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848098.5

(22)申请日 2016.09.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832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04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1610265067.7 2016.04.25 CN

(73)专利权人 嘉兴学院

地址 314031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康和路

1288号光伏科创园2号楼

(72)发明人 姚勇波　颜志勇　易洪雷　胡英　

陈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统摄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303

代理人 金利琴

(51)Int.Cl.

D01F 8/02(2006.01)

D01F 8/18(2006.01)

D01D 5/04(2006.01)

D01D 5/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660215 A,2010.03.03,权利要求5.

CN 101168869 A,2008.04.30,全文.

CN 1858312 A,2006.11.08,权利要求2.

审查员 籍海燕

 

(54)发明名称

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

的制备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创面敷料用纤维

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主要步骤包

括：(1)将纤维素与N-甲基吗啉-N-氧化物(NMMO)

水溶液混合均匀，完全溶胀后与海藻酸钠溶液混

合，同时加入氯化钙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

溶液。(2)采用薄膜蒸发方式制得纤维素/海藻酸

钙纺丝液。(3)采用干喷湿纺伴以超声作用制备

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本共混纤维用于制

造伤口敷料，特点在于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

均匀，粒径尺寸小于100nm，单丝纤度为1 .3～

3.5dtex，干态断裂强度2.0～3.5cN/dtex，湿态

断裂强度为1.5～3.0cN/dtex，饱和吸湿回潮率

为20～30％，保水率为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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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将纤维素浆粕与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同时，配制海藻酸钠溶

液；

(2)将溶胀物与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入氯化钙；

(3)使上步所得混合液的水分降低至15wt％以下，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

(4)经干喷湿纺，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干喷湿纺中，所述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超声作用采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频率为20～35kHz，功率为20～300W。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纤维素浆粕中纤维素的聚合度为400～1000，所述纤维素浆粕的含水量为4～6wt％；所述

NMMO水溶液的含水量为40～60wt％；所述溶胀的温度为60～8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海藻酸钠溶液的浓度为0.5～5wt％；海藻酸钠的量为所述纤维素浆粕中纤维素的0.1～

15wt％；氯化钙与所述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分降低为薄膜蒸发方式，具体采用薄膜蒸发器，工艺参数为：溶解温度为85～120℃，真

空度为-8.0×10-4～-9.0×10-4Pa。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中，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6～15wt％。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干喷湿纺，使纺丝细流出喷丝孔50mm内温度降低至5～10℃；具体为采用环冷吹风，所述

环冷吹风的风温为-5～5℃，吹风流量为200～400L/min，湿度为10～6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干喷湿纺的工艺参数为：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85～120℃，空气层长度为10～100mm，空气

层温度为-5～5℃；凝固浴组成为NMMO和水，NMMO含量为1～10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5～

25℃；干燥温度为70～150℃。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小于100nm，单丝纤度为1.3～

3.5dtex，干态断裂强度2.0～3.5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1.5～3.0cN/dtex，饱和吸湿回

潮率为20～30％，保水率为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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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共混纤维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

特别是涉及一种创面敷料用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藻酸钙纤维以具有凝胶特性的天然海藻酸钙为原料，能够吸收大量创面渗出液

并保持创面湿润环境，被用做新型的创面敷料。但是海藻酸钙纤维湿态力学强度差，创面湿

环境下纤维结构破坏，影响了海藻酸钙敷料的适用范围和使用便利性。纤维素是自然界储

量最大的天然高分子，棉、粘胶纤维等纤维素纤维是应用广泛的传统敷料材料。然而纤维素

纤维敷料透气透湿，不利于伤口湿润环境的保持，造成创面结痂和敷料粘结。集合纤维素纤

维湿态条件下的结构完整性与海藻酸纤维吸湿保湿功能的纤维材料将是敷料的理想原料。

[0003] 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开发是实现上述要求的可行方法。目前已公开的资

料中，相关专利将海藻酸钠溶液与纤维素黄原酸酯、碱纤维素共混，以粘胶纤维的工艺路线

制备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专利号：200610044596纤维素/海藻酸盐复合纤维及其制

