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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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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装备分会标准立项工作情况简报
本刊讯

根据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

备分会 （以下简称防静电分会）2021 年度标准化工
作的统筹规划，防静电分会 2021 年下半年拟订有三
（团体
项标准申请立项——
—《防静电 OA 网络地板》
《防静电
标准）、
《防静电视窗通用规范》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周转器具通用技术规范》
其中，
《防静电视窗通用规范》、
《防静电周转器

申请立项，标准归口单位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
《防静电 OA 网络地板》团体标准由防静电分会
组织申请立项。
有关的征集参编标准编制、启动工作，以及相关
的专家审核评审工作等，待标准申请立项获得批准
后，另行通知。

具通用技术规范》 两项行业标准由防静电分会组织

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十四届全国静电学术年会
在内蒙古召开
本刊讯

由中国物理学会静电专业委员会主

办、内蒙古工业大学承办、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
防静电装备分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十
四届全国静电学术年会，于 7 月 28—31 日，在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全国 53 所高
校、科研院所的近 15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电
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理事长助理董珂
铭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上，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庞晶
教授主持会议。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校长韩永全教
授致欢迎辞，中国物理学会静电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进行。会议共邀请 5 位知名学者作特邀报告，中国工

中石化青岛安工院总工程师刘全桢研究员，中国电工

程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静电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委

技术学会等离子体与应用专委会主任、中科院电工所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刘尚合教授，中国

邵涛研究员，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

电工技术学会等离子体及应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

理事长助理董珂铭高工分别在大会上致辞。中国物理

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北京理工大学欧阳吉庭
学会静电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者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卢新培教授，中国电工技

教授宣读了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力学学会等离子体

术学会等离子体及应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

科学与技术专业委员会的贺信。

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张冠军

会议报告主要采用邀请报告和分组报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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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同济大学张晓青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丁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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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等。各位专家分别以《我的工作与静电研究》、
《大

要研究热点和方向。

《高功率微波诱发真空中固体
气压空气放电及诊断》、

会议组织专家对投稿论文进行了评审，产生了 6

绝缘沿面放电的规律与抑制技术》、
《基于驻极体的新

个优秀学生报告奖。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国物理学会

型人工微结构柔性压电膜材料和器件》、
《高压电场在

静电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和静电专委会青年委员工

农业食品中的应用》为题作报告。

作会议。

会议设 2 个分会场，共举行 36 场分组报告。分组

本届静电学术年会还首次利用蔻享学术平台全

报告主题涉及静电基础及应用、静电危害与防护、静

程进行线上直播，线上参会人数最高达 6500 余人，扩

电测试、静电材料、等离子体技术及应用、电磁兼容与

大了会议的影响范围。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交流静

电磁防护、发电与输变电静电与电磁技术、行业静电

电研究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关键技术、重要科学问

应用与防护需求等众多领域，且与航空航天、电气电

题，以及深入思考静电研究领域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

子、农业食品、生命科学、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等密切

平台，也为区内外从事静电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的学

相关，
涵盖了当前静电研究领域及相关交叉学科的主

者提供了交流最新研究进展和学术成果的机会。

上海安平静电《智能化静电在线监测及消除系统
成果评审会暨产学研课题接洽会》在上海召开
本刊讯

2021 年 6 月 18 日，上海安平静电科技

有限公司在上海召开了 《智能化静电在线监测及消
除系统成果评审会暨产学研课题接洽会》。会议安排
了《智能化静电在线监测及消除系统》的专家评审、
产学研课题接洽会，以及参观安平静电制造车间和
实验基地三项内容。
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防静电行业权威专家有：
上海海事大学孙可平教授、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
防静电装备分会原孙延林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李
杰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欧阳吉庭教授、河北大学李庆
教授、海军军医大学江键教授。
1.产学研课题接洽会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roject contact
meeting
上海安平静电技术部李鹏先生在 《上海安平静
电 2021 年度产学研课题接洽会》上，围绕“静电 检
测”、
“静电消除”两大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随着客
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环境复杂化，要求企业的产
品研发要不断突破原有标准，找到新的研发方向。针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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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检测与消除系统》项目的前瞻性、创新性
和可靠性予以了肯定和赞扬，该项目填补了国内该
领域的技术空白。专家们对此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见，希望快速推进用户对产品的认识、了解和使用，
促使其尽早尽快地扩大市场份额，并为项目的后期
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概念。希望安平静电要不怕困
难，层层突破，储备更多的核心竞争力，争取领跑世
界防静电领域。
3.参观制造车间和实验基地
安平静电秉承“科技创新”理念，并以此作为企
对市场推广和客户需求，与会专家提出了要理清思
路、找到根源、从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专家建
议联合多方高校共同进行细致的讨论，不匆忙下结
论。对现场进行测试，并深入了解客户的设备情况。
专家们还针对产品技术的研发、市场推广、客户应用
提出了专业性的指导意见，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和产
品升级，以及产业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2.《智能化静电在线监测及消除系统》专家评审
随着工业制造对静电防控要求的不断提高，对
产品进行在线静电监测并及时消除，以满足越来越
多生产应用领域用户的要求。安平静电历经三年，完
成了静电传感器从Ⅰ代到Ⅲ代的研发创新集成，技
术指标领先于国内外同类产品。
在静电传感器成功研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
套实时的智能化静电监测与消除闭环系统，该系统
实现了静电传感器与静电消除器的智能交互、静电
检测、静电消除、残压监
测、反馈调节的智能控制，
为工业生产提供主动型的
静电防护。
安平静电销 售经理陆
强先生从项目背景、市 场
需求、产品介绍、效益四个
方面向与会专家介绍了《智
能化静电在线监测、检测与
消除系统》。
专家们对《智能化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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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动力，投资建设了多个实验基地，用于研发
产品稳定性的长期测试实验。以标准化、明确化、精
细化、品质化的生产制造，打造属于安平的匠心内
核。
会议组织专家们参观了安平建设的智能离子棒
长期测试实验室、离子风机长期测试实验室、空间离
子棒长期测试实验室、工业离子棒长期测试实验室、
静电传感器长期测试实验室和数据中心以及制造车
间。
展望未来，安平静电将秉承专业可靠、精益求精
的理念，坚定走科技创新、智能高端的路线。以先进
制造业为目标，提升核心竞争力，引领行业发展，助
力中国防静电行业的智能制造，推进中国防静电行
业的自动化，智能化发展。会议圆满结束。
本文由上海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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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金属储油罐静电分布规律及驰豫机理研究
马端祝 1、李学文 2、戴丽平 1、娄仁杰 1、孙可平 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大连 1,116031；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2,200135
【摘要】本文在建立储油罐流体模型基础上，研究了储罐灌注过程中储罐内静电荷分布规律、驰豫机理、获
得了初步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储罐内电荷呈非均匀分布；储罐入口注入电荷密度影响储罐内电荷分布，储罐
注入电荷密度与储罐油品流量（流速）与总电量成正比。
【关键字】电荷密度；总电量；弛豫机理

Based on the fluid model of one-dimensional established，this paper studies the electrostatic mechanism and relaxation law in a cylindrical metal tank during oil filling ope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arge distribution in vessel
is nonuniform，and inlet charge density influences charge distribution in oil tank，also and total charge quantity is proportionate to inlet charge density and oil product flow rate.
charge density，total quantity of electricity，relaxation law

引言
石油产品在生产、输送、储存、使用时，常因摩
擦、冲击、碰撞、挤压、喷射、剥离、过滤等系列接触分

t

ρ = ρ in [1 − exp(− )]
τ
上式中， τ 为油品弛豫时间。

（1）

实际上，储罐内油液电荷运动非常复杂，油液带

离现象而产生静电。石油流动过程中极易产生电荷，

电离子浓度、油液流速、储罐内电场等因素都会影响

带电油流注入储罐时，罐内静电荷不断积聚，罐内油

电荷运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油液电荷分布。

面电位可高达数千甚至上万伏，大型储罐一旦发生

另外，油品输送工艺过程关键时间节点（如装置

静电火花放电引发燃爆事故，产生灾难性后果。因

启、停等非常规突发与应急过程等），输油管道终端

此，研究储油罐内静电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注入电荷密度 ρ in 不为常数，同样会影响油液电荷

为减少静电放电引起燃爆事故，国内外学者对
储油罐内静电机理进行专题研究，取得诸多成果。T.
B.Jones 等人研究储油罐注油过程静电弛豫机理[1-3]，

分布。可见，非常规操作条件下，研究储油罐内静电
机理意义重大。
本文建立储罐带电油液流体物理模型，研究储

研究结果是在储罐入口注入电荷密度 ρ in 为常数及

罐注油过程的电荷弛豫机理，初步探讨非常规操作

储罐内电荷分布均匀条件下获得。Yoshiyuki 给出

条件下，储罐注入电荷密度不为常数时对储罐电荷

加油过程中储罐油品电荷密度 ρ 为[4]：

分布影响。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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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油液自由电荷与场强之间满足高斯定理，即

G
∇ ⋅ (ε E ) = ρ

（5）

G
根据本文假设，
不可压缩带电油流满足：∇ ⋅U = 0 ，

忽略离子扩散：D = 0 ，方程（4）变为：

G
∂ρ σ m
（6）
+
∇ ⋅ ρ + ∇ρ ⋅ U = 0
∂t
ε
G G
G
G
上式中，油液流速表示为 U = U r + U z ，U r 和

G
Uz 分 别 表 示 油 液 流 速 沿 径 向 和 沿 轴 向 分 量 。 注

入 储 罐 油 液 流 速 较 小 ，径 向 分 量 远 小 于 轴 向 分 量
图1

（ U r << U z ），忽 略 U r ，利 用 高 斯 定 理 ，公 式（6）变

接地柱形金属储油罐

为：

一、储罐油品电荷密度流体模型

∂ρ
∂ρ σ m
+Uz
+
ρ =0
∂t
∂z ε

图 1 为接地柱形金属储油罐结构示意图 （具体
参数见表 1）。储罐内油品电荷分布涉及复杂物理化

方程（7）为理论推导储罐内油品电荷输运方程，

学过程，主要包括：油流通过输油管等设备产生电荷

该方程描述储罐内油液电荷运动和电荷分布规律。

及电荷输运过程。为简化计算储罐内油品电荷密度，

油品电荷密度梯度、油液流速和油品电导率对储罐

根据文献

[5，
6]

给出假设如下：

内油品电荷密度有影响。储油罐加油过程中，输油管

（1） 油内电荷密度足够小且满足：ρ<<FC（ρ
0

会注入带电油流进入储罐，同时，带电油液 - 储罐

为油品电荷密度，F 为法拉第常数，c0 为油液离子浓

壁还会产生泄漏电荷，根据文献 [6]，对电荷输运方程

度）；

（7）修改，增加电荷注入项 S (t ) 和油液 - 管壁电荷

（2）带电油流为不可压缩等温流体，忽略带电油
液离子扩散；
（3）储罐内空间电荷积聚在油液内，油气界面没

泄漏项 G，S (t ) 表示单位时间、单位体积注入储罐
电量，G =

1

τ

∫

ε Eb

z =0

V

ds （V 油液体积， Eb

z =0

为

储罐底部场强，τ=ε/σm 为油品弛豫时间）表示储

有空间电荷；
带电油流注入储罐，油品流速、电场力、离子扩
散及油液 - 管壁界面反应为影响储罐油液电荷运动
四个因素。对小电荷密度油品，电荷密度近似为[5]：

G
G
G
（2）
J = σ m E + ρU − D∇ρ
G
G
G
式（2）中， J 为电流密度， E 为场强，U 为油

液流速，σ m 为油品初始电导率，D 为离子扩散系数。
储油罐内壁面和油液界面存在自由电荷，必然产生
电流，电荷输运方程为：

G
∂ρ
+∇⋅ J = 0
∂t

（3）

公式（2）代入 公式（3）可得：
G
G
∂ρ σ m
+
∇ ⋅ (ε E ) − D∇ 2 ρ + ∇ ⋅ ( ρU ) = 0 （4）
∂t
ε
上式中，ε=ε0εr 为油品电容率（ε0 为真空电
容率，εr 为油品相对电容率）。带电油流经管道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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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壁单位时间、单位体积释放电荷。修改参数后，储
罐油液电荷输运流体方程：

∂ρ
∂ρ σ m
ρ = S (t ) + G
+Uz
+
（8）
∂t
∂z ε
二、加油过程储罐内油液电荷密度驰豫机理
表1

流体模型计算参数

参数

数值

储罐半径 R /m

0.9

储罐高度 h /m

3

初始油液高度 h0/m

0.15

储罐油液高度 b/m

0.15-3

储罐填充系数α

0-1

3

流量 W /m /min

0.9

油液流速 Uz /m/s

5.8×10

油品电导率σm/ pS ⋅ m −1

0.01-10

油品相对电容率 ε r

2.1-5.7

-3

为了深入讨论流体模型研究注油过程储罐内电
荷分布及弛豫特性，假设储罐电荷注入项 S (t ) =

ρin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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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数，方程（8）中，根据油液电导率 σ m 及 G 不同，
分四种情况对油品电荷分布及弛豫规律进行研究。
（1）G = 0 ，油液电导率 σ m 为常数时储罐内电荷
分布
油流轴向坐标 z 与时间 t 满足：z = h0 + U z t ，电
荷密度梯度

∂ρ
与时间关系为 [6]：
∂z
∂ρ
∂ρ ∂t ∂ρ
Uz
= Uz
=
∂z
∂t ∂z ∂t

（9）

公式（9）代入方程（8），不考虑罐壁电荷泄漏
（ G = 0 ），方程（8）解为：

ρ
z
= [1 − exp(− )]
ρin
Rz

（10）

图3

ρ/ρin 与储罐填充系数 α 关系

上式中，Rz = 2U zτ 。

图4
图2

加油过程中（ G ≠ 0 ，σm 为常数），储罐内电荷密度

储罐内电荷电荷密度 ρ/ρin 与油面高度 z 关系

图 2 是加油过程储罐电荷密度 ρ/ρin 随油面

加油过程中（ G ≠ 0 ，σm 为常数）储罐油液有效驰豫时间
τef/τ 与储罐填充系数 α 关系

小时（σm＜1pS/m），储罐内电荷分布非均匀。储罐

ρ τ ef
t
=
[1 − exp(− )]
（11）
ρin 2τ
τ ef
上式中，有效驰豫时间 τ ef / τ （不带量纲）
α
]
为： τ ef / τ = [1 +
（12）
3α + 4ε r (1 − α )

油液流速很小（流速量级为 10-3m/s），对电荷分布影

上式中 α = b / h 为储罐填充系数。

响较小，电导率对储罐电荷分布起主导作用。

图 3 所示，加油过程中 （G ≠ 0 ，σm 为常数），

高度 z 变化规律（根据方程（10）），由图可知，油品电
导率较大时（ σ m > 1 pS/m），储罐油品电荷密度受 z
变化影响非常小，电荷分布近似均匀，油品电导率较

（2）G ≠ 0 ，油液电导率 σ m 为常数时储罐内电荷

储罐内电荷密度 ρ/ρin 与储罐填充系数 α 关系。
随储罐填充系数增加，储罐内电荷密度趋于稳态值

分布
加油过程中，储罐内油液流动（ U z ≠ 0 ），带电

（τef/2τ＝0.5），其稳态值仅为输入电荷密度 ρin

电荷不断注入油液导致
油流持续从输油管进入储油罐，

的 50％。电荷密度梯度、储罐壁泄漏及储罐内同种

储罐内电荷不断累积。储罐电荷密度梯度

∂ρ
≠0 ，
∂z

方程（8）中，的详细计算参考文献[5，6]，方程（8）解为：

离子注入（同符号电荷间库仑斥力作用），这些因素
都减小油品电荷密度。
图 4 为加油过程（ G ≠ 0 ，σm 为常数）驰豫时间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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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ef/τ与储罐填充系数 α 关系（根据公式（12）），随
着α 增加，有效驰豫时间 τef/τ不断增加（在 α＝
1.0 时，τef/τ 达到最大值 1.34），油品相对电容率
εr 变化对驰豫时间 τef/τ 影响不大。但是，有效驰
豫时间 τef/τ 大于 1.0，加油过程中，储罐静电累积
过程会更长。
（3）G ≠ 0 ，油液电导率 σ 不为常数时储罐内电
荷分布
带电油流持续从输油管注入储油罐，电荷不断
进入油液导致储罐内油品电导率发生改变，油品电
导率为非常数。根据文献 [8]，油品电导率是电荷密度
函数，储罐内注入带电离子后，油品电导率 σ 为：

σ = σ m + δρ

（13）

上式中，δ 为离子迁移率。考虑电荷密度梯度、
油液注入离子影响，把公式（13）代入（8）有：

ρ
∂ρ σ m
δ
G
ρ + ρ 2 = in +
+
2ε
2τ 2
∂t 2ε

（14）

τ ef / τ =

σm

，有效弛豫时间 τ ef / τ 为

2
α
[1 +
]
3α + 4ε r (1 − α )
1+ χ

驰豫时间 τef/τ与储罐填充系数α 关系

加并达到稳态值

1
。由于χ 与油品初始电
1+ 1+ χ

导率 σm 成反比，油液电荷密度稳态值随 σm 增加

能够减小油液电荷密度。同时，油液中注入离子，油
品电导率增加，油液中泄漏电荷增加，导致油液电荷

{1 − exp[−t / τ ef ]}
ρ
=
（15）
ρin 1 + 1 + χ − (1 − χ ) exp[−t / τ ef ]
2 ρinδ

加油过程中（ G ≠ 0，油品电导率σ不为常数）储罐油液有效

而增加。油液电荷密度梯度、油液 - 罐壁界面泄漏

方程（14）解为：

上式中，χ =

图6

（16）

上式中，α 为储罐填充系数。

密度进一步减小，例如 σm＝2pS/m，电荷密度稳态
值只有输入电荷密度 ρin 的 40％。图 6 为加油过程
中（ G ≠ 0 ，油品电导率 σ 不为常数），储罐油液有
效驰豫时间 τef/τ与储罐填充系数α 关系（根据公
式（16））。 随着 α 增加，有效驰豫时间 τef/τ 不
断增加（在 α＝1.0 时，τef/τ达到最大值 2.0），因
此，加油过程中，静电累积过程会更长。
（4）G ≠ 0及 S (t ) = 0 及油液电导率 σm 不为常
数时储罐内电荷分布
加油过程结束（ U z = 0 ），储罐内油品静态，考
虑带电油液离子影响，油品电导率为非常数。公式
（13）代入公式（8）得到修改后的电荷密度输运方程：

∂ρ σ m
δ
ρ + ρ2 = G
+
∂t
ε
ε
上式中，η =
图5

加油过程中（G ≠ 0 ，σ不为常数），储罐内电荷密度 ρ/ρin
与储罐填充系数α关系

图 5 为加油过程中（ G ≠ 0 ，σ 不为常数），储罐
内电荷密度 ρ/ρin 随储罐填充系数α 增加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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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δ
，方程（17）的解为：
ε
exp(−t / τ ef )

