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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电镜用于 !"#$ 拉伸微孔膜的形态结构研究
———研制中 !"#$ 拉伸微孔膜的 %$& 鉴定
张志梁，’ 陈珊妹 !
（ 宁波大学理学院 分离膜研究所，宁波’ +!A$!!）
摘# 要：# 运用扫描电镜（ 109）图像研究了聚四氟乙烯（ :O80）粉料经过推挤、辊压和拉伸得到的微孔膜的形态
结构，观察到膜是由网状纤维及由它所连接的结点所组成( 单相和双向拉伸显著影响到膜结构的改变，而未经热
处理的拉伸膜的丝状纤维在放置中收缩改变了膜的微孔形态结构，但在孔径测定中没有显著变化( 认为纤维丝是
:O80 粉料在推挤和辊压中形成的结点在拉伸中伸展引出的并产生孔隙，而由于从 109 仅能观察到 ! IB 深度的
膜表面层，厚度达数十微米多孔膜的孔径分布应是很错杂的(
关键词：# 扫描电镜；:O80 微孔膜；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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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表面，样品原子的外层电子受激发离开样品形成二
次电子被探测器俘获后转化成的信号，在显像管荧

扫描电镜工作原理是运用其电子光学系统的电

光屏上形成的图像亮点即扫描电镜图像，图像与样

子枪发出电子经加速后作光栅状扫描，到达样品的

品表面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扫描电镜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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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可识别样品的表面形态结构! 由于二次电子

!! (" 微孔膜的孔径大小

的能量较低对样品无损伤，且 "#$ 图像景深长、富
有立体感，放大倍率范围大，分辨率较高，在膜科学

"#$ 图像的膜孔径大小可以从图像照片上印
有的标尺刻度直接测量，最大孔径 ! )?H 和平均孔径 !<

研究中常用来直观其表层及断面的形态结构［%，&］!

以 !) 为单位表示! 国内常用的孔径测定仪是采用

高分子微孔膜是指高分子材料经加工形成含有

泡压,滤速法设计制造，通过膜试样泡点压力和气通

无数孔径为 ’! % ( %’ !) 微孔具有分离作用的膜材
料!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许多高分子如醋酸纤维素

量等实测数据，按公式计算得到孔径大小，本研究使

（ *+）、醋酸纤维素,三醋酸纤维素（ *+,*-+）、醋酸
纤维素,硝酸纤维素（ *+,*.）、聚酰胺（ /+）、聚丙烯
腈（ /+.）、聚醚砜（ /#"）、聚砜（ /"）以及聚偏氟乙
烯（ /012）等均制成了微孔膜材料，在医药、化工、

用 8-I,1 膜孔径测定仪!

(" 结果与讨论
(! #" 孔径的测量与泡压,滤速法测定值的比较
从 "#$ 图像可以观察到拉伸法制得 的 /-2#

食品、电子、汽车等许多工业中作为液体和气体的过

微孔膜是由 /-2# 结晶分子聚集的结点和由结晶分

滤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应用中微孔膜的孔径大小、

子拉伸出的纤维丝构成，交叉的纤维素形成大小不

分布及其形态是考察该膜在分离作用中截留凝胶或

等的微孔，见图 %! 通过图像中微孔大小的直接测

粒子的能力和通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从已有的报道
中可看到多数高分子微孔膜均可通过相转化法制

量，对自制的 B 个膜试样和 % 个美国 89:; 公司产
品，分别测得平均孔径 !<
和最大孔径 ! )?H 值与用泡压

得，即由高分子材料和溶剂、致孔剂等配成的铸膜液

,滤速法（ 8-I,1 测定仪）的测定值作比较，见表 %!

在挥发过程中聚合物发生凝胶化，形成带有孔隙结
构的微孔膜，膜表面多呈海绵状［3 4 5］! 国内常采用泡
压,滤速法测定孔径的大小、分布和流通量［6! 7］!
聚四氟乙烯（ /-2#）材料的高化学稳定性和热
稳定性，限制了其用铸膜液法制备微孔膜的可能性，
&’ 世纪 5’ 年代，89:; 用机械拉伸法可以制得 /-2#
拉伸微孔膜! 近 &’ 多年来，由于原料及拉伸工艺的
改进使 /-2# 微孔膜的质量逐年提高，它优异的化
学物理性能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中得到应用，并开
始对其形态结构的研究，因制膜技术的保密而很少
有报道［%’ 4 %&］! 本研究以观察生产过程中 /-2# 微孔
膜的 "#$ 形态结构的变化来了解制造中各工艺过
程的影响，并提出 /-2# 拉伸膜微孔的形成机理!

