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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碳链尼龙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李馥梅

(巴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岳阳414014)

摘要介绍了长碳链尼龙的性能及应用，重点概述了包括尼龙11、尼龙12、尼龙1010、尼龙

1212、尼龙612等长碳链尼龙的研究及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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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把尼龙分子中2个酰胺基团之间的

碳链长度在10以上的尼龙称为长碳链尼龙，如尼龙

11、尼龙12。尼龙的许多性能强烈依赖于尼龙中酰

胺基的浓度，而尼龙分子中碳链的长度又直接决定

了酰胺基浓度大小，碳链越长，酰胺基的浓度就越

小。随着碳链长度的增加，尼龙性能发生变化。长

碳链尼龙的应用已涉足汽车、电子电器、机械、军用

设备等各个领域。长期以来，对长碳链尼龙的研究

开发一直是尼龙新产品开发中的一项重要而又热门

的课题。

1长碳链尼龙的特性

长碳链尼龙除具有普通尼龙的大多数通用性如

良好的力学性能、磨性、润滑性、耐溶剂性和成型加

工性等，还具有以下独特的性能：

(1)吸水率低。尼龙吸水主要是由于尼龙分子

中极性酰胺基团与水具有很强的亲合力。长碳链尼

龙分子中的酰胺基浓度比普通尼龙小，因此其吸水

率低，如尼龙12的吸水率仅为o．25％，而尼龙6的

吸水率为1．8％。

(2)尺寸稳定性好。由于长碳链尼龙的吸水率

低，因此，在潮湿的环境下也能保持较高的韧性和硬

度，其力学性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用长碳链尼

龙制作的部件，尺寸稳定性好，精度高，可用于精确

度要求高、环境潮湿的场合。

(3)韧性和柔软性好。长碳链尼龙分子具有可

自由伸展和旋转的次甲基长链，因此，其韧性和柔软

性好，回弹率高，即使在很低的温度下也具有较高的

冲击韧性和柔软性，可制作柔软制品和耐寒部件。

(4)耐磨损性能优异。长碳链尼龙的摩耗系数

小，磨耗量低，如在相同条件下，尼龙11、尼龙12、尼

龙6、尼龙66的摩耗量分别为9．9mg、8．2mg、

35．omg、27．om萨1|。其与光滑的金属表面磨擦时不

会产生严重的磨损和出现明显的磨屑，所以长碳链

尼龙特别适合制作耐磨部件。

(5)电性能优异。长碳链尼龙的长碳链结构赋

予了其优异的电气性能。由于长碳链尼龙的吸水性

小，尽管在潮湿的环境中仍具有优异的介电性能，这

是尼龙6和尼龙66等短碳链尼龙所不具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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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碳链尼龙的研究及发展状况

2．1尼龙11

尼龙11是以蓖麻油为原料生产的。从原料蓖

麻油到产品尼龙11要经过酯交换、热裂解、水解、加

成、胺化、聚合等步骤。尼龙11是1944年法国So—

cicte organico公司开发成功，1950年由法国Ato—

chem公司首先实现工业化生产。当今世界上较大

的生产公司还有法国eurostar公司、德国Dr．plata

公司、比利时Erta公司、美国LNP公司、瑞士埃姆

斯公司、日本东丽公司等。目前，世界上尼龙11的

总产能为4．5万t／a左右[2]。

我国对尼龙11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北

京市化工研究院于1992年完成了尼龙11的小试和

10t规模扩试试验，并于1993年与江西樟树化工厂

一起进行了百t中试试验。1999年，安微六安市香

料厂直接采用十一烯酸为原料，开发成功尼龙11。

山西华北工学院于90年代初开始进行尼龙11的研

究工作，1996年通过鉴定，并完成百t级中试生产试

验，现正进行千t级尼龙11生产线的建设[3]。．郑州

大学曾进行过10t级规模的扩大试验，但是由于技

术水平较低，生产成本太高，难以扩产等原因，研究

工作于70年代中期陆续中止[4]。此外，中科院长春

化学研究所、哈尔滨第二工业局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也进行过尼龙11的开发研究。

