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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PAl0T／11共聚尼龙的合成与表征
刘宇辰，李迎春，曲 振，胡国胜+

(中北大学高分子与生物工程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51)

摘要：以癸二胺、对苯二甲酸和氨基十一酸为单体，水为溶剂，通过高温熔融缩聚合成了PAlOT／ll共聚尼龙。

采用特性黏度测试、傅里叶红外光谱、差示扫描量热法和热重分析对产物的结构和热性能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

PAlOT／1l共聚尼龙的耐高温性能优秀，PAl0T盐质量分数为70％时，PAl0T／11共聚尼龙的起始分懈温度为385．2

℃，热分解温度(丁。)为439．2℃，熔点(r。)为281．64℃。PAl0T／1l共聚尼龙在保证耐高温性能的同时，有效

地降低了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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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AlOT／11 Copolyalllide耐th Heat Resistance

LIU Yu。chen， LI Ying—chun， QU Zhen， HU Guo’sheng

(Institute of Macromolecules and Bioengineering in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 1， China)

Abstract：Taking decenadiamine， terePhthalic acid and aminoundecanoic acid as the monomer， using

water as the solVent， PAl0T／，1l copoly枷ide was synthesiz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high temperature meIt

polycondensation． The stlllcture and the珊al properti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means of intrinsic viscosity，

I叩IR， DSC and TG． Results showed that PAl0T／1 1 copolyamide had well heat resistance propenies，when

salt mass fbction of PAl0T was at 70％， the initial degradation temperature of PAl0T／l 1 copoly砌ide was

385．2℃，degradation temperature(丁d)was 439．2℃and its melting temperature was 281．64℃． While

PAl0‘I／1 1 copolyamide guaranteed a hjgh heat resistance property， it efkctively decreased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Keywords： Decanediamine；7Ibrephthalic Acid； Aminoundecanoic Acid； Copolyamide； Heat

Resjstance

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耐高温尼龙在生产生

活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环保的角度考

虑，耐高温尼龙的应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

电子电气行业中，普遍要求使用无铅焊锡，促使回流

焊接温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为了满足耐热性的要

求，运用表面安装技术(sMT)操作时，需要使用耐

高温尼龙代替传统的PA66、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PBT)等材料；此外，在汽车工业中，耐高温尼龙

正在替代金属材料和不可回收的热固性塑料，用于燃

油、排气、冷却等系统中，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体

质量，而且可以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温度和燃烧效率，

减少耗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4J。

与脂肪族耐高温尼龙(PA46等)和全芳香族耐

高温尼龙(PPTA、PMTA等)相比，半芳香族耐高

温尼龙兼具两者的优点，不仅吸水率低，尺寸稳定性

好，而且耐热性能十分优秀。目前，大部分工业化的

半芳香耐高温尼龙都是共聚改性的品种。大多数专利

和技术都集中掌握在杜邦、巴斯夫等公司。共聚单体

的加人，可以显著降低耐高温尼龙的熔点，从而提高

成型加工性能p。7 J。与其他高温尼龙相比，在成功

保证耐高温性能的前提下，PAlOT／l l共聚尼龙具有

很高的发展潜力。PAlOT／1l共聚尼龙的反应单体癸

二胺和氨基十一酸来源于蓖麻。我国为世界蓖麻主产

区之一，加之对苯二甲酸是期货产品，因此，

PAlOT／ll共聚尼龙的原材料来源充足。与以石油为

原料制备的耐高温尼龙相比，PAloT／11共聚尼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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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符合绿色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随着世界石油

价格的不断攀升，PAlOT／11共聚尼龙的开发的优势

在未来的5～10年内，会逐渐的凸显出来。

本文使用癸二胺，对苯二甲酸和氨基十一酸作为

单体，通过高温熔融缩聚反应，成功合成了PAl0T／

11共聚尼龙，并且通过特性黏度、傅里叶红外光谱、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和热重分析(TG)等手段，

