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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涂层在高压脉冲电场下的杀菌性能研究
杨鹏鹏1 , 吴进怡1,2 , 柴柯1 , 林海强1 , 宋春蕾1
(1. 海南大学 热带岛屿资源先进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口 570228;

2.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海洋环境腐蚀与生物污损重点实验室,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摇 要: 目的摇 研究海洋环境下高压脉冲电场对微生物污损的抑制效果和机理。 方法摇 采用刷涂法制备

碳纤维 / 环氧防腐涂料复合涂层,研究碳纤维长度和含量对复合涂层的介电性能和表面能的影响以及碳
纤维复合涂层在高压脉冲电场作用下的杀菌性能。 结果摇 高频电场下,碳纤维长度和含量是影响复合涂

层介电性能的主要因素,随着电场强度、频率在设定范围内增加,涂层的杀菌率显著增大;而随占空比的
增大,涂层的杀菌率呈先增后减最后趋于平缓的趋势,占空比为 0. 5 时涂层的杀菌率最高达99. 8% 。 结
论摇 掺杂 0. 1% ( 质量分数)5 mm 碳纤维的复合涂层介电性能优良。 高压脉冲电场对细菌具有良好杀灭

效果, 涂层的杀菌率最高可达 99.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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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ctericidal Properties of Carbon Fiber Composite Coatings
in High鄄voltage Pulse Electric Field

YANG Peng鄄peng1 , WU Jin鄄yi1,2 , CHAI Ke1 , LIN Hai鄄qiang1 , SONG Chun鄄lei1
(1.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Advanced Materials in Tropical Island Resource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Corrosion and
Bio鄄fouling, Institute Ocean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hibition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high鄄voltage pulsed electric field ( HPEF) in marine

environment on microbial fouling. Methods Carbon fiber / epoxy composite anti鄄corrosion coating was prepared by brushing meth鄄

od,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arbon fiber length and content on the dielectric properties and surface energy of the composite coating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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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the bactericidal performance of the carbon fiber composite coating in high鄄voltage pulsed electric fiel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fiber length and content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te coating un鄄

der high frequency. With the increase of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within the set range, the sterilization rate of the coat鄄

ing obviously increased, while with the increase of duty cycle, the sterilization rate of the coating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and finally tended to be stable. When the duty cycle was 0. 5, the maximum sterilization rate of 99. 8% was reached. Conclusion

The composite coating with a doping content of 0. 1% 5 mm carbon fiber had excellent dielectric properties. High鄄voltage pulsed e鄄

lectric field had a good killing effect on bacteria and the sterilization rate of the coating could reach 99. 97% .

KEY WORDS: carbon fiber; pulsed electric filed; dielectric properties; sterilization performance

摇 摇 海洋生物在船舶表面的附着会增加船体的表面

同) ,0. 3% ,0. 5% ,0. 7% ,0. 9% 与环氧防腐涂料充分

船舶防护领域生物污损备受关注。 各国政府和工业

30 min,涂布后室温静置晾干 7 d。 采用数字测厚仪

。 对海洋设施防污采用涂覆防污涂料是经济

实验用菌种为弧菌,取南海海域天然海水自行分

粗糙度,增大航行阻力,加速船体的腐蚀,因此在海洋
界每年花费超过 57 亿美元以防止和控制海洋生物污
损

[1—2]

混合,用恒温磁力搅拌器在室温下搅拌 20 min,静置
测试复合涂层厚度,使其达到 300 滋m。

。

离纯化。 2216E 培养基组成为:蛋白胨 5 g,酵母粉 1

毒和高性价比的环境友好型海洋防污涂料有着迫切

压蒸汽灭菌锅 121 益 灭菌 20 min,凝固备用。 实验用

有效和普遍易行的措施

[3]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对长效、无
需求。 环境友好型海洋防污涂料主要包括仿生涂料、
导电涂料、可溶性硅酸盐防污涂料、无锡自抛光涂料、
微纳米结构和低表面能防污涂料

