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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不同黏度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溶液制备平板聚二甲基硅氧烷 /聚偏二氟乙烯(PDMS /PVDF) 复

合膜，并比较膜对乙醇 /水混合物的渗透汽化性能的影响。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接触角分析仪等表征手段

研究聚合物溶液黏度对膜微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聚合物溶液黏度为 90 mPa·s 时制备的复合膜分离性能最佳，

当进料温度为 313 K 时，膜对 5%乙醇水溶液的通量可达 761 g /(m2·h)，分离因子为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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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iscosity of polymer solution on microstrctures and
pervaporation performance of PDMS /PVDF composite membrane

ZHAO Xuhong，LIU Gongping，WEI Wang，LIU Sainan，JIN Wanqi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aterials-Oriente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A series of poly(dimethylsiloxane) (PDMS) /poly(vinylidenefluoride) (PVDF) flat composite
membranes were fabricated with different viscosities of PDMS casting solution，and the prepared mem-
branes were applied for pervaporation separation of ethanol /water mixtures． The effects of the viscosity of
PDMS casting solu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s of the PDMS /PVDF composite membrane were studi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characterizations and contact angle met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mposite membrane prepared with the casting solution viscosity of 90 mPa·s exhibited the best sepa-
ration performance: the total flux and separation factor were achieved 761 g /(m2·h) and 9. 1，with 5%
ethanol /water mass ratio in the feed at 31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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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汽化是根据不同组分在膜中溶解扩散速率

不同而实现混合物分离的过程，具有能耗低、分离系

数大、过程简单等优点，在水中少量有机物的回收、
有机物中少量水的脱除和有机 /有机混合物的分离

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近年来，由于渗透汽化分

离技术在提取生物质发酵液过程中低浓度醇类方面

具备潜在的应用前景，渗透汽化优先渗透有机物膜

受到广泛的关注
［2］。制备高通量、高选择性的渗透

汽化膜是该过程工业化应用的关键
［3］。目前，提高

膜性能 (如通量、分离因子、长期稳定性) 仍是人们



追求的目标，而优化制膜工艺则是提高渗透汽化膜

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4］。

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 膜是一种代表性的渗

透汽化疏水膜，在生物质燃料的生产、低浓度有机物

的提浓和回收、有机物 /有机物分离等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
［5］。由于本身具有的柔性硅氧链常温下是

弹性体，所以膜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透过性。由于

PDMS 膜材料本身力学强度低，因此实际应用中多

制备成 PDMS 复合膜。本课题组在前期工作中，考

察了聚合物浓度、交联剂浓度和浸涂时间对 PDMS /
陶瓷复合膜通量和分离因子的影响

［6］。陶瓷支撑

体具有高力学强度、耐溶剂性、低传质阻力等优点，

可应用于某些特殊体系( 酸、碱、高温) 的分离。有

机支撑体价格相对较低并被广泛用于常规的有机

物 /水溶液体系分离。因此，考察了以多孔有机膜为

支撑体制备 PDMS 复合膜。大量的研究表明，聚合

物溶液的流变性对材料的加工成型及功能性质有着

重要的影响
［7］。因此，笔者从调控涂膜溶液性质着

手，以乙醇水溶液为分离对象，利用不同黏度聚合物

溶液在聚偏二氟乙烯(PVDF) 支撑体上制备 PDMS
复合膜，研究黏度对制备膜结构的影响，为 PDMS /
PVDF 复合膜的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

1 实验

1． 1 材料和试剂

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上海树脂厂有限公

司;正硅酸乙酯(TEOS)，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

剂公司; 正庚烷、二丁基二月桂酸锡，上海凌峰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乙醇，南京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孔径

0． 8 μm PVDF 片式支撑体，美国 Solvay 公司。
1． 2 复合膜的制备

将 PDMS 按 1∶ 10 的质量比溶于正庚烷溶剂中搅

拌均匀。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交联剂 TEOS 和催化

剂二丁基二月桂酸锡，分散均匀后分成 4 份静置。采

用黏度计 (美国 BＲOOKFIELD 公司，DV-Ⅱ+ PＲO)分

别测 4 份溶液的黏度，待溶液黏度分别达到 10、50、90、
130 mPa·s 时脱泡，均匀涂布在 PVDF 支撑体上，室温

下固化交联 24 h 后在 393 K 下干燥 4 h 保存备用。
1． 3 复合膜渗透汽化性能测试

1． 3． 1 复合膜的表征及渗透汽化性能测试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S4800，日本日立

公司)观察膜表面和断面的微观形貌以及分离层厚

度; 采 用 视 频 光 学 接 触 角 /表 界 面 张 力 测 量 仪

(dropmeter A-100P，宁波海曙迈时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表征复合膜的表面疏水性。
渗透汽化实验在实验室自制的小型渗透汽化装

置上进行，装置如图 1 所示。进料液为乙醇 /水溶

液，膜的有效膜面积为 7. 07 cm2，维持膜的渗透侧真

空度为 240 Pa。渗透液经气相色谱仪(GC-2014，日

本岛津公司)分析后得到各组分的组成含量。

1—恒温水浴锅;2—进料贮罐;3—温度计;4—进料泵;5—膜组件;

