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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了利用静电纺丝方法对二醋酸纤维素纤维(CDA)进行纺丝的可纺性能。通过对丙酮(AC)、丙酮/二甲

基乙酰胺(AC/DMAC)和丙酮/水(AC/H2O)3种溶剂体系的溶解时间进行比较,排除溶解最慢的丙酮(AC)溶剂体系;对

丙酮/二甲基乙酰胺(AC/DMAC)和丙酮/水(AC/H2O)2种溶剂体系的二醋酸纤维素纤维(CDA)溶液静电纺丝试纺,最

终选择可以纺丝成形的丙酮/水(AC/H2O)溶剂体系。通过多次试纺得出丙酮/水混合溶剂的适宜体积比为5∶1,在此

体积比下二醋酸纤维素纤维(CDA)质量分数为10%时纺出的样品性能最好:成膜纤维细度均匀、表面光滑,未见颗粒状

物质粘结,纤维膜保温效果好、透气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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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一直呼吁绿色生活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石油和煤炭储量的减少以及各国对环境污染的日

益关注和重视,纤维素作为可持续可再生资源的应用

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对我国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工业

指出了环保发展的发展方向[1]。相对别的纤维而言,
醋酸纤维生产过程更加环保绿色,开发醋酸纤维(一般

指二醋酸纤维素纤维)对保护环境、维护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纤维素纤维是重要的可再生纤维原料,如何改善

纤维生产过程,使其减少对环境的冲击且具有可持续

性是再生纤维素纤维生产的努力方向。本文主要对二

醋酸纤维素纤维静电纺丝的可纺性进行探究。

1 试验材料及仪器

1.1 化学试剂

二醋酸纤维素(宝芊塑化原料有限公司)、丙酮(学
校实验室提供)、蒸馏水(学校实验室提供)、二甲基乙

酰胺(学校实验室提供)。

1.2 仪器

FM-1302型静电纺丝机、S25-2型磁力搅拌器、
电子天平、镊子、多种规格的磁石,试剂瓶(30ml)、锡
纸、直尺、量筒、药匙、胶头滴管等。

2 溶剂体系选择

2.1 溶解过程

选择3种溶剂来配置纺丝液,分别是丙酮(AC)、
丙酮/二 甲 基 乙 酰 胺(AC/DMAC)和 丙 酮/水(AC/

H2O)。选择丙酮作为溶剂,查阅相关资料得出适宜的

纺丝液质量分数在10%左右。试验参数及溶剂溶解二

醋酸纤维素结果见表1。
表1 3种溶剂完全溶解需要的时间

溶 剂
混合溶剂
体积比

溶液质量
分数/%

温度
完全溶解
时间/h

丙 酮 100 10 室温 >48
丙酮/水 47∶3 10 室温 >12

丙酮/二甲基乙酰胺 3∶2 10 室温 6

  以丙酮/水(AC/H2O)体系为例,其溶解过程如图

1所示。由表1中可知,纯丙酮作为溶剂所需的溶解时

间最 长,耗 时 最 短 的 是 丙 酮/二 甲 基 乙 酰 胺(AC/

DMAC)混合溶剂。鉴于实际的效率,丙酮作为溶剂的

试验方案被排除。

2.2 上机试纺

将丙酮/水(AC/H2O)溶剂体系和丙酮/二甲基乙

酰胺(AC/DMAC)溶剂体系溶解二醋酸纤维素(CDA)
的溶液在FM-1302型静电纺丝机进行试纺。试验步

骤如下:
(1)将配置好的溶液装入注射器,装完后将注射器

倒置,使注射器内气泡集中并用手指弹出。
(2)选用18#针头,将针头(即喷丝头)装在注射器

口上,并把注射器固定在机器上,将Y轴推至刚好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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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底端接触的位置,使机器开始工作就可以推出溶

