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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

墨烯的制备方法。利用简洁方便的方法合成含磷

氮元素化合物，通过该化合物上的酚羟基与氧化

石墨烯上的羧基发生酯化反应，引入的磷杂菲官

能团有望提高石墨烯在有机溶剂中的分散性，并

且化合物上的仲胺也能参与环氧树脂的固化过

程，改善石墨烯在环氧树脂中的相容性。本发明

将磷、氮阻燃元素引入氧化石墨烯合成阻燃剂，

可在凝聚相和气相上起到阻燃作用，有望提高环

氧树脂的热稳定性。本发明反应条件温和，且不

含卤族元素，是环境友好型的新型阻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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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其特征在于，分子结构如下：

2.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惰性气体保护中，将3-氨基-1 ,2 ,4-三唑与对羟基苯甲醛在溶剂A中反应2～3小

时，得到反应溶液；将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用溶剂B溶解，将反应溶液

逐滴加入其中，持续反应10～12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通过减压抽滤和干燥对产物进行提

纯，得到含磷氮元素化合物；

2)将氧化石墨烯在溶剂C中超声30min～60min后，加入用溶剂D溶解后的含磷氮元素化

合物、脱水剂和催化剂，在室温下搅拌32～36小时，通过离心和冻干提纯产物后，得到富氮

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的含磷氮元素化合物分子结构式为：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所述溶剂A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四氢呋喃中的一种，且，3-氨基-1,2,4-三唑、对

羟基苯甲醛与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三者的质量和与溶剂A的质量比为

1:5～30。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所述溶剂B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四氢呋喃中的一种，且，9,10-二氢-9-氧杂-10-

磷杂菲-10-氧化物与溶剂B的质量比为1:5～30。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所述3-氨基-1,2,4-三唑、对羟基苯甲醛、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

物的摩尔比为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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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所述溶剂C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且，氧化石墨烯与

溶剂C的质量比为1：500～1000。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所述溶剂D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且，9,10-二氢-9-

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与溶剂D的质量比为1:5～100。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所述氧化石墨烯、含磷氮元素化合物、脱水剂、催化剂的质量比为1：3～5：2～3：0.5

～1；其中，脱水剂为二环己基碳二亚胺、N，N-二异丙基碳二亚胺、1-(3-二甲氨基丙基)-3-

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中的一种；所述催化剂为4-二甲基吡啶、硫酸、钛酸醋中的一种。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作为反应型阻燃剂在环氧树

脂材料改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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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石墨烯、制备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石墨烯的改性领域，特别涉及了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石墨烯、制备方

法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环氧树脂作为一种典型的热固性聚合物，具有化学稳定性好，收缩率低，易加工，

成本低等优点。因此，它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然而，在火灾发生

时易燃、滴融以及火焰快速蔓延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材料的应用。因此，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绿色阻燃环氧树脂的研究仍如火如荼地进行。

[0003] 传统的无卤阻燃环氧树脂材料通过化学或物理添加氮、磷、硅等达到阻燃的目的。

含氮阻燃剂释放惰性气体，但它们通常与其他类型的阻燃剂一起用作增效剂，因为单独使

用效果不佳。含磷化合物是最广泛使用的阻燃剂，可同时在气相和凝聚相中发挥阻燃作用。

然而这种传统的环氧树脂材料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引入含有磷、氮或硅化合物，往往需要

添加大量阻燃剂，这导致材料的热性能和机械性能劣化。纳米复合材料技术为无卤阻燃环

氧树脂材料提供了一条新的合成路径，近几十年来已成为该领域的热门研究之一。石墨烯

的出现为它开辟了新的篇章。

[0004] 许多文献已经揭示了石墨烯对聚合物的优异阻燃效率，但是，由于每片石墨烯之

间存在强烈的π-π相互作用，导致其分散性和溶液中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因

此，石墨烯在聚合物基质中易于聚集，这给后续加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含有大量羟基、环

氧基、羰基和羧基以及其他活性基团的石墨烯前驱体氧化石墨烯(GO)的出现，为实现石墨

烯功能化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有研究表明，在制备聚乙二胺树枝状聚合物(PAMAM)接枝氧

