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纺丝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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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静电纺丝行业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许十几年前你只知道
捷克的纳米蜘蛛，而经过多年发展与锤炼，目前国内电纺行业发展迅速，静电纺丝设
备和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公司已经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电纺行业春天的脚
步正向我们疾步走来，中国静电纺丝的未来值得期待。

目前全球知名的纳米纤维制备设备公司有哪些？
静电纺丝法是目前制备纳米纤维最常用且最有前途的方法，那么全球静电纺丝制备纳米
纤维的设备供应商有哪些呢？下面小编给伙伴们一一作出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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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纳米纤维虽然在电子、环境、能源及生物医学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然
而静电纺纤维难以批量化制造的技术瓶颈极大地阻碍了其商品化进程。因而，解决批量化制



造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难题、提高纳米纤维的制造速率是其走向商业应用的关键。目前，已有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捷克、日本及韩国等都在致力于实现静电纺纤维产业化制造的目
标。
捷克利贝雷茨技 术大学研究人员研发出纳米 纤维批量化制造机械——纳米蜘蛛
(NanoSpider)，在此基础上，捷克 Elmarco 公司开发了一系列静电纺丝设备。纳米蜘蛛™NS
8S1600U 是 Elmarco 公司开发的最新型纳米纤维工业化生产设备。

Elmarco 公司新型 NS8S1600 纳米纤维量产设备
2001 年成立于西班牙的 Yflow 公司也致力于静电纺纤维的研发和批量化制造，产品广泛
应用于食品、药物、生物工程、材料科学、催化剂及纳米传感器等领域。近年来开发的中空
纳米纤维和同轴纳米纤维拥有广泛的工业基础和极高的研究价值。

Yflow 公司的同轴静电纺丝制备纳米纤维
成立于 2009 年的北京永康乐业公司（ucalery）是目前国内专业的静电纺丝制备纳米纤
维设备制造商。经过多年技术积累于 2010 年推出核心产品之一的“纳米静电纺丝设备”，
它整合了国内外最成熟的技术资源并结合自主研发的新功能从而实现设备一体化。其实验室



级静电纺丝设备遍布国内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董事长齐宏旭也一直致
力于静电纺丝产业化设备研发当中，目前已取得可喜进展。

北京永康乐业公司（ucalery）Elite 系列畅销全国

土耳其 inovenso 公司工业级设备

伊朗 FNM 公司工业级设备

全球提供纳米纤维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商
纳米纤维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用、能源、环境及电子等领域，目前全球提供纳米纤维产
品或服务的公司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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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纤维应用于过滤领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成立于 1915 年的美国唐纳森(Donaldson)
公司，一直致力于纳米纤维的开发和应用，并将纳米纤维应用于过滤领域，使其一直保持该
行业的领跑地位。唐纳森公司在三十多年以前研发推出 Ultra-Web® 纳米纤维，它被广泛应
用于发动机过滤、工业除尘、制药、食品加工、微透气过滤、燃气发电等多种行业。

美国 Donaldson 公司的 Ultra-web 纳米纤维

国内纳米纤维制备与发展情况如何？
至今，国内几乎各大理工科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在从事有关纳米纤维方向的研究，高校对
此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每年的国家自然基金以纳米纤维为关键词的项目就有 80 个左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纳米纤维在中国的发展之迅速。
从高校来看，以吉林大学王策教授、清华大学胡平教授为首的科学家牵头，在中国每年
都会举办一届静电纺丝与纳米纤维大会，以促进行业专家的交流学习。同时东华大学莫秀梅
教授、丁彬教授，北京化工大学刘勇教授，青岛大学龙云泽教授等，他们在静电纺制备纳米
纤维方向都颇有建树。
具有代表性的中科院江雷院士研究的超疏水性纳米纤维，利用 1 种双亲性的高分子聚乙
烯醇为原料，制备了具有超疏水性表面的纳米纤维。研究者制备的聚乙烯醇纳米纤维，由于
聚乙烯醇分子在纳米结构表面发生重排，疏水基团向外，分子间氢键向内，使得整个体系的



