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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

丝用色母粒及其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制备石墨烯染料色浆、将石墨烯染料色浆

和本色聚酯切片混炼形成着色聚酯混合体、把着

色聚酯混合体熔炼共挤、造粒，得到抗菌抗静电

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与现有技术相比，本

发明采用石墨烯染料色浆与聚酯切片混炼、熔融

挤出制备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制备过程稳

定简单可控，制得的色母粒电性能均匀，抗菌抗

静电性能耐久耐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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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S1.制备石墨烯染料色浆：

S1-1、称重配料：将配方称重，配方按照重量百分数包括：0.5-15％S型高温分散染料、

0.3-4％氧化石墨烯粉体、5-10％分散剂、0.1-2％增稠剂、0.05％-2％消泡剂、其余为水；

S1-2.分散搅拌：将各组分放入剪切分散搅拌机内，分散搅拌得到均匀的混合物；

S1-3.纳米研磨；将分散搅拌均匀的混合物注入陶瓷纳米研磨机进行真空研磨加工，待

粒径达到300nm以内，停止研磨，得到石墨烯染料色浆；

S2.混炼；按照1:4～10的重量比，将石墨烯染料色浆和本色聚酯切片加入高速混炼机

内加热混炼改性着色，混炼温度为170-230℃，形成着色聚酯混合体；

S3.熔炼共挤：把着色聚酯混合体经双螺杆挤压机中熔炼共挤，熔炼温度为190-280℃，

转速为120-380rpm，通过熔体着色加工成有色聚酯熔体；

S4.造粒：有色聚酯熔体经螺杆机熔炼共挤后，拉条、水冷、切粒、干燥、包装，得到抗菌

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1中配方还包括0.5-3％的乙二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散剂为包括木质素磺酸钠和聚乙烯吡咯烷酮的复配分散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增稠剂为丙烯酸盐聚合物。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消泡剂为非离子型多相硅酮聚合物。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2中，先将高温分散染料在水中预分散，预分散后与其他配料在剪切分散搅拌

机中混合；所述预分散是，将S型高温分散染料浸润于水中，搅拌溶解，经300目滤网过滤后

得到染料分散液。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2中，预分散的水温低于45℃。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3中，研磨过程的温度控制在50℃以内。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3包括粗研磨和精研磨两个步骤；所述粗研磨使用粒径为0.4mm的磨珠粒、

0.5mm孔径的滤网，所述精研磨使用粒径为0.2mm的磨珠粒、0.3mm孔径的滤网。

10.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其特征在于，所述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

酯纺丝用色母粒通过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

制备方法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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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纺织新材料，特别是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酯纤维指由有机二元醇和二元酸或者酯缩聚而成的聚酯经纺丝所得的合成纤

维，简称PET纤维，是当前合成纤维的国内外量产最多的第一大化纤品种。随着其新功能的

开发，应用领域有不断扩大之势。

[0003] 石墨烯作为一种新型二维纳米碳材料，具有高导电、高导热、高比表面积、优异机

械性能等优异特性；作为一种超轻材料，石墨烯的面密度仅为0.77mg/m2。很多纺织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研究如何将石墨烯复合于聚酯纤维等纺织纤维中，开发新性能、具有新用途的

纺织材料。研究发现，将石墨烯加入聚酯中，可以赋予聚酯良好的抗菌和抗静电效果。但是

由于石墨烯的超轻特性，一般的混合工艺很难做到将其与其他材料很好的相容。

[0004] 当前石墨烯和聚酯纤维的复合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把石墨烯粉体按比例直接加

入切片中熔融纺丝；由于石墨烯粉体比表面积大，质量超轻，这种工艺虽然可以实现，但很

难使石墨烯在纤维中均匀分散。二是将纤维直接浸渍或者浸轧在石墨烯溶液中，然后干燥，

得到表面包覆石墨烯的纤维载体，通过浸渍法石墨烯只能附着在纤维的表面，附着牢度低、

附着的石墨烯经常是团聚状态。三是将聚酯与含石墨烯的功能性母粒混合纺丝。这三种方

法中，第三种方法石墨烯在纤维中结合更为牢固，石墨烯结团更少，且生产环境更为卫生安

全。

[0005] 现有的石墨烯聚酯母粒在制备一般是采用各种组分粉料简单混合后即造粒，如申

请号为CN109183181A的中国专利申请公开的聚酯母粒是通过将烘干的石墨烯粉体等与聚

酯粉料混合、造粒得到的，但石墨烯的二维特性以及纳米特性使得石墨烯在聚酯母粒中容

易团聚，二维特性难以充分发挥，后续纤维纺丝容易断头。另一种方法是如CN109762305A的

中国专利申请公开的，采用纤维材料在多次在石墨烯浆料中浸轧、干燥、多次包覆，而后造

粒；造粒前纤维具有多层三明治结构，经过多次浸轧、包裹、以及造粒，虽改善了石墨烯在母

粒以及纤维中的分散性，但非均质性的三明治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引入到母粒以及后续的纤

