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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

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煤炭扬尘治理领域。该环保

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包括捕捉剂3-5重量％，促进

剂6-10重量％，粘结剂2-5重量％，成膜剂3-5重

量％，其余为水。本发明的配方对被沉降煤尘具

有长效保持效果，抑制煤尘被再次飞扬，减少二

次扬尘产生；本发明将表面活性物质与多功能高

分子聚合物成分相结合，聚合物分子的网状结

构，有更强的煤尘亲合力，可将煤尘紧紧锁住，从

而起到抑制二次扬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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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粉捕捉沉降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捕捉剂3-5重量％，促进剂6-10重量％，粘结

剂2-5重量％，成膜剂3-5重量％，其余为水；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两性离子表

面活性剂复配而成；所述促进剂由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复配而成；所述

粘结剂由羧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

合物；所述成膜剂由聚乙烯醇1788、聚乙烯醇2488、丙烯酸水性树脂或聚丙烯酸钠中的一种

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所述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十二

烷基二甲基甜菜碱的添加比例为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脂肪

醇聚氧乙烯醚的添加比例为2:1。

5.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1)、按一定量和比例称取捕捉剂与促进剂中组分，加入盛有水的容器中，缓缓搅拌，使

其不挂在容器壁上，之后静置24小时，待溶液溶解完全，制成A溶液；

(2)、按一定量和比例称取粘结剂和成膜剂中所需组分，缓缓向盛有足量水的容器中，

边搅拌，边加入所需组分，直至溶液溶解完全，制成B溶液；

(3)、将B溶液倾倒入A溶液中，混合均匀，即制成产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

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二甲基

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促进剂由非离

子表面活性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2:1。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为羧甲

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剂为聚乙

烯醇1788、聚乙烯醇2488、丙烯酸水性树脂或聚丙烯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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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粉捕捉沉降剂及其制备方法，特别涉及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

降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煤炭扬尘治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雾霾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度最高的环境问题，我国最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为煤扬

尘污染，贡献率达90％。所以大气粉尘污染治理的工作重点为煤扬尘防治。煤扬尘不仅会损

害相关从业人员健康，带来职业尘肺病危害，还会导致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如悬浮的煤尘

浓度过高会造成煤矿爆炸。另外，工作环境中的高浓度煤尘还会加速机械设备的磨损，缩短

精密仪器的使用寿命，加大生产过程投资。我国接触煤扬尘的作业人员众多，如何治理煤扬

尘是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

[0003] 目前，针对港口煤炭储运、装卸，煤矿开采、储运、装卸过程中所产生煤扬尘进行治

理的技术手段主要为：架设高雾炮向装卸点、扬尘点喷水雾降尘，煤炭开采过程中煤层注

水，掘进面注水，向喷洒用水中掺入降尘剂等方式。

[0004] 中国发明专利CN201410221611.9公开了一种电厂输煤系统环保型复合降尘剂，包

含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表面活性剂20～40％，凝并剂1～20％，吸湿剂30～40％，消泡剂

0.1～1％，其余为水。具体为：表面活性剂采用十二烷基磺酸钠，占30％，即3公斤，聚丙烯酰

胺占5％，即0.5公斤，吸湿剂采用淀粉接枝聚丙烯酸钠，占30％，即3公斤。有机硅烷消泡剂

占1％，即100g。剩余用水3.4公斤补足10公斤。倒入搅拌设备的容器中，搅拌至少3小时，得

到混合均匀溶液。溶液为无色无味粘稠透明水溶液。

[0005] 上述对比文献公开的技术方案所制作出的成品被稀释后成线性状态，雾化效果

差，并且使用过程中，凭借感观很难区分是否在煤粉尘表面形成了结膜，虽能够使煤粉尘沉

降，却不能长效保持煤粉尘的持续沉降状态，煤粉尘仍会在短时间内被二次扬起。另外，此

技术方案更适用于环境湿度大的气候条件地区，不能适用各种扬尘环境。

[0006] 中国发明专利CN201410303220.1公开了一种燃煤锅炉超细烟尘降尘剂。该燃煤锅

炉超细烟尘降尘剂，以润湿剂、化学团聚剂和促进剂为原料，按照一定的重量配比加水混合

制成，具体配方如下：称取1公斤的聚丙烯酰胺溶于200公斤的水中，放入温度为60℃的水浴

锅内加热并搅拌待溶液为无色透明时，加入0.5公斤的十二烷基磺酸钠，0.5公斤的磷酸铵，

继续搅拌即可制得产品。

[0007] 按上述对比文献公开的技术方案制作的成品虽能够做到捕捉粉尘，并使粉尘沉

降，不能长时间有效保持被沉降的煤粉尘不被再次扬起，达到持续抑制粉尘的效果。

[0008] 中国发明专利CN201510019262.7公开了湿式保水性降尘剂，其按照重量百分比包

括：0.2％-0.15％的淀粉接枝丙烯酸盐、0.5％-2％的月桂酰胺丙基甜菜碱、0.01％-0.1％

的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0.2％-0.6％的十二烷基硫酸钠、0.3％-0.8％的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0.1％-0.3％的十二烷基磺酸钠、0.4％-1.3％的油酰甲胺乙磺酸钠、0.02％-0.3％的