表面能降低，从而表现出超疏水性。
也许在以前人们认知纳米纤维还只是停留在实验室，但经过多年发展，纳米纤维产品开
始进入市场并崭露头角。研究者开发的纳米级纤维产品，具有比表面积大、柔性好、透气性
优良、重量轻、功能性好等优点，目前已有少数成功地进行批量化生产，并应用于过滤器、
防化学毒性织物的衬里层、电池隔膜、组织支架以及一些高端技术工程等。
成立于 2009 年的江西先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聚合物纳米纤维、碳纳米纤维及其纳米纤
维电池隔膜，其生产的纳米纤维锂离子电池隔膜改善了锂离子电池的安全特性。他们以聚酰
亚胺（PI）为基体材料，经电纺形成高孔隙率、有一定厚度的聚酰亚胺（PI）三维纳米纤维
隔膜，这种隔膜具有良好的高低温特性，可有效地提高锂电的安全特性，改善锂离子电池的
倍率放电特性以及循环特性。

江西先材：聚酰亚胺纳米纤维电池隔膜
近几年，京津冀等数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爆表”，雾霾重重，能见度极差，雾霾已成为
中国最热门话题之一。由此防雾霾的纳米纤维口罩开始在市场出现，重庆中纳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防雾霾防毒口罩，现已上市，据悉该口罩能达到 PM0.3 的防护级别，过滤效果能达
到 99%，阻力只有 100pa 以内。

重庆中纳：防雾霾纳米纤维口罩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生产纳米纤维产品的厂家并不多。在我国，纳米纤维研究和开发，
仍处于初级阶段。而国外的纳米纤维，已经实现了产品的系列化。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差距，
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这样才能在纳米纤维研究、开发和生产领域，达
到领先的地位。



前言：静电纺纳米纤维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药物缓释、组织工程、过滤
分离、能源存储等方面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利用静电纺丝固定化酶，
以及在其基础上进行应用性研究则为数甚少。编者从静电纺丝固定化酶方
向进行研究，综述了近年来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固定化酶领域的研究进
展。

酶固定化

酶是由活细胞产生的具有催化功能的蛋白质，是一种主要的生物催化剂，它除了一般催
化剂所具有的性质外，还具有独特的催化特征，如高催化效率、强专一性和酶活可调节性。
但由于酶的蛋白质特征，凡是能够引起蛋白质变性的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酶的失活，如 PH、
重金属盐、热、紫外线、剧烈震荡等。即使在最适催化条件下，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酶催
化反应速度也会逐渐下降。此外，自由酶在催化后难以回收，给产物分离和提纯都造成困难，
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这些因素都极大地限制了酶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自 20 世纪 50 年代兴
起的生物催化剂固定化技术则是基于使酶能够能回收并反复使用这一目的发展起来的。酶的
固定化技术可有效地束缚酶的构象，是稳定酶活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在节能、环保、降低
成本以及生产连续化等方面显示了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为酶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酶固定化载体

在固定化酶技术中，载体的结构和性能对固定化酶的性能有着极大的影响。载体的表面
化学组成、几何形状、孔分布等都直接影响固定化酶的活性、稳定性和反应特点。酶的固载
量主要受表面积影响，而表面积的大小和材料的孔隙度有关。多孔载体表面积大，这种载体
不仅对酶的固载量大，而且可以有效抵御外部环境恶化对酶活性的影响；对于某些固定化方
法，载体还要具有功能性基团，如羟基、羧基、氨基等，在酶的固定化时，利用其功能基团
与酶蛋白发生反应，通过共价键或配位键与之结合，可大幅提高载体与酶之间的结合力，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固定化酶的稳定性。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固定化酶的载体材料已从天然高
分子材料发展到无机材料、合成高分子材料以及复合材料。