维中，而且从生产母粒到最终成品聚酯纤维，聚酯材料经过至少三次高温下拉丝，聚酯性能

有避不可免的劣化。CN108084686A的专利申请还公开了一种含石墨烯的导电母粒，采用石

墨烯在惰性易挥发的有机溶剂超声后与聚酯混合形成分散液后熔融挤出，不过存在溶剂挥

发等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还有在聚酯缩聚过程中加入石墨烯分散液的方法，比如

CN108503804A公开的专利申请，相比之下，这种工艺较为复杂，需要严格控制石墨烯分散液

浓度、添加速率以及聚酯缩聚速率，合成控制不当的话，石墨烯容易团聚，缩聚产物的性能

难以稳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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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性能均匀的抗菌抗静电

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及其制备方法，旨在解决石墨烯在聚酯母粒以及聚酯纤维中容易

团聚、工艺过程环境不友好、工艺难以控制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一方面是提供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法，所

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制备石墨烯染料色浆：

[0009] S1-1、称重配料：将配方称重，配方按照重量百分数包括：0.5-15％S型高温分散染

料、0.3-4％氧化石墨烯粉体、5-10％分散剂、0.1-2％增稠剂、0.05％-2％消泡剂、其余为

水；

[0010] S1-2.分散搅拌：将各组分放入剪切分散搅拌机内，分散搅拌得到均匀的混合物；

[0011] S1-3.纳米研磨；将分散搅拌均匀的混合物用液体泵注入陶瓷纳米研磨机进行真

空研磨加工，待粒径达到300nm以内，停止研磨，得到石墨烯染料色浆；

[0012] S2.混炼；按照1:4～10的重量比，将石墨烯染料色浆和本色聚酯切片加入高速混

炼机内加热混炼改性着色，混炼温度为170-230℃，形成着色聚酯混合体；

[0013] S3 .熔炼共挤：把着色聚酯混合体经双螺杆挤压机中熔炼共挤，熔炼温度为190-

280℃，转速为120-380rpm，通过熔体着色加工成有色聚酯熔体；

[0014] S4.造粒：有色聚酯熔体经螺杆机熔炼共挤后，拉条、水冷、切粒、干燥、包装，得到

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

[0015] 石墨烯粉体和S型高温分散染料均具有苯环或杂环结构，具有良好的结构相容性，

本发明将石墨烯粉体和S型高温分散染料混合，经过助剂和精研磨石墨烯粉体和分散染料

达到纳米级相容，制得分散稳定的石墨烯染料色浆；这种液态的纳米级的石墨烯染料色浆

与本色聚酯切片混炼、熔融挤出，分散染料可以单分子形式进入聚酯材料内部，达到分子水

平的相容，借助与分散染料良好相容，分散均匀的石墨烯也均匀地进入聚酯材料的分子结

构内，很好地提升石墨烯在聚酯材料中的均匀分散性，解决石墨粉粉体在聚酯母粒中分散

不均、容易团聚的问题。本工艺方法制得的色母粒的着色力和色牢度大幅提升，制得的着色

聚酯粒子可以直接纺丝。

[0016] 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S1-1中配方还包括0.5-3％的乙二醇。这里，乙二醇

是对染料有很好的促溶湿润作用，可以促进染料在石墨烯染料色浆中的分散。

[0017] 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分散剂为包括木质素磺酸钠和聚乙烯吡咯烷酮的复配分

散剂。木质素磺酸钠作为一种优质的表面活性剂，易溶于水，这里采用木质素磺酸钠对染料

的分散作用性能佳，吸附于粒子表面的负电荷使粒子互相排斥，可以阻止粒子与粒子之间

的吸附、聚集形成大颗粒而分层沉降分散，能提升研磨质量和效率；在制备过程中特别是混

炼过程中温度之间升高时，木质素磺酸钠优良的扩散性和热稳定性，使分散体系保持良好

稳定性。聚乙烯吡咯烷酮分散剂是一种高分子表面活性剂，可吸附于石墨烯表面，形成覆盖

层，从而阻止石墨烯粒子之间发生接触团聚。通过木质素磺酸钠和聚乙烯吡咯烷酮复配，促

进染料和石墨烯在石墨烯染料色浆中的均匀分散。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S1-1中配

