 cm(b) 拉伸后最大伸长可达 14.5 cm

3. 静电纺纳米纤维的温敏性表征
3.1 温度诱导下的微观形貌
静电纺丝过程受聚合物溶液性质(聚合物浓度、分子量、纺丝液电导率、表
面张力、溶剂性质)、纺丝工艺参数(纺丝温/湿度、电压、接收距离、接收装置)
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制备的纤维形貌呈现多样性。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和原子力显微镜(AFM)是表征纤维微观形貌和结构的重要方法。Chen 等[29]在相
同纺丝工艺条件下，通过调配共混纺丝液中 PNIPAm 和 PCL 相对于溶液的质量
比，获得了形貌不同的温敏纳米纤维。从图 6 可以看出，随溶液中 PNIPAm 含量
的增加，PNIPAm/PCL 纤维之间的黏连现象越少，纤维直径越细。Okuzaki 等[23]
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 NIPAm 和 SA 的共聚物纳米纤维，并利用 AFM 成功测出
纤维在不同温度下的直径，以及随温度升高时纤维体积发生消溶胀的动态图像，
如图 7，这也是该领域研究中首次拍出单根温敏纤维的体积随温度变化而改变的
表观图，这些数据图直观、有力地证明了纤维的温敏性。

图 6. PNIPAm/PCL 纳米纤维 SEM 图, (a) PNIPAm/PCL=2%:18%, (b) PNIPAm/PCL=4%:16%,
(c) PNIPAm/PCL=6%:14%, (d) PNIPAm/PCL=8%:12%, (e) PNIPAm/PCL=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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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单根 poly(NIPAm-co-SA)纳米纤维的 AFM 图, (a)测试温度为 25oC, (b)测试温度为 40oC,
(c)单根 poly(NIPAm-co-SA)纳米纤维的调温 AFM 图, (d)单根纤维消溶胀的时间依赖图, 加
热温度区间 25-40oC[23]

3.2 温度诱导下的溶胀和消溶胀行为
PNIPAm 的温敏性具体体现在不同温度下亲疏水性的变化，含 PNIPAm 的交
联纳米纤维在不同温度下具有不同的溶胀度。Song 等[30]通过比较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PMMA)纳米纤维与 PMMA/PNIPAm 纳米纤维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胀度，来
分析复合纳米纤维的温敏性。从图 8 可以看出，PMMA 的溶胀度在 25oC 和 37oC
交替变温下无明显差别，PMMA/PNIPAm 纤维的溶胀度对温度具有响应性，且
PNIPAm 的含量越多，PMMA/PNIPAm 纤维在 25oC 和 37oC 下溶胀度的差异越明
显。Kim 等[31]通过在 10oC 和 45oC 下循环八次，分别测试 NIPAm 和 N-羟甲基丙
烯酰胺(HMAAm)共聚物 PNH-X (X 代表共聚物中 HMAAm 的摩尔比)电纺纳米纤
维的溶胀比率，如图 9 所示。由于共聚物中含有 PNIPAm 分子链，交联后的共聚
物纳米纤维膜具有低温吸水和高温脱水的响应性。交联后，纳米纤维膜具有一定
的耐溶剂性，共聚物中 HMAAm 的摩尔比为 3%时，共聚物纤维溶胀速率最慢，
且经三次循环测试就会发生溶解，HMAAm 的摩尔比提高，纤维膜的耐溶剂性提
高，对溶胀和消溶胀的响应速率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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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PMMA 和 PMMA/PNIPAm 纳米纤维的溶胀率随温度的变化图[30]

图 9. 不同温度下交联的纤维膜 PNH-3(三角形), PNH-5(正方形), PNH-10(圆形)的溶胀比率,
循环温度分别是 10oC 和 45oC, 纤维膜在每个温度下平衡 5min[31]

