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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超亲油玻璃纤维过滤膜的制备及其乳化水分离效率
徐卜琴 1，赵宗倩 1，徐桂龙 1,2，杨 进 1，梁 云 1,2，胡 健 1,2
(1. 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
2.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过滤与湿法无纺布复合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广州 510640)
摘 要：通过溶胶-凝胶法，以 MTES (甲基三乙氧基硅烷)为前驱体，在玻璃纤维(玻纤)过滤膜表面直接进行水解缩合反应，
制备具有高效油水分离功能的玻纤过滤膜材料。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红外光谱分析 MTES 处理前后玻纤过滤膜的微观形貌
与表面组成的变化，并通过接触角仪测试玻纤过滤膜的接触角，采用 Karl Fischer 水分仪测试玻纤过滤膜的油水分离效率。
结果表明：经过 MTES 处理后，玻纤过滤膜的微观孔隙结构不变，而纤维表面布满疏水亲油的–CH3 基团和纳米凸起结构，
处理后的玻纤过滤膜有超疏水超亲油性能，玻纤过滤膜对乳化水的油水分离效率可以达到 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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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of Superhydrophobic and Superoleophilic Glass-fiber Membrane and Its
Emulsified Water Separ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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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il-water separation glass-fiber membrane was prepared by a simple sol-gel process using triethoxymethylsilane
(MTES) as a precursor. Methyl groups were grafted and hydrophobic nano-pillars were formed onto the surface of glass-fiber in a
sol-gel process, thus producing a glass-fiber membrane with super-hydrophobicity and super-oleophilicity. The micro-morphology
and surfac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glass-fiber membrane were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respectively. The wetting behavior of the treated membrane was examined by a water/oil contact
angle method. The oil-water separation efficiency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u-Lo Aquama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re size of the
glass-fiber membrane is similar before and after MTES treatment, while hydrophobic –CH3 groups and nano-pillar particles are
formed on the surface of treated glass-fiber. The treated glass-fiber membrane exhibits super-hydrophobicity and super-oleophiliciy,
and its emulsified water removal efficiency is 96.09%.
Keywords: triethoxymethylsilane; glass-fiber membrane; superhydrophobicity; superoleophilicity; oil-water separation

水是燃油中最主要的污染物，
污染水不仅会严重
影响到燃油的品质，
也会导致机器动力系统发生严重
故障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由于水和油两相间的表面能
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使用(超)疏水亲油性多孔材
料过滤去除油液中的少量污染水已被证明是解决该

问题的一种可行且高效的方法[1]。此类多孔材料常
见的有金属网、滤纸和织物等材料[2–4]，但是由于此
类材料的纤维直径较大(一般超过 10 μm)，导致所形
成的多孔材料孔径较大，因此难以分离去除油液中
的粒径较小的污染水，从而在乳化水(粒径＜2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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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领域中难以得到有效的应用[5–7]。超细纤维
(纳米或亚微米级纤维)由于纤维直径小，可构成小
孔径的多孔材料，从而能够分离去除小液滴的乳化
水，因此此类材料在分离乳化水领域具有巨大的应
用潜力[8–10]。常见的超细纤维过滤材料通常都是通
过静电纺或者是熔喷的方法制备得到的，但由于静
电纺与熔喷无纺布工艺条件对所用高分子材料性能
的特殊限制，通过这些方法得到的纤维材料普遍不
具备疏水亲油功能，因此需要通过与特殊纳米粒子
共同进行静电纺 [11–12] 或是对静电纺材料进行进一
步的修饰或处理[12–14]。但是这些方法普遍存在设备
昂贵，工艺繁琐，操作复杂以及成本较高等缺点。
因此，探索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廉以及绿色环保
的滤膜制备方法技术是亟待解决的关键。
与静电纺丝或熔喷的方法制备得到的高分子
超细纤维(纳米或亚微米级纤维)相比，现代工业已
经可以制备廉价细小的玻璃纤维，并且玻璃纤维
可以通过传统的湿法成型技术制备成孔径可控的
多维结构玻纤过滤膜，与高分子纤维相比，无机
玻璃纤维具有更优良的耐老化性能和耐热性能。
此外，玻璃纤维表面布满活性羟基，进行表面接
枝改性的选择性较多。本研究以不同直径玻璃纤维
制备的玻纤过滤膜为基体材料，以甲基三乙氧基硅
烷(MTES)为前驱体，乙醇为溶剂，通过溶胶凝胶
法直接在玻璃纤维过滤膜纤维表面上进行水解缩
合反应，最终在玻璃纤维表面形成疏水亲油的
–CH3 基团和纳米凸起结构，从而赋予玻璃纤维过
滤膜高效的油水分离性能。该方法工艺设备要求
简单环保且成本低廉，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 实验
1.1

