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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及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

烯复合材料及制备方法，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

聚丙烯复合材料由PP树脂72-76份、氮磷系膨胀

型阻燃剂24-28份、抗滴落剂0.1-0.2份、抗氧剂

0.2-0.3份、润滑剂0.4-0.6份、高效协效剂0.1-

0 .2份组成。本发明方法制得的阻燃聚丙烯复合

材料，在保证材料能够通过UL94 1 .6mm-V0测试

达到高效阻燃的同时，具备有高灼热丝（875℃，

GWIT）、耐水煮（100℃）、耐析出、低烟以及抗热氧

老化变色（150℃）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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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由下列原料按重量份组

成：

所述的阻燃剂为氮磷系膨胀型阻燃剂，按照聚磷酸铵：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复

配；

所述高效协效剂为八苯基笼型聚倍半硅氧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聚丙烯为等规聚丙烯、间规聚丙烯、无规聚丙烯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抗氧剂为受阻酚类、硫代酯类、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受阻酚类抗氧剂为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硫代酯类抗氧剂

为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为亚磷酸三(2，4-二叔丁基苯基)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润

滑剂选自聚乙烯蜡、硬脂酸盐、乙撑双硬脂酰胺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

滴落剂为纯粉型100％PTFE抗滴落剂。

7.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配比称取聚丙烯、阻燃剂、抗滴落剂、抗氧剂、润滑剂、高效协效剂，一起加入通有

惰性气体保护的混合机中高速混合2-10分钟；

(2)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将步骤(1)得到的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造

粒后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2)所述挤出机的机筒温度为180-190℃，螺杆转速为400-500r/min，真空度为-

0.04～-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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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

料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丙烯原料来源丰富、价格便宜、易于加工成型、产品综合性能优良，广泛应用于

汽车、家电、电子电器等行业，已成为通用树脂中发展最快的品种。但聚丙烯本身属于易燃

材料，其氧指数仅17.4～18.5％，并且成炭率低，燃烧时产生熔滴，容易传播火焰引起火灾。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聚丙烯的应用愈发深入，阻燃聚丙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

在电工电子、低压电器等领域，阻燃聚丙烯不再仅限于阻燃等级本身，而是有了更为严格苛

刻的要求，为防止电气部件、零件在故障或过载条件下引燃周围部件，特别是大功率电器

如：排插、暖风机等，使用安全性能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高灼热丝材料的开发显得尤

为重要，21世纪的新型阻燃剂必将会是无卤、高效、低烟、低毒、多功能的复合型阻燃剂。

[0003] 而在材料长期使用过程中，常用的阻燃剂在高温、高湿等严格环境下均容易出现

析出现象，阻燃剂析出不仅影响电器元件的正常工作，更重要的是材料本身的阻燃性能、灼

热丝起燃温度都会大打折扣乃至丧失。因此，针对应用于特殊高端环境下的阻燃聚丙烯电

器元件，环境越特殊，要求也越严格，对阻燃聚丙烯的高灼热丝、耐析出等性能要求也越高。

发明内容

[0004] 为克服普通阻燃聚丙烯灼热丝起燃温度低，在特定环境下容易出现析出等问题，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及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方法制得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通过使用自配的膨胀

型阻燃剂，在提高阻燃成炭效率的同时，一方面能够获得高灼热丝等级(875℃，GWIT)，另一

方面有效解决了阻燃剂使用过程中的析出严重问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由下列原料按

重量份组成：

[0007]

[0008] 进一步，所述的聚丙烯为等规聚丙烯、间规聚丙烯、无规聚丙烯中至少一种。

[0009] 进一步，所述的阻燃剂为氮磷系膨胀型阻燃剂，按照聚磷酸铵(APP)：三嗪类成炭

剂以质量比5:1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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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所述的抗氧剂为受阻酚类、硫代酯类、亚磷酸酯类抗氧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1] 进一步，所述的受阻酚类为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

硫代酯类为硫代二丙酸二硬脂醇酯，亚磷酸酯类为亚磷酸三(2，4-二叔丁基苯基)酯。

[0012] 进一步，所述润滑剂选自聚乙烯蜡、硬脂酸盐、乙撑双硬脂酰胺、接枝乙撑双硬脂

酰胺中的至少一种。

[0013] 进一步，所述抗滴落剂为纯粉型100％PTFE。

[0014] 进一步，所述高效协效剂为八苯基笼型聚倍半硅氧烷。

[0015] 本发明中阻燃剂为自行复配，按照聚磷酸铵(APP)：三嗪类成炭剂以5:1复配而成，

目前市场上未售。

[0016]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上述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按配比称取聚丙烯、阻燃剂、抗滴落剂、抗氧剂、润滑剂、高效协效剂，一起加入