3.3 不同温度下纳米纤维膜的亲疏水性
纳米纤维的水润湿性可以通过水接触角的大小来表征，接触角越小纤维的润
湿性越好，含 PNIPAm 分子链的纳米纤维在不同温度下具有不同的水润湿性。万
灵书等[32]采用 RAFT 可控/“活性”聚合方法合成了丙烯腈与 NIPAm 的嵌段共聚物
PAN-b-PNIPAm，再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了共聚物的纳米纤维膜，通过测试不
同 温 度 下 纺 丝 膜 的 水 接 触 角 ， 如 图 10 所 示 ， 随 温 度 变 化 ， 样 品 PAN 、
PAN100-b-PNIPAm72 和 PAN100-b-PNIPAm98 的接触角变化幅度没有显著的差异，但
随着 NIPAm 链长的增加其温度响应区间明显变窄，PAN-b-PNIPAm 温敏纤维膜
的突变温度明显低于 PNIPAm 的低临界相转变温度。Chen 等[29]拍摄出 20oC 和
40oC 时水滴在 PNIPAm(壳)/PCL(核)核壳温敏纳米纤维膜表面的扩展状态，以及
20oC 和 40oC 下荧光剂染色的木糖葡萄球菌在 PNIPAm/PCL(10%:10%)复合纤维
膜上的分布图，如图 11 所示，证明了 PNIPAm/PCL 纤维膜表面的亲疏水性随温
度变化而变化，呈现低温(20oC)亲水性向高温(40oC)疏水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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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PAN 和 PAN-b-PNIPAm 纳米纤维膜表面水接触角随温度的变化[32]

图 11. (a) 不同温度下水滴在 PNIPAm/PCL 纳米纤维膜表面的形状, (b) 不同温度下荧光
剂染色的木糖葡萄球菌在 PNIPAm/PCL(10%:10%)复合纤维膜上的分布图, 显示出纤维膜可
以由亲水性(20oC)转变成疏水性(40oC)[29]

3.4 不同温度下对蛋白的吸附和脱附行为
万灵书等[32]合成了嵌段共聚物 PAN-b-PNIPAm，再将聚合物溶于 DMF 配成
一定浓度的纺丝液，然后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共聚物纳米纤维膜，研究证实该
纳米纤维膜具有一定的温度响应性，而疏水性嵌段的引入导致其响应温度较纯
PNIPAm 有所降低；如图 12 所示，蛋白质吸附结果表明温度较低时纳米纤维膜
表面更亲水，蛋白质吸附较少，所制备的温敏性纳米纤维膜可望用作智能分离与
吸附材料。Loh[33]等制备含有聚氨酯(poly(ester urethane))、聚乙二醇(PEG)、聚丙
二醇(PPG)和聚ε-己内酯(PCL)的多嵌段共聚物，再通过静电纺丝获得纳米纤维。
图 13 为多嵌段共聚物纳米纤维和纯 PCL 纳米纤维在温度分别为 25℃和 37℃下
的胎牛血清蛋白质释放量随时间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多嵌段共聚物纳米纤维在不
同温度下的释放速率有较大差异，其中 37oC 下的释放速率高于 25oC 的，而纯
PCL 纳米纤维对于胎牛血清蛋白质的释放速率没有温度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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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温度下荧光标记牛血清蛋白质在 PAN-b-PNIPAM 纳米纤维膜表面(a, b, c)及
致密膜表面(d, e, f)的吸附. (a, d) 5oC; (b, e) 25oC; (c, f) 40oC[32]

图 13.共聚物纤维和 PCL 纤维分别在 25oC 和 37oC 下对牛血清蛋白质释放量随时间变化图[33]

