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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以下份数均为质量份数；A、在纱

窗框架上安装弹性网布；B、配置纺丝原料，纺丝

原料包括25～35份的聚乙烯醇、10～15份的聚苯

乙烯、10～15份的聚酰亚胺；C、在弹性网布的任

意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D、使用第一

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涂刷有

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

丝；E、在弹性网布的另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

脂醇酯；F、使用第二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

的纺丝原料在步骤E中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

酯的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制成防雾霾纱窗。

本发明能够改进现有技术的不足，提高防雾霾纱

窗的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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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以下份数均为质量份数；

A、在纱窗框架上安装弹性网布；

B、配置纺丝原料，纺丝原料包括25～35份的聚乙烯醇、10～15份的聚苯乙烯、10～15份

的聚酰亚胺；

C、在弹性网布的任意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

D、使用第一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涂刷有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

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

E、在弹性网布的另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

F、使用第二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步骤E中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

醇酯的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制成防雾霾纱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纺丝包括以下

步骤，

D1、在弹性网布未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一面贴附挡板；

D2、第一静电纺丝机的纺丝电压为25kV，第一静电纺丝机上安装有第一纺丝喷头（1），

第一纺丝喷头（1）左右匀速横向移动，移动速度为5cm/min，纺丝速度为0.75mL/h，第一纺丝

喷头（1）到弹性网布的距离为15cm，环境温度为70℃，环境湿度为20～25%；

D3、当纺丝厚度达到3μm后停止纺丝，并拆除挡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纺丝喷头（1）

包括第一喷管（2），第一喷管（2）出口的中心部位均匀设置有若干个第一喷嘴（3），第一喷嘴

（3）为圆台形，第一喷嘴（3）的进液端内径与出液端内径之比为2:3，第一喷管（2）出口的边

缘环形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喷嘴（4），第二喷嘴（4）朝向内侧倾斜设置，第二喷嘴（4）的喷射方

向与第一喷嘴（3）的喷射方向的夹角为25°，第一喷嘴（3）出液端的内径为0.35mm，第二喷嘴

（4）的内径为0.2m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F中，纺丝包括以下

步骤，

F1、第二静电纺丝机的纺丝电压为10kV，第二静电纺丝机上安装有第二纺丝喷头（5），

第二纺丝喷头（5）匀速倾斜移动，第二纺丝喷头（5）的移动方向与第一纺丝喷头（1）的移动

方向的夹角为45°，移动速度为10cm/min，纺丝速度为1.2mL/h，第二纺丝喷头（5）到弹性网

布的距离为6cm，环境温度为70℃，环境湿度为20～25%；

F2、当纺丝厚度达到1μm后停止纺丝；

F3、将制成的防雾霾纱窗放置在-10℃的环境中24h进行定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纺丝喷头（5）

包括第二喷管（6），第二喷管（6）出口的边缘环形设置有若干个第三喷嘴（7），第三喷嘴（7）

外侧设置有金属网筒（8），金属网筒（8）的长度为7mm，第三喷嘴（7）的内径为0.7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弹性网布采用

氨纶网布。

7.一种防雾霾纱窗，其特征在于：使用上述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防雾霾纱窗的

制造方法制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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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雾霾纱窗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防雾霾纱窗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人民对于空气质量的关注日益提高。为了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各类空气净

化设备陆续面世。但是，为了提高空气净化设备对于室内空气的净化效率，通常无法实现长

时间开窗通风，这就导致室内空气流通性差，从另一方面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为了避免

这个问题，防雾霾纱窗应运而生。现有的防雾霾纱窗通常是使用传统的防雾霾滤网加装窗

体框架制作而成，由于防雾霾滤网不具备传统纱窗网布的耐用性，导致现有的防雾霾纱窗

使用寿命较短。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防雾霾纱窗及其制造方法，能够解决现有技

术的不足，提高防雾霾纱窗的耐用性。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以下份数均为质量份数；

