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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耐高温除尘滤料除尘效率高,在工业烟气除尘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综述了6种有机耐高温纤维滤料和4种

无机耐高温滤料的性能,介绍了各种纤维滤料的优缺点及其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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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力度不断加大,

2015年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部分地区、新建

企业实现超低排放[1],颗粒物排放浓度由原来的30-
50mg/m3降低到5-10mg/m3。袋式除尘器对粉尘

尤其是超细颗粒粉尘具有很好的捕集能力,正逐步取

代电式除尘,其市场份额逐年增加,被广泛应用于燃煤

发电、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2-3]。而除尘滤料正是

袋式除尘器的核心,其性能直接决定了袋式除尘器的

除尘效果。由于袋式除尘的应用环境大多处于高温烟

气的环境中,因此对耐高温滤料的研究引起了业界的

广泛关注。
根据烟气的温度范围,纺织滤料领域将滤料分为

中低温滤料(90-140℃),中高温滤料(140-200℃),
高温滤料(200-300℃)及特高温滤料(300℃以上)4
大类;而在工业上将260℃以上的气固直接分离滤料

称为高温除尘滤料[4-5]。本文对各种耐中、高温以上

的除尘滤料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各种耐高温有机及无

机纤维滤料的性能和特点,为开发新型耐高温滤料提

供一定帮助。

1 耐高温有机纤维滤料

耐高温有机纤维具有纤维强度高、耐腐蚀性能好,
柔韧性能和可纺性优良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除尘滤

料中。目前用于工业除尘滤料的耐高温纤维主要有聚

苯硫醚(PPS)纤维、聚四氟乙烯(PTFE)纤维、聚酰亚

胺(PI)纤维、间位芳纶(PMIA)纤维、芳砜纶和预氧化

纤维等。

1.1 聚苯硫醚滤料

聚苯硫醚(PPS)纤维的分子链主要由硫和苯环交

替连接,是一种线性的高分子聚合物。纤维的结晶度

高,具有较好的耐高温特性和优异的耐酸、碱腐蚀特

性。PPS纤维滤料具有很好的抗水解性能,常用于高

湿的烟气中,综合性能优异[6]。PPS滤料的最大缺点

是耐氧化性差,在NO2、NO和臭氧的环境下PPS滤料

会加速老化,其使用寿命下降明显[7-9],建议在含氧量

小于14%的烟气环境中使用[10]。PPS滤料的连续使

用温度为190℃,瞬间使用温度为210℃。目前广泛

应用于燃煤电厂、垃圾焚烧炉、医院焚烧炉等高温烟气

过滤。

1.2 聚四氟乙烯滤料

聚四氟乙烯(PTFE)纤维是全氟化的直链高聚物,
由四氟乙烯单体聚合制得,被称为“塑料之王”。聚四

氟乙烯纤维具有优异的耐化学腐蚀性能,对常见的酸、
碱和有机溶剂均具有很好的抵抗能力,即使浸泡在浓

H2SO4、浓HNO3中仍能保持其机械性能。聚四氟乙

烯纤维滤料是目前耐温性和耐化学性能最好的一种有

机滤料,在高温和腐蚀性气体中的使用寿命长[11];其
连续工作温度为260℃,瞬间耐温可达300℃[12]。同

时聚四氟乙烯纤维的摩擦系数低,滤料的清灰性能优

异。采用聚四氟乙烯纤维微孔型膜材与普通针刺毡基

料进行复合,可以制成PTFE覆膜滤料[13]。该滤料具

有过滤精度高,清灰性能优异的特点。聚酰亚胺滤料

的优异性能使其在高温、高腐蚀性和含油含水等特殊

烟气过滤中应用广泛,成为垃圾焚烧高温烟气过滤领

域中理想的过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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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聚酰亚胺滤料