ρ
=
ρb 0 1 + a1 (1 − exp(−t / τ ))
ef
a2

上式中，常数 a1 =

（18）

δρb 0
（ρb0 是油品初始电荷密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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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常数 a2 = σ m 。离子迁移率 δ = K exp(−2.73 ×1011σ m ) ，
ε

三、储罐内电荷分布

公式中 K = 12.3 × 10−6 。有效弛豫时间 τ ef / τ 为：

τ ef / τ = 1 +

α
α + 2ε r (1 − α )

（19）

上式中，α 为储罐填充系数。

图9

注入储罐允许最大电荷密度 ρlim 与储罐罐冲系数α 关系

使用本文提出的流体模型，进一步研究储罐内
电荷分布，研究结果表明：电荷密度随油液高度 z 变
化，电荷分布非均匀。因此，储罐内总电荷量 Q 可以
图 7 G ≠ 0 及 S (t ) = 0 时，储罐内电荷密度 ρ/ρb0 与

表示为：

储罐填充系数 α 关系

b

Q = ∫ ρ ( z ) sdz

加油过程结束，储罐内电荷通过油液 - 储罐壁
进行泄漏，根据图 7、图 8 计算结果，随着油液电导
率减小，有效驰豫时间变长，储罐内电荷密度衰减过

上式中，s 储罐底面积。以简单公式（10）电荷密
度为例，把公式（10）带入式（21）并进行求解可得：

Q

程变缓，储罐内静电很难完全消除。综合上面分析，

ρinWτ ef

概括一个储罐内静电有效驰豫时间为：

τ ef / τ = 1 + η

（20）

上式中，η 为大于零常数，η 与储罐结构形状

（21）

0

=

tb

τ ef

[1 −

Rz
b
(1 − exp(− ))] （22）
b
Rz

上式中，tb 为注油时间， Rz = 2U zτ ，W 为注油
流量。根据上式可知，储罐总电量与储罐注入电荷密
度及储罐油品流量成正比。加油过程中，注入相同高

有关。

度油液，注入电荷密度越大，注入储罐总电量越多。
因此，注入电荷密度 ρin 必须小于最大允许电荷密
度 ρlim 值。文献 [4]给出注入储罐允许最大电荷密度
与储罐罐冲系数关系见图 9。
另外，油品输送工艺过程中关键时间节点（如装
置启、停，非常规突发与应急过程等），输油管道终端
注入电荷密度 ρin 不为常数，是随时间变化，方程
（8）中，假设注入项 S（t）未知，方程（8）解可以表示
为：

ρ = exp(−
图 8 G ≠ 0 及 S (t ) = 0 及油液电导率 σm 不为常数时，储罐油液
有效驰豫时间 τef/τ与储罐填充系数α 关系

t

τ ef

){∫ S (t ) exp(

t

τ ef

)dt + C )} （23）

上式中，τ ef 为有效弛豫时间，C 为常数。
考虑注入电荷密度按 照指数 （下转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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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改性材料（用品）电阻测量的研究与探讨
孙延林

（一）前言

能 测 试 大 都 采 用 IEC61340、ANSI/ESD S20.20、

防静电改性材料（用品）通常是指电气绝缘的材

SJ/T10694、GB/T31838.1-GB/T31838.4 等 标 准

料（体积、表面电阻值大于 1X1012W 的工程塑料、橡

推荐测试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常因测试者专业水

塑、玻璃钢、陶瓷等等有机或无机材料）在加工制备

平、环境条件、测试仪器（电极）、测试方法等方面存

成某些防静电用品时通过添加导电粉（乙炔炭黑、金

在一些问题，使测试结果出现较大偏差，致使出现误

属氧化物、导电纤维、高分子导电粉、金属粉等等）、

判而影响工作，因此必须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

抗静电剂或涂覆导电树脂（漆）使其具有静电耗散、

（二）电阻参数测量的探讨
在实际测试工作中影响电阻测试结果的因素很

泄漏功能。目前国内外所使用的防静电材料（用品）
基本都是采用这类工艺或技术来制备的。这些防静

多（见表 1），分析这些因素，总结出影响测试结果的

电改性材料（用品）防静电的优劣，通常是测量其电

规律性结论，用来指导工作非常必要。

阻参数来判定的。有关防静电材料（用品）的电阻性
表1

（1）测试环境湿度与被测试物品含水率的影响

影响电阻参数测试相关因素一栏表
与电阻参数测试结果有关联的因素

测试环境 温、湿度

被测物体含水率

被测 物体内 导电 材
测 试仪 器性能 参数 测 试电极 与被 测物
被 测物品 表面 平整 测试 电极 与被测 物
料（ 粉）或 抗静 电
（ 输入 电阻、 测量 品 接触面 积、 接触
度
品表面洁净度
剂分布密度
重复性等）
压力

被测 物品 涂覆的 导
被测物 品放 置的 测
仪 器的 测试电 压与 被 测物 品施加 电压 测 试线外 皮绝 缘电 被 测物品 预处 理方 电层厚度
掺入 导电粉 的电 阻
试工作 台台 面绝 缘
输出电流
时间（测试时间） 阻
法
注： 有些 物品的 测 率
电阻
试不涉及

测试环境的湿度和被测物体的含水率对电阻参

可达 1%至 5%以上（体积重量），可以使材料表面和

数测试结果的影响极大，任何物体都具有一定的吸

体积电阻降低许多。像水磨石（见表 2）、硫酸钙等制

湿性，不同物体吸湿性是不同的。在日常工作中经常

品和木质、棉质纤维在湿度较高的环境中，即使不进

见到防静电改性材料的吸湿性分以下几类：

行防静电改性，电阻也较低（1X1010Ω 以下），具有静
电泄漏和耗散性能。

1）易吸湿材料

2）表面易集聚水分子材料

像水泥、硫酸钙、陶制、导电粉、碳粉、橡胶、木质

这类材料多见于高分子材料，像尼龙、玻化制

和棉质纤维等材料属于易吸湿材料，其中一些材料
制成品（水泥或陶制品等）的微观结构存在许多微孔

品、塑料薄膜等等。这些材料虽不属于吸湿性材料，

（微米级），具有很强的吸湿性。还有些材料（木质和

但在高湿环境中，极易在高分子外表层积聚水分子，

棉纤维、碳粉）具有较强的水浸润性。这类材料长期

使材料表面电阻降低，但由于此类材料吸湿性和水

放置在相对湿度 60%以上或潮湿环境中，其吸湿性

浸润性很差，其体积电阻几乎没有变化（见表 3）。

表2

14

11

水磨石体积电阻与含水率的关系
10

8

体积电阻（Ω）

1.55X10

2.85X10

6.57X10

1.5X10

含水率（重量比，%）

0.24

0.92

1.5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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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7X10
5.28

5

1.5X1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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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聚乙烯材料在不同环境湿度下电阻的变化

相对湿度（%）

20

65

表面电阻（Ω）

2.85X10

体积电阻（Ω）

3.85X10

1）改性材料所添加的导电材料密度及电阻率

90

14

6.85X10

13

2.85X10

14

2.45X10

11

14

1.54X10

14

绝缘材料在进行防静电改性时，其所测电阻参
数与加入材料内部的导电材料（乙炔炭黑、金属粉或
金属氧化粉等）密度有关或与抗静电剂的阳离子、阴

3）不易积聚和浸润水分子的高分子材料

离子分布密度有关。通常密度越高，当测试在电极施

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高湿度环境中还常常使

加直流电压时，由于被测材料表面间导电微粒之间

用高分子偶极性包装材料，这类高分子绝缘电阻很

电场存在，电子在电场力影响下越易通过这些导电

高，在高湿环境中表面电阻降低很小，当其与别的塑

微粒组成的导电链。如果导电微粒密度较低，则施加

料材料摩擦分离后，表面静电电压依然很高，可以达

电压要更高，使微粒之间绝缘层电场强度足够高，电

几千伏。这类包装材料在 EPA（防静电工作区）常见

子才有可能借助电场击穿导电微粒之间的微观绝缘

到（聚酯发包垫等）。因此必须注意静电导体在高湿

层通过这些不连通的绝缘层。电子通过的速率除与

度环境中，静电放电的门槛阈值要低于干燥环境中

高分子改性材料的分子结构有关，还与导电材料（导

静电放电阈值（见表 4），因此在有易爆燃物、气体、

电微粒）电阻率成反比。通常用于防静电改性的导电

粉体等作业环境中，一定要引起注意！

材料应具有分散性好、颗粒小（纳米级）、导电性好

表4

静电导体初始放电阈值与湿度关系

（体积电阻率低于 1X105Ω.cm）、化学稳定性好等特

环境湿度 RH（%）

10

40

60

75

90

静电导体初始放电阈值

3100

2950

2700

2500

2300

点。但高分子材料添加的导电粉密度过大，会影响高

注：以上实验数据仅做参考，初始阈值还与放电电极结构形状、静

分子材料的机械强度。所以导电粉添加量应在合理

电导体电阻率、放电间隙尺寸、空气介质种类等等多种因素有关。

区间之内。

从上述可以看到，环境相对湿度和物品含水率
对一般材料电阻影响非常大，为准确判定防静电改
性的效果，将防静电用品（装备）送第三方实验室检
验，将其在环境相对湿度较低环境 （＜40%RH 或
12±3%RH） 的实验室中放置 24-48 小时或者时间
更长的预处理后再检验是非常必要的。在这里需要

2）测试电阻值与施加测试电压之间非线性
关系
对于导体或线性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
线绕电阻等等），由于导电性是连续的，因此在测试
时，随着施加测试电压（正常使用范围内）的提高，被
测导体的电流也呈线性增高（见图 1）

提出的是：目前电子产品生产企业防静电工作区
（EPA）的环境相对湿度，大都在 40%-75%RH 范围
内（夏季车间内相对湿度可能还要高），在高湿度环
境（65%RH 以上）中的地坪、木质工作台、工作服、木
纤维包装等吸湿性或易浸润性物品电阻值容易符合
标准要求。但在干燥季节（春季、冬季）由于车间相对
湿度控制可能低于 35%RH，防静电改性材料电阻
值，特别使用亲水性抗静电剂处理的物品，常出现电
阻值提升，超过相关标准规定值的问题。
（2）测试电压与被测材料电阻非线性关系
防静电材料的电阻值一般比较高，在测试其电

图1

线性电阻 电压 - 电流关系示意图

在坐标图 1 的斜率近似常数，也就是电阻不随
测试电压提高而发生变化。但对于高分子防静电改
性材料，由于其不具有金属导电特性，在测试施加电

阻时，往往使用的测试电压较高（10V/100V/500V），

压较低时，由于改性材料内添加的导电材料因加工

此时测定的电阻值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工艺等，呈现不均匀性，导电微粒之间存在纳米或微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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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级绝缘层，此时之间电场强度不足以使大量电子

3）改性材料表面薄膜、涂层厚度的影响

越过绝缘层，这时被测材料电阻值呈现较高阈值。但

在实际工作中常出现工作台面采用钢板而在钢

当施加电压值达到某一阈值范围，绝缘层的电场强

板表层涂覆几百微米厚度的防静电树脂或其它材料

度达到一定强度时，电子越过微小绝缘层数量呈几

的涂层，也常看到有些复合防静电柔性包装表层敷

何数量急剧增加，被测材料电阻急剧降低，甚至导致

有几十微米至几百微米的薄膜。在测试其表面电阻

绝缘层击穿。这种特性类似压敏电阻 （但还不能等

时，当施加电压较低时（10V 左右），其电阻值很大，

同）的特性，既测试电阻与施加的测试电压存在非线

常会超过 1X1010W。但施加电压 100V 时，材料表面

性关系（见图 2）。这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在检

电阻会急剧减低至 1X104W 左右，甚至击穿。此时如

测产品、防静电地坪工程时（环氧地坪、PVC 地坪和

果采用化纤布料与涂层、薄膜表面摩擦分离时，涂层

橡塑地坪等）常因测试电压选择不同，而使检验结果

表面常出现一百多伏及以上摩擦分离起电静电电

出 现 较 大 争 议 。 因 此 国 际 IEC61340-5-1、AN-

压。通过验证可以知道，很多情况下表面涂层或薄膜

SI/ESD S20.20 和 我 国 电 子 行 业 标 准 SJ/T10694

防静电改性较差，其电阻值近似绝缘，甚至不具备静

等对测试防静电用品、地坪（装备）时的测试电压作

电耗散和泄漏性能，但当测试电压足够高时，极薄表

如下严格规定：

层薄膜或涂层被击穿，此时被测电阻是薄膜下面复
合静电耗散材料（或导静电、金属材料）的电阻值（或
等效电阻值）或涂层被击穿时的电阻值。如内层是金
属则电阻值可以很低。这种情况在对材料进行防静
电表面处理时常遇到，当 ESDS 产品接触这类物品
（包装）带静电的表面时具有潜在损害风险。

4）仪器测试电压与输出电流的影响
国际、国内标准规定利用电阻测试仪测试防静
电用品的电阻时，应符合根据所测电阻范围变化而
改变测试电压的规定（100V/10V）。国内某些电阻测
试仪只设定 100V/500V 测试电压，而没有 10V 测试
图2

某高分子改性防静电材料电阻与测试电压非线性关系

最初施加的测试电压为 10V，

挡）。当使用 100V 电压 （有很多型号仪器只设定

——
—如果 RX≤1X106W，测量值则为结果；

100V 及以上电压）在测试时常发现，在高阻范围内

6

—如果 RX＞1X10 W，把电压改为 100V。
——
此时再施加测试电压为 100V，
6

12

——
—如 果 1X10 ＜RX ≤10 W， 测 量 值 则 为 结
果。

16

电压档（或设定了 100V/10V 测试电压，但要人工换

（R

1X106Ω 时），电阻测试仪输出电流最大不会超

过 1X10-4mA（见式 1-1），这对一般便携式电阻测
试仪，输出电流都可以达到，测试结果误差不大。但
如果施加电压 100V 不变，在实际测试电阻范围低

——
—如果
RX≤1X106W，测量值可视为结果。

于 1X104Ω 时，仪器输出电流要达到 100mA 及以

2000 年以前，我国防静电标准大都规定 导静

上，这对许多便携式电阻测试仪无法实现。如施加电

电材料采用 100V 直流电压测试电阻，对于静电耗

压测试档不变，仪器输出电流达不到要求，则测试仪

散 材 料 采 用 500V 直 流 电 压 测 试 电 阻 ，2000 年 以

实际输出测试电压会降低，使测试结果出现较大误

后，大部分标准与国际 IEC 接轨改用 10V/100V 规

差。如果采用 10V 电压测试，在被测材料电阻为

定。

1X103Ω 时，利用式（1-1）计算，仪器输出电流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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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mA，才能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

试电阻值较高的防静电材料。
1-1

现市售很多便携式高阻测试仪在测试低阻值物
品 （材料） 时，由于仪器的测试电压没有电压 10V
档，或没有电压自动转换（测试电压 100V/10V 之间
自动转换）功能，同时提供仪器的最大输出电流较小
（5mA 左右或更小），再加上仪器电路稳压电路性能
很差或是没有，当在测试电阻结果小于 1X105Ω 范
围内时，施加的测试电压可出现 20%-50%左右降
幅，如果测试材料存在电压 - 电阻非线性问题，会
导致测试结果出现较大误差。因此使用较高的测试
电压，在测试低电阻材料时，输出电流要满足测试要
求，或者测试电压使用及转换要符合标准要求才能
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3）仪器输入电阻、
测试线搭接电阻等因素的影响
在测试防静电改性材料时，由于被测材料电阻

2）测试线之间搭接电阻及与搭接物分布电
阻的影响
现在很多测试防静电材料电阻测试仪的测试线
电阻（金属线芯与绝缘外皮表面之间电阻）比较低，
大约在 109Ω 左右。在测试时，测试线外皮经常搭接
人手或其它低电阻接地物体等，这时在测试仪测试
线相当于等效引入一个对地 （或引入测试线之间并
联的电阻）电阻（见图 3）。如果被测物品电阻足够高
（大于 1X1010Ω），其测试误差就会明显出现，而且随
着被测物电阻越高，测试误差就越大（见式 1-3）。因
此作为防静电用品电阻检测仪器的测试线不能使用
普通万用表测试线或其它绝缘性不好的测试线，其
绝缘电阻应高于 1X1012Ω。
点对点电阻和 测试仪器输 入电阻叠加等 效电
阻，其等效电路见图 4。

值比较高，则所使用测试仪器的输入电阻值要足够
高和防止被测材料与周边物体组成分布电阻的影
响。在实际工作常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使测试结果出
现较大误差：

1）电阻测试仪器的输入电阻达不到要求
测试仪器的输入电阻与被测材料的测试等效电
阻见下式：
1-2
上式中：R0 测试出的电阻；
R1 仪器的输入电阻；
R2 被测材料的电阻。
如果被测材料的电阻为 2X1010W，测试仪器的
输入电阻为 1X1010W，将数据代入公式 1-2 计算出
被测材料 R0 大约为 0.67X1010Ω，得到数值比实际
数值要低并产生误差。如果仪器输入电阻大于
1X1013Ω，则测试的结果为 1.96X1010Ω，且接近实际
值。因此在测试防静电材料时所用电阻测量仪的输
入电阻要远远大于被测材料电阻，测试结果才比较
准确。一般万用表或兆欧表由于量程低 （输入电阻
低）和提供不出较高测试电压（100V），不能用于测

图5

表面点对点电阻、对地电阻（静电泄漏电阻）测试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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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看到，如果测试平台是绝缘的（表面和体
12

积电阻大于 10 Ω），则 R3、R4、R5 的串联电阻至少

接触面积、接触压力、接触面的洁净度都会对测试结
果产生一定影响。

大于 1X1012Ω，如果电阻测试仪输入电阻足够高（大

1）接触面积影响

于 1X1013Ω），则测试出电阻接近 R（橡胶台垫的点
2

在测试防静电地坪对地、表面点对点电阻或包

对点电阻）。如果测试平台不是绝缘的（表面、体积电

装的表面电阻时，有关标准（IEC61340、SJ/T10694）

阻小于 1X1010Ω），由于 R3、R4 的电阻较低，此时测

要求电极的接触面积要达到相关规定 （见图 5、图

试出的电阻就是 R1、R2、R5 并联等效电阻。如果 R5

6），不能使用万用表的金属测试探针测试。在很多企

电阻低于 R2 很多，则测试结果就会与实际 R2 相差

业常看到职工采用万用表测试探针测试桌垫、包装、

很大，使测试出现较大误差。

防静电工作台面电阻的错误测试方法，使得测试结

（4）电极接触面积、重量和接触面洁净度影响

果出现很大偏差。

测量高阻材料的电阻时，测量电极与被测物的

ρ
（上接第 13 页）规律增加，即 S (t ) = 0（1 + exp(−t / τ )）
τ
（ρ0为注入初始电荷密度），则方程（23）解为：
τ
t
t
t
ρ τ ef
=
(1 − exp(− )）− ef (exp(− ) + exp(− )）（24）
ρ0 τ
τ ef
τ ef − τ
τ
τ ef

