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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

剂，以浸润的组分A、与飞灰形成稳定泡沫的组分

B和稳定阻隔表面的组分C制成的复配物；组分A

为聚乙二醇、聚氧乙烯山梨醇酐单月桂酸酯、六

偏磷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分B为十二烷基硫

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蛋白水泥发泡剂中的

一种或两种；组分C为碱木素、氨基磺酸钠盐、萘

磺酸甲醛共聚物钠盐、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乙基

纤维素钠、凹凸棒石粘土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分A

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60-80%，组分B的添加量占

总质量的15-30%，组分C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5-

10%；使用时将组分A、B和C按照比例混合后，配制

成质量浓度为0.5-2.0%的水溶液；本发明同时实

现对亲水、亲油错综的高碳含量飞灰表面的快速

浸润和扬尘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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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其特征在于：以浸润的组分A、与飞灰形成稳定泡沫

的组分B和稳定阻隔表面的组分C制成的复配物；所述组分A为聚乙二醇、  聚氧乙烯山梨醇

酐单月桂酸酯、六偏磷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组分B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蛋白水泥发泡剂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组分C为碱木素、氨基磺酸钠盐、萘磺酸甲醛共

聚物钠盐、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乙基纤维素钠、凹凸棒石粘土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组分A的

添加量占总质量的60-80%，组分B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15-30%，组分C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

5-10%；使用时将组分A、B和C按照上述比例混合后，配制成质量浓度为0.5-2.0%的水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分A中的聚乙

二醇分子量为200-20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分A中的聚氧

乙烯山梨醇酐单月桂酸酯为吐温20、吐温60或吐温80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其特征在于：当组分A为聚乙二

醇、 聚氧乙烯山梨醇酐单月桂酸酯、六偏磷酸钠中的多种时，其质量比为7-8：1-3：0-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其特征在于：当组分B为十二烷基

硫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蛋白水泥发泡剂中的任意两种时，其质量比为1：1~9：1；当组分

C为碱木素、氨基磺酸钠盐、萘磺酸甲醛共聚物钠盐、羧甲基纤维素钠、羟乙基纤维素钠、凹

凸棒石粘土中的任意两种时，其质量比为1：1。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根据质量比称取组分A、B和C后混合，使用时将其配制成浓度为0.5-2.0%的水溶液。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

抑制剂用于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灰颗粒的浸润和稳定阻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亲

水、亲油错综的飞灰颗粒，包括干粉煤气化装置产生的飞灰、电厂除尘器收集的含碳飞灰及

动力岛锅炉集尘器收集的含碳飞灰，飞灰可燃物含量为10-90%，平均粒径范围为10-70μm。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抑制剂中的

组分A溶液对飞灰颗粒表面进行浸润；组分B溶液在飞灰颗粒表面产生泡沫，覆盖飞灰颗粒

表面，初步阻隔飞灰颗粒与外部环境的接触；再通过组分C溶液在飞灰颗粒表面干燥后形成

稳定的外壳，完全阻隔飞灰颗粒与外部环境的接触。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抑制剂喷

射入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灰颗粒中，利用毛细管作用渗透进颗粒表面，使其湿润结团，

并在粉堆表面形成稳定的皮克林乳液泡沫阻隔层，阻隔层干燥后，形成板结状硬壳，阻隔其

与外部环境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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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复合材料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

尘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能源结构中，一次能源中煤炭占80％以上，大量的燃煤电厂、煤化工工厂均产

生复杂飞灰，当碳含量较高时，飞灰表面较为复杂，可能出现亲水、亲油的复杂交错表面，这

种表面以通常的润湿工艺，如喷雾、注水等均难以有效润湿，且由于颗粒表面存在亲油区

域，水也难以存留且很快蒸发和渗出。

[0003] 中国发明专利200810171888.X提出了一种煤尘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使用烷基酚醚

与十二烷基苯磺酸钠、AES等配伍制备了煤尘抑制剂，该方法解决了煤尘的快速润湿问题，

但无法保持水在煤尘中的停留问题，只解决了浸润问题，未能解决阻隔问题，因此不能从根

本上避免扬尘。

[0004] 中国专利申请200710158471.5提出了一种针对开放性粉尘煤污染抑制剂的方法，

该方法使用一类高分子物质，在煤表面形成保水膜，抑制了煤尘飞扬，解决了阻隔问题，但

由于无法解决有效、深度浸润的问题，无法解决在转运、翻动等撑起过程中的扬尘问题，因

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005] 中国发明专利200810212291.5提出了一种铁路煤炭运输抑制剂的制备方法，该方