聚酰亚胺(PI)纤维主链含有酰亚胺基团,具有高

模量、高强度和耐高温的特点[14]。PI纤维独特的三叶

瓣状纤维截面使其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提高了捕尘

效果。其滤料长期使用温度为230℃,瞬间使用温度

达到260℃,耐温性能优异。PI滤料的耐酸性能很好,
耐碱性能一般,抗氧化性能很好优于PPS滤料。PI滤

料的最大缺点是抗水解性能差[15]。PI滤料主要应用

于低含硫量的炉窑中,如水泥生产线窑尾的烟气除尘

中。

1.4 间位芳纶滤料

间位芳纶纤维即芳纶1313纤维(间苯二甲酰间苯

二胺,PMIA),其分子链主链由苯环酰胺键组成,具有

良好的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和阻燃性。PMIA纤维

的极 限 氧 指 数 为 28% ~32%,属 于 难 燃 纤 维[16]。

PMIA滤料的长期使用温度为200℃,瞬间耐温达到

240℃,耐温性能优于PPS滤料。间位芳纶滤料的力

学性能、耐碱性良好,优于芳砜纶纤维[17]。间位芳纶

滤料广泛应用于燃煤电厂、钢铁行业及沥青搅拌等高

温烟气除尘领域。

1.5 芳砜纶滤料

芳砜纶学名为聚砜酰胺纤维(PSA),属于芳香族

聚酰胺纤维,是由我国开发的一种耐高温合成纤维。

PSA纤维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257℃,可在250℃的

条件下长期使用。其阻燃性优异,极限氧指数达到

30%[18]。PSA滤料的耐酸性能、抗氧化性能良好,主
要应用于水泥生产线的窑头和窑尾,以及钢铁行业的

高温烟气除尘[19]。

1.6 PAN预氧化纤维滤料

聚丙烯腈(PAN)预氧化纤维是由PAN 长丝在

180-300℃的高温下,经空气氧化获得的。预氧化纤

维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其极限氧指数达到45%,是一

种不燃纤维。预氧化纤维耐酸碱腐蚀性能良好[20],但
预氧化纤维的卷曲少、脆性大、可纺性差;可以与其他

的耐高温纤维进行混合成网,制备针刺毡。同时采用

耐高温的纤维基布来进行增强,可提高滤料的力学性

能。预氧化丝滤料可应用于PPS滤料无法使用的高

温烟气除尘中[21]。

2 耐高温无机纤维滤料

相对于有机纤维来说,无机纤维在耐温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势,可以突破有机纤维的使用温度极限,而且

