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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对纳米纤维复合滤材过滤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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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然气输送过程中，
需采用净化手段分离其中的液体杂质，
但目前净化用聚结滤芯的过滤性能
尚有待提高。为此，
采用复合纳米纤维的方式研发新型过滤材料，
利用滤材实验装置在 0.1~0.5 MPa
压力范围内对 4 种复合滤材的渗透性能及气液过滤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复合滤材的达西系
数均随纳米纤维面密度增大而降低，其中高渗透性基材复合纳米纤维后，其达西系数下降幅度更为
明显；操作压力升高将导致滤材结构出现压缩，使得达西系数与非达西系数的相互关系发生改变；
在复合纳米纤维后，滤材过滤效率得到提高，但压降也相应增大，在纳米纤维面密度相同时，疏油型
滤材压降变化较亲油型滤材更为显著，面密度过大将造成压降过高，导致滤材综合性能降低。研究
成果可为天然气净化用滤材的选型提供参考。（图 10，表 1，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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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is required to separate the liquid impurities of natural gas during its transportation. However,
the filtration performance of coalescing filter element used for natural gas purification at pres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new filtering materials were developed by a nanofiber composite method. Besides, the permeability and gasliquid filtr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4 types of composite filtering materials were test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devices under the
pressures from 0.1 MPa to 0.5 MP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rcy coefficient of the composite filtering materials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surface density of nanofiber, and more significant decrease is observed after the substrate with high
permeability is composited with the nanofiber. Meanwhile, the increasing of operating pressure can lead to the compression
of filtering material structure, which further results in the change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rcy coefficient and
non-Darcy coefficient. Moreover, the filtration efficiency of filtering materials is improved after compositing with nanofiber, but
the pressure drop also increas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ame surface density of nanofiber, the pressure drop in oleophobic filtering
material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oleophilic filtering material. Hence, too high surface density will result in excessive pressure
drop, further causing the redu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filtering materials. Gener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filtering materials for natural gas purification. (10 Figures, 1 Table, 19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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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气长距离管道输送、离心式压缩机轴端干

材对气体中的液体杂质进行过滤分离，以保证核心动

气密封、压缩空气净化等工艺过程中，通常采用纤维滤

力设备的长周期安全运行[1-2]。实际工业过程中滤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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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服役于高压环境，但现有纤维滤材的性能检测及研
[3-5]

究仍主要在常压条件下开展

综上，现阶段缺乏有关压力对微纳米复合滤材过

。由于压力升高将使

滤性能的研究。在此，以工业中常用的玻璃纤维材料

气体的密度、黏度等物性参数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气体

为基材，通过静电纺丝方式在基材表面复合聚丙烯腈

在纤维内的流动状态，常压下测试结果与实际滤材运

纳米纤维，以压缩空气为实验介质，在 0.1~0.5 MPa

行效果存在差异。现场调研结果表明，实际高压下的

压力范围内，利用滤材过滤性能检测装置探究不同纳

滤材过滤效率通常低于常压下的结果。为提高过滤性

米纤维面密度复合滤材的渗透性能及润湿压降随压力

能，较为有效的方法是于常规微米级纤维滤材表面复

的变化规律，以期为天然气净化用新型过滤材料的研

合纳米纤维，利用纳米纤维尺寸小、比表面积大的特

发提供数据支持。

点，增强滤材对液滴的拦截能力。
静电纺丝法是制备纳米纤维常用的方法之一。此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方法以高电压作用于聚合物溶液，使其带电后喷射至
基材表面固化形成纳米纤维丝[6-7]。Patel 等[8]在微米
玻璃纤维滤材中加入不同直径的尼龙纳米纤维制成

实验所用基材为两种亲油型（A、B）与两种疏油型

复合滤材，结果表明当加入的纳米纤维直径为 100 nm

（C、D）玻璃纤维滤材（表 1）
，
滤材克重及填充密度根据

时，配合聚丙烯纤维排液层，可使复合滤材具有最佳的

滤材的质量、
表面积、
表观体积及纤维密度计算获得。

[9]