上式表明：注入电荷密度 ρin 随时间变化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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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杆式介质阻挡放电耦合催化降解
挥发性有机废气技术
姜楠，李杰
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静电与特种电源研究所，大连，116024
【摘要】本文介绍一种非对称杆式介质阻挡放电耦合 Mn-Ce 双金属催化剂高效处理挥发性有机废气（VOCs）
的方法。放电单元是由金属电极 - 绝缘介质管（绝缘介质内电极）呈“一”字型排列构成的非对称电极结构。在
石英管中金属杆作为高压电极，采用带有螺纹、翅片结构的金属杆作为低压电极。静电放电形成的非均匀电场
有利于产生高密度、稳定的细丝放电。VOCs 流经等离子体区域与产生的高能电子和活性物质反应进而降解成有
机气溶胶和最终产物（二氧化碳和水）。金属电极上的凹槽部位收集放电过程产生的气溶胶，可维持放电长期稳
定运行。与单独等离子体处理相比，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耦合 Mn-Ce 双金属催化剂可显著提高典型 VOCs—甲
苯的降解效率和矿化效率，并有效抑制放电副产物 O3 的排放。
【关键词】静电放电；等离子体；催化；挥发性有机废气

In this study, an asymmetric rod-typ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coupled with Mn-Ce bimetallic oxides catalysts was
introduced and employed for the efficient treatmen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The discharge unit is an asymmetric electrode structure composed of metal electrode and dielectric tube（electrode is filled in the dielectric barrier）arranged in a
"one" shape. In the asymmetric rod-typ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reactor, the copper powders filled in the quartz tube is used
as the discharge electrode, and the metal rod with threads and fins serves as the ground electrode. The inhomogeneous electric
field generated byelectrostatic discharge in the asymmetric rod-type DBD reactor is beneficial to produce high density and stable filament discharge. VOCs flow through the plasma region and can be degraded into organic aerosol and final products（CO2
and H2O）by energetic electrons and chemical reactive species.The grooves on the metal electrode can collect the aerosols generated during the discharge process, and thus the stable discharge can be maintained. Compared with the plasma process
alone, 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and mineralization efficiency of typical VOCs --toluen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the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plasma coupled with Mn-Ce metallic oxide catalysts, and the discharge byproducts O3 was also effectively inhibited.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Plasma, Catalyst,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1.引言
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太阳光中紫外线照射

下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光化学氧化物物质—臭氧
和尺寸小于 10 μm 且漂浮于大气中悬浮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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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气中臭氧浓度高和雾霾天气出现，造成大气

为了克服现有介质阻挡放电电极结构处理VOCs

质量劣化。同时 VOCs 可导致人体室内空气综合征

的不足，本文介绍一种由金属电极 - 绝缘介质管（绝

和化学物质过敏症，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工业排放

缘介质内电极）呈“一”字型排列构成的非对称介质

VOCs 的量约占人为排放 VOCs 量的一半左右，涉

阻挡放电电极结构。在石英管中放置金属杆作为高

及行业有石油化工、有机化工（有机化学原料、合成

压电极，采用带有螺纹、翅片结构的金属杆作为低压

材料、塑料制品）、表面涂装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电极。这种非对称电极结构将气溶胶沉积区域与放

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机械制

电区域分离开，因此保证了长时间作用下放电间隙

造）、有机溶剂使用和储运类等，造成 VOCs 种类繁

不变，使放电能够稳定运行，降低了电极的清洗、更

多和总量大[1,2]。为此，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新的《环境

换频率及设备的运行及维护费用。在此基础上引入

（GB3095-2012）、
空气质量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行

Mn-Ce 双金属催化剂，进一步提高 VOCs 的降解效

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

率、矿化效率和能量效率，同时放电副产物 O3 得到

加大了包括 VOCs 排放企业的整治力度。在 VOCs

有效分解。

治理过程中对那些分布广和数量多的小微企业污整

2.实验过程

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企业环保意识淡薄、环保
技术落后、环保设备老化或形同虚设、管理缺失，致

供电电源系统，3）放电装置，4）测量系统，如图 1 所

使各种违反环保法规事情频现，给人民群众健康生

示。介质阻挡放电反应器单元采用填充在绝缘介质

活带来严重的危害。
低温等离子体和传统的 VOCs 处理技术相比，

（石英管）内的金属杆作为高压电极。低压电极选用
不锈钢光滑杆构成对称电极结构，选用不锈钢螺纹

是能够产生大量的活性粒子 （包括高能电子和反应

杆和翅片杆构成非对称电极结构。对称电极 （光滑

能力强的物质），使常规处理技术下难以降解或者降

杆）的电极间距指光滑杆到介质表面之间距离，而非

解效果不理想的 VOCs 在常温常压下得到高效、快

对称电极（螺纹 / 翅片杆）的电极间距指电极凸起部

速、无选择性的降解，在工业 VOCs 处理领域具有良

分表面到介质表面之间距离。

[3-6]

。介质阻挡放电因其折合场强强度

实验通过鼓泡法来产生甲苯气体。即向装有液

高、电子密度大、耐冲击负荷等优点，使其成为优选

态甲苯的洗气瓶里鼓入纯氮气，鼓出气体为含一定

的产生高强度等离子体的方法。传统介质阻挡放电

浓度甲苯的氮气，气体进入缓冲瓶与鼓入的干燥空

产生等离子体主要采用对称式电极结构，如板 - 板

气进行充分混合，采用质量流量控制器调节氮气和

式、同轴圆筒式、填充床式等 [7-11]。在放电处理 VOCs

干燥空气的流量即可调节缓冲瓶出口处的甲苯气体

的过程中，VOCs 与放电产生的高能电子和强氧化

浓度。其中，装液态甲苯的洗气瓶放置于恒温水浴锅

活性粒子剧烈碰撞，VOCs 分子在降解的过程中会

中使甲苯的挥发速率保持恒定。甲苯的浓度由岛津

形成油状的有机气溶胶，这些气溶胶会以结焦形式

气相色谱 GC-2010 采集，通过对反应器进出口采样

粘附在电极和介质表面。由于结焦物质粘附的随机

口处甲苯浓度的检测来完成降解效率的测定。CO

性，使放电间隙均匀性变差，从而导致 VOCs 降解效

和 CO2 选择性由 上海天美 气 相 色 谱 GC7900 来 检

率及能量利用率降低。严重时甚至还会导致局部放

测，将进出口处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通过转化炉

电气隙过窄使放电形式转变为火花或弧光放电，引

转化为甲烷来检测出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浓度，从

起附近可燃物燃烧，造成火灾。因此，在实际应用的

而计算出 CO 和 CO2 选择性。电极图像和放电图像

过程中需要定时更换或者清洗电极和介质，这样一

采用 Canon EOS 700D 数码相机拍摄。

好的应用前景

来大大提高了装置运行和维护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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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装有
公司提供的 CTP-2000K/P 高频交流电源，
高压探头、
电流探头的泰克示波器来测量电气参数。

图3
图1

能量密度变化规律

实验系统图

3.实验数据分析

3.2

3.1

能影响

非对称和对称电极结构的放电特性研究
利用佳能 EOS 700D 数码相机拍摄了对称电极

对称和非对称电极结构介质阻挡放电反应器的

非对称和对称电极结构放电对甲苯的降解性

为了比较对称电极和非对称电极介质阻挡放电

（光滑杆）和非对称电极（螺纹杆和翅片杆）介质阻挡

降解 VOCs 的效果，采用总气体流量为 1 L/min、

放电的典型图像，如图 2 所示。数码相机光圈设为

甲苯浓度为 200 ppm 的含甲苯废气作为目标物，考

f/8，ISO 为 200，曝光时间为 0.5 秒。采用光滑杆这

察了其在不同能量密度条件下对甲苯的降解效率、

一对称电极时在气隙间形成均匀电场，放电细丝均

能量效率、CO2 和 COx 选择性，结果如图 4 和图 5 所

匀且连续的分布在整个放电区域，而采用螺纹杆或

示。

翅片杆等非对称电极时在气隙间形成非均匀电场，

由图 4 可知，不同电极结构下甲苯的降解效率

放电细丝分别则分布在凸出的螺纹或翅片处。从对

和 COx 选择性均随能量密度的增加而提高，而甲苯

称和非对称电极结构介质阻挡放电反应器的能量密

降解的能量效率却相反。这是由于随着能量密度增

度结果可知，在相同电压条件下能量密度排序为翅

加，放电更加剧烈，产生的高能电子和活性粒子数量

片杆电极 > 螺纹杆电极 > 光滑杆电极（如图 3）。尽

增多，与甲苯和中间产物分子之间的有效碰撞几率

管采用非对称电极（螺纹杆和翅片杆）时放电区域面

增加，因此甲苯的降解和矿化效率明显提高。然而，

积小于对称电极（光滑杆），但非对称电极的尖端结

能量密度增加导致参与到甲苯降解过程的活性粒子

构使局部电场强度明显高于对称电极，因此采用非

所占比例减小，且更多能量转化为光、热效应或用于

对称电极结构有利于提高反应器的能量密度。

产生低效活性粒子及放电副产物，导致反应器的能
量效率呈下降趋势 [12,13]。另外，我们发现在相同能量
密度条件下，采用非对称电极（螺纹杆和翅片杆）时
甲苯的降解效率和能量效率均低于采用对称电极
（光滑杆）时，但其相应的 COx 选择性却高于采用对
称电极时。上述结果表明，对称电极结构产生的大面
积均匀电场有利于产生更多活性粒子，使或活性粒
子与甲苯分子的碰撞概率提高，促进甲苯分解，而非

图2

a）光滑杆电极 b）螺纹杆电极 c）翅片杆电极的放电图像

对称结构产生的非均匀局部强电场有利于形成高能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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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高能活性粒子，促进污染物的彻底氧化 （矿

3.3

非对称和对称电极结构放电处理 VOCs 过程中

化）。

气溶胶沉积特性
在放电降解甲苯的过程中会形成烷烃、醛类、苯
系物等一系列有机中间产物，这些中间产物还会发生
聚合反应形成气溶胶。气溶胶一部分存在于尾气中，
另一部分沉积在反应器内壁及放电电极表面。气溶
胶长时间沉积在电极表面会导致放电间隙变窄，影
响放电特性和 VOCs 降解效果。因此，实验比较了非
对称电极（翅片杆）和对称电极（光滑杆）经过 40小时
放 电 降 解 VOCs 后 气 溶 胶 沉 积 对 放 电 稳 定 性 和
VOCs 降解效果的影响。放电频率设置为 5 kHz，电

图4

三种不同电极结构介质阻挡放电反应器对甲苯的
降解效率和能量效率

图5

22

压为 13 kV，为了加快气溶胶沉积的速度，我们将甲
苯浓度提高至 800 ppm，系统总流量设为 2 L/min。

三种不同电极结构介质阻挡放电反应器的 a）CO2 选择性和 b）COx 选择性

图 6 和图 7 分别为采用对称电极 （光滑杆）和

以观察到，放电降解甲苯产生的气溶胶主要沉积在

非对称电极（翅片杆）的介质阻挡放电反应器处理

翅片电极的凹槽处，在绝缘介质和翅片顶部沉积量

40 小时甲苯前后的电极和放电照片。从图 6（b）中

较少。通过比较处理前后非对称电极 （翅片杆）的

可以看出，放电处理甲苯 40 小时后反应器的绝缘

放电图像可 知，40 小 时 放 电 处 理 对 放 电 强 度 和 密

介质（石英管）和电极表面附着大量黑褐色气溶胶。

度均无明显影响。这是由于翅片电极的凹槽处为非

通过对比处理 40 小时前后对称电极（光滑杆）的放

放电区域，因此在凹槽处沉积的气溶胶对放电特性

电图像（图 6（c）和（d））可知，气溶胶的长时间累积

影响较小。

导致放电间隙明显缩短，放电强度提高。由此可推

图 8 显示了对称电极 （光滑杆） 和非对称电极

测，如继续延长处理时间，甲苯降解产物的气溶胶

（翅片杆）反应器的甲苯降解效率和能量效率随时间

会持续沉积在绝缘介质和电极表面，导致气隙堵

的变化规律。由图 8 可知，采用非对称电极结构（翅

塞，放电稳定性和处理效果变差，甚至会转化为火

片杆）反应器降解甲苯，处理 40 小时后甲苯的降解

花或弧光放电模式，造成设备损坏。从图 7（b）中可

效率和能量效率基本保持不变，而采用对称电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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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对称电极（光滑杆）反应器处理 40 小时甲苯前后的
电极和放电照片

图8

图7

非对称电极（翅片杆）反应器处理 40 小时甲苯前后的
电极和放电照片

对称电极（光滑杆）和非对称电极（翅片杆）反应器的气溶胶沉积对

a）甲苯降解效率和

b）能量效率的影响

滑杆）时甲苯降解效率随时间增加有一定程度提高，

对甲苯降解效率、臭氧分解效率、CO2 和 COx 选择性

能量效率却随时间增加显著下降。

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由图 9 和图

3.4

10 可知，在相同电压条件下，引入催化剂后甲苯的

非对称电极介质阻挡放电耦合 Mn-Ce 双金属

催化剂降解甲苯

降解效率、CO2 和 COx 选择性均显著提高，放电产物

为了进一步提高非对称电极介质阻挡放电降解

臭氧（O3）的浓度大幅度降低。不同 Mn/Ce 摩尔比

甲苯性能，抑制有机气溶胶和放电副产物的排放，我

条件下 Mn-Ce 双金属催化剂活性的顺序为 3:1>1:

们将制备的 Mn-Ce 双金属催化剂与等离子体耦合

1>1:3>1:0>0:1。上述结果表明 Mn-Ce 双金属催

处理含甲苯气体。为了优化催化剂中 Mn 和 Ce 组分

化剂具有较强的催化分解 O3 能力，催化剂表面的活

的配比，我们分别制备了 Mn/Ce 摩尔比为 1:0、3:

性位点将 O3 分解成氧化活性更强的氧原子（·O）。

1、1:1、1:3 和 0:1 的催化剂，考察耦合不同催化剂

已有研究表明臭氧分解产生的活性氧原子与甲苯分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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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等离子体耦合催化体系中 a）甲苯的降解效率和 b）O3 浓度随电压的变化

图 10

等离子体耦合催化体系中 a）CO2 选择性和 b）COx 选择性随电压的变化

子的反应速率常数（k=5.7×10-12 cm-3·molecule-1·

构时甲苯的降解和能量效率高于非对称电极结构，

s-1）远高于臭氧与甲苯分子反应的速率常数（k=1.2×

而采用非对称结构电极时产物的矿化效果更突出。

-20

-1 [14-16]

。因此，向等离子体催

长时间（40 小时）甲苯的降解实验表明，采用非对称

化体系引入 Mn-Ce 双金属催化剂分解 O3 产生·O

电极结构时电极上的凹槽部位可收集放电过程产生

有利于促进 VOCs 的降解和矿化反应。

的气溶胶，更有利于维持放电的长期稳定运行。相比

4.结论

单独等离子体，向等离子体体系引入 Mn-Ce 双金

10

-3

-1

cm ·molecule ·s ）

本文开展了非对称杆式介质阻挡放电耦合

24

属催化剂可明显提高甲苯的降解效率和矿化效率，

Mn-Ce 双 金 属 催 化 剂 降 解 典 型 VOC—甲 苯 的 研

且放电副产物 O3 的排放得到有效抑制。

究。对比了对称电极结构（光滑杆）和非对称电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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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湿气静电控制技术原理及应用
高国兴
大科防静电技术咨询（深圳）有限公司（作者微信号：albertkow08）
设计精细化和持续提升电路密度的趋势，促使
微芯片制造商不断寻求更佳的方法，以改善其生产

气离子风机有极大的可能在短期内被淘汰，以下是
其中的十大因素。

过程（降低成本），从而加强其 ESD 静电防护系统，

这十个重要因素包括：

以防止 ESD 静电的危害所造成损失。

1.离子风机不能有效防止或降低高风险的即时
摩擦电压；
2.为了去除化学沉淀物而需要进行繁琐的离子
针尖清理工作；
3.离子风机中的反应性技术是无法减少瞬间的
即时摩擦静电；
4.电离气流缺乏便携性，可扩展性和应用灵活
性；
5.操作性能不稳定并且无法准确预测静电风险；
6.电离气流在实际工艺应用上有明显的自然缺

为了寻求新颖和更好的 ESD 静电防护控制解
决方案，市场上不断地探索和开发了全新的静电缓

7.臭氧健康问题或核法规遵从性的限制；

解方案。其中一项令人振奋的科技突破是透过创新

8.在高速生产制造环境中的操作性能限制；

的湿气静电消除器来释放无冷凝的湿空气，借着精

9.在高度敏感的微芯片中减轻 电荷设备模型

确的设计，湿空气将以受控的方式可输送到一般静
电产生密闭空间的特定局部位置，这种新颖独特的
技术方式能有效缓解 ESD 危害。
这项突破技术也为 ESD 静电防护控制创下新
的里程碑，完整的体现了传统离子风机所无法比拟
的功能与优势。

(CDM)损害存有严重的问题；
10.维修频密。

1.离子风机不能有效防止或降低高风险的即时
摩擦电压。
比起过往，当今的厂商在生产微芯片的过程中，
对摩擦起电的电压控制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当生产

湿气静电控制技术的独特性能与优势：

设备朝小型化发展，厂商想加快生产速度以降低成

1)超低的摩擦电压

本时，这无疑对摩擦充电电压 控制有更严格的要

2)预防性静电控制技术

求。在每个微芯片的生产步骤中都需要更优质的摩

3)无离子不平衡

擦起电电压控制技术，才能防止或将 ESD 破坏程

4)无针型

度降至最低。

5)无高电压（5KV-15KV）
基于这项全新的技术和重大突破，ESD 业界的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意识到静电控制行业中的传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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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离子发生器需要中和时间（衰减时间）以
降低任何摩擦起电过程中所产生的静电压。然而，

材料有多么优良，这种持续性的自然分解过程都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低了针的锐度。