化石墨烯(GO)的固化剂过程中，在环氧树脂中添加量为3wt％时，600℃下的残炭率超过

40％。还有研究表明，用一端带有环氧基团的含磷小分子改性氧化石墨烯，参与环氧树脂固

化，通过微型量热仪的测试表明E/石墨烯和EP/FGO复合材料在阻燃性能方面均优于EP/GO

复合材料，当含有5wt％FGO时，峰值热释放率最大降低23.7％。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了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石墨

烯、制备方法及应用，解决了上述背景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将带有仲胺的含磷小分子接枝

在氧化石墨烯上，改善石墨烯在环氧树脂中的相容性，并提高环氧树脂的热稳定性，具有较

好的协同阻燃效果且成本低廉。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了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石墨

烯，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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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二是：提供了一种富氮基团功能化石

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在惰性气体保护中，将3-氨基-1,2,4-三唑与对羟基苯甲醛在溶剂A中反应2～3

小时，得到反应溶液；将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DOPO)用溶剂B溶解，将

反应溶液逐滴加入其中，持续反应10～12小时，然后冷却至室温，通过减压抽滤和干燥对产

物进行提纯，得到含磷氮元素化合物，其分子结构式如下所示：

[0010]

[0011] 2)将氧化石墨烯在溶剂C中超声30min～60min后，加入用溶剂D溶解后的含磷氮元

素化合物、脱水剂和催化剂，在室温下搅拌32～36小时，通过离心和冻干提纯产物后，得到

富氮基团功能化氧化石墨烯。

[0012] 在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中，步骤1)中，所述溶剂A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四氢呋喃

中的一种，且，3-氨基-1,2,4-三唑、对羟基苯甲醛与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

化物三者的质量和(各固体原料总质量)与溶剂A的质量比为1:5～30；所述溶剂B为无水乙

醇、无水甲醇、四氢呋喃中的一种，且，9,10-二氢-9-氧杂-10-磷杂菲-10-氧化物与溶剂B的

质量比为1:5～30；所述3-氨基-1 ,2,4-三唑、对羟基苯甲醛、9,10-二氢-9-氧杂-10-磷杂

菲-10-氧化物的摩尔比为1∶1～2∶1～2。

[0013] 在本发明一较佳实施例中，步骤2)中，所述溶剂C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N，N-二甲

基甲酰胺(DMF)中的一种，且，氧化石墨烯与溶剂C的质量比为1：500～1000；步骤2)中，所述

溶剂D为无水乙醇、无水甲醇、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且，9,10-二氢-9-氧杂-10-磷杂

菲-10-氧化物与溶剂D的质量比为1:5～100；步骤2)中，所述氧化石墨烯、含磷氮元素化合

物、脱水剂、催化剂的质量比为1：3～5：2～3：0.5～1；其中，脱水剂为二环己基碳二亚胺

(DCC)、N，N-二异丙基碳二亚胺、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EDC)中的一

种；所述催化剂为4-二甲基吡啶(DMAP)、硫酸、钛酸醋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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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1、本发明利用简洁方便的实验方法引入富氮基团——三唑环，具有高氮含量，独

特的五元杂环结构赋予其优异的热稳定性，易与石墨烯之间存在的π-π键相互作用，在构建

高效阻燃剂和制备阻燃聚合物方面显示出巨大潜力。

[0016] 2、含有三唑的树脂具有自动熄灭性、超低的热释放量和极高的残炭量。

[0017] 3、本发明利用含磷氮元素化合物对石墨烯进行改性，改善了石墨烯在有机溶剂中

的分散性。

[0018] 4、本发明合成的含磷氮元素化合物具有仲胺，可参与环氧树脂固化，有助于提高

在环氧基体中的相容性。

[0019] 5、本发明将磷、氮阻燃元素引入氧化石墨烯合成小分子阻燃剂，二者的协同作用

有助于焦炭层的形成，提高了环氧树脂的热稳定性。

[0020] 6、本发明反应条件温和，且不含卤族元素，是环境友好型的新型阻燃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所得的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核磁谱图(1H  NMR)，其中横

坐标为化学位移Chemical  Shift(ppm)。

[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所得的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质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1)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合成

[0026] 在15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3g  3-氨基-1 ,2,4-三唑与2.66g对羟基苯甲醛溶于

