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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基碳纤维表面电荷性质与其分散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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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测定乳液表面张力、接触角和碳纤维的分散量确定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磷酸盐（AEPK）处理聚丙烯
腈（PAN）基碳纤维的最佳浓度和吸附量分别为 0.5%和 4.0 mg/g. 随后利用法拉第筒对改性前后碳纤维的表面
电荷量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FESEM）、
X 射线光电子能谱（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表征改性前后碳纤维的表面形貌和表面基团的变
化。结果表明，未改性的碳纤维表面电荷为正电荷，随着 AEPK 吸附量的增加，碳纤维表面负电性增加，当
表面电荷量达到最大时，短切碳纤维在环氧树脂基体中达到最佳的分散效果。证明碳纤维表面电荷性质与其
分散行为的变化趋势一致，可以通过测量碳纤维的表面电荷量简便而直观地判断碳纤维在基体中的分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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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charge of PAN-based carbon fiber
and its dispers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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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timum concentration and adsorption amount of AEPK modifying PAN-based carbon
fibers were decided of 0.5% and 4.0 mg/g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surface tension, contact angle and
dispersion volume of carbon fibers. In addition, the surface charges of modified carbon fibers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using Faraday cup.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nd surface groups of modified
carbon fiber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SEM) 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charges on the unmodified carbon
fibers surface are changed to negative with the increase of AEPK adsorption amount. Optimal dispersion
effect of the short carbon fibers in epoxy matrix can be achieved when the surface charges reach the
maximum, which proves that the same variation regularity is obtained of surface charge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 and its dispersion behavior. Finally, the results further illustrate that the ability of carbon
fibers dispersing in the matrix can be judged by measuring the surface charges of carbon fibers
conveniently and apparently.
Key words: surface and interface in the materials; PAN-based carbon fiber; AEPK; surface charge;
dispers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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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AN 基碳纤维是一种高强度、高模量的高性能纤维，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性、化学稳定性、耐热性和

尺寸稳定性，且其线膨胀系数小，常作为复合材料的增强相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及民用工业领域，例如碳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CFRP），其中短切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于成
型工艺简单，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1~2]。短切碳纤维在复合基体中形成均匀的乱向支撑体系，当复合材料
受到外力时，载荷通过纤维与基体间的界面由基体传递至碳纤维，因此纤维所能承受的载荷与界面面积
及强度密切相关，界面面积、强度越大，越能充分发挥增强相的增强效果。未处理的碳纤维表面具有较
高的化学稳定性，与一般溶剂相互作用较弱，且单丝之间存在较强的范德华作用，容易产生团聚，这是
限制短切碳纤维复合材料强度的重要原因，因此探究短切碳纤维在环氧树脂等聚合物基体中的分散行为
具有重要意义[3~4]。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强度主要由碳纤维在复合基体中的分散性和碳纤维与基体之间的界面结合力两个
因素决定，其中碳纤维的分散性对短切碳纤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更为显著。目前，国内外学者通
常采用分散处理剂喷涂或浸渍的过程将其涂覆于碳纤维表面以提高碳纤维的分散性，如赵君等[5]和王闯等[6]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短切碳纤维在水中的分散性及变化规律；PARK 等[7]探究了等离子体处理后的短切碳
纤维在酚醛树脂中的分散性。但是对于处理剂处理碳纤维的最佳条件及最佳分散程度一般以直接观察或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方法进行判断，缺少一种更简便和精确的评价方法。
本文选用 AEPK 对碳纤维表面进行涂覆处理，由于其分子结构中脂肪醇链为亲油基团，磷酸酯键为
亲水基团，所以当处理剂 AEPK 作用于碳纤维表面时，两者之间形成的静电力、粘附力使碳纤维表面易
吸附 AEPK 的分子层，这种分子层结构不仅填补了碳纤维表面的缺陷，有效地降低了碳纤维在复合加工
过程中的磨损，而且增加了碳纤维的表面电荷，增强了碳纤维在基体中的分散性，从而达到提高短切碳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效果[8~9]。随后利用法拉第筒、FESEM 和 XPS 对 AEPK 改性前后碳纤维
的表面性质进行表征，通过测定 PAN 基碳纤维表面电荷量可以精确、简便地判断碳纤维在基体中的分
散能力。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试剂
6K PAN 基碳纤维，吉林化纤集团，直径 7 μm，线密度 204.5 g/km，体密度 1.772 g/cm3，拉伸强度

4.04 GPa，拉伸模量 217.1 GPa；丙酮（C3H6O），天津市北方天医化学试剂厂，分析纯；AEPK，天津
工大纺织助剂有限公司，工业级；E44 环氧树脂，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型号 WSR6101.
1.2

