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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

能助剂，该多功能助剂是通过硅烷偶联剂改性凹

凸棒石、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和季戊四醇双磷

酸酯二磷酰氯反应得到；其中，所述硅烷偶联剂

改性凹凸棒石与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的质量

比1:10～10:1，所述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

的用量为所述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和硅烷

偶联剂改性蒙脱土总质量的20％～50％。与现有

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多功能助剂能够显著提高高

分子材料的氧指数，降低烟密度，提高力学性能，

提高成碳性，降低热释放速率，降低燃烧时耗氧

量，且添加量较低。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10628082 B

2021.05.18

CN
 1
10
62
80
82
 B



1.一种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

剂是通过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和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

反应得到；其中，所述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与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的质量比1:10~
10:1，所述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的用量为所述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和硅烷偶联

剂改性蒙脱土总质量的20%~50%；

所述硅烷偶联剂为氨基硅烷偶联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联剂

为KH‑550偶联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高分子

材料的多功能助剂的目数≥1500目。

4.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和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在有

机溶剂中加热回流反应，得到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体系中加入作为缚酸剂的三乙

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乙胺的用量为所述硅烷偶联剂

改性凹凸棒石和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总质量的1%~10%。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机溶剂为二氯甲烷，反应时间

为3~12小时。

8.一种无卤低烟阻燃高分子材料，包括作为基体的高分子材料，以及添加在基体中的

如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无卤低烟阻燃高分子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

的多功能助剂在所述无卤低烟阻燃高分子材料中的质量百分比含量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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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

背景技术

[0002] 高分子材料按大类可分为天然高分子和合成高分子材料。进入20世纪以来，以塑

料，橡胶和纤维为代表的合成高分子材料走入了千家万户。合成高分子材料广泛的应用，已

经在农业，能源，信息，环境及工业制品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合成高分子材料具有量大面

广的特点。高分子材料因其质轻、高强度、耐温、耐腐蚀等优异的性能，而广泛应用于高端制

造、电子信息、交通运输、建筑节能、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诸多领域。所以，高分子材料一直

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十分重视的发展领域，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高分

子材料的领先者，我们熟悉的巴斯夫、杜邦、陶氏、三菱、LG、SK等跨国公司一直都是高分子

材料领域的领航者。

[0003] 据不完全统计，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用量已经超过了钢铁，在全世界的GDP发展中做

出了重要贡献。合成高分子材料种类和品种繁多，不同的化学组成，细微的合成工艺差距均

会使其性能有很大的差异。

[0004] 2018年合成树脂总产量8558万吨，同比增长4.2％；进口量2995.5万吨，低于上年

的3195.9万吨；表观消费量1.09亿吨，这是自2015年以来连续5年消费量过亿吨。五大通用

塑料基本情况：我国聚乙烯产能1844万吨，去年产量1583.5万吨，同比13.3％；进口1402.5

万吨，同比18.9％；表观消费量2781.6万吨，同比11.7％；对外依存度49.6％。聚丙烯总产能

2450万吨，去年产量2200万吨，产能利用率89.8％；进口440万吨，表观消费量2640万吨，同

比8.7％。聚氯乙烯产能1986万吨，产量1873.9万吨，同比5.6％；进口93.7万吨，出口77.4万

吨，表观消费量1890万吨，同比7.1％。聚苯乙烯产量175.7万吨，进口115.3万吨，表观消费

量258.9万吨，同比6.2％。ABS树脂产量325.8万吨，进口201万吨，同比12.5％；表观消费量

522.3万吨，同比4.5％。

[0005] 但是，单纯的一种高分子材料由于性能的单一性，不具备综合使用能力，如耐热性

差，易燃烧，燃烧时释放出大量的浓烟，刚性和韧性不匹配，导电性差，导热性差，易变性等。

为了使得高分子材料的使用更加广泛，性能更加全面，目前科研工作者和生产型企业主要

是通过不同的高分子材料复配，添加各种助剂实现。

[0006] 在高分子材料的各种添加剂中，非金属矿物质已被广泛地的使用，且使用量逐年

上升。目前在高分子材料中添加的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碳酸钙，重质碳酸钙和轻质碳酸钙、滑

石、高岭土、云母、硅灰石、石墨、水镁石、重晶石(包括沉淀硫酸钡)，白云石，蒙脱土，凹凸棒

石，长石，二氧化硅，氢氧化铝，氢氧化镁，二氧化钛，铝硅酸盐等。这些材料加入高分子中，

对降低材料成本，提高强度，抗老化性，抗开裂性，阻燃性，抑烟性，提高热稳定性，降低热形

变等有很大的帮助。

[0007] 如中国专利文献CN101280086A公开了一种阻燃改性聚丙烯专用料，该阻燃改性聚

丙烯专用料由下列质量配比的原料组成：聚丙烯树脂35～68％，复配阻燃剂20～35％，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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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2～10％，尼龙树脂5～10％，增容剂5～10％。所述复配阻燃剂优选质量比为3:1聚磷酸