A、在纱窗框架上安装弹性网布；

B、配置纺丝原料，纺丝原料包括25～35份的聚乙烯醇、10～15份的聚苯乙烯、10～15份

的聚酰亚胺；

C、在弹性网布的任意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

D、使用第一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涂刷有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

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

E、在弹性网布的另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

F、使用第二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步骤E中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

醇酯的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制成防雾霾纱窗。

[0006] 作为优选，步骤D中，纺丝包括以下步骤，

D1、在弹性网布未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一面贴附挡板；

D2、第一静电纺丝机的纺丝电压为25kV，第一静电纺丝机上安装有第一纺丝喷头，第一

纺丝喷头左右匀速横向移动，移动速度为5cm/min，纺丝速度为0.75mL/h，第一纺丝喷头到

弹性网布的距离为15cm，环境温度为70℃，环境湿度为20～25%；

D3、当纺丝厚度达到3μm后停止纺丝，并拆除挡板。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纺丝喷头包括第一喷管，第一喷管出口的中心部位均匀设置

有若干个第一喷嘴，第一喷嘴为圆台形，第一喷嘴的进液端内径与出液端内径之比为2:3，

第一喷管出口的边缘环形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喷嘴，第二喷嘴朝向内侧倾斜设置，第二喷嘴

的喷射方向与第一喷嘴的喷射方向的夹角为25°，第一喷嘴出液端的内径为0.35mm，第二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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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的内径为0.2mm。

[0008] 作为优选，步骤F中，纺丝包括以下步骤，

F1、第二静电纺丝机的纺丝电压为10kV，第二静电纺丝机上安装有第二纺丝喷头，第二

纺丝喷头匀速倾斜移动，第二纺丝喷头的移动方向与第一纺丝喷头的移动方向的夹角为

45°，移动速度为10cm/min，纺丝速度为1.2mL/h，第二纺丝喷头到弹性网布的距离为6cm，环

境温度为70℃，环境湿度为20～25%；

F2、当纺丝厚度达到1μm后停止纺丝；

F3、将制成的防雾霾纱窗放置在-10℃的环境中24h进行定型。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纺丝喷头包括第二喷管，第二喷管出口的边缘环形设置有若

干个第三喷嘴，第三喷嘴外侧设置有金属网筒，金属网筒的长度为7mm，第三喷嘴的内径为

0.7mm。

[0010] 作为优选，步骤A中，弹性网布采用氨纶网布。

[0011] 一种防雾霾纱窗，使用上述的防雾霾纱窗的制造方法制造而成。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带来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改变传统防雾霾纱窗的制作方

法，通过在预装好的弹性网布的两侧分别进行静电纺丝制得防雾霾纱窗，充分利用弹性网

布本身的柔韧性，实现提高防雾霾纱窗抗拉和抗冲击的能力。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用于

提高纺丝层的稳定性。通过两次静电纺丝，可以提高纺丝层对于弹性网布的包裹严密度和

附着度。第一次静电纺丝采用高电压、低速度的纺丝工艺，以保证纺丝层的均匀度和密度。

第二次静电纺丝采用低电压、高速度的纺丝工艺，由于第一次静电纺丝已经形成了良好的

纺丝层，所以第二次静电纺丝通过上述工艺可以快速形成背面加强层，不仅解决原料和生

产时间，而且由于第二次静电纺丝形成的背面加强层厚度薄、纺丝角度与第一次静电纺丝

保持45°夹角，从而在对弹性网布进行良好包覆的同时，可以有解决低第一次静电纺丝形成

的纺丝层内的局部应力不均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个防雾霾纱窗的耐用性。在制成防雾

霾纱窗后进行低温静置处理，用来提高纺丝层和弹性网布之间粘附的牢固度。本发明针对

两次静电纺丝专门设计了对应的纺丝喷头。第一纺丝喷头利用内外两组喷嘴相互交错喷

射，可以提高喷射液滴的均匀度。第二纺丝喷头通过加装金属网筒，进一步降低液滴在初始

阶段收到的电场作用力，从而进一步降低液滴的拉伸形变量，以降低纤维附着在弹性网布

上产生的自身应力。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一纺丝喷头的结构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第二纺丝喷头的结构图。