4. 温敏纳米纤维在生物医用领域的应用
4.1 药物控制释放
Lin 等[25]利用单针头静电纺丝技术把温敏性的 PNIPAm 和聚 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以及药物模型硝苯地平(NIF)共混纺丝，通过控制温度来调节药物和
纤维基体材料之间的氢键作用，以达到药物控制释放的目的。图 14 是 NIF 在不
同温度下的释放量随时间的变化图，随着纤维溶胀时间的延长，药物的释放量会
缓慢增加，25oC 时由于纤维的部分溶解，药物的释放速率和总量都比其他温度
下的测试值大，载药纳米纤维仍然具有温度敏感性，药物释放量可通过改变温度
有效控制。Zhang 等[34]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和紫外光引发在聚乳酸(PLA)纳米纤维
表面引发 NIPAm 聚合，制备具有核壳结构的温敏纳米纤维，体外药物控制释放
实验表明：25oC 时 PLA 纤维表面的 NIPAm 表现出亲水性，结合周围水分子的
同时，使得 50—60%的药物仍包裹在 PLA 纤维中，当温度升高到 40oC 时，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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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表面 NIPAm 疏水作用增强，其分子链变成收缩、卷曲状态，使得溶液携带
药物从 PLA 纤维中释放出去，此时只残留下 30%的药物。Hu 等[35]通过静电纺丝
技术把 PNIPAm、乙基纤维素(EC)和药物模型酮洛芬(KET)共混纺丝，体外药物
释放实验表明：两种共混聚合物具有协同效应，使温敏纤维体系可以保持持续释
放药物的特性，25oC 时 PNIPAm 呈亲水性同时 EC 呈疏水性，纤维上负载的药物
被快速释放出来，此时药物速率及药物最大释放量比 37oC 时高，这主要是由于
PNIPAm 的温敏性造成的。Huang 等[36]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制备了温敏性且可热交
联的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co-N-羟甲基丙烯酰胺)(PNN)共聚物，再由静电纺丝制
备嵌入载药(盐酸多西环素)壳聚糖基纳米颗粒(CS)的温度和 pH 双重敏感性的载
药纤维膜，图 15 是不同温度和 pH 值的水溶液中 PNN/CS (95/5)纳米纤维膜对盐
酸多西环素控释图，药物释放实验表明：温度为 25oC 时酸性条件(pH=2)比中性
条件(pH=7)更利于药物的释放，pH=7 时 50oC 比 25oC 更有利于药物释放。Kim
等[31]通过静电纺 NIPAm 和 HMAAm 共聚物，再通过热处理使 HMAAm 分子链
上的羟基交联固化的方法制备温敏性纳米纤维，以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葡聚
糖作为视踪标记药物，八次加热-冷却循环后标记药物完全被释放出来。这种高
比表面积、多孔性的纤维膜材料由于其智能性可有望用于药物封装和释放的载
体。

图 14. 不同时间内硝苯地平在 PBS 溶液中的释放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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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温度和 pH 值的水溶液中 PNN/CS (95/5)纳米纤维膜对盐酸多西环素控释图[36]

4.2 生物支架
纳米纤维三维支架能够模拟细胞外基质微环境的物理结构，在其基础上进行
表面改性可以进一步模拟微环境的化学信号，为细胞的增殖和扩散提供一个可靠
的载体。Rossouw 等[20]通过溶液自由基聚合(SFRP)的方式分别在聚丙烯(PP)、聚
对苯二酸乙二酯(PET)和聚酰胺(PA6)无纺纤维材料表面接枝 PNIPAm 分子链，构
建了具有温敏性的 3D 细胞支架材料，如图 16 所示，细胞培养实验发现 HC04
和 HepG2 肝细胞在支架上沿纤维取向生长，检测出 HC04 肝细胞在 3D 支架上代
谢出白蛋白的量是在 2D 支架上的两倍，进而证明了 3D 支架比 2D 支架更有利
于细胞的生长代谢，同时实现了细胞高温下(37oC)在支架上吸附，低温下(25oC)
从支架上脱附。Oh 等[16]在 PS 纳米纤维垫上接枝温敏性的 PNIPAm 获得亲疏水
性可调的纤维表面，人的成纤细胞接种到纤维表面后在 37oC 下孵化培养，细胞
可以在其表面粘附并增殖扩散，置于 20oC 时 5 h 后细胞变圆并自动从表面脱附，
接枝改性的 PS 纳米纤维垫和培养板比未接枝改性的 PS 纳米纤维垫和培养板有
更好的细胞吸附和脱附效果。Kim 等[37]将 NIPAm 和苯丙酮共轭聚合物共聚，再
经静电纺丝制备纤维膜支架材料，紫外光照射后发生交联反应，纤维之间出现搭
接形成网络结构，如图 17，将人的皮肤成纤细胞在 37oC 时接种到纤维网表面后，
纤维网发生折叠，当降温到 4oC 时纤维网变成透明的凝胶状，同时细胞被封装、
粘附在纤维网内部，再次升温到 37oC 细胞又被释放出来。该研究通过改变外部
的刺激可实现细胞的封装和释放，为实现各种生物活性物的封装和释放提供了新
的思路。

19

生物医用静电纺温敏纳米纤维

图 16.HC04 (上行)和 HepG2 (下行)生长在 PP-g-PNIPAm-B 支架上生长 3,7,11,14 和 21 天(A-E)
荧光显微镜图，细胞用荧光双乙酸酯(FDA)着色，用荧光显微镜(Olympus BX41)在放大 40
倍的倍率下观察，显微镜装配有 490 nm 的频带过滤器和 510 nm 的截断过滤器[20]