备方法；专利号：201010501609一种海藻酸盐/纤维素复合纤维的制备方法)。此种方法制备

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保湿性能优于粘胶纤维，湿态力学强度优于海藻酸钙纤维。

但由于粘胶纤维自身的断裂强度有限(普通粘度纤维干态断裂强度为1.6～2.7cN/dtex，湿

态断裂强度为其50％左右)，共混纤维的力学强度依旧偏低(湿态断裂强度小于1.2cN/

dtex)。粘胶纤维生产工艺存在的污染隐患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0004] Lyocell纤维是以N-甲基吗啉-N-氧化物(NMMO)/H2O溶液为直接溶剂，干喷湿纺制

备的再生纤维素纤维，Lyocell纤维的干态断裂强度为3.0～5.0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

其70～80％。在此基础上，Lyocell纤维主要生产商Lenzing公司将海藻颗粒混入纤维素溶

液，制备了纤维素/海藻复合纤维。由于海藻含有多种海藻酸盐、蛋白质等亲肤材料，复合纤

维在服用领域受到用户青睐。但是此种复合纤维未针对创面敷料的需求设计生产，海藻成

分复杂，并不适用于创面。也有专利(专利号：200910016898细菌纤维素/海藻酸钠复合纤维

及其制备方法)提出以离子液体作为纤维素的直接溶剂，将海藻酸钠微纳米粉末混入纤维

素/离子液体溶液，干喷湿纺制备纤维素/海藻酸钠共混纤维。上述两种制备方法存在的问

题在于，即海藻和海藻酸钠粉体难与高粘度的纤维素溶液均匀分散，海藻或海藻酸钠粉体

易于团聚，影响纤维成形过程和产品性能的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本发明的明显

特征是将纤维素与含水量为40～60wt％的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将溶

胀物与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入氯化钙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物；采用

薄膜蒸发方式使混合液的水分降低至15wt％以下，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采用干喷

湿纺伴以超声作用制备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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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7] (1)将纤维素浆粕与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同时，配制海藻酸

钠溶液；

[0008] (2)将溶胀物与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入氯化钙；

[0009] (3)使上步所得混合液的水分降低至15wt％以下，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

[0010] (4)经干喷湿纺，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

[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干喷湿纺中，纤维

素/海藻酸钙纺丝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超声作用采用超声

发生器，超声频率为20～35kHz，功率为20～300W。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纤维素浆粕中纤维

素的聚合度为400～1000，纤维素浆粕的含水量为4～6wt％；所述NMMO水溶液的含水量为40

～60wt％；所述溶胀的温度为60～80℃。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海藻酸钠溶液的浓

度为0.5～5wt％；所述海藻酸钠的量为所述纤维素浆粕中纤维素的0.1～15wt％；所述氯化

钙与所述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所述氯化钙可以粉体或水溶液的形式加

入，氯化钙粉体的粒径尺寸小于1μm，氯化钙溶液的浓度为2～5wt％。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水分降低为薄膜蒸

发方式，具体采用薄膜蒸发器，工艺参数为：溶解温度为85～120℃，真空度为-8.0×10-4～-

9.0×10-4Pa。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纤维素/海藻酸钙纺

丝液中，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6～15wt％。

[0018]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干喷湿纺，使纺丝细

流出喷丝孔50mm内温度降低至5～10℃；具体为采用环冷吹风，所述环冷吹风的风温为-5～

5℃，吹风流量为200～400L/min，湿度为10～60％。

[0019]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干喷湿纺的工艺参

数为：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85～120℃，空气层长度为10～100mm，空气层温度为-5～5℃；凝

固浴组成为NMMO和水，NMMO含量为1～10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5～25℃；干燥温度为70～

150℃。

[0020] 如上所述的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所述纤维素/海藻酸钙共

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小于100nm，单丝纤度为1.3～3.5dtex，干态断裂强

度2.0～3.5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1.5～3.0cN/dtex，饱和吸湿回潮率为20～30％，保水