铵与季戊四醇的复配物或者质量比为1:1的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缩三聚氰胺与氢氧

化镁的复配物。所述无机材料为粒径不大于10微米的蒙脱土、水滑石、沸石、滑石粉和凹凸

棒土中的任一种。该阻燃改性聚丙烯专用料具有较好的阻燃、机械性能，但助剂添加量较

大，且各助剂的功能较为单一。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高分子材料助剂功能单一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高分子材

料的多功能助剂。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该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是通过硅烷

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和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反应得到；其

中，所述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与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的质量比1:10～10:1，所述季

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的用量为所述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和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

土总质量的20％～50％。

[0011] 优选地，所述硅烷偶联剂为氨基硅烷偶联剂，更优选地，所述硅烷偶联剂为KH‑550

偶联剂。

[0012] 优选地，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的目数≥1500目。

[0013] 上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硅烷偶联剂改性蒙脱土和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

在有机溶剂中加热回流反应，得到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

[0015] 优选地，反应体系中加入作为缚酸剂的三乙胺。

[0016] 优选地，所述三乙胺的用量为所述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和硅烷偶联剂改性蒙

脱土总质量的1％～10％。

[0017] 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为二氯甲烷，反应时间为3～12小时。

[0018] 一种无卤低烟阻燃高分子材料，包括作为基体的高分子材料，以及添加在基体中

的如上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

[0019] 优选地，所述用于高分子材料的多功能助剂在所述无卤低烟阻燃高分子材料中的

质量百分比含量为1％～3％。

[0020] 与现有高分子材料助剂相比，本发明的多功能助剂在高分子材料中仅需添加1～

3wt％就能够显著提高相应产品的氧指数，降低烟密度，提高力学性能，提高成碳性，降低热

释放速率，降低燃烧时耗氧量。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红外光谱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扫描电镜照片。

[0023] 图3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透射电镜电镜照片。

[0024] 图4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EDS分析。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10628082 B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硅烷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土)和硅烷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石)可参考

现有常规方法制备。如：

[0027] 居亚庆，等.改性凹凸棒土的制备及其对聚乳酸材料的性能影响[J] .塑料助剂，

2015年第3期:第19‑23页.

[0028] 朱维菊，等.氨基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土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J] .应用化学，

2012年第29卷第2期:第180‑185页.

[0029] 姚超，等.纳米凹凸棒石表面硅烷偶联剂改性研究[J].非金属矿，2007年第30卷第

6期:第1‑3页.

[0030] 罗士平，等.氨基硅烷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在UF胶粘剂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胶

粘剂，2013年第22卷第12期:第21‑26页.

[0031] 冯猛，等.氨基硅烷偶联剂对蒙脱石的修饰改性研究[J].化学学报，2004年第62卷

第1期:第83‑87页.

[0032] 姚能，等.硅烷偶联剂接枝改性蒙脱土对PBT性能的影响[J].塑料工业，2013年第

41卷第3期:第98‑100页.

[0033] 李金梅，等.γ‑氨丙基二甲基乙氧基硅烷修饰蒙脱土及硅烷化蒙脱土的性能[J].

化工进展，2014年第33卷第1期:第178‑182页.

[0034] 田琴，等.硅烷偶联剂对超细蒙脱土的表面改性[J].塑料，2015年第44卷第6期:第

35‑40页.

[0035] 硅烷偶联剂具有可水解的基团和可发生偶联反应的有机官能基团，硅烷偶联剂通

过其可水解的基团接枝到凹凸棒石(A)和蒙脱土(B)的表面，之后通过其有机官能基团与季

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C)上的酰氯基团发生偶联反应，由于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

氯的两端分别具有一个酰氯，可得到以化学键结合的A‑C‑B，A‑C‑A和B‑C‑B型高分子材料多

功能助剂，所制备材料在经过大量水洗，乙醇洗涤，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索氏提取，除去没

有接枝的有机物后，进行了红外表征(见图1)，我们可以发现有机物基团衍射峰出现，通过

分析该峰为C‑H键的伸缩振动峰，其来源于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说明C成功接枝到

两种黏土表面。通过图2～4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实现了凹凸棒石在蒙脱土表面的黏附，并没

