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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过滤材料、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市售过滤材料包括第一纤维、第二纤维和

第三纤维，其中所述第一纤维为聚苯硫醚纤维；

所述第二纤维为玻璃纤维；所述第三纤维为聚四

氟乙烯纤维和/或聚酰亚胺纤维。以所述过滤材

料的总质量计，所述第一纤维的含量为50％至

65％，所述第二纤维的含量为25％至30％，所述

第三纤维的含量为10％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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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过滤材料，其包括第一纤维、第二纤维和第三纤维，其中所述第一纤维为聚苯硫

醚纤维；所述第二纤维为玻璃纤维；所述第三纤维为聚四氟乙烯纤维和/或聚酰亚胺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滤材料，其特征在于，以所述过滤材料的总质量计，所述第

一纤维的含量为50％至65％，所述第二纤维的含量为25％至30％，所述第三纤维的含量为

10％至2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过滤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纤维、第二纤维和第三纤

维的旦数独立地在0.8至1.2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纤维为中碱

玻璃纤维和/或高碱玻璃纤维。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材料的基布

为聚苯硫醚纤维。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将各纤维称重后开松并混合；

步骤2)在各纤维经过开松与充分混合后对纤维进行梳理，从而形成纤维单网；

步骤3)将所述纤维单网进行交叉折叠从而形成多层纤网；

步骤4)将所述多层纤网进行针刺从而得到针刺毡；

步骤5)将针刺毡进行轧光、卷绕以及定型。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将各纤维称重后，先用开松机进行

初步松解，将大的纤维团开松，同时使原料中各纤维获得均匀的混合，然后进行精开松，进

一步松解纤维；

步骤2)在各纤维经过开松与充分混合后，进入气压棉箱，再进入梳理机以实现对纤维

的梳理，最终形成纤维单网；

步骤3)从梳理机输出的纤维单网进入铺网机，从而将纤维单网进行交叉折叠，使之成

为多层纤网；

步骤4)多层纤网进入针刺机，对纤维网反复进行针刺，得到针刺毡；

步骤5)将针刺毡通过轧光机以200至230℃的温度，2.4至2.5m/min的速度使非织造材

料表面光滑、平整，厚度均匀，增加非织造材料的光洁度与平整性，并增加材质的紧密度；

以2.4至2.5m/min的速度对所述针刺毡卷绕；

将所述针刺毡进入200至230℃的拉幅烘箱定型4至6分钟，以实现定型。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所述多层纤网的单位克重

为450至550g/m2；在步骤4)中，针刺密度200至210刺/cm2。

9.根据权利要求6至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步骤还包括步骤

5)之后的步骤6)按照实际规格要求进行切分。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或权利要求6至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

过滤材料在过滤汽车尾气和/或烟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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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滤材料、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过滤材料，特别是用于汽车尾气和烟尘的过滤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汽车尾气、烟尘是大气污染源之一，对人类的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随

着人类环境意识的逐渐提高，人们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汽车的排放限值

正在不断严格，尾气中的微粉也是城市pm2.5标准需要控制的指标，因此，现行三元催化转

化器排出气体中的微粉需要进一步消除。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之一提供了一种过滤材料，其包括第一纤维、第二纤维和第三纤维，其中所

述第一纤维为聚苯硫醚纤维；所述第二纤维为玻璃纤维；所述第三纤维为聚四氟乙烯纤维

和/或聚酰亚胺纤维。

[0004]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以所述过滤材料的总质量计，所述第一纤维的含量为

50％至65％，所述第二纤维的含量为25％至30％，所述第三纤维的含量为10％至25％。

[0005]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纤维、第二纤维和第三纤维的旦数独立地在0.8

