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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静电纺丝技术是一种简单有效、廉价、无污染的制备纳米纤维的新方法，近年来在制备纳米纤维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 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备的纳米纤维具有长径比大、孔隙率高、比表面积大等优点，在过滤材料、生物医学、传
感器、电子器件等领域都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综述了静电纺丝制备纳米纤维的基本原理和最新发展，阐述

了近几年来国内外静电纺丝纤维在过滤材料、生物医学、传感器、电子器件及其他一些特殊领域中的研究现状，并

展望了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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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纳米材料是指特征尺寸在纳米数量级( 通常指

1 ～ 100 nm) 的极细颗粒组成的固体材料． 从广义上

讲，纳米材料是指三维空间尺寸中至少有一维处于

纳米量级的材料． 通常分为零维材料，一维材料，

二维材料，以及基于上述低维材料所构成的固体．
其中零维纳米材料指该材料在空间三维上尺寸均为

纳米尺度，即纳米颗粒，原子团簇等; 一维纳米材

料指该材料在空间二个维度上尺寸为纳米尺度，即

纳米丝、纳米棒、纳米管等，或统称纳米纤维; 二维

纳米材料指该材料只在空间一个维度上尺寸为纳米

尺度，即超薄膜、多层膜、超晶格等． 因此，超薄的

纤维产品可视为二维纳米材料［1］．
目前制造纳米纤维的方法有很多，如拉伸法、

模板聚合法、微相分离法、自组织法和静电纺丝法

等． 静电纺丝工艺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合成纳米纤

维的方法，能够直接、连续地制备聚合物纳米纤

维，具有实验条件温和、成本低廉、易操作、可以合

成的材料种类多等优势． 纺丝过程可控，可根据需

要纺出各种形态、各种取向的纤维以满足多种性

能的要求． 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得的纳米纤维具有

纤度细、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长径比大、力学性

能好等特点［2，3］．

1 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纳米纤维

1. 1 基本原理

静电纺丝通过静电力而非机械力作为牵引力制

备超细纤维． 其原理是使带电荷的聚合物溶液 ( 或

熔体) 在静电场力的作用下拉伸变形，再经溶剂蒸

发( 或熔体冷却) 而固化，得到纤维状物质的一种过

程，简称电纺． 与传统的纺丝方法截然不同，静电

纺丝是聚合物喷射静电拉伸纺丝过程，传统方法很

难纺出直径小于 500 nm 的纤维，而静电纺丝方法

则能够纺出超细的纤维，直径最小可至 1 nm ［4］．
1. 2 装 置

静电纺丝典型的装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静

电高压电源、液 体 供 给 装 置 ( 微 量 注 射 泵 和 注 射

器) 、纤维收集装置( 如图 1 所示) ． 液体供给装置是

一端带有金属毛细管的容器( 如注射器) ，其中盛有

高分子浓溶液或熔体，并且装载在流量控制系统

( 如微量注射泵) 上，以便精确控制流速． 用一根金

属导线使针头与高电压发生器的正极相连． 收集装

置是在毛细管相对端设置的金属收集板，可以是金

属类平面( 如铝箔或铁丝网) ，或者是旋转的滚轮等

其他各种类型的收集装置，以满足不同实验的要

求． 收集板用导线接地，作为负极，并与高压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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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相连． 静电纺丝通过静电力作为牵引力来制备