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0.2％-0.6％的椰子油二乙醇酰胺和0.1％-1％的异辛醇硫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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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量为水。

[0009] 按以上方法进行试验制作的成品，虽能够做到捕捉粉尘，并使粉尘沉降，同样不能

长时间有效保持被沉降的煤粉尘不被再次扬起，达到持续抑制粉尘的效果。

[0010] 中国发明专利CN201310450400.8公开了一种煤矿用环保型降尘剂，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质量分配比的原料：表面活性剂60～100份，可生物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5～30份，溶

剂20～60份，防冻剂6～20份和金属缓蚀剂0.5～4份，其中：所述表面活性剂为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或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或二者的复配；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十二烷基硫酸钠、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琥珀酸二异辛酯磺酸钠、全氟己基磺酸钾中的

一种或多种的复配物；所述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异构十三醇聚氧乙烯醚、辛基酚聚氧乙烯

醚、聚乙二醇油酸酯、吐温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复配物；所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离子表面

活性剂的重量分配比为1：0-6；所述可生物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为可溶性纤维素、聚丙烯酰

胺、聚乙烯醇、聚丙烯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复配物；所述可溶性纤维素为羧甲基纤维素钠

或羟乙基纤维素钠；所述溶剂为甲醇、乙醇、异丙醇中的一种或多种的复配物；所述防冻剂

为乙二醇或甘油或二者的复配；所述金属缓蚀剂为乙醇胺磷酸酯、钼酸钠和氨基磺酸中的

一种或多种的复配物。

[0011] 按以上方法进行试验制作的成品，配方中表面活性成分虽种类多，但制作工艺繁

琐，成本高，虽能够做到有效捕捉粉尘，却不能长时间有效保持被沉降的煤粉尘不被再次扬

起，达到持续抑制粉尘的效果。

[0012] 中国专利CN103756642A公开了一种降尘剂，其技术方案为：由下列重量百分比的

原料构成的：10-20％的壬基酚聚氧乙烯醚OP-10，5-1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AEO9，4-8％

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LAS，2-5％的乙醇，2-5％的甘油，1-5％的三聚磷酸钠STPP，其余为水。

主要解决了现有降尘剂对憎水性粉尘无法降尘的问题。

[0013] 按以上方法进行试验，制作的成品虽能够迅速捕捉粉尘并使粉尘沉降，但由于此

成分中没有能够固结粉尘的成分，不能有效保持被沉降粉尘不被再次扬起，达到持续抑制

粉尘的效果。配方中的三聚磷酸钠为含磷物质，如大量使用或进行无组织配方，会污染水

源，造成水源富营养化。

[0014] 现有降尘技术手段主要针对煤炭储运、开采、装卸过程中扬起的煤尘进行沉降，却

忽略了被沉降的扬尘被再次扬起的现象，沉降下的煤尘如果未被即时清理，则会在降尘剂

溶液干透后，被再次扰动飞起，产生二次扬尘。

[0015] 因此，提供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及其使用方法，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降尘剂

降尘时效短、产生二次扬尘的问题就成为该技术领域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1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降尘

剂降尘时效短、产生二次扬尘的问题。

[001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达到的：

[0018] 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捕捉剂6-10重量％，促进剂12-16

重量％，粘结剂3-5重量％，成膜剂0.5-1.0重量％，其余为水；

[0019] 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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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0020] 所述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复配而

成，添加比例为2:1；

[0021] 所述粘结剂由羧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

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0022] 所述成膜剂由聚乙烯醇1788、聚乙烯醇2488、丙烯酸水性树脂或聚丙烯酸钠中的

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002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述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

[0024]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达到的：

[0025] 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的制备方法，其步骤如下：

[0026] (1)按一定量和比例称取捕捉剂与促进剂中组分，加入盛有水的容器中，缓缓搅

拌，静置，待溶液溶解完全，制成A溶液；

[0027] (2)按一定量和比例称取粘结剂和成膜剂中所需组分，缓缓向盛有足量水的容器

中，边搅拌，边加入所需组分，直至溶液溶解完全，制成B溶液；

[0028] (3)将B溶液倾倒入A溶液中，混合均匀，即制成产品；

[0029] (4)使用时按煤扬尘环境情况进行稀释，稀释比例范围为：1：500至1:6000。

[0030]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

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0031] 优选地，步骤(1)中所述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2:1。