表1

过滤性能。陈锋等 研究表明，复合滤材的过滤效率
与压降均随纳米纤维层面密度的增大而增加，复合滤

实验用基材物性参数表

滤材 平均厚度/mm 克重/（g · m-2) 填充密度

接触角/（°
）

A

0.50

81

0.062

57

考察了不同纺丝参数

B

0.59

104

0.068

67

下制备的复合滤材的过滤性能，发现复合滤材的纤维

C

0.57

87

0.059

92

D

0.39

79

0.078

110

材中的纳米纤维添加量存在一个最优值，且宜选用直
[10]

径较小的纳米纤维。齐强强等

尺寸与纤维层孔径越小，其稳态下气液过滤效率越高，
但纳米纤维层的加入使滤材阻力有所增加。上述研究

采用文献 [10] 中的静电纺丝装置在基材上复合

均在常压下进行，有关高压下微纳米复合纤维滤材过

纳米纤维（图 1）
。分别选用聚丙烯腈（Polyacrylonitrile，

滤性能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PAN）和N,N-二 甲 基乙 酰 胺（Dimethylacetamide，

部分学者针对高压下常规滤材过滤性能开展了
[11]

DMAC）作为溶质与溶剂，
按一定比例混合后，
在室温下

研究了聚酯、聚丙烯等 4 种纤

搅拌 24 h 制成质量浓度为 0.12 g/mL 的纺丝溶液。将

维滤材在 93~693 kPa 压力范围内的渗透特性，结果

溶液装入推注器，由针头喷出，产生的纳米纤维丝附着

显示滤材在该范围内未发生形变，其渗透系数基本保

于接收滚筒上的基材表面，而后将材料由滚筒上取下，

研究。Innocentini 等

[12]

持不变。Chang 等

对比了 0.1 MPa 与 11 MPa 压力

下滤芯的渗透性及高压实验前后滤材参数变化情况，

并在纳米纤维膜表面再覆盖一层基材以保护纳米纤维
层[15]，
最终形成复合滤材。

发现高压下的滤材渗透系数显著低于常压结果，说明
滤材在高压工况下存在较大形变，且高压实验后玻璃
纤维滤材平均孔径有所增加，但纤维直径未出现明显
改变。王润鹏等[13]在 0.1~0.7 MPa 压力下进行了气
液过滤实验，结果表明压力升高将增强液滴对滤材的
润湿程度，使得疏油型滤芯排气侧滤材内液体含量增
大，但压力对亲油型滤芯压降及饱和度影响很小。刘
震等[14]考察了不同天然气滤芯在高压天然气输送管
道中的实际性能表现，发现高压工况下纤维滤材普遍

图1

静电纺丝设备组成示意图

制备过程中设置推注器前端针头与滚筒中心线

存在压缩现象，运行一段时间后滤芯整体过滤性能出

间距为 15 cm，正、负电压分别设定为 12 kV、-2 kV，

现下降。

推注速度为 0.12 mm/min。纺丝过程中保持环境温度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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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15 ℃，相对湿度为 16％~20％。调整纺丝时

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静电纺纳米纤维的微观

间分别为 10 min、
20 min、
30 min、
40 min，根据纺丝质

结构，通过 Image pro plus 软件分析纤维尺寸分布

2

量 及 面 积 求 得 纳 米 纤 维 面 密 度 依 次 为 0.37 g/m 、 （图 2），可见纳米纤维分布较均匀，纤维直径主要分布
0.74 g/m2、1.11 g/m2、1.48 g/m2。利用 SU8010 型冷场