!" 实" 验
!! #" 扫描电镜
日本产 "#$（ <=>?@A= ",B5’），膜试样用 /> 或 +C

图 %J /-2# 拉伸微孔膜的 "#$ 图像
2=K! %J -A; "#$ =)?K; 9L /-2# M>:;>@A=NK O9:9CM );)P:?N;M

表 %J "#$ 图像的孔径测量和 8-I,1 孔径测定仪数据比较
-?PQ; %J -A; @9)O?:=M9N 9L O9:; M=R; );?MC:;);N> P;>S;;N
J J J J J J >A; );>A9TM 9L "#$ =)?K; ?NT 8-I,1 O9:; M=R; );>;:

作表面涂层喷射，置于可升降和旋转的样品台上! 倾
角 %BD，在 &’ E0 的加速电压下进行扫描! 以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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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6

’! 3B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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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V

&! B

’! B7

&! &5

G

’! 3

’! 6

’! 3’

’! V6

研究采用的膜试样是自制，它们是由高结晶度、
高分子量的 /-2# 细粉料经推挤、辊压、拉伸等机械

B

’! 3

’! V

’! &V

’! V6

操作制成! 拉伸过程又分单向拉伸和双向拉伸，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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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微孔膜再加热处理作为定型产品!

第. 期

张志梁等：扫描电镜用于 ’()* 拉伸微孔膜的形态结构研究—研制中 ’()* 拉伸微孔膜的 +*, 鉴定

! ! 泡压"滤速法的测定是假定膜的微孔是圆筒状，

-8/

!& "# 单向拉伸和双向拉伸微孔膜的形态结构

当流体压差增加到一定程度，最大孔先被打开，随后

’()* 粉料经过推挤、辊压的膜片在平行于辊压

其他小孔径的逐步打开，由此导出的经验公式可以
求出 !<
和 ! #$% & 多年来，以铸膜液的相转化法制得的

机的方向进行的纵向拉伸得到单向拉伸 ’()* 微孔
膜，见图 .& 若继续给以横向的拉伸或者从膜片同时

一些高分子微孔滤膜虽然微孔形状各异与理论假设

进行纵横向拉伸，制得双向拉伸膜（ 图 /）& 图 .$ 的

有距离，其测得的数据有误差，但在实际应用中仍有

+*, 图像是由无数小岛状的结点（ 0123）和与拉伸

一定使用价值& ’()* 拉伸膜的微孔是以交叉的纤维

方向平行的纤维丝构成，它们排列整齐，纤维间距均

丝组成的孔隙，又层层重叠而成，形成的微孔不成圆

等& 从 . 4 -5 6 倍单向位伸膜图像 .7 可以观察到其

形，
为了易于比较，仍以圆形对待，另外 +*, 图像测

结点也是由无数带状纤维堆积而成& 双向拉伸膜则

定的仅是试样中极小范围的局部，孔图像的选择又

表现出结点纤维丝被纵横向拉伸后形成星状，结点

带有主观性，因此也有误差& 表 - 的数据表明，两种

大小显著减小，见图 /$，并从图 /7（ . 4 -5 6 倍）可以

方法的测定尚接近&

观察到纤维丝的交叉成网状结构& 推测在单向拉伸

$& 8 9

7& .5 9
图 .! 单向拉伸 ’()* 微孔膜的 +*, 照片

):;& .! +*, <=1>1? 1@ A0:$%:$B ?>C3>D=:0; >=3 ’()* <1C1A? #3#7C$03?