很不幸的是，由于摩擦充电的即时性质，任何时基

针尖钝化将直接影响所有电晕离子发生器的衰

离子风机设备都不能发挥作用，特别在摩擦起电过

减时间和预设电压。换句话说，一旦时间长了，空气

程中的即时原位所引发的高静电压。更令人出乎意

电离器的效率和功能将逐渐失效。这将导致生产力

料的是，湿气静电消除器在降低摩擦电压方面更有

的损失，并且影响生产运营的盈利。

效。透过使用受控的湿气静电消除器，可将原位摩

在某些情况下，假设无法通过 ESD 审核，那就

擦电压数值降得更低，甚至比空气离子发生器的效

要停产而必须要彻底清洁离子风机的针头。这也进

果胜出数倍。在一般的情况下，空气离子发生器的

一步导致生产力的损失，并且影响生产操作的利润。

即 时 摩 擦 电 压 将 超 出 湿 空 气 静 电 消 除 器 的 300％

这些缺点是湿气静电消除器（无针型静电消除器）中

—1000％！
——

所没有的。

从一个专业与准确的技术角度来看，使用湿气
静电消除器是高速生产过程的绝佳选择。在与众多

3.离子风机中的反应性技术是无法减少瞬间即
时摩擦静电

商用空气电离器做比较之后，其超低的摩擦充电阈

与电离空气相比，湿空气的性能更胜一筹。湿空

值电压乃是最大的优势。在 2015 年韩国 ESD 研讨

气具有自然缓解能力，可以在摩擦充电事件中提供

会中曾经讨论过空气离子发生器在即时摩擦电压性

表面润滑以减少摩擦。这种极为均匀、一致和自然减

能的问题。根据其公布的数据显示，空气电离器的瞬

少表面摩擦的特性，有效地减少了静电荷的产生。以

间摩擦电压值高于湿气静电消除器的 1000％。换句

上功能是空气离子发生器无法提供的。

话说，设计良好的湿气静电消除器，可以将摩擦电压

事实证明，湿空气在通过润滑效果可以阻止、并

减到最低程度，其电压值也远远低于空气离子发生

把摩擦充电值降至最低风险。这与空气电离器的性

器。这种湿气静电消除器将有效防止器件充电的高

能不同。空气电离器是无法防止高风险值的摩擦电

风险，同时也消除了当今对静电高度敏感的电子元

压。不可否认，电离器仅在摩擦增电后才有助于减少

件、半导体器件和其他先进的微芯片中的电荷设备

静电荷。静电破坏会在电离器增压过程中同时发生。

模型（CDM）的损坏。

在这种情况下，电离器是无效的，而静电损坏导致

由于空气电离器产生正负离子的自然限制，在
技术上是不可能制造出具有零衰减时间的空气电离

的不良率是难以避免。
因此，与湿气静电消除器的预防性相比，空气离

器来解决有害的原位摩擦电压。

子发生器的明显缺点是它在静电消除方面的反应在

2.为了去除化学沉淀物而需进行繁琐的离子针

本质上是属于被动的。由于商用空气离子发生器中出

尖清理工作

现这些技术问题，让它在减轻 ESD 损害的风险上并

所有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的电离针都会产生以
下问题：
在空气电离的过程中，化学沉积物（铵化合物）

不理想，因此市场也将会不再考虑其大规模的实施。
尽管市场上有各种减少电荷的空气电离工具和
设备可供使用，但制造过程中 CDM 对 ESDS 损坏

将堆积在针尖上。这些沉积物无法避免，它们是来自

的风险非常高。根据我们的发现以及在众多 ESD 研

于在空气电离的过程中，空气中的氮气与水分分子

讨会（美国 ESDA 组织）上发表的技术论文，我们的

高电压分解的化学残留。

结论是，使用正确设计的可控湿度静电消除器可以大

这些沉积物导致针尖钝化与腐蚀。无论针的原

幅度降低 CDM 风险，从而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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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文章中所强调的，适当可控湿度静电消除

对的技术优势和特点。电离空气流的主要问题是缺

静电器可以防止或降低即时摩擦静电 （从而降低

乏应用的移动性和便携性。当它在小区域、密闭空

CDM 风险）至非常低或无风险的水平。

间、缝隙、微点或任何空间限制区域时，空气离子发

4.电离气流缺乏便携性，可扩展性和操作应用

生器在静电荷缓解过程中的敏捷性、适应性和灵敏

的灵活性

性无法发挥作用。

离子气流是无法提供移动性、可扩展性和缺乏
操作应用的灵活性。与湿空气不同，空气电离分子无

的单个或多个不同尺寸和配置管道，提供了灵活性、

法轻易地透过管道、通道、空气流动引导器等移动或

适应性和互换性的功能。独特的应用方式很适用于

运输， 因为此举会导致流失中和离子及离子不平

各个微区域和局部区域的静电缓解。相比之下，空气

衡。与湿气静电消除器相比，空气离子发生器缺乏相

离子发生器的体积庞大而笨拙，在狭窄空间的设备

应用显然极不方便与效果欠佳。

或设计中自由游离，让湿空气在一般、迷你微小的环

目前，随着市场趋向微型化，摩尔定律(Moores-

境或受控的空气空间中不受阻碍地流动，有效的缓

Law) 和微芯片密度不断扩大，明确的显露了在这

解静电危害。湿空气这种独特便携性的特质（正是空

种缩小的几何环境中，确实需要更有效和更好的静

气离子发生器所缺乏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运用方式，

电缓解方法。因此，采用多微点静电荷减缓方法是创

那就是一种全新的静电缓解方法，其广泛的应用和

新静电控制的一个措施，其目的在于控制和提高当

缓解技术已经分别在各个平台发布，包括在 2014 年

前与未来纳米技术时代对静电超级敏感器件的产量

德国 ESD 研讨会，2015 年韩国 ESD 研讨会，2016 年

及良率。

芬兰静电研讨会，2016 年中国静电研讨会，2018 西

缺乏便携性意味着缺乏调动功能来覆盖更广泛
的静电荷减缓点和目标区域。这种受限的运用方式，
明显的降低了对空气离子发生器在现实生活和工作

28

相对的，湿气静电消除器透过其灵活和可扩展

安静电研讨会，2018 新加波静电研讨会，2019 上海
静电研讨会，2019 马来西亚静电研讨会。
在可扩展性方面，空气离子发生器和湿气控制

环境中的价值和效用。相比之下，湿气流更容易受

静电消除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商业价值区别。

控。它可以在任何管道、连接结构、形状或物理结构

例如，在缓解微芯片测试机器产生的静电荷时，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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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湿气流管 / 软管从湿气静电消除器分离到多个微

或部分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空间紧凑狭窄

型湿气流出口，以瞄准多个静电缓解点，将会取代现

的机器环境中，其高挥发性的正负空气离子可能会

有微芯片测试机中放置 3-5 个空气离子发生器的

迅速消耗，或因空气湍流而容易地重组在一起，导致

缓解方案。前者的独特功能不但节省成本，更直接影

静电荷缓解效果急剧下降，其易挥发的分解特性为

响投资回酬。由于电离空气的不稳定性质，空气离子

离子化气流中的管理和保持活性的正负离子带来极

发生器并没有这种可扩展性的功能。从技术和商业

大的挑战。

角度来看，与湿气静电消除器相比，空气离子发生器

这种难以控制的空气离子挥发性，需要在静电

缺乏便携性，可扩展性和应用灵活性，因此无法成

荷减缓工作过程领域中进行仔细和彻底的实地评

为首选。

估。在放置空气离子发生器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空

5.性能不稳定并且无法预测静电风险

气间隙。

所有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都必须使用针尖，这

例如，必须仔细评估高度紧凑的微芯片测试或

也是导致空气离子器装置的操作工能稳定性与准确

加工机器中相邻的部件和固定装置，并且确保其不

预测静电风险的辣手问题。在正常空气电离的过程

会完全阻碍电离空气流，以避免破坏及影响静电缓

中，针尖处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将减少空气离子量的

解操作功能。忽视这个步骤将无法达到降低静电所

产生，同时在正负极高压针上也产生了微量或不平

隐藏的风险。

衡的沉积物。这种积聚将使得气离子在短时间内输

空气离子发生器的另一个缺点是禁止短距离空

出不一致，导致电压不平衡，从而影响了电离设备的

气流向 ESD 敏感装置。如果空气离子发生器位置太

操作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例如在典型的电晕直流空

过靠近敏感装置，那么电离针发射的不平衡空气离

气离子发生器中，负针中的沉积物积聚比正针中的

子不但无法消除静电，反而会导致充电装置风险。在

积聚超越两倍以上。因此，所有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

现实生活中，许多机器制造商忽视了这种被禁止的

都需要额外的针对性维修方法，来协助稳定系统操

近距离空气流动对离子发生器正常操作功能的负面

作性能的一致性。这也是在大规模生产环境中实现

影响，尤其是在紧凑型机器的应用中。由于机器制造

电离设备顺畅操作的另一项挑战。

商对静电电荷缓解的知识匮乏，这种疏忽非常普遍

与所有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相比，由于湿气静

和广泛。客户基于需要在空间有限的先进测试或精

电消除器没有以上的缺点和缺陷，故而使其成为一

锐机械安装空气离子发生器，导致 ESD 工程师无奈

种更简易和更友好的静电消除工具。湿气静电消除

地必须承担 ESD 设备充电的高风险。另一方面，湿

器的这种独特功能，简化了监视湿空气设备性能一

气静电消除器不受近距离静电处理的限制，湿气静

致性的工作。总而言之，湿气静电消除器比空气离子

电消除器提供的是无离子充电风险技术，这种独特

发生器中的静电荷减缓过程的控制更简单、更可靠、

无冷凝湿空气完全不会有充电风险特别是对敏感微

技术更优越。

芯产品。所以这种湿气静电控制技术安全性能高，容

6.电离气流在日常运用上的自然缺陷

易操作及简单应用是可被大规模取用。为了达到更

不可否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电离气流发挥的

好的效果，制造商尤其是半导体工业都必须更了解

功效与操作性能确实存有一些问题。电离空气就如

使用电离设备及其电离气流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培

发射激光一样，必须直击到静电位置才能发挥电离

训。湿气静电消除器并没有这些的需求。

中和效果。在日常生产作业流程中，离子化设备释放

7.臭氧健康问题或核法规遵从性限制

的电离空气很可能会在电离气流中被邻近物体阻挡

在美国环保局（EPA USA）的网站 www.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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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 上提供了大量有关臭氧健康问题的详细资料。
当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发生空气电离过程时，

预防性静电控制技术）。因此，透过这种创新的非时

人们可以轻易地辨识具有独特气味的臭氧，它是从

基静态缓解技术和解决方案，在生产速度有很大的

O2 分解到形成 O3 空气分子所发出的气味，而且异味

上升空间，而且不会有摩擦起电的风险。特别是在空

特别的明显，尤其是在多个电晕离子发生器操作的

气离子发生器未能解决的摩擦充电问题的工艺流程

工作环境。臭氧释放的装置将受到健康风险的审查，

包括晶圆贴膜，液晶面板（TFT-LCD），薄膜热压放

臭氧风险因素为产品设计师和客户带来更多的法规

收卷以及其它涉及平面工艺制造集成电路。

遵从性的工作限制。核源离子发生器在大多数国家

在当今高度自动化的制造环境设备系统里的操

都有严格的核源法规遵从细节。此外，国家环保机制

作包括筛选、放置、插入、卷轴或其他组装和接触分

审批也必须很严格管制特别是考虑到大规模的使用

离的速度，透过湿气消除静电技术来降低摩擦电压

核源离子发生器放射源泄漏的高风险及安全性。电

已是被认可的方案。受控的湿气应用可以为我们提

晕及核源空气离子发生器的问题，在湿气静电消除

供更多静电缓解技术和解决方案， 从而提高生产

器中完全不存在。

力，并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制造环境中提升投资回酬。

8.快速高产量制造环境的操作功能限制

因此，无论是在提升生产速度，或是收紧内部控制对

在当今制造环境高度自动化的趋势之下，客户

客户所需的静电控制要求，将无冷凝湿空气静电消

对空气离子发生器的要求带来空前的压力。该空气

除器安装在测试或 PCBA 设备中都是重要的考虑

离子发生器必须能够符合客户的高期望效果，并且

因素。这种先进的静电缓解创新解决方案将会成为

以控制静电为主以达到客户所满意的目标。然而，终

一种全新的 ESD 控制方法，从而引领下一个 ESD

端客户对于静电阈值的限制和要求，通常会对

减缓的市场趋势。

CMS（合约制造服务）构成重大限制，因为这些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市场上有各种减少电荷的

总是希望借提高生产速度来提升业务制造的盈利能

空气电离工具和设备可供使用，但制造过程中CDM

力，以其达到可接受的投资回报率。随着产品精致化

对 ESDS 损坏的风险非常高。湿气静电消除器，是非

和产品更为敏感，未来的限制将日益严重。

常有效的通过控制转换的湿度来完善实现缓解局部

为了降低摩擦电压，透过安装空气离子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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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的十分之一（源自 2019 上海静电研讨会 - 湿气

位置的静电破坏而且处于最低 ESD 损坏风险的操

来提高生产速度的技术是有缺陷的。此解决方案是

作环境。

不被建议采用，因为我们还有其他更有效的降低摩

9.在高度敏感的微芯片中减轻 CDM 损害存有严

擦电压的方法。时基静电电荷缓解装置，如电晕空气

重的缺陷

离子发生器，在电离系统安装后总是给人一种表面

目前，超过 95％的 ESD 设备故障来自于 CDM

舒适和静电缓解的假象。实际上，任何空气离子发生

损害。由于在移动或生产过程中，任何静电压会瞬时

器是不能有效的降低即时摩擦静电 (Instant Tri-

呈现在芯片的金属针点，因此导致 CDM 损坏是难

bo-Charging) 因为电离过程都必须有特定衰减时

以控制。芯片上的金属接触针点在测试期间一旦接

间。世界上最强大的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在生产速

触到任何导电物体或金属工具，就会瞬时产生有害

度上升时也不能降低即时摩擦充电。令人意想不到

的 CDM 放电。在现实制造环境中，几乎不可能防止

（一种非时基的静
的是，通过使用湿气静电消除器，

CDM 放电。在移动、接触和分隔的过程中都会产生

电缓解设备），可以轻松快速地解决这种“无法解决”

先充电而后放电的情况，如在金属对金属之间的接

的问题。该设备可以将摩擦电压降低到空气离子发

触，包括印刷电路板、工具、设备测试插座、电线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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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涉及接地操作都会产生放电，这在制造过

净化制造设备里所采用的空气离子发生器的针尖颗

程中是无法避免，从而导致致命的 CDM 损坏。

粒脱落所引发的污染问题。

当今高速高产量的芯片生产自动化过程中，预

散布在空气离子发生器周遭的聚集污染颗粒是

防 CDM 损害是最佳策略和补救方法。最好的预防

工作场所被污染的证据。因此，在现实运用的例子当

措施是在高速组装或生产过程中确保仅产生最小或

中，空气离子发生器的维护工作通常包含了定期清

安全范围内的摩擦电压，并把风险降至最低。从技术

洁工作场所，主要是由于针尖颗粒脱落所引起的。相

层面上来说，如果在工作过程中的每个隔离绝缘部

反的，湿气静电消除器因为无针，所以不需进行繁琐

件或组件上，都将潜伏的静电荷确保消除或降至到

的针头清理工作。所有电晕空气离子发生器存在的

安全或零电压电位，那么就可以避免 CDM 放电。重

负面因素，让世界各地工厂在大规模使用的同时，

点在于如何使这些暴露（ 或隐藏）的移动绝缘体瞬

对于其可行性和可取性也带来更多挑战。针对这些

间变为轻静电耗散特性。

缺点，市场上有些空气离子器备有编程自动清洗功

值得惊喜的是，我们发现使用适当设计的湿气

能。这样的附加功能必需更多软硬零件结合以维持

静电消除器可以安全有效地将各种在移动的绝缘体

该系统操作功能，并会提高产品的制造成本与维修

瞬间转换成轻静电耗散特性，从而允许在 CDM 放

开支。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先进的电离针清洁技术是

电前，很自然的排出那些驻留在敏感 PCBA 或芯片

使用持续压缩的空气，以电离空气的连续喷射形式，

上固定不动的（被隐藏的）静电荷。

清除针尖上可能出现的任何污染物。然而，这种做法

瞬间产生的 CDM 放电，对空气离子发生器带

在成本上也遇到一些挫折，基本上都需要额外的安

来极大挑战与无奈，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装设备，比如设置压缩干燥空气（CDA）系统，而且

10.维修频率

还需要长期的高维护和监测成本。不可否认，安装

在当今许多高度 ESD 敏感的制造操作中，所有

CDA 以维持电离系统的运作，将会对生产经营成本

高性能的商用空气电离器都会释放大量的空气离

负担有所加重，进而影响业务的盈利能力。

子，以快速有效地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荷。然而，由

结论

高性能空气电离器发出的大量正负空气离子，也同

总之，针对湿气静电消除器的使用预计将透过

时快速形成更多不必要的沉积物 （在高压针的尖端

诸如 ESD 研讨会、ESD 论坛、ESD 会议、用户等渠道

处聚集）。化学沉积物在针尖处的积聚，对空气离子

在静电控制行业中披露和迅速传播。

发生器的定期维护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为了确

许多国际认可的权威 ESD 研讨会已经发布了

保电离设备正常运作，就必须彻底清除针尖处的这

许多对比功能的数据，包括以下美国防静电协会所

些有害污染物并影响正负离子的产量及均衡。因

举办的 ESD 研讨会：

此，用户设备都必须更频密地维护商用空气离子发

1)2019 马来西亚静电研讨会

生器的针头。去除这些高性能电离设备的化学沉积

EOS/ESD Manufacturing Symposium 2019

物，需要额外的维修或更高频率的清洁工作，这意味

(Novel Static Charge Elimination Technology

着为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带来更多额外的工作，也消

Using Humid Air For Insulative Film Industry)
2)2019 上海静电研讨会

耗更多人力和财力。

EOS/ESD Manufacturing Symposium China

在一般的情况下，针尖处的这些腐蚀性化合物
将与生产环境中的微空气颗粒结合，形成较大的颗
粒。在针尖处积聚的这些化学颗粒会随机释放，造成

2019
(Novel Static Charge Elimination Tech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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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预期来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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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 保护膜用 PMMA 树脂
胡树＊，刘秋明，高西萍，孙立民
聚纶材料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

