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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

的制备方法，包括：将液晶聚合物纤维卷绕在收

卷筒上，在负压条件下进行热处理，所述热处理

的温度低于液晶聚合物的熔点，所述收卷筒的热

膨胀系数大于所述液晶聚合物。该方法利用收卷

筒与液晶聚合物纤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使液晶

聚合物纤维在热处理过程中被拉伸，保证纤维强

度和均匀性，该方法简单易行，容易工业化生产，

具有很好的产业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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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液晶聚合物纤维卷绕在收卷筒上，在负压条件下进行热处理；其中，所述热处理的温

度低于液晶聚合物的熔点，所述收卷筒的热膨胀系数大于所述液晶聚合物；所述热处理的

升温速率为1℃/h~100℃/h；所述热处理采用梯度升温，每一阶段的升温速率随温度的提高

而降低；收卷筒的热膨胀系数比LCP树脂大60~3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聚

合物为全芳香族聚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

聚合物的特性粘度3~15  dl/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聚

合物的熔点高于280℃，低于4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晶聚

合物纤维采用熔融纺丝工艺制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处理

后的纤维直径为1~50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将所

述热处理后的纤维反卷在纸管上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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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性能纤维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液晶聚合物(LCP)具有高强度、高模量、耐高温、耐化学腐蚀及较高的尺寸稳定性，

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特种产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鉴于溶液纺丝存在生产成本高、环境

污染等问题，采用熔融纺丝制备高强、耐热、耐酸碱的液晶纤维成为发展趋势。液晶聚合物

的熔融纺丝与普通聚合物的纺丝过程有很大不同，液晶材料在熔点与清亮点之间有可流动

的、光学各向异性结构，分子链易取向，并呈现长的取向松弛时间，在冷却固化过程中取向

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保持，得到高性能特种纤维。

[0003] 现有技术中，用高分子量液晶聚合物进行熔融纺丝，难以兼顾可纺性及纤度，且纺

丝温度高，纤维易降解。用较低分子量聚合物纺丝，初生纤维强度低，通常需要进行长时间

的固相聚合，以提高液晶聚酯纤维的强度、耐热性和热尺寸稳定性等性能，工业上通常采用

将纤维形成卷装，再进行固相增粘。但是在进行固相聚合反应时存在由卷装形状发生解舒，

导致纤维长度方向的均一性和强度降低，还会导致以缺陷为起点纤维原纤维化的问题。

[0004] 专利CN101622384A和专利CN102348841A将液晶聚合物纤维短时间处于其熔点之

上进行热处理，来制备高强度、纤度均一、耐磨损的液晶聚合物纤维。由于处理温度高于液

晶聚合物纤维熔点，所以处理时间不能过长，因此对于材料强度的增强效果不够，纤维强度

普遍在20cN/dtex左右。而且对于热处理温度及收卷温度等的控制要求非常严格，无形中增

加了制备的难度。

[0005] 另外，还有方法通过控制纺丝卷绕张力来制备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但这种方

法需要采用特定熔融粘度的芳香族聚酯，否则容易断丝。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提出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

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利用收卷筒与液晶聚合物纤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使液晶聚合物纤维

在热处理过程中被拉伸，保证纤维强度和均匀性，具有很好的产业化价值。

[0007]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

[0008] 将液晶聚合物纤维卷绕在收卷筒上，在负压条件下进行热处理；其中，所述热处理

的温度低于液晶聚合物的熔点，所述收卷筒的热膨胀系数大于所述液晶聚合物。

[0009] 发明人经大量实验研究发现，将LCP纤维卷绕在热膨胀系数更高的收卷筒上，一同

进行热处理，在热处理过程中，收卷筒的膨胀对纤维起到拉伸作用，能显著提高纤维强度，

保证均匀性。为更好地实现上述效果，优选控制收卷筒的热膨胀系数比LCP树脂大10％～

800％，进一步优选50％～500％，再进一步优选为60％～300％，利于在热处理过程中对LCP

纤维进行有效拉伸，并避免纤维断丝。热处理后的纤维可以反卷在纸管上，方便储运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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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方法简单易行，容易工业化，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0010] 本发明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中变

