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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除尘

材料的制备方法，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步

骤1)破碎和研磨，步骤2)阳离子淀粉改性，步骤

3)搅拌和加热，步骤4)混匀，步骤5)搅拌、喷涂和

干燥。本发明通过对玻璃纤维进行改性，提高了

吸附除尘性效果，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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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除尘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步骤1)破碎和研

磨，步骤2)阳离子淀粉改性，步骤3)搅拌和加热，步骤4)混匀，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

步骤1)破碎和研磨，包括如下步骤：将沸石和海泡石依次添加到破碎机中进行破碎，然

后与膨润土混合，再进行研磨，得到粒径为200目的粉末，即为混合料1；所述沸石、海泡石以

及膨润土的质量比为2:2:1；

步骤2)阳离子淀粉改性，包括如下步骤：往阳离子淀粉中加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得到悬

浊液，然后加入步骤1)所得混合料1，500转/min搅拌10min，再静置6小时，过滤收集沉淀，将

沉淀置于50℃烘干，最后粉碎得到混合料2；其中，阳离子淀粉、去离子水以及混合料1的质

量比为1-2:15-25:3-5；

步骤3)搅拌和加热，包括如下步骤：将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以及其去离子水依次加入到搅拌罐中，边加热边搅拌，待加热至80℃时，维持90℃继续搅拌

30min；然后降温至60℃，加入竹炭粉，搅拌30min，得到混合料3；其中，纳米硅藻土、甲基丙

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去离子水以及竹炭粉的质量比为2:1:10:3；

步骤4)混匀，包括如下步骤：将钛酸脂偶联剂和丙烯酸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

混合料4；

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包括如下步骤：将混合料2以及混合料3添加到混合料4中，搅

拌均匀得到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均匀喷涂到玻璃纤维上，静置30min，然后在90℃干燥

10min，最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其中，所述混合料2、混合料3以及混合料4质量比为3-5:

4-7:5-9；

所述竹炭粉的粒径为100-200um,所述纳米碳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粒径均为50-100nm；

所述钛酸脂偶联剂为异丙基三(二辛基焦磷酸酰氧基)钛酸酯偶联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尘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阳离子淀

粉、去离子水以及混合料1的质量比为1:15:3；所述步骤5)中所述混合料2、混合料3以及混

合料4质量比为3: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尘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阳离子淀

粉、去离子水以及混合料1的质量比为2:25:5；所述步骤5)中所述混合料2、混合料3以及混

合料4质量比为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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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除尘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6104385110，申请日为2016年06月20日，发明创造名称为

“一种改性玻璃纤维除尘材料”的专利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改性玻璃纤维除尘材料。

背景技术

[0003]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因粒

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PM2.5表示

每立方米空气中这种颗粒的含量，这个值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此外，工业零部件

的涂装、板材的涂层等的制造过程中，也会产生含有偏酸或偏碱、微小颗粒、难闻气味的有

害废气，这些废气有时未经处理也排放至大气中。

[0004] 玻璃纤维由于高强、耐腐蚀、耐高温、光滑憎水、尺寸稳定不变形，经过浸渍涂层处

理后又提高其耐磨性，因此是一种理想的过滤材料。它与棉麻相比，更耐高温和耐腐蚀；与

化学纤维相比，强度更高和尺寸更加稳定。尤其是耐高温、不着火、不燃烧，更是天然纤维、

化学纤维无法比拟的，因此，玻璃纤维过滤材料是袋式除尘器中滤袋的常规材料。但是玻璃

纤维也存在对微细粉尘的捕集效果差、韧性不够，使用寿命短等缺陷。鉴于上述缺陷，申请

人联合山东粮油公司开发了新型改性玻璃纤维除尘材料。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玻璃纤维吸附材料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改性玻璃纤维除

尘材料，该材料吸附除尘性能好，过滤效率高，使用寿命长。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改性玻璃纤维除尘材料，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步骤1)破碎和研磨，步骤

2)阳离子淀粉改性，步骤3)搅拌和加热，步骤4)混匀，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

[0008] 具体地，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0009] 步骤1)破碎和研磨：将沸石和海泡石依次添加到破碎机中进行破碎，然后与膨润

土混合，再进行研磨，得到粒径为200目的粉末，即为混合料1；所述沸石、海泡石以及膨润土

的质量比为2∶2∶1；

[0010] 步骤2)阳离子淀粉改性：往阳离子淀粉中加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得到悬浊液，然后

加入步骤1)所得混合料1，500转/min搅拌10min，再静置6小时，过滤收集沉淀，将沉淀置于

50℃烘干，最后粉碎得到混合料2；其中，阳离子淀粉、去离子水以及混合料1的质量比为1-2

∶15-25∶3-5；

[0011] 步骤3)搅拌和加热：将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及其去

离子水依次加入到搅拌罐中，边加热边搅拌，待加热至90℃时，维持90℃继续搅拌30min；然

后降温至60℃，加入竹炭粉，搅拌30min，得到混合料3；其中，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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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去离子水以及竹炭粉的质量比为2∶1∶10∶3；

[0012] 步骤4)混匀：将钛酸脂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和丙烯酸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均匀

得到混合料4；

[0013] 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将混合料2以及混合料3添加到混合料4中，搅拌均匀得

到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均匀喷涂到玻璃纤维上，静置30min，然后在90℃干燥10min，最后

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其中，所述混合料2、混合料3以及混合料4质量比为3-5∶4-7∶5-9。