有出现凹凸棒石和蒙脱土独立存在的情况，并且在超声处理分散后，在透射电镜表征过程

中没有见到独立分散的两种黏土，说明这两种黏土已经结合到一起，其结合力是通过两种

黏土与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化学反应实现。通过EDS分析可以看出，各元素分布均

匀，说明我们的反应是成功的，本发明制备出了设计之初的产品。

[0036] 实施例1

[0037] KH‑550偶联剂改性凹凸棒石的制备：在250mL的三口烧瓶中加入150mL乙醇(80％)

和3g凹凸棒石，滴加1.5g  KH‑550后在80℃下回流搅拌3h，反应完成后用乙醇和水反复洗涤

产物，最后在110℃干燥12h得到改性的凹凸棒土。

[0038] KH‑550偶联剂改性蒙脱土的制备：在250mL的三口烧瓶中加入150mL乙醇(80％)和

3g蒙脱土，滴加1.5g  KH‑550后在80℃下回流搅拌3h，反应完成后用乙醇和水反复洗涤产

物，最后在110℃干燥12h得到改性的凹凸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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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多功能助剂的制备：将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与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

土按质量比为1:1混合，得到混合黏土。在三口瓶中加入10g混合黏土、3g季戊四醇双磷酸酯

二磷酰氯、0.1g三乙胺和150mL二氯甲烷，加热至回流。回流反应6小时间冷却，过滤，用大量

水和乙醇洗涤，接着分别用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索氏提取12小时，除去未参加接枝到黏土

表面的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后用蒸馏水洗涤至无氯离子为止。产品经真空干燥至

恒重，球磨至1500目备用。

[0040] 图1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红外光谱图。

[0041] 图2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扫描电镜照片。

[0042] 图3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透射电镜电镜照片。

[0043] 图4为本发明多功能助剂EDS分析。

[0044] 对比例1

[0045] 助剂：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与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按质量比为1:

1混合。

[0046] 对比例2

[0047] 助剂：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

[0048] 对比例3

[0049] 助剂：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

[0050] 对比例4

[0051] 助剂：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与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的反应产物，

即实施例1的混合黏土用相同量的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替代。

[0052] 对比例5

[0053] 助剂：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与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的反应产物，即

实施例1的混合黏土用相同量的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替代。

[0054] 对比例1‑5各助剂的制备过程参照实施例1进行。

[0055] 将上述各助剂按1wt％的含量添加到市售无卤阻燃电线电缆材料颗粒料中，按照

国标GB/T  32129‑2015测试其性能。结果(见表1)表明本发明的多功能助剂能够显著提高相

应产品的氧指数，降低烟密度，提高力学性能，提高成碳性，降低热释放速率，降低燃烧时耗

氧量。空白样为市售无卤阻燃电线电缆材料颗粒料。

[0056] 表1添加不同助剂的无卤低烟阻燃料的性能测试结果。

[0057]   空白样 本发明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对比例5

抗拉强度(MPa) 10.1 14.2 13.8 8.9 10.3 11.6 11.0

断裂伸长率(％) 160 179 161 142 150 141 139

氧指数 34 40 34 31 30 35 37

烟密度(无焰) 389 289 346 379 362 345 312

热释放速率(kW/m2) 156.50 121.69 180.09 155.45 157.59 138.45 134.22

总热释放量(MJ/m2) 225.96 140.29 228.56 218.49 231.48 176.22 187.15

总烟释放量(m2/m2) 4077.82 2978.19 3542.99 3977.23 3796.11 3790.28 3109.79

总耗氧量(g) 59.62 35.26 49.3 58.14 50.23 45.69 47.11

残炭量(％) 28 48 37 26 32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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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实施例2

[0059] 将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与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按质量比为10:1

混合，得到混合黏土。在三口瓶中加入10g混合黏土、2g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0.15三

乙胺和100mL二氯甲烷，加热至回流。回流反应6小时间冷却，过滤，用三氯甲烷索氏提取12

小时洗去未接枝到黏土表面的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后用蒸馏水洗涤至无氯离子为

止。产品经真空干燥至恒重，球磨至1500目备用。

[0060] 实施例3

[0061] 将KH‑550偶联剂改性的凹凸棒石与KH‑550偶联剂改性的蒙脱土按质量比为1:10

混合，得到混合黏土。在三口瓶中加入10g混合黏土、5g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0.5三

乙胺和200mL二氯甲烷，加热至回流。回流反应6小时间冷却，过滤，用三氯甲烷索氏提取12

小时洗去未接枝到黏土表面的季戊四醇双磷酸酯二磷酰氯，后用蒸馏水洗涤至无氯离子为

止。产品经真空干燥至恒重，球磨至1500目备用。

[0062]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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