超细纤维． 在静电纺丝过程中，溶液在自身的粘滞

力、表面张力、内部电荷相互排斥力、外部电场力的

共同作用下在喷丝头处形成液滴． 通过对纺丝溶液

或熔体施加几千至上万伏的高压静电，在喷丝头和

接地的纤维收集器间将产生一个强大的电场力． 电

场力施加于液滴表面时，与电极极性相同的离子聚

集在依靠表面张力固着在喷丝管末端的聚合物溶液

表面，产生电荷． 电荷相互排斥和相反电荷电极对

表面电荷的压缩，均会直接产生一种与表面张力相

反的力［5］． 如果电场力等于纺丝溶液或熔体的表面

张力，则带电液滴就会悬挂在喷丝头末端并处在平

衡状态． 随着电场力的增大，在喷丝头末端呈半球

状的液滴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将被拉伸成锥形，称为

泰勒锥［6］． 进一步增加电场强度，克服液滴表面张

力的静电排斥力达到一个临界值，带电液流从泰勒

锥尖喷射出来，形成射流． 带电后的聚合物射流在

从喷丝头末端向接收装置运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加速

现象，经过不稳定的拉伸过程，射流在电场中被拉

伸得很细很长，溶剂在射流喷射过程中蒸发或固

化，丝状的聚合物或熔体最终落在接收装置上，得

到无纺布形式的微细纤维网［7］．

图 1 静电纺丝装置原理图

2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的应用

2. 1 过滤材料

与传统的纤维过滤材料相比，静电纺丝纳米纤

维具有极大的比表面积、表面积体积比、孔隙率和通

透性，更容易吸附分离微小粒子，用作过滤材料有高

效低阻的特点，应用于亚微米级微粒的过滤，过滤效

率较常规过滤有很大提高． 此外，除了满足常规过

滤，这种聚合物纳米纤维与其它选择性机体复合涂

层后，还可以应用于分子过滤、化学和生化药物的隔

离等． 用作吸附媒质，更容易吸附分离微小粒子，可

轻易捕获尺寸为 0. 5 μm 的细小颗粒; 可以应用于各

种要求较高的过滤领域，其较好的过滤精度，在金属

离子的吸附［8］、空气过滤［9］、液体过滤以及电子、生
物、医药和防护等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各

种各样的应用领域内过滤性能大幅提高．
Abbasizadeh［10］等采用静电纺丝制备了聚乙烯

醇 /硫基 化 二 氧 化 钛 纳 米 纤 维 膜，研 究 了 其 对 U
( VI) 和 Th ( IV) 离子的吸附特性． 硫基化的 PVA /
TiO2 纳米纤维对这两种离子的吸附性能明显优于

未改性的纳米纤维，在温度为 45 ℃，pH 为 4. 5 和

5. 0 时对 U( VI) 和 Th( IV) 离子的最大吸附容量分

别为 196. 1 和 238. 1 mg /g． 对两种离子的吸附均为

吸热、自发的，五次吸附 － 脱附之后吸附能力没有

明显改变． 对这两种离子吸附的选择性顺序是 Th
( IV) ＞ U( VI) ． 在两种离子的二元体系中，Th( IV)

对 U( VI) 的吸附抑制作用强于 U( VI) 对 Th( IV) 的

吸附抑制作用． 通过吸附动力学研究发现，该吸附

属于物理吸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吸附速率

快，第二阶段吸附速率慢．
Leung［11］等通过静电纺丝工艺制备了聚氧乙烯

纳米纤维膜，平均直径为 208 nm． 研究了气流速度、
纳米纤维的堆积密度及纳米纤维层厚度对过滤效率、
过滤膜阻力等空气过滤性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当纳米纤维堆积密度由 3. 9 × 10 －3升至 36 × 10 －3时，

过滤精度由 140 nm 增加到 90 nm，当气流速度从

5 cm/s 增大到 10 cm/s 时，过滤效率会有所降低，在

粒度更小，尤其在低于 100 nm 时，过滤效率会降低

得更多． 当纳米纤维的堆积密度为 8. 7 × 10 －2，纳米

纤维膜的层厚度为单层厚度的 3 倍时，过滤精度由

140 nm增加至 120 nm． 通过增加单层纳米纤维膜的

密度，阻力有明显增加，但是过滤效率并没有明显提

升，过滤性能降低． 将纳米纤维膜做成多层结构可以

有效降低过滤阻力，大大提升过滤效率．
2. 2 生物医学

静电纺丝纤维由于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结

构相容性，已经在药物控释、组织工程支架、移植涂

膜、创伤修复、人造血管、伤口包扎制品等方面得到

了应用［12，13］．
Zhang［14］等通过将凝胶与 β-TCP 纳米颗粒直接

混合，辅以超声分散后进行静电纺丝制备了凝胶 /
β-TCP 复合 纳 米 纤 维． 研 究 表 明，模 拟 成 骨 细 胞

MG-63 在复合纳米纤维上的附着、分散、增殖以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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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骨分化与 β-TCP 纳米颗粒含量以及其溶解性

