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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气体净化膜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气体净化膜，包括主体结

构和过滤层，用于对气体进行净化，其具体包括：

主体结构为多层金属网，所述多层金属网中每层

金属网两侧包括竹炭纤维混合压制的多孔无纺

布层，相邻的两层无纺布层之间设置气体吸附层

或颗粒过滤层，在多层金属网之间至少包括一层

气体吸附层和至少一层颗粒过滤层；所述颗粒过

滤层为聚酯纤维层，所述气体吸附层为多孔活性

炭层；所述金属网的一侧具有驻极体层，所述驻

极体层为始终带有电荷的材料，在所述金属网的

另一侧表面形成银纳米颗粒，所述银纳米颗粒用

于除菌。其中，所述多层金属网和所述多孔无纺

布层的网孔大小逐渐变化，气体净化时气体从网

孔大的一侧进入穿过所述气体净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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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体净化膜，包括主体结构和过滤层，用于对气体进行净化，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体结构为多层金属网，所述多层金属网中每层金属网两侧包括竹炭纤维混合压

制的多孔无纺布层，相邻的两层无纺布层之间设置气体吸附层或颗粒过滤层，在多层金属

网之间至少包括一层气体吸附层和至少一层颗粒过滤层；

所述颗粒过滤层为聚酯纤维层，所述气体吸附层为多孔活性炭层；

所述多层金属网的每一层金属网的一侧具有驻极体层，所述驻极体层为始终带有电荷

的材料，在所述每一层金属网的另一侧表面形成银纳米颗粒，所述银纳米颗粒用于除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层金属网至少为5层，相邻金属

网层之间的气体吸附层或颗粒过滤层的厚度逐渐减小。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气体净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进入侧的两层金属网之间设

置颗粒过滤层，所述颗粒过滤层由多层孔径不同的材料叠加而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气体净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颗粒过滤层中孔径不同的材料至

少包括三层，最外侧材料的孔径大于25微米，最内侧材料的孔径小于2.5微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层中还包括硅藻土颗粒。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体净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网层的孔径大于0.3毫米。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气体净化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无纺布层的孔径小于0.1毫

米，在气体净化膜最外侧的金属网上包括至少两层无纺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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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体净化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气体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气体净化膜。

背景技术

[0002] 空气净化目前主要有下面几种方法。

[0003] (1)化学分解，主要工作原理是离子器臭氧发生器，其价格低廉，功能多于清新剂，

能增加空气中负离子数量和降低空气中固态尘埃，有杀菌作用但对分解甲醛等有害气体作

用不大。臭氧发生器产生大量高浓度臭氧，在杀灭一些病毒细菌的同时也可能杀灭人体白

细胞，有导致癌变的可能。

[0004] (2)吸附、挥发是以中草药为介质的净化器，价格低廉，有一定的抑菌功能，但中草

药在固态下基本起不到净化作用，净化器使用中草药成分只是微量的，达到饱和后不但不

能杀菌而且容易成为细菌的繁衍体，换下的滤芯涉及无害处理的困难。

[0005] (3)吸附，活性炭过滤器，在短时间内能吸附一定的细菌和尘土及有害气体，价格

低廉，能过滤一定的细菌和尘土有吸附功能，但无选择吸附，对水的吸附率为45％，一般一

个月后就能达到饱和状态需更换。无法再生利用。达到饱和后不但不能杀菌而且容易成为

细菌的繁衍体。换下的滤芯也涉及无害处理的困难。

[0006] (4)多层过滤，主要为复合式净化器，过滤效果较好，能明显降低空气中固态尘埃，

但价格较高，且其过滤装置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要求更换，无法再生，对有害气体基本无作

用。耗材多，使用成本高。换下的滤芯涉及无害处理的困难。

[0007] (5)催化、分解主要是光触媒净化器，能分解部分有害气体，价格相对较低，但目前

光触媒尚处于试验阶段技术尚未成熟，光触媒必须依靠太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才能产生作

用，使用紫外线灯容易损坏，更换频繁，同时紫外线对人体、塑料有伤害。

[0008] (6)过滤吸附。主要用疏水晶态二氧化硅分子筛为过滤介质。效果明显。能彻底清

除苯，二甲苯、三氯甲烷等多种有害气体，对水及空气不吸附，能有效吸附多种有害气体，吸

附量大，一次再生可使用一年半。过滤材料可使用简单方法脱附再生使用，不会产生新的污

染源，材料寿命长达十年因而维持费用极低，对降低空气中的固态尘埃作用不大，较其它产

品一次性产品成本高。

[0009] 无机膜分离，净化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技术，利用无机微滤膜，可过滤液