法可以有效抑制扬尘，以合成水溶性聚合物和改性纤维素等聚合物构成煤层的表层覆盖，

形成外壳，但由于选择的液体黏度过高，无法使其在细煤粉中深层润湿，也是只解决了阻隔

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006] 同时解决对亲水、亲油交替表面的浸润和阻隔问题，成为如何抑制粉尘的核心问

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无法同时解决飞灰润湿和渗透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亲

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该抑制剂是一种具有高润湿性的表面活性剂溶液，

能够利用毛细管作用快速渗透进入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灰中；在喷射过程中，在粉堆表

面捕获飞溅的颗粒，形成稳定的皮克林乳液阻隔层，阻隔层干燥后，形成板结状硬壳，同时

实现对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粉体的高速渗透和有效阻隔。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以浸润的组分A、与飞灰形成稳定泡沫的组分B和

稳定阻隔表面的组分C制成的复配物；

[0010] 所述组分A为聚乙二醇、聚氧乙烯山梨醇酐单月桂酸酯、六偏磷酸钠中的一种或多

种；所述组分A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60-80％；组分A可实现对飞灰颗粒活性表面的快速渗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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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组分B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蛋白水泥发泡剂中的一种或两

种；组分B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15-30％；组分B可实现对改性表面浸润的初步稳定和泡沫阻

隔；

[0012] 所述组分C为碱木素、氨基磺酸钠盐、萘磺酸甲醛共聚物钠盐、羧甲基纤维素钠、羟

乙基纤维素钠或凹凸棒石粘土中的一种；组分C的添加量占总质量的5-10％；组分C具有一

定粘性，添加量占总质量的5-10％，可实现对改性表面浸润的最终稳定；

[0013] 使用时将组分A、B和C按照上述比例混合后，配制成质量浓度为0.5-2.0％的水溶

液。

[0014] 优选地，所述组分A中的聚乙二醇分子量为200-2000。

[0015] 优选地，所述组分A中的聚氧乙烯山梨醇酐单月桂酸酯为吐温20、吐温60或吐温80

中的一种。

[0016] 优选地，当组分A为聚乙二醇、聚氧乙烯山梨醇酐单月桂酸酯、六偏磷酸钠中的多

种时，其质量比为7-8：1-3：0-1。

[0017] 优选地，当组分B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蛋白水泥发泡剂中的任

意两种时，其质量比为1:1～9:1。

[0018] 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制备方法，根据质量比称取组分A、B和C后混合，

使用时将其配制成浓度为0.5-2.0％的水溶液。

[0019] 一种亲水、亲油两性粉尘抑制剂的应用，所述抑制剂用于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

灰颗粒的浸润和稳定阻隔。

[0020] 进一步地，所述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灰颗粒，包括干粉煤气化装置产生的飞

灰、电厂除尘器收集的含碳飞灰及动力岛锅炉集尘器收集的含碳飞灰，飞灰可燃物含量为

10-90％，平均粒径范围为10-70μm。

[0021] 进一步地，抑制剂中的组分A溶液对飞灰颗粒表面进行浸润；组分B溶液在飞灰颗

粒表面产生泡沫，覆盖飞灰颗粒表面，初步阻隔飞灰颗粒与外部环境的接触；再通过组分C

溶液在飞灰颗粒表面干燥后形成稳定的外壳，完全阻隔飞灰颗粒与外部环境的接触。

[0022] 进一步地，将抑制剂喷射入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灰颗粒中，利用毛细管作用渗

透进颗粒表面，使其湿润结团，并在粉堆表面形成稳定的皮克林乳液泡沫阻隔层，阻隔层干

燥后，形成板结状硬壳，阻隔其与外部环境的接触。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提供的抑制剂是一种具有高润湿性的表面活性剂溶液，能够利用毛细管作

