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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用于N95口罩的
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一聚醚醚酮
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以及聚甲
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所述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
丙烯腈溶于DMF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丙烯腈纺丝液，
其中，
所述聚丙烯腈纺丝液浓度
为20‑25wt%；
利用所述聚丙烯腈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
通
过静电纺丝形成所述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0‑25kV，
纺丝液注射速
度为3‑5mL/h，
纺丝距离为10‑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90r/min，
所述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
维层厚度为40‑50微米，
所述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
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所述第一聚醚醚酮
纺丝液浓度为15‑20wt%；
利用所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一聚醚醚
酮静电纺丝纤维层，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所述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
压为20‑2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1‑3mL/h，
纺丝距离为20‑2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50‑60r/
min，
所述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30‑40微米，
所述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
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二聚醚
醚酮纺丝液，
其中，
所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30‑35wt%；
利用所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
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所述第二聚醚
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0‑3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1‑3mL/h，
纺丝距离为
10‑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100‑120r/min，
所述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70‑80
微米，
所述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
醇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所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
21‑26wt%；
利用所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
维层，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所述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5‑3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2‑4mL/h，
纺丝距离为15‑2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80‑90r/min，
所述第三聚
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50微米，
所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
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于二甲基硅氧烷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纺丝液，
其中，
所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浓度为35‑40wt%；
利用所述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其中，
通过静电纺丝
形成所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15‑2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
为2‑4mL/h，
纺丝距离为10‑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90r/min，
所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
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50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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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防护过滤层状材料技术领域，
特别是关于一种用于N95口罩的梯度
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N95型口罩是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认证的9种颗粒物防护口罩中的一种。N95不是特定的
产品名称，
只要符合N95标准，
并且通过NIOSH审查的产品就可以称为N95型口罩，
可以对空
气动力学直径0 .075μm±0 .020μm的颗粒的过滤效率达到95％以上。
[0003] 现有技术CN107354585A公开了一种具有吸附过滤性能的静电纺丝膜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所述静电纺丝膜的制备方法包括：(1)将聚乳酸‑羟基乙酸和/或聚己内酯溶于溶
剂六氟异丙醇中，
搅拌，
得到溶液A；(2)将溶液A室温搅拌过夜后，用上述溶液A进行静电纺
丝处理，
得到膜；(3)将所得膜进行冷冻干燥、
真空干燥。本发明中膜材料的特征是直径范围
为400‑900nm的纤维组成的多层多孔膜性材料。
[0004]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
而不应
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
其能够
提高口罩的过滤效率并增加口罩的有效使用时间。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
该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
层、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
纤维层以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0007]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丙
烯腈溶于DMF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丙烯腈纺丝液，
其中，
聚丙烯腈纺丝液浓度为20‑
25wt％；
利用聚丙烯腈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
[0008]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
丝电压为20‑2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3‑5mL/h，
纺丝距离为10‑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
90r/min，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50微米。
[0009]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
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一聚醚醚
酮纺丝液浓度为15‑20wt％；
利用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一聚醚醚酮
静电纺丝纤维层。
[0010]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
为：
纺丝电压为20‑2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1‑3mL/h，
纺丝距离为20‑2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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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r/min，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30‑40微米。
[0011]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
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二聚醚醚
酮纺丝液浓度为30‑35wt％；
利用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二聚醚醚酮
静电纺丝纤维层。
[0012]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
为：
纺丝电压为30‑3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1‑3mL/h，
纺丝距离为10‑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
100‑120r/min，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70‑80微米。
[0013]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
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三聚醚醚
酮纺丝液浓度为21‑26wt％；
利用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三聚醚醚酮
静电纺丝纤维层。
[0014]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
为：
纺丝电压为25‑3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2‑4mL/h，
纺丝距离为15‑2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
80‑90r/min，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50微米。
[0015] 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 ，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
得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
的：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于二甲基硅氧烷中并搅拌均匀，
其中，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浓度为35‑40wt％；
利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进行静电
纺丝，
以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0016] 其中，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