实验方法

1.2.1

短切碳纤维样品的制备

在索氏提取器中，用丙酮和水的混合溶液对一定量的碳纤维提取 24 h，以去除碳纤维表面的杂质，
预处理后将碳纤维置于 80℃烘箱中烘干。
随后取适量预处理后的碳纤维静置于不同浓度的 AEPK 乳液中 30 min（碳纤维与处理剂乳液的固液
比为 1:200），最后将处理后的碳纤维置于 100℃烘箱中烘干 2 h，待烘干后将碳纤维用纤维短切机切成
10 mm 短丝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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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切碳纤维的分散性测试

在相对湿度为 40%～60%的环境条件下，在 100 mL 烧杯中加入 10 mL 温度为 90℃的环氧树脂，再
加入质量为 0.01 g 的短切碳纤维，采用玻璃棒对碳纤维与环氧树脂的混合物进行搅拌，随后静置 2 min，
量取烧杯底部未分散碳纤维的长度和宽度，计算未分散碳纤维的总体积 Vn. Vn 越小，说明短切碳纤维的
分散性越好。
1.2.3

碳纤维表面电荷量的测定

本实验采用青岛众邦仪器有限公司的 ZF-611 法拉第筒，在温度 20℃、湿度 40%的条件下对碳纤维
的表面电荷进行测量，重复测量 10 次，计算平均值。
1.2.4

碳纤维表面形貌测试

FESEM 可用于研究纤维的三维结构形态，其放大倍数连续可调，分辨率高。本文采用日本日立公司
的 S-480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处理剂改性前后碳纤维的表面形貌结构，实验中先将样品充分干
燥，再真空镀金 15 min，随后在电镜下进行观察。
1.2.5

碳纤维表面基团的测定

应用美国 ThemoFisher 科技公司的 K-Aepna X 射线光谱仪，以单色光在 1 000～3 000 cm−1 波长范围
内对完全干燥后的改性纤维样品进行扫描。电压 8 kV，功率 30 mW，全谱通能为 160 eV，元素谱通能
为 40 eV，分析室压力为 10−8～10−7 Pa. 测量前样品在无水乙醇中超声清洗后烘干。

2

结果与讨论

2.1

处理剂浓度对碳纤维分散性的影响
图 1 为不同浓度 AEPK 乳液的表面张力及接触角变化曲线。由图 1 可知，当 AEPK 的浓度为 0.5%

时，乳液的表面张力和接触角分别为 29.75 mN/m 和 33.69°. 随着乳液浓度的增加，乳液的表面张力几
乎不变，接触角反而增大，说明 AEPK 的临界胶束浓度为 0.5%，此时乳液的铺展性最佳，易在碳纤维表
面形成单分子层或双分子层吸附，形成稳定的表面结构。因此，处理剂 AEPK 对碳纤维改性时的最佳浓
度为 0.5%.

Fig. 1

2.2

图 1 AEPK 乳液浓度对乳液表面性质的影响
Influence of AEPK concentration on the emulsion surface properties
a—表面张力；b—接触角
a-Surface tension; b-Contact angle

处理剂吸附量对碳纤维分散性的影响
不同吸附量的 AEPK 改性前后碳纤维的分散效果照片如图 2 所示，AEPK 在碳纤维表面的吸附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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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分散性能的影响如图 3 所示。经比较发现，未用处理剂处理的碳纤维，在环氧树脂中出现分散不
均匀的团聚现象；用 AEPK 改性后的碳纤维，在环氧树脂中的分散均匀性明显提高。这是因为未处理的
碳纤维不仅直径小且表面有一些缺陷部分，表面活性低，单纤维相互间的范德华力大，使得碳纤维具有
很强的团聚性。随着 AEPK 分子吸附于碳纤维表面，缺陷部分逐渐被处理剂修饰，当 AEPK 在碳纤维表
面的吸附量为 4.0 mg/g 时，碳纤维在树脂基体中完全分散；当 AEPK 的吸附量大于 4.0 mg/g 时，处理剂
油膜在碳纤维表面形成堆积状态，易引起单丝间的粘结，造成碳纤维单丝间相互作用力增大而达不到最
佳分散状态；当 AEPK 的吸附量小于 4.0 mg/g 时，碳纤维表面缺陷部分未被完全修饰，表面的处理剂油
膜分布不均匀，造成碳纤维单丝间的作用力不一致而达不到完全分散的效果。因此，处理剂 AEPK 在碳
纤维表面的最佳吸附量为 4.0 mg/g.

