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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静电在空气净化器中的应用形式和原理。着重阐述了静电与纤维过滤结合的空气过滤材料在空气净

化器中的应用,分析了影响电场增强纤维过滤技术的影响因素,并指出了静电纤维过滤材料在空气净化领域的应用前景

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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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气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空气质

量显著降低。人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因
此室内空气的净化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给空气净化器

以及空气过滤材料带来了潜在的市场[1]。空气净化器

一般是通过风机加速室内空气流动,采用循环过滤吸

附的方法,处理室内漂浮的尘粒、病毒、细菌、有害气体

等污染物,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2]。在电器发明之前,
人们很早就发现静电有吸附微小物体的性质,静电力

作用在捕集空气中微细粒子时非常有效,于是不断有

人考虑使用各种方法在空气净化器或滤材中施加静

电,以此提高对空气的净化程度[3]。本文对静电在空

气净化器中的应用形式及特点进行了分析,旨在为空

气净化领域的产品和技术开发带来一些参考。

1 静电在空气净化器中的应用形式

静电学认为,电荷是带电的质点,在自然界中只存

在2种电荷,即正电荷与负电荷,同性电荷相互排斥,
异性电荷相互吸引。物体上不发生移动的电荷叫做

“静电”,而发生一定移动的电荷叫做“动电”[4]。根据

库仑定律[5],2个静止点电荷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力叫

做库仑力,可以根据公式1得到,并且由此可以看出,
点电荷之间库仑力F 的大小与电荷量以及电荷距离

r、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ε0 有关。

F=
1
4πε0

q1q2
r2

(1)

  20世纪以来,静电吸附效应除了广泛应用于工业

静电除尘器中,在工业过滤除尘以及空气净化的过滤

材料中也得到一定的应用[6],由于工业除尘和空气净

化均属于不同工况下的空气过滤范畴,因此在除尘过

滤的方式和机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目前市场上空气净化器种类很多,但主流的空气

净化器产品可分为3类[7-9],即滤网过滤式、静电吸附

式、过滤+静电式。在空气净化器中,除了使用滤网以

及纤维过滤材料等机械过滤式之外,静电也经常被应

用到,形成静电式空气净化器;静电吸附与纤维过滤结

合,可得到纤维静电过滤材料,由于静电的施加与应用

方式不同,根据使用过程中是否有外接电源,分为有源

式静电过滤材料和无源式静电过滤材料。因此,静电

空气净化器可以分为3类:即静电净化器、有源静电过

滤器、无源静电过滤器。

1.1 静电空气净化器

静电空气净化器是使颗粒带电,然后通过静电吸

附将该颗粒捕获到带相反电荷或接地的收集板上。这

类高压静电型空气净化器有2种,一种是空气在正、负
电极之间由于库仑力作用而产生运动(形成离子风),
不需要使用电机增加空气流动;另一种则是需要通过

电机带动空气的定向运动。对于这一类不带过滤装置

的净化器,只需要一个电离负离子的发生器就可具备

去除颗粒的功能,因此无需更换滤网[10]。

1.2 有源静电过滤器

有源静电过滤器是在高压静电净化器中增加了过

滤网或者过滤材料。对于有源静电过滤式净化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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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空气流经的路径,主要包括前置滤网、电离极、集
尘极、风扇、后置滤网。待净化的空气在风机的作用下

经过前置滤网的过滤后进入集尘装置,在集尘装置上

加上高压直流电压,采用正极作为放电极,使空气中的

污染颗粒物被电离而带上正电荷,带电颗粒在库仑力

的作用下,从空气中分离出来,沉积在集尘极板上。后

置滤网一般为活性炭材料,去除臭氧以及其他异味气

体。这种静电空气净化器和工业上的静电除尘原理十

分相似,都是通过电晕极与集尘极之间的静电场来吸

附颗粒物,只是工业上一般采用负压电晕放电,而室内

静电式空气净化器多采用正压电晕放电,可以减少臭

氧的产生,降低二次污染[12]。电离和集尘通常采用高

压直流电源,电压一般为6~15kV。
此外,另一种有源式静电过滤器是将纤维电介质

过滤材料放置在2个电极之间的静电场中,利用电极

之间电压差产生的静电场的吸附作用或者静电场将介

质纤维以及颗粒极化,从而提高静电捕集效率[13]。通

常,这种电介质材料需要具备较高的阻抗和一定的储

电能力。Jae-KeunLee等[14]根据这种形式设计了静

电增强空气过滤器(Electrostaticallyaugmentedair
filters,简称EAA),但在前端增加了正极预荷电器(场
强为4.7kV/cm),使颗粒物带电;静电场增强过滤器