率为70～80％。

[0021] 本发明在纤维素溶胀物与海藻酸钠溶液混合阶段加入氯化钙，其原理如下，共混

物的共混过程是一个“分散”与“聚集”的动态过程，螺杆挤出机提供强剪切作用力能够使分

散相破裂，相畴尺寸减小。在此过程中加入氯化钙，能使强剪切力作用下的海藻酸钠固化为

海藻酸钙纳米颗粒，有效地提高了纤维素与海藻酸钙的分散均匀性，制备了粒径尺寸小于

100nm的海藻酸钙颗粒。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6283268 B

4



[0022] 本发明的纺丝液喷丝孔挤出伴以超声功能，其原理如下，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

中的海藻酸钙纳米颗粒比表面积与表面能大，易于团聚。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纺丝液喷丝

孔挤出伴以超声波，通过超声波“超声空化”现象产生的强大剪切力破坏海藻酸钙纳米颗粒

的团聚。

[0023] 有益效果

[0024]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两相分散均匀性好，分散相

相畴尺寸小，因此纤维的力学强度高、吸湿保湿性能好。

[0025] 本发明无需改变Lyocell纤维凝固浴的组成，利于NMMO溶剂的回收。现有Lyocell

纤维生产线经简单改造就可用于本发明纤维的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在60℃条件下，将含水量4wt％的纤

维素浆粕与含水量40wt％的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纤维素浆粕中纤维

素的聚合度为400；将溶胀物与浓度为0.5wt％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入

粒径尺寸为0.8um的氯化钙粉体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海藻酸钠的量为纤维素浆

粕中纤维素的1wt％，氯化钙与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在溶解温度为85℃，

真空度为-8.0×10-4Pa的条件下，采用薄膜蒸发器将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的水分降低

至15wt％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6wt％。

[0029] 采用干喷湿纺将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制备成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纺丝

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超声作用采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频率为20kHz，功率为

20W；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85℃；空气层长度为10mm，空气层温度为-5℃；采用环冷吹风使纺

丝细流出喷丝孔25mm时温度降低至5℃，环冷吹风的风温为-5℃，吹风流量为200L/min，湿

度为10％；纺丝液细流穿过空气层，进入由NMMO和水组成的凝固浴，凝固成形为纤维，NMMO

的含量为1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5℃；纤维经牵伸、水洗后，在70℃条件下干燥。测试表

明，制备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为100nm，单丝纤度为

1.3dtex，干态断裂强度2.0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1.5cN/dtex，饱和吸湿回潮率为20％，

保水率为70％。

[0030] 实施例2

[0031] 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在65℃条件下，将含水量4.5wt％的

纤维素浆粕与含水量45wt％的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纤维素浆粕中纤

维素的聚合度为550；将溶胀物与浓度为1.5wt％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

入粒径尺寸为1um的氯化钙粉体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海藻酸钠的量为纤维素浆

粕中纤维素的3.8wt％，氯化钙与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在溶解温度为94

℃，真空度为-8.2×10-4Pa的条件下，采用薄膜蒸发器将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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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至14wt％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

8.3wt％。

[0032] 采用干喷湿纺将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制备成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纺丝

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超声作用采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频率为24kHz，功率为

90W；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94℃；空气层长度为33mm，空气层温度为-2.5℃；采用环冷吹风使

纺丝细流出喷丝孔28mm处温度降低至6.3℃，环冷吹风的风温为-2.5℃，吹风流量为250L/

min，湿度为23％；纺丝液细流穿过空气层，进入由NMMO和水组成的凝固浴，凝固成形为纤

维，NMMO的含量为3.3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10℃；纤维经牵伸、水洗后，在90℃条件下干

燥。测试表明，制备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为90nm，单

丝纤度为1.8dtex，干态断裂强度2.4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1.9cN/dtex，饱和吸湿回潮

率为22％，保水率为72％。

[0033] 实施例3

[0034] 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在70℃条件下，将含水量5wt％的纤

维素浆粕与含水量50wt％的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纤维素浆粕中纤维

素的聚合度为700；将溶胀物与浓度为2.25wt％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入

浓度为2wt％的氯化钙溶液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海藻酸钠的量为纤维素浆粕中

纤维素的7.5wt％，氯化钙与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在溶解温度为103℃，

真空度为-8.5×10-4Pa的条件下，采用薄膜蒸发器将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的水分降低