对产物的结构和热性能进行了相关研究。

1 实验部分

1．1原料与仪器

癸二胺：无锡殷达尼龙有限公司；精对苯二甲

酸：中国石化扬子石油有限公司；氨基十一酸：太原

中联泽农化工有限公司；高压反应釜：威海自控反应

釜有限公司。

1．2 PAl0T／ll共聚尼龙的合成

使用前，需要对癸二胺、对苯二甲酸和氨基十一

酸进行提纯处理，并且真空干燥12 h。处理完毕后，

将等物质的量的癸二胺(258 g)、对苯二甲酸

(249．2 g)和1 000 mL的蒸馏水加入到三口烧瓶中，

通过搅拌形成悬浊液。然后将悬浊液加热到90℃进

行反应，在反应过程中，需要加入少量的癸二胺或者

对苯二甲酸，调节悬浊液的pH值到7．0～7．3之问。

反应3 h后，将热溶液冷却到室温，再放人冰箱中2

h，以便盐进一步析出。最后过滤沉淀，使用乙醇和

蒸馏水清洗三次，得到白色的PAl0T盐(484．7 g)。

用研钵将PAl0T盐和氨基十一酸按照一定比例

进行混合，与质量分数50％的蒸馏水一同倒入试管

中，形成悬浊液。随后将试管放人高压反应釜中，使

用高纯氮气置换釜内空气3次，然后用高纯氮气充压

至o．2～0．3 MPa。加热升温，控制升温速率，在2 h

内升温到250—260℃，控制釜内压力介于2．0～2．2

MPa之间。反应2 h后，缓慢放气，在2 h内将反应

压力降至常压，同时升温到280～290℃。反应l h

后，抽真空继续反应5 h，冷却至室温后取出产物，

即得到PAl0T／11共聚尼龙，合成路线如图l。

一H(舰弋≯c咖+一酬哟，鸸嚣令棚oc弋≯c赫斟(哟．趣

榍。oc—≤：卜cood菇c珏z)。M文·吣棚删㈣。隅—鲤堕!墨～

+oc—《：>c。棚cc黝，却t斟oc㈣，咄讲
图1 PAlOT／11共聚尼龙合成路线图

Fig 1 Synthesis IDute of PAlOT／l l eopoly锄ide

1．3性能测试与表征

测试特性黏度时，首先将O．25 g样品溶于50 mL

的浓硫酸(96％)中，搅拌24 h后，形成测试溶液。

然后在(25±0．1)℃的恒温水浴中，使用乌氏黏度

计测量溶液的流动时间。流动时间取3次测量的平均

值，3次测量值之间不能超过0．2 s。使用单点法来

确定样品的特性黏数，公式如下：

。．1一廖(霉§一ln_。1)
L。7，J—

C
一一

式中，[叩]为特性黏数；叼。，为增比黏度；叼。。为相

对黏度；C为测试溶液的浓度。

红外测试：使用岛津研究所FI—IR4800s红外光

谱仪，采用溴化钾压片法进行制样。

DSC测试：使用北京恒久科学仪器厂DSC’l差

示扫描量热仪，在氮气氛围下，将5—8 mg的测试样

品至于铝坩埚中，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

350℃，记录测试结果。

TG测试：使用北京恒久科学仪器厂HCT—l热重

分析仪，在氮气氛围下，将7—8 mg的测试样品至于

坩埚中，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600℃，

记录样品的质量随温度的变化情况。

2结果与讨论

2．1特性黏数

7，

基
翥
鼗

图2不同PAl0T盐用量下PAlOT／11共聚尼龙的特性黏数

变化曲线

Fig 2 Intrinsic viscosity curves of PAl07I’／l l copolyamide under

di肫rent salt contem of PAlOT．

表1 不同PAl0T盐用量下PAl0T／1l共聚尼龙的

特性黏数和热性能结果¨

‘rab l Results 0f intrinsic viscosity a11d tIlemal propenies“

PAl0T／1l cop01y锄ide witIl d蕊rent saJt content of PAl0T

注：1)F。为分解温度；r。为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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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OT／1l共聚尼龙的特性黏数测试结果如图2