[0032]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粘结剂为羧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

素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0033] 优选地，步骤(2)中所述成膜剂为聚乙烯醇1788、聚乙烯醇2488、丙烯酸水性树脂

或聚丙烯酸钠中的一种或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物。

[0034] 本发明的产品的使用：按煤扬尘环境情况进行稀释，稀释比例范围为：1：500至1:

6000。

[0035] 本发明的优点：

[0036] 1、本发明的配方中的组分为环保可生物降解的材料，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0037] 2、对被沉降煤尘具有长效保持效果，抑制煤尘被再次飞扬，减少二次扬尘产生；

[0038] 3、本发明对PM2.5、PM10等级的煤尘均具有良好的沉降抑制效果，可广泛应用于各

种动态扬尘环境；

[0039] 4、本发明为速溶浓缩液产品，稀释比例最高可达1:6000倍，对于治理不同环境和

不同浓度的煤扬尘，只需将产品按建议比例添加至喷洒使用的各式装置即可，使用方便；

[0040] 5、本发明中，将表面活性物质与多功能高分子聚合物成分相结合，聚合物分子的

网状结构，有更强的煤尘亲合力，可将煤尘紧紧锁住，从而起到抑制二次扬尘的效果。

[004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应该理解的是，所述的实施例仅

涉及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情况下，各种成分及含量的变

化和改进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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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2] 实施例1

[0043] 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包括捕捉剂6公斤，促进剂12公斤，粘结剂3公斤，成

膜剂0.5公斤，其余为水78.5公斤。

[0044] 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市售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0045] 所述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市售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2:1。

[0046] 所述粘结剂为市售羧甲基纤维素。

[0047] 所述成膜剂为市售聚乙烯醇1788。

[0048] 制备方法如下：

[0049] (1)、称取捕捉剂与促进剂中组分，加入盛有水的容器中，缓缓搅拌，使其不挂在容

器壁上，之后静置24小时，待溶液溶解完全，制成A溶液；

[0050] (2)、称取粘结剂和成膜剂中所需组分，缓缓向盛有足量水的容器中，边搅拌，边加

入所需组分，直至溶液溶解完全，制成B溶液；

[0051] (3)、将B溶液倾倒入A溶液中，混合均匀，即制成产品1；

[0052] (4)、使用时，按煤扬尘环境情况进行稀释，稀释比例为：1：1000。

[0053] 实施例2

[0054] 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包括捕捉剂8公斤，促进剂14公斤，粘结剂4公斤，成

膜剂0.6公斤，其余为水73.4公斤。

[0055] 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市售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0056] 所述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市售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2:1。

[0057] 所述粘结剂为市售羧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0058] 所述成膜剂为市售聚乙烯醇2488。

[0059] 制备方法如下：

[0060] (1)、称取捕捉剂与促进剂中组分，加入盛有水的容器中，缓缓搅拌，使其不挂在容

器壁上，之后静置24小时，待溶液溶解完全，制成A溶液；

[0061] (2)、称取粘结剂和成膜剂中所需组分，缓缓向盛有足量水的容器中，边搅拌，边加

入所需组分，直至溶液溶解完全，制成B溶液；

[0062] (3)、将B溶液倾倒入A溶液中，混合均匀，即制成产品2；

[0063] (4)、使用时，按煤扬尘环境情况进行稀释，稀释比例为：1：2000。

[0064] 实施例3

[0065] 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包括捕捉剂9公斤，促进剂15公斤，粘结剂4公斤，成

膜剂0.6公斤，其余为水71.4公斤。

[0066] 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市售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0067] 所述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市售脂肪醇聚氧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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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2:1。

[0068] 所述粘结剂为市售羟乙基纤维素。

[0069] 所述成膜剂为市售丙烯酸水性树脂。

[0070] 制备方法如下：

[0071] (1)、称取捕捉剂与促进剂中组分，加入盛有水的容器中，缓缓搅拌，使其不挂在容

器壁上，之后静置24小时，待溶液溶解完全，制成A溶液；

[0072] (2)、称取粘结剂和成膜剂中所需组分，缓缓向盛有足量水的容器中，边搅拌，边加

入所需组分，直至溶液溶解完全，制成B溶液；

[0073] (3)、将B溶液倾倒入A溶液中，混合均匀，即制成产品3；

[0074] (4)、使用时，按煤扬尘环境情况进行稀释，稀释比例范围为：1：3000。

[0075] 实施例4

[0076] 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包括捕捉剂10公斤，促进剂16公斤，粘结剂5公斤，成