至1.2之间。

[0006]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玻璃纤维为中碱玻璃纤维和/或高碱玻璃纤维。

[0007]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过滤材料的基布为聚苯硫醚纤维。

[0008]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过滤材料的密度为450至550克/m2。

[0009] 本发明之二提供了一种本发明之一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其包

括如下步骤：

[0010] 步骤1)将各纤维称重后开松并混合；

[0011] 步骤2)在各纤维经过开松与充分混合后对纤维进行梳理，从而形成纤维单网；

[0012] 步骤3)将所述纤维单网进行交叉折叠从而形成多层纤网；

[0013] 步骤4)将所述多层纤网进行针刺从而得到针刺毡；

[0014] 步骤5)将针刺毡进行轧光、卷绕以及定型。

[0015]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步骤1)将各纤维称重后，先用开松机进行初步松解，将大

的纤维团开松，同时使原料中各纤维获得均匀的混合，然后进行精开松，进一步松解纤维；

[0016] 步骤2)在各纤维经过开松与充分混合后，进入气压棉箱，再进入梳理机以实现对

纤维的梳理，最终形成纤维单网；

[0017] 步骤3)从梳理机输出的纤维单网进入铺网机，从而将纤维单网进行交叉折叠，使

之成为多层纤网；

[0018] 步骤4)多层纤网进入针刺机，针刺机内有大量的带有刺钩的刺针，对纤维网反复

进行针刺，得到针刺毡；

[0019] 步骤5)将针刺毡通过轧光机以200至230℃的温度，2.4至2.5m/min的速度使非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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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材料表面光滑、平整，厚度均匀，增加非织造材料的光洁度与平整性，并增加材质的紧密

度；

[0020] 以2.4至2.5m/min的速度对所述针刺毡卷绕；

[0021] 将所述针刺毡进入200至230℃的拉幅烘箱定型4至6分钟，以实现定型。

[0022]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在步骤3)中，所述多层纤网的单位克重为450至550g/m2；

在步骤4)中，针刺密度200至210刺/cm2。

[0023]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制备步骤还包括步骤5)之后的步骤6)按照实际规格

要求进行切分。

[0024] 本发明之三提供了根据本发明之一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或本发明之二中

任意一项所述的过滤材料在过滤汽车尾气和/或烟尘中的应用。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本发明的过滤材料，耐温性和耐酸碱性能好，过滤效率以及pm2.5的过滤效率高，

断裂强度、断裂延伸率、热收缩率和氧指数等性能指标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实施例仅为示例性的说明，该

实施方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8]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材料均可市售获得。

[0029] 实施例1

[0030]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0％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5％中碱玻璃纤维，25％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31]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如下：

[0032] 步骤1)各纤维称重后，先用开松机进行初步松解，将大的纤维团开松，同时使原料

中各纤维获得均匀的混合，然后进行精开松，进一步松解纤维，混合纤维成分，开松充分、混

合均匀并尽量避免纤维损伤。

[0033] 步骤2)在各纤维经过开松与充分混合后，进入气压棉箱，再进入梳理机以实现对

纤维的梳理，最终形成纤维单网。

[0034] 步骤3)从梳理机输出的纤维单网进入铺网机，铺网小车由齿形带传动，从而将纤

维单网进行交叉折叠，使之成为具有幅宽2.2米的多层纤网。

[0035] 步骤4)多层纤网进入针刺机，对纤维网反复进行穿刺，针刺密度200刺/cm2，得到

针刺毡。

[0036] 步骤5)将针刺毡通过轧光机以200℃，2.4m/min的速度使非织造材料表面光滑、平

整，厚度均匀，增加非织造材料的平整性，并可增加材质的紧密度以2.4m/min的速度卷绕；

用杜邦PTW增韧剂浸渍，将针刺毡浸渍在化学制剂中，以提升针刺毡滤料的耐高温、耐酸碱、

耐氧化及强度的性质。

[0037] 将针刺毡进入230℃的拉幅烘箱定型5分钟，以实现对针刺毡的高温定型，从而使

得针刺毡在使用过程中形变小，尺寸稳定性高，使用寿命长；

[0038] 步骤6)按照实际规格要求进行切分。

[0039]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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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6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5％中碱玻璃纤维，10％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41]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42] 实施例3

[0043]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0％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30％中碱玻璃纤维，20％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44]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45] 实施例4

[0046]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0％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5％中碱玻璃纤维，25％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0.8d。

[0047] 在步骤4)中，针刺密度210刺/cm2。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48] 实施例5