得明显，或通过本发明的实践了解到。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在所属技术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001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强度液晶聚合物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将液晶聚合物纤维

卷绕在收卷筒上，在负压条件下进行热处理，所述热处理的温度低于液晶聚合物的熔点，所

述收卷筒的热膨胀系数大于所述液晶聚合物。根据收卷筒与液晶聚合物纤维热膨胀系数的

差异，利用热处理过程中收卷筒的膨胀对纤维起到拉伸作用，显著提高纤维强度，保证均匀

性。本方法创造性地利用收卷筒与液晶聚合物纤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使液晶聚合物纤维

在热处理过程中被拉伸，纤维力学性能明显提高，且方法简便易行，容易实施，便于制备更

细更强的LCP纤维，有可观的应用价值。

[0013] 根据LCP树脂结构、分子量、初生纤维直径等性质的不同，在收卷筒、热处理工艺、

负压条件等方面的选择可能有所差异，最终获得的纤维直径也会有所不同。

[0014] 具体的，本实施例对LCP树脂类别并无特别要求，优选采用全芳香族聚酯。从高强

度、有利于纺丝的角度出发，LCP树脂优选特性粘度3～15dl/g，更优选为5～10dl/g。从耐高

温和高刚性的角度出发，LCP树脂熔点优选高于280℃，低于400℃。其中，特性粘度可根据

ISO‑1628‑5的规定，使用五氟苯酚和六氟异丙醇的50/50(v/v)混合物测定。

[0015] 初生纤维可采用公知的纺丝方法制造，优选采用熔融纺丝工艺，将LCP树脂经双螺

杆挤出机熔融挤出，利用熔体泵进行计量，经过滤器过滤后由喷丝头喷出，原丝通过收卷机

实现收卷，使纤维卷绕在收卷筒上。

[0016] 双螺杆挤出机的加热温度为LCP树脂熔点以上、热分解温度以下，根据前述LCP树

脂熔点的优选范围，加热温度优选为400～450℃。加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加热或导热油

加热，本方法涉及的所有加热过程优选采用导热油间接加热，这种方式更加有利于加热过

程的温和均匀，以便熔体稳定，提高纺丝稳定性及收率。

[0017] 喷丝头的孔径(直径)优选为0.1～0.5mm，更加优选为0.2～0.4mm。当喷丝头的孔

径大于0.5mm，由于LCP树脂的拉伸倍数较低，不利于得到期望的纤维直径，当喷丝头的孔径

小于0.1mm容易导致纺丝良率降低。

[0018] 过滤器的过滤目数优选60～500目，更加优选为120～300目。过滤器的过滤目数低

于60目，容易导致凝胶物质或者杂志堵塞喷丝孔。过滤器的过滤目数高于500目，容易导致

过滤器前压力过高。

[0019] 收卷机的收卷速度优选300～2000m/min，进一步优选为600～1800m/min以下。收

卷筒的热膨胀系数优选比LCP树脂大10％～800％，进一步优选50％～500％，再进一步优选

60％～300％。研究发现，在收卷筒热膨胀系数不超过LCP树脂的10％时，可能影响增强效

果；若高于800％，在后续热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纤维断丝。

[0020] 热处理工序在负压且低于LCP树脂熔点的条件下进行，热处理温度优选低于LCP树

脂熔点20～40℃。优选的负压状态为500Pa以下，真空状态加热可以很好地避免LCP树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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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状态下热氧化。加热过程优选为缓慢升温，使收卷筒的膨胀速率与纤维被拉伸速率更

好地匹配。升温速度优选为1℃/h～100℃/h，进一步优选10～50℃/h。升温速度大于100℃/

h，可能导致纤维断裂；升温速度小于1℃/h，影响生产效率。优选采用梯度升温方式，在不同

的温度区间使用不同的升温速率，在加热前期可以采用相对较高的升温速率，保证生产效

率，随着温度的升高，适当延缓升温速率，保证纤维性能。加热至热处理温度后，可以维持一

段时间，例如可以是1h以上，优选为1～36h。

[0021] 热处理后的纤维优选再次反卷在纸管上，方便储运和使用。

[0022] 经上述步骤处理后的LCP纤维直径可控制在1～50μm，更加优选为5～25μm；纤维强

度优选为20.0cN/dtex以上，更加优选为40.0cN/dtex以上；伸长度优选为0.5％以上，更加

优选为1.0％以上；弹性模量优选为500cN/dtex以上，更加优选为800cN/dtex以上。

[0023] 下面通过示例性实施例对上述方法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和对比例中，纤维

