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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纺丝领域，公开了一种具有特殊

表面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借助微

流变行为理论，通过严格控制原料的比例、粘度

特性以及熔体共混纺丝工艺等条件，在纤维成形

过程中调控纤维表面形貌结构，从而制得具有不

同特殊表面结构的聚酯纤维，从而提高聚酯纤维

的表面亲疏水性和表面附着性能，并且对纤维复

合材料界面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以期应用于复

合材料增强、功能性、高性能纺织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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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

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1~4；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8-40%；

2）采用常规熔融纺丝方法或皮芯复合纺丝方法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纺丝，对纺

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热定型，得到具有表面沟槽状结构或同时具有皮芯结构的聚酯纤

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共混挤出温度为260-27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纺丝温度为290~298°C，纺丝

速度为900-1100  m/min；和/或

拉伸温度为70-90°C，拉伸比为2~5，热定型温度为150-170°C。

4.一种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

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1~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20%；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时采用空气冷却或水冷却，得到表面凸

起结构的聚酯纤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共混挤出温度为260-270℃。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纺丝温度为290~298°C，纺丝

速度为10-200  m/min；和/或

采用水冷却时喷丝板到水面距离为5~100cm。

7.一种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

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5~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以下；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对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热定型，得到聚

酯纤维；

3）将步骤2）所得聚酯纤维浸泡于可溶解其的有机溶剂中，超声辅助溶解处理，使表层

聚酯和聚丙烯部分溶解，然后超声清洗后得到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共混挤出温度为260-270℃。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纺丝温度为290~298°C，纺丝速度为1100-1300  m/min；和/或

拉伸温度为75-85℃，拉伸比为2-3，热定型温度为150-170℃。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

所述有机溶剂为四氢呋喃；和/或

超声辅助溶解时间为2~10分钟；和/或

超声溶剂为乙醇，每次5-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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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特殊表面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丝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具有特殊表面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聚合物纤维表面改性的方法主要以物理法和化学法为主。物理法包括利用

等离子体、激光、γ辐射、电晕放电、紫外辐射、超声波对纤维表面进行处理。E.Rebollar等

人利用激光辐射方法在碳纤维表面刻蚀出具有周期有序的凹凸结构，物理法对环境友好、

普适性强，但需要特种设备支持、能耗与成本较高、连续性差、对纤维力学性能有损伤、难以

大规模生产。化学法包括利用酸碱、有机溶剂等化学试剂对聚合物纤维进行刻蚀、或利用表

面涂层或沉积、生物酶或细菌对纤维后处理，化学法效果较明显，但适用面窄、环境不友好、

可控性差，难以精细调控表面形貌结构。

[0003] 除了以上方法，也有研究者尝试在纤维成形过程中调控纤维形貌，专利CN 

204401171  U利用SiO2与聚丙烯体膨胀系数差异的特点，在熔纺纤维冷却到常温后，由于

SiO2膨胀系数低，纤维表面会出现凹凸不平，产生粗糙表面，但此专利并未提出更多有关聚

丙烯纤维粗糙结构的调控方法、粗糙结构的形貌信息以及改性后纤维性能的变化。专利CN 

105297176  A采用两种界面不相容的聚合物，通过熔喷非织造成形技术，形成具有清晰界面

结构的超细纤维，从而使纤维表现呈现出一定的粗糙度，粗糙度Sa为0.01～0.1μm，但这种

方法形成的粗糙度较小，也无法形成长沟槽结构。专利CN  110042507  A公开了一种通过调

节凝固浴液的溶度参数，来调控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的表面沟槽结构的方法，但该方法限于