[0014] 优选地，

[0015] 所述竹炭粉的粒径为100-200um。所述纳米碳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粒径均为50-

100nm。

[0016] 所述钛酸脂偶联剂为异丙基三(二辛基焦磷酸酰氧基)钛酸酯偶联剂。

[0017] 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主要包括：

[0018] 本发明通过对玻璃纤维进行改性，使得表面粗糙坚硬、比表面积大，提高了柔韧性

与机械强度，粉尘吸附过滤性能好，还能吸附氨氮以及硫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丙烯酸为稀释

剂和粘合剂，钛酸脂为辅助阻燃剂，同时起到偶联剂、分散剂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阻燃性

能，而且可以增加各原料的结合牢度；竹炭粉含有大量的微孔，具有强的吸附功能，对其进

行了改性，使它与其他物质的接触面积大大增加，对重金属、有害气体等也有良好的吸附作

用；本发明通过添加阳离子淀粉对沸石、海泡石以及膨润土进行表面改性修饰，使得粉体带

有电荷，提高了吸附能力，还能够使得产品具有一定的静电吸附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具

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更加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改性玻璃纤维除尘材料，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步骤1)破碎和研磨，步骤

2)阳离子淀粉改性，步骤3)搅拌和加热，步骤4)混匀，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

[0022] 具体地，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0023] 步骤1)破碎和研磨：将沸石和海泡石依次添加到破碎机中进行破碎，然后与膨润

土混合，再进行研磨，得到粒径为200目的粉末，即为混合料1；所述沸石、海泡石以及膨润土

的质量比为2∶2∶1；

[0024] 步骤2)阳离子淀粉改性：往阳离子淀粉中加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得到悬浊液，然后

加入步骤1)所得混合料1，500转/min搅拌10min，再静置6小时，过滤收集沉淀，将沉淀置于

50℃烘干，最后粉碎得到混合料2；其中，阳离子淀粉、去离子水以及混合料1的质量比为1∶

15∶3；

[0025] 步骤3)搅拌和加热：将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及其去

离子水依次加入到搅拌罐中，边加热边搅拌，待加热至90℃时，维持90℃继续搅拌30min；然

后降温至60℃，加入竹炭粉，搅拌30min，得到混合料3；其中，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去离子水以及竹炭粉的质量比为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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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步骤4)混匀：将钛酸脂偶联剂和丙烯酸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4；

[0027] 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将混合料2以及混合料3添加到混合料4中，搅拌均匀得

到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均匀喷涂到玻璃纤维上，静置30min，然后在90℃干燥10min，最后

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其中，所述混合料2、混合料3以及混合料4质量比为3∶4∶5。

[0028] 其中，所述竹炭粉的粒径为100um。所述纳米碳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粒径均为

50nm。所述钛酸脂偶联剂为异丙基三(二辛基焦磷酸酰氧基)钛酸酯偶联剂。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改性玻璃纤维除尘材料，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步骤1)破碎和研磨，步骤

2)阳离子淀粉改性，步骤3)搅拌和加热，步骤4)混匀，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

[0031] 具体地，其按照如下工艺制备而得：

[0032] 步骤1)破碎和研磨：将沸石和海泡石依次添加到破碎机中进行破碎，然后与膨润

土混合，再进行研磨，得到粒径为200目的粉末，即为混合料1；所述沸石、海泡石以及膨润土

的质量比为2∶2∶1；

[0033] 步骤2)阳离子淀粉改性：往阳离子淀粉中加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得到悬浊液，然后

加入步骤1)所得混合料1，500转/min搅拌10min，再静置6小时，过滤收集沉淀，将沉淀置于

50℃烘干，最后粉碎得到混合料2；其中，阳离子淀粉、去离子水以及混合料1的质量比为2∶

25∶5；

[0034] 步骤3)搅拌和加热：将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及其去

离子水依次加入到搅拌罐中，边加热边搅拌，待加热至90℃时，维持90℃继续搅拌30min；然

后降温至60℃，加入竹炭粉，搅拌30min，得到混合料3；其中，纳米硅藻土、甲基丙烯酰氧基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去离子水以及竹炭粉的质量比为2∶1∶10∶3；

[0035] 步骤4)混匀：将钛酸脂偶联剂和丙烯酸按照2∶1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4；

[0036] 步骤5)搅拌、喷涂和干燥：将混合料2以及混合料3添加到混合料4中，搅拌均匀得

到混合液，然后将混合液均匀喷涂到玻璃纤维上，静置30min，然后在90℃干燥10min，最后

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其中，所述混合料2、混合料3以及混合料4质量比为5∶7∶9。

[0037] 其中，所述竹炭粉的粒径为200um。所述纳米碳化硅和纳米硅藻土的粒径均为

100nm。所述钛酸脂偶联剂为异丙基三(二辛基焦磷酸酰氧基)钛酸酯偶联剂。

[0038] 实施例3

[0039] 以实施例1-2为例，将改性玻璃纤维按照常规方法制备成除尘器滤袋(本发明实施

例1组和实施例2组)，同时将未改性的玻璃纤维制备成除尘器滤袋(对照组)；设定粉尘浓度

以及气流速度等参数条件相同，各组除尘效果见表1：

[0040] 表1

[0041] 组别 增重％ 除尘效率％(粒径小于等于2.5μm) 除NOx效率％ 使用寿命(月)

对照组 -- 83.5 13.2 13.2

本发明实施例1组 7.1 99.3 64.9 19.1

本发明实施例1组 6.9 98.9 68.3 19.4

[0042]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案作了详尽的说明，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作的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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