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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

悬浮颗粒物的可降解抑尘剂，包括天然高分子聚

合物；所述天然高分子聚合物选自聚谷氨酸、黄

原胶、透明质酸、透明质酸盐、壳聚糖、普鲁兰多

糖、热凝胶和结冷胶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组

合，或者上述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组合与聚氨基酸

的组合。本发明的可降解抑尘剂不含无机盐、化

学合成表面活性剂，可接触人体、对人安全无害，

对绿化带，对金属、橡胶等材料以及建筑、车辆等

基础设施无腐蚀，对环境无污染。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14页

CN 109321206 A

2019.02.12

CN
 1
09
32
12
06
 A



1.一种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可降解抑尘剂，包括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其特征在于，天然高分子聚合物选自聚谷氨酸、黄原胶、透明质酸、透明质酸盐、壳聚糖、壳

聚糖盐、普鲁兰多糖、热凝胶和结冷胶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组合，或者上述一种或一种以

上的组合与聚氨基酸的组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聚氨基酸选自聚谷氨酸及其

盐、聚赖氨酸及其盐、聚赖氨酸盐及其盐和聚天冬氨酸及其盐中的任意一种或一种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明质酸盐优选为其钾盐、

钠盐、钙盐、镁盐和铵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壳聚糖盐优选为其盐酸盐、甲酸盐、乙酸盐、柠

檬酸盐、硫酸盐和硝酸盐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聚谷氨酸盐优选为其钾盐、

钠盐、钙盐、镁盐和铵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赖氨酸盐优选为其盐酸盐、甲酸盐、乙酸盐、

柠檬酸盐、硫酸盐和硝酸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天冬氨酸盐优选为其钾盐、钠盐、钙盐、镁

盐和铵盐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高分子聚合物的分子量

为100  Da-25000  kDa；其在可降解抑尘剂中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001-10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可降解抑尘剂还包括溶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选自水、乙醇、缓冲溶

液、稀酸溶液和稀碱溶液中的任意一种或一种以上；优选为水或乙醇的水溶液；优选的，溶

剂的pH为5.0-8.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乙醇的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百分

含量为5%以下。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其特征在于，可降解抑尘剂由天然高分子聚合

物和溶剂组成。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可降解抑尘剂在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

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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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可降解抑尘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领域，涉及一种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可降解抑尘

剂。

背景技术

[0002] 颗粒物是重要的空气污染源，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分为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

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当量直径分别≤100、10  和2.5μm。TSP中大颗粒大都

沉积于鼻咽部，其中约80%为PM10  可进入呼吸道深部，占PM10约一半的PM2.5在肺泡内沉

积。这些悬浮颗粒能引发呼吸系统等疾病，形成经济、社会负担。因此对人口密集的城市，颗

粒物形成的空气污染危害尤为明显。

[0003] 颗粒物可分为一次颗粒物和二次颗粒物。一次颗粒物是由天然污染源和人为污染

源释放到大气中直接造成污染的颗粒物。二次颗粒物是由大气中某些污染气体组分（如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等）之间，或这些组分与大气中的组分（如氧气、氨气）之间通

过光化学氧化反应、催化氧化反应或其他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颗粒物，例如分别有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的氧化产物和氨气中和反应生成的硫酸铵、硝酸铵。