[4—6]

。 导电防污涂

料的防污机制有两种:1) 在涂料中添加导电材料,并
在漆膜表面通入微弱电流,使海水电解形成次氯酸
根,达到防污的目的;2) 掺杂高分子化合物,配制钢板

用防污涂料,无需再通微弱电流,这种涂料使用时需
对基体做好绝缘处理,否则会造成严重电解腐蚀。 碳
纤维( Carbon fiber,CF) 掺杂树脂基复合材料不仅可

以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而且能显著改变复合材
料的电性能。 由于纤维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纤

维 / 有机体是目前用量较大的功能型涂料

[7—8]

。

HPEF 技术在食品非热加工领域已经有十分广泛

g,琼脂粉 20 g,陈海水 1000 ml,pH = 7. 0。 分装置于高
海水取自海口市假日海滩海滨浴场,经沙滤净化,海

水盐含量为 29. 6译 ~ 31. 6译。 从弧菌斜面上挑取 2

~ 3 环菌种,加入 200 mL 2216E 液体培养基, 培养 24

h 作为实验用菌液。

采用高压脉冲电源设备( DMC鄄200,大连鼎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最高输出电压为 40 kV,平行平板

式电极,电极材料为铜,电极之间采用涂层样品连接

( 可替换) ,脉冲波形为方波,其中电压、频率和占空比

可调。 选取高压脉冲电场处理参数如下:电压 11,13,

15,17,19 kV;频率 15. 06,17. 16,23. 15,32. 05,53. 19
kHz;占空比 0. 1,0. 3,0. 5,0. 7,0. 9。

在超净台内分别取 0. 1 ml 实验菌悬液附着于空

白阴性对照样品( 编号 A) 、未通电对照样( 编号 B) 、

。 虽然 HPEF 用于食品灭菌的研究已经

通电样品( 编号 C) 上,用灭菌镊子夹取灭菌盖玻片覆

未见报道。 本文结合脉冲电场技术,通过掺杂不同含

细菌后进行高压脉冲电场处理。 处理后取出分别用

的应用

[9—12]

取得很大进展,然而这一技术在海洋防污和防腐领域

盖于涂层上,使菌液均匀接触涂层,其中样品 C 附着

量和长度的 CF 得到具有不同介电性能的复合涂层,

4. 9 mL 洗脱液充分冲洗,经灭菌陈海水稀释恰当倍

涂层,探讨 PEF 在海洋领域应用的可行性,考察电压、

平板水平移至 30 益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48 h 后,统计

然后选择物理化学性能和频响效应更加迅速的复合
频率及占空比对涂层杀菌效果的影响。

1摇 实验

数后,吸取 0. 1 mL 置于 2216E 固体培养基平板中,将

其菌落数,每个样平行做 3 次取平均值。 同时检测处

理前弧菌数目,实验重复 3 次,并且计算相应的杀菌
率。

采用 S480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 Hitachi 公

实验选择的衬底为有机玻璃板(100 mm伊50 mm

司) 观察 复 合 涂 层 表 面 的 形 貌, 电 子 加 速 电 压 为 5

对衬底进行清洗。 取 3,5,7 mm 的 CF 用去离子水反

曼光谱仪对复合涂层经高压脉冲电场作用前后的结

伊4 mm) ,参照 GB / T 9271—2008 采用超声波清洗机

复冲洗,在 50 益 下真空干燥,按 0. 1% ( 质量分数,下

kV。 采用英国 Renishaw inVia Reflex 显微共聚激光拉
构进行分析。 实验在室温下进行,采用波长为 78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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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氩离子激光器作为入射光源,激光功率为 300 mW,