（1）天然高分子载体
天然高分子材料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良好的生物亲和性，而且原料比较易得，适合担当酶
的载体材料。近年研究热门的新载体有壳聚糖、胶原蛋白、海藻酸钠、纤维素等。
（2）合成高分子载体
合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化学性质稳定，易于成型，同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以合成高分
子材料作为酶固定载体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合成高分子材料作为载体固定化酶的研究有很
多，其中既有 PVA、PE、PAN、PA、PMMA 等，它们被直接或改性后用于固定化酶，也有
将不同单体聚合，制备具有独特功能的酶固定化载体。
（3）无机载体
传统的无机载体主要是 SiO2、Al2O3、活性炭等，这些载体具有简单易得，价格低，机
械强度高等优点，一般是采用吸附法或包埋法固定化酶，也有是用小分子化学改性后用共价
法固定化酶。
（4）有机无机复合载体
无机载体的结构不容易调控，传质效果不理想，近年来，人们开始将无机材料与有机高
分子结合起来，制备有机/无机复合材料载体，其中磁性材料制备的酶固定化载体得到普遍
重视。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固定化酶

采用静电纺丝技术制备得到的纳米纤维膜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药学、过滤、复合材料及
传感器等领域。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具有比表面积大、结构丰富、持久耐用及易于分离回收
等优点，将电纺纳米纤维膜作为固定化酶的载体，有利于酶与底物充分接触，能有效提高酶
的催化效率和重复利用性，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酶固定化基质，目前已
经成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应用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近年来，随着纳米材料研究的兴起和静电纺丝技术的日趋成熟，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固
定化酶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已经成功制备得到了电纺纤维膜固定化
脂肪酶、电纺纤维膜固定化蛋白酶等，并在生物反应器和生物传感器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
根据电纺纳米纤维膜的制备特点及其本身具有的特征，电纺纤维膜固定化酶的方法主要分为
表面担载法和包埋法等。



1

表面担载法

表面担载法是指直接将没有经过任何表

丁玲利用静电纺丝法制备 PA6/PVA

面修饰的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用于酶的

复合纳米纤维膜，并以其为载体固

固定化。这种方法所选用的电纺材料一般

定纤维素酶，固定化纤维素酶相较

为天然高分子材料或者人工合成的高分

于自由纤维素酶最适宜酶学反应温

子聚合物材料。由于天然高分子材料原料

度、pH、热稳定性、重复使用稳定

易得，且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

性、贮藏稳定性均优于自由酶。

化学稳定性以及较强的酶结合能力等优
点，因此常被认为是优良的酶固定化载体
材料。目前所研究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包括
壳聚糖、丝素蛋白和纤维素等。

2

活性功能基团担载法

将含有活性功能基团聚合物制备电纺纳米纤维膜，或者将某些含有功能基团的材料电纺成纳米纤
维膜后将其活化，然后用于酶的固定化。由于酶固定的作用力较弱，使得在使用过程中酶分子易
从载体上脱落，影响固定化酶的重复利用性能。为了克服酶易从固定化载体上脱落的问题，人们
通常将含有活性功能基团聚合物制备电纺纳米纤维膜，或者将某些含有功能基团的材料电纺成纳
米纤维膜后将其活化，然后用于酶的固定化。当电纺纳米纤维膜表面具有活性基团时，载体与酶
分子之间的作用力主要是化学键力，可以大大提高固定化酶的稳定性，目前，这种含有活性基团
的电纺纳米纤维膜被更多地应用于酶固定化领域。使用含有活性基团的电纺纳米纤维膜作为酶固
定化载体，可以有效提高固定化酶的性能。



Jia 等首先报道了以含有活性基团的聚苯乙烯电纺纳米纤维膜作为酶的固定化载体，他们用
化学方法将α-蛋白酶共价吸附固定在含有活性基团的电纺纤维膜表面。经测定发现，该电
纺纳米纤维膜固定化酶在水溶液中的催化活性相当于游离酶的 65%以上，而在正己烷和异辛
烷有机溶剂中的活性比游离酶高 3 个数量级。同时，固定化酶在有机溶剂中表现出比游离酶
更好的稳定性。此外，当纤维直径为 120nm 时，该电纺纤维膜的载酶量可达到 1.4wt%，相
当于超过 27.4%的纤维膜外表面吸附固定上一层生物酶分子。然而随着纤维直径的增加，载
酶量显著降低。这是因为纤维直径能对纤维膜的比表面积和纤维表面活性基团的数量产生较
大影响，从而影响电纺纤维膜的载酶量。通常认为纤维直径越小，纤维膜的比表面积就越大，
使得暴露在纤维表面的与酶分子结合的活性位点的数量也越多，载酶量也越大。大多数研究
表明，直径在< 100-500nm 的电纺纤维比较适合用于固定化酶。