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PAl0T盐的质量分数

从50％增加到100％，PAlOT／1l共聚尼龙的特性黏

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苯环的存在，会明显降低

PAlOT结构单元中胺基和羧基的反应活性；苯环体

积较大，聚合时会阻碍分子链之间的运动，所以，在

相同的工艺条件下，氨基十一酸比PAl0T盐聚有更

高的反应活性，氨基十一酸比例越高，聚合难度越

低，特性黏数也就更高。具体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2．2傅里叶红外光谱

4000 3 0010 2000 l ooO 500

波数／c∞r1

t

图3 不同PAloT盐用量下PAlOT／1 1共聚尼龙的红外光谱图

Fig 3 弛e丌IR of PAlOT／11 copolyamide with di船rent salt

content of PAl0T

图3为PAlOT盐不同用量下共聚尼龙的红外光

谱图。其中，3 313 cm叫为N—H伸缩振动；2 920

cm叫和2 850 cm。1为一CH：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1 626 cm叫为酰胺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酰胺I

带)；1 539 cm 11为N—H面内弯曲和c—N伸缩振动

的组合吸收峰(酰胺Ⅱ带)；1 380 cm。为C—N伸

缩振动和c—H面内弯曲的组合吸收峰(酰胺Ⅲ带)；
1 018 cm。为C—CO伸缩振动(酰胺Ⅳ带)；862
cm叫和733 cm。1是苯环上c—H面内弯曲振动吸收

峰；630 cm。1为N—H面外弯曲(酰胺V带)。这些

基团的出现，说明PAloT盐与氨基十一酸参与了聚

合反应，成功地生成了酰胺产物。

2．3热重分析

薹
缘

髻
蜂

图4不同PAl0T盐用量下PAl0T／1l共聚尼龙的1B曲线

Fig 4 TG cunres of PAl0T／11 copolyamide witIl dif玷rent salt

content of PAl0T

图4为PAl0T盐不同用量的PAl0T／11共聚尼龙

的TG曲线。如图4所示，PAl0T／11共聚尼龙的热

分解为一步分解，这与缩聚反应产物的热降解为无规

断链的机理相吻合。PAl0T／11共聚尼龙属于长碳链

尼龙，在降解过程中，主要是C—C键和C—N键发

生断裂。随着PAl0T盐用量的增加，PAlOT／11共聚

尼龙的TG曲线逐渐向高温区移动，起始分解温度从
374．6 qC提高到437．7℃，热分解温度从418．9℃提

高到447．1℃。与PAl0T(100％)的热稳定性相

比，加人氨基十一酸共聚之后，PAl0T／11共聚尼龙

的热稳定性没有明显的下降；与PAll(r。=390℃)