光明

518107

众所周知，大家日常使用非常广泛的手机、电

心材料被日资企业垄断，国内长期依赖进口，并且

—
脑、电视等电子产品，它们都有共同的重要组成——

TAC 膜的力学性能无法满足薄型偏光片和大尺寸

平面 / 柔性显示器，在显示器中偏光片又是不可或缺

的偏光片要求。

的重要元器件。显示面液晶层的上下都各有一层偏

研究现状

光片，在偏光片里光学功能薄膜又是最关键的材料。

国内外很多厂商也一直在从事 TAC 膜替代材

偏光片典型的组成结构是由一张 PVA 膜和两

料的研发，目前市面上用得比较多的是 COP、PET

张 TAC 膜组成的夹心复合膜结构 （见图 1）。TAC

和 PMMA 材料，以日本瑞翁公司为代表的 COP，日

膜主要是对 PVA 膜起保护作用，它的使用面积通常

本东洋纺的聚酯类 PET 以及日本触媒、东洋钢板，

是偏光片面积的 2 倍。TAC 膜有优异的支撑性，能

国内四川龙华丙烯酸酯类 PMMA。这三种材料光学

够保证 PVA 膜不回缩，也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酸

性质都符合偏光片用光学薄膜的使用要求，但是也

碱紫外线性能以及各项优异的光学性质，比如说光

存在各自的弊端，如 COP 制备难度高，来源单一、

均匀性、光透明性等。但是 TAC 膜又是偏光片生产

价格高以及与 PVA 相容性较差；PET 的雾度比较

成本过高的因素，在一张偏光片里，TAC 膜生产成

高，高于 1.0，拉伸工艺非常难控制，很难 做到薄膜

本占偏光片总成本的 50%，并且就目前现状而言，

厚度均匀，所以产业化效率低；PMMA 即丙烯酸酯

TAC 主要被日本富士胶片等国外公司垄断，国内严

类的聚合物，俗称有机玻璃，跟普通的玻璃相比，

重受制于人。

PMMA 具有质量轻（密度低）、透光率高、冲击强度
很强的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国家战略领域支柱
产业的关键光学零部件中，比如国防军事、信息电
子、科学工程等领域。PMMA 的单体丙烯酸甲酯原
料来源比较广泛，合成和加工的过程是比较环保的，
所以 PMMA 应用于 PVA 保护膜，在国内是最具有
成本优势和最有希望打破技术瓶颈的。另外，在 50
寸及以上的大尺寸屏幕上，使用 TAC 膜偏光片屏幕
图1

偏光片基础结构

会产生残影的现象，使用 PMMA 就不存在这种现象

对于 TAC 膜的制备条件而言，它对原材料要求

（由于 PMMA 具有极低的光弹性系数）。因此，我们

非常苛刻，例如要求 α- 纤维素的含量要在 90%～

认为丙烯酸酯类的材料是替代 TAC 实现国产化成

95%之间，乙酰基的取代度要在 2.7～2.9 之间，薄

为现实的选择。

膜的制造工艺也是比较复杂的，包含了脱泡、流延、

PMMA 保护膜用丙烯酸酯产品供应链的主要

干燥、涂布、收片等步骤。国内 TAC 的生产现状是

流程是如东洋钢板用日本触媒和钟渊化学生产的

原材料高纯度的棉浆粕高度依赖进口，使用的增塑

PMMA 树脂做成了 PMMA 薄膜，然后给日东电工

剂、脱泡剂毒性很大。因此，目前 TAC 的现状是核

做成偏光片，再提供给三星做成面板。像 LGD、京东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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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现在都是丙烯酸酯类显示面板的主力厂商，除了

MA 均聚物，再通过大分子化学反应得到改性 PM-

这些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公司也纷纷投入到 PMMA

MA，当然也可以在这个 PMMA 均聚物的基础上再

的研发当中。

混入一些高耐热或者高韧性的聚合物进行共混改

主要技术问题

性。

技术参数与结果

（1）PMMA 耐高温性能比较差（Tg 约为106℃），
所以导致了偏光片使用温度范围窄。
（2）PMMA 双折射不在允许值范围内，会影响

单体以及公司自主设计的其它单体进行共聚，得到

偏光的视觉效果，所以需要对 PMMA 进行改性，让

共聚的 PMMA，然后再引入一些其它的改性剂进行

它同时满足耐高温性能和双折射效果，这是替代

融熔共混，最终得到聚纶的改性 PMMA-PTM 系

TAC 材料的基本条件。

列。

PMMA 的双折射现象，实际上就是将 PMMA

PTM 系列是聚纶材料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的改

薄膜进行热拉伸，让它的分子链沿着拉伸方向平行

性 PMMA 的树脂材料，它与众不同的聚合物分子结

排列。我们可以通过仪器测试其在拉伸方向、垂直拉

构，在具备高硬度和高透光率的同时，还具有强韧性

伸方向和厚度方向的折光指数，比如 Nx、Ny、Nz，

和强耐候性，雾度可以达到 1%，然后还兼具了 1.52

也可以通过对 PMMA 分子结构的设计、调整以及对

的折光指数，可以用做 PVA 的保护膜。

加工过程、加工工艺的优化，对 PMMA 进行化学和

在密度、吸水率、表面硬度方面，PTM 系列比传

物理改性，使其满足光学要求，从而构建出聚合物的

统的 PMMA 稍微偏低一点点，熔融指数则偏低较

分子结构、加工工艺和光学性能三者之间的关系。

多，但仍在可加工范 围内。在机械性能方面，

技术目标

PTM001 和 PTM002 的弯曲模量和断裂伸长率跟普

改性 PMMA 树脂有哪些基本的目标和指标

通 PMMA 差不多，但改性之后的 PMMA 韧性增

(1)提高树脂的耐热性，PMMA 玻璃化转变温度

强，拉伸强度有所提高。

比较低，只有 100 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的玻璃
化转变温度（Tg）提高到 130℃以上。

热力学性能方面，不管是玻璃化转变温度、维卡
软化温度还是热变形温度上，PTM 系列相比较普通

(2)高薄膜韧性，PMMA 是高脆性材料，要提高

的 PMMA 都提高比较多，如 PTM001 玻璃化转变

韧性使它的耐折性能提高至少 1 倍以上 （MIT 耐折

温 度 可 达 到 了 130 度 ， 比 普 通 的 PMMA 要 高 出

次数＞200 次）。

25℃，PTM002 玻璃化转变温度也达到了 120 度，比

技术方法

普通的 PMMA 要高出 15℃。

PMMA 保护膜的生产链包括改性树脂、薄膜制

韧性方面（耐弯折性能），PTM 系列产品制备双

备、表面涂布三个部分，其中以改性树脂和薄膜的制

向拉伸一倍之后的 PTM 薄膜样品，使用 MIT 耐折

备为主，改性树脂的研制又是最为关键的环节。

强度试验机来进行测试，平均耐折次数可以达 到

PMMA 改性路径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将 MMA 单体和其他单体进行共聚，

500 次以上。
以 60μm 产品为例，
PTM 系列产品制备的薄膜：

得到共聚的 PMMA 树脂，如果符合要求可以直接把

透光率为 92%，雾度＜1%，折射率有提高到 1.52，成

它作为改性树脂；如果想附加其他功能也可以在共

膜后得到的薄膜非常透明、均匀。PTM 薄膜在拉伸

聚的 PMMA 树脂里引入其他改性剂，进行共混改性

之前 Re 和 Rth 都是非常小的，我们认为它基本上

得到最终的改性 PMMA；

就是双零的状态。在高温的情况下进行拉伸的话，

第二种是将 PMMA 单体进行均聚，得到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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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 聚碳酸酯共混物
光学材料的研究进展
胡树 1*，刘秋明 1，高西萍 2，程士心 1，孙立民 1
1.聚纶材料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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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因其优异的光学性能和综合理想性能，而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 PMMA
自身的不足，其在某些领域的应用受到了限制。PMMA 是 PC 光学材料的理想增硬改性材料，而 PC 是 PMMA 光学
材料潜在的理想耐热增韧改性材料。因此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不仅具有 PMMA 的基本特性，而且具备良好
的耐热稳定性、韧性（耐屈挠）和低吸湿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介绍了 PMMA/PC 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从溶液法、熔融法以及新技术等几方面论述了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概述了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的应用领域，并对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的研究和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聚碳酸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共混物；透明

Polymethyl methacrylate was used in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optical properties and
good comprehensive mechanical properties. However，deficient characteristics of PMMA deterred its application in some areas. PMMA was an ideal toughening material for PC optical materials，and PC was a potential ideal heat resistant toughening
material for PMMA optical materials. Therefore，PMMA/PC blend optical materials not only ha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MMA，but also had good thermal stability，toughness（flexure resistance）and low moisture absorption，which had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e prepa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PMMA/PC blending composite systems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were reviewed.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include solution blending method，melt blending method，and some newly-developed blending method. The progress of PMMA/PC blending materials for optical applications were especially emphasized in
this paper.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these materials were discussed and forecasted.
Polycarbonate；Polymethyl methacrylate；Blend；Optical

1、
引言

括 PMMA 模塑、PMMA 板材、PMMA 薄膜和 PM-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 ，俗称有机玻璃

MA 纤维等。PMMA 具备突出的光学透明性能，良

或亚克力，是应用最广泛的丙烯酸酯类塑料可采用

好的综合力学性能、耐候性和耐老化性、介电性能和

浇铸、注塑、挤出、热压等成型工艺加工，主要产品包

绝缘性，且价格相对低廉、质轻、耐刮擦性佳、易加工
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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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PMMA 光弹性系数极低，薄膜双折射数值接

熔融共混法是将 PMMA、PC 及其他助剂混合

近零、表面光泽度高，具有最高的全光谱透光率，透

均匀后，通过高温熔融塑化、冷却、成型，得到热力学

光率＞92%，雾度＜1%，可透过大部分紫外线、可见

稳定的 PMMA/PC 共混物。相比较溶液共混法，熔

光和部分红外线区域 [1～3]。PMMA 不仅应用于视觉

融共混法加工设备相对成熟，工艺简易，便于控制且

美观的外在装饰，还可替代无机玻璃在光学领域获

样品均匀性较好，但对共混物的热稳定性要求较高。

得广泛的应用。近年来，PMMA 透明件在航空航天、

2、
PMMA/PC 光学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深海探测、装甲防护和电子通讯及光电显示等特殊

从热力学角度来说，聚合物间的相容性是两种

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包括飞机座舱盖、宇航

聚合物形成均相体系的能力，即聚合物之间的相互

服面窗、防护观察窗、导光板和光学薄膜等。PMMA

溶解性。当两种或者多种聚合物，无论分子量大小、

树脂成为制作光学产品的首选材料

[4～5]

。

混合温度等因素，能够以任意比例形成分子水平均

另一方面，由于 PMMA 的折射率较小，吸湿性

匀混合的均相体系，且无定形共混物表现出一个玻

强，热稳定性一般，质脆易开裂、断裂伸长率低、抗冲

璃化转变温度（Tg），称之为完全相容；反之则称为

[6]

击性能差，因此 PMMA 的改性制品陆续出现 。芳

不相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在某些限定条件下而形

香族聚碳酸酯（PC）具有透明性好、折射率大、吸湿

成的均相体系，称之为部分相容[12]。PMMA/PC 为部

性弱、耐热性佳、韧性好等优良性能，但流动性差，难

分相容体系，对于 PMMA/PC 共混体系的研究，主

[7]

加工，易产生内应力，表面硬度低，耐磨性差 。

要集中在 PMMA/PC 共混物的相容性、相行为（相

PMMA 和 PC 两种材料在诸多性能上能够较好地

分离）、形貌和界面改性等方面。

互补，如 PC 是 PMMA 光学材料潜在的理想耐热增

2.1

韧改性材料；而 PMMA 是 PC 光学材料的理想增硬

溶液法制备 PMMA/PC 光学材料，国外研究起

改性材料。PMMA 和 PC 都含有酯基基团，PC 的溶

步较早。此方法工艺复杂较难控制、成本较高、效率

PMMA 的溶解度参数 δPMMA
解度参数 δPC 约为 20.3，

低，目前主要停留在实验室制样阶段。

约为 19.0，相差＜1.5，因此两者可部分相容 [8-9]。但

2.1.1 PMMA/PC 共混物相容性和增容剂的研究

两种材料的相容性有限；同时，两者的光学折射率不

An 等人 [13] 的研究表明环氧树脂与 PC 和 PM-

同，实际加工得到的 PMMA/PC 制品透明度较低，

MA 间有较强分子间作用力，在两相界面间很容易

表面有珠光现象，雾度比较明显 [10]。如何获得光学透

与 PC 发生反应，形成交联结构并将 PMMA 链束

明性优异的 PMMA/PC 共混物，这个主题既有一定

缚，使 PMMA 与 PC 的界面增强，从而抑制相分离，

的学术价值，也有实际应用价值，因此是学术界及产

形成均相的共混物。

业界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PMMA/PC 共混材料按
照混合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溶液共混法和熔融共
混法 [11-12]。
溶液共混法是指使用共溶剂将 PMMA、PC 和
其他助剂充分溶解、混合均匀，通过浇铸、涂布等工

36

溶液法制备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

Ray 等 人

[14-15]

发 现 添 加 6% wt 纳 米 蒙 脱 土

（nano-MMT） 的 PC/PMMA 共混物在 DSC 曲线
上仅显示单一玻璃化转变温度（Tg），且由不透明转
变为透明，说明 nano-MMT 有效地提高了 PC 与
PMMA 间的相容性。

艺方式，利用在高温环境下将有机溶剂快速脱除（溶

通过溶液浇铸或涂膜工艺可以得到均相的共混

液涂膜法）、或者在沉淀溶剂中沉淀析出（溶解沉淀

物，主要影响因素是溶剂种类和干燥温度。Nishi-

法），得到 PMMA/PC 固态共混物。此方法成本较

moto 等 [16]发现使用四氢呋喃（THF）溶解 PMMA 和

高、效率低，特别是此法使用大量有机溶剂，不利于

PC，以庚烷（Heptane）作为再沉淀溶剂，或者直接通

环保，一般仅适合于实验室制样。

过溶剂的快速蒸发，都能得到透明的具有单一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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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温度（Tg）的 PMMA/PC 共混物。但该共混

电子自旋共振 （ESR） 谱图，发现共混物自由体积小

物热力学非常不稳定，加热到 150～220℃会发生相

于 PMMA 和 PC。这可能是因为在共混物界面相

分离，当温度高于 220℃时，溶液共混的两相中还可

处，不同分子链段之间作用力加强，使链段刚性增

能发生不同类型的化学反应。Nishimoto 等认为溶

大，自由体积减小，共混物密度增大，其力学性能也

液浇铸薄膜时，PMMA 和 PC 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很

相应提高。

小，对共混体系的混合影响较小，因此该共混体系仅

胡树等 [22] 发明了一种在 PMMA 树脂和芳香族

仅在平衡状态下表现出部分相容，不存在明确的相

共聚碳酸酯溶液中，加入配置成一定量的增容剂
（PMMA 或 PC 的熔融接枝物）和流平剂（氟化聚乙

容和不相容。
[17]

将 PMMA 和 PC 溶于四氢呋喃

烯）溶液涂膜，通过分步升温法脱除溶剂，制备高透

（THF）中，以正庚烷为沉淀剂，通过溶解沉淀法得到

光率、低雾度和低黄度的光学级 PMMA/PC 薄膜的

相容的 PMMA/PC 共混物。Kim 等 [18]指出在聚碳酸

方法。氟化聚乙烯的主链是饱和氟碳链结构，具有较

酯结构中引入极性基团，能够改变极性基团自身的

低的表面能，能促进涂布液在干燥过程中形成平整、

电负性，并引起苯环内电荷分布的重排，可以改变

光滑、厚度均匀的薄膜。特别地，当氟化聚乙烯上含

PMMA 与 PC 的相互作用，提高了 PMMA 与 PC 间

有极性官能团时，通过高速搅拌混合，氟化聚乙烯能

的相容性。

够提高树脂共混物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速度和分散

Chiou 等人

Debier 等 [19]合成了一种含有酸酐单元的丙烯酸

性，在剪切作用下使芳香族共聚碳酸酯组分细化，薄

聚合物，可用于与 PC 反应。Debier 等认为该丙烯酸

膜内部散射现象明显减弱，雾度降低，透光率提高，

聚合物在溶液混合时，对 PMMA/PC 溶液的微观结

还避免薄膜表面出现彩虹纹。高沸点溶剂和低沸点

构有重要影响，显著减小了分散相的尺寸。首先聚碳

溶剂结合使用，有利于平衡聚合物的溶解速度和干

酸酯大分子在酸酐单元的作用下，PC 链发生酸解分

燥速度，提高涂布时的润湿效果；本发明还采用分步

为两部分，而这两部分都能通过化学反应，接枝到丙

干燥法，这有利于溶剂的平稳均匀挥发，避免挥发速

烯酸主链上，并且在溶液中能保持反应单元间的良

度过快以及溶剂与基材表面张力相差太大而导致薄

好接触。加入少量的上述丙烯酸聚合物，采用浇铸成

膜产生气泡或孔洞。

型制备 PMMA/PC 共混物 （PC 组分含量为 30%），

2.1.3

能够得到透明的共混物。然而，他们在制备熔融混合

PMMA/PC 共混物相行为的研究

对于 PMMA/PC 体系，低临界互溶温度（LC-

样品中，还没有观察到透明的共混物。

ST）和高临界溶解温度（UCST）的位置与降温速率

2.1.2

有很大的联系。

PMMA 和 PC 之间界面改性的研究

PMMA/PC 为部分相容体系，因此其相容性与
分子相互作用有很大关系。
Koo 等 [20]研究发现 PMMA 是脆性聚合物，在拉

Saldanha 等 [23] 研究了所用溶剂种类、溶剂蒸发
速率和浇铸温度对 PMMA/PC 共混物相结构演变
的影响。使用环己酮（CHN）作为溶剂时，通常会导

伸过程中呈现典型的脆性断裂，而 PC 是韧性聚合

致相分离和 PC 相结晶，而使用二 氯甲烷（DCM）

物。当 PMMA 和 PC 以一定比例熔融或溶液共混

时，浇铸过程未出现溶剂诱导结晶的迹象，但在溶剂

时，试样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和冲击强度等力学

蒸发过程中体系相分离。以 THF 为溶剂，在低温条

性能均高于两组分性能的加合值。

件下（20℃以下）浇铸共混物，表现出相分离行为和

寇喜春等 [21]使用二氯甲烷做共溶剂分别制作了

溶剂诱导结晶行为；在高温条件下（47℃）浇注，可以

厚度为 1～2mm 的 PMMA、PC 和 PMMA/PC 的共

得到具有单一 Tg 的透明非晶薄膜，并且呈现相容

混物薄膜，得到同样的结果。通过对比不同温度下的

性和低温互溶行为（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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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zbch 等人 [24]通过分子模型模拟证实了 PM-

是因为在极稀溶液中各聚合物作为几乎没有缠绕的

MA 的碳基与 PC 的苯环之间存在着微弱的分子间

孤立链而存在，聚合物粉末中的单分子键在溶液中

作用力，并通过相图证实与 PMMA/PC 间存在着低

极快速地扩散移动，使得聚合物共混物达到分子级

临界溶解温度（（LCST） 。

的混合分散。这个方法的缺点在于溶液浓度需要很

[25]