摇 2015 年 03 月

能起伏不定,在实验样品中,当其质量分数为 0. 5%

操作过程采用背散射配置,其束斑直径为 1 滋m,扫描

时表面能达到最大值,质量分数为 0. 3% 时表面能达

后的涂层进行二次扫描检测并叠加。 采用 Novocon鄄

面能先降低后增加,当其质量分数为 0. 5% 时表面能

范围为 50 ~ 2000 cm ,衰减系数为 30% , 对通电前
-1

trol GmbH 的 Concept 40 型宽频介电阻抗谱仪对复合
涂层介电性能进行分析,频率范围为 0 ~ 10 Hz。
7

2摇 结果与分析

到最小值。 7 mm CF 掺杂的涂料随 CF 含量的增加表
达到最小值, 质量分数为 0. 1% 时表面能达 到 最 大

值。 整体而言, 对于掺杂不同含量不同长度的碳纤
维防污涂层,其表面能保持在 30 ~ 44 mJ / m2 ,掺杂 7

mm CF 质 量 分 数 为 0. 5% 时 表 面 能 达 到 最 小 值 31

2. 1摇 碳纤维含量对复合涂层防污的影响
摇 摇 由图 1 所示,3 mm CF 掺杂的涂料随 CF 含量的

增加表面能先降低后增加,当其质量分数为 0. 7% 时

表面能达到最大值,质量分数为 0. 5% 时表面能达到

最小值。 5 mm CF 掺杂的涂料随 CF 含量的增加表面

mJ / m2 ,质量 分 数 为 0. 1% 时 表 面 能 达 到 最 大 值 44

mJ / m2 。 一般认为涂层的表面能小于 30 mJ / m2 才具

有防污的性能, 但是不同生物的附着具有一定的选
择性,如藤壶对自由能为 30 ~ 35 mJ / m2 的表面最易

黏附, 而苔藓虫则对自由能为 10 ~ 30 mJ / m2 的表面

黏附力最强 [13—14] 。 说明涂覆碳纤维涂层并不是材料
具备防污效果的充分条件。

图 1摇 不同长度和含量碳纤维 / 环氧复合涂层在海水中表面能

Fig. 1 Surface energy of carbon fiber / epoxy resin composite coating with different length and content of carbon fiber in seawater

2. 2摇 CF 复合涂层的介电性能
2. 2. 1摇 碳纤维复合涂层的介电常数

图 2 所示为掺杂不同含量和长度 CF 的复合涂层

介电常数随频率变化情况。 掺杂 CF 涂层随频率增大

量的 CF 复 合 涂 层 介 电 常 数 随 含 量 的 变 化 趋 势 为:

0. 9% >0. 7% >0. 1% >0. 5% >0. 3% ,掺杂 7 mm 不同含量
CF 的复合涂层介电常数随含量的变化趋势为:0. 9% >
0. 7% >0. 1% >0. 3% >0. 5% 。 这说明掺杂 CF 的长度和
含量对复合涂层的介电常数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呈现出先降低后逐渐平稳的趋势。 其中,掺杂 3 mm 不

2. 2. 2摇 碳纤维复合涂层的介电损耗

0. 9% >0. 7% >0. 5% >0. 3% >0. 1% ,掺杂 5 mm 不同含

常温下掺杂不同含量和长度的 CF 后涂层介电损耗随

同含量的 CF 的涂层介电常数随含量的变化趋势为:

用介电损耗因子 tan 啄 来表征涂层的介电损耗。

图 2摇 不同含量和长度 CF 对复合涂料的介电常数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tent and length of CF on the dielectric constant of the composite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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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 随着外加电场频率的增