15‑2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2‑4mL/h，
纺丝距离为10‑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90r/min，
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50微米。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的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具有如下
优点：
[0018] N95口罩甚至是防护能力更强的N99口罩是传染病大爆发期间保护个人和医生最
重要的设备。对于一般环境而言，
可以说N95口罩是防止呼吸道传染病广泛传播最重要的利
器。
目前N95口罩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口罩材料空气阻力大，
这导致戴口罩的人
呼吸不畅；
第二是口罩材料的过滤效率在使用过程中迅速退化，
导致使用者需要频繁更换
口罩或者导致使用者在不知情口罩失效的情况下被传染。对于口罩空气阻力的问题，
目前
公认的理论是口罩过滤效率与口罩阻力呈正相关，
过滤效率大的口罩一般阻力也大，
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提出一种过滤效率提高速度高于阻力提高速度的材料，
此外，
还希望该
种材料能够在使用过程中性能不会发生快速恶化，
保证口罩的有效使用时间。本发明提出
了一种能够基本满足以上两方面要求的口罩材料。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的结
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根据本发明提出的方法制备的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的SEM照片
(x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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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3是根据本发明提出的方法制备的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的SEM照片
(x50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 ，
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3] 除非另有其它明确表示，
否则在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
术语“包括”或其变
换如“包含”或“包括有”等等将被理解为包括所陈述的元件或组成部分，
而并未排除其它元
件或其它组成部分。本申请的原料全部是化工用品商店能够购买到的化学试剂，
试剂纯度
等级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本申请所使用的聚合物的分子量确定方法可以是直接咨
询试剂商店，
试剂商店一般能够提供静电纺丝工艺所需要的聚合物的分子量的数据。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确的是，
本申请提出的仅仅是用于N95口罩核心过滤部分的材料，
而非口
罩本身，
最终口罩产品具体包括哪些部件(例如是否包括鼻翼部分的金属条等等)是本领域
的公知常识并且不是本申请关心的重点，
本申请不再赘述。本申请测试标准参照国家标准
GB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标准，
该标准定义了我国的N95口
罩标准，
其中包括过滤效率高于95％的N95口罩阻力必须小于250Pa的要求。本申请的过滤
效率和口罩阻力的测试方法参照国家标准GB2626‑2006进行。
[0024] 图1是根据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的结
构示意图。如图所示，
本发明的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
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101、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102、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
丝纤维层103、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104以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105。
[0025] 图2是根据本发明提出的方法制备的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的SEM照片
(x5000) ，
其中，
为了能够更好的表现本申请纤维丝的形貌，
照片对比度按照要求经过了拍
摄单位的调整。
图3是根据本发明提出的方法制备的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的SEM照
片(x5000)。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
照片拍摄试样的制备方法是按照本申请的方法
在接收卷辊上制备单层的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或者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
层，
然后直接将样品进行SEM照片的拍摄。
[0026] 实施例1
[0027]
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
丝纤维层、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三聚醚醚酮静
电纺丝纤维层以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
方法制备的：
将聚丙烯腈溶于DMF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丙烯腈纺丝液，
其中，
聚丙烯腈
纺丝液浓度为20wt％；
利用聚丙烯腈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
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
为3mL/h，
纺丝距离为1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r/min，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微
米。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
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15wt％；
利用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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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1mL/h，
纺
丝距离为2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50r/min，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30微米。第
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
拌均匀，
得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30wt％；
利用第二聚
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
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1mL/h，
纺丝距离
为1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100r/min，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70微米。第三聚醚
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
匀，
得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21wt％；
利用第三聚醚醚
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三聚
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2mL/h，
纺丝距离为
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80r/min，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微米。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于二甲基硅氧烷中并
搅拌均匀，
得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
其中，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浓度为35wt％；
利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其中，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15kV，
纺丝
纺丝距离为1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r/min，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
液注射速度为2mL/h，
丝纤维层厚度为40微米。
[0028] 实施例2
[0029]
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
丝纤维层、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三聚醚醚酮静
电纺丝纤维层以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
方法制备的：
将聚丙烯腈溶于DMF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丙烯腈纺丝液，
其中，
聚丙烯腈
纺丝液浓度为25wt％；
利用聚丙烯腈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
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
为5mL/h，
纺丝距离为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90r/min，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50微
米。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
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20wt％；
利用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
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3mL/h，
纺
丝距离为2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60r/min，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0微米。第
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
拌均匀，
得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35wt％；
利用第二聚
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
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5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3mL/h，
纺丝距离
为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120r/min，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80微米。第三聚醚
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
匀，
得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26wt％；
利用第三聚醚醚