图 17. (a-c) 通过光交联 BP2 纳米纤维网包裹、封装和释放细胞的过程。细胞液滴在 37oC 下
包裹(a)稳定封装在网中，(b)在 4oC 下转变成状，(c)加热到 37oC 以上快速收缩并释放封装的
细胞，(d)在 4-37oC 之间加热和降温细胞从纤维网中释放的百分比，此过程重复三个循环, (e)
从纤维网中释放出来的细胞活性检测图(绿色：活细胞，红色：死细胞，条棒：200 μm), (f) MTT
检测 3 次循环后细胞的增殖活性(白条：在 TCPS 板上培养的细胞，黑条：在纤维网上培养
的细胞)，(g) 三次循环以后表示细胞生存能力的荧光图片，经罗丹明染色后的蛋白(蓝色)，
DAPI(红色)，细胞在 37oC 下培养 3 天 (条棒：100 μm) [37],

5. 结语与展望
人类治疗疾病、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对生物医用材料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随着纳米技术和组织工程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发出各种药物控释载体和人
工组织器官等，例如硅酸盐、塑料及橡胶材料等，但这些材料首先大多都是非水
溶性的，制备过程中难免残留对人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其生物相容性有待提高；
其次这些材料不具备与细胞外基质相似的纳米纤维孔隙结构，不利于药物释放以
及细胞的增殖和扩散；再者这些材料的柔软性和摩擦系数等参数与人体软组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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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较大差距，使其在实际应用仍存在一些缺陷。
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 PNIPAm 基的温敏纳米纤维材料具有以下优势：第
一：PNIPAm 可以溶于水而且具有良好的温度响应性和生物相容性，作为组织工
程支架材料可以与细胞保持较好的亲和性，维持细胞的生长和增殖，同时获得温
度诱导下的二维细胞片层。第二：具有各向同性的力学性能，作为细胞支架和药
物载体时能够保持在体内和体外的三维形态。第三：具有特殊的三维微孔结构，
首先可以促进药物或营养物质的扩散以及细胞代谢废物的排出，其次可以为细胞
增殖和扩散提供有效空间。因此温敏纳米纤维在药物控释载体和组织工程支架等
领域有巨大的开发潜力。然而，温敏纳米纤维材料的特点与活性体的作用机理并
不清楚，作为药物载体时其刺激响应的灵敏性还不够理想，在力学、光学等性能
的调控上还未形成系统的结论，上述诸多问题仍需国内外研究学者进一步的系统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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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材料中，合成高分子材料因其良好的物理性能，一定的生物相容性及易加工成
型性、生产重复性好等特点，在生物医用领域占绝对优势。其中，生物可降解材料最引人注
目。目前在生物医学领域应用占绝对优势的是生物降解性高分子，如聚羟基乙酸(PGA)、聚
乳酸(PLA)、聚己内酯(PCL)、聚丁二酸酯(PBS)、聚β-羟基丁酸酯(PHB)、聚氨酯(PU)等，这
些高分子材料都已经通过静电纺丝制备成纳米纤维，用于组织工程支架材料、新型药物释放
载体以及纳米模板材料等领域。

剂，溶液的纺丝溶剂可选择范围窄，

2.1 聚羟基乙酸(PGA)