原料
乙醇、氨水、盐酸、氢氧化钠均为化学纯，由
广州化学试剂公司提供；MTES，化学纯，由阿拉
丁试剂提供；玻璃纤维过滤膜(广州华创化工材料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由平均直径为 6，3，1，0.5 μm
和 0.1 μm 的玻璃纤维按照一定比例，通过湿法成型
制备)；蒸馏水，实验室自制。
1.2 超疏水亲油玻纤过滤膜的制备
将 30.0 g 前驱体 MTES、150.0 g 乙醇、10.0 g
水与 5.0 g 氨水混合均匀后，将玻纤过滤膜放置于保
护网袋中浸泡到配置好的前驱体溶液中，溶液缓慢
搅拌，放置一段时间后取出玻纤过滤膜，滴干后放
置于 130 ℃烘箱干燥 15 min，即可制备得到超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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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亲油玻纤过滤膜。
将油和水(含 4.0%NP-10 乳化剂)按照质量比为
9:1 进行混合后，采用高速搅拌机 6 000 r/min 处理
0.5 h 后，继续以 2 kW 的超声波仪器处理 10 min，
即得到含乳化水油液。
1.3 样品表征
1.3.1
红 外 分 析 (FT-IR)
通 过 VERTEX
33Fourier 变换红外光谱仪对玻纤过滤膜处理前后
进行测试，玻纤过滤膜测试前用乙醇洗涤 3 遍，
烘干后测试。
1.3.2 接触角(CA)测定
通过 OCA-15 型接触
角测定仪，测定水和油液在过滤膜表面上的接触
角，滴量为 5 μL/滴，每个试样测定点为 5 个，取(整
数)平均值。
1.3.3 SEM 观察
通过飞纳 PhenomTM 全自动台
式扫描电子显微镜对玻纤形貌进行观察。
1.3.4 水液滴的观察
采用研究级正置显微镜
BX51 观察乳化水的粒径大小。
1.3.5 油液中水分含量测试
采用 Karl Fischer
(Coulometric Method)水分仪测试分离前后油液中含
水量，计算油水分离效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油水分离玻纤滤膜的制备机理
MTES 可以在乙醇作为溶剂、水和氨水作为催
化剂的体系中进行水解缩合反应。MTES 首先水解
形成 CH3–Si(OH)3，由于玻璃纤维表面布满活性羟
基，因此 CH3–Si(OH)3 的羟基可以与玻璃纤维表面
的羟基进行缩合反应，而纤维表面残留的羟基则在
玻纤过滤膜在烘干过程中发生缩合，从而在使得玻
璃纤维表面布满疏水亲油性能的–CH3 基团。同时
CH3–Si(OH)3 之间也会发生缩合反应形成表面带甲
基与羟基的纳米 SiO2 粒子[15]，纳米 SiO2 粒子中的
羟基也可以与玻璃纤维表面上的羟基进行缩合，从
而通过化学键合作用沉积在玻璃纤维表面形成纳米
凸起结构，另外，在玻璃纤维交叉处，CH3–Si(OH)3
本身水解缩合作用形成的聚合物也可以与玻璃纤维
形成化学键合，使得过滤膜的强度得到提高。其具
体制备机理过程推断如图 1 所示。
2.2 红外分析
通过反射红外分析原玻纤过滤膜与经 MTES
处理后玻纤过滤膜的表面化学组成变化，红外结
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2 可以看出，未处理的玻纤
过滤膜在 1 020 cm–1 处的为 Si–O–Si 吸收峰，在

第 46 卷第 8 期

3 540 cm–1 处为 Si–OH 和–OH 的吸收峰，1 400 cm–1
处为玻璃纤维中其他氧化物(如氧化铝、氧化硼等)
的吸收峰。
与曲线 1 对比，
曲线 2 在 3 540 cm–1 的–OH
吸收峰明显减小，接近消失，并且在 2 970 cm–1 和
2 862 cm–1 出现–CH3 吸收峰，
在 1 260 cm–1 与770 cm–1

Fig. 1

处出现了 Si–C 的吸收峰。这说明经 MTES 处理后，
MTES 水解形成的 CH3–Si(OH)3 确实能够与玻纤过滤
膜的纤维表面羟基发生反应后接枝上了疏水的
Si–CH3 基团，从而改变玻纤过滤膜的表面润湿特
性，这与 2.1 的机理推断呈现一致性。

图 1 油水分离玻纤过滤膜的制备过程机理示意图
Preparation mechanism of oil-water separation glass-fiber membrane