图2
Fig. 2

不同 AEPK 吸附量处理后碳纤维的分散照片

Dispersion effect pictures of the carbon fibers treated by AEPK with different adsorption amounts
a—未处理；b—1.0 mg/g；c—2.0 mg/g；d—3.0 mg/g；e—4.0 mg/g；f—5.0 mg/g
a-Unmodified; b-1.0 mg/g; c-2.0 mg/g; d-3.0 mg/g; e-4.0 mg/g; f-5.0 mg/g

2.3

碳纤维表面电荷性质与其分散行为的关系
图 4 为 AEPK 改性前后碳纤维的表面电荷量变化曲线。由图 4 可知，碳纤维表面电荷的性质随着 AEPK

图3
Fig. 3

AEPK 吸附量对碳纤维分散性的影响

图4

Influence of AEPK adsorption amount on
the carbon fibers dispersion

Fig. 4

AEPK 吸附量对碳纤维表面电荷的影响
Influence of AEPK adsorption amount on
the surface charge of carbon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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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纤维表面吸附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未改性的碳纤维表面电荷为正电荷，电荷量为 0.025 μC/g，随
着 AEPK 在碳纤维表面吸附量的增加，表面电荷逐渐变为负电荷，当 AEPK 吸附量为 4.0 mg/g 时，电荷
量达到最大，为−0.066 μC/g，继续增加 AEPK 的吸附量，电荷量迅速变小，随后保持稳定。碳纤维表面
电荷的变化趋势与其分散行为一致，当电荷量最大时，碳纤维的分散效果最佳，证明了碳纤维表面电荷
量与其分散行为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当低浓度的 AEPK 有序吸附于疏水的碳纤维表面时，AEPK 的亲水
基团向外，在碳纤维表面逐渐产生负电荷层[10~13]。当 AEPK 分子在碳纤维表面形成双分子层吸附膜时，
纤维表面电荷量最大，纤维的双电层表现为最大的斥力，使纤维分散能力增强。但是当 AEPK 的吸附量
继续增加时，过量的表面活性剂分子会在已形成的分子膜上继续吸附，这种吸附是相对不规则的，易在
碳纤维表面形成堆积，这种堆积结构使纤维表面原有的均一电荷层逐渐被局部的电荷层覆盖[14]。
2.4

碳纤维的表面形貌分析
图 5 为 AEPK 改性前后碳纤维的 FESEM 图片。由图 5 可知，碳纤维原丝表面有很多沟槽和凸起的

缺陷部分。用浓度为 0.5%的 AEPK 乳液对碳纤维处理后，进行处理剂油膜逐渐修复了碳纤维表面的缺陷
部分，当 AEPK 的吸附量为 4.0 mg/g 时，油膜在碳纤维表面分布均匀，从而达到改善碳纤维分散性的效果。

图5
Fig. 5

AEPK 改性前后碳纤维表面的 FESEM 照片

FESEM images of carbon fibers before and after modified by AEPK

a—未改性；b—1.0 mg/g；c—2.0 mg/g；d—3.0 mg/g；e—4.0 mg/g；f—5.0 mg/g
a-Unmodified; b-1.0 mg/g; c-2.0 mg/g; d-3.0 mg/g; e-4.0 mg/g; f-5.0 mg/g

2.5

碳纤维的表面基团分析
图 6 为 AEPK 改性前后碳纤维的 XPS C1s 峰谱图。未处理的碳纤维的 XPS C1s 谱图经过软件

“Avantage”分峰处理后得到 4 个主要峰，分别为以 C—C 键形式存在的石墨碳（峰 I）（284.71 eV），
羟基（—OH）、醚键（C—O—C）或 C ≡≡≡ N 键（峰 II）（286.24 eV），羰基（C ≡≡≡ O）（峰 III）（287.89 eV）
及羧基（COOH）或酯基（COOR）（峰 IV）（288.67 eV）[15]。由不同官能团峰面积百分比进一步说明，
改性处理后碳纤维表面的官能团明显改变，其中—OH 和 C—O—C 含量的增加量为 5.93%，而 C ≡≡≡ O 和
COOH（COOR）的含量几乎减少为 0，这是因为处理剂 AEPK 完全包裹碳纤维，碳纤维表面原始的官能
团已经全部被 AEPK 的官能团覆盖。

3

结论
1）处理剂 AEPK 的最佳浓度和在碳纤维表面的最佳吸附量分别为 0.5%和 4.0 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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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前（a）及改性后（b）碳纤维的 XPS C1s 谱图

XPS C1s spectra of unmodified (a) and modified (b) carbon fibers

2）未改性的碳纤维表面电荷为正电荷，随着 AEPK 吸附量的增加，碳纤维表面负电性增加，当表
面电荷量达到最大时，短切碳纤维在环氧树脂基体中达到最佳分散效果。
3）碳纤维表面电荷性质与其分散行为的变化趋势一致，可以通过测量碳纤维的表面电荷量简便而直
观地判断碳纤维在基体中的分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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