至13wt％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10.5wt％。

[0035] 采用干喷湿纺将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制备成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纺丝

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超声作用采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频率为28kHz，功率为

160W；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103℃；空气层长度为55mm，空气层温度为0℃；采用环冷吹风使

纺丝细流出喷丝孔35mm处温度降低至7.5℃，环冷吹风的风温为0℃，吹风流量为300L/min，

湿度为35％；纺丝液细流穿过空气层，进入由NMMO和水组成的凝固浴，凝固成形为纤维，

NMMO的含量为5.5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15℃；纤维经牵伸、水洗后，在110℃条件下干燥。

测试表明，制备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为85nm，单丝

纤度为2.4dtex，干态断裂强度2.8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2.3cN/dtex，饱和吸湿回潮率

为25％，保水率为75％。

[0036] 实施例4

[0037] 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在75℃条件下，将含水量5.5wt％的

纤维素浆粕与含水量55wt％的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纤维素浆粕中纤

维素的聚合度为850；将溶胀物与浓度为3.5wt％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

入浓度为3wt％的氯化钙溶液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海藻酸钠的量为纤维素浆粕

中纤维素的11wt％，氯化钙与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在溶解温度为112℃，

真空度为-8.8×10-4Pa的条件下，采用薄膜蒸发器将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的水分降低

至13wt％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12.8wt％。

[0038] 采用干喷湿纺将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制备成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纺丝

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超声作用采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频率为32kHz，功率为

230W；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112℃；空气层长度为77mm，空气层温度为2.5℃；采用环冷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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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纺丝细流出喷丝孔42mm处温度降低至8.8℃，环冷吹风的风温为2.5℃，吹风流量为350L/

min，湿度为47％；纺丝液细流穿过空气层，进入由NMMO和水组成的凝固浴，凝固成形为纤

维，NMMO的含量为7.8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20℃；纤维经牵伸、水洗后，在130℃条件下干

燥。测试表明，制备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为80nm，单

丝纤度为3.0dtex，干态断裂强度3.2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2.7cN/dtex，饱和吸湿回潮

率为28％，保水率为78％。

[0039] 实施例5

[0040] 一种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制备方法，在80℃条件下，将含水量6wt％的纤

维素浆粕与含水量60wt％的NMMO水溶液混合均匀并使纤维素完全溶胀，纤维素浆粕中纤维

素的聚合度为1000；将溶胀物与浓度为5wt％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且在混合过程中加入浓

度为5wt％的氯化钙溶液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海藻酸钠的量为纤维素浆粕中纤

维素的15wt％，氯化钙与海藻酸钠溶液中钠离子的摩尔比为1:2；在溶解温度为120℃，真空

度为-9.0×10-4Pa的条件下，采用薄膜蒸发器将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溶液的水分降低至

13wt％制得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纤维素和海藻酸钙的总量占纺丝液的15wt％。

[0041] 采用干喷湿纺将纤维素/海藻酸钙纺丝液制备成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纺丝

液从喷丝孔挤出时伴以超声作用，超声作用采用超声发生器，超声频率为35kHz，功率为

300W；纺丝液的挤出温度为120℃；空气层长度为100mm，空气层温度为5℃；采用环冷吹风使

纺丝细流出喷丝孔41mm处温度降低至10℃，环冷吹风的风温为5℃，吹风流量为400L/min，

湿度为60％；纺丝液细流穿过空气层，进入由NMMO和水组成的凝固浴，凝固成形为纤维，

NMMO的含量为10wt％，凝固浴温度范围为15℃；纤维经牵伸、水洗后，在150℃条件下干燥。

测试表明，制备的纤维素/海藻酸钙共混纤维的海藻酸钙分布均匀，粒径尺寸为90nm，单丝

纤度为3.5dtex，干态断裂强度3.5cN/dtex，湿态断裂强度为3.0cN/dtex，饱和吸湿回潮率

为30％，保水率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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