3

化学交联

无论是在不含活性基团的电纺纤维膜表面通过物理吸附作用固定化酶，还是在含有
活性基团的纤维膜表面利用化学键力固定化酶，均只能在纤维膜的外表面吸附单层
酶，限制了纤维膜的载酶量，且在反应过程中仍有酶脱落现象。为了克服以上的缺
点，研究人员通过与化学交联法相结合以提高酶载量和固定化酶的定性。

交联法是利用具有功能性基团的试剂与酶分子之间用共价交联的固定化方法。
戊二醛是
最常用的交联剂，其它交联剂有双氨联苯、鞣酸等。Fernando L G 等以多种高分子聚
合物为基体，通过改性接上氨基，并以此为载体交联法固定化酶，交联剂为戊二醛。但
是交联法由于在固定化过程中有酶分子间发生化学反应，酶失活较为严重。



4

表面修饰电纺

为了使电纺纳米纤维膜在酶固定化领域有更好的应用，一些研究者提出先对电纺纤维膜进
行修饰，然后进行酶的固定化。该方法可以改善载体材料表面的化学性质，提高固定化酶的酶
活性能。
根据对电纺纳米纤维膜进行修饰的目的不同，修饰纤维膜表面担载法可以分为提高纤维膜
表面的生物相容性，改善酶在纤维膜表面的可流动性，以及增加纤维膜的电导率等几种方法。
(1) 纤维膜表面的生物相容性
该方法主要是通过利用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物质对聚合物材料或者电纺纤维膜进行修饰，或者直
接用亲水性的聚合物与疏水性的聚合物一起电纺以提高纤维膜的生物相容性。修饰后的纤维膜
可以大大提高固定化酶的催化活性。
(2) 纤维膜表面的可流动性
这种方法主要是在纤维膜表面引入接枝，使该接枝能作为酶与纤维膜载体之间的连接体。在这
种情况下，酶分子不直接吸附在纤维膜表面，而是通过接枝与纤维膜连接在一起，或者酶分子
直接吸附在接枝上，达到酶固定化目的。
(3) 纤维膜的电导率
增加纤维膜的电导率主要是针对氧化还原酶的固定所提出的。通过对电纺纳米纤维膜修饰具有
良好电导率的物质改善纤维膜的导电性，增加反应中电子转移速率，从而提高酶的催化活性。

磷脂共聚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浙江大学黄小军等采用静电纺丝的方法制备丙烯腈
l/[ 2-(甲基丙烯酰氧) 乙基]磷脂酰胆碱(MPC)共聚物电纺膜作为酶固定化的载体，进而将脂肪
酶吸附固定在载体上。结果表明, 由于静电纺丝纤维膜具有纳米或者亚微米尺寸，有利于提高
载酶量，脂肪酶在共聚物电纺膜上的载酶量可以达到 20mg/g 以上。作者还比较了聚丙烯腈和
类磷脂修饰丙烯睛共聚物电纺膜上固定化酶活性保留率。对于聚丙烯腈电纺膜，酶活性保留率
为 51.6%。而对于类磷脂修饰共聚物电纺膜，由于类磷脂修饰共聚物膜能为固定化酶营造一种
生物相容性的微环境，酶活性保留率可以达到 78.6%。可见，类磷脂修饰丙烯腈共聚物电纺膜
上，固定化酶的活性得到显著升高。



包埋法
包埋法固定化酶是通过静电纺丝技术，在制备纳米纤维膜的过程中直接将酶纺入纳米纤
维内部，从而实现酶的固定化。该方法是一种原位固定酶的方法，通过该方法制备得到
的固定化酶具有载酶量高的优点。根据所采用静电纺丝技术的不同，可以将纤维膜包埋
法固定化酶分为混合电纺包埋、同轴电纺包埋和乳液电纺包埋。