于 120~180 nm 范围内。

（a）纳米纤维微观形貌

（b）纳米纤维直径分布
图2

1.2

静电纺丝纤维微观形貌及直径分布图

实验方法

持装置内测试滤材，在不同气体流量下测定滤材压降，

参照 GB/T 30475.1—2013《压缩空气过滤器 试验

进而得到滤材渗透系数。为避免数据的偶然性，每组

方法 第 1 部分：
悬浮油》搭建过滤性能实验装置（图 3）
，

实验重复 3 次。实验过程中，采用 AST10-DX 流量控

操作压力可于 0.1~0.5 MPa 内调节。首先对滤材进

制器调节气体流量，同时利用 3051CD 差压变送器测

行渗透性实验，常压气体或压缩空气通过管路流经夹

量滤材压降变化。

图3

滤材过滤测试装置示意图

当 开 展 气 液 过 滤 实 验 时，依 次 选 取 0.1 MPa、

效率。实验选用癸二酸二辛酯为气溶胶发生液体，其

0.25 MPa、0.4 MPa 作为操作压力，控制各压力下滤材

在常温下的密度为 912 kg/m3、动力黏度为 0.023 Pa · s。

表观气速为 0.1 m/s。根据 EN 779-2012《一般通风用

各实验条件下保持气溶胶流量为 40 mg/min。

空气微粒过滤器-过滤性能的测定》自制气溶胶发生
器，产生的雾化液滴与气体混合后进入滤材夹持装置，
夹持装置内放置有效直径 50 mm 的圆盘形滤材。为
防止润湿滤材在气流冲击下破损，在滤材出气侧设置

2

结果与讨论

2.1

复合滤材渗透性

不锈钢支撑网。被滤材捕获的液滴由滤材出气侧排出

各复合滤材压降随纳米纤维面密度变化趋势相

后流入集液瓶内，未被过滤的液滴则随气流通过保护

同，因 此 以 复 合 滤 材 A 为 例 进 行 分 析（图 4），可 见

过滤器及流量控制器后排至大气。常压实验中，可利

随着压力升高，相同面密度复合滤材的压降曲线斜

用扫描电迁移率粒径谱仪分别对滤材上、下游进行采

率逐渐增大，且形状逐渐趋向二次曲线。气体流经

样，检测得到气溶胶浓度及粒径分布，并计算得到过滤

滤材时产生的流动阻力与滤材渗透系数的关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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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4 g/m2

（a）0.37 g/m2

（c）1.11 g/m2
图4

（d）1.48 g/m2

各压力下复合不同面密度纳米纤维的滤材 A 初始压降随表观气速变化曲线

Forchheimer 方程进行描述 [11] ：

复合不同面密度的滤材，其渗透系数 k 1、k 2 将出现不

Δp µ o
ρo
＝ v ＋ v2
L k 1 so k 2 so

（1）

式 中：Δp 为 滤 材 压 差，Pa；L 为 滤 材 厚 度，m；v so 为
2

表观气速，m/s；k 1 为达西渗透系数，m ；k 2 为非达西
渗透系数，m；µ o 为气体黏度，Pa · s；ρ o 为气体密度，
3

kg/m 。
式（1）中滤材的阻力可分为黏性项
性项

Δp
L

int

Δp
L

vis

与惯

两部分：
Δp
L

vis

Δp
L

int

＝

µo
v
k 1 so

（2）

＝

ρo 2
v so
k2

（3）

同程度的改变。
为了得到渗透系数，对式（1）进行整理，并使用
Origin 软件进行抛物线拟合，拟合式为：
2
Δp =av so+bv so

（4）

式中：a 、b 分别为抛物线方程中二次项、一次项系数。
两渗透系数可分别表示为：
Lµ o
k 1=
（5）
b
Lρ
k 2= o
（6）
a
根据滤材初始压降、表观气速、滤材参数及气体
物性，可计算得到不同操作压力下滤材渗透系数。各
复合滤材渗透系数变化规律一致，此处以滤材 A、B
为例（图 5），其中面密度为 0 g/m2 代表未复合纳米纤