玻纤过滤膜的增重量(相对于未处理前玻纤过滤
膜质量)、表面润湿性能以及强度性能的影响，结
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玻纤过滤
膜处理时间的延长，玻纤过滤膜的质量增加逐渐
提高，且过滤膜的水接触角也越大，这是由于随
着处理时间的延长，MTES 在玻纤表面发生接枝
反应越充分，因此玻纤过滤膜的增重越多；同时
在玻纤交叉处形成的共聚物越多，沉积在玻纤表
面的纳米凸起结构也越多，因此玻纤过滤膜的增
重逐渐提高，玻纤交叉处的结合也越牢固，从而
导致玻纤过滤膜的水接触角逐渐增大，玻纤滤纸
的抗张强度性能逐渐提升。当处理时间达到 12 h
时，MTES 在玻纤表面的反应基本达到一个饱和
的状态，继续提高处理时间，玻纤过滤膜的各方
面性能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MTES 处理时间
以 12 h 为宜。

图 2 未处理与 MTES 处理 12 h 后玻纤滤膜的 IR 谱
Fig. 2 FT-IR spectra of original glass-fiber membrane and
treated glass-fiber membrane

2.3

· 1175 ·

徐卜琴 等：超疏水超亲油玻璃纤维过滤膜的制备及其乳化水分离效率

MTES 处理时间的影响
研究玻纤过滤膜在 MTES 溶液中处理时间对
Table 1

表 1 MTES 溶液处理时间对玻纤过滤膜性能的影响
Effects of MTES treatment duration on the properties of glass-fiber membrane

Treating time/h

Mass gain/%

Tensile strength/(kN·m–1)

Water contact angle/(°)

Oil contact angle/(°)

0

0

117.3

Immediate osmosis

Immediate osmosis

1.0

1.22

286.2

125

Immediate osmosis

2.0

2.47

452.0

133

Immediate osmosis

4.0

3.99

695.3

140

Immediate osmosis

8.0

4.38

815.4

146

Immediate osmosis

12.0

4.54

824.3

150

Immediate osmosis

16.0

4.62

835.3

151

Immediate os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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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观察
通过 SEM 观察处理前后玻纤过滤膜的微观
形貌，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 3 可以看出，经过
MTES 处理前后，玻纤过滤膜的形态基本没有发
生变化，并且处理前的玻璃纤维表面光滑，且纤
维互相架接，彼此间没有结合；而经过溶胶凝胶
处理后，可以观察到 MTES 发生水解缩合后在玻
纤交叉处形成聚合物，将纤维黏连在一起，此外，
经过进一步放大后，可以发现很多比较大的玻璃

Fig. 3

纤维表面出现褶皱，变得粗糙，有些地方出现一
些纳米凸起结构，这也是由于 MTES 水解后与玻
纤表面羟基发生水解缩合导致。以上描述的情况
均与机理推断的结果一致。因此，玻纤表面所覆
盖–CH3 基团使得过滤膜具有疏水亲油性能，而玻
纤上沉积的微米级与亚微米级尺度疏水纳米凸起
则共同作用提供了制备超疏水材料所须的微米纳米双微观粗糙结构，从而赋予处理后的玻纤过
滤膜超疏水超亲油性能。

(a) Before treated

(b) Before treated

(c) After treated

(d) After treated

图 3 处理前与处理后玻纤过滤膜微观形貌对比
Contrast of micromorphology of glass-fiber membrane and treated glass-fiber membrane

(a) Before filted

(b) Before filter

Fig. 4

2018 年

图 4 过滤前后乳化水滴的显微镜照片
Microscope images of emulsified water before and after filt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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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油水分离实验
通过简单的油水分离方法测试处理后的玻纤过
滤膜的油水分离功能。图 4 所示的是实验室简单搭
制的油水分离试验台，通过重力作用，所制备的超
疏水超亲油玻纤过滤膜就能实现乳化水的分离。从
图 4 可以看出，制备的油水混合液中，油水混合液
呈现出浑浊的状态，经显微镜观察可知乳化水的粒
径基本集中在 5～20 μm 之间，经过超疏水超亲油玻
纤过滤膜过滤后的油液呈现处清澈透明的状态，显
微镜已经基本观察不到乳化水滴的存在。过滤前后
油液中的含水量可知乳化水的分离率可以达到
96.09%，且利用所制备的滤膜对油水混合液进行重
复过滤 4 次，分离效率仍然可达 95.42%。测试结果
表明经过 MTES 处理 12 h 之后的玻纤过滤膜具有良
好的乳化水分离效果，在乳化水的分离领域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3 结论
以 MTES 为前驱体，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油
水分离玻纤过滤膜。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制备得
到的玻纤过滤膜，在玻璃纤维交叉处，CH3–Si(OH)3
本身水解缩合作用形成的聚合物与玻璃纤维形成化
学键合，使得处理后的玻纤过滤膜强度得到提高；
此外 MTES 可以在玻璃纤维表面水解缩合以后形成
疏水亲油的–CH3 基团和纳米凸起结构，从而赋予玻
纤过滤膜超疏水亲油作用。结合玻纤过滤膜本身的
细小孔径作用，可以对油液中的乳化水起到非常好
的分离作用，其对乳化水的分离效率可以达到
96.09%，重复性分离效率基本保持在 95%以上，在
乳化水分离领域有优良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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