有关． 相对于单独的高分子或陶瓷组分支架，该凝

胶 /β-TCP 复合纳米纤维在力学性能、降解行为和细

胞亲和性等方面都显著得到改善．
2. 2. 1 药物控释

在药物控制释放方面，通过改变膜的形态、化

学组成以及纤维直径可以有效控制药物释放和降解

速度，降低对机体的副作用，提高生物利用度． 医

学上为了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某些治疗过程中需

要将体内的药物逐步释放到身体组织中［15］，而某

些治疗过程则需要非常快速的药物释放速率［16］． 载

药纳米纤维可对药物控释系统进行精确的调节． 药

物释放速率受相应载体表面积大小控制，纳米纤维

的高比表面积使其作为药物载体时在包埋过程中无

药物损失． 近些年的研究已从口服、大剂量的快速释

药系统转向采用载药生物相容性的静电纺丝纳米纤

维进行小剂量、慢速、载入身体内部的药物传递治

疗［17］． 同轴静电纺丝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型

静电纺丝技术，可用来制备壳 － 芯结构的药物包覆

纳米纤维． 何创龙［18］成功制备出壁厚在 100 nm 左

右的复合纤维，可直接包埋在人体组织中，并且在

较短时间内完全降解，生物相容性好，无明显副作

用，可在医疗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Nie［19］等幵发了一种药物缓释系统，可用于负

载多种药物． 对聚环氧乙烷( PEO) 和壳聚糖进行电

纺，作为基底材料负载两亲性嵌段共聚物甲基醚封

端聚乙二醇-聚乳酸( MPEG-b-PLA) 胶束，通过静电

纺丝技术将 MPEG-b-PLA 胶束，壳聚糖和聚环氧乙

烷制备出芯壳结构的电纺纳米纤维，并将亲水性模

型药物头胞嘧啶和疏水性模型药物 5-FU 封装在芯

壳结构的纤维中，即为双载药电纺纳米纤维． 研究发

现，MPEG-b-PLA 胶束被成功地负载在壳聚糖和聚

环氧乙烷电纺纳米纤维中． 通过药物的体外实验，发

现这种方式制备出的药物载体突释率明显下降，药

物释放时间得到有效的延长，并且释放效果非常好．
通过体外细胞的毒性分析，发现双载药的纳米纤维

能够 使 HepG-2 型 肝 癌 细 胞 在 3 天 之 内 有 效 的

杀死．
2. 2. 2 组织工程

在组织工程领域内，细胞支架起到细胞外基质

的作用，由纳米级多纤维丝逐层形成的三维纤维网

络结构组成，是对细胞外基质结构和功能的仿生．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支架在形态结构上与细胞外基质