湿法纺丝成形，需要加入乙醇、氨水等化学试剂，不属于熔体纺丝以及共混纺丝的范畴。

Broda等采用低分子硬脂酸与聚丙烯共混，在纤维熔融纺丝成形过程中，低分子硬脂酸向纤

维表面迁移，在表面形成凹凸结构和硬脂酸颗粒，但纤维力学性能有所降低。

[0004] 上述方法都缺乏在熔体纺丝过程中，对纤维表面凹凸或沟槽结构进行精细调控的

方法，也没有公开改性前后纤维性能的变化。因此提供一种高效、稳定和能大规模应用的调

控熔纺纤维表面结构形貌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特殊表面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

方法。本发明借助微流变行为理论，通过严格控制原料的比例、粘度特性以及熔体共混纺丝

工艺等条件，在纤维成形过程中调控纤维表面形貌结构，从而制得具有不同特殊表面结构

的聚酯纤维，从而提高聚酯纤维的表面亲疏水性和表面附着性能，提高聚酯纤维织物的舒

适性能，并且对纤维复合材料界面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以期应用于复合材料增强、功能

性、高性能纺织品领域。

[0006]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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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1～4；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8～40％。

[0007] 2.1)针对聚丙烯含量10％以下的体系，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对

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热定型，得到具有且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

[0008] 2.2)针对聚丙烯含量10％以上的体系，采用皮芯复合纺丝方法将所述共混聚合物

粒料进行熔融纺丝，对纺丝所得皮芯纤维进一步拉伸、热定型，得到具有皮芯结构且表面沟

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

[0009] 在上述方法中，本发明通过严格控制聚酯和聚丙烯的比例以及零切粘度比，可制

得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具体原理为：分散相液滴在简单剪切流场中形变可利用两

个无量纲参数评价，即利用毛细管数Ca(Capillary  number)和共混组分粘度比p来评价分

散相的形变能力D，Ca可以看成是粘性力与界面张力的比值，

式中，ηm为基体相粘度，ηd为分散相粘度，为流场剪切速率，R0为液滴初始半径，α为共

混体系界面张力。Cox基于Taylor的理论进行了扩展，给出以下模型用以描述所有粘度比范

围内分散相的形变，

总结了众多实验得到了分散相在剪切流场中的临界毛细管数Cac与粘度比的关系，分

散相在剪切流场和拉伸流场中的临界毛细管数如图9所示，

将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控制在在1～4范围内，如图9所示，在此区域内分散相在

剪切流场中具有较高的形变能力和较低的破裂能力，且不会出现粘度比大于5时，分散相尺

寸较大造成纤维力学性能过低的问题，通过控制粘度比在共混纤维内形成尺寸较小的聚丙

烯微纤，产生微纤增强作用从而保证聚酯纤维的强度，其中聚丙烯分散相含量需在8％以

上，以增加分散相之间的碰撞和聚并概率，以使分散相聚集形成较大尺寸，然后在流场中形

成连续长微纤。在后续的拉伸工艺中，纤维经热拉伸后，表面沟槽结构更为明显，表面部分

PP微纤拉伸后脱离基体，形成更深的沟槽结构，且随着分散相含量的增加，表面沟槽增多，

增大拉伸比可使表面聚丙烯与聚酯分离更明显，从而在表面形成更多沟槽状结构。

[0010] 作为优选，步骤1)中，共混挤出温度为260-270℃。

[0011] 作为优选，步骤2)中，纺丝温度为290～298℃，纺丝速度为900-1100m/min。

[0012] 作为优选，步骤2)中，拉伸温度为70-90℃，拉伸比为2～5，热定型温度为150-170

℃。

[0013] 将工艺参数控制在上述范围内，可进一步提高分散相含量有利于在纤维表面生成

更多的沟槽结构；而提高拉伸比有利于促进表面部分PP微纤与集体分离，从而形成更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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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槽结构。

[0014]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

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1～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20％。

[0015]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时采用空气冷却或水冷却，得到表

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

[0016] 在上述方法中，本发明通过严格控制聚酯和聚丙烯的比例以及零切粘度比，可制

得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具体原理为：将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在0.1～1，如图9