[0015] 图中：1、第一纺丝喷头；2、第一喷管；3、第一喷嘴；4、第二喷嘴；5、第二纺丝喷头；

6、第二喷管；7、第三喷嘴；8、金属网筒；9、喷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中使用到的标准零件均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异形件根据说明书的和附图的

记载均可以进行订制，各个零件的具体连接方式均采用现有技术中成熟的螺栓、铆钉、焊

接、粘贴等常规手段，在此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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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以下步骤：

以下份数均为质量份数；

A、在纱窗框架上安装弹性网布；

B、配置纺丝原料，纺丝原料包括30份的聚乙烯醇、10份的聚苯乙烯、15份的聚酰亚胺；

C、在弹性网布的任意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

D、使用第一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涂刷有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

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

E、在弹性网布的另一面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

F、使用第二静电纺丝机将步骤B中配置的纺丝原料在步骤E中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

醇酯的弹性网布面上进行纺丝，制成防雾霾纱窗。

[0018] 步骤D中，纺丝包括以下步骤，

D1、在弹性网布未涂刷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的一面贴附挡板；

D2、第一静电纺丝机的纺丝电压为25kV，第一静电纺丝机上安装有第一纺丝喷头1，第

一纺丝喷头1左右匀速横向移动，移动速度为5cm/min，纺丝速度为0.75mL/h，第一纺丝喷头

1到弹性网布的距离为15cm，环境温度为70℃，环境湿度为20～25%；

D3、当纺丝厚度达到3μm后停止纺丝，并拆除挡板。

[0019] 参照图1，第一纺丝喷头1包括第一喷管2，第一喷管2出口的中心部位均匀设置有

若干个第一喷嘴3，第一喷嘴3为圆台形，第一喷嘴3的进液端内径与出液端内径之比为2:3，

第一喷管2出口的边缘环形设置有若干个第二喷嘴4，第二喷嘴4朝向内侧倾斜设置，第二喷

嘴4的喷射方向与第一喷嘴3的喷射方向的夹角为25°，第一喷嘴3出液端的内径为0.35mm，

第二喷嘴4的内径为0.2mm。

[0020] 步骤F中，纺丝包括以下步骤，

F1、第二静电纺丝机的纺丝电压为10kV，第二静电纺丝机上安装有第二纺丝喷头5，第

二纺丝喷头5匀速倾斜移动，第二纺丝喷头5的移动方向与第一纺丝喷头1的移动方向的夹

角为45°，移动速度为10cm/min，纺丝速度为1.2mL/h，第二纺丝喷头5到弹性网布的距离为

6cm，环境温度为70℃，环境湿度为20～25%；

F2、当纺丝厚度达到1μm后停止纺丝；

F3、将制成的防雾霾纱窗放置在-10℃的环境中24h进行定型。

[0021] 参照图2，第二纺丝喷头5包括第二喷管6，第二喷管6出口的边缘环形设置有若干

个第三喷嘴7，第三喷嘴7外侧设置有金属网筒8，金属网筒8的长度为7mm，第三喷嘴7的内径

为0.7mm。

[0022] 在第二喷管6的中心设置有喷气管9，喷气管9的长度大于金属网筒8的长度。在纺

丝过程中通过喷气管9向纺丝面喷射温度为30℃的气流，气流流速为5L/min。通过在纺丝的

过程中加入低温气流，可以加快背面加强层的固化速度，降低背面加强层与弹性网布之间

的结合应力。喷气管9的长度大于金属网筒8的长度，可以降低气流对于纺丝液滴喷射的影

响。

[0023] 步骤A中，弹性网布采用氨纶网布。

[002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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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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