的2个电极由金属网构成,中间填充纤维滤料,其中一

极接入直流高压电(1kV),另一极接地;通过组装设备

测试过滤效率,结果显示,在2.5m/s风速下,对1.96

μm颗粒的过滤效率可达92.9%,静电增强空气过滤

器还能大大提高对室内香烟烟雾的去除。但是,该研

究仅探讨了外电静电场施加与否对过滤效率的影响,
并未探究电场强度及纤维内部带电情况对过滤性能的

作用。
这种电极一旦断电后,由于纤维层不能存储电荷,

电荷会立即消失,使得过滤效率急剧 下 降。因 此,

Chun等[15]也利用这种电极结构制备了一种高效的空

气净化器,在两层金属网电极之间填充一层不同种类

的纳米纤维材料(PAN、PVA、PS),通过施加不同电

压,测试过滤效率,并研究了不同目数的金属网电极的

影响;结果显示,金属网的孔径较大,对小颗粒物的过

滤几乎无影响;静电场的施加对过滤效率提升有一定

作用,在2kV的外接电压下,对PM2.5的过滤效率可

达98.41%,对PM10的过滤效率达98.72%。但是,
由于静电纺纤维材料本身过滤阻力大,因此静电场的

施加对不同材料的过滤效率提升差异并不明显。
当外接电压达到一定值后,电场强度可以使空气

电离甚至导致纤维极化。由于纤维大分子的极化,无
数个静电场源在纤维之间形成,荷电纤维与颗粒物之

间静电吸附作用导致了过滤效率的显著提高[16]。然

而,持续增加电压,驻极材料可能会被电击穿,引起电

火花或形成电流,因此可施加的电压值受到限制[17]。

1.3 无源静电过滤器

无源静电过滤器是一种被动的静电过滤器(Pas-
siveeleetrostaticfilter),在制成过滤器之前,将静电施

加到纤维材料中,形成纤维静电过滤材料,也称驻极体

纤维过滤材料[18-19]。通过静电驻极的空气过滤材料,
能以较低的能耗实现很高的捕获效率,同时兼具静电

除尘低阻力的优点,广泛应用于高效洁净过滤材料中。
驻极体纤维过滤材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滤效

率和阻力的相互矛盾,但是,驻极体过滤材料存在着不

可避免的静电衰减问题,仍然是高效过滤材料的重点

研究方向。

2 影响电场增强纤维过滤材料过滤性能的因素

电场增强纤维过滤材料最早是在工业除尘中进行

研究的,然而,对于高浓度的工业烟尘净化的应用却很

少,其原因是工业烟尘成分复杂,不同领域排放的粉尘

性质不同,易燃成分遇静电容易发生爆炸,造成滤袋烧

伤,从而限制了其应用与发展。即便如此,其过滤除尘

的静电原理仍适用于室内低浓度气体污染物的净化,
因此在空气净化器中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通过前人

总结的试验研究经验可发现,静电-纤维过滤的影响

因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2.1 纤维过滤材料

过滤材料的结构对静电增强作用有很大影响,文
献[20]表明,由于高效滤料中纤维分布密实,静电作用

对高效滤料的效果最显著;但目前关于纤维的材质以

及电学性能对静电增强纤维过滤性能影响的研究报道

甚微。

2.2 应用环境

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应用环境十分复杂,预荷电与

否、尘粒性质、相对湿度、过滤风速等对粉尘的过滤效

果有很大影响。研究表明:颗粒经过预荷电处理,荷电

粉尘接近纤维时,诱导纤维感应带电,产生较强的电

场,因而捕集能力增加,纤维过滤效率明显提高;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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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电阻低,相对湿度高均有利于静电过滤的改善;过滤

效率随过滤风速变化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2.3 电极材料

电极材料的性质、形状以及电极与滤袋的布置形

式对静电增强纤维过滤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电场的形成

方式不同。对电场增强纤维过滤来说,主要是依靠静

电场作用来提高过滤效率。若纤维层内外由金属网夹

持,内侧金属网接地,外侧金属网上施加高压静电,在
纤维层间形成外加电场;这种电极形式具有电压小、场
强高、不易产生电荷积累的特点[21];但是这种电极一

旦断电后,由于纤维层不能存储电荷,电荷会立即消

失,使得过滤效率急剧下降。

3 结语

静电吸附作用在空气过滤中有巨大作用,在静电

除尘器中,只有带电粒子才能被捕集,而静电与纤维过

滤结合,由于带电纤维使粒子产生极化现象,因此,即
使不带电粒子也能被捕集。在静电技术基础上,结合

合成纤维过滤材料的结构及介电性质,运用电场增强

纤维过滤的方法,通过改变电极材质、结构、布置方式

等,使得纤维电介质材料长期保持高效的带电状态,可
能是一种能有效解决驻极体过滤材料静电衰减的长效

静电过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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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七溪流水,十里青山”滋养下的常熟花边,历经百

年沉浮变迁仍倔强屹立,它那优美的图案、巧妙的针法

和细腻精致、变化多端的艺术手法不能不令人叹服。
常熟花边技艺要求手法细腻、针法娴熟、构思精巧、颜
色和谐,既要坐得住又要绣得快还要图案美,在一针一

线的穿插游走中,在钩织雕扣的腾挪跳跃中,一幅幅精

美的花边作品次第呈现在世人眼前,在满足人们装饰

实用的同时,也让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常熟花边在

常熟扎根、发展壮大,历经百年,成为常熟民间手工技

艺高超的佼佼者和代表者,是常熟一道亮丽的城市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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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Jia-li,RENLi-hong*

(ChangshuInstituteofTechnology,Suzhou215000,China)

  Abstract:ChangshulacewasafamoushandicrafttreasureinChangshucity,whichwasgoodatcarving.TheneedleworkofChan-

gshulacewasbasedonartisticbeauty.Throughthemixeduseofthetechniquesofbuckleneedle,bucklecarvingneedle,wrapneedle,

snatchneedleandswimneedle,thecultureandartofChangshulacehadcontinuedtoflourish.Thecolormatchingandapplicationof

patternsonlacewereanalyzed.Basedontheresearchofmonochromeembroidery,colorembroideryandpatchembroidery,itwasbe-

lievedthatthefabric,pattern,composition,color,stitchandotheraspectsneedtobecoordinatedanddevelopedasa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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