[0004] 无组织扬尘属于一次颗粒物，其在城市空气总悬浮颗粒物中所占比例不断升高，

个别地区甚至可达50%以上。无组织扬尘是指粉尘污染物在不经过排放控制设施无规则排

放的情况下产生的扬尘。城市无组织扬尘来源一般包括道路扬尘、地表风蚀扬尘、大气自然

扬尘、物料搬运和堆放扬尘、施工工地扬尘，以及工业排放扬尘。

[0005] 治理城市开放性无组织扬尘污染的主要措施有生物、物理方法。

[0006] 生物方法，可通过种植草皮、树木等植被来涵养水土，减少地表风蚀扬尘。但该法

周期长，难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扬尘污染。

[0007] 物理方法，可通过覆盖、洒水及喷射抑尘剂等方式抑控扬尘。一般可对裸露地表铺

设塑料织网作覆盖处理，但所盖塑料织网本身就是一种新引入的石油化工污染物。

[0008] 洒水可迅速湿润粉尘源。近年还有喷雾降尘技术，它是借助各种外力使液体破碎

形成一定尺寸分布的雾滴，并在碰撞、扩散、凝聚等作用下将尘粒与气体分离。B.  Raj 

Mohan等研究了粒径在1-5μm范围的细水雾的降尘效率可以达到96%。但二者都因水分蒸发

速度快，难以长久维持防尘效果。

[0009] 喷射抑尘剂可通过保湿和黏结作用固定粉尘，具有简捷高效的特点。但是目前抑

尘产品主要为化学抑尘剂，有石油化工高分子聚合物、盐类和表面活性剂等，以及局部化学

修饰的如淀粉基接枝丙烯酸盐类高倍吸水树脂，它们或者不可全部降解，或者腐蚀器物，或

者对人体健康不利，限制了该类抑尘剂只适用于矿山、码头等重污染区域。CN 

201711370080.X一种复合型环保抑尘剂，含聚乙烯醇、羧甲基纤维素和Na2SiO3、聚丙烯酰胺

和三聚磷酸钠等组分，该抑尘剂的制备有赖于石油化工原料。CN  201810025165.2一种复合

环保型扬尘抑制剂，干燥后可在物料表面形成一层连续的、完整的壳膜，且具有一定的机械

强度和韧性，因此该抑尘剂不适于城市喷施及接触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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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近年有报道新型生物基抑尘剂，采用天然保湿剂、黏结剂为原料，用于道路路面保

湿和施工工地尘土固结，但其抑控方式较单一，且组分中仍含有无机盐等腐蚀、刺激性成

分，不适宜施用于人群活动密集的城市空间，以及接触人体，限制了可应用区域，难以从整

体上提高城市抑尘效果。至于如空气过滤、静电吸附等新机制净化器，则只适用于室内有限

空间，难以高效处理室外开放性空间的悬浮颗粒物。

[0011] 二次颗粒物在PM2.5中所占比例随季节变化而不同，冬季约占30-40%，夏季约60-

70%，是我国PM2.5指数被持续推高的重要原因。燃煤排放、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排放等造

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体污染，形成一次污染物。而氨气则能促使一次污染物物形成硫

酸铵、硝酸铵等二次颗粒物。氨气主要来源于化肥使用排放（40%）、畜禽养殖排放（40%）。目

前主要对工业集中排放的气体处理，以及提高机动车汽油油品的方式去污染，而对于非集

中化的城市气体污染源手段有限。

[0012] 总之，现在还没有一种适用于城市等人口密集空间，可安全接触人体、绿化带、土

壤、车辆和建筑等设施的抑尘剂，即能直接扑降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又能安全、环保地黏合

固结表面浮尘，还可纠正气体污染的可再生长效抑尘剂。

发明内容

[0013] 针对目前缺少环保可降解的用于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物的抑尘剂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接触人体、可应用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对人无害、对器物无腐蚀的，可扑

降空气悬浮颗粒物，又能黏合尘土而滞留于沉降表面，减少二次扬尘的多机制、长效、可再

生、可降解抑尘剂。

[001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5] 一种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可降解抑尘剂，包括天然高分子聚合

物；

所述天然高分子聚合物选自聚谷氨酸、黄原胶、透明质酸、透明质酸盐、壳聚糖、壳聚糖

盐、普鲁兰多糖、热凝胶和结冷胶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组合，或者上述一种或一种以上的

组合与聚氨基酸的组合。

[0016] 所述聚氨基酸选自聚谷氨酸及其盐、聚赖氨酸及其盐和聚天冬氨酸及其盐中的任

意一种或一种以上。

[0017] 所述透明质酸盐优选为其钾盐、钠盐、钙盐、镁盐和铵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壳聚

糖盐优选为其盐酸盐、甲酸盐、乙酸盐、柠檬酸盐、硫酸盐和硝酸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谷