难以寻找到合适的溶剂。但这个问题

PGA，又称聚乙醇酸，是一种最

目前已经得到解决，Boland 等[4]采用六

简单的脂肪族聚酯，为半晶、疏水性

氟异丙醇为溶剂，对 PGA 进行了溶液

高聚物， 结晶度大于 50 %，熔融温度

静电纺丝，改变溶液浓度，可得到直

Tm 为 224-226℃ [1] ，玻璃化转变温度

径在 200~1500 nm 的 PGA 纤维。他们

Tg 为 36℃。在微生物或生物体内酶或

采用酸处理使 PGA 纤维表面的酯键

酸、碱的促进下水解，最终形成二氧
化碳和水，同时有很好的组织相容性。

水解为羧基和羟基后，用于细胞培养
考察其生物相容性，发现其比原始的

作为结构最简单的线型脂肪族聚酯 PG

PGA 纤维更能促进细胞在其纤维表面

A 是体内可吸收高分子最早商品化的

的黏附。吉林大学崔巍巍等[5]采用静电

一个品种，早在 1970 年，PGA 医用缝

纺丝方法制备纳米银/二甲基砜/PLGA

合线已经商品化，商品名叫 Dexon[2]。

抗菌人工敷料。通过测试表明，该敷

不久杜邦公司发展了 PGA 的同系物

料内部纤维呈交叉的网格状结构，互

PLA，1975 年又出现了商品名为“Vicyr

相连结。当 n-Ag 质量分数达到 1%以

l”的体内可吸收缝线，它由乙交酯和

上时，敷料对革兰氏阳性菌金黄色葡

丙交酯的无规则共聚物 PGLA 熔融纺
丝制得[3]。在 PGA、PLA 和 PGLA 中，
PGA 的降解速度最快，PGLA 居中，

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大肠杆菌具有良
好的抗菌活性。细胞实验结果表明，
这种敷料有助于细胞的生长和增殖。

PLA 最慢。

因此，该敷料具有良好的细胞相容性

目前已经商品化的 PGA 纤维都是

和抗菌性能。

采用熔融挤出的方法获得，利用静电
纺丝来制备 PGA 纳米纤维有两个困

2.2 聚乳酸(PLA)

难，首先 PGA 的熔点较高和热可降解

聚乳酸是一种聚羟基酸，其原料乳

性，使其难以采用熔体静电纺丝方法

酸是 乳酸杆菌产 生的 一种 碳水化 合

制得；其次 PGA 不溶于常规的有机溶

物，可由玉米、甜菜等经发酵、蒸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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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聚乳酸作为一种生物原料制品，

胞生长提供了更多的结构空间，有利

具有很好的生物降解、生物相容性、

于支架与环境之间的营养交换及新陈

可吸收性；同时 PLA 具有较高的熔点

代谢，是理想的组织工程支架材料。

(178 ℃ ) 和 较 高 的 玻 璃 化 转 变 温 度

Kataphinan Woraphon 等 [9] 利用静

(58℃)，抗热性高，使聚乳酸成为研究

电纺丝在聚乳酸及其共聚物内载入多

和应用最广泛的生物降解材料。

种药物, 制备了比表面积大、载药量

PLA 是具有两种立体异构体的手

高、孔隙率高而利于被遮盖的皮肤表

性分子，存在有 4 种不同形态 ，即

面与大气交换空气和水分的皮肤贴膜

PLLA 、 PDLA 、 D,L -PLA （ 又 称

和皮肤保护膜。Xie [10]等以氯仿/甲醇

PDLLA）和 meso-PLA。其中 PLLA 和

混合体系为溶剂，将药物四环素和金

PDLA 由于较好的力学强度而常用作

霉素载入静电纺 PDLLA 纳米纤维中。

医用缝合线，无定形高分子 D,L-PLA

两种 药物表现出 截然 不同 的释放 行

常用于药物控释载体，meso-PLA 的应

为：随着溶剂中甲醇用量的提高，金

用较少。乳酸在结构上比乙醇酸多出

霉素释放速度变慢，而四环素的释放

一个甲基，使 PLA 更加疏水，且降解

速度加快，但金霉素的总体释放量要

速度减慢。考虑到 PLLA 的熔点较高，

高于四环素，说明静电纺 PLA 纤维可

以及无定形 PDLLA 纤维的成形，大多

用于药物控制释放。

[6]

PLA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PLA 的溶液静

当然，静电纺丝法制备聚乳酸纳

电纺丝。

米纤维也面临一些问题：电动力学及

由 于 PLA 具有良好 的生 物学特

其与聚合物流体的关系尚不明确，需

性，PLA 纳米纤维在组织工程和药物

要深入研究；产量很低；得到的纤维

控释等领域的应用引起了研究者广泛

力学强度不够；有待进一步提高[11]。

的兴趣。Zong 等 [7] 用无定形的 PDLA

2.3 聚己内酯(PCL)

和半结晶的 PLLA 静电纺丝法制备了
可生物吸收的无纺布纳米纤维膜，发

PCL 作为一种潜在的生物降解材

现溶液浓度和盐的加入对纤维直径影

料也已被广泛研究，它是由有机金属

响比较明显。

化合物催化环状单体ε-己内酯开环
聚合而得到完全可生物降解的聚酯之

Wan-Ju Li 等[8]对聚乳酸-聚乙交酯
共聚物(PLGA)制备的电纺纤维进行了

一。5 个亚甲基的存在使其更加疏水，

研究，发现电纺纤维的形态结构与天

结晶性也更高，因此降解速度比 PLA

然 细 胞 外基质 很 相似 。他 们制 备 的

更慢。PCL 可以在生理条件下通过水

PLGA 电纺纤维，孔隙率达 90%以上，

解机制降解。PCL 是一种半结晶性高

大多数孔的尺寸在 25~100um 的范围

分子，熔点为 60℃左右，玻璃化温度
为-60℃，结晶温度为 2℃，非常接近

内，提高了材料的细胞渗透性，为细

室温，在室温下呈橡胶态。PCL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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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溶解性，在大部分有机溶剂中都