价格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滤料行业中常用的无机纤

维材料主要有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陶瓷纤维和金属

纤维。

2.1 玻璃纤维滤料

玻璃纤维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氧化钙、氧化铝

及其他的金属氧化物。玻璃纤维的强度高,除氢氟酸

外,耐酸、碱腐蚀性较好[22]。玻纤滤料具有极好的耐

温性能,能够在高达280℃的环境下长期使用,尺寸稳

定性好。其中高硅氧玻纤滤料的连续工作温度可达

900℃。玻纤滤料的缺点是脆性大、不耐折,且耐磨性

差;因此玻纤滤料不宜采用脉冲或机械振动的清灰方

式[23]。

2.2 玄武岩纤维滤料

玄武岩纤维是由玄武岩矿石在1500℃温度下熔

融拉丝而成的矿物纤维。玄武岩纤维的断裂强度高,
耐酸碱,耐水、耐氧化性好,为不燃纤维[24]。玄武岩纤

维滤料具有很好的耐温性能,工作温度达300℃,极限

温度达到860℃。同玻纤类似其滤料的耐折性差,不
能采用脉冲或振荡的清灰方式。玄武岩纤维滤料主要

用于钢铁、化工等工业烟气除尘[25-26]。

2.3 陶瓷滤料

陶瓷纤维的种类较多,有石英纤维、碳化硅纤维和

氧化铝纤维等。陶瓷纤维的耐高温性能优异且热稳定

性好,如3M公司生产的ABS纤维滤料可以在760℃
条件下连续地工作[27];而且陶瓷滤料的化学稳定性优

异[28]。陶瓷滤料有纤维毡和烧结多孔陶瓷膜两种,其
中纤维毡的抗震性能好,不易破损,但是过滤精度比较

低。烧结陶瓷膜的过滤精度比较高,但其延展性和抗

热震性能较差。陶瓷滤料主要应用于炉窑工业等高温

作业场所[29]。

2.4 金属纤维滤料

用于滤料的金属纤维主要有304、316、310S不锈

钢、铜基合金、铁铬铝(FeCrAl)、GH30高镍合金和

GH4高温合金等[30],通常采用烧结工艺或针刺工艺制

备各种金属纤维烧结毡、针刺毡。金属纤维滤材的耐

温性能优异,可在600℃高温下连续工作。滤料的机

械强度高、耐腐蚀性能好,可采用脉冲清灰,加工性和

抗热震性优于陶瓷纤维滤料。金属滤料广泛应用于煤

气化工艺中的高温煤气除尘净化、高温活化炉过滤器

等领域[31]。

·2· 纺织科技进展            2019年第1期     




3 结语

耐高温除尘滤料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范围广泛,
对节能减排和大气治理意义重大。有机纤维柔韧性

好,其滤料的可加工性能好,过滤精度高,适用性广;无
机纤维滤料的价格较低,使用温度高,可以用在有机纤

维滤料无法满足的高温工况环境下。但无机纤维滤料

的过滤精度和产品的耐用性方面不如有机纤维滤料。
因此可以采用复合工艺,结合各种纤维的优势,取长补

短,将有机纤维与无机纤维进行复合,开发出综合性能

优异的新型耐高温复合纤维滤料,为我国高温烟气净

化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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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设置样卡

图5 纹版文件          图6 织物小样

3 结语

将防蚊虫叮咬纱线作纬纱之一织入无缝提花墙

布,开发防蚊虫墙布使其具有防蚊虫效果,是一种有效

的防蚊虫方法。采用Photoshop软件制作多层次墙布

底纹,再用强大的纹织CAD60软件对图案进行手工分

色,设置纹针组织表,用纬面缎纹组织和经面缎纹组织

配置组织,设置样卡生成纹版后即可织成织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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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Anti-mosquitoJacquardWallClothbyView60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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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anti-mosquitoyarnwaswovenintotheseamlessjacquardwallclothasweftyarn,sothatthewallclothhadthean-
ti-mosquitofunction.Theanti-mosquitoyarnwasusedasweftyarn.ThroughusingtheweaveCAD60software,thecolorwassepara-
tedbyhand,theneedleweavetableandthesamplecardwasset,thepatternwasproducedandwovenintosmall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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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fHighTemperatureResistant
Dust-removalFilter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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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hightemperatureresistantdust-removalfiltermediahadhighdust-removalefficiency,andwaswidelyusedindust
removalofindustrialfluegas.Thepropertiesofsixkindsoforganichightemperatureresistantfiberfiltermediaandfourkindsofin-
organichightemperatureresistantfiltermediawerereviewed.Theadvantages,disadvantagesandapplicationfieldsofvariousfilter
mediawere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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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ofCoatingRemovingMethodsforCommonCoatedFabrics
GUANWen-jun,LUKai-xin,DA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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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ivekindsofcommonsolventsincludedDMF,cyclohexanone,acetone,THFandethylacetatewereusedtotreatthe
polyurethanecoating,polyacrylatecoatingandpolyvinylchloridecoating.Theirsolubilityandtheeffectofseveralsolventsonfabric
basecomposition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DMFhadthebestremovaleffectonpolyurethanecoating.Cyclohexanone
hadthebestremovaleffectonpolyacrylatecoating.THFhadthebestremovaleffectonpolyvinylchloridecoating.Inthetreatment
process,thesesolventshavelittleeffectonthecommonpurecotton,polyester,polyester-cottonblendsandnylonfabricbasecloth.

Keywords:polyurethanecoatedfabric;polyacrylatecoatedfabric;PVCcoatedfabric;coatingre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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