2．2尼龙12

尼龙12的性能与尼龙11接近，但由于生产尼

龙11的原料蓖麻油资源不足，因此各国都在用尼龙

12代替尼龙11。尼龙12是1966年由瑞士Emser

公司与德国Hnls公司首先实现工业化生产∞]，所用

原料为丁二烯。后来，意大利的Snia公司、法国的

Ato chem公司、日本的宇部兴产公司也随之实现了

工业化生产。世界尼龙12的总产量约为7万t／a。

尼龙12的生产工艺路线有丁二烯和环己酮两

种原料路线。以丁二烯为原料路线的合成技术应用

广泛，环己酮路线只有日本宇部兴产1家应用于工

业生产[6|。

我国江苏淮阴化工研究院和上海合成材料研究

所合作，从1977年起，以丁二烯为原料进行了尼龙

12的合成研究工作。巴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原岳

阳石油化工总厂)也从1989年起以环己酮为原料，

进行了尼龙12小试合成研究，但最终都未能实现工

、【匕化生产。

尼龙12和尼龙11是长碳链尼龙的主要品种，

由于其合成路线长，生产技术难度大，国内至今未能

国产业化，我国所用的尼龙11和尼龙12主要依赖

进口。

2．3尼龙1010

尼龙1010是我国特有的品种，1961年由上海

赛璐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工业化生产，所用原

料为蓖麻油。由于我国的蓖麻油原料丰富，因此，尼

龙1010在实现工业化生产后很快就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在近10年内，国内的尼龙1010生产厂发展

到40多家，总生产能力为6000～7000t／a，尼龙1010

可用作工业丝、民用丝、棒材及工程塑料。

2．4尼龙1212

1988年中期，杜邦公司采用丁二烯路线开始生

产尼龙1212，商品名为Zytel，但是由于该工艺路线

长而且复杂，生产非常困难，所以于1991年停产。

我国郑州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合作，

于1976年开始，进行由石油轻蜡经过微生物发酵得

到的长碳链二元酸为原料合成长碳链尼龙的研究。

经过20多年的研究，成功研制出了尼龙1212，并使

之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这是我国5大工程塑料中唯

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尼龙品种[7]。该技术以石油

副产品轻蜡经微生物发酵得到尼龙1212的其中1

种原料十二碳二元酸，再将十二碳二元酸经过腈化、

胺化得到另1种原料十二碳二胺，将这两种原料进

行中和，聚合，就得到尼龙1212。该技术在200t／a

生产规模的装置上共连续生产了5批尼龙1212[8J。

据报道，东辰工程塑料公司也采用石油发酵方法成

功生产了尼龙1212[9]。我国尼龙1212的研制成功

实现了世界长碳链尼龙生产的一次重大突破，为长

碳链尼龙的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原料路线。尼龙

1212的性能完全可与尼龙11和尼龙12媲美，而且

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尼龙1212的研制成功，结束

了我国长碳链尼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我国采用的石蜡发酵法生产尼龙1212与尼龙

11和尼龙12相比，原料相对丰富且价格低廉，反应

周期短，反应条件温和，且性能更好[1川。

2．5尼龙612

尼龙612的主要原料为己二胺和十二碳二酸，其

中长碳链十二碳二酸的制备是合成尼龙612的关键。

十二碳二酸的合成方法从原料上分有丁二烯

法、环己酮法和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石蜡发醇法3种。

美国杜邦公司采用的就是丁二烯法，该方法是将丁

  万方数据



化工新型材料 第．34卷

二烯三聚环化生成十二碳三烯，然后加氢变成环十

二碳烷，再用空气氧化生成环十二碳醇酮，最后经硝

酸氧化得到十二烷二酸[11|。环己酮法是以环己酮

为原料，在甲醇溶剂中，经双氧水氧化生成甲氧基环

己基过氧化物，再与甲醇反应，生成十二碳二酸二甲

酯，然后经皂化、酸析生成十二烷二酸[1 2|。

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与上海赛璐珞厂合作进行

过尼龙612树脂的研究，之后，山东东辰工程塑料有

限公司、无锡兴达尼龙有限公司也进行过这方面的

研究开发，但国内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笔者于2003年进行了尼龙612的研究开发，合

成了相对粘度为2．o～3．o的尼龙612树脂，并已成

功进行了放大试验。现已有试生产产品投放市场，

在牙刷丝、耐磨丝和工程塑料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

应用。

2．6其它长碳链尼龙的研究开发

我国生物发醇法制备长碳链二元酸技术的成功

应用，促进了对其它长碳链尼龙品种的研究开发。

郑州大学在成功开发尼龙1212的基础上又研究开

发了长碳链新品种——生物发酵尼龙1012[13]和尼

龙1313，并在山东淄博进行了尼龙1313的工业化生

产试验，北京市化工研究院又将其制成汽车用输油

管、刹车管等，经测试性能优良‘14|。山东东辰工程

塑料有限公司利用生物发酵法制备的十二碳二元酸

和十三碳二元酸在200t／年的生产线上成功合成了

尼龙1213和尼龙1313，再将它们进一步进行增韧改

性，制成半软质和软质尼龙1213和尼龙1313，用这

种材料制成的汽车刹车管不亚于尼龙11刹车管，其

中尼龙1213的综合性能更佳，强度指标全面超过尼

龙11。

上海赛璐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用从蓖麻油中提

取的长碳链DMD(二胺)和由石油产品丁二烯制成

的长碳链DDA(二酸)作为制备基本原料，添加了具

有专一特性的长碳链第三组分新配方，进行合成、缩

聚，制成长碳链尼龙PDDA-180。该产品具有低密

度、低吸水率和优良的抗张、抗弯强度及极佳的冲击

强度，其综合性能指标非常接近或超过长碳链尼龙

11、12，可以替代进口的尼龙11、尼龙12[1 5l。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CoIunbia的特种尼龙生产