方包括3-6％的木质素磺酸钠和2-4％的聚乙烯吡咯烷酮分散剂。

[0018] 增稠剂使石墨烯染料色浆保持一定粘度，防止泳移和沉降、促进色浆稳定性。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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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方案是，所述增稠剂为丙烯酸盐聚合物。丙烯酸盐聚合物增稠剂通过羧酸根离子的

同性静电斥力，分子链由螺旋状伸长为棒状，且在分散染料粒子之间形成网状结构，提高水

相黏度从而达到增稠效果。关键是，在搅拌分散和纳米研磨过程浆料受到持久的剪切作用，

这种增稠剂的增稠效果不受剪切的影响，逐渐被分散研磨开的染料和石墨烯受增稠剂的保

护不会沉降，因此增稠效果更好，色浆稳定性更高。

[0019] 消泡剂主要作用是抑制物料在剪切分散的摩擦过程中产生气泡。优选的技术方案

是，所述消泡剂为非离子型多相硅酮聚合物。这里采用非离子消泡剂，这种惰性消泡剂消泡

能力强，耐碱性强，特别是在碱性的木质素磺酸钠存在时依然发挥良好的消泡作用。

[0020] 为提高分散效果，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S1-2中，先将S型高温分散染料在

水中预分散，预分散后与其他配料在剪切分散搅拌机中混合；所述预分散是，将高温分散染

料浸润于水中，搅拌溶解，经300目滤网过滤后得到染料分散液。经过预分散提高了石墨烯

染料色浆的分散均匀性。

[0021] 为保持石墨烯染料色浆性能稳定，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S1-2中，预分散的

水温低于45℃。同理地，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所述步骤S1-3中，研磨过程的温度控制在

50℃以内。

[0022] 为提高分散效果，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步骤S1-3包括粗研磨和精研磨两个步

骤。通过粗精研磨，提高研磨效率，使染料和石墨烯在石墨烯染料色浆中达到超细纳米级分

散，使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着色力大幅提升，在后续加工中能顺利进入

聚酯材料内部、达到分子程度上的分散结合。进一步优选地，所述粗研磨使用粒径为0.4mm

的磨珠粒、0.5mm孔径的滤网；所述精研磨使用粒径为0.2mm的磨珠粒、0.3mm孔径的滤网。

[0023]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是提供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所述抗菌抗

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通过上述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的制备方

法制得。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通过将石墨烯分散在分散染料中，借

助助剂和精研磨实现石墨烯在色浆良好分散，研磨后的分散染料进行石墨烯层间，纳米颗

粒状分散染料物理上充当了阻隔研磨开的石墨烯二次重叠的角色，且分散染料被保护在石

墨烯间，制得的纺丝用色母粒中石墨烯和染料分散均匀，色母粒和后续纺丝纤维具有优良

的、均匀的、持久的抗菌性能和抗静电性能、稳定的加工性能和色牢度。具体表现为：

[0025] 1、采用石墨烯染料色浆在与聚酯切片混炼、熔融挤出，石墨烯和染料可以顺利进

入聚酯材料分子结构中，使色母粒各组分良好相容，石墨烯在材料中分散更为均匀，纺丝不

易断头，加工能性能好；由于良好分散，石墨烯的二维特性得以充分发挥，染料的色牢度和

着色性好；经过混炼，水和乙二醇大部分挥发，经熔融挤出后材料更密实、少空洞。

[0026] 2、石墨烯分散于S型高温分散染料中，通过分散形成石墨烯染料色浆，通过色浆与

聚酯切片混炼、熔融；相比石墨烯粉体加入聚酯中直接熔融造粒制备石墨烯聚酯母粒，本发

明方法纯度更高，色母粒中石墨烯和染料的含量更容易准确控制，色母粒的性能更加稳定，

容易实现工业化生产。

[0027] 3、该石墨烯染料色浆以水为分散介质，分散后再与聚酯切片混合，减少了石墨烯

飞散在环境中，色母粒的制备过程对环境污染也更少，对环境友好，安全性大大提高；由于

染料在色母粒中色牢度和着色性改善，色母粒后期使用过程对人体健康危害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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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4、特别是在选用离子型的木质素磺酸钠和非离子型的聚乙烯吡咯烷酮复配的分

散剂时，本发明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性能更均匀，石墨烯和分散染料分散

更均匀。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比较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具体实

施方式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0] 实施例1-7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该色母粒通过以下步