5

混合电纺包埋

混合电纺包埋法通常是将酶与亲水性聚合物直接混合形成凝胶，然后再引入普通静电纺丝装
置进行电纺，可得到载酶纳米纤维膜，这种方法实现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对酶的原位固定。利
用该方法固定化酶对纺丝装置要求不高，成本低廉且操作简单。但由于酶的蛋白结构在电纺过程
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会导致部分酶活损失。
为了提高酶在电纺过程中的稳定性，有学者提出先将酶活化，然后将活化酶与聚合物溶液混
合共纺。结果表明，活化酶能有效地被固定在电纺纤维中，且活化后的酶经过电纺固定后，在异
辛烷溶液中表现出的酶活比未经过任何处理的酶要高 4. 5 倍。然而，交联通常也会破坏酶分子结
构，使酶活发生一定程度的降低。

许鑫华等将葡萄糖氧化酶分散到 PVA 纺丝液中,进行静电纺丝,采用混合包埋法获得固定化酶,并用
于构筑安培型葡萄糖生物传感器。Katarzyna S 等将脲酶分散到 PVP 纺丝液中，利用静电纺丝制
得固定化酶的复合纳米纤维，由于纳米纤维的小直径和大的比表面积，使得混合包埋法固定于纳
米纤维中的脲酶对氨水的检测限达到×106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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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电纺包埋

利用同轴电纺技术可以直接将酶包埋在聚合物材料纤维内部形成核-壳结构的载酶
纤维，以实现静电纺丝纤维膜对酶的原位固定。但是由于酶是一种蛋白质，它所具有的
复杂的三维结构及其强大的分子间或分子内部作用力使其不可能单独被电纺成纳米纤
维。所以在同轴电纺包埋法中，多数情况下要求用酶与高分子聚合物溶液一起电纺成为
核-壳纤维中的“核”部分。又因为大多数酶都是水溶性的，所以要求与酶一起电纺的高
分子聚合物材料也是水溶性的。同时，为了保证电纺纳米纤维膜在水溶液中的稳定性，
使其不发生溶胀，一般要求电纺纳米纤维所用的“壳”材料是疏水性聚合物。
姬晓元等将辣根过氧化物酶(HRP)和甘油水溶液作为“核”，以溶解于有机溶剂中的
聚氨酯（PU）溶液 为“壳”，然后利用同轴电纺将其纺成纳米纤维，实现酶在中空
纳米纤维腔室内的原位包埋。在上述电纺条件下，固定化 HRP 的活性收率为游离酶
的 80%，米氏常数 Km 几乎与游离酶相同，固定化酶在 60℃下的半衰期比游离酶提
高 17 倍。

7

乳液电纺包埋

该技术能够通过直接电纺油-水或者水-油乳液制备壳-核结构载酶纳米纤维，实现
对酶的原位包埋固定。在该方法中，通常是先向聚合物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
剂以降低溶液的表面张力，然后再与酶溶液混合形成均匀乳液，最后将乳液引入普通
的静电纺丝装置进行电纺而得到载酶纤维。与同轴电纺技术不同，乳液静电纺丝技术
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制备载酶纳米纤维的方法。但由于在乳液电纺体系中引入了表面活
性剂，使得纺丝液性质发生较大变化，从而使纺得的纤维结构不易控制。

结语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固定化酶能有效提高酶的催化效率、稳定性和重复利用性，是
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酶固定化方法，但是仍存在如何提高纤维膜固定化酶的催化活
性和稳定性等问题，此外，目前研究主要局限于实验室研究，离大规模的生产应用还有
很长一段距离。因此，如何改进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的生产工艺，促进其达到工业化的
应用要求，以及拓展其在环境检测等领域中的应用将可能成为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固定
化酶研究中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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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期刊
文献快报