所示，分散相具有较高的破裂能力，可以形成球形或椭球形颗粒；同时，在共混加工过程中，

较低粘度分散相向剪切速率较高的管壁处迁移，从而使聚丙烯分散相在聚酯中持续迁移至

表面；粘度比低于0.1时，迁移会导致纤维成型不稳，可纺性差；其中聚丙烯含量需在10％以

上，以使分散相聚集形成大尺寸分散相，从而在表面形成明显的凸起结构。

[0017] 增加分散相浓度，可增加纤维表面结构的密度，获得更清晰的表面凸起结构。降低

分散相和基体相的粘度比，可促使更多分散相向表面迁移，造成更多分散相在表面的富集。

[0018] 作为优选，步骤1)中，共混挤出温度为260-270℃。

[0019] 作为优选，步骤2)中，纺丝温度为290～298℃，纺丝速度为10-200m/min。

[0020] 纺丝速度控制在10～200m/min的低速范围内，从而有利于形成的表面凸起结构聚

酯纤维。作为优选，步骤2)中，采用水冷却时喷丝板到水面距离为5～100cm。

[0021] 第三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

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5～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以下。

[0022]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对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热定型，得

到聚酯纤维。

[0023] 3)将步骤2)所得聚酯纤维浸泡于可溶解其的有机溶剂中，超声辅助溶解处理，使

表层聚酯和聚丙烯部分溶解，然后超声清洗后得到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

[0024] 在上述方法中，本发明通过严格控制聚酯和聚丙烯的比例以及零切粘度比，可制

得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具体原理为：将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控制在1左右，根

据公式，分散相以最低尺寸分散在基体中，控制聚丙烯的含量为0～10％，以防形成较大连

续性分散相结构，聚合物共混物经熔融纺丝后，将聚酯纤维浸泡在有机溶剂中，利用超声辅

助溶解，使表层聚合物部分溶解，调节溶解时间可控制表层聚合物溶解程度，然后利用超声

清洗去除溶解的聚合物，可得到聚酯纤维表面具有多孔结构的形貌。

[0025] 作为优选，步骤1)中，共混挤出温度为260-270℃。

[0026] 作为优选，步骤2)中，纺丝温度为290～298℃，纺丝速度为1100-1300m/min。

[0027] 作为优选，步骤2)中，拉伸温度为75-85℃，拉伸比为2-3，热定型温度为150-170

℃。

[0028] 作为优选，步骤3)中，所述有机溶剂为四氢呋喃；超声辅助溶解时间为2～10分钟；

超声溶剂为乙醇，每次5-15分钟。

[0029] 与现有技术对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借助微流变行为理论，通过严格控

制原料的比例、粘度特性以及熔体共混纺丝工艺等条件，在纤维成形过程中调控纤维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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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结构，从而制得具有不同特殊表面结构的聚酯纤维，从而提高聚酯纤维的表面亲疏水

性和表面附着性能，并且对纤维复合材料界面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以期应用于复合材料

增强、功能性、高性能纺织品领域。

[0030] 附图说明图1为实施例1制得的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2为实施例2制得的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3为实施例3制得的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4为实施例4制得的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5为实施例5制得的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6为实施例6制得的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7为实施例7制得的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8为实施例8制得的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的电镜图；

图9为稳态均匀流场球形初始液滴发生破裂时的临界毛细管数Cac与粘度比p的关系曲

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2] 总实施例

一种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0-270℃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

混聚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1～4；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8～40％。

[0033] 2.1)针对聚丙烯含量10％以下的体系，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

丝温度为290～298℃，纺丝速度为900-1100m/min；对纺丝所得皮芯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

温度为70-90℃，拉伸比为2～5)、热定型(150-170℃)，得到具有皮芯结构且表面沟槽状结

构的聚酯纤维。

[0034] 2.2)针对聚丙烯含量10％以上的体系，采用皮芯复合纺丝方法将所述共混聚合物

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0～298℃，纺丝速度为900-1100m/min；对纺丝所得皮芯