氨酸盐优选为其钾盐、钠盐、钙盐、镁盐和铵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赖氨酸盐优选为其盐

酸盐、甲酸盐、乙酸盐、柠檬酸盐、硫酸盐和硝酸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聚天冬氨酸盐优选为

其钾盐、钠盐、钙盐、镁盐和铵盐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所述天然高分子聚合物的分子量为100  Da-25000  kDa，优选为500  Da-10000 

kDa。

[0019] 所述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在可降解抑尘剂中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001-100%；优选为

0.001-1%；更优选0.05-0.5%。

[0020] 所述可降解抑尘剂还包括溶剂；所述溶剂可以为水、乙醇、缓冲溶液、稀酸溶液和

稀碱溶液中的任意一种或一种以上；进一步的，溶剂的pH为5.0-8.0。溶剂优选为水或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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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溶液；进一步的，乙醇的水溶液中乙醇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以下。

[0021] 作为优选，上述可降解抑尘剂由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和溶剂组成。

[0022] 一种上述可降解抑尘剂在抑控城市公共空间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应用。

[0023] 上述应用中，将含可降解抑尘剂的水溶液喷雾；所述雾滴粒径为0.5-500 μm；优选

为2.5-40 μm。

[0024] 本发明的抑尘原理如下：

从该类高分子溶液与颗粒物接触开始到离开颗粒物，它呈现了联合的多机制抑控颗粒

物：1.  细水雾化，捕降立体空间垂直分布的悬浮颗粒物。细水雾的惯性、捕获、扩散、重力作

用。2.  保湿，延长颗粒物处于润湿状态的时间。该类高分子都具有良好的保湿性，可减缓水

分蒸发速度，对仍悬浮的颗粒物延长保持湿润的时间，对已沉降黏结于表面的聚集颗粒物

防止形成扬尘。3.  黏合，防止二次扬尘。该类高分子在水相中溶解伸展，渗透进被黏颗粒

物、沉降表面的凹陷处，起到锚泊的作用；高分子间以及其与颗粒物、沉降表面间形成化学

键或氢键、范德华力等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形成内聚能拉力，在水分蒸发后固化形成高分子

体与颗粒物、沉降表面的黏结体，减少风蚀造成的颗粒物脱落，减少碾压形成的粉末量。4. 

吸湿，吸收空气中水分，增湿增重防止颗粒物脱落飞扬。固化的高分子黏结体如遇潮湿空气

易吸湿、增重，难以脱离黏附的表面而飞扬。5.  水溶，溶解于流水后转入下水道，颗粒物得

到富集便于集中处理。固化的高分子能溶解于洒水车、雨水的冲刷流水，携带颗粒物一并转

入下水道。高分子体最终可被降解，而颗粒物等将沉降为淤泥，可定期清淤处理。6. 聚阴离

子（如聚谷氨酸、透明质酸、黄原胶等）电负性，可通过聚阴离子电荷中和而高效捕获如铅、

汞、铜等含重金属离子的颗粒物，以及纠正氨气污染，减少二次颗粒物形成。7.  聚阳离子

（如聚赖氨酸、壳聚糖等）电正性，可通过聚阳离子电荷中和而高效捕获如SO2、NOX等一次污

染物，减少二次颗粒物形成。

[002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本发明的抑尘剂中可降解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已被收录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的《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2016.6.30）或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含无机盐、化学合成表面活性剂，可接触人体、对人安全无害，对绿

化带，对金属、橡胶等材料以及建筑、车辆等基础设施无腐蚀，对环境无污染。本发明中的天

然高分子聚合物原料可由微生物发酵生产，不依赖石油化工原料，且最终可被自然降解，属

于可再生的环境友好型资源。本发明通过调节不同性质的聚阴离子和聚阳离子比例，提升

抑尘剂的效果并具有抑菌效果。本发明还具有灵活的环境适应性，通过分子量、浓度的选

择，可调配适合不同尘负荷抑尘需求的抑尘配方。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

[0027] 实施例1   抑尘剂的制备

1. 溶液型抑尘剂

按照表1-3中称量不同分子量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必要时加少量乙醇帮助分散均匀，