液。同时将高压电源正极夹在针头上,负极接在接收

装置上。

(a)开始溶解     (b)2h后     (c)4h后

(d)6h后      (e)8h后     (f)10h后

图1 丙酮/水(AC/H2O)(47∶3)体系溶解过程

(3)将裁剪好的基底材料(锡箔纸)固定在接收滚

筒上。
(4)调整试验参数,选择喷丝头高度10cm、X轴移

动距离20~22cm(喷丝头横移距离)、横移速度2
mm/s及Y轴推进速度(溶液挤出速度)2mm/s。

(5)关闭设备工作室的门,打开电源,调整电压调

节旋钮,调至合适的电压,一开始选用16kV的电压。
点击X轴“扫描”和Y轴“启动”按钮。

(6)开始稳定喷丝后,此时电压为17.7kV,温度

为32℃,湿度为71.2%。调节收集滚筒速度为零,便
于观察丙酮/水(AC/H2O)溶剂体系溶液和丙酮/二甲

基乙酰胺(AC/DMAC)溶剂体系溶液的喷丝情况。

2.3 选择结果

试纺过程中,当溶液质量分数为10%时,2种溶剂

试纺都可纺出连续且均匀的纤维。以丙酮/水(AC/

H2O)为溶剂的溶液试纺时会轻微堵塞针孔,而丙酮/
二甲基乙酰胺(AC/DMAC)为溶剂时不会,但其纺出

的丝落到锡纸上后慢慢又变为溶液状态,难以纺成纤

维膜。如图2、图3所示。
基于此次试纺结果,最终选择了丙酮/水(AC/

H2O)的混合溶剂作为后续静电纺丝试验的溶剂。

3 AC/H2O体系配比选择

经过试纺确定使用丙酮/水(AC/H2O)溶剂体系,

但用以上体积比配制溶液,其完全溶解二醋酸纤维素

所需要时间仍较长。蒸馏水为助溶剂,一定体积的水

可提高纺丝效率[3]。为获得更简洁试验方案,又设置

几组溶剂配比来进行试验。具体试验配比及溶解所需

时间结果见表2。

图2 AC/H2O作为溶剂试纺效果

图3 AC/DMAC作为溶剂试纺效果

表2 溶剂各体积比及溶解时间

丙酮∶水
(体积比)

溶液质量
分数/%

溶解温度
溶解时间
/h

20∶1 10 室温 >14
10∶1 10 室温 9
5∶1 10 室温 3.5

  从表2数据分析得出,在所配置的几个混合溶剂

体积比重中,随着蒸馏水所占体积增大,溶液的溶解时

间逐渐变短。接着将配制完成的3种溶液进行上机试

纺,观察到试纺过程中蒸馏水占比高的溶液纺丝时堵

塞针孔的现象会有极小的改善。结合溶解时间和试纺

过程中观察到的结果,选择丙酮/水溶剂体系的配比为

5∶1。

4 CDA纤维膜的制备

静电纺纤维的原料为高分子聚合物,那么其溶液

质量分数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查询资料和文

献,确定适宜丙酮/水(AC/H2O)体系溶液静电纺丝的

溶液质量分数在6%~12%之间,为此配置了6%、

8%、10%、12%4个浓度梯度,用这几个浓度梯度的纺

·52·     2020年第3期             研究开发




丝液进行试纺。
在上述试纺程序的基础上,待开始稳定喷丝后,调

节收集滚筒速度,开始制备纤维膜。
以丙酮/水(5∶1)为溶剂配制溶液时,工作电压控

制在16.5~17.5kV。电压过小在喷丝过程中出丝量

较小且容易出液滴,过大则在喷丝过程中易产生电火

花。其中质量分数为12%的溶液纺丝堵塞针头太厉

害,使得纺丝过程不能正常进行,因而放弃该质量分数

溶液的试纺。
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膜从设备上取下来,放置在

干燥通风处自然晾干,时间为2天。对干燥后的纤维

膜进行性能测试,确定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性能。所制

得的纤维膜如图4所示。

(a)6%       (b)8%       (c)10%
图4 醋酸纤维纳米/微米纤维膜

5 CDA纤维膜性能测试

5.1 扫描电镜

从3个不同质量分数的纤维膜上各取一小样,将
样品小心固定在试样台上,经喷金处理后,用SU3500
电镜扫描仪拍摄出纤维网的电镜图片,结果如图5、图

6和图7所示。

图5 质量分数为6%的CDA纤维膜

由图5可知,该纤维膜的纤维直径差异较大,直径

较大的可达到701nm,小的可以到115nm。初步分析

可能是由于纺丝过程中收丝滚筒的速度未保持一致导

致纤维的牵伸程度不一,从而导致纤维直径差异较大。

图6 质量分数为8%CDA纤维膜

从图6可明显看出,质量分数为8%的纤维膜上的

纤维细度相较6%的更加均匀;部分纤维上有颗粒状物

质粘结,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喷丝过程中存在有喷出

的溶液未能及时成丝而以细小喷雾的形式落到纤维膜

上,导致部分纤维上出现该现象。

图7 质量分数为10%CDA纤维膜

从图7可知,质量分数为10%的二醋酸纤维素纤

维膜的纤维细度较均匀,且未见颗粒状物质粘结,纤维

表面也较光滑。

5.2 热阻性能

测试热阻性能使用的仪器为 YG606G-Ⅱ热阻湿

阻测试仪。热阻表示纺织品处于稳定温度梯度的条件

下通过规定面积的干热流量(参照标准GB/T11048-
2008)。

3个不同质量分数的纤维膜热阻测试数据见表3
(空板热阻为0.0546m2·K/W)。

表3 纤维膜热阻性能测试数据

质量
分数

热 阻
/m2·K·W-1

传热
系数

克罗值
保温率
/%

6% 0.0335 29.84 0.216 38.01
8% 0.0616 16.22 0.397 53.00
10% 0.0747 13.38 0.482 57.76