骤制备得到。

[0032] S1.制备石墨烯染料色浆。

[0033] S1-1、称重配料：将S型高温分散染料包括分散红FRL  200％、分散黄4RL  100％、分

散黑PX  300％、以及氧化石墨烯粉体、乙二醇、分散剂、丙烯酸盐聚合物增稠剂、非离子型多

相硅酮聚合物消泡剂、水按照配方称重。分散剂选择木质素磺酸钠和聚乙烯吡咯烷酮中的

一种或两种。

[0034] S1-2.分散搅拌：将分散红FRL  200％、分散黄4RL  100％、分散黑PX  300％浸润于

温度低于45℃的水中，搅拌溶解，经300目滤网过滤后得到预分散的染料分散液；然后染料

分散液与其他配料加入剪切分散搅拌机内，分散搅拌得到均匀的混合物，转速为1000r/

min，分散搅拌时间为60min。

[0035] S1-3.纳米研磨；将分散搅拌均匀的混合物用液体泵注入陶瓷纳米研磨机进行真

空研磨加工，研磨温度控制在50℃以内，研磨流程包括粗研磨和精研磨。粗研磨使用粒径为

0.4mm的磨珠粒、0.5mm孔径的滤网；精研磨使用粒径为0.2mm的磨珠粒、0.3mm孔径的滤网。

每小时检测1次粒径、检测粒径达到300nm(d90)以内时，停止研磨，得到纳米级分散的石墨

烯染料色浆。

[0036] S2.混炼；按照1:4～10的重量比，将石墨烯染料色浆和本色聚酯切片加入高速混

炼机内加热混炼改性着色，混炼温度为170-230℃，形成着色聚酯混合体。

[0037] S3 .熔炼共挤：把着色聚酯混合体经双螺杆挤压机中熔炼共挤，熔炼温度为190-

280℃，转速为120-380rpm，通过熔体着色加工成有色聚酯熔体。

[0038] S4.造粒：有色聚酯熔体经螺杆机熔炼共挤后，拉条、水冷、切粒、干燥、包装，得到

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

[0039] 本发明实施例1-7的步骤S1-1中各配方的组成和含量(重量％)、以及工艺参数的

选择见表1。

[0040] 表1实施例1-7中步骤S1-1配方组成和实施方案工艺参数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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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对实施例1-7制得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进行表面电阻测试。压

片后测试四角以及中间五处表面电阻，最高的表面电阻和最低的表面电阻分别列于表2。将

用色母粒在添加有皂液的水中搅拌水洗，转速600r/min,水洗2h，洗涤后干燥，测试水洗前

后的色母粒的抗菌性变化，结果列于表2。将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丝用色母粒纺丝，观

察纺丝过程中的加工稳定性，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级别；测试纺丝后纤维断裂强度，

结果也列于表2。

[0044] 对比例1

[0045] 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对比例1采用聚酯切片与氧化石墨烯粉末混合熔融共挤制备

石墨烯聚酯母粒，氧化石墨烯粉末与聚酯切片的重量比与实施例1相同，对比例1没有添加S

型高温分散染料、乙二醇、水、非离子型多相硅酮聚合物消泡剂、丙烯酸盐聚合物增稠剂、木

质素磺酸钠、聚乙烯吡咯烷酮。同样测试和评估了对比例1得到的石墨烯聚酯母粒的表面电

阻、抗菌性、纺丝过程的加工稳定性、纺丝后纤维断裂强度，结果见表2。

[0046] 对比例2

[0047] 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对比例2采用聚酯切片与氧化石墨烯粉末混合熔融共挤制备

石墨烯聚酯母粒，氧化石墨烯粉末与聚酯切片的重量比与实施例1相同。对比例2没有添加S

型高温分散染料、乙二醇、水、非离子型多相硅酮聚合物消泡剂、丙烯酸盐聚合物增稠剂，添

加了氧化石墨烯粉末、木质素磺酸钠、聚乙烯吡咯烷酮，这三者分别与聚酯切片的重量比与

实施例1相同。同样测试和评估了对比例2得到的石墨烯聚酯母粒的表面电阻和加工稳定

性，结果见表2。

[0048] 表2实施例1-7制备的色母粒及对比例1-2制备的母粒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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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由表2结果可知，经过氧化石墨烯粉末与聚酯切片简单混合后熔融挤出造粒，得到

的母粒电阻波动达到2-3个数量级。而通过实施例1-7方法制得的抗菌抗静电石墨烯聚酯纺

丝用色母粒电阻波动在一个数量级内，波动极小，且抗菌效果更佳更持久耐水洗，纺丝时加

工稳定性更好，纤维强度更高。

[0051] 另外，从实施例1和实施例5-7可以看出，乙二醇在石墨烯染料色浆中的添加，以及

通过木质素磺酸钠和聚乙烯吡咯烷酮复配，制得的色母粒导电性能更均匀，抗菌性更持久

耐水洗；纺丝纤维的断裂强度更高，加工更为稳定。

[005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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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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