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研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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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传统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现状；提出了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设
计方案，聚氨酯滤芯材料的性能要求以及试验结果，对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清器与传统油浴
式空气滤清器做出了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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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评价
1.1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发展及现状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结构简单，滤芯经过反复保养，可以长期使用；
中国一汽解放牌 CA10 系列，南汽 NJ230 ，前苏联嘎斯，吉斯系列车型，都是油浴式空滤器；
早期的发动机压缩比低，升功率较低，平均有效压力不高，发动机承受热负荷较小，发动机
气缸活塞组磨损强度并不大，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很长时期，油浴空气
滤清器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随着发动机的逐渐强化，机械负荷，热负荷，日趋严重，单独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时有
发动机早期磨损发生；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三滤滤纸问世；我国 1965 年成功研制出树脂处
理的三滤滤纸，一时间，车辆发动机普遍采用纸质空气滤清器，代替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现
在，只有拖拉机，部分工程机械采用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油浴式空气滤清器大有淘汰出局的
态势，油浴式空气滤清器肯定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吗？话还不能简单这样说。
在环境恶劣灰尘严重的的地区，或者由于地区闭塞，缺乏滤芯配件等原因，采用油浴式
作为粗滤器，下游为纸质空气滤清器，作为精滤器，构成复合式滤清系统，国内外都有这样
的先例，油浴式空滤器有较高效率，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下游纸芯的负荷，纸芯可以延长保养
周期，甚至可以长期无需更换。对于灰尘严重条件下的车辆，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更为实
用。
早期单级油浴式空气滤清器常见结构，见图 1。中等吨位卡车用周边进气方式较多，重
型卡车用管状进气方式较多。

图 1 周边进气油浴式空气滤清器

1.2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存在的问题
1.2.1 油浴式空滤器最大问题，滤清效率低；过去试验结果，即使在额定空气流量下，
滤清效率也只有 96%，汽车发动机绝大多数工况下，都处于部分负荷运行，此时的滤清效率
会更低，一汽老解放牌汽车测试过，油浴式空滤器的效率还不到 90%。
1.2.2 铁丝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设计难度大，要求精确掌握发动机的空气流量与合理溅
油的关系，稍有偏差，不是失油，就是不能溅油，滤清效率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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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镀锌铁丝的镀层不易控制，镀层不匀，有的镀层过薄，使用中常有铁丝锈蚀折断
现象；
1.2.4 铁丝缠绕成滤芯，铁丝的密度不均，内部形成空洞；
1.2.5 为了保持铁丝滤芯成固定形状，铁丝滤芯总成需要上下钢板，还需要外侧和内侧
钢板，装配焊接成形；
1.2.6 由于铁丝滤芯总成与空滤器壳体刚性接触，产生一定的间隙，无法密封，会造成
漏气漏灰；
1.2.7 铁丝滤芯形状固定，软质纤维状的杂质一旦进入铁丝滤芯内部，根本无法清洗；
1.2.8 镀锌铁丝，作为滤芯，消耗大量金属；
2 聚氨酯油浴空气滤清器的设计
2.1 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在进气系统中的布置

把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作为粗滤器，其滤清效率高达 98%～99%，高于包括旋流管在内任
何一种粗滤器，经过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过滤后，剩下极少量的细粒灰尘，进入下游的纸质
空滤器，纸质空滤器作为精滤器，效率接近 99.9%，构成一套合理的空气过滤系统。
2.2 独立式设计方案
2.2.1 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为独立式，结构设计见图 2。进气口在顶部，出气口在侧向，
用绕性胶管与下游的纸质空滤器连接；方案的基础，在传统油浴式滤清器的基础上，参照铁
丝滤芯布置方式，设计聚氨酯滤芯，好处在于，尽量采用现有零件，减少模具投入，简化不
少程序，缩短试制周期。