Lim 等人 发现分子量在适当范围内的 PMMA

稀，聚合物分子链才能充分扩散、渗透和混合，而且

与 PC 的共混物中，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与高临

清洗和再沉淀过程需要大量的再沉淀溶剂，不然溶

界溶解温度（UCST）共存。

剂（THF）会有残留。因此该方法产量和效率很低，成

Rabeony 等 [26]研究了 PMMA/ 双酚 A 型 PC 共
混物溶液在高温环境下等温退火过程中的形态演

本较高。
胡树等 [32] 采用特定组成的（α- 甲基苯乙烯）-

变。认为 200℃以上时 PMMA 与 PC 之间的通过酯

丙烯腈 - 苯乙烯三元共聚物作为稳定剂和增容剂，

- 酯交换反应形成原位接枝共聚物，接枝共聚物主

在复配不同沸点溶剂中充分溶解 PMMA/PC 共混

要在相互连接的微相区之间的界面区域生成，而接

物，再根据溶剂沸点分阶段降温，可以有效地完全脱

枝共聚物在聚合物共混物中可以充当非常有效的

除溶剂，制备出透光率＞92%，雾度＜1%，黄度 YI＜

“表面活性剂”。Debier 等 [27]认为不是简单的酯交换，

1%的共混物光学薄膜，并且在 300℃仍具有良好稳

而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两相间会发生化学反应。首先

定性。将共混物光学薄膜进一步在合适的工艺条件

是 PMMA 酯基水解得到丙烯酸的侧基；然后丙烯酸

下，进行热拉伸，可以得到高韧性和特殊光学特性的

酸解碳酸酯键或者生成戊二酸酐，得到具有脂肪族

功能性具有热力学稳定性（不会出现相分离）的共混

- 芳香族酯基的共聚物。在真空条件下加热至300℃

物光学薄膜。另外，还发现二甲基甲酰胺（DMF）、

时共混体系也没有发生反应。反应单元间的良好接

N- 甲基吡咯烷酮 （NMP）、氯苯和吡啶、二甲苯、

触是该过程的关键。当反应在可混溶体系中进行时，

1，4- 二 氧 六 环 （Dioxane）、 环 戊 酮（Cyclopen-

可获得大量 PMMA-PC 共聚物。相反，在熔融混合

tanone）、THF 等有机溶剂，在高温环境中，均 为

过程中不合成了会发生反应。

PMMA/PC 共 混 物 的 良 好 共 溶 剂 ， 但 Dioxane、

[28]

Hsu 等 发现在 THF 中 PMMA/ 双酚 A 型PC

Cyclopentanone 和 THF 作为共溶剂，极性强，极易

共混物没有发现明显的相分离现象，而在氯仿

吸水，UCST 又较低，在脱除溶剂过程中，共混物极

（TCM）中则出现了明显的相分离。虽然 PMMA/PC

易出现相分离，导致薄膜雾度明显增加。使用 DMF

共混物体系也不是热力学相容的，但相比较无规立

和 NMP 作为共溶剂，虽然制备的薄膜光学性能优

构 PMMA（aPMMA），间 规 立 构 PMMA（sPMMA）

异，但由于溶剂沸点高，所以溶剂脱除过程中，薄膜

有利于改善 PMMA/PC 的相容性。

容易发黄。

2.1.4

38

PMMA/PC 共混物溶剂的研究

共 溶 剂 的 溶 解 特 性 和 沸 点 决 定 了 PMMA 和

Akrond 大学的研究人员 [30]将 PMMA 和 PC 在

PC 的溶解质量和溶解速度，以及溶剂脱除的温度和

沸点 300℃以上的溶剂中分开溶解，然后将溶液混

速度。PMMA 和 PC 为非完全相容体系，如果共溶

合，在一定温度下将溶剂挥发脱除，得到透明 的

剂的溶解性不理想，共混物中存在界面分离，溶液法

PMMA/PC 共混物。

制备的共混物呈半透明状甚至白色，无法达到光学

石川 優 香等 [31]使用 THF 溶解 PMMA 和 PC 共

材料的使用要求。溶剂脱除速度慢，也会导致 PM-

混物，配置成浓度非常低（0.1wt%）的稀溶液，在大

MA/PC 共混物的热力学不稳定性，溶剂脱除速度

量的正己烷中进行再沉淀，得到的粉末共混物减压

太快，又会出现厚度不均匀，制品表面留痕明显等现

处理一周，然后高温热压得到透明的共混物薄膜。这

象，因此选择合适的共溶剂和溶剂脱除工艺是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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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混法的关键。溶液法虽然制备的光学薄膜光学性

Gardlund [36]采用动态力学分析和扫描电镜研究

能优异，但溶剂回收成本高、加工成型设备价格昂

了熔融挤出法制备的 PMMA/ 双酚 A 型 PC 共混

贵，工艺相对复杂，尺寸稳定性相对较差，生产效率

物。发现当 PC 浓度小于 50 wt%时，PC 分散在连续

较低，短时间内无法产业化。

的 PMMA 基体中；当 PC 浓度较高时，两种聚合物

2.2

都形成连续相。他认为容混性产生的原因是 PMMA

熔融法制备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
熔融共混法更适于 PMMA 与 PC 共混的工业

生产。但两种树脂材料的熔融粘度和流动性差异较

上酯基的 n 电子和 PC 的苯环上 π 电子之间可能
形成 n-π 络合物。

大，熔融加工加工温度低时，PC 不能完全塑化；反之

为了提高 PMMA/PC 共混物的相容性，改善

PMMA 易于降解。这些都会对共混物制品的物理机

PMMA/PC 共混物的性能，RAN Minghao 等[37]通过

械性能和光学性能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也限制 了

合成了一系列 PC 接枝共聚物作为相容剂，将聚甲

PMMA/PC 共混物在透明光学领域的应用。由于熔

基丙烯酸甲酯（PMMA）与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C）

融 PMMA/PC 的相容性和加工匹配性不佳，因此熔

混合，得到了具有单一 Tg 的透明聚合物共混物。采

融共混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各种增容手段制备

用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技术，研究了接枝共聚物的

PMMA/PC 共混物。

结构和支链长度。

[33]

Kim 等 研究了 PMMA 与 PC 熔融 挤出共混

费正东等 [38] 以 St/MAH-g-MMA 接枝共聚物

物的 Tg 和 Tg 处的比热增量（ACp），认为 PMMA

作为主要改性剂，使用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制

在 PC 相中的溶解度比 PC 在 PMMA 相中的溶解

得力学性能良好的 PC/PMMA 共混合金。该合金具

度高，增加 PMMA/PC 共混物中 PMMA 的含量可

有良好的拉伸强度，表面硬度，热变形温度和光泽

以改善二者的相容性。另外，PMMA/PC 共混体系

性，可广泛用于工程材料，电器显示，包装等领域。但

存在两个 Tg，随两相的含量的变化而变化，但都有

未提及合金透明性。

不同程度的内移。PMMA 和 PC 不存在明确的相容

胡树等 [39]发现超支化聚丙烯酸酯和超支化聚碳

和不相容，仅在平衡状态下出现部分互容。但笔者认

酸酯及其衍生物，与 PMMA 类聚合物相容性佳，与

为 PC 的熔融温度和熔体粘度远远高于 PMMA，因

共聚型 PC 也有极佳的润湿性，降低 MMA 聚合物

此 PC 相可能更合适做连续相。

与 PC 的界面张力，进一步提高两相的相容性，明显

Debier 等[34～35]发现发现甲基丙烯酸甲酯（MMA）

提高共混物的机械强度、韧性和耐热性。采用的润滑

与酰亚胺的共聚物，能够通过特定的相互作用或内

剂为饱和的碳原子数为 C30～C70 的烷烃混合物不仅

排斥作用来改善 PMMA 与 PC 的相容性。熔融共混

具有良好的润滑性、化学惰性和适当的沸点，完全不

后，PMMA 在 PC 基体中的分散性良好。随着酰亚

会影响薄膜的物理机械性能和光学特性。润滑剂不

胺含量的增加，丙烯酸和聚碳酸酯之间的相互作用

仅能提高共混体系的流动性，减少树脂加工过程与

略有改善。不过熔融共混制备的 PMMA/PC 雾度依

设备的摩擦生热和磨损，使塑料薄膜表面变得更佳

然很大。Debier 等通过结合微观结构研究，还观察发

光滑，还能进一步降低共混材料的加工温度和使得

现片晶纤维束间，主要由纯丙烯酸酯组成。无定形丙

温度均匀，避免加工过程出现局部过热和相分离现

烯酸组分的相分离主要在聚碳酸酯 / 聚丙烯酸酯共

象。另一方面，熔融挤出过程，先将少量的 PMMA、

混物中的片晶纤维束间，并未观察到球晶间的相分

润滑 剂和相 容剂与 PC 在较高温 度 下 共 混 挤 出 造

离。另外，芳香族聚合物的刚度增加，也可能会增加

粒，让流动性较好的 PMMA 聚合物和功能助剂较好

片晶紧密生长的趋势，而不是在空间上随机生长，从

地分散于 PC 中快速塑化混合，制备光学树脂母粒。

而降低层间相分离的可能性。

然后将剩下的 PMMA 类聚合物和母粒均匀混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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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低温度下，熔融挤出制作光学树脂，母粒更容易

在分子水平上均匀混合异种高分子材料的高剪切成

分散于 PMMA 类聚合物中。通过二步法极大降低

型加工技术（HSP）。将原本不混合的不同聚合物材

了 PMMA 材料的热降解，能够得到透明、低雾度，力

料进行分子水平混合，共混物透明度优良，也能将纳

学性能佳的 PMMA/PC 共混物树脂。

米无机填料均匀分散到聚合物中。在 2018 年东京举

2.3

办的第 17 届国际纳米技术综合展（nanotech 2018）

新技术制备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

2.3.1

反应性挤出

的技术会议上，该项技术进行了展示，在受到广泛关

隗明等 [40] 研究了 PMMA/PC 共混体系在 各种

注的同时，还获得特别大奖[46-47]。早期，产研所与井元

催化剂作用下的反应性熔融共混。根据共混产物红

制作所（京都）共同开发了全球首台螺杆最高转速为

外分析的结果、共混体系扭矩变化、共混物透明性观

3000rpm，剪切速度为 400s-1 的高剪切装置，手动式

察，发现乙酸锂、乙酸镁、硅酸钠、乙酸锰、多聚磷酸、

的微量型高剪切设备 HSE3000mini（见下图 1）[48-49]。

二丁氧基锡、二月桂酸二丁基锡等催化剂能催化

后来，产研所与新泻机械科技株式会社共同开发了

PMMA/PC 熔融共混体系两相之间的反应。反应过

小型全自动高剪切设备 NHSS2-28（见下图 1）。以

程中形成 PMMA-PC 接枝共聚物能够提高两组份

上设备为小批量加工装置，主要用于研究用途。在此

的相容性，得到半透明的共混物。而氯化钐、氯化镧、

基础上，2019 年，产研所与东芝机械株式会社共同

乙酸镍、溴化钠、己二酸和三氯化铝这几种催化剂不

开发了完全连续式高剪切加工成型机 （见下图 3），

能催化两相之间的熔融共混反应，不能得到透明的

预计产能为 100kg/h[50-51]。
使用传 统双螺杆挤出 机，剪切力低，制 备 的

共混物。
Montaudo 等 [41] 发现在二丁氧基锡的催化作用

PMM/PC 共混物为白色；而使用 HSP 技术，高剪切

下，PMMA 降解产生的 MMA 单体可以与 PC 的碳

速度下加工 PMM/PC 共混物能够得到透明产物，

酸酯键发生酯交换反应，但未观察到 PC/PMMA 接

并且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提高一倍以上，PMMA 的

枝共聚物的存在。当温度超过 300℃时，在没有催化

脆性得到明显改性。当使用 HSP 技术，按照 PM-

剂存在条件下也会发生上述反应。

MA/PC=20/80 （wt） 混合时，PMMA 相的尺寸在

另外，Penco [42-43] 和 Singh [44] 分别通 过 添 加 了 四

10nm 左右，而在 PMMA/PC=80/20（wt）条件下混

丁基胺四苯硼酸酯和 SnCl2 作为的酯交换催化剂，

合时，PC 相的尺寸为 30～50nm，形成了非常精细

熔融挤出过程中引发了 PMMA 与 PC 的酯交换反

的结构。经混练的 PMMA/PC 共混物具有优异的透

应，生成的共聚物起到了反应增容作用。红外光谱显

明度，即使将这些共混物再次熔融制作厚度为

示，PMMA 与 PC 发生了接枝反应。这些化学反应

0.5mm 的薄膜，也保持良好的透明性[52-53]。

强烈地改变了共混物的相容性，可以得到具有单一
Tg 的材料。
海伦娜等

[45]

发现使用锌类催化剂 （优选乙酸

锌），也能作为催化 PMMA 和 PC 发生酯交换反应，
并且对酯交换抑制剂和增链剂进行了研究。

2.3.2

新型加工设备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挤出加工设备螺杆旋转数通
常在 300rpm 以下，对应 的剪切速度 在 100s-1 左
右，因此熔融共混时混合物无法得到充分的剪切速
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产研所）开发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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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3.3

辅助条件

拜耳公司 [55] 通过在超临界气体存在下，熔融混
合芳香族聚碳酸酯和聚 -C1-C8- 烷基（甲基）丙烯
酸酯得到透明的混合物。相比较传统混合工艺，在超
临界气体的作用下，熔融混合物的熔体粘度至少会
降低 10%。
聚合物材料在超临界的作用下结晶对共混物性
能形貌均会产生影响。张传明 [56]研究了酯交换催化
图2

全自动小型高剪切成形加工机

剂 SnCl2.2H2O 对 PC/PMMA 共混的增容作用，同
时研究了超临界 CO2 在共混物中的溶解与扩散行
为，以及共混物在超临界 CO2 中的结晶行为。共混
物中的 PC 相在超临界 CO2 作用下出现结晶，且 PC
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晶型；增加饱和时间及饱和压
力，提高饱和温度和添加共溶剂丙酮，均可以提高
PC 晶体结构的完善程度 及 CO2 在 PC/PMMA 共
混物中的溶解量。超临界流体扩散至聚合物中形成
高度饱和的聚合物溶体气体均相混合体系，但是该
体系有在饱和条件改变的过程中产生热力学不稳

图3

完全连续式螺杆高剪切加工机

华南理工大学瞿金平院士 [54]运用拉伸形变分散
创新技术，发明了叶片挤出机，实现了物料在整个塑
化加工过程中受拉伸流变控制的加工方法，使得聚
合物在叶片挤出机中具有热机械历程短、降解程度
小、物料混合效果佳等特点。该项技术，依托广东星
联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生产出国际首创和领先的高
分子拉伸流变挤出设备（简称 ERE），利用物料加工
体积连续周期性变化，实现具有完全正位移特性的
体积输送过程。物料混合塑化受拉伸形变支配，传热
效率高，混合分散效果好，同时在拉伸流变挤压系统
中，物料输送没有局部突变和死角，物料停留时间
短，避免因机械剪切作用引起的材料热降解。笔者使
用星联科技的拉伸流变挤出机 SRE-40，简单尝试
了熔融挤出 PMMA/PC（质量比 80：
20）共混物，并进
一步流延、
拉伸得到厚度为 40μm，
透光率为92.32%，
雾度为 4.21%，黄度 YI 为 0.64 的光学薄膜，并且有
进一步的工艺调整空间，具有较大的研究和实用价

定，在达到过饱和状态时，体系会出现相分离。
刘引烽等 [57]将 PC 样品经电子束预辐照后，在溶
剂和氧化还原类催化剂的条件下与 MMA 单体进行
接枝反应，经抽滤、洗涤、干燥后得到PC-g-PMMA
接枝共聚物。这是因为双酚 A 型 PC 在有氧条件下
经高能电子束辐照后能在 PC 分子链上生成过氧基
团以及活性自由基，这些活性点能够与氧化还原类
催化剂共同作用引发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 单体聚
合从而形成 PMMA 支链。该方法制备的接枝共聚
物可以作为 PC/PMMA 共混体系的增容剂，但处理
效率不高、接枝率不易控制，还不具备产业化条件。

3、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的应用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复合
材料正以惊人的速度被开发和应用，透明光学树脂
材料在很多领域正逐步取代普通玻璃，相比传统玻
璃，透明树脂材料有重量轻、透光率高、韧性好，不易
脆裂等优点，其中性能最 突出、应用最广泛的是
PMMA 和 PC，而兼具 PC 优异的力学性能、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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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吸湿率低和 PMMA 耐刮擦、光弹性系数低，耐

除了具有传统 PC 的各项性能优势外，本身的表面

候性佳，成本低等综合优势的 PMMA/PC 共混光学

硬度就提高到 H，甚至是 2H，表面处理后可以达到

材料，则是最令人期待的功能性合金材料之一。

5H-7H。

3.1

3.3

PMMA 基偏光片用保护膜

其他功能性光学材料

平面显示器是现代信息社会中人机界面的最基

PMMA 类 聚 合 物 接 近 本 征 零 双 折 射 材 料

本元素之一。光学薄膜在平面显示器制作中占有重

（nx=ny=nz），光弹性系数低，透湿性低。PC 类属于本

要的地位。作为平面显示器的基本构成部件，偏光片

征 正 性 双 折 射 材 料 （nx=ny>nz）。 通 过 调 整 PM-

对显示功能的实现与显示质量的提升具有关键作

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的组分比例，辅以合适的

用。三醋酸纤维素（TAC）由于具有综合的优异性

热拉伸工艺（拉伸温度和延伸比），可以在很宽范围

能，特别是突出的光学性能，是制作偏光片保护膜的

内调节共混物光学薄膜的力学性能和光学特性 [58]。

传统材料。近二十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TAC 膜的

例如当 PMMA 类聚合物为连续相，PC 为分散相，

质量和功能得到了不断提升。但随着大屏幕显示器

经合适的纵向单 相拉伸工 艺后，可 以制作 A+ 板

的市场发展，TAC 性能出现短板，突出表现在光弹

（nx>ny=nz）材 料 ，Re=1/4λ，Rth=-1/2Re，可 以 用

性系数偏高、吸水率偏大，易于导致大屏幕平面显示

于 IPS/OLED 补偿膜（1/4 波片）。不仅如此，当经合

器显示质量下降。PMMA 材料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

适的双向拉伸工艺时，可以制作 B- 板（nx>ny>nz）材

性能、化学稳定性，同时具有其优异的光学特性，透

料，Re＞0，Rth＜0，潜在用途为 VA LCD 的 B-板补

光率高达 92%、双折射和光弹性系数很低。而 PM-

偿膜。当 PC 材料为连续相，PMMA 类聚合物为分

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不仅具有 PMMA 的基本

散相，能够制作具有优秀的光学特性和良好的机械

特性，而且具备良好的耐热稳定性、韧性（耐屈挠）和

特性的耐刮擦光学材料，潜在用途为手机后盖、光学

低吸湿性，提供光学补偿功能，特别适合制作偏光片

镜头和透镜、各种透明面板、导光板、耐热性光纤等

中 PVA 保护膜。

多种光学元件，特别是利用汽车用窗材料的话，与玻

3.2

璃窗相比，可实现达到 50%以上的轻量化 [57]。

PC 基手机盖板等 3C 材料
由于 5G 时代的到来，手机后盖去金属化趋势加

快，玻璃材质和陶瓷材质，密度大，成本高，因此塑胶

4、
展望
PMMA/PC 溶液共混的关键是合理 地选择溶

外壳再次成为了研究热点。PC+PMMA 双层复合板

剂，溶剂既可以是单组分溶剂，也可以是混合溶液。

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工艺，即将 PC 和 PMMA 两种原

溶液共混涉及溶剂回收、提纯等环保问题，同时产业

料通过共挤制得的复合材料片材 [56]。作为手机外壳

化加工设备昂贵，工艺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目前只

来说，双层复合板的外层 PMMA 具有较高的硬度和

有少量国外企业掌握了溶液法制备高品质透明材料

耐磨性（表面硬度约为 3H），所以可用于手机盖板的

的生产配方及工艺技术。溶液法具备天然的良好容

外层使用，但脆性大；PC 材料韧性好，可作为内层

混性，共混物光学性能优异，但溶解沉淀法工序复

（表面硬度约为 2B）使用，双层复合材料整体的韧性

杂、生产效率低下，基本不具备产业化能力。尽管溶

提高，同时具有一定的表面硬度。通过表面 加硬

液涂膜法国内具备产业化潜力，但如若实现产业化，

处 理 ， 可 以 进 一 步 提 高 外 层 PMMA 的 表 面 硬 度

还需在如下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需要国产涂布设

（4H-6H）。传统 PC/PMMA 复合板制作工序复杂，

备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之上，开发适用于相

且国内只有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

关体系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高速、节能环

企业掌握 PC/PMMA 复合板制造技术，设备也是从

保的标准化系统设备；另一方面也需要涂布液厂家

日本、德国等引进。而 PMMA/PC 共混物光学材料

与之配合，进行快速溶解、高效高质量脱除 / 回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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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薄膜热处理等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
熔融共混法制备 PMMA/PC 共混物，因为热力

[7] 黄美蓉.抗老化 PC-PMMA 塑料合金[P].中国，CN1033
60744，2013.7.14

学相容性不佳问题，如果直接共混两者，制品雾度较

[8] 曹贤武，邓雪芹，刘杨. PMMA 对 PC／ASA／PMMA

大，珠光效应明显。其次，两种材料的熔体粘度和加

合金性能[J].工程塑料应用，2018，46（11）：1-5.