6—真空计;7—冷阱;8—缓冲罐;9—真空度调节阀;10—真空泵

图 1 渗透汽化装置流程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pparatus for pervaporation

1． 3． 2 分析方法

渗透汽化膜的分离性能指标如下。
通量定义为

J = m
At (1)

分离因子定义为

αe，w =
we，p /ww，p

we，f /ww，f
(2)

式中:J 为组分的通量，g /(m2·h);α 为组分的分离

因子;m 为渗透液质量，g。t 为时间，h;A 为有效膜

面积，m2;w 为质量分数，g /g;下标 e 和 w 分别表示

乙醇和水;p 和 f 分别表示透过侧和原料侧。

2 结果和讨论

2． 1 聚合物溶液黏度对 PDMS /PVDF 复合膜表面

形貌的影响

不同聚合物黏度制备的 PDMS /PVDF 复合膜的

断面 SEM 照片及 X 线能量色散光谱(EDX) 分析结

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2(a)、图 2(c)、图 2(e)、图 2
(g)可以看出:PDMS 聚合物在 PVDF 支撑体上形成

致密的薄膜，PDMS 分离层和 PVDF 支撑层紧密结

合，PDMS 分离层的厚度分别为 6. 0、10. 7、13. 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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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线为 Si 元素分布;绿色线为 O 元素分布;蓝色线为 F 元素分布;红色线为 C 元素分布

图 2 不同聚合物黏度制备的 PDMS/PVDF 复合膜的断面 SEM 照片及 EDX 分析

Fig． 2 SEM imag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DX images of PDMS /PVDF composite

membranes prepared by polymer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viscosities

16. 5 μm。从图 2(b)、图 2(d)、图 2( f)和图 2(h)紫

色 Si 元素分布曲线看出:随着涂膜溶液黏度的增

加，膜的孔渗程度减小，这是因为溶液黏度的增加，

聚合物溶液在支撑体表面成膜时流动性下降，从而

导致孔渗减弱。

2． 2 聚合物溶液黏度对 PDMS /PVDF 复合膜接触

角的影响

接触角的大小反映材料的亲疏水性，接触角越

大，表明材料的疏水性越强。不同聚合物溶液黏度

下制备的 PDMS /PVDF 复合膜表面水的接触角变化

情况如图 3 所示。从图 3 中可以看出:随着聚合物

溶液黏度的增加，膜的接触角逐渐增大。当聚合物

溶液黏度为 130 mPa·s 时，接触角可达 116. 1°，表明

增加聚合物溶液黏度能够提高复合膜的疏水性，从

而有利于提高膜对乙醇的选择透过性。

图 3 不同聚合物溶液黏度下制备复合膜的接触角

Fig． 3 Contact angle values for membranes prepared

by polymer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visco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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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聚合物溶液黏度对 PDMS /PVDF 复合膜渗透

汽化性能的影响

图 4 为不同聚合物溶液黏度下制备的 PDMS 复

合膜在进料乙醇质量分数为 5%、进料温度为 313 K
时的渗透汽化结果。从图 4 可以看出:随着聚合物

溶液黏度的增加，膜的分离因子基本保持在 9 左右，

而在溶液黏度为 90 mPa·s 时通量达到最大为761
g /(m2·h)。这是由于膜通量主要受传质阻力的影

响，PDMS /PVDF 复合膜的传质阻力主要来源于两

方面:涂覆在 PVDF 支撑体上的 PDMS 分离层和渗

入 PVDF 支撑体的 PDMS 过渡层，分离层和过渡层

越厚，传质阻力越大，通量越小。当涂膜液黏度较低

时，制备的 PDMS 复合膜分离层的厚度较小，而孔渗

现象严重导致 PDMS 过渡层的厚度增大。随着涂膜

液黏度增加，PDMS 分离层的厚度逐渐增加，而孔渗

程度降低使得过渡层厚度减小。因此，在复合膜制

备过程中需要调控分离层与过渡层的厚度匹配关

系，尽可能降低复合膜的传质阻力，以获得最高通

量。对于制备 PDMS /PVDF 而言，图 4 表明，涂膜液

黏度为 90 mPa·s 时制备的 PDMS /PVDF 复合膜性

能最佳。在 313 K 下，在质量分数为 5% 乙醇水溶液

中，总通量和分离因子分别为 761 g /(m2·h)和 9. 1。

图 4 不同聚合物溶液黏度下制备复合膜的渗透汽化性能

Fig． 4 Pervaporation performance of membranes prepared

by polymer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viscosity

3 结论

制备了 PDMS /PVDF 复合渗透汽化复合膜，在

乙醇水溶液透醇过程中表现出优异的渗透汽化性

能。聚合物溶液黏度对制备的膜性能有显著的影

响。调控聚合物溶液黏度为 90 mPa·s 时制备的

PDMS /PVDF 复合膜渗透汽化性能最佳，在 313 K
下，在质量分数为 5 %乙醇水溶液中，总通量和分离

因子分别为 761 g /(m2·h)和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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