增加，纤维的直径略增加，加入淀粉

表现出良好的溶解性，因此其加工性

并未影响 PBS 的分子结构，PBS 和淀

能很好，近年来利用静电纺丝技术进

粉在不同的温度产生了热降解，纳米

行了不少相关研究[12]。

纤维的可降解性逐渐提高; PBS /淀粉

Zeng 等[13]系统研究了溶剂体系、

纳米纤维亲水性随可溶性淀粉含量的

PCL 相对分子质量和溶液浓度对 PCL

增大而提高。

静电纺丝过程和纤维形貌的影响，发

伞 振 鑫 等 [16] 用 静 电 纺丝 方 法 将

现 PCL 相对分子质量在 8 万左右、溶

PBS 切片制成纳米纤维膜，通过改变

液质量分数为 8 %~15 %，是通过静电

不同的工艺条件控制纤维形态，得到

纺丝制备 PCL 纳米纤维的最佳条件，

了亲水性的纤维膜。采用接触角测量

由此制得的纳米纤维表面光滑、无串

仪测量了 PBS 流延膜和纤维膜的接触

[14]

珠生成、连续均匀。Yang 等

将相对

角并进行数据处理，得到粘附功的等

分子质量 8 万的 PCL 溶于 80 %三氟乙

值线，通过粘附功的等值线可以分析

醇/20 %水混合溶剂，并加入质量分数

出任何液体在纤维膜表面的浸润及粘

为 0、25 %和 50 %的纳米羟基磷灰石

附状况。

进行静电纺丝，用于引导组织再生。

2.5 聚β-羟基丁酸酯(PHB)

2.4 聚丁二酸酯(PBS)

聚羟基烷基酯(PHA)是一系列广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PBS) 由丁二

泛存在于许多微生物细胞中的天然高

酸和丁二醇经缩合聚合合成，无嗅无

分子。由于其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

味，易被自然界的多种微生物或动植

和生物降解性, 使其在生物医学领域

物体内的酶分解、代谢，最终分解为

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其

二氧化碳

中 具 有 代 表性 的是 聚 β- 羟 基 丁 酸 酯

和水，是典型的可全降解聚合物材料，

(PHB)和β-羟基丁酸酯与β-羟基戊酸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

酯的共聚物(PHBV)[17]。PHB 是一种可

性。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如日本昭和公

降解性高分子聚合物, 其可降解性已

司生产的商品名为 Bionolle 的 PBS 基

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该材料体内

聚酯，熔点在 110-120℃，玻璃化转变

降解很慢，完全吸收要数年时间。因

温 度 在 -30 ~- 40 ℃ ， 热 裂 解 温 度 在

此，应用更多的是它与β-羟基戊酸酯的

340℃，有较好的耐热性。

共聚物 PHBV。PHBV 由于具有较低的

陈思英等[15]运用静电纺丝技术和

结晶、高柔软性并易于加工，应用价

溶胶-凝胶法相结合，将淀粉与 PBS 按

值很高。

不同比例共混进行电纺丝，制备出性

目前对于静电纺丝法制备 PHB 基

能优良、低成本的可降解 PBS /淀粉纳

纳米纤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米纤维。结果表明，随着淀粉含量的

方面：PHB 和添加物混合纺丝、P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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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聚物 PHBV 纺丝、PHB 和聚合物共
[18]

纺等

两个方面：(1)PHB 与其生物可降解材
料复合电纺，如 PHB/PLA 等；(2)PHB

。

山西大学李梅等

[19]

利用静电纺丝

与功能性纳米粒子复合电纺。

法制备载有环丙沙星的聚羟基丁酸酯

2.6 聚氨酯(PU)

