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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

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

高分子聚合物溶于溶剂中，48～55℃搅拌溶解

1 .5～2 .5h，制得高分子聚合物的浓度为6～

20wt％的纺丝液；(2)用上述纺丝液通过静电纺

丝在尼龙纱网基底上制备纳米纤维膜，得复合纱

网；(3)将上述复合纱网在65～75℃的热空气中

干燥1.5～2.5h，自然冷却到室温，制得PM2.5细

颗粒过滤效率70～95％、透明度40～80％的所述

透明纱网。本发明制备的透明纱网透明度高，透

气性好，并且对PM2.5细颗粒具有较高的过滤效

率，是室内空气过滤领域的优良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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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PM2 .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1)将高分子聚合物溶于溶剂中，48～55℃搅拌溶解1.5～2.5h，制得高分子聚合物的

浓度为6～20wt％的纺丝液，该高分子聚合物为聚氨酯、聚丙烯腈或聚乙烯醇，溶剂为二甲

基甲酰胺或六氟异丙醇与甲酸的混合溶剂；

(2)用上述纺丝液通过静电纺丝在尼龙纱网基底上制备纳米纤维膜，得复合纱网，上述

静电纺丝的具体参数为：纺丝时间1～5min，输出电压40～80kV，接收距离为10～50cm，纺丝

温度为室温，湿度为30～70％，采用金属圆柱电极进行静电纺丝；

(3)将上述复合纱网在65～75℃的热空气中干燥1.5～2.5h，自然冷却到室温，制得

PM2.5细颗粒过滤效率70～95％、透明度40～80％的所述透明纱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为：将高分子聚合物溶于溶剂中，50℃搅拌溶解2h，制得高分子聚合物的

浓度为7～12wt％的纺丝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混合溶剂中，六氟异丙醇与甲酸的体积比为2: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纺丝时间为1～4min。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输出电压为70～80kV。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接收距离为12～14c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湿度为35～65％。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为：将上述复合纱网在70℃的热空气中干燥2h，自然冷却到室温，制得

PM2.5细颗粒过滤效率70～93％、透明度45～80％的所述透明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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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纱窗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

纱网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特别是空气污染问题尤为突

出。近年来，我国多个省市出现了持续的雾霾天气，而主要的“元凶”即为粉尘，包括备注关

注PM2.5和PM10。所谓PM2.5是指空气中颗粒直径小于2.5μm的细颗粒物，又称可入肺颗粒

物。PM2.5颗粒小，不能被呼吸道阻挡，被人体吸入后会在肺泡内沉积且无法排出，因而长期

吸入会影响肺的气体交换，导致尘肺，甚至肺癌等。

[0003] 针对这一现状，室外防护更多的是佩戴口罩。而在室内，人们往往不会佩戴口罩，

因而选择具有过滤PM2.5功能的纱窗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市售的纱窗孔径较大，对于细颗粒

物的过滤能力有限，难以起到有效防护。而一些新型的纤维纱窗，其透气性和透明度则较

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缺陷，提供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

明纱网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将高分子聚合物溶于溶剂中，48～55℃搅拌溶解1.5～2.5h，制得高分子聚合

物的浓度为6～20wt％的纺丝液，该高分子聚合物为聚酰胺、聚氨酯、聚丙烯腈或聚乙烯醇，

溶剂为二甲基甲酰胺、六氟异丙醇和甲酸中的至少一种；

[0008] (2)用上述纺丝液通过静电纺丝在尼龙纱网基底上制备纳米纤维膜，得复合纱网，

上述静电纺丝的具体参数为：纺丝时间2～3min，输出电压40～80kV，接收距离为10～50cm，

纺丝温度为室温，湿度为30～70％，采用金属圆柱电极进行静电纺丝；

[0009] (3)将上述复合纱网在65～75℃的热空气中干燥1.5～2.5h，自然冷却到室温，制

得PM2.5细颗粒过滤效率70～95％、透明度40～80％的所述透明纱网。

[001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步骤(1)为：将高分子聚合物溶于溶剂中，

50℃搅拌溶解2h，制得高分子聚合物的浓度为7～12wt％的纺丝液。

[001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溶剂为二甲基甲酰胺或六氟异丙醇与甲酸

的混合溶剂。

[0012]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混合溶剂中，六氟异丙醇与甲酸的体积比为2:5。

[0013]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纺丝时间为2min。

[001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输出电压为70～80kV。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接收距离为12～1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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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湿度为35～65％。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步骤(3)为：将上述复合纱网在70℃的热空

气中干燥2h，自然冷却到室温，制得PM2.5细颗粒过滤效率70～93％、透明度45～80％的所

述透明纱网。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本发明以尼龙纱网作为基底，利用静电纺丝技术在纱网上制备纳米纤维，然后