工温度相差较大，在 PMMA 的加工条件下，PC 材

[9] 杨丰.高硬度 PC/PMMA 合金的制备与增韧改性[D].湘

料无法完全熔融，可塑性很差；在 PC 材料的加工条
件下，PMMA 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降解，机械性能
下降，并且溶液出现黄变。因此，提高 PMMA 与 PC
的热力学相容性和加工工艺匹配性是熔融共混法的
关键。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最为行之有效地方
法是反应型挤出、熔融接枝、共聚改性等方法，增进
相容性。其中，反应性挤出涉及到催化剂等助剂对螺

潭，湘潭大学，2017.
[10] 杨伟，刘正英，杨鸣波.聚碳酸酯合金技术与应用[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82-185.
[11] 毛迎，王富军，王璐. 医用聚 ε- 己内酯共混改性膜
的研究进展[J].膜科学与技术，2016（3）：131-135.
[12] RP Kambour，Mélanges transparents de polyméthyl
méthacrylate et de polycarbonate de bisphénol A [P].
EP0263378，1988-04-13

杆等设备部件的强腐蚀，寻找低毒、低腐蚀性的催化

[13] 朱亚峰. 高性能共混改性 PC/PBT 合金的研究[D].广

剂，提高催化效率，降低催化剂用量是反应性挤出的

州，华南理工大学，2005.

发展方向。而 PMMA 和 PC 熔融接枝反应相对易于

[14] An N，Yang Y，Dong L.Suppression of Phase Separa-

控制，合适的接枝单体和接枝率的选择和控制是未

tion in PC/PMMA Blend Film by Thermoset Oligomer [J].

来工作重点。PMMA 共聚物也是比较理想的增容剂

Macromolecules，2007，40（2）：306-311.

方案，可采取溶液聚合、悬浮聚合、本体聚合等多种

[15] Ray S S，Bousmina M.Compatibilization Efficiency of

合成方法，其中本体聚合是最有前景的方案。

Organoclay in an Immiscible Polycarbonate/poly（methyl

聚纶材料科技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一直从事着

methacrylate）Blend [J].Macromolecular Rapid Communica-

PMMA 和 PC 树脂的合成和加工改性树脂。公司的

tions，2005，26（6）：450-455.

初衷是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能够在功能性光学树

[16] Ray S S，Bousmina M，Maazouz A. Morphology and

脂方向能做出一定成绩，有朝一日我们能实现上游
原材料树脂的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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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Case Study

人体静电放电引燃可燃气体事故简析
娄仁杰，王大伟，徐乐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摘要】本文针对一起由人体静电放电引发的液化气倒灌作业闪爆事故，通过模拟实验，对操作人员着装
静电特性与人体在移动过程中带电的静电电压幅值、储存能量、放电能量大小等进行实验与分析，确定作业过
程人体静电放电引发闪爆的原因。
【关键词】人体；静电；静电电压；储存能量；放电能量

1

2.3

前言

黑色短袖上衣带电电荷量实验测试
黑色短袖上衣带电电荷量平均值为 1.017μC/ 件，

某液化充装站在从大罐向小罐倒灌过程中发生
闪爆事故，事故初步原因判定为人体静电放电引发，

测试结果见表 2 所示。按《防静电服》GB12014-2009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进行系列实验取证。主要进行基

规定，超出 B 级 0.2μC/ 件～0.6μC/ 件范围，易

本参数测试、蓝色冲锋衣带电电荷量实验测试、黑色

起电。
表2

短袖上衣带电电荷量实验测试、鞋电阻值测试、人体
移动静电起电与放电等实验。通过模拟实验，分析确

电荷量（μC）

1

0.758

2

0.741

3

1.213

4

1.119

定人体静电引发事故的可能性。

2

静电实验及分析

2.1

基本参数测试

黑色短袖上衣带电电荷量测试数据表

序号

5

1.253

平均值

1.017

（1）测试信号采样电容
测试信号采样电容为 17pF。

2.4

左鞋电阻值平均值为 1.65×1011Ω，右鞋电阻值

（2）模拟实验人员对地电容

2.2

鞋电阻值测试

1# 模拟人员对地电容：150pF;

平均值为 1.75×1012Ω，按《个人防护装备 职业鞋》

2# 模拟人员对地电容：140pF。

GB/T21146-2007 规定，防静电工作鞋电阻 1.0×

蓝色冲锋衣带电电荷量实验测试
蓝 色 冲 锋 衣 带 电 电 荷 量 平 均 值 为 0.434μC/

105Ω～1.0×109Ω；测试结果见表 3 所示。2 只鞋电
阻值已超出标准值要求，不能起到静电导出作用。
表3

件，测试结果见表 1 所示。按 《防静电服》GB12014
序号

-2009 规定，在 B 级 0.2μC/ 件～0.6μC/ 件范围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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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冲锋衣带电电荷量测试数据表

序号

电荷量（μC）

1

0.381

2

0.490

3

0.583

4

0.369

5

0.347

平均值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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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鞋
11

2.34×10

12

2

1.64×10

11

1.86×10

12

3

1.43×10

11

1.73×10

12

1.33×10

11

1.48×10

12

1.53×10

11

1.33×10

12

1.65×10

11

1.75×10

12

4
5
平均值

2.5

电阻值（Ω）
左鞋
2.33×10

1

内，不易起电。

鞋电阻值测试数据表

人体移动静电起电与放电实验
2 名实验人员着装事故现场作业人员服装与鞋

案例分析
Case Study
表5

进行人体起电与放电实验，实验数据见表 4 与表 5
所示。
表4

2# 模拟人员数据表（人体电容 140pF）

序号

人体电压/kV

储存能量/mJ

放电能量/mJ

1

0.5

0.018

0.014

2

0.9

0.06

0.05

1# 模拟人员数据表（人体电容 150pF）

序号

人体电压\/kV

储存能量/mJ

放电能量/mJ

3

1.2

0.10

0.08

1

1.2

0.11

0.07

4

1.3

0.118

0.08

2

1.4

0.15

0.08

5

1.8

0.23

0.17

3

1.5

0.17

0.09

6

1.9

0.25

0.13

4

1.7

0.22

0.10

7

2.0

0.28

0.20

5

1.8

0.24

0.11

8

2.2

0.34

0.21

6

1.9

0.27

0.11

9

2.3

0.37

0.22

7

2.0

0.30

0.13

10

3.0

0.63

0.24

8

3.8

1.08

0.35

11

3.5

0.86

0.33

9

4.5

1.52

0.42

12

3.6

0.91

0.36

10

4.6

1.59

0.38

13

4.0

1.12

0.52

11

5.2

2.03

0.44

14

4.2

1.23

0.56

12

5.4

2.18

0.45

13

5.5

2.27

0.54

14

7.6

4.33

0.6

图4

2# 模拟人员在带电 3.5kV 静电电压时放电曲线图

人体储存能量一般按 W=1/2CV2 计算得来。
图1

人体放电能量按下列方法进行表征：

1# 模拟人员在带电 1.9kV 静电电压时放电曲线图

E = CU ∫

duc
dt
dt

—静电放电能量，
J；
C——
—采样电容，
C；
式中：
E——
—表 面 电 压 ，V；uc—示 波 器 采 集 波 形 的 电 压 ，
U——
—示波器采集波形的时间，s。
V；t——
2.6

实验分析结论
（1）液化气最小点火能量一般在 0.2mJ～0.26mJ，

图2

1# 模拟人员在带电 3.8kV 静电电压时放电曲线图

当人体放电能量大于 0.2 mJ 时，就有可能引燃液
化气。
1# 模拟实验人员在带电大于 1.7kV 静电电压
时，人体储存的能量大于 0.2mJ；实际放电测量，在
带电大于 3.8kV 静电电压时，人体储存的能量大于
0.2mJ
2# 模拟实验人员在带电大于 1.8kV 静电电压
时，人体储存的能量大于 0.2mJ；实际放电测量，在

图3

2# 模拟人员在带电 1.9kV 静电电压时放电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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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大于 2kV 静电电压时，人体储存的能量大于

场所的点火源，清洁工房的污染源以及电子装置的

0.2mJ。

电磁干扰源。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因下述活动而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看，人体储存的静电能量要

带电，在地面上行走、操作绝缘材料、接触其他带电

大于放电时的能量，图 5、图 6 为能量比对图；如果

体、沾附带电粉尘或液滴等等。带电的大小与不同的

2

采用 W=1/2CV 表征公式来表征引燃可燃气体的
du
风险性是存在偏差的。采用 E = CU ∫ c dt 人体放
dt
电能量表征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

人体运动、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材料都有关联。
消除人体静电的最 为有效的方 法是将人体接
地，使人体电位保持在安全值内。具体有效的预防人
体静电的措施如下：
（1）增加地面的导电性，选用防静电材料的工作
地面；
（2）作业时穿着符合规范要求的防静电鞋服，在

图5

1# 模拟人员能量对比

操作高静电敏感的电子元件场所还需要导电镯套，
以保持人体电位在安全值内；
（3）设置人体静电消除器，在可能含有可燃气体
或粉尘的特殊作业场所需设置本安型人体静电消除

z
图6

2# 模拟人员能量对比

（2）该事故发生时，工人上身黑色短袖上衣带电
电荷量平均值为 1.017μC/ 件，易起电；鞋电阻值
远大于 1.0×109Ω，不能起到静电导出作用；所以人
体在作业运动过程中产生静电后，不能通过鞋导除，
一直储存在人体上；当手触摸金属的液化气钢瓶时，
发生静电火花放电，其能量是可以引燃液化气。

3.建议
人体静电是静电危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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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4）调节环境因素，当相对湿度超过 50%时，人
体皮肤电阻开始下降，但较高的湿度会使人体感到
不适，且会损害设备与材料；
（5）考虑人的因素，特殊作业场所需建立必要的
静电安全规程和培训制度。

参考文献
[1]GB12158-2006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2]GB12014-2009 防静电服
[3]GB/T21146-2007 个人防护装备 职业鞋

标准园地
Standard Garden

关于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国际新标准
ISO 16890:2016 的探讨
涂有，涂光备
天津大学

【摘要】ISO 16890：2016《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系列标准是首个测试并报告空气过滤器对大气悬浮颗粒
物质量过滤效率（ePMx）及分级的国际标准。本文结合 ISO 16890 标准的主要创新或关键点，较系统地介绍了该
标准的基本思路，并阐述了笔者对该标准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本文还就当前国内行业配合该标准的施行宜做的
准备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颗粒物过滤效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离散粒子体积分布；累积粒子体积分布；大气标准粒径
分布

ISO 16890:2016 series standards for general ventilation air filters i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hich test, report
and classified the particulate matter efficiency (ePMx) of air filters to ambient air suspended particulate.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standard is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understandings and opinions of the author is pro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eative and key points of the standard.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 for preparing the implementing of the standard are proposed.
Particulate matter efficiency (ePMx), aerodynamics equivalent diameter, discrete particle volume distribution, cumulative particle volume distribution, ambient air standard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由 ISO/TC 142 “空气及其他气体净化设备技
术委员会”起草并颁发的 ISO 16890-1～4:2016“一
[1-6]

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系列标准 （投票表决截止

垫。

1

用光散射当量直径替代空气动力学当量直

径识别悬浮颗粒物

日期 2016-08-17），显然是为了迎合近些年来国际

按照美国环保署 （US EPA），世界卫生组织

上日益关注的空气悬浮颗粒物（PM）对人类健康的

（WHO）和欧盟（EU）等相关组织的概念，一直以来

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对该标准的认同与推广过

都是使用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来计量、标识空气中

程，无疑将在空调通风及空气净化行业众多部门掀

悬浮颗粒物（PM）的质量浓度。如对由 ISO/TC 142

起一阵波涛。为表述对此项新标准的若干认识，先就

“空气及其他气体净化设备技术委员会”起草并颁发

该标准涉及 PM 的一些技术关键点简述如下作为铺

的 ISO 16890-1～4:2016“ 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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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系列标准[1-6]（投票表决截止日期 2016-08-17），显然

过滤效率 ePMx

是为了迎合近些年来国际上日益关注的空气悬浮颗
粒物（PM）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按
照欧盟标准 EN12341:2014 《环境空气— 确定悬浮

粒径范围（µm）

ePM1

0.3≤x≤1

ePM2.5

0.3≤x≤2.5

ePM10

0.3≤x≤10

颗粒物质量浓度的标准计重测量方法》[7] 的规定，使

率，指的是光学粒径为 0.3μm-10μm 粒径区间悬

用滤膜收集空气悬浮颗粒物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

浮颗粒物的净化效率，并以符号 ePMx 表示。ISO

为 10μm 或 2.5μm 以 下 的 部 分 并 称 重 以 确 定

16890 标准定义的 ePMx 如表 -1 所列。
表中空气过滤器对悬浮颗粒物 PM2.5 及 PM10 的

PM10 或 PM2.5 的质量浓度。

50

ISO 16890 标准所定义的 ePMx 对应的光学粒径范围

因为确定悬浮颗粒物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的仪

过滤效率 ePM2.5 和 ePM10 是当前业内关注并期待获

器、方法相对于测定其光学当量直径要复杂、困难许

得的技术参数，而对 1μm 以下悬浮颗粒物的过滤

多，所以从实际出发，包括美国环保署，德国联邦环

效率 ePM1，还未见到相关文献谈及。笔者推测这可

境署（BMU）在内的一些权威机构对悬浮颗粒物（PM）

能是 ISO 16890 标准编写组考虑到科技和检测技术

在文献中多处采用了简化的表述方式，如将 PM10 视

的不断进步，为本标准预留出对悬浮颗粒物有更高

为光学粒径≤10μm 的颗粒物质量总和，PM2.5 视为

过滤性能要求的情况下使用。

光学粒径≤2.5μm 的颗粒物质量总和。尽管相对于

2

典型大气气溶胶的体积分布函数

严格的官方定义是近似的，但 ISO 16890 标准的编

ISO 16890:2016 标准编写组 采 用 光 学 当 量 直

写组认为，对于确定空气过滤器的 PMx 过滤效率而

径代替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来确定 ePMx，除了降低

言，采用复杂的 PMx 官方定义远较采用简化的 PMx

测试难度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考虑是为了

定义要困难许多，而实际意义不大。一则官方的或简

有利于与原有的“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测试标准”

化的 PMx 定义，对通过测定空气过滤器前后的气溶

的衔接。如欧盟的 EU 779:2002（新版 2012）[9]，美国

胶浓度以确定过滤效率本身影响不大，再则采用标

的 ANSI/ASHRAE 52.2:1999（新 版 2012）[10] 等 都

准规定的气溶胶及发生装置条件下，以空气动力学

采用人工气溶胶计数法测定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

当量直径或是光学当量直径的某个值来辨识、量度

的过滤效率。这种方法和测试系统已经相当普及，并

气溶胶浓度，对于所有被测量的空气过滤器，其差异

为行业内所认可。寻求在既有的、相关行业已熟悉的

是相同的。更何况任何空气过滤器的过滤效率，按照

实验系统、测试方法基础上解决问题，当可获得事半

某个测试标准所得的测试结果，都并不意味着可定

功倍的效果。ISO 16890:2016 标准编写组可能正是

量预测实际使用条件下的净化效率和使用寿命 [8]，其

依据这样的思路，采用了下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

功效主要是用以鉴别空气过滤器性能，以便于管控

的。

其生产质量，并为设计选用提供参考数据。笔者认

ISO 16890:2016 标准规定，利用大气气溶胶基

为，采用此删繁就简的措施，既有利于 ISO 16890 标

于光学当量直径的离散和累计体积分布函数，以之

准的推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出发，填补了空气过滤

作为空气过滤器计数计径效率测量值换算成 ePMx

器 PMx 过滤效率的测试和分级标准方法的空白，适

的依据。笔者认为此举有利于采用计算机编程整理

应当前空调通风与净化行业的需求。

测试结果,既保证精准无误又快捷。该标准采用了美

根据上述理由，ISO 16890:2016 规定，该标准

国 学 者 Seinfeld J.H.和 Pandis S.N. [11] 所 给 依 据

所定义的空气过滤 器对大气气溶胶的 PM 过 滤效

大量测量数据归纳得到的，可表征城市和郊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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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园地
Standard Garden
典型状态下的两种大气气溶胶体积分布函数。并规