趋势为:0. 5% > 0. 7% > 0. 9% > 0. 3% > 0. 1% 。 5 mm

率增加缓慢,介电损耗随含量的变化很小;当频率大

0. 1% 。 7 mm CF 涂层介电损耗趋势为:0. 7% >0. 9% >

加,在 0 ~ 4 伊10 Hz 范围内,CF 涂层的介电损耗随频
6

于 4. 0伊10 Hz 时,介电损耗迅速增加且随 CF 的含量
6

和长度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可以看出在频率大于 4 伊

10 Hz 时,不同掺杂含量的 3 mm CF 涂层的介电损耗
6

CF 涂层介电损耗趋势为:0. 9% >0. 7% >0. 5% >0. 3% >
0. 3% >0. 1% >0. 5% 。 这说明在低频率时,掺杂 CF 含

量和长度并未增加涂层的介电损耗;而在高频率时,
CF 长度和含量对其介电损耗有着显著影响。

图 3摇 不同含量和长度 CF 对复合涂层介电损耗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content and length of CF on the dielectric loss of the composite coating

2. 3摇 高压脉冲电场下导电涂层对弧菌的杀菌
效果
2. 3. 1摇 高压脉冲电场电压对弧菌的杀菌效果

采用 HPEF 频率为 23. 15 kHz,占空比为 0. 5,可

以得到不同电压对附着涂层中弧菌的杀菌效果,如图

4 所示。 随电压增加,弧菌的致死率增大,当电压为
19 kV 时其杀菌率最高为 99. 97% 。

图 5摇 在高压脉冲电场作用下频率对 CF 复合涂层抗菌性能
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frequency on th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CF / epoxy composite coating in HPEF

2. 3. 3摇 电脉冲占空比对涂层杀菌率的影响

采用 HPEF 频率为 23. 15 kHz,电压为 15 kV,可

以得到占空比为 0. 1,0. 3,0. 5,0. 7,0. 9 时对杀菌率

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在同一脉冲频率和电压下,随

图 4摇 在高压脉冲电场作用下电压对 CF 复合涂层抗菌性能
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voltage on th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CF
composite coating in HPEF

2. 3. 2摇 电脉冲频率对涂层杀菌率的影响

HPEF 占空比为 0. 5 时,不同频率 15. 16,17. 86,

23. 15,32. 05,53. 19 kHz 对杀菌率的影响如图 5 所

图 6摇 在高压脉冲电场作用下占空比对 CF 复合涂层抗菌性

当频率 为 52. 19 kHz 时 涂 层 的 杀 菌 率 最 高 可 达 到

Fig. 6 Effect of duty cycle on th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the

示。 在 15 kV 条件下,频率越大,则涂层杀菌率越高,

99. 65% 。

能的影响

CF composite coating in HP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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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空比增加,涂层的杀菌率呈现先增后减,最后趋向
平缓的趋势,实验测得高压脉冲电场下占空比为 0. 5

时涂层的杀菌率达 99. 9% ,而占空比为 0. 9 时杀菌率

为 98. 53% 。

摇 2015 年 03 月

形成导电通路,产生较大的介电损耗。 提高介电常数
的同时控制介电损耗的增加,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平
衡,最终制备出具有低介电常数、低损耗的 CF 复合涂

层,但是复合涂层满足低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同时还
需满足相应的机械强度、耐高压击穿、低漏电、热稳定

3摇 讨论

性强以及良好的粘结强度等。 复合涂层中相同长度

上述结果表明,在海洋环境下 HPEF 对导电涂层

有着 优 异 的 杀 菌 效 果, 杀 菌 率 可 达 到 98% 以 上。
HPEF 中电压、频率和占空比对涂层的杀菌率有着显

著影响,在占空比为 0. 5 和频率为 23. 15 kHz 时涂层
的杀菌率随着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在 频 率 为 23. 15