直径用金相显微镜测定；力学性能用纤维强力仪测定，拉伸速度5cm/min，夹具距离5cm；用

纤度仪测试纤度。

[0024] 实施例1

[0025] 在装备有不锈钢C型搅拌器、扭矩计、氮气导管、温度计、压力计和回流冷凝器的反

应器中，加入685g对羟基苯甲酸、311g对苯二甲酸、104g间苯二甲酸、465g联苯二酚、1071g

的乙酸酐、400.0g醋酸。将该反应器通过抽真空和干燥的氮气冲洗的方式净化，加入0.18g

的1‑甲基咪唑。在氮气氛围、300rpm搅拌下，经80min升温至150℃，恒温回流3h。

[0026] 将13.0g苯酚加入反应器，将温度在120min内升至360℃。在此期间，通过蒸馏除去

副产物乙酸。在360℃下恒温30min后，将压力在20min内逐渐降至约100Pa保持真空，直至扭

矩增加30％以上，结束反应，取出预聚物，冷却至室温，用破碎机粉碎。被粉碎的预聚物通过

以下方式进行固相聚合：在负压100Pa下，用4h将温度从室温加热到260℃，用5h从260℃加

热到295℃，并在295℃保持6h，得到的芳香族聚酯作为下一步制作纤维的基础树脂。经测

试，其熔点为340℃，特性粘度6.5dl/g，Dk为3.0，Df为0.0015，端羧基为25当量/摩尔，端羟

基为43当量/摩尔，热膨胀系数为1.5*10‑5/K(20℃)。

[0027] 将该芳香族聚酯在150℃的真空干燥机中干燥12h，使含水率低于10ppm，利用双螺

杆挤出机熔融挤出，利用齿轮泵进行计量，供给纺丝包。从挤出机出口至纺丝包的纺丝温度

为360℃，过滤器的过滤目数240目，树脂通过喷丝头以喷出量18cc/min喷出。喷丝头具有58

个孔径为0.25mm的喷丝孔，58根单丝同时以800m/min卷绕在铝合金卷筒(热膨胀系数为

2.5*10‑5/K(20℃))上，得到LCP初生纤维。

[0028] 将卷绕有LCP初生纤维的铝合金卷筒置于负压100Pa环境中，用6h从室温加热到

280℃，6h从280℃加热到310℃，并在310℃保持18h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后，以400m/min从铝

合金卷筒向纸管进行反卷，得到LCP成品纤维。经测试，成品纤维直径为10μm，纤维强度为

28cN/dtex；伸长率为0.87％，弹性模量为950cN/dtex。

[0029] 实施例2

[0030] 以实施例1为基础，区别在于，将铝合金卷筒(热膨胀系数为2.5*10‑5/K(20℃))换

成锌合金卷筒(热膨胀系数为3.5*10‑5/K(20℃))。经测试，成品纤维直径为8μm，纤维强度为

33cN/dtex；伸长率为0.75％，弹性模量为1050cN/dtex。

[0031] 对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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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以实施例1为基础，区别在于，将铝合金卷筒(热膨胀系数为2.5*10‑5/K(20℃))换

成不锈钢卷筒(热膨胀系数为1.6*10‑5/K(20℃))。经测试，成品纤维直径为15μm，纤维强度

为15cN/dtex；伸长率为0.42％，弹性模量为450cN/dtex。

[0033] 对比例2

[0034] 以实施例1为基础，区别在于，将热处理升温条件“用6h从室温加热到280℃，6h从

280℃加热到310℃”更换为“用1h从室温加热到310℃”。取出后，发现纤维出现断裂，可见，

该升温速率不适用于本实施例的LCP初生纤维。

[003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

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本

发明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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