对透明纱网进行干燥处理，制得产品，本发明的工艺简单，所制备的纳米纤维膜的纤维直径

小，纤维膜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且具有高透明度。

[0020] 2、本发明制备的透明纱网透明度高，透气性好，并且对PM2.5细颗粒具有较高的过

滤效率，是室内空气过滤领域的优良选材。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透明纱网的纳米纤维膜SEM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透明纱网的纳米纤维膜的纤维直径分布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透明纱网的过滤效率测试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描述。

[0025] 实施例1

[0026] 将7g聚丙烯腈加入到93g二甲基甲酰胺中，并在50℃条件下充分搅拌2h得到质量

分数为7wt％的PAN/DMF纺丝溶液。将该溶液倒入装有金属圆柱电极的槽内，以尼龙纱网作

为基底，在输出电压为70Kv、接收距离为14cm、温度为30℃、湿度为35％的条件下进行静电

纺丝，纺丝2分钟后得到具有纳米纤维膜的复合纱网。将该复合纱网在70℃热空气中干燥

2h，而后自然冷却到室温，最终得到过滤效率为95％、透明度为75％的透明纱网。

[0027] 本实施例的透明纱网上的纳米纤维膜的微观形貌如图1所示，纤维直径分布如图2

所示，该透明纱网的过滤效率测试结果如图3所示。

[0028] 实施例2

[0029] 将7g聚丙烯腈加入到83g二甲基甲酰胺中，并在50℃条件下充分搅拌2h得到质量

分数为7wt％的PAN/DMF纺丝溶液。将该溶液倒入装有金属圆柱电极的槽内，以尼龙纱网作

为基底，在输出电压为70Kv、接收距离为14cm、温度为30℃、湿度为35％的条件下进行静电

纺丝，纺丝1分钟后得到具有纳米纤维膜的复合纱网。将该复合纱网在70℃热空气中干燥

2h，而后自然冷却到室温，最终得到过滤效率为90％、透明度为80％的透明纱网。

[0030] 实施例3

[0031] 将10g聚丙烯腈加入到90g二甲基甲酰胺中，并在50℃条件下充分搅拌2h得到质量

分数为10wt％的PAN/DMF纺丝溶液。将该溶液倒入装有金属圆柱电极的槽内，以尼龙纱网作

为基底，在输出电压为70Kv、接收距离为12cm、温度为30℃、湿度为35％的条件下进行静电

纺丝，纺丝2分钟后得到具有纳米纤维膜的复合纱网。将该复合纱网在70℃热空气中干燥

2h，而后自然冷却到室温，最终得到过滤效率为80％、透明度为75％的透明纱网。

[0032]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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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将12g聚丙烯腈加入到88g二甲基甲酰胺中，并在50℃条件下充分搅拌2h得到质量

分数为12wt％的PAN/DMF纺丝溶液。将该溶液倒入装有金属圆柱电极的槽内，以尼龙纱网作

为基底，在输出电压为70Kv、接收距离为12cm、温度为30℃、湿度为35％的条件下进行静电

纺丝，纺丝2分钟后得到具有纳米纤维膜的复合纱网。将该复合纱网在70℃热空气中干燥

2h，而后自然冷却到室温，最终得到过滤效率为70％、透明度为65％的透明纱网。

[0034] 实施例5

[0035] 按体积比配置5:2的甲酸、六氟异丙醇混合溶剂，将10g聚酰胺66加入到90g混合溶

剂中，并在50℃条件下充分搅拌2h得到质量分数为10wt％的纺丝溶液。将该溶液倒入装有

金属圆柱电极的槽内，以尼龙纱网作为基底，在输出电压为80Kv、接收距离为12cm、温度为

30℃、湿度为65％的条件下进行静电纺丝，纺丝4分钟后得到具有纳米纤维膜的复合纱网。

将该复合纱网在热空气中干燥2h，而后自然冷却到室温，最终得到过滤效率为93％、透明度

为45％的透明纱网。

[0036]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知，本发明的技术参数在下述范围内变化时，仍能获得与

上述实施例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效果，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7] 一种具有PM2.5细颗粒过滤功能的透明纱网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将高分子聚合物溶于溶剂中，48～55℃搅拌溶解1.5～2.5h，制得高分子聚合

物的浓度为6～20wt％的纺丝液，该高分子聚合物为聚酰胺、聚氨酯、聚丙烯腈或聚乙烯醇，

溶剂为二甲基甲酰胺、六氟异丙醇和甲酸中的至少一种；

[0039] (2)用上述纺丝液通过静电纺丝在尼龙纱网基底上制备纳米纤维膜，得复合纱网，

上述静电纺丝的具体参数为：纺丝时间2～3min，输出电压40～80kV，接收距离为10～50cm，

纺丝温度为室温，湿度为30～70％，采用金属圆柱电极进行静电纺丝；

[0040] (3)将上述复合纱网在65～75℃的热空气中干燥1.5～2.5h，自然冷却到室温，制

得PM2.5细颗粒过滤效率70～95％、透明度40～80％的所述透明纱网。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

依本发明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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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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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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