$& 8 9

7& .5 9
图 /! 双向拉伸 ’()* 微孔膜的 +*, 照片

):;& /! +*, <=1>1? 1@ 7:$%:$B ?>C3>D=:0; >=3 ’()* <1C1A? #3#7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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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由堆积的 !"#$ 结晶分子的部分结点受拉伸

对拉伸后制得的微孔膜继续在一定的温度下加

作用伸展出平行的纤维丝，而大部分的分子仍以堆

热处理称为热定型，这一工艺在实际微孔膜制造中

积的结点形式存在，单相拉伸膜的这样形态结构表

发现对膜的长度收缩有影响，但在孔径测定仪上的

明了其孔隙率和强度都较低%

测定表明同一批号的拉伸膜热处理和未热处理产品

双向拉伸表明膜受纵横向的拉伸使 !"#$ 结晶

的孔 隙 率，最 大 孔 径 没 有 显 著 变 化，见 表 &% 但 从

分子向纵横两方向伸展出丝状纤维，形成交义形态

’$( 图像可以观察到两者的微孔结构有很大变化

而结点向多方伸展，尤如星状并互相连接% 其孔隙率

（ 图 )），经热处理的微孔膜图 )* 保持了其拉伸的网

及强度应有提高%

状纤维丝的微孔结构，而未经热处理的微孔膜图 )+

!% !" 拉伸后热处理的影响

则纤维丝收缩弯曲改变了微孔形态%

*% (,-+.*/, 0123 3,*2 2.,*2-,/2

+% (,-+.*/, 0123452 3,*2 2.,*2-,/2

图 )6 热处理对双向拉伸 !"#$ 微孔膜 ’$( 图像的影响
#17% )6 $88,92 48 3,*2 2.,*2-,/2 4/ 1-*7,: 48 +1*;1*< :2.,2931/7 !"#$ =4.45: -,-+.*/,:
表 &6 热处理对双相拉伸 !"#$ 微孔膜孔径和孔隙率的影响 !
"*+<, &6 $88,92 48 3,*2 2.,*2-,/2 4/ +1*;1*< :2.,2931/7
!"#$ =4.45: -,-+.*/,:! 6 6 6
!4.4:12> ? @

! -*; ? !-

A123 3,*2 2.,*2-,/26

B&

C% DC

图 J6 从 !"#$ 粉料拉伸延伸出纤维的示意图

A123452 3,*2 2.,*2-,/2

BC

C% B)

#17% J6 ’93,-*219 .,=.,:,/2*214/ 48 81+., :2.,2931/7

’2.,2931/7 -,-+.*/,

8.4- 23, !"#$ =*.219<,6 6 6 6

6 6 ! E"FGH -,*:5.,%

!% #" $%&’ 拉伸膜的微孔形成机理
从上述图 &、图 I 的 ’$( 图像可以认为，!"#$
粉料在经过推挤、辊压后得到的膜片是以重叠的带
状 !"#$ 结晶分子所堆积构成，它们在拉伸作用下
伸展形成丝状或带状纤维示意于图 J% 未被伸展的

KC !- 以上的 !"#$ 膜，微孔膜的形态相当于万层
’$( 照片的图像重叠所组成，其微孔分布的错杂性
是可以想象%

#" 结" 论

结晶分子则以结点形式与纤维相连接，纵横向的双

通过扫描电镜图像对研制中 !"#$ 拉伸微孔膜

向拉伸使结晶分子按两个方向伸展，形成交义的纤

的形态结构研究表明 !"#$ 粉料在推挤、辊压的机

维网，膜的微孔即其网格的空间% 由于 ’$( 仅可以

械工艺下的结点经纵向拉伸，伸展出与拉伸方向平

观察到纳米级深度的表面膜层，对于现研制厚度达

行的丝状纤维留下呈小岛状并由纤维丝相连接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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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双向（ 纵横向）拉伸膜则呈现丝状纤维和星状结

)RR

［R］4+51 *+8126.012（ 陈 忠 祥），*+8, $5.E,01（ 周 美 娟），

点组成的网状形态结构，其孔径可从图像实际测量!

X.08 &812+,（ 肖通虎），4+51 "+01:5.（ 陈珊妹）! !"#4

未经热处理的拉伸膜的丝状纤维在放置中收缩改变

$%&’" ()*"’)" &’+ ,")-’./.01（ 膜科学与技术），IJJ)，!"

了膜的微孔形态结构，但在孔径测定中没有显著变
化! "#$ 图像的研究为研制 %&’# 拉伸微孔膜提出
了适宜的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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