并加水溶解，配制成相应质量浓度的溶液，必要时调节终溶液pH5-8：

抑尘剂4号，称取分子量4000  kDa的聚谷氨酸0.03  g，加入2  mL乙醇搅拌使分散无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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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搅拌边加入0.01  mM的pH7.4的PBS缓冲液98  mL达到完全溶解，即得；

抑尘剂6号，称取分子量200  kDa的普鲁兰多糖0.5  g，加入5  mL乙醇搅拌使分散无结块

后，边搅拌边加入约95  mL水达到完全溶解，即得；

抑尘剂10号，称取分子量800  kDa的壳聚糖0.1  g，加入3  mL乙醇搅拌使分散无结块后，

边搅拌边加入约20  mL水，加入约40 μL盐酸，搅拌至溶解，加入约50  mL水  ，用盐酸或氢氧

化钠溶液调节pH至5-7，最后补水达到质量百分浓度0.1%，即得。

[0028] 表1 不同抑尘剂配方

#壳聚糖需要加少量稀HCl溶液达到溶解，控制最终pH  5-7。

[0029] 表2 不同抑尘剂配方

#壳聚糖需要加少量稀HCl溶液达到溶解，控制最终pH  5-7。

[0030] 2. 固体型抑尘剂

按照表3中称量不同分子量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并加少量乙醇润湿，再加水溶解后和

成团，挤压造粒，干燥后制成颗粒剂。按照表中所示加水配制成溶液后备用，含有壳聚糖的

样品以适量柠檬酸盐缓冲液溶解，最终得到pH  6.2的水溶液；其他样品最终pH  5.0-8.0。

[0031] 表3 不同抑尘剂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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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  抑尘剂腐蚀性实验

分别取代表性金属、塑料、石材、玻璃等制成直径约为5  cm、厚0.1  cm的圆片。不同材料

分别浸泡，同种材料3片浸泡在200  mL抑尘剂溶液中72  h，取出后用蒸馏水冲洗，除去疏松

腐蚀产物，擦干或用冷风吹干，于浸泡前、后分别称材料片质量，取3片平均值计算腐蚀速

率。

[0032] 腐蚀速率=（浸泡前质量-浸泡后质量）/（试样面积×试验周期）

浸泡前质量（g）；浸泡后质量（g）；试样面积（m2）；试验周期（h）

参照铝合金材料的腐蚀等级，腐蚀速率在0.003-0.031  g/m2·h时为耐腐蚀铝合金，低

于该范围时耐腐蚀性能更佳。由表4可见受试材料耐受实施例1的抑尘剂浸泡，没有明显腐

蚀现象发生。

[0033] 表4  抑尘剂对不同材料的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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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圆片直径10  cm。

[0034] 实施例3  抑尘剂的皮肤刺激体外试验

选用EpiSkinTM人体皮肤模型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操作方法预培养，分别将5%SDS（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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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和受试抑尘剂10 μL涂抹于人工皮肤表面，作用15  min后，去除受试物，继续孵育42 

h，用MTT法检测细胞存活率。与对照组相比皮肤细胞活性>50%表明受试物无刺激性，皮肤细

胞活性≤50%，表明受试物具有刺激性。

[0035] 表5  抑尘剂的皮肤刺激性测试

结果如表5所示：实施例1中的抑尘剂皮肤细胞活性>50%，未见明显皮肤刺激性。

[0036] 实施例4  抑尘剂的皮肤腐蚀性体外实验

选用EpiSkinTM人体皮肤模型试剂盒，按照说明书操作方法预培养，分别将乙酸（阳性

对照）、生理盐水（阴性对照）和受试抑尘剂50 μL接触3、60、240  min，用MTT法检测受试物对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阴性对照的细胞相对活性设定为100%，每一样品测得的OD值与阴性对