30mL无水乙醇中，在氮气保护下，50℃反应温度中搅拌反应2小时。然后，用恒压滴液漏斗逐

滴加入30mL含有4.70g  DOPO的无水乙醇，持续反应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通过减压抽滤

和干燥对产物进行提纯。

[0027] (2)含磷氮功能化石墨烯的合成

[0028] 50mg氧化石墨烯在DMF中超声1小时后，加入15mL溶有25mgDMAP、100mgDCC和

0.174g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DMF，在室温下搅拌36小时。反应结束后用DMF、去离子水多次洗

涤产物，最后冻干获得产物。

[0029] 将本实施例制备的富氮基团功能化石墨烯进行核磁和质谱检查，如图1和图2，核

磁谱图中对应位置的峰值，质谱数据显示为单一的加氢离子峰([M+H]+)，与理论值相符。

[0030] 实施例2

[0031] (1)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合成

[0032] 在15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3g  3-氨基-1 ,2,4-三唑与2.66g对羟基苯甲醛溶于

30mL无水甲醇中，在氮气保护下，50℃反应温度中搅拌反应2小时。然后，用恒压滴液漏斗逐

滴加入30mL含有4.70g  DOPO的无水甲醇，持续反应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通过减压抽滤

和干燥对产物进行提纯。

[0033] (2)含磷氮功能化石墨烯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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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50mg氧化石墨烯在DMF中超声1小时后，加入15mL溶有50mgDMAP、200mgDCC和0.18g

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无水乙醇，在室温下搅拌36小时。反应结束后用无水乙醇、去离子水多

次洗涤产物，最后冻干获得产物。

[0035] 实施例3

[0036] (1)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合成

[0037] 在15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3g  3-氨基-1 ,2,4-三唑与3.16g对羟基苯甲醛溶于

30mL无水乙醇中,在氮气保护下，50℃反应温度中搅拌反应2小时。然后，用恒压滴液漏斗逐

滴加入30mL含有5.21g  DOPO的无水乙醇，持续反应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通过减压抽滤

和干燥对产物进行提纯。

[0038] (2)含磷氮功能化石墨烯的合成

[0039] 100mg氧化石墨烯在DMF中超声1小时后，加入15mL溶有50mgDMAP、150mgEDC和

0.20g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DMF，在室温下搅拌36小时。反应结束后用DMF、去离子水多次洗

涤产物，最后冻干获得产物。

[0040] 实施例4

[0041] 将实施例1～3制备的富氮基团功能化石墨烯作为反应型阻燃剂，二者以共价键方

式结合，避免了阻燃剂的迁移，得到阻燃环氧树脂。

[0042] (1)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合成

[0043] 在15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3g  3-氨基-1 ,2,4-三唑与2.66g对羟基苯甲醛溶于

30mL无水甲醇中，在氮气保护下，50℃反应温度中搅拌反应2小时。然后，用恒压滴液漏斗逐

滴加入30mL含有4.70g  DOPO的无水甲醇，持续反应12小时。最后冷却至室温，通过减压抽滤

和干燥对产物进行提纯。

[0044] (2)含磷氮功能化石墨烯的合成

[0045] 50mg氧化石墨烯在DMF中超声1小时后，加入15mL溶有50mgDMAP、200mgDCC和0.18g

含磷氮元素化合物的无水乙醇，在室温下搅拌36小时。反应结束后用无水乙醇、去离子水多

次洗涤产物,，最后冻干获得产物。

[0046] (3)含磷氮功能化石墨烯改性环氧树脂

[0047] 称取E51双酚A型环氧树脂预聚体升温至90℃，加入1wt％含磷氮功能化石墨烯阻

燃剂，搅拌均匀，接着按比例加入固化剂4,4’-二氨基二苯甲烷(DDM)搅拌直至完全溶解

(E51双酚A型环氧树脂预聚体与4,4’-二氨基二苯甲烷的质量比为8:2.02)，然后倒入模具

中，程序升温进行固化，获得阻燃环氧树脂材料；该程序升温为：120℃固化4h，140℃固化

2h，180℃固化2h。

[0048]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知，当本发明的技术参数在如下范围内变化时，可以预期得到

与上述实施例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效果：

[0049] 步骤1)中，惰性气体为氮气或氩气。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依

本发明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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