最近，东华大学丁彬老师及其同事在过滤器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期刊
Small（影响因子 8.315）发表一篇论文（Small 2017, 10, 13），被选为当期 Back Cover
论文。
对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纤维介质的过滤能力受到其大直径，低孔隙率低，有限前
端面积的限制。这些难题对各种空气过滤应用具有广泛的技术影响，尽管过去的努力
已经付出努力，但成功实现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文章中，通过将静电纺丝网与接收衬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由二维纳米线（≈
20nm）组成的波纹状聚酰胺-6 纳米纤维/网膜过滤器。这种方法允许支架细丝有序地
嵌入到具有 Steiner 树状结构、尺寸 20nm 的二维 PA-6 纳米层中，通过调整褶皱跨度
和褶皱间距，导致波纹状膜具有极小的孔径，高度多孔的结构，腔体结构稳定。过滤
器可以使用物理筛分方式，滤除空气中的超细颗粒，使波纹状 PA-6 NF / N 过滤器达
到 99.996％的高去除效率，95Pa 的低空气阻力和> 0.11Pa-1 的稳定品质因子。这种方
法有可能引起新一代过滤介质的研发，同时由于其纳米特征和宏观结构设计的优势，
在应用中将会显示出高效的过滤能力。

文献出处：Xia Yin, Jianyong Yu, Bin Ding,et al.A Controlled Design of Ripple-Like
Polyamide-6 Nanofiber/Nets Membrane for High-Efficiency Air Filter [J].Small,2017,13,
16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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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环境中的重金属离子检测是关系到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开
发简单、快速的现场检测重金属的方法已成为重金属检测领域中的重要方向之一。
当前, 化学传感器用于重金属现场快速检测的研究发展迅速, 为了增加化学传感器
的检测灵敏度,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被应用到化学传感器的研发中。静电纺丝纳米纤
维膜具备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可控性良好和易功能化等优势, 比普通材料可以固
定更多的化学传感器, 从而提高其检测灵敏度。上海海洋大学钟建老师最新文章
（Small,2017,13,16）对电纺纳米纤维膜在重金属检测化学传感器研发中的最新进展作
了综述性研究。主要综述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在化学传感器的发展及其应用，特别
是在重金属检测中的应用。首先介绍了静电纺丝技术、光化学传感器等一些基本概
念, 随后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基化学传感器的制备方法进行分类并简述其用于重
金属检测中的应用进展, 最后对该技术进行展望, 以期为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化学
传感器等领域的科研人员提供参考。
文 献 出 处 ： Yiqun Qiao,Xichang Wang, Jian Zhong,et al.Recent Advances of Electrospun
Nanofibrous Membra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emosensors for Heavy Metal Detection [J].
Small,2017,13,1604293

纳米纤维过滤膜和静电除尘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净化空气,这两种技术可
以快速的去除 PM2.5。青岛大学龙云泽老师课题组在（Nanoscale,2017,9）发表文章,
结合上述纳米纤维过滤膜和静电除尘两种技术的优势,直接把高分子前驱体纺到被污
染的环境中,从而巧妙的将纳米纤维和静电除尘技术结合为一体。比较不同的聚合物
前驱体和不同的 PM2.5 捕获技术，可以看出壳聚糖水溶液在空气中的原位纺丝表现出
极好的 PM2.5 捕获效率，这可能归因于壳聚糖的强极性和电纺丝纳米纤维强的静电吸
附和表面粘附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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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技术获得高达 3.7ug m-3s-1 的去除率，同时具有高于 95％的 PM2.5 捕获
效率。在吸烟室（〜5×6×3m3）的现场测试中获得的结果与实验箱（〜25×30
×35cm3）中获得的结果仍然非常一致。更重要的是，壳聚糖是一种无毒可降解
的高分子，当用作 PM2.5 捕获的原位电纺丝前驱体时，对人体健康无害。
文献出处：Jia Guo,Ji-Yong Feng, Yun-Ze Long,et al.Chitosan nanostructures by in situ
electrospinning for high-efficiency PM2.5 capture [J]. Nanoscale,2017,9:4154-4161

江南大学李才明老师课题组在（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2017,252）
介绍了电纺淀粉纳米纤维在生物医用中的应用。电纺淀粉纳米纤维具有高孔隙率，极高
的比表面积和生物相容性，可生物降解和生物吸收性能。结果，淀粉纳米纤维在药物应
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包括药物释放，伤口敷料和组织工程。文章总结并回顾了普通淀
粉，改性淀粉和其他聚合物杂交体合成淀粉电纺纤维的最新进展。此外，介绍了淀粉纤
维在医药应用中的制造和应用中所要面临的挑战。