CF 含量较大时容易发生团聚现象,涂层的气孔增加

会导致材料的粘结强度降低,以及材料中漏电损耗的

增大。 实验选择性能相对均衡优良的 5 mm 质量分数
为 0. 1% 的 CF 复合涂层作为实验涂层。

生物体是一种复杂的电解质,处于一定的电磁场

环境下就会吸收一定的电磁能量。 生物体吸收电磁

kHz 和占空比为 0. 5 时涂层的杀菌率随着频率的增

能量的多少除与机体本身形状大小、生物组织的介电

随占空比的增大先增后减而后平缓。

功率、频率、波形、环境温度以及被照射的部位等会影

加而增加,但是 23. 15 kHz 和 15 kV 时涂层的杀菌率
HPEF 的杀菌作用机制有多种假说,目前为大多

数人所接受的是电崩解和电穿孔效应。 Zimmermann

等提出了电崩解理论,该理论假定细胞为球形,细胞
的双层膜结构为等效电容,细胞受到电场作用时,细

胞膜的两侧形成微电场,随电场强度的增大或处理时
间的延长,跨膜电位不断变大,细胞膜的厚度则不断
减小;当外加电场达到临界崩解电位差( 生物细胞膜
自然电位差) 时,细胞膜上有孔形成,在膜上产生瞬

间放电,使膜分解 [15] 。 1991 年 Tsong 提出了电穿孔理

常数有关外,还与电磁波的频率等有关。 微波辐射的
响生物体被伤害的深度和程度 [17] 。

HPEF 作用下电压对涂层杀菌率有着十分显著的

影响,其杀菌率可达 99. 97%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杀
菌率随电压的变化可以用跨膜电位解释。 对于一个

圆形 的 细 胞, 膜 电 位 ( U m ) 可 以 用 下 面 的 公 式 计

算 [18] :

U m = 0. 75d c Ecos 兹

(1)

式中:d c 是细胞的直径,兹 是细胞膜外部电场方

向与细胞半径方向的角度,E 为电场强度。 当跨膜电

论,认为食品中微生物的细胞膜在强电场作用下产生

位超过一个特定的阈值时,细胞膜被破坏。 不同的细

穿孔或破裂,膜内物质外流,膜外物质渗入,从而导致

胞个体所需的阈值也不同,它与细胞的大小呈正比关

微生物失活

[16]

。

掺杂 CF 的目的是在 CF 复合涂层中引入比较易

于流动的载流子,以相互搭接形成纵横连通的导电通
道。 由于导电通道和隧道效应的存在,原先涂层中的
孤立电子或导电粒子便能在通以高压脉冲电场时,更
轻易地越过势垒而流动,不仅能激励更强的极化,同

系,因此对于较小的细胞,需要更高的电场强度才能
破坏细胞膜,即在一定的场强下,较大的细胞更容易
被杀死,随着存活的大细胞数量的减少,后续脉冲的

杀菌效果平稳 [19] 。 因此,场强较低的条件下无法彻
底杀灭细菌。

在 HPEF 下,频率对涂层的杀菌率有着十分显著

时能克服介质电阻而消耗更多的电磁能量。 因此 CF

的影响,随着频率增加其杀菌率也逐渐增加,而后趋

膜响应时间的作用,使细胞膜对外加电场和膜电位差

可以加强 PEF 对细菌的失活效率,这是因为虽然输入

导电填料的掺入,能起到均匀体系内电压和加快细胞
的响应更为明显和频繁。
涂层的介电性能对涂层抗菌性能及脉冲电场的

于平稳。 当通电时间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脉冲频率
的脉冲能量相同,如果脉冲频率过低,两个连续的脉
冲之间空余的时间就会较长,这样细胞就有足够的时

均匀分布有显著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CF 的含量和

间进行修复,从而降低了杀菌效果 [20] 。

量和长度可以有效地控制复合涂层的介电常数,从而

响,实验结果表明涂层的杀菌率出现先增后减然后趋

长度对涂层的介电常数影响显著,通过调整 CF 的含

HPEF 作用下占空比对涂层有着相当显著地影

获得最佳的介电性能,而且 CF 长度较长时其频响效

于平稳的趋势,其杀菌率最高可达 99. 9% 。 当高压脉

值时,粒子间的间距过小,电子会在 CF 间发生迁移,

值。 由于频率一定时,占空比越大有效通电时间就越

应更加明显。 当 CF 的体积过大,达到或超过逾渗阈

冲电场的占空比为 0. 5 时,涂层的杀菌率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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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杀菌率也会增大,但是随着占空比的增加其浓