膜剂1公斤，其余为水66公斤。

[0077] 所述捕捉剂由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市售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

[0078] 所述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市售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市售脂肪醇聚氧乙烯

醚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2:1。

[0079] 所述粘结剂为羧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和羟乙基纤维素中任意比例的混

合物。

[0080] 所述成膜剂为市售聚乙烯醇1788、聚乙烯醇2488、丙烯酸水性树脂和聚丙烯酸钠

中按1:1:1:1的比例的混合物。

[0081] 制备方法如下：

[0082] (1)、称取捕捉剂与促进剂中组分，加入盛有水的容器中，缓缓搅拌，使其不挂在容

器壁上，之后静置24小时，待溶液溶解完全，制成A溶液；

[0083] (2)、称取粘结剂和成膜剂中所需组分，缓缓向盛有足量水的容器中，边搅拌，边加

入所需组分，直至溶液溶解完全，制成B溶液；

[0084] (3)、将B溶液倾倒入A溶液中，混合均匀，即制成产品4；

[0085] (4)、使用时，按煤扬尘环境情况进行稀释，稀释比例范围为：1：6000。

[0086] 实施例5应用试验

[0087] 将对比文献：CN201410221611 .9，CN201410303220 .1，CN201510019262 .7，

CN201310450400.8和CN103756642A中实施例1制备的产品，与本发明实施例1-4所制备的产

品，分别在实验室及某煤矿的矿井采掘坑道进行对比实验，分别测量溶液表面张力，全浸煤

尘沉降速度和煤尘二次扬起时间，所得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8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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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0090] 1、由于各配方方案里均添加了表面活性成分，各方案中的表面张力值数值均相差

不大；

[0091] 2、由于本发明中粘结成分的加入，加速整体捕捉速度，全浸实验数据表明，本发明

中的速度最快；

[0092] 3、本发明中粘结成分与结膜剂的加入，使被沉降的煤尘表面形成了结膜，延长了

被沉降煤尘的二次扬尘时间，治理效果更加明显。

[0093]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煤扬尘治理技术中，扬尘治理时效短，产生二次扬尘问题，研究

开发了一种环保型煤粉捕捉沉降剂及其使用方法。该产品配方可延长被沉降粉尘二次扬起

时间，时效最长可达15天。

[0094] 产品成分由不会产生二次污染的可生物降解物质组成，首先通过表面活性物质降

低溶液表面张力，加强水雾对各种粒径的游离煤尘的包覆润湿，结合配方中融入的粘附物

质将煤尘凝并粘结，煤尘沉降后，在配方中成膜物质的作用下，被沉降下的煤尘凝并在一

起，连结成片，进而形成表面结膜，此结膜具有抑制煤尘被再次扰动飞扬的作用，从而达到

延长被沉降煤尘二次扬起时间的效果，最终实现长效保持煤尘治理效果的目的。本发明配

方应用于港口煤炭储运、装卸，煤矿开采、储运、装卸过程中动态煤扬尘环境。

[0095] 捕捉剂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和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

二甲基甜菜碱复配而成，添加比例为1:1；具有良好的去污杀菌、柔软性，抗静电性、耐硬水

性和防锈性，可有效捕捉空气中游离煤粉尘，尤其对呼吸性粉尘有良好捕捉润湿渗透效果。

[0096] 促进剂由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复配而成，添

加比例为2:1，促进剂与所述的捕捉剂有良好的协同增效作用，实验数据表明，促进剂的加

入可使溶液表面张力降低到20-30mN/m范围之内。

[0097] 粘结剂为羧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羟乙基纤维素中一种或多种任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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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混合，通过吸附、凝并，将捕捉的煤粉尘吸附凝并在一起，由细小煤尘形成团聚物，加速

粉尘沉降速度，通过粘接作用，将落下的煤尘逐步粘接成片状整体，从而将被沉降的煤尘粘

接在一起，在表面形成可将捕捉到煤尘沉降速度，5g煤粉尘的全浸沉降实验表明，粘结剂的

加入可将煤尘沉降速度，从15s加快到5s，效率提高3倍。

[0098] 成膜剂由聚乙烯醇1788、聚乙烯醇2488、丙烯酸水性树脂或聚丙烯酸钠中一种或

多种任意比例的混合，配方中含有易结膜成分，被沉降落下的煤粉尘团聚物水分被蒸发干

后，由于成膜物质的存在，会在煤炭粉尘表面结成软膜，该结膜可防止自然状态下扰动，可

长效保持煤炭粉尘沉降效果，不会产生二次扬尘。

[0099] 与中国发明专利CN201410221611.9公开的技术方案相比，本发明提出的方案是利

用产品成分中的粘接性能，使被沉降下来的煤粉尘表面形成固状结膜，故二次煤扬尘治理

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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