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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丝制备有序纳米纤维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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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静电纺丝法是目前制备纳米纤维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有序排列的纳米纤维具有独特的光、电、磁等性质，

但是静电纺丝法所制备的纳米纤维杂乱无章的无纺结构限制了静电纺丝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文章介绍了静电纺丝的基本
原理，综述了目前制备有序纳米纤维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方法，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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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纤维是指直径处在纳米尺度范围(1～

径运动。静电力使射流伸长数千倍甚至数万倍，

100nm)内的纤维，它具有孔隙率高、比表面积大、

于是射流变得非常细。最后溶剂挥发凝结或熔融

长径比大、表面能和活性高、纤维精细程度和均

体冷却固化形成聚合物纤维，在电场力作用下沉

一性高等特点。静电纺丝法是目前制备纳米级或

积在接地收集板上。

微米级纤维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相比于其它的
方法，此方法装置简单、操作灵活，而且可以适
用于大部分聚合物的连续电纺，已经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通过静电纺丝制得的纳米纤维，有着广
泛的应用领域，比如：过滤、生物组织工程、复
合增强、传感器、防护服等[1]。因为纺丝过程中
存在着一种不稳定“鞭动”的状态，使得接收到的
纤维往往是杂乱无章的，所以用传统的静电纺丝
方法很难制备单根纳米纤维。但是在很多领域中
需要用到特定形貌的有序纳米纤维，比如说在场
效应管、气体及光学传感器等微纳米设备的制造
和人工血管中等。因此静电纺丝制备有序纳米纤

图1

2

静电纺丝的基本原理

有序纳米纤维的制备
由于聚合物射流的飞行轨迹是由自身无规则

维成为了目前研究的热点。

1

静电纺丝的基本装置

的运动造成的，故控制射流的飞行轨迹是相当困
难的。目前有序纳米纤维的收集方法，主要分为

传统的静电纺丝装置主要由毛细管、收集装

两大类，一类是通过改进收集装置或采用某些机

置、精密注射泵和高压电源四部分组成，如图 1

械结构从而改变电场、磁场、流场加以辅助控制

所示。在静电纺丝的起始阶段，聚合物流体因表

获取有序纳米纤维。另一类是直接利用静电纺丝

面张力作用贮积在毛细管内不外流。当外加电场

的直线射流阶段，避免射流的不规则运动阶段从

开始作用于毛细管顶端，流体表面会产生大量静

而直写出有序纳米纤维。

电荷。毛细管顶端液滴的表面张力受静电斥力削

2.1 薄碟式收集极

[2]

弱 ，被逐渐拉长形成带电锥体，即泰勒锥。当

2001 年，Theron 等人[3] 采用一个边缘尖锐的

电场强度增大到临界值时，流体表面的电荷斥力

旋转的圆盘等机械装置进行纤维的收集，如图 2。

大于表面张力，带电流体就会从泰勒锥的顶点喷

圆盘的边缘的集合尺度很小，使得电场充分集中，

射出来，形成带电射流。射流首先拉伸成直线至

吸引了绝大多数纳米纤维，而且可以连续收集。这

一定距离，然后弯曲，进而呈循环形或螺旋形路

种方法已经成功的收集到了直径在 100~ 4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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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排列的聚氧化乙烯纳米纤维。但是此种方
法的缺点是随着圆盘边缘收集的纤维逐渐变厚，
电场力逐渐减小，在同样的转速下，收集到的纤
维有序度会明显降低。圆盘收集的纤维有序性虽
然好，可是纤维只能收集在圆盘的棱上，接收区
域极其有限。

图4

图2

薄碟式收集极

2.2 外场式收集极
经典的静电纺丝中，喷出的溶液在到达收
集极前是杂乱无章的，Deitzel 等人 [4]在喷头与
收集极之间添加了几个通正电的相连金属环，
环与环之间是等间距的，如图 3。实验中，他们
将喷头和金属环通上+ 5～ + 15 kV 的电压，而
收集极上却是－9 ～－12 kV 的电压。由于所加
的金属环产生的电场是比较规则的，所以当纤
维被喷出时会被此规则电场束缚，以至于沉积
到收集极上的纳米纤维的有序度有一定程度的
提高。由于此种方法能够将纤维束缚在圆形环
之内，故此种方法对于纤维的可控沉积定位有
着巨大的优势，缺点是装置复杂，圆环上需要
通上正电压。