图 2 独立油浴式空气滤清器

2.2.2 工作原理，最下面为机油盘，上面为壳体，包括进气口和出气口，关键是聚氨酯
滤芯过滤层的设计，额定流量下滤芯过滤层的气体流速低于 3.6 m/s，多次反复试验，确定
滤芯过滤层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下层厚度 70mm，上层厚度 100mm，中间气体膨胀空间厚度 30mm。
含尘气流沿中心管冲到油面， 90%以上的灰尘粒子，浸入油盆和下层滤芯，其余不到 10%的
粒子，粘结在上面过滤层上，随着滤料粘结的机油和粒子增多，在重力作用下，逐渐返回油
盆，滤芯有自净作用，形成一种动态平衡。
2.2.3 技术参数
关键结构尺寸，参考表 1 的经验数据验算，最终还得根据试验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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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 1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的技术数据

技术参数类别
单位空气流量占有的机油量（L/m3/min）
滤网油湿时，空气流量占额定流量的百分数（%）
进气管出口流速与油面气体流速的矢量和（m/s）
通过过滤层的空气流速（m/s）
单位空气流量下，油面与滤网距离（mm/m3/min）
中心管空气流速（m/s）
滤芯高度(mm)

推荐值
0.20～0.30
35～43
5.0～9.5
3.0～3.5
6～10
10～20
单滤芯 50；双滤芯 100
0.3
97
1.25～3.0
5～12

纤维丝当量直径（mm）
聚氨酯的孔隙度（%）
聚氨酯滤芯的水力半径（mm）
聚氨酯滤芯的当量直径（mm）
2.3 复合式设计方案
油浴式与纸质空滤器集成一体，为复合式；见图 3。改变从顶部直管进气，为侧向弯管
进气，油浴式的结构与独立式方案完全相同，两者大部分零部件通用。纸质空滤器布置在油
浴式壳体的顶部，结构紧凑；两种布置各有千秋，总的来说独立式油浴式空滤器结构简单，
工艺性好，整车布置灵活；复合式空气滤清器总成结构紧凑， 占用总体空间较小，进气阻力
低，抗失油能力更强。

图 3 复合油浴式空气滤清器

2.4 关于聚氨酯材料
2.4.1 物理性能
油浴式空滤器滤芯的合适材料，是发泡聚氨酯，也称软质泡绵，密度 0.027～0.031g/cm3
颜色，黑色，拉伸强度 150MPa，延伸率 200；在温度 80°～－30°℃的条件下，聚氨酯材料
不能老化变脆；对机油有浸润现象，使纤维表面分布一层极薄的油膜，粒子经过带有油膜的
纤维层，产生一种附着力，将粒子粘结在过滤介质内。
2.4.2 孔隙度
发泡海绵，是一种蓬松的海绵体，由当量直径为 0.3mm 的纤维丝构成网络式骨架，内部
全部为孔洞状态，不允许有盲孔，孔隙度不能小于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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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水力半径及当量直径
聚氨酯纤维丝为线状或片状，近似直径 0.3mm，这是一个经验数据；这里还需要引用水力
学的一个概念，水力半径，也称液力半径，是过水断面与湿周之比，按下面公式计算：
r＝

v0 - v m
f

式中 r —水力半径，mm;
3

v0 —聚氨酯滤芯所占的空间容积，mm ；
3；

v m —聚氨酯纤维丝自身所占的容积，mm ；
2

f —聚氨酯纤维丝总表面积，mm ；

计算过程比较繁琐，为节省篇幅，略去计算过程，得出水力半径 r＝2.5mm。
当量直径 de＝4r＝10mm，当量直径允许范围 5—12mm 之内〔2〕。孔隙度、纤维直径、水力
半径，属于经验数据。
3 试验结果
3.1 性能试验
阻力，效率，储灰量等有关性能试验数据归纳于表 2。从表 2 可知，聚氨酯油浴式空滤
器阻力与铁丝油浴滤清器相当，而滤清效率和储灰能力高于铁丝油浴式滤清器。
表 2 铁丝油浴式空滤器与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性能
试验滤清器类型

铁丝油浴式滤清器

阻力 kPa

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清器

两者阻力相当
〔3〕

滤清效率%

95.0

储灰量 g

3600

～97.0

〔4〕

98.5～99.5
10400

*注，这是国外资料的数据，一般为 95.0%，日本为 96%，美国为 97%；
3.2 失油界限空气流量
控制失油率是油浴式空滤器的难点；失油与多种因素有关，滤芯结构及布置，滤芯材料
物理性能，油面高度，机油油量；车辆上坡下坡时滤清器倾斜；最容易失油。表 3 数据表明，
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抗失油能力高于铁丝油浴式空气滤清器。
表 3 失油界限空气流量
试验滤清器类型