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可以模拟人体细胞外基质，很

有希望被用作伤口敷料． 与传统敷料相比，纳米纤

维支架更利于细胞粘附和进入支架． 静电纺丝纳米

纤维材料的高表面积和孔隙率能快速启动信号通

路，吸引纤维母细胞到达真皮层，进而分泌伤口愈

合重要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如胶原蛋白和多种细胞

因子( 生长因子和血管生成因子) ［20］． 膜的孔径相

当小，能防止细菌的渗透，高的比表面积又便于流

体吸收以及皮肤给药，同时，纳米纤维膜以非织造

的形式 存 在，有 利 于 伤 口 愈 合 时 的 细 胞 附 着 和

增殖［21］．
Zhou［22］等选取生物可降解的合成高分子材料

聚己内酯( PCL) 和天然高分子材料明胶，对聚己内

酯电纺纳米纤维膜改性接枝明胶海绵层． 研究发现，

水解前和水解后 PCL 支架结构的弹性模量分别为

66 ～ 77. 3 MPa，62. 3 ～ 75. 4 MPa． 通过软水解方式接

枝明胶海绵层制备出双层多孔结构的支架表现出良

好的亲水性和理想的机械强度． 和 PCL 电纺原膜相

比，脂肪充质干细胞在双层多孔结构的支架上黏附

性和生长效果更好． 这种双层多孔结构的支架具有

更好的细胞亲和性不仅仅是因为其表面的化学性

质，更有可能是因为引进了双层多孔结构． 这些结果

表明，双层多孔支架在创口敷料和组织工程中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
2. 3 传感器材料

纳米纤维传感器的传感性能大大优于相应的薄

膜型传感器，有效提高灵敏度［23］． 灵敏度是传感器

中的重要指标，与单位质量膜的表面积成正比，可

通过控制表面积控制表面吸附能力． 纳米量级功能

型聚合物有高比表面积 ( 约为 103 m2 /g) 和优良的

电化学性能，使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在无机气体［24］、
有机物及其挥发蒸气［25］、生物分子的传感检测［26］

中有很大的进展． 纳米纤维用作生物传感器，可用

来探测生物体内的有毒细胞，从而更广泛地应用于

医疗领域［27］．
Pinto Nicholas［28］等制备了掺杂樟脑磺酸的聚

苯胺的静电纺丝纳米纤维传感器，并测试了存在不

同脂肪醇气体下的传感性． 由于大的比表面积、纤维

直径均一以及在结构中使用了少量的活性物质，这

些传感器能与其它方法制备的同种聚合物的纳米纤

维膜相媲美甚至响应更快． 相对于单独的聚苯胺静

电纺丝纳米纤维传感器，单一的纳米纤维传感器对

于大分子醇类以及小分子醇类蒸气有更强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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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微量检测的优越性． 研究结果表明，醇类分

子的大小和添加离子决定了是否乙醇分子可以透过

传感器．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应用于这个低成本、低能

耗、响应快的传感器制备中实现了更快的响应和选

择性沉积．
2. 4 电子器件

纳米纤维具有特种聚合物分子排列，常称为

“晶体缺陷”，其本身具有纳米器件功能，能平移和

旋转聚合物分子． 聚合物通过静电纺丝制备成纳米

纤维，不但能提高比表面积，也可以获得理想的化

学性质． 纳米纤维可用来制作多种纳米器件，如:

纳米导线、发光二极管、光电池和传感器等，还可用

来将大 量 的 纳 米 器 件 连 接 成 一 个 更 大 规 模 的 体

系［29，30］． 纳米纤维在微光电子和光电子领域具有潜

在的应用价值．

3 结论和展望

静电纺丝技术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性强、高效等

优点; 纳米纤维以其奇异的特性，在传统产业和高

科技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应用并具有潜在的开发前

景． 然而，静电纺丝制备纳米纤维仍然存在许多尚

待解决的问题，如标准静电纺丝产量低，纳米纤维

质量控制，纳米纤维的力学性能表征等． 预计未来

随着静电纺丝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生产流水线，

静电纺 丝 纳 米 纤 维 将 会 得 到 更 加 广 泛 的 推 广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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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lectrospinning Nanofibers

Liu Lifei Li Wei Huang Xiaonan

( Department of Chemist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Electrospinning is considered as a simple，effective and non-pollution method for manufacturing nanofibers，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abrication of nanofibers in recent years． Nanofibers fabricated by electrospinning have
many advantages，such as large aspect ratio，high porosity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which enable nanofibers to
hav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filtration，biomedicine，sensors，electron device and other specif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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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ailed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of nanofibers manufacturing by
electrospinning，some research field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s filtration，biomedicine，sensors，electron device
and so on are introduced． In addition，the developing trend and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electrospunnanofibers are
prospected．

Key words: electrospinning，nanofiber，filtration，biomedicine，sensor，electr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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