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三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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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0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4mL/h，
纺丝距离为
2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90r/min，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50微米。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于二甲基硅氧烷中并
搅拌均匀，
得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
其中，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浓度为40wt％；
利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其中，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0kV，
纺丝
液注射速度为4mL/h，
纺丝距离为1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90r/min，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
丝纤维层厚度为50微米。
[0030] 实施例3
[0031]
用于N95口罩的梯度静电纺丝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
丝纤维层、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三聚醚醚酮静
电纺丝纤维层以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
方法制备的：
将聚丙烯腈溶于DMF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丙烯腈纺丝液，
其中，
聚丙烯腈
纺丝液浓度为22wt％；
利用聚丙烯腈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
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2kV，
纺丝液注射速度
为4mL/h，
纺丝距离为12cm，
卷辊接收速度为80r/min，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5微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
米。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18wt％；
利用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
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2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2mL/h，
纺
丝距离为22cm，
卷辊接收速度为55r/min，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35微米。第
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
拌均匀，
得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32wt％；
利用第二聚
醚醚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
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2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2mL/h，
纺丝距离
为12cm，
卷辊接收速度为110r/min，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75微米。第三聚醚
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溶剂中并搅拌均
匀，
得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23wt％；
利用第三聚醚醚
酮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三聚
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7kV，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3mL/h，
纺丝距离为
18cm，
卷辊接收速度为85r/min，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45微米。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于二甲基硅氧烷中并
搅拌均匀，
得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
其中，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浓度为37wt％；
利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进行静电纺丝，
以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
其中，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18kV，
纺丝
液注射速度为3mL/h，
纺丝距离为12cm，
卷辊接收速度为80r/min，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
丝纤维层厚度为45微米。
[0032] 对比例1
[0033] 复合纤维材料由内到外依次包括：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第一聚醚醚酮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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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丝纤维层以及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其中，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
厚度为105微米，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制备方法同实施例3。其它参数、工艺、步骤
同实施例3。
[0034] 对比例2
[0035]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丙烯腈溶于DMF溶剂中并搅
拌均匀，
得到聚丙烯腈纺丝液，
其中，
聚丙烯腈纺丝液浓度为30wt％。其它参数、工艺、步骤
同实施例3。
[0036] 对比例3
[0037]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0kV，
纺丝液注
射速度为6mL/h，
纺丝距离为2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100r/min，
聚丙烯腈静电纺丝纤维层厚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度为45微米。
[0038] 对比例4
[0039]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
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一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30wt％。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0040] 对比例5
[0041]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0kV，
纺丝
纺丝距离为3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r/min，
第一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
液注射速度为4mL/h，
维层厚度为50微米。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0042] 对比例6
[0043]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
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二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25wt％。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0044] 对比例7
[0045]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5kV，
纺丝
液注射速度为1mL/h，
纺丝距离为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70r/min，
第二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
维层厚度为90微米。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0046] 对比例8
[0047]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醚醚酮溶于六氟异丙醇
溶剂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
其中，
第三聚醚醚酮纺丝液浓度为30wt％。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0048] 对比例9
[0049]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35kV，
纺丝
液注射速度为5mL/h，
纺丝距离为25cm，
卷辊接收速度为100r/min，
第三聚醚醚酮静电纺丝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纤维层厚度为60微米。
[0050] 对比例10
[0051]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是由如下方法制备的：
将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
于二甲基硅氧烷中并搅拌均匀，
得到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丝液，
其中，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纺
丝液浓度为25wt％。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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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对比例11
[0053] 通过静电纺丝形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电纺丝纤维层具体为：
纺丝电压为25kV，
纺丝距离为20cm，
卷辊接收速度为50r/min，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静
纺丝液注射速度为5mL/h，
电纺丝纤维层厚度为60微米。
其它参数、
工艺、
步骤同实施例3。
[0054] 参照国家标准测试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11制备的各个样品的过滤效率(％)、
空气阻力(Pa)以及过滤效率维持率(％)，
其中，
过滤效率维持率指的是在30摄氏度、
85％湿
度环境下，
使用相关样品持续过滤120min之后，
样品剩余的过滤效率与原始测定的过滤效
率的比值。
[0055] 表1

[0056]

[0057]

[0058]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
并且很显然，
根据上述教导，
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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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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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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