通有惰性气体保护的混合机中高速混合2-10分钟；

[0018] (2)在惰性气体保护下，将步骤(1)制得的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

融，造粒后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0019] 优选的，挤出机的机筒温度为180-110℃，螺杆转速为400-500r/min，真空度为-

0.04～-0.1MPa。

[0020] 本发明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21] 1、阻燃效率高：本发明采用聚磷酸铵与三嗪类成炭剂复配而成的无卤阻燃剂，具

备有显著的成炭速率快，膨胀迅速等特点，一方面，聚磷酸铵受热分解产生的氨气和水蒸气

能够稀释可燃气体的浓度，另一方面，聚磷酸铵分解产生的磷氧自由基可以阻断链式燃烧

反应，从而可以减少燃烧放热量，使得材料能够容易达到UL  14-1.6mm  V0的要求。在聚磷酸

铵：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复配时，材料的灼热丝、耐水煮性能和抗热氧老化变色性能

均达到最优，且能够保证材料力学性能不受影响。八苯基笼型聚倍半硅氧烷中Si-O交替连

接的硅氧骨架组成的无机内核，能抑制聚合物分子的链运动而赋予杂化材料良好的热稳定

性、力学性能和阻燃性。Si-O键能为445.2KJ/mol，相比之下C-C键能为350.7KJ/mol，C-O键

能为351.1KJ/mol，破坏POSS内核中的键所需能量较大。

[0022] 2、高灼热丝：本发明所采用的阻燃体系能够在850℃灼热丝接触的瞬间促进膨胀

成炭，通过产生的气体快速稀释周围氧气浓度，与此同时膨胀的碳层能够及时覆盖在接触

点附近，达到防止接触起火的目的。

[0023] 3、抗热氧老化变色：材料变色是老化最明显的特点，聚磷酸铵与三嗪类成炭剂复

配而成的无卤阻燃剂具备有极强的耐热特性，使得材料在持续的高温热氧老化下仍然能够

保持出色的热稳定性，不至于影响材料的阻燃特性。

[0024] 4、耐析出：PP为半结晶性物质、具有较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当环境温度高于其玻

璃化转变温度时，随着温度的升高，无定形链段热运动将会加快，使得与PP树脂相容性较差

的小分子阻燃剂能够比较容易的克服阻力迁移到表面。三嗪类成炭剂通过引入强极性基团

胺基，增强了阻燃剂与PP界面作用，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有效减轻了阻燃剂析出问题。

说　明　书 2/8 页

4

CN 107434878 B

4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3、对比例1和2的875℃GWIT灼热丝接触起燃测试图；

[0026] 图2为实施例3、对比例1和2的水煮析出测试(100℃，4h)结果图；

[0027] 图3为实施例3、对比例1和2的抗热氧老化测试(150℃，4d)前(上)后(下)结果图；

[0028] 其中，a-实施例3，b-对比例1，c-对比例2。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更好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是对

本发明进行说明而非对其加以限定。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中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是由下列原料按重量份组

成：

[0032]

[0033] 具体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将72份等规均聚聚丙烯、28份自配膨胀型无卤阻燃剂(23.3份聚磷酸铵和4.7

份三嗪类成炭剂)、0.1份PTFE抗滴落剂、0.1份受阻酚类抗氧剂、0.1份亚磷酸脂类抗氧剂、

0.2份PE蜡、0.2份光亮润滑剂、0.1份八苯基笼型聚倍半硅氧烷加入通有氮气保护的混合机

中高速混合10分钟；

[0035] (2)在氮气保护下，将(1)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经挤出、造粒，

制得增强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挤出机的各机筒温度为180-110℃，螺杆转速为450r/min，

真空度为-0.04MPa，即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中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是由下列原料按重量份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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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具体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将50份等规均聚聚丙烯、25份无规共聚聚丙烯、25份自配膨胀型无卤阻燃剂

(20.8份聚磷酸铵和4.2份三嗪类成炭剂)、0.15份PTFE抗滴落剂、0.15份受阻酚类抗氧剂、

0.1份亚磷酸脂类抗氧剂、0.25份PE蜡、0.25份光亮润滑剂、0.15份八苯基笼型聚倍半硅氧

烷加入通有氮气保护的混合机中高速混合10分钟；

[0041] (2)在氮气保护下，将(1)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经挤出、造粒，

制得增强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挤出机的机筒温度为180-110℃，螺杆转速为450r/min，真

空度为-0.04MPa，即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0042] 实施例3：

[0043] 本实施例中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是由下列原料按重量份组

成，其中聚磷酸铵(APP)：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复配：

[0044]

[0045]