常压下气体密度较小，惯性作用不明显，黏性作用

维的基材。可见两种滤材渗透系数变化趋势总体相

在阻力中占主导地位，阻力与气速呈线性关系。随着

同，相同面密度下，随着压力的增大，k 1 略有降低。这

操作压力升高，气体密度增大，惯性作用逐渐增强，阻

是压力升高使得滤材压降增大，双层基材贴合更为紧

力曲线呈非线性程度增加。相同压力下，滤材压降随

密所致，不代表滤材内部结构发生改变。两种滤材的

纳米纤维面密度的增加而增大。显然，在相同纺丝操

k 1 均随面密度增大而降低，在压力为 0.1 MPa、复合纳

作条件下，纺丝时间越长，纳米纤维膜致密度越高，将

米纤维面密度为 1.48 g/m2 时，滤材 A、B 的 k 1 平均值

对气体流动形成更大的阻力。在不同面密度下，压力

较基材分别低 57％、38％。但在数值上，滤材 A 的 k 1

升高所造成压降增长的幅度有所不同。由此可推断，

较大，说明滤材 A 具有较高的渗透性。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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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a）滤材 A，

k2
（b）滤材 A，

k1
（c）滤材 B，

k2
（d）滤材 B，

图5

不同面密度复合滤材 A、B 的渗透系数随压力变化曲线

两种滤材的 k 2 在 0.1 MPa 时较高，这是因为常压
下初始压降与表观气速线性相关度较高，拟合后得到
的 k 2 值偏差较大。当压力升高后，惯性作用逐渐突出，
压降曲线的非线性增强，此时拟合得到的 k 2 值较为准
确。因此，后续对 k 2 值变化规律的分析均在非常压条
件下开展。两种滤材的 k 2 随面密度增加逐渐降低，当
复合纳米纤维面密度为 1.48 g/m2 时，滤材 A、B 的 k 2
平均值较未复合纳米纤维时分别降低 48％、25％。由
图6

此可见，渗透性较高的基材在复合纳米纤维后，其渗透

式中：k 1，w 为面密度为 w 时的达西渗透系数，m2；c 、d

性变化更为显著。
为 得到面密度与 k 1 的关系，以面密度为 0.37 g/m2
时各 压 力 下 k 1 平 均 值（k 1，
0.37）为 基 准 进 行 无 量 纲

均为线性拟合系数。
未复合纳米纤维时的达西渗透系数 k 1，0 可表示为：

化 处 理（图 6）。 基 材 A、B、C、D 的 k 1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9.04×10
1.17×10

-12

-12

2

m 、4.95×10

-12

2

m 、10.05×10

-12

2

m、

k 1，0=ck 1，0.37

m 。可见对于具有较低渗透性的滤材 A

具有较高渗透性的滤材 D，其渗透系数受面密度的影
响较小。对图 6 中数据进行拟合，可见 k 1/k 1，0.37 与面密

d w
k 1，w =k 1，0 1- c
0.37

k 1，w
w
=c -d
k 1，0.37
0.37
yqcy.paperopen.com

关系：
10

（7）

（9）

进一步建立各滤材线性拟合系数与 k 1，0 之间的

c =0.94+2.743×1010 k 1，0

度比呈线性关系，且可表示为以下形式：

（8）

代入式（7），则有：

2

与 C，其渗透系数随面密度增加而显著下降。但对于

1206

各滤材 k 1 比与面密度比关系图

d =1.921 7×10 k 1，0
将式（10）、式（11）代入式（9），得：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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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w =k 1，0 1-

1.921 7×1010 k 1，0
10

0.94+2.743×10 k 1，0

w
（12）
0.37

根据 Innocentini 等[16]研究结果，在常压下非达西
系数 k 2 可根据式（13）进行预测：

k 1=exp（-1.715 88 k 1-0.080 93）

（13）

由各复合滤材实验及预测结果（图 7）可见，高压
下渗透系数之间的关系与常压下的预测结果明显不
同。k 1 相同时，高压结果显著低于常压结果，说明压力
（a）0.1 MPa