照相比，求出样品的细胞相对活性百分比，根据以下标准进行判定：受试物作用3  min后，皮

肤细胞活性≤35％，判定为刺激性EU  R35类；受试物作用3  min后，皮肤细胞活性≥35％，作

用60  min后细胞活性<35%，判定为刺激性  R34类；受试物作用240  min后，皮肤细胞活性≥

35％，判定为没有腐蚀性。

[0037] 表6  抑尘剂的皮肤腐蚀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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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6所示：实施例1中的抑尘剂作用240  min后，皮肤细胞活性≥35％，未见明显

皮肤腐蚀性。

[0038] 实施例5  抑尘剂对植物的毒害测试

抑尘剂对植物的毒害性可通过种子发芽试验和植物幼根生长试验进行评价。

[0039] 1 .  种子发芽试验：选用种子公司市售小麦种子，整齐排列在铺有滤纸的培养皿

（90  mm×15  mm），每皿放40粒。将去离子水（对照）与抑尘剂或其溶液6  mL加入皿中，恰能浸

没滤纸，加盖保鲜膜后置黑暗培养箱培养，温度25  ℃±1  ℃，48  h后检测种子发芽率。结果

表7可见，实施例1中的抑尘剂处理后种子发芽率与对照组相当，是对照的95-102%，未见明

显抑制种子萌发毒性。

[0040] 表7  抑尘剂对小麦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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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 2.  植物幼根生长试验：选饱满小麦种子，于25  ℃浸种3  h，滤纸法（同上）培养发

芽。种子萌发后，选发育良好整齐的籽粒用作幼根生长毒性试验。将去离子水（对照）与抑尘

剂或其稀释液6  mL加入皿中，每12  h更换培养液，48  h后测量幼苗幼根长度，取均值作为该

组长度值。结果表8可见，抑尘剂组的幼根长度与对照组相当，是对照组的96-111%，未见明

显抑制幼根生长毒性。

[0042] 表8  抑尘剂对小麦种子幼根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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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6  抑尘剂的除尘效果

将实施例1中制备的抑尘剂溶液进行除尘效果测试：采用双流体喷嘴雾化的喷雾塔，喷

雾塔上方喷施抑尘剂溶液细水雾，下方喷射含粒径小于等于100 μm的粉尘气流。细水雾大

小可通过调节水流、气流流量而调节，分别在上、下喷口侧方通过GS555  MMAD的玻璃滤材装

置采样分析颗粒物浓度，并计算除尘率：

除尘率=（下方含尘气流入口处颗粒物浓度-上方含尘气流出口处颗粒物浓度）×100%/

下方含尘气流入口处颗粒物浓度。

[0043] 表9 不同抑尘剂喷雾除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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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9所示：实施例抑尘剂比水的喷雾除尘率更高。实施例的除尘率在一定范围内

随水流速度、气流速度的上升而提高，在应用时可通过水、气流速调控除尘率。

[0044] 实施例7  抑尘剂的长效扬尘抑制效果

以滤纸模拟道路表面，记录无土滤纸重量，铺设尘土使尘负荷达到25  g/m2；按0.066 

L/m2雾化喷施实施例1中抑尘剂，静置干燥，记录载土滤纸重量；分别于第2、4、8  d用风机从

滤纸上方向下鼓风模拟风蚀，再次称取载土滤纸的重量，记录并计算抑尘率：

抑尘率=喷施抑尘剂后固定住的尘土量×100%/喷施抑尘剂前的尘土量=（模拟风蚀后

的载土滤纸重量-滤纸重量）×100%/（模拟风蚀前的载土滤纸重量-滤纸重量）；

结果如表10所示，在同样尘负荷和喷施量的条件下，喷施水后第2天的抑尘率76.4%，第

8天38.7%，抑尘率下降49.35%；而实施例的8  d抑尘率下降6.63%-28.27%，比水抑尘效果好，

显得可靠更持久，这与其具有的黏结、吸湿、保湿性有关。同一城市背景的道路扬尘排放与

施用抑尘剂的抑尘率呈负相关，如水抑尘8天后抑尘率最低，其道路降尘量最大，造成PM10

排放强度最高。而实施例的抑尘率比水高，8天后道路PM10排放强度比水抑尘剂的低。因此

实施例1中的抑尘剂可用于长期、有效预防风蚀扬尘。

[0045] 表10 喷施抑尘剂后不同时间的抑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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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2天的抑尘率相比。