相比，加入PAlOT组分之后，PAlOT／11共聚尼龙的

热稳定性得到了明显的提高¨J。

2．4差示扫描量热法

PAlOr盐质蠢分数
S0％

二==二二==焉‘—_-—________—_—-。‘—。。。一 Fn‘‰

loo t50 200 250 300

漱度，℃

图5 不同PAl0T盐用量下PAlOT／1l共聚尼龙的DSC曲线

Fig 5 DSC curves of PAl0T／1 1 copolyamide with difkI℃nt

salt content of PAl0T

图5为PAl0T盐不同用量下PAlOT／11共聚尼龙

的DSC曲线。由图5可知，随着PAl0T盐用量的逐

渐增加，PAl0T／1l共聚尼龙的熔融峰逐渐向高温区

域移动。当PAl0T盐质量分数为50％和60％时，

PAl0T和氨基十一酸的组分物质的量之比接近1：l，

两种组分在共聚尼龙中含量相当，互相干扰结晶，都

无法形成各自的晶区，呈现出无定形的形式，因此，

在曲线上没有明显的熔融峰出现。当PAlOT盐质量

分数为70％和85％时，随着PAl0T盐用量的增加，

共聚尼龙中PAl0T的用量增高，能够形成晶区，而

PAll则作为缺陷存在于晶区或非晶相中，PAl0T盐

的用量越高，共聚尼龙中PAl0T的晶区就越完善，

因此，在曲线上出现的熔融峰就越明显。当PAlOT

盐质量分数为100％时，曲线上出现两个熔融峰，这

是部分结晶聚合物普遍存在的现象。与PAll(r。=

185．3℃)相比，加入PAl0T组分后，PAl0T／11共

聚尼龙的熔点明显得到了提高旧j。考虑到耐高温尼

龙的使用条件一般在260℃以上，PAl0T／11共聚尼

龙已经满足使用要求，而且熔点和热分解温度之间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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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窗口较宽，为进一步的成型加工和改性提供了较

为宽松的条件。与PAlOT(100％)相比，在热稳定

性不下降的前提下，PAl0T／1l共聚尼龙的成型加工

性能更好；而且，加入氨基十一酸单体之后，PAll

组分会降低刚性链段的密度，因此，物料在熔融状态

下的流动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提高。

3 结论

1)使用癸二胺，对苯二甲酸和氨基十一酸为单

体，通过高温熔融共聚，成功制备出PAl0T／1l共聚

尼龙。

2)对于不同组分配比的PAl0T／11共聚尼龙，

氨基十一酸含量越高，PAl0T／11共聚尼龙的特性黏

数就越高；PAl0T盐的含量越高，PAl0T／11共聚尼

龙的耐热性能就越好。

3)PAl0T／1l共聚尼龙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能，

与PAlOT相比，F。降低，更有利于成型加工。

4)PAlOT／1l共聚尼龙的开发符合绿色环保与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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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威扩大印度特种聚合物产能

苏威公司近日表示，其正在对位于印度Panoli厂

的高性能聚合物聚醚醚酮和聚芳醚酮生产装置实施扩

能改造，改造工程预计2013年年中完成，届时该厂

的产能将扩增70％。Panoli厂是苏威公司这两种聚合

物全球最大的工厂。

聚醚醚酮和聚芳醚酮可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

医疗、电子、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以及半导体

加工等行业。苏威公司2011年在印度的销售额为

1．8亿欧元(合2．34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其在

印度的销售额将增加一倍。

神宁聚丙烯产品提质增效

神宁集团煤化工分公司烯烃公司针对聚丙烯产品

在试产试销中暴露出的灰分偏高、热加工颜色发黄等

问题，协同煤化工分公司研发中心等制定并实施提质

增效方案。日前采用新助剂及配方以来，聚丙烯产品

的质量和效益均有提高，助剂成本大幅降低。

在制定提质增效方案过程中，烯烃公司借鉴中石

油、中石化拉料配方经验，通过实验优化聚丙烯产品

添加剂配方，明显降低了产品的灰分，有效解决了产

品的热加工发黄问题。该公司还加强了产品过程控

制，进一步优化、稳定生产运行，从原材料指标，生

产组织和操作等方面人手，将装置主催化剂循环泵停

车次数、反应器超温、超压次数等与产品质量密切相

关的操作纳人考核，进一步提高装置的稳定性。此

外，他们还通过控制MTP装置丙烯及四合一装置氢

气的工艺指标，确保原料质量全部合格，以满足聚合

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从而达到控制产品质量的

目的。

据悉，新方案实施以来，1102K牌号聚丙烯产品

各项性能指标均能平稳满足扁丝、薄膜等制品的生产

要求，目前已全面进入华东、华北、西南、西北市

场，受到下游加工企业的认可。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