电纺缓释纤维毡，发现 CPX-PHB 电纺
纤维毡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在

聚氨酯通常是由多元醇和异氰酸

静止和动态环境中均具有明显的抑制

酯进行加成反应, 再加扩链剂扩链制

效果。清华大学胡平等 [20]利用电纺法

得的一类含有氨基甲酸酯基团的高分

制备了超细 PHBV 纤维，通过表征得

子材料。从分子结构看, 聚氨酯是一种

出结论：当浓度增大时，电纺纤维直

由柔性的软段和刚性的硬段交替共聚

径也随之增大。加工电压的增大可使

的聚合物。软段由长链二元醇(聚酯或

电纺纤维直径略为减小，但过高的电

聚醚)组成, 极性一般较弱, 玻璃化温

压可能使纤维受到破坏。接收距离的

度低于室温, 构成材料的连续相;硬段

减小也有利于电纺纤维直径的减小，

由二异氰酸酯和扩链剂组成, 极性较

但接收距离太小时纤维将重新溶解破

强, 分子间易形成大量氢键, 构成材

坏无纺布结构。

料的分散相。通过聚氨酯软段及硬段

Han 等 [21] 成功地用 PEI/PHBV 通

的分子设计可得到各种不同力学强度

过静电纺制备出了多孔超细纤维，并

和降解性能的聚氨酯材料。嵌段聚氨

通过热分解去除 PHBV。试验结果表

酯弹性体具有独特的力学性能和优异

明，静电纺 PEI/PHBV 纤维平均直径

的生物相容性，作为生物材料使用已

在 2.6 ~15.1um 之间。通过增加 PHBV

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主要用于组织工

的含量，PEI 超细纤维从扁平的如带状

程支架材料、血管替代物、皮肤创伤

变成圆形。Meng 等[22]成功用 PHBV 和

敷料等。

明胶通过静电混纺可得到纳米纤维支

Lee 等[23]对道化学公司生产的 PU

架，结果表明，随着明胶含量和溶液

进行静电纺丝，他们将 PU 溶于体积比

浓度的增加，得到的纳米纤维直径增

1:1 的四氢呋喃/二甲基甲酰胺混合溶

加纤维分布变广。细胞培养实验表明，

剂中静电纺丝得到纤维膜后，再用等

与纯 PHBV 膜和纳米纤维支架相比，

离子体进行表面处理，在 PU 纳米纤维

明胶/PHBV 纤维支架与细胞具有更好

表面接枝丙烯酸，得到亲水性 PU，然

的相互作用，说明明胶/PHBV 纤维支

后在微流槽系统中进行了人间充质干

架在组织工程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细胞的培养。可降解型聚氨酯由于具
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及可降解性而成

PHB 作为生物可降解材料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方面。

为一种重 要的组织工程材 料 , 此外 ,

PHB 基纳米纤维今后的发展应主要在

聚氨酯具有较强的分子结构可设计性,
易于加工成型, 力学性能优异，苏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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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李斌等 [24]人发明了一种生物可降解

可用于制备组织工程支架等，这将极

聚氨酯组织工程支架，这种可降解聚

大推动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与进步。

氨 酯 的 梯 度 弹 性 模 量 为 1.5 ～

因此未来加强需要以下研究方向

15.0MPa，而通过静电纺丝制备的组织

的研究，比如：利用静电纺原理，通

工程支架，为研制出能仿生纤维环区

过改进装置、控制参数，得到连续、

域差异性的纤维环组织工程支架提供

尺寸均一、缺陷可控及排列规则的高

了可能。

分子纳米纤维；在了解静电纺过程和
静电 纺高分子纳 米纤 维性 能的基 础

结语

上，开发出具有降解速度可控、力学

静电纺丝作为一种简便高效的生

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良好的高分子纳米

产高分子纳米纤维的新型加工技术，

纤维，实现纳米纤维的实用化；制成

用于制备低模量、高柔顺性、高强度

强度在体内能保持较长时间，并在伤

的可降解高分子纤维材料是一个重要

口愈 合后短时间 内可 吸收 的缝线 材

的科学课题。这类材料研究成功后可

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用于制作高柔韧性单丝手术缝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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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气体调控材料表面润湿性

莫泊桑说：
“人生活在希望之中，
一个希望破灭了或实现了，就会有新
的希望产生。”同样对科研工作者来
说，失败不可怕，重要的是找到新的
思路，怀抱希望，继续探索。
编者精选三篇高水平文章，推荐

智能表面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润湿性，在纳
米反应器、蛋白或细胞可逆捕捉、药物可控释放、油水分离等
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通过施加相应的刺激源，可对刺激响
应大分子体系构筑的智能表面润湿性进行有效的调控。