[0046] 具体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1)将20份聚磷酸铵和4份三嗪类成炭剂加入到高搅机中高速搅拌5min。

[0048] (2)将上述24份复配物、76份等规均聚聚丙烯、0.2份PTFE抗滴落剂、0.15份受阻酚

类抗氧剂、0.15份亚磷酸脂类抗氧剂、0.3份PE蜡、0.3份光亮润滑剂、0.2份八苯基笼型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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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硅氧烷加入通有氮气保护的混合机中高速混合10分钟；

[0049] (3)在氮气保护下，将(2)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经挤出、造粒，

制得增强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挤出机的机筒温度为180-110℃，螺杆转速为450r/min，真

空度为-0.04MPa，即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0050] 对比例1：

[0051] 本对比例中的聚丙烯复合材料是由下列原料按重量份组成，其中聚磷酸铵(APP)：

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4:1复配：

[0052]

[0053] 具体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1)将11.2份聚磷酸铵和4.8份三嗪类成炭剂加入到高搅机中高速搅拌5min。

[0055] (2)将上述24份复配物、76份等规均聚聚丙烯、0.2份PTFE抗滴落剂、0.15份受阻酚

类抗氧剂、0.15份亚磷酸脂类抗氧剂、0.3份PE蜡、0.3份光亮润滑剂、0.2份八苯基笼型聚倍

半硅氧烷加入通有氮气保护的混合机中高速混合10分钟；

[0056] (3)在氮气保护下，将(2)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经挤出、造粒，

制得增强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挤出机的机筒温度为180-110℃，螺杆转速为450r/min，真

空度为-0.04MPa，即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0057] 对比例2：

[0058] 本对比例中的聚丙烯复合材料是由下列原料按重量份组成，其中聚磷酸铵(APP)：

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6:1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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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具体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1)将20.5份聚磷酸铵和3.5份三嗪类成炭剂加入到高搅机中高速搅拌5min。

[0062] (2)将上述24份复配物、76份等规均聚聚丙烯、0.2份PTFE抗滴落剂、0.15份受阻酚

类抗氧剂、0.15份亚磷酸脂类抗氧剂、0.3份PE蜡、0.3份光亮润滑剂、0.2份八苯基笼型聚倍

半硅氧烷加入通有氮气保护的混合机中高速混合10分钟；

[0063] (3)在氮气保护下，将(2)混合物料投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经挤出、造粒，

制得增强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挤出机的机筒温度为180-110℃，螺杆转速为450r/min，真

空度为-0.04MPa，即制得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

[0064] 将上述实施例1-3制得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和普通无卤阻燃

聚丙烯根据相关检测标准测试其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弯曲强度、弯曲模量、悬臂梁缺口

冲击强度、阻燃性能、灼热丝、耐水煮性能、抗热氧老化变色性能，其检测标准与检测结果如

下表1所示：

[0065] 表1：实施例1-3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和普通无卤阻燃聚丙烯

主要物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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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从表1可看出本发明制备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以聚丙烯共聚

物为基材在氮气保护下，通过反应挤出，制得的复合材料刚性和韧性实现了良好平衡，在保

证力学强度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复配阻燃剂高灼热丝、耐水煮、低析出、抗热氧老化变色性

能，能替代现有无卤阻燃材料，满足当代电子电器用无卤阻燃聚丙烯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下

的要求。

[0068] 将上述实施例3制得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和对比例1-2根据相

关检测标准测试其灼热丝、耐水煮性能、抗热氧老化变色性能，其检测结果如图1～3所示：

[0069] 由图1可以看出，在聚磷酸铵(APP)：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复配时，能够达到

灼热丝875℃GWIT接触完全不起燃，且在灼热丝离开后无明火产生。由图2可以看出在聚磷

酸铵(APP)：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复配时，材料的水煮耐析出显著优于质量比4:1和6:

1配方(均有不同程度析出)。由图3可以看出在聚磷酸铵(APP)：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

复配时，材料的抗热氧老化变色性能最优异，色差变化显著低于质量比4:1和6:1配方(均存

在明显变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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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综合从图1-3可看出本发明制备的高灼热丝、耐水煮阻燃聚丙烯复合材料在聚磷

酸铵(APP)：三嗪类成炭剂以质量比5:1复配时，材料的灼热丝、耐水煮性能和抗热氧老化变

色性能均达到最优，且能够保证材料力学性能不受影响。

[0071] 如在本发明的制备组份中添加紫外光吸收剂、光稳定剂、抗静电剂、着色剂等功能

助剂，使复合材料具有相应特性亦受本发明保护。

[0072]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应用本发

明。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

一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这里的实施

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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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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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2

CN 107434878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