下,产生相对定向移动,使体系内电荷重新分布,各个

差极化增加,电流效应降低,细胞内外膜在不同脉宽

基团的极化率发生变化,拉曼散射信号强度改变,Ra鄄

外加电场作用下具有不同的时间效应,外膜充电完成
后将维持最大跨膜电位至脉冲结束,但内膜的充电受
到外膜时间常数的影响,脉宽过大或过小都将降低其
电压,从而影响其电穿孔效应

[21]

,使涂层的杀菌性能

降低。 合理选择脉冲占空比,能使涂层具有更加显著
的杀菌性能。 此外,随占空比的增加,电耗明显增加。
因此,从兼顾净化效果和节省电耗方面考虑,占空比
取 0. 5 左右比较合适。

对 CF 复合涂层采用激光拉曼光谱仪进行分析,

man 谱峰强度随之产生略微变化。 因此高压脉冲电
场不足以对涂层结构产生影响,从而说明涂层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对 CF 复合涂层进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涂层

高压脉冲电场处理前后表面微观结构如图 8 所示。

由图 8a 可知掺杂 CF 后的环氧防腐涂层表面粗糙度

没有明显增加,掺杂质量分数为 0. 1% 的 5 mm CF 复

合涂层中 CF 没有较大团聚,涂层不易形成导电网络,

涂层的介电损耗相应较低,因此涂层具有优良的介电

HPEF 对细菌的抑制效果明显。 经过一系列高压脉冲

性能。 从图 8b 可以观察到,复合涂层经过一系列的

以从图 7a 中发现 1343,1452 ,1610 cm -1 特征峰,这些

现明显裂纹和粉化现象,出现略微细孔会对涂层造成

电场作用前后,复合涂层的结构变化如图 7 所示,可

峰的出现表明 CF 复合涂层具有类似石墨的片层结

构、复合涂层结构中存在缺陷,其有序度遭到破坏和
涂层中存在 SP2 杂化的非晶态碳 [22—23] 。 从图 7b 中
可以发现相应的特征峰都存在。 对比高压脉冲电场

高压脉冲电场作用后,涂层表面仍然很平整且没有出
一定影响,但是对复合涂层影响不大。 复合涂层在经

过一系列 HPEF 作用后的稳定性可以保持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HPEF 不足以对涂层的使用和有效性造成

影响。

作用前后的涂层结构,峰强变化不明显,表征碳的 SP2

和 SP3 杂化的 C—N 键产生一定旋转。 Raman 光谱结

果表明,HPEF 会对涂料的个别谱峰强度有微小影响,

因为外加电场的存在,使得涂料中产生大量的导电粒
子和载流子。 带有正负异种电荷的导电粒子之间就
会形成电偶极子,并且在外加强大交变电场的作用
图 8摇 CF 复合涂层表面形貌

Fig. 8 Surface morphology of CF composite coating

4摇 结论
1) 复合涂层的介电性能可通过掺杂 CF 的长度

和含量进行控制,其中掺杂 5 mm 质量分数为 0. 1%

的 CF 复合涂层性能较为优异,可以更好地均匀场强
和使复合涂层响应频繁。

2) 海洋环境下 HPEF 对弧菌具有显著的杀菌效

果,杀菌率可以达到 98% 以上。 在一定时间内电压、

频率和占空比是影响涂层杀菌效果的主要因素,当在

HPEF 作用下的电压、 频率和占空比分别为 15 kV,

23. 15 kHz 和 0. 5 时,CF 复合涂层对弧菌的杀菌率达
图 7摇 CF 复合涂层经高压脉冲电场前后的拉曼光谱

Fig. 7 Raman spectra of CF composite coating before and after
HPEF

到 99. 97% 。

3) HPEF 作用以后对涂层外观和涂层中官能团

的影响很微小,说明高压脉冲技术对涂层抗菌具有良
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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