分离式收集极

2.3 分离式收集极
Li 等人 [5] 报道了一种简单的制备有序排列
纳米纤维的方法。具体的做法是在常规的收集极
上开一个槽，在附加电场的作用下，纳米纤维横
跨槽的两边形成平行取向排列。此种做法可以很
方便地把制备的纤维转移到另一种物质的表面
上，进行各种性质的测量及应用。然而实验中对
电极间距的要求限制了接收区域(实验中两收集
极间距为几微米到几厘米之间)，只能收集到较窄
和薄的条状纤维膜。图 4 展示了分离式收集极及
其工作原理。图 4(A)为电纺装置的示意图，其中
收集极是两片导电硅板，它们之间相互平行，相
隔一定距离形成槽。图 4(B)是通过理论计算后得
到的针头与收集极之间的区域内的电场强度矢量
图，箭头表示静电场的电场线方向。图 4(C)为收
集槽上带电纳米纤维的受力分析。静电力 F1 是由
电场作用于纳米纤维上的正电荷产生的，而库伦
力 F2 是由纳米纤维上的正电荷与两个接地的极
板上所带负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在槽的
两个极板间，纳米纤维的取向度很高，而在极板
上纳米纤维的取向与标准电纺一样。
2.4 水槽式收集极
大部分的静电纺丝实验通常都是采用固体收
集极，但是 Smit 等人[6]别出新意，发明了水槽式
收集极，如图 5。该方法的收集装置为一个底部
放有金属圆盘的水槽，并加入蒸馏水浸没金属圆
盘，然后用一根金属导线将圆盘接地，待纺溶液
以大约 1 mL/ h 的速度喷出，在水面上形成最初
的无纺纤维，此时的纤维杂乱无序。然后用一根
玻璃棒将这些纤维从水面上提出，手工把它们接
到一个线速度为 0. 05 m/ s 的滚筒上，这样，纺
出的纳米纤维有序地被收集到了圆筒上。这种方

图3

外场式收集极

法装置简单，容易操作，而且可以收集到很长的
纱线，纤维在纱线里面一般具有很好的排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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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该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将针尖到收集板
的距离极大地缩短了，由传统的几厘米缩短为
0.5mm 到 3mm，并且纺丝电压也缩小为几百伏。
另外该方法采用针尖直径为 0.025mm 的实芯钨探
针，而不是传统纺丝所用的毛细管；没有采用传
统的精密注射泵供液，而是用类似蘸水笔蘸水的
方式进行供液。该方法所采用的收集平台与传统
的静态收集板或者滚动收集板不同，采用二维的
运动平台进行辅助收集。该方法利用静电纺丝的

图5

水槽式收集极

稳定射流阶段来制备有序排列的纳米纤维，借助
于平台的二维运动，我们不仅可以直写出有序排

2.5 附加磁场接收
Yang 等[7]发明了磁化静电纺丝(MES)来制备
高度取向的纤维，如图 6。在传统静电纺丝中加
入两块平行排列的永磁铁，将磁性纳米颗粒加入
用于电纺的高分子溶液中，磁化的高分子溶液在
高电压的作用下形成纳米纤维，这种含有磁性粒
子的纤维在磁场作用下顺着磁力线方向排列，形
成平行排列的纳米纤维阵列。MES 有着以下的
优点：(1)设备简单，只需要在传统的纺丝装置上
加两块磁铁；(2)磁场可以比较准确的操作；(3)

列的纳米纤维，而且还可以直写出规则的一维、
二维等基本几何图案。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射流过
程中无“鞭动”等杂乱无章的运动，便于纤维的有
序收集。在集成的微纳米电子设备的制造方面上，
与采用传统的光刻等一系列工艺的方法相比，与
具有成本低、设备简单的优势，为静电纺丝应用
于微纳米设备的制造提供了一个新方法。但是其
缺点在于不能连续供液，导致收集的纤维的直径
均匀度有所降低。

得到的纤维能被转移的其它基质上而完全保持
其结构，这个优点能够用于日后构造更复杂的结
构；(4)比其它方法得到更大面积的取向纤维。但
是此方法也有一定局限，首先，它只对具有磁性
的物质才适用；其次，只能在平行于磁场的方向
上实现纳米线的分离，在垂直于场的方向上难以
分离。
图7

3

近场静电纺丝法

总结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制备有序纳米纤维的一些

典型的方法，并指出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总的
来说主要是两类方法：一类是通过改进收集装置
从而改变电场、磁场、流场加以辅助控制获取有
序纳米纤维；另一类是直接利用静电纺丝的直线
射流阶段，避免射流的不规则运动阶段从而直写
出有序纤维。这些方法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所以
图6

附加磁场收集法

2.6 近场静电纺丝法
[8]

Sun 等人 发明了一种近场静电纺丝的方法，

为了实际应用的需要，如何用静电纺丝法大规模
制备有序排列的纤维，依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面
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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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接触面处的压力小于内部的液体压强，
不能达到密封的效果。但是当密封截面选取宽2
mm，高2.45 mm时，数值模拟得到了很好的密封
效果，而且压力分布较为均匀。为了更好地验证
该截面的合理与可行性，又在液压分别为100
MPa、200 MPa、300 MPa、400 MPa、的荷载下
进行了数值模拟，均能达到很好的密封效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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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的密封环截面进行数值模拟，可以得到这样的
结论：密封槽上端面的倾角和密封环截面尺寸的
宽、高是影响密封效果的重要因素。倾角过高，
在高压液压的作用下将会导致密封环面与密封槽
上表面的分离。倾角过低，在高压液压的作用下
将无法得到收敛解即无法进行模拟。更值得注意
的是：密封环截面的尺寸是影响密封效果至关重
要的因素。在高压的情况下，截面尺寸的微小改
变都会导致密封环达不到密封的效果。

综上所述，通过对不同规格的模型和不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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