厂Shakespeare公司在2005年初推出尼龙614树

脂，商品名Isocor H125SC，其特点为吸湿很小和良

好的耐化学性。这种材料完全吸湿时弯曲强度下降

10％，而尼龙610完全吸湿时弯曲强度下降35％。

另外，尼龙614在大部分介质中刚性保持不变。这

种新材料的应用目标为汽车、庭园、一般工业、电子

电器工业，未来应用还包括毛刷、耐磨单丝、汽车燃

油泵和水泵外壳、高档电线外覆层[16]

长碳链尼龙的研究方兴未艾，人们正在进行更

长碳链尼龙品种的研究，如尼龙1014、尼龙1214[17]

3长碳链尼龙的应用

3．1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

长碳链尼龙最大的潜在市场为汽车制造业，发

达国家的尼龙11和尼龙12在汽车上的应用量已占

其总量的35％。长碳链尼龙具有耐油、耐压、耐腐

蚀、抗震、耐寒、弯曲性好、燃油油胀系数小的特点，

且加工十分容易，因此是制造汽车油管的理想材料。

发达国家60％～70％的长碳链尼龙用于生产汽车

软管，如刹车管、输油管、离合器软管等[181，欧洲的

汽车软管中70％使用的是尼龙12，美国也有一半的

汽车软管是用尼龙12制成。1997年，我国采用进

口尼龙11加工的管材达500t[3|。

长碳链尼龙还可在汽车上用作消音齿轮、轴承、

抗震件、止推垫、刮水器等[1 9|。

3．2在电子电器工业中的应用

尼龙12具有消音功能，用尼龙12制成的元件

在运转时噪音低，因此可用来制作录音机和钟表的

齿轮[2引。由于尼龙11的介电性能优良，因此可广

泛用作电子电器部件，如高压断路装置连接杆、限位

开关、继电器开关、电线分路盘、变压器、电视机偏转

器零件等。

由于尼龙11、尼龙1212不受白蚁的危害，不受

电弧渗透及电解腐蚀的影响，因此可用作电线电缆

和光纤电缆的防护套，以提高其安全可靠性及使用

寿命[21]。

3．3在薄膜片材方面的应用

尼龙12与聚乙烯挤出的复合膜，可用来保护和

包装食品，具有保香、耐蒸汽消毒的优点。尼龙11

的成膜性好，用于肠衣具有无毒、强度高、耐磨、透气

率低的优点[2 2|。

尼龙12片材可代替铅板用于纸张印刷，提高书

的刊印精度，可连续印刷100万印以上，效能是铅板

的50倍[18]。尼龙1212的阻隔性好，可用作医药和

冷冻食品的包装材料[8]。

3．4在单丝方面的应用

尼龙612与尼龙6、尼龙66和尼龙610相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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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低的吸水性，更好的柔软性，更高的回弹率和透

明性，是制作高档牙刷丝的理想材料。

在尼龙612中添加一定量的碳化硅或氧化硅，

可制成耐磨刷辊丝(又称磨料丝)，用尼龙612磨料

丝制作的刷辊在PCB行业中用于钻孑L后毛刺去除，

光敏前处理、电镀表面处理、防焊涂覆处理、不锈钢

板表面处理等。

3．5在粉末涂料和粘合剂方面的应用

用尼龙11、尼龙12与尼龙1212制作的粉末涂

料，耐磨性、自润滑性和流平性均好，与金属有较强

的粘合力，形成的尼龙涂层可进行各种机械加工。

尼龙1212可用来制作服装用高档热溶胶，用它

生产的衬布和衣领具有剥离强度高、耐水性好、手感

柔软、挺括不变形等优点。

4结语

长碳链尼龙因具有许多优异的性能已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随着今后汽车、电子电气等行业的

不断发展，对长碳链尼龙的需求将日益增加。我国

是蓖麻油生产大国，石油资源也较丰富，而且有开发

生产石油发酵长碳链尼龙1212的成功经验，因此，

在开发尼龙11和石油发酵长碳链尼龙方面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技术

优势，加大对其它长碳链尼龙品种开发的步伐，尽快

研究开发出更多更好的长碳链尼龙品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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