[0049]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7％中碱玻璃纤维，18％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50] 在步骤5)中，轧光机的温度230℃，速度为2.5m/min，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

步骤同实施例1。

[0051] 实施例6

[0052]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7％中碱玻璃纤维，18％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0.8d。

[0053] 在步骤5)中，卷绕的速度为2.5m/min，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步骤同实施例

1。

[0054] 实施例7

[0055]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7％中碱玻璃纤维，18％

聚四氟乙烯纤维(PTFE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2d。

[0056] 在步骤5)中，拉幅烘箱的定型温度为230℃，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步骤同实

施例1。

[0057] 实施例8

[0058]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0％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5％中碱玻璃纤维，25％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59] 在步骤5)中，拉幅烘箱的定型温度为230℃，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其他制备步骤同实

施例1。

[0060] 实施例9

[0061]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6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5％中碱玻璃纤维，10％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62]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63] 实施例10

[0064]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0％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30％中碱玻璃纤维，20％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65]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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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实施例11

[0067]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0％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5％中碱玻璃纤维，25％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0.8d。

[0068]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69] 实施例12

[0070]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7％中碱玻璃纤维，18％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0d。

[0071]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72] 实施例13

[0073]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7％中碱玻璃纤维，18％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0.8d。

[0074]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75] 实施例14

[0076] 原料以质量百分含量计，55％聚苯硫醚纤维(PPS纤维)，27％中碱玻璃纤维，18％

聚酰亚胺纤维(P84纤维)；各原料选用旦数为1.2d。

[0077] 针刺毡过滤材料的制备步骤同实施例1。

[0078] 实施例15

[0079] 用实施列1至14制备的复合针刺毡作如下测定

[0080] 透气量的测定：依据GB/T5463和GB/T13764标准，选用20cm2复合针刺毡，通过透气

量仪在0.15Mpa的压差条件下测定垂直通过试样的气体流量。

[0081] 过滤效率的测定：依据GB/T6165和GB/T6719标准，用选20cm2复合针刺毡，用油雾

法通过浊度计进行测定。

[0082] 使用常规仪器测定针刺毡的厚度、密度。

[0083] pm2.5过滤效率的测定：依据GB/T6165和GB/T6719标准，用选20cm2复合针刺毡，用

油雾法通过浊度计进行测定。

[0084] 断裂强度的测定：依据GB/T16491和GB/T16825标准，选用10×20cm复合针刺毡，通

过抗拉强度检测机进行测定。

[0085] 断裂延伸率的测定：依据GB/T16491和GB/T16825标准，选用10×20cm复合针刺毡，

通过抗拉强度检测机进行测定。

[0086] 平均孔径的测定：依据GB/T19587标准，选用20cm2复合针刺毡，通过氮吸附法进行

测定。

[0087] 耐温性的测定：选用20cm2复合针刺毡，在230℃(实施例1至7制备的复合针刺毡)

和210℃(实施例8至14制备的复合针刺毡)的温度下工作24h工作温度后，其热收缩率基本

没有改变，大致为1％。

[0088] 耐酸碱性的测定：选用10×20cm复合针刺毡先后在60wt％的硫酸和50wt％的氢氧

化钠中24h处理后，其断裂强度仍可达到未处理前的97％以上。

[0089] 热收缩率的测定：依据GB/T6505标准，选用20cm2复合针刺毡，在织物汽蒸收缩仪

进行测定。

[0090] 氧指数的测定：依据GB/T5454标准，选用5×20cm复合针刺毡，通过氧指数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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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定。

[0091] 结果见表1和表2。

[0092] 表1

[0093]

[0094] 表2

[0095]

[0096] 本发明的复合针刺毡在使用寿命、耐高温、耐酸碱及过滤效率等方面均比现有类

似专利有突破性提升。

[0097] 虽然本发明已经参照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理解

在没有脱离本发明的真正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的各种改变。此外，可以对本发

明的主体、精神和范围进行多种改变以适应特定的情形、材料、材料组合物和方法。所有的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1589228 A

7



这些改变均包括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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