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温度为70-90℃，拉伸比为2～5)、热定型(150-170℃)，得到具有皮芯

结构且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

[0035] 一种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0-270℃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

混聚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1～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20％。

[0036]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时采用空气冷却或水冷却(采用水

冷却时喷丝板到水面距离为5～100cm)；得到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

[0037] 一种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0-270℃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

混聚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5～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以下。

[0038]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对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温度

为75-85℃，拉伸比为2～3)、热定型(热定型温度为150-170℃)，纺丝温度为290～298℃，纺

丝速度为1100-1300m/min；得到聚酯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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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3)将步骤2)所得聚酯纤维浸泡于可溶解其的有机溶剂(优选四氢呋喃)中，超声辅

助溶解处理2～10分钟，使表层聚酯和聚丙烯部分溶解，然后用乙醇超声清洗数次(每次5-

15分钟)后得到表面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

[0040] 实施例1：表面沟槽状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

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3；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20％。

[0041]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1000m/

min；对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温度为80℃，拉伸比为3)、热定型(160℃)，得到如图

1所示的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

[0042] 实施例2：表面沟槽状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

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3；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20％。

[0043]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1000m/

min；对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温度为80℃，拉伸比为2)、热定型(160℃)，得到如图

2所示的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

[0044] 实施例3：表面沟槽状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

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3；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8％。

[0045] 2)采用皮芯复合纺丝方法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

℃，纺丝速度为1000m/min对纺丝所得皮芯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温度为80℃，拉伸比为

2.5)、热定型(160℃)，得到如图3所示的表面沟槽状结构的聚酯纤维。

[0046] 实施例4：表面凸起结构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

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8；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20％。

[0047]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200m/min

空气冷却，得到如图4所示的表面凸起结构的聚酯纤维。

[0048] 实施例5：表面凹凸结构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

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4；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20％。

[0049]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20m/min

空气冷却，得到如图5所示的表面凹凸结构的聚酯纤维。

[0050] 实施例6：表面凹凸结构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

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的10％。

[0051]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200m/min

空气冷却，得到如图6所示的表面凹凸结构的聚酯纤维。

[0052] 实施例7：表面多孔结构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恒逸半消光聚酯切片)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

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1；聚丙烯占原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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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

[0053]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1000m/

min；对纺丝所得纤维进一步拉伸(拉伸温度为80℃，拉伸比为3)、热定型(热定型温度为160

℃)。

[0054] 3)将步骤2)所得聚酯纤维浸泡于四氢呋喃中，超声辅助溶解处理10分钟，使表层

聚酯和聚丙烯部分溶解，然后用乙醇超声清洗数次(每次10分钟)后得到如图7所示的表面

多孔结构的聚酯纤维。

[0055] 实施例8：表面多孔结构聚酯纤维的制备

1)以聚酯(恒逸半消光聚酯切片)为主料、聚丙烯为添加剂，将聚酯与聚丙烯265℃共混

挤出造粒，得到共混聚合物粒料；所述聚丙烯和聚酯的零切粘度比为0.5；聚丙烯占原料质

量的10％。

[0056] 2)将所述共混聚合物粒料进行熔融纺丝，纺丝温度为295℃，纺丝速度为1000m/

min，纤维拉伸工艺为：拉伸温度为80℃，拉伸比为3，热定型(热定型温度为160℃。

[0057] 3)将步骤2)所得聚酯纤维浸泡于四氢呋喃中，超声辅助溶解处理5分钟，使表层聚

酯和聚丙烯部分溶解，然后用乙醇超声清洗数次(每次10分钟)后得到如图8所示的表面多

孔结构的聚酯纤维。

[0058] 本发明中所用原料、设备，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用原料、设备；本发明中

所用方法，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5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换，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

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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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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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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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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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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