文 献 出 处 ： Yan Hong, Li Cheng, Caiming Li,et al.Electrospun starch nanofibers: Recent
advanc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potential pharmaceutical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2017,252:9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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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卢晓峰、王策老师在（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2017,7）发表了
关于静电纺丝技术在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架构设计和电化学性能的综述文章。静电纺
丝是制备小直径，可控尺寸和设计结构的一维聚合物，无机和混合纳米材料最简单、
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电纺丝纳米纤维和垫片具有大比表面积，高孔隙率，低密度，
良好的方向性和可调组分等优点，被认为是超级电容器（SC）等各种电化学储能装置
的理想选择。在此综述中，介绍了超级电容器电纺丝电极材料的最新进展，涵盖了架
构设计及其电化学性能。文章在简要介绍了超级电容器后，讨论了静电纺丝技术的基
本原理。随后，重点介绍了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电纺纳米纤维和垫，包括一维
碳，金属氧化物，金属硫化物，金属氮化物，导电聚合物和各种结构类型的复合纳米
材料。文章中详细讨论了组成，结构和电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最后，突出强调未来
应用于高性能超级电容器领域的电纺丝纳米纤维和垫片研究的一些挑战和观点。相信
这篇文章将给研究人员在构建新型储能装置方面提供一些灵感。

文 献 出 处 ： Xiaofeng Lu, Ce Wang, Frédéric Favier ,et al.Electrospun Nanomaterials for
Supercapacitor
Electrodes:
Designed
Architectures
an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J].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2017,7,16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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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状纳米结构由于其独特的特征成为环境净化的研究重点，然而，用于水净
化和氧化的高效光催化剂中空 BiVO4 纤维尚未制备成功。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陈 刚 老 师 课 题 组 发 表 最 新 文 章 （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2017,208）采用有机钒盐通过单喷丝静电纺丝制备 BiVO4 纳米管，无
需模板。有机盐可诱导静电纺丝梯度效应，在实现管状纳米结构中起关键作用。受
益于管状纳米结构的独特结构特性，BiVO4 纳米管具有中空内部，导致高效的光收
集能力和较大的表面积。对于 Cr（VI）的光催化还原，相比固体 BiVO4 纳米纤维，
管状纳米结构可促进光催化性能，同时这种有机盐诱导的静电纺丝梯度效应不受使
用量、比例和种类的影响，文章对用于电纺丝制造具有管状纳米结构的其他材料赋
予了更大的视野。

文 献 出 处 ： Chade Lv, Jingxue Sun, Gang Chen,et al.Organic salt induced electrospinning
gradient effect: Achievement of BiVO4 nanotubes with promoted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J].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2017,208: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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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郏建波老师在(Chemical Communications,2017,28)发表
最新文章。通过静电纺丝制备了 Co-N 掺杂的 3D 碳微球/纳米纤维混合物，实现了可
以有效控制从珍珠项链状纳米纤维到微球/纳米纤维混合物的形态转化。该混合物在
酸性和碱性溶液中都显示如同 Pt 的氧还原反应活性，使其成为非贵金属中最好的氧
催化剂之一。

文献出处：Lulu Chen,Liang Liang,Jianbo Jia,et al.A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devised Co−N
doped carbon microsphere/nanofiber hybrid as a free-standing 3D oxygen catalyst[J].Chemical
Communications,2017,53:4034-4037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electrospinning chain-aligned
polyethylene oxide (PEO)
Chenhao Lu, Sum Wai Chiang, Hongda Du*, Jia Lia, Lin Gan, Xing Zhang,
Xiaodong Chu, Youwei Yao, Baohua La, Feiyu Kang