大家共赏，希望有所收获，扫描下方
二维码可获得原文。（文献分别来自
于清华大学袁金颖教授组，四川大学

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化学
系袁金颖教授课题组和危岩教授、冯琳副教授合作，在二氧化

夏和生教授组以及新疆大学贾殿赠

碳气体调控材料表面润湿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结合普通自

教授组）

由基共聚和静电纺丝技术，利用北京永康乐业科技发展公司的
SS2535H 型静电纺丝机制备出具有二氧化碳响应的纳米纤维
膜。该疏水亲油的纳米纤维膜表面在 CO2 作用下转变为亲水疏
油。通过对 CO2 气体作用量和时间的控制，可以有效调节纳米
纤维表面形貌，进而调控纤维膜表面润湿性不同程度的变化。
利用 CO2/N2 作为“绿色”驱动，纤维膜表面润湿行为可以在疏水
(亲油)-亲水(疏油)之间相互可逆转换，可用于气
体调控的油/水“开-关”，有望用于气体调控的选
择性油水分离。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Angew.Chem.
Int. Ed. (Hailong Che, Meng Huo, Liao Peng,
Tommy Fang, Na Liu, Lin Feng, Yen Wei, and
Jinying Yuan*，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8934-8938)。第一作者是 2012 级硕士研究生车
海龙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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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心分散微通道的高吸附性石墨烯气凝胶微球
氧化石墨烯气凝胶微球由于其多孔，多层和憎水性，具有作为高效低价吸附剂的潜
力，在溶液，油脂吸附，环境污染处理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传统制备方法可总结为：
(1)模板导向化学气相沉积法；(2)以氧化石墨烯为前躯体自组装；(3)或者采用多种模板的
模板导向自组装。前人做了许多关于气凝胶微球性质的研究，但对于其形状和大小的影
响通常忽略。
四川大学夏和生教授组采用结合静电纺丝技术和冷冻浇注技术的新型制备方法，获
得了具有“中心分散微通道”的氧化石墨烯气凝胶微球（GOAMS），并可以通过制备工
艺参数来调整微球大小。通过进一步还原可以得到还原氧化石墨烯气凝胶微球
（rGOAMs），并保留其“中心分散微通道”结构。该物质具有高吸收力，快速吸收和
可循环使用的特性，是多种有机溶剂和油脂吸附剂的理想备选材料之一。该研究成果发
表于 J. Mater. Chem. A（Shuchi Liao, Tianliang Zhai and Hesheng Xia*, J. Mater. Chem. A,
2016,4, 1068-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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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丝法制备煤基纳米碳纤维及其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多孔碳材料由于其高比表面积和多孔隙结构特性，在能源，分离和催化等有众多领域有所应用。而其
中孔隙碳纤维作为一种新材料，开始受到关注。孔隙碳纤维能保持其一维结构的同时，拥有高比表面积，
多活性位点和大的内层空间的优点。
新疆大学贾殿赠教授组等人报道了一种煤基碳纤维的制备方法。研究者把经过酸处理的煤炭和聚乙烯
醇，利用永康乐业的 SS2535H 型静电纺丝机进行单喷嘴纺丝，然后在惰性环境中进行热处理，制备出煤
衍生孔隙碳纤维（CPCFs）。从煤到 CPCFs 的产率约为 92%。CPCFs 的结构、纹理和表面性质通过光
谱、显微镜和 Brunauer-Emmet_Teller(BET)技术研究。结果显示柔性 CPCFs 有大量的孔隙结构和高比表
面积。研究表明，这种纤维毡超级电容器电极具有优良的的电化学性质。在 6M 的 KOH 水溶液中，电流
密度 1A/g 的条件下，该电极具有 170F/g 的电容。在 2A/g 的电流密度下，经过 20000 次充放电循环，该
电极的比电容没有明显降低，展现了稳定的循环性能。除此之外，CPCFs 是超疏水的，它具有良好的油
脂吸附性能，并能轻易移除水中的染料。这些性能让柔性 CPCFs 在储能和环境保护方面成为优秀的备选
材料。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J. Name.（Mingxi Guo, Jixi Guo, Dianzeng Jia*, Hongyang Zhao, Zhipeng Sun,
Xianli Song, Yinhua, Li, J. Name., 2015, 42 (3):21178-2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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