升高将导致滤材间结构发生压缩形变。对实验结果进
行拟合，得到实验压力范围内 k 1 与 k 2 关系表达式：

k 2=exp（-3.427 k 1-0.056）

（14）

（b）0.4 MPa
图8
图7

复合滤材 A 在不同压力下的过程压降曲线

不同条件下复合滤材 k 1 与 k 2 关系图

利用式（1）、式（14）可即可对不同压力下滤材压
降进行预测，从而为天然气净化用滤材选型提供依据。
2.2

复合滤材气液过滤性能
以复合滤材 A、C 为例，
分别对亲油型及疏油型基

材复合纳米纤维后的气液过滤性能进行分析，测试中
最大滤材复合面密度为 0.74 g/m2，当面密度超过该值
时，滤材将由于压降过高而破损，无法进行有效过滤。
由复合滤材 A 在 0.1 MPa、
0.4 MPa 压力下的过程压降

（a）0.1 MPa

2

曲线（图 8）可见，面密度 0.37 g/m 的复合滤材的压降
变化与基材基本一致；
当面密度增大至 0.74 g/m2 时，压
降在实验初期即出现快速增长，实验结束时稳态压降
已超过 30 kPa，为基材的 6 倍。复合纳米纤维后滤材
渗透系数降低，表明整体滤材孔隙率减小，拦截液体能
力增强。纤维捕获液体后将在纤维之间形成液桥[17-19]，
使气体流动阻力增大。随着纳米纤维复合质量的不断
增加，纤维孔隙度降低将使得毛细作用增强，液体在纤
维之间桥连面积增大，从而导致压降显著升高。
由复 合 滤 材 C 过 程 压 降 变 化（图 9) 可 见，在 各

（b）0.4 MPa
图9

复合滤材 C 在不同压力下的过程压降曲线

压力下，随着面密度的增大，压降逐渐升高。面密度

C 的润湿性不同。液体被亲油纳米纤维捕获后，将在

0.37 g/m2 的复合滤材的稳态压降约为基材的 2 倍，此

气流作用下继续向最后一层滤材运移。由于最后一层

结果与复合滤材 A 不同，其原因在于纳米纤维与基材

滤材 C 为疏油材料，纳米纤维膜内的液体需克服毛细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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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所形成的阻力才能进入后续滤材，由此造成阻力

异。具有较高渗透性的基材，其复合纳米纤维后达西

的骤然增加，约在 10 min 位置处出现压降二次跳跃现

渗透系数下降幅度更为明显。

象。但对于亲油滤材 A，纳米纤维面密度较低时，纳米

（2）高压下达西系数与非达西系数之间的关系发

纤维捕获液体相对较少，且液体无需克服毛细阻力即

生改变，常压条件下所得结果不再适用，采用新得到的

可顺利进入后续滤材，因此未出现压降跳跃现象。

关系式可对更高压力下滤材压降进行预测，为天然气

由于目前商用颗粒检测仪通常仅可在常压条件下

净化用滤材选型提供依据。

使用，且检测粒径范围也有相应要求，因此本实验中仅

（3）疏油型基材复合纳米纤维后将出现压降二次

对 0.1 MPa 压力下各复合滤材性能进行测试。由复合

跳跃现象，导致相同面密度时压降变化较亲油型复合

滤材 A、C 稳态阶段过滤效率（图 10）随粒径变化曲线

滤材更为显著。复合纳米纤维后可大幅度提高滤材过

可见，随着纳米纤维面密度增大，滤材对液滴的拦截能

滤效率，但面密度超过一定程度时将造成压降随操作

2

力逐步提高。当面密度为 0.37 g/m 时，复合滤材 A 与

压力升高而显著增大。当采用复合纳米纤维方式提高

C 的效率较基材分别提高 18％、26％。当面密度达到

过滤性能时，宜选用亲油型滤材作为基材，同时面密度

2

0.74 g/m 时，两种滤材的过滤效率均高于 99％。但面

不宜超过 0.37 g/m2。

密度增加也将显著增大压降，导致使用过程中能耗过

（4）此次实验虽在高压下进行，受限于实验材料及

高，同时滤材破损的风险有所增大，将导致滤材综合性

装置运行条件，实验压力与现场实际情况仍有较大差

能降低。

距，获得的结果仅可作为定性参考。在后续研究中，可
拓宽实验压力范围，尽可能接近工程实际运行条件，对
现有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以期获得更具参考价
值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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