体，气体中的细菌，悬浮微粒等污染物。微滤过程中截留的细菌等污染物会附着在膜表面甚

至膜孔内，浓度远大于水体，气体中的浓度，更容易滋生繁殖，这些膜表面和孔道内的细菌

的繁殖，将堵塞膜孔通道，使膜过滤的阻力增加，过滤通量迅速下降，是膜污染和堵塞的重

要原因之一。超细氧化锌粉具有良好的抗菌，抑菌作用，如果在无菌膜表面附着一层氧化锌

膜，将能有效减少截留细菌在膜表面的附着和繁殖，有利于提高无机膜的使用寿命，减少膜

的污染和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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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气体净化膜，包括主体结构和过滤层，用于

对气体进行净化，其具体包括：主体结构为多层金属网，所述多层金属网中每层金属网两侧

包括竹炭纤维混合压制的多孔无纺布层，相邻的两层无纺布层之间设置气体吸附层或颗粒

过滤层，在多层金属网之间至少包括一层气体吸附层和至少一层颗粒过滤层；

[0011] 所述颗粒过滤层为聚酯纤维层，所述气体吸附层为多孔活性炭层；

[0012] 所述金属网的一侧具有驻极体层，所述驻极体层为始终带有电荷的材料，在所述

金属网的另一侧表面形成银纳米颗粒，所述银纳米颗粒用于除菌。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多层金属网和所述多孔无纺布层的网孔大小逐渐变化，气体净化

时气体从网孔大的一侧进入穿过所述气体净化膜。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多层金属网至少为5层，相邻金属网层之间的气体吸附层或颗粒过

滤层的厚度逐渐减小。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气体进入侧的两层金属网之间设置颗粒过滤层，所述颗粒过滤层

由多层孔径不同的材料叠加而成。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颗粒过滤层中孔径不同的材料至少包括三层，最外侧材料的孔径

大于25微米，最内侧材料的孔径小于2.5微米。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活性炭层中还包括硅藻土颗粒。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网层的孔径大于0.3毫米。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多孔无纺布层的孔径小于0.1毫米，在气体净化膜最外侧的金属网

上包括至少两层无纺布层。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一种气体净化膜，包括主体结构和过滤层，用于

对气体进行净化，其具体包括：主体结构为多层金属网，所述多层金属网中每层金属网两侧

包括竹炭纤维混合压制的多孔无纺布层，相邻的两层无纺布层之间设置气体吸附层或颗粒

过滤层，在多层金属网之间至少包括一层气体吸附层和至少一层颗粒过滤层，通过设置的

多层结构的配合，实现对气体净化的良好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气体净化膜的示意性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的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

彻全面。

[0023]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气体净化膜的示意性结构图。如图1所示，本

发明提供了一种气体净化膜，包括主体结构和过滤层，用于对气体进行净化，其具体包括：

主体结构为多层金属网1，所述多层金属网1中每层金属网1两侧包括竹炭纤维混合压制的

多孔无纺布层2，相邻的两层无纺布层2之间设置气体吸附层3或颗粒过滤层3，在多层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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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1之间至少包括一层气体吸附层3和至少一层颗粒过滤层3；

[0025] 所述颗粒过滤层3为聚酯纤维层，所述气体吸附层3为多孔活性炭层；

[0026] 所述金属网1的一侧具有驻极体层，所述驻极体层为始终带有电荷的材料，在所述

金属网1的另一侧表面形成银纳米颗粒，所述银纳米颗粒用于除菌。

[0027] 其中，所述多层金属网1和所述多孔无纺布层2的网孔大小逐渐变化，气体净化时

气体从网孔大的一侧进入穿过所述气体净化膜。

[0028] 其中，所述多层金属网1至少为5层，相邻金属网1层之间的气体吸附层3或颗粒过

滤层3的厚度逐渐减小。

[0029] 其中，所述气体进入侧的两层金属网1之间设置颗粒过滤层3，所述颗粒过滤层3由

多层孔径不同的材料叠加而成。

[0030] 其中，所述颗粒过滤层3中孔径不同的材料至少包括三层，最外侧材料的孔径大于

25微米，最内侧材料的孔径小于2.5微米。

[0031] 其中，所述活性炭层中还包括硅藻土颗粒。

[0032] 其中，所述金属网1层的孔径大于0.3毫米。

[0033] 其中，所述多孔无纺布层2的孔径小于0.1毫米，在气体净化膜最外侧的金属网1上

包括至少两层无纺布层2。

[0034] 本发明提供一种气体净化膜，包括主体结构和过滤层，用于对气体进行净化，其具

体包括：主体结构为多层金属网，所述多层金属网中每层金属网两侧包括竹炭纤维混合压

制的多孔无纺布层，相邻的两层无纺布层之间设置气体吸附层或颗粒过滤层，在多层金属

网之间至少包括一层气体吸附层和至少一层颗粒过滤层，通过设置的多层结构的配合，实

现对气体净化的良好效果附图中描述关系的用于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

的限制，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

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

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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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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