[0046] 实施例8  抑尘剂的抑菌效果

分别准备浓度为106-107  cfu/mL的试验菌株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假丝酵

母菌悬液，并分别用无菌棉拭沾取均匀涂布琼脂平板表面，得到染菌平板。取无菌干燥的直

径5  mm滤纸片，每片滴加20 μL抑尘剂；阳性对照纸片不加试样；阴性对照加无菌去离子水

涂布琼脂平板。分别将受试滤纸片贴于染菌平板。于37℃培养箱培养18-24h后，测量抑菌圈

直径。结果如表11所示：阳性对照无抑菌环，阴性对照无菌生长，抑菌性抑尘剂对革兰氏阳

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和真菌（白色假丝酵母）具有抑制效果。

[0047] 表11  抑菌性抑尘剂的抑菌效果

结果如表11所示：阳性对照无抑菌环，阴性对照无菌生长，抑菌性抑尘剂对革兰氏阳性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和真菌（白色假丝酵母）具有抑制效果。

[0048] 实施例9  抑尘剂对重金属的吸附作用

以本方案的抑尘剂为溶剂，配制含有Cd2+、Pb2+、Mn2+、Cu2+、Zn2+、Fe3+、Cr3+的离子标准

液，各重金属摩尔浓度均为0.4×10-4  mol/L，加入等体积无水乙醇，搅拌混匀5  min，离心10 

min，上清液稀释后用原子吸收光谱测定重金属含量：

重金属吸附率=（0.4×10-4  -  C×n）×100%/0.4×10-4；

其中，C为重金属检测浓度，n为稀释倍数。

[0049] 表12  抑尘剂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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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12所示：抑尘剂对常见的多种重金属离子均有吸附作用。

[0050] 实施例10  抑尘剂的耐热性

设置表面尘负荷25  g/m2，抑尘剂雾化喷施量0.066  L/m2，用恒温恒湿箱模拟地表温度

设置50℃干燥静置，分别于第2、4、8  d鼓风模拟风蚀后，测算抑尘率，计算公式同实施例3，

结果如表13所示：在同样高温条件下，喷施水抑尘后第2天的抑尘率59.6%，第8天33.5%，抑

尘率下降43.79%。而实施例的8  d抑尘率下降8.81%-13.73%，比水抑尘效果好。

[0051] 表13  抑尘剂的50℃下抑尘率

*与第2天的抑尘率相比。

[0052] 实施例11  抑尘剂的包封能力

取实施例1中的抑尘剂适量于成膜磨具中，自然干燥后取出膜片，美国Brookfield  T3

质构仪检测抗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通过成膜性能间接评价对黏结尘土的包封能力。结

果如表14所示：与水抑尘相比，抑尘剂具有明显成膜性，能包封黏结于表面的扬尘，能耐受

一定的拉伸力，具有型变维持膜型的韧性，对颠簸、振动的扬尘源具有较好适用性。

[0053] 表14  抑尘剂的成膜性

实施例12  抑尘剂的对污染性气体的吸收效果

取适量HNO3和NH3·H2O分别加入抑尘剂中，得到不同浓度的酸、碱性水溶液，模拟抑尘

剂对大气中以NO2、NH3为代表的酸、碱性污染性气体溶解液的吸收和缓冲能力，混匀后静置，

15  h后检测溶液pH。结果如表15所示：与水抑尘相比，抑尘剂具有吸收污染气体衍生物吸收

作用，并具有缓冲能力自主纠正调节pH，减小这些污染气体对环境的污染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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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表15  抑尘剂对主要污染气体衍生物的吸收效果

实施例13  抑尘剂的应用

用喷雾机、雾炮车等设施将抑尘剂喷射成粒径0.5-500 μm（优选2.5-40μm）的细水雾，

通过机动车等移动载体喷施于如道路、广场、客运站等（表16）人口密集的公共空间场所，发

挥抑尘等作用。

[0055] 表16  抑尘剂适用场所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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