浮颗粒物的密度相同，那也就是质量分布曲线。这

定对于以过滤 PM1 及 PM2.5 为目标的细颗粒物过滤

也是将以光学粒径测量、统计的空气过滤器分挡计

器，使用表征城市区域的大气悬浮颗粒物体积分布

径效率 E [12] 转换为颗粒物质量效率 ePMx 的基本依

函数；对于主要以过滤 PM10 为目标的粗颗粒物过滤

据。

器，使用表征郊区的大气悬浮颗粒物体积分布函数。

3

ISO 16890:2016 标准采用的该分布函数 呈双峰分

ePMx

以空气过滤器实测计径效率计算得出的

布形式，由一个对应于较大粒径、称为粗峰的对数正

ISO 16890:2016 标准正 是利 用 上 述 以 光 学 粒

态分布函数和一个对应于较小粒径、称为细峰的对

径为基础的，大气悬浮颗粒物离散和累积粒子体积

数正态分布函数叠加而成。

标 准 化 分 布 函 数 ，求 得 所 定 义 的 ePM1，ePM2.5 和

式 -1 所给出的 f(d,σg,d50)，即为可 代表粗峰
(B)或细峰(A)的对数正态分布函数。

考虑到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大多数采用化纤

⎡ ln d − ln d 2 ⎤
(
1
50 ) ⎥
f ( d , σ g , d50 ) =
⋅ exp ⎢ −
2
⎢
ln σ g ⋅ 2π
σ
2
ln
⋅
( g ) ⎥⎦
⎣

（1）

—微粒的光学当量直径（μm）；
式（1）中：d——

类型滤材，其静电效应不可忽视，而不同滤材的静电
效应又存在较大差异。因此，ISO 16890 标准规定所
有被测空气过滤器要按照 ISO 16890-4 规定的方

— 对数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σg——

法去静电后，测出其各粒径档的计径效率 ED,i。

— 对数正态分布的中值直径（μm）。
d50——
式（1）中的 σg 和 d50 对于城市、郊区，粗峰与细

用于计算空气过滤器 ePMx 效率的计径效率测
定值采用的是未积尘和未消静电状态下的初始计径

峰各有所不同。
城市或郊区的标准化粒子体积分布系数 q3(d)，
可根据式 -1 及粗峰（B）与细峰（A）的不同混合比 y
叠加得到，如式（2）所示。
q3 ( d ) =

ePM10。

dQ3 ( d )
= y ⋅ f ( d , σ gA , d 50A ) + (1 − y ) ⋅ f ( d , σ gB , d 50B )（2）
d ln d

—细峰或粗峰的标准差；
式（2）中：σgA σgB——
—细峰或粗峰的中值直径（μm）；
d50A d50B——

效率 Ei 和消静电后的计径效率 ED,i 的平均值 EA,i，
如式（3）所示：

EA,i = 0.5 ⋅ ( Ei + ED,i )

根据 ISO 16890-2 所规定的，采用与 EN 779
标准相似的系统和方法测得的空气过滤器各粒径档
的平均计径效率 EA,i，按式（4）、式（5）和式（6）就可
以计算得到 ePMx。

—离散粒子体积分布系数；
q3(d) ——

根 据 ISO 16890 的规定，对于以 过 滤 PM1 和

—累积粒子体积分布系数。
Q3(d)——
式（2）中表示城市（urban）和 郊 区（rural）大 气

PM2.5 为目标的细颗粒物过滤器，使用表征城市区域
大气的粒径分布，如式（4）、式（5）所示：

环境粒径分布函数的取值如表 2 所列。

n

表2
城市

q3u(d)

式 -2 中城市与郊区大气环境粒径分布函数的取值
A

B

郊区

q3r(d)

ePM1 =
A

0.3

10

d50,r

0.25

11

2.2

3.1

sg,r

2.2

4

yr

i =1

0.18

n

∑ q ( d ) ⋅ Δ ln d

气悬浮颗粒物随粒径变化的体积分布曲线。假如悬

3u

n

ePM 2.5 =

∑E
i =1

A,i

i

i

⋅q3u ( d i ) ⋅ Δ ln d i

（4）

n

∑ q ( d ) ⋅ Δ ln d
i =1

根据式 -1 和式 -2 就可以得到城市与郊区大

⋅q3u ( d i ) ⋅ Δ ln d i

A,i

i =1

sg,u

0.45

∑E

B

d50,u
yu

（3）

3u

i

i

ePM1，ePM2.5 的计算最低效率值如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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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PM x,min =

∑E

D,i

i =1

n

∑ q ( d ) ⋅ Δ ln d
3u

i =1

荐的标准化大气悬浮颗粒物体积分布曲线，就可以

⋅q3u ( d i ) ⋅ Δ ln di
i

i

（5）

ePM2.5，ePM10，以及最低颗粒物过滤效率 ePM1min 和

对于以过滤 PM10 为目标的空气过滤器，使用表
征郊区大气的粒径分布，ePM10 的计算如式（6）所示。
n

ePM10 =

∑E
i =1

A,i

⋅q3r ( d i ) ⋅ Δ ln di

i =1

3r

i

ePM2.5min。

4

按照颗粒物过滤效率 ePMx 的空气过滤 器

分级
（6）

n

∑ q ( d ) ⋅ Δ ln d

计算得出被测空气过滤器的颗粒物过滤效率 ePM1，

根据 ISO 16890:2016 的规定，一般通风用空气

i

式（4）、
（5）、
（6）中：

过滤器的过滤性能级别由 ePMx 的组别和等级共同
构成，其分组如表 3 所示。

di —各粒径档的几何平均直径
（μm），
——
di = d i ⋅ di +1 ；

—分别为粒径档的上、下限值；
di，di+1——
—粒径档 i 的对数宽度；
Δlndi——

表3
分组

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的组别
过滤效率限值，%

ePM1,min

ePM2.5,min

ePM10

级别报告值

ISO ePM10

—

—

≥50%

ePM10（50+5n）%

ISO ePM2.5

—

≥50%

—

ePM2.5（50+5n）%

ISO ePM1

≥50%

—

—

ePM1（50+5n）%

级 别 报 告 值 用 组 别 ePMx 及 等 级 ( 50+5n ) %
ISO 16890 标准具体规定：计算 ePM1 时，式 -4

表 示，表中的 n 为 1-9 的整数值。例如：ISOePM10

中最大粒径档的粒径上限 dn+1 应等于 1μm，所用粒

60% 、ISOePM2.575% 、ISOePM180% 等 等 。等 级 的 百

径档数 n 应不少于 3 个，即要求所用光学粒子计数

分值由实测值向下圆整为 5%的整数倍而得，实测值

器 0.3μm -1μm 间应有 4 个读值；计算 ePM2.5 时，

大 于 95% 的 级 别 报 告 值 为 PMx>95% ， 例 如

最大粒径档的粒径上限 dn+1 应不大于 3μm，所用粒

ISOePM2.5>95%。

即 0.3μm-3μm 间应有 7 个
径档数 n 应不少于 6 个，

ISO 16890:2016 以 ePMx 的空气过滤器级别报

读值；计算 ePM10 时，最大粒径档的粒径上限 dn+1 应

告值有 30 个等级的差别，再加上 ePM10<50%，以初

等 于 10μm，所 用 粒 径 档 数 n 应 不 少 于 9 个 ，即

始计重效率来标识的粗效空气过滤器，一般通风用

0.3μm-10μm 间应至少 10 个读值。ISO 16890 标

空气过滤器将有多达四十多个级别出现。

准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相邻的粒径档不应空缺或

根据试验实测结果和表 -3，一个空气过滤器可

重叠。所以 该标准 推荐的 光学 粒子计数 器具 有

以被列为 2 个甚至更多个组别。例如，某空气过滤器

12-13 个粒径读值，如 0.30、0.40、0.55、0.70、1.00、

可能同时被标为 ISOePM180%和 ISOePM1095%。但按

1.30、
1.60、
2.20、
3.00、
4.00、
5.50、
7.00、
10.00 等 μm

照 ISO 16890 标准的规定，空气过滤器只能按一个

值。

组别进行分级与标识。不同空气过滤器间进行效率

至此，根据 ISO 16890-2 试验得到被测空气过

比较时，只能比较同一组别的试验结果。例如，比

滤 器 的 初 始 计 径 效 率 (E) 曲 线 ， 然 后 按 照 ISO

较 A 空 气 过 滤 器 的 ISOePM2.5 和 B 空 气 过 滤 器 的

16890-4 规 定 的 方 法 消 除 静 电 效 应 后 ， 再 依 ISO

ISOePM2.5。

16890-2 试验测得其最低计径效率(ED)曲线，并计算
得到被测空气过滤器的平均计径效率(EA)曲线。
根据式 -4, 式 -5, 式 -6 及 ISO 16890 所推

52

中国防静电 JOURNAL OF CHINA ESD CONTROL

但 ISO 16890:2016 要求，在其试验报告中，颗
粒物过滤效率 ePM1，ePM2.5，ePM10 和最低颗粒物过
滤效率 ePM1min 和 ePM2.5min 的计算值都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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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 ISO 16890:2016 标准在国内推行的意

见和建议

16 个等级；国内标准 GB/T 14295-2008 则与欧盟
标准类似，将空气过滤器级别分为粗效 1-4，中效

任何空气过滤器的测试标准，其测试结果对于

1-3，
高中效及亚高效共 9 个级别[14]。面对 ISO 16890:

工程设计选用都只可能是一个参考值。相对于不同

2016 标准多达四、五十个空气过滤器等级，设计与

的使用环境与运行方式，同一空气过滤器的使用效

运行管理人员会很被动。看似分级很精确，实际给选

果、寿命等都各有不同。所制定的测试标准主要是有

用、管理增添了麻烦。既然按标准规定所报告的数值

利于设计与维护人员合理选择空气过滤器，并以统

本身就是一个人工气溶胶计径效率测值按所谓的标

一的方法对世界各地生产的空气过滤器进行试验

准大气尘体积分布的计算结果，与实际工程中的使

和分级，方便国际技术交流与贸易。笔者认为 ISO

用效果并未必一致，那么何不删繁就简，以较粗的线

16890:2016 标准规定方法所得结果，相对而言较贴

条划分级别为宜。譬如各组内不以 5%效率差额分

近实际应用，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标准。16890:2016

级，而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就可使级别数量减半。

“ 标准的试验结果 和以
标准编写组也自信地认为：

5.4

ePMx 作为分级的方法，较现有的一般通风用空气过

等国为主的专业人士协调共创的产物，必然最适合

滤器标准，可为客户选用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数

其自身需要。笔者认为，国内出于有利于国际交流与

据”。

贸易的考虑，不宜“另起炉灶”；但考虑自身状况，也

5.1

5.2

此标准的出台是适应当前行业急切需要的。笔

依笔者看法，ISO 16890:2016 标准是以美、欧

未必以“等同采用”的方式全部照搬，而束缚了自己

者认为，从目前技术、仪器发展水平来审视，此标准

的手脚，应考虑适当灵活的方式以适应国情。例如，

的主要规定与要求，既切合当前实际，又相对容易操

是 否 必 须 按 照 ISO 16890-2 第 6.1、6.2、6.3 款 所

作，看似烦琐而执行起来并不困难。较之即将替代的

规定的，按 0.3μm-1μm 与 1μm-10μm 分段采

ISO/TS 21220:2009 《一般通风用空气粒子过滤器

用 DEHS 和 KCl 两种标准气溶胶测试计径效率。譬

过滤效能确定》[13]，更符合目前行业内所关注的空气

如按现行国内标准 GB/T 14295-2008，采用 KCl

过滤器 PM 过滤效率的需要。笔者认为 16890:2016

为人工气溶胶的系统是否依旧适用，或至多不给出

“ 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器标
是一个可与当下通行的、

目前关注较少的 ePM1；又譬如国内按 EN 779 标准

准”如 EN 779:2012 及 ANSI/ASHRAE 52.2:2012

所建系统，可以不给出相对关注度不高的 ePM10，而

等，可兼容并存的新标准，国内宜尽快出台相应标准

只给出 ePM2.5，ePM1 等等。

以适应市场需要，引导并促进一般通风用空气过滤

5.5

器的产品质量提升。

者认为国内前期宜在光散射粒子计数器及去静电系

随着 ISO 16890:2016 在国际上日渐推行，笔

对 于 ISO 16890:2016 标 准 所 建 议 的 ， 包 括

统方面开展一些准备工作。按照 ISO 16890-2 所推

ePM10，ePM2.5，ePM1 以及计重效率共四个组别，连同

荐的粒径档，由 0.3μm 至 10μm 应有 11 至 13 个

各组内以 5%效率值差额作为分档，来标识空气过滤

粒径档，计算 ePM2.5 时要求由 0.3μm 至 3μm 不

器的级别。以此方法将产生多达几十个空气过滤器

少于 6 个粒径档。目前，国产粒子计数器满足此规定

级别，笔者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原有的一般通风用空

的型号少见，宜在产品设计与标定方面迅速跟上。去

气过滤器标准如 EN 779:2009 将空气过滤器分为

静电系统本身并无特殊难度，只是以往具体操作经

G1-G4 和 F5-F9 共 9 个级别；
ANSI/ASHRAE 52.2:

验较少而已。推行 ISO 16890，要获得 ePMx 值，此

2012 将空气过滤器从 MERV-1 到 MERV-16 分为

项程序不能跳过，按 ISO 16890-4 要求，尽快建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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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静电系统并熟悉操作过程，是目前即刻可做之事。

land 2016

至于国内相应标准的制定，宜在实践中取得一定经

[7] EN 12341:2014 Ambient air-Standard gravimetric mea-

验后从长计议。未必一定全文照搬该标准，期盼能有

surement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M10 or Pm2.

既符合国情，又利利推广，而国际上也能认同的国内

5 mass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S]，

标准诞生，希望在顺应国际潮流同时，走出自己的

Brussels: BSI Standard Publication 2014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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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单位介绍
成都巨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深圳
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主要以工业自动

成都巨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天府

化控制化软件、硬件及其产品和系统集成的技术开

之国——
—成都，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仓储物流设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2013 年，苏州

备和工业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目前工

汇川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证书。苏州汇川是汇

厂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拥有工人 40 名。总部设在

川技术北上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汇川技术上市几

成都，在贵阳设立了分部，将计划在全国各地陆续设

乎所有的重大募投项目都由苏州汇川来实施。随着

立分支机构。

苏州 汇川一期工 程的 55000 平 米现代化厂 房 的 建

作为国内专业的仓储物流设备制造商之一，巨
优金属拥有一只专业的设计和制造队伍，他们由多

成，汇川技术的重心已向苏州转移，股份公司大多数
员工已搬迁到苏州汇川工作。

年从事物流设备设计与制造的工程师组成。科学的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沿袭深圳市汇川技术股

管理，全新的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大幅度减轻了产品

份有限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模式组织生产活动，即以

成本,全方位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产品，确保我们的设

及时交付、保证质量及低成本运行为管理目标，对供

计和制造在国内始终走在行业前沿。

应商认证、物料采购、生产计划、制造、生产质量及物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及防静电装备分会等部门的

流进行一体化管理。苏州汇川的生产管理充分利用

技术支持下，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

深圳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平台资源。深圳汇

系认证，各种产品均达到国家及行业标准。

川公司委派富有经验的优秀生产管理人员对苏州汇

公司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吸取国内外优

川进行统一管理，深圳汇川公司通过企业资源计划

秀先进的物流规划和管理技术和理念，以帮助客户

（ERP）、
制造执行系统（MES）、
办公自动化系统（OA）、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创造利润为目的，本着安全、

SCM（供应链管理）软件和 CRM（客户关系管理）系

高效、人性化的宗旨，依靠先进稳定的生产设备，开

统等信息平台，实行信息共享、资源配置优化，对苏

发了工位器具、搬运器具、仓储设备、物流容器等多

州汇川进行统一管理。

个系列的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为众多现

深圳汇川公司晶体管及模块类等主要电子元器

代化企业生产和管理提供了大量可靠、安全、性能卓

件供应商，均为经过深圳汇川公司严格认证的国内

越的产品和服务。

具有实力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并且都与深圳汇川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贯彻为客户服务的经营

公司建立了长年稳定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保障原材

理念，始终坚信每一位值得尊敬的客户都很重要。巨

料的供货质量及稳定，同时降低采购成本，对于主要

优金属诚挚感谢您的支持和协助，并为我们的合作

电子元器件等原材料的采购，苏州汇川与深圳汇川

深感荣幸！

公司共用供应商资源。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港北四路 301 号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我国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

邮编:611730

机械加工等产业的主要聚集地，行业专有人才较为

电话:15208414924

丰富，机加工、物流等配套产业发展也较为成熟。苏

邮箱:809600318@qq.com

州汇川充分利用苏州当地的上述优势，通过引进优

JooYuu_wang@cdjyjs.com

秀人才，与当地零部件外协加工厂商、第三方物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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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之家
Member Home
运商展开合作等方式来具体运作。

黄再益先生首创，后来因为产销型态特殊，于 1980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友翔路 16 号

年成立惠亚公司由惠亚独立经营，而惠亚公司自

电话：0512-66593567

1995 年在上海松江投资第一个工厂，截至目前在国

网址：www.inovance.com

内共有九个厂区，年产量约 800 万片铝合金高架地
板（预计明年可达 1200 万片 / 年），成功地满足了国

湖北韵之晨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内外高科技厂建厂的需求。惠亚公司的产品在国内
市场占率超过 95%，国际市场占有率 70%（外商银

湖北韵之晨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行调查），并拥有 300 余项国内外专利。获得国际知

架空地板的制造商。公司主要产品有智能 化楼宇

名品牌日本 SONY、TDK、富士通、新加坡美光、英

OA 全钢活动地板、机房专用全钢防静电活动地板、

飞凌高科技公司的认证合格。

净化房专用 PVC 活动地板、防静电通风活动地板、

2010 年之后，国内科技产业突飞猛进，尤其在

硫酸钙复合活动地板、高密度复合活动地板、铝合金

面板业已冲到世界第一，芯片产业虽然较辛苦，但

地板等。各类地板年生产能力总计超过 30 万平方

惠亚配合国家政策，积极扩广，增加自动化生产线。

米。公司生产有地板支架以及横梁等配件，种类丰

同时兼顾环保要求，每个厂每年都不断增加环保投

富，质量可靠。

资，确保习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策

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不懈的

指标。

追求。韵之晨地板真诚期待与国内外每一家客户合

惠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作。

地址：新北市三重区三和路四段 105 号

地

址：湖北省汉川市刘家隔镇金鼓城家居

产业园川刘路以北天汉路以西英才伟公司内

电话：+886（2）2287-9522/4111
传真：+886（2）2286-4597/3484

联系电话：18911103366

邮箱：vero4105@ms4.hinet.net

邮

箱：hbyzc88@163.com

网站：www.vero.com.tw

网

站：WW.hbyzc888.com

上海惠亚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华铁路 826 号

惠亚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邮编：201611
电话：021-57646400/6401/6402/6404/6405

铝合金高架地板是高科技厂房净化室的重要资
材，它必须承载百亿甚至千亿的芯片及面板的生产

邮箱：vero@veroveria.com

设备，同时又要能控制通风系统，保持净化室的无尘

惠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等级，以及能承载自动搬运车的来回运动所产生的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康元路 988 号

动态负载。因此，洁净室铺设的高架地板品质好坏就

邮编：215131

会直接影响芯片、面板产品的质量，台积电如此，京

电话：0512-65765929/6578-0125

东方、华星等科技厂房都不例外。

传真：0512-65750623/6578-0190

铝合金高架地板始于 1966 年，由台湾永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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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vero-sz@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