铁丝油浴式滤清器

聚氨酯独立式油浴式

聚氨酯复合式油浴式

1512

1850

2050

3

失油界限流量 m /h

3.3 部分负荷下滤清效率
表 4 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清器在部分负荷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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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m /h

672

840

1008

1428

1512

1680

1800

1900

占额定流量百分数 %

35

44

53

75

80

88

95

100

滤清效率 %

98.2

98.6

99.9

99.6

99.2

99.3

99.7

99.4

铁丝油浴空滤器很大一个问题是发动机部分负荷条件下，滤清效率下降过大，只有 86%
—93%；而发动机却经常在部分负荷下运行；表 4 试验数据表明，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滤清效
率随空气流量变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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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部分负荷下的滤清效率

3.4 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试验方法
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比干式滤清器试验难得多，如果按照试验标准来做，很难得出精确结
果，极容易污染空滤试验台；本文全部试验，以油浴式空滤为试验对象，将下游干式纸质空
滤器作为绝对滤清器，观察失油现象并测定失油量，精度为 0.01g，已经足够；为了确定失
油界限空气流量，空气流量每次以 2%或 2.5%逐渐递增。
以一次寿命试验为例，加灰量 6020g，油浴滤清器平均滤清效率为 99.4%，失油界限空气
流量高达 2250m3/h。试验结束，拆检精测，油盆和下层聚氨酯滤除灰尘 5595g，占油浴空滤
器滤除灰尘总量的 93.5%；上层滤芯滤除 394g，只占总量的 6.5%；有资料介绍，油盆滤除灰
尘占 70%，上滤芯滤除灰尘占 30%〔1〕；足见聚氨酯具有极强的过滤能力；
3.5 清洗保养及复原性
尽管聚氨酯油浴式空滤器容灰量很大，还应该定期保养，用洗涤剂或者煤油，清洗聚氨
酯滤芯和油盆，阻力复原性超过 95%。每次保养聚氨酯滤芯时，无需保养主滤芯，待聚氨酯
滤芯保养几次以后，再保养纸芯，主滤芯使用寿命可以延长。
3.6 聚氨酯滤芯与铁丝滤芯材料比较
表 5 聚氨酯滤芯与铁丝滤芯比较
对比项目

铁丝滤芯油浴空气滤清器

聚氨酯滤芯油浴空气滤清器

滤芯总成结构工艺性

滤芯结构复杂，铁丝需要上下盖板，侧板，组
成总体，钣金件多，工艺繁琐；

滤芯结构简单，就是一块海绵，仅
要上下盖板固定；

滤芯总成与壳体密封
性

滤芯总成与壳体有间隙，无法密封；

滤芯与壳体弹性软接触，密封性
好；

滤材均匀性

铁丝滤芯，疏密不匀，局部有空腔和较大空洞； 材料疏密度均匀；

滤材可靠性

镀锌铁丝，镀层不匀，容易锈蚀，铁丝易碎裂； 聚氨酯物理性能稳定，长期工作不
发生变化；

滤芯保养问题

滤芯内部进入纤维状赃物无法清洗；

保养容易，滤芯内部进入纤维赃物
容易清洗；

空滤总成复原性

复原性可以；

复原性好；

滤芯材料对比

消耗电镀铁丝；

用发泡高分子聚氨酯，无后续工
艺，性能稳定；

对空滤总成重量的影
响

铁丝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总成重量大；

以河北亿利橡塑集团有限公司
1109510Q889 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
清器为例，比铁丝空滤器重量降低
8.48 ㎏，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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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聚氨酯油浴式空气滤清器，与传统油浴式空气滤清器比较，结构简单，重量大幅度减轻，
抗失油能力强，滤清效率高，部分负荷工况下，滤清效率变化小，储灰量大，保养方便，复
原性好；特别适用于恶劣环境的道路、矿山、建筑工地，作为进气系统的粗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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