  由表3数据可分析得出,质量分数为6%的CDA纤

维膜保温效果最差,质量分数为10%的CDA纤维膜保温

效果最好。质量分数越高,传热性越差,热阻越好。

5.3 透气性能

CDA纳米纤维膜的透气性能测试用到的仪器为

YG461E电脑式透气性测试仪。每一个质量分数的纤

维膜取3个试样进行测试(参照标准 GB/T5453-
1997),得到的测试数据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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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纤维膜透气性能测试数据

试样
编号

质量分数
/%

试样压差
/Pa·(mmH2O)-1

喷嘴号
透气率
/透气量

1 6 100 1.2 14.548
2 6 100 1.2 15.585
3 6 100 1.2 15.771
4 8 100 2.0 42.253
5 8 100 2.0 37.910
6 8 100 2.0 40.064
7 10 100 2.0 37.228
8 10 100 2.0 34.479
9 10 100 2.0 41.906

  通过对测试数据的分析,得出2点结论。
(1)质量分数为6%的CDA纤维膜透气性最差,

8%与10%的CDA纤维膜透气性较接近;
(2)质量分数与纤维膜的透气性存在正比关系。

6 结论

(1)通过丙酮(AC)、丙酮/二甲基乙酰胺(AC/
DMAC)和丙酮/水(AC/H2O)3种溶剂体系对二醋酸

纤维素的溶解以及溶液的静电试纺,得 出 丙 酮/水

(AC/H2O)体系混合溶剂的纺丝效果最好。

(2)在丙酮/水(AC/H2O)体系下,几个混合溶剂

体积比重中,随着蒸馏水所占体积增大,溶液的溶解时

间逐渐变短,结合溶解时间和试纺过程中观察到的结

果,选择丙酮/水混合溶剂的体积比为5∶1。
(3)不同的溶液质量分数下,当溶液质量分数为

12%的溶液纺丝针头堵塞严重,使得纺丝过程不能正

常进行,因而放弃该溶液质量分数的试纺。对6%、
8%、10%3个溶液质量分数的CDA纤维膜进行测试,
得出CDA质量分数为10%时纺出的样品性能最好:
成膜纤维细度均匀、表面光滑,未见颗粒状物质粘结,
纤维膜保温效果好、透气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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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SpinnabilityofCelluloseDiace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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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pinnabilityofcellulosediacetatefiber(CDA)spunbyelectrospinningmethodwasinvestigated.Bycomparingthe
dissolutiontimeofacetone(AC),acetone/dimethylacetamide(AC/DMAC)andacetone/water(AC/H2O),theacetone(AC)sol-
ventsystemastheslowestdissolutionwasexcluded.Theelectrospinningofcellulosediacetatefiber(CDA)intwosolventsystemsof
acetone/dimethylacetamide(AC/DMAC)andacetone/water(AC/H2O)wasstudied.Finally,theacetone/water(AC/H2O)solvent
systemwasselected.Throughmanytrialspinningexperiments,thesuitablevolumeratioofacetoneandwatermixedsolventwas
5∶1.Atthisvolumeratio,thesamplespunwith10%cellulosediacetatefiber(CDA)hadthebestperformance.Thefilm-formingfi-
berhaduniformfineness,smoothsurface,noadhesionofparticulatematter,goodheatpreservationeffectandgoodairpermeability.

Keywords:celluloseacetate;electrostaticspinning;acetone/watersolvents;cellulose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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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lasmaModificationofHighStrengthPolyesterFiber
WUHao-yan,XIEGuang-yin*

(SchoolofTextile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interfacialadhesionbetweenpolyesterfiberandresinmatrixincompositematerials,plasma
technologywasusedtomodifythesurfaceofhighstrengthpolyesterfiber.Throughthedesignoforthogonalexperiment,thebest
conditionsweredefinedasfollows:dischargepower150W,treatmenttime300sanddischargepressure10Pa.Thepropertiesofhigh
strengthpolyesterfiberbeforeandaftermodificationwerecharacterizedby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e,Fouriertransforminfrared
spectroscopy,contactanglemeasuringinstrument,electronicsinglefiberstrengthtesterandfiberfrictioncoefficientmeasuringin-
strument.Theresultsshowedthatthebreakingstrengthofthemodifiedpolyesterfiberdecreasedby1.78%,thestaticfrictioncoeffi-
cientincreasedby21.9%,andthecontactangleofthefiberdecreasedby27%,andtheinfraredspectrumshowedthataftertheplas-
maphysicalmodification,asmallamountofhydrophilicgroupswereintroduced,andthebasicmolecularstructureofthefiberwas
notdamaged.

Keywords:polyester;plasmatechnology;surfacemodification;orthogonal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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