聚合物纤维沿其轴向的导热率通常比径向更好。许多研究表明，聚合物的结晶度、分子
取向、晶粒取向三个主要因素对聚合物纤维的导热性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聚乙烯的结晶度
较高，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聚乙烯上。在这里，清华大学杜鸿达老师课题组报道了电纺聚乙烯
氧化物（PEO）纳米纤维具有极高导热性，它一种重要的半结晶聚合物。这表明，诸如 PEO 的
半结晶聚合物也可以获得高导热性，其可以用于诸如电子器件中。其热导率比本体聚合物提
高约 150 倍，通过红外光谱证明热导率的提高归因于增加的分子取向性。文章中还讨论了分
子取向和晶粒取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 PEO 纤维热导率的影响，最终发现对于 PEO 纳米
纤维，非晶区域中优选的分子取向对高导热率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

文献出处：Chenhao Lu,Sum Wai Chiang, Hongda Du,et al.Thermal conductivity of electrospinning
chain-aligned polyethylene oxide (PEO)[J].Polymer,2017,
链接：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2386117301477



One-step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poly(vinyl alcohol)/silver hybrid nanofiber mat by
electrospinning for multifunctional applications
Chun-Gang Yuan*,Shiwei Guo,Jian Song,Can Huo,Yukai Li,Bing Gui,Xianmei Zhang

华北电力大学苑春刚老师课题组发表文章，文章中描述了通过静电纺丝合成 PVA/Ag-PVA
纳米纤维毡。通过 SEM，XRD，红外和 EDS 表征制备的复合材料。所得的纳米纤维毡具有良好
的去除 Hg2 +的能力和抗菌活性。通过 XPS 研究了 PVA、银纳米颗粒和汞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
吸附实验表明，该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去除 Hg2 +的性能，对 pH 和温度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复
合材料的吸附能力通过热处理可容易获得。文章研究了包括共存离子在内的参数和汞初始浓
度的对吸附效果的影响。吸附过程遵循伪二阶动力学和 Langmuir 等温线模型，评估了 Hg2 +吸
附的热力学参数（焓，熵和自由能）。抗菌试验表明，该纤维膜具有优异的抗菌性能，在水
处理的汞污染控制和抗菌应用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文献出处:Chungang Yuan,Shiwei Guo, Jian Song,et al.One-step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poly(vinyl alcohol)/silver hybrid nanofiber mat by electrospinning for multifunctional applications
[J].RSC Advances,2017,8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7/RA/C6RA26770J?utm_source=feedburner&utm
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rss%2Fra+%28RSC+-+RSC+Adv.+latest+articles%29



Nanofibrous composite membranes (NFCMs) for
mono/divalent cations separation
Linxiao Hou, Jiefeng Pan, Dongbo Yu, Bin Wu, Abhishek N. Mondal, Qiuhua Li,
Liang Ge*, Tongwen Xu*

开发能够有效分离单价和二价离子的阳离子交换膜对各种工业应用（如废水净化和海水淡
化）至关重要。然而，制备保持高离子通量和良好选择性的单价阳离子选择性膜仍然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徐铜文老师课题组发表文章，在研究中，通过将溴甲基化聚（2,6-二甲基
-1,4-亚苯基氧化物）（BPPO）电纺丝纳米纤维垫浸渍到磺化聚（2,6-二甲基-1,4-亚苯基氧化物）
（SPPO）溶液中，然后季铵化溴甲基，最终制备出含有-N +(CH3)3 和-SO3 基团的纳米纤维复合
－

膜。独特的纳米纤维复合结构导致低电阻，高限流电流密度，尺寸稳定性和离子通量的显著提
高。此外，由于引入的季铵化电纺纳米纤维垫，一价阳离子可以通过其静电排斥力的差异与二
价阳离子分离。与商业用的单价阳离子选择膜（CSO）相比，本研究中优化膜（NQS1）在电渗
析过程中离子通量为 2.96×10-8 mol·cm-2 s-1，渗透选择性为 1.62，进料溶液：0.1mol / L NaCl /
MgCl2）。根据其优异性能，该纳米纤维复合膜有望成为 Na+/Mg2+分离的候选者。
文献出处：Linxiao Hou, Jiefeng Pan, Dongbo Yu,,et al.Nanofibrous composite membranes (NFCMs)
for mono/divalent cations separation[J].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2017,528:243-250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6738816320117?_rdoc=1&_fmt=high&_origin=
gateway&_docanchor=&md5=b8429449ccfc9c30159a5f9aeaa92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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