用快速渗透进入表面亲水、亲油错综的飞灰中；在喷射过程中，在粉堆表面捕获飞溅的颗

粒，形成稳定的皮克林乳液泡沫阻隔层，阻隔层干燥后，形成板结状硬壳，同时实现对表面

亲水、亲油错综粉体的高速渗透和有效阻隔。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称取7g聚乙二醇(分子量400)，2g十二烷基硫酸钠，1g碱木素溶于990g水中，制成

1％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50％，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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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粒径为50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分

蒸发速度，观察表面润湿状况，与仅加入水的空白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1。

[0028] 表1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29]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33.2 91.4

渗透深度(mm) 88.2 5.1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无法润湿

[0030] 实施例2

[0031] 称取10g吐温-60、4g十二烷基硫酸钠、2g羧甲基纤维素钠溶于3180g水中，制成

0.5％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30％，

平均粒径为60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

分蒸发速度，观察表面润湿状况，与仅加入水的空白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2。

[0032] 表2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33]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29.2 92.31

渗透深度(mm) 77.6 2.7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无法润湿

[0034] 实施例3

[0035] 称取6g聚乙二醇(分子量200)，1.5g十二烷基苯磺酸钠，1.5g蛋白水泥发泡剂，1g

萘磺酸甲醛共聚物钠盐，溶于490g水中，制成2％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

(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70％，平均粒径为57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

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分蒸发速度，观察表面润湿状况，与仅加入水的

空白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3。

[0036] 表3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37]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22.5 97.7

渗透深度(mm) 91.1 6.9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缓慢润湿

[0038] 实施例4

[0039] 称取8g吐温-80，1.5g十二烷基苯磺酸钠，0.25g聚氨基磺酸钠，0.25g碱木素溶于

990g水中，制成1％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

灰分为13％，平均粒径为22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

3h，测试其水分蒸发速度，与仅加入水的空白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4。

[0040] 表4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41]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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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率(％) 26.3 91.4

渗透深度(mm) 87.2 1.4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无法润湿

[0042] 实施例5

[0043] 称取6g聚乙二醇(分子量1500)，1g吐温80，0.5g六偏磷酸钠，1.5g十二烷基苯磺酸

钠，1g羟乙基纤维素钠溶于650g水中，制成1.5％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

(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23％，平均粒径为22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

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分蒸发速度，与仅加入水的空白样进行对比，结

果见表5。

[0044] 表5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45]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31.1 89.6

渗透深度(mm) 89.2 2.4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无法润湿

[0046] 实施例6

[0047] 称取4g聚乙二醇(分子量800)，3g吐温-20，2g十二烷基硫酸钠，0.5g萘磺酸甲醛共

聚物钠盐，0.5g凹凸棒石粘土加入到990g水中搅拌，制成1％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

100g飞灰上(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69％，平均粒径为22μm)，观察5min内的

渗透深度，并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分蒸发速度，与仅加入水的空白样

进行对比，结果见表6。

[0048] 表6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49]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22.1 89.3

渗透深度(mm) 83.1 9.8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缓慢润湿

[0050] 实施例7

[0051] 称取7g聚乙二醇(分子量800)，1g吐温-20，1g六偏磷酸钠，0.5g十二烷基硫酸钠，

0.5g凹凸棒石粘土加入到990g水中搅拌，制成1％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

(装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90％，平均粒径为10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

在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分蒸发速度，与仅加入水的空白样进行对比，结

果见表7。

[0052] 表7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53]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28.1 89.2

渗透深度(mm) 85.1 8.8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缓慢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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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实施例8

[0055] 称取6g聚乙二醇(分子量2000)，2.7g十二烷基硫酸钠，0.3g蛋白水泥发泡剂，1g萘

磺酸甲醛共聚物钠盐，溶于990g水中，制成1％的水溶液，将50g溶液喷洒在100g飞灰上(装

入大烧杯，粉体厚度为10cm，灰分为10％，平均粒径为70μm)，观察5min内的渗透深度，并在

40℃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3h，测试其水分蒸发速度，观察表面润湿状况，与仅加入水的空

白样进行对比，结果见表8。

[0056] 表8润湿剂在飞灰表面的润湿速度和蒸发速度

[0057]

  润湿渗透抑制剂 水

蒸发率(％) 27.5 90.3

渗透深度(mm) 89.1 6.9

表面润湿状况 全部润湿 缓慢润湿

[005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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