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18086.6

(22)申请日 2017.05.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6668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20

(73)专利权人 西南科技大学

地址 621010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青龙大

道中段59号

(72)发明人 胡小平　缪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蓉信三星专利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106

代理人 刘克勤

(51)Int.Cl.

C08G 77/00(2006.01)

C07F 9/6574(2006.01)

C08L 23/12(2006.01)

C08L 83/00(2006.01)

C08L 63/00(2006.01)

C08L 25/06(2006.01)

C08K 5/542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415642 A,2003.05.07,

CN 104262538 A,2015.01.07,

US 2014148556 A1,2014.05.29,

US 2004024255 A1,2004.02.05,

审查员 张子平

 

(54)发明名称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式（Ⅰ）所示的含磷、硅聚合型

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

的制备方法是：将10-（2，5-二羟基苯基）-9，10-

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与缚酸剂加入

到装有滴定管、冷凝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

中，升温至40-100℃；取R1，R2-二氯硅烷、加入溶

剂，并加入滴定管中；在40-100℃温度下滴加，滴

完后保温反应2-10h；加入沉淀剂，抽滤，滤饼用

沉淀剂洗涤，干燥，即得到含磷、硅聚合型阻燃

剂。本发明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不仅磷、硅含量

高，还含有丰富的碳源，具有较高的成炭性、优异

的阻燃性和热稳定性，可用于阻燃聚丙烯、聚苯

乙烯、环氧树脂等高分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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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其特征是该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具有式(Ⅰ)所示的化

学结构式：

式(I)中：n为1-50的整数，R1为-CH3、-C6H5、以及-C(CH3)3中的任一种，R2为-CH3、-C6H5、以

及-CH＝CH2中的任一种。

2.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为：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缚酸剂的

摩尔比为1：2.0～7.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

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

物的摩尔比为1：0.6～2.0称取R1，R2-二氯硅烷；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5～20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加入10-(2，5-二羟基苯基)-9，

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和缚酸剂，加入缚酸剂质量10～50倍质量的溶剂，在

氮气保护下升温至40～10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加入滴定管中，在40～

10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在0.5～2h滴完，滴完后在40～100℃温度下保温反应2～10h，

得反应后物料；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5～20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固体物用沉

淀剂洗涤3～5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

3.按权利要求2所述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c所述干燥是在

温度50～80℃、压力80～90kPa下干燥8～12h。

4.按权利要求2或3所述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a和步骤b中

所述溶剂为四氢呋喃、1，4-二氧六环、二氯甲烷、甲苯、以及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或

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5.按权利要求2或3所述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缚酸剂为三

乙胺、咪唑、以及吡啶中的任一种。

6.按权利要求2或3所述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c中所述沉

淀剂为甲醇、乙醚、以及水中的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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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阻燃剂及其制备，涉及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本发

明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特别适用于聚丙烯、聚苯乙烯、环氧树脂等的阻燃。

背景技术

[0002] 阻燃剂作为高分子材料助剂已经广泛使用于包括塑料加工和新材料当中，上世纪

80年代，卤系阻燃剂因其阻燃效率高被广泛使用。但自从1986年Dioxin事件，使得卤系阻燃

剂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目前，作为环境友好型的磷、硅阻燃剂因其加工工艺简单、热稳

定性和阻燃性能好而越来越受到关注。

[0003] 磷、硅阻燃剂顾名思义就是磷系与硅系阻燃剂因为性能互补的作用而联系在一

起，起到协效阻燃的效果。磷系阻燃剂的阻燃机理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1)燃烧时分解生

成聚磷酸或多聚磷酸，然后在进一步催化脱水，在表面形成高粘性体和致密的炭层，使基质

与氧和热隔绝；(2)在燃烧中分解生成PO·或者HPO·等游离基，在气相状态下捕捉活性H·

游离基或HO·游离基，降低燃烧生成的热。硅系阻燃剂的阻燃机理主要为当聚合物材料燃

烧时，硅分子中的-Si-O键形成-Si-C键，生成的白色燃烧残渣与碳化物构成生成致密的复

合无机层，起到绝热和屏蔽的双重作用，阻隔氧气与基质接触，防止熔体滴落。因此将磷、硅

结合起来可充分发挥磷系阻燃剂的成炭作用和硅系阻燃剂的高温固炭作用。现有技术中，

无机磷阻燃剂应用较多的为红磷，无机硅阻燃剂主要为硅灰石，由于无机填料添加到高分

子材料中存在着相容性差的缺点，因此，无机磷、硅阻燃剂作为阻燃填料加入高分子材料中

存在添加量高、易渗析等缺点。有机磷阻燃剂主要为磷酸酯类，有机硅系阻燃剂应用较多的

是聚硅氧烷，两种阻燃剂通过复配添加到高分子材料中也会存在着分散不均、易析出的问

题，导致热稳定性和阻燃效率较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旨在克服现有技术中阻燃剂存在添加量大、相容性不好以及阻燃效

率差等的不足，提供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阻燃剂制备条件温

和，同时含有磷、硅元素，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和阻燃性；同时，主链中含有的硅元素与非极

性的聚烯烃等高分子材料也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因此，本发明聚合型磷、硅阻燃剂可以解决

现有阻燃剂与高分子材料相容性差的缺点，且具有低毒环保的优点，在聚合物基体中稳定，

不易迁移，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0005] 本发明的内容是：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其特征是该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

具有式(Ⅰ)所示的化学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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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0007] 式(I)中：n为1-50的整数，R1为-CH3、-C6H5、以及-C(CH3)3中的任一种，R2为-CH3、-

C6H5、以及-CH＝CH2中的任一种。

[0008] 该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为浅黄色或橙色粉末，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N，N-

二甲基甲酰胺和二甲基亚砜；耐酸碱和水性能好，可在室温长时间稳定放置。

[0009] 本发明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中：

[0010] 重复单元名称：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基-

R1-R2硅醚；

[0011] 重复单元的化学结构式：

[0012]

[0013] 重均分子量(Mw)：380-25000g/mol；

[0014] 重复单元排列状态：缩聚。

[0015] 本发明的另一内容是：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为：

[0016]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2.0～7.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

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

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0.6～2.0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17]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5～20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

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18]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10～50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40～10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

剂混合溶液加入滴定管中，在40～10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0.5～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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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完，滴完后在40～100℃温度下保温反应2～10h，得反应后物料；

[0019]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5～20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

是真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3～5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

剂(为微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20] 本发明的另一内容中：步骤c所述干燥较好的是在温度50～80℃、压力80～90kPa

下(真空)干燥8～12h。

[0021] 本发明的另一内容中：步骤a和步骤b中所述溶剂可以为四氢呋喃、1，4-二氧六环、

二氯甲烷、甲苯、以及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22] 本发明的另一内容中：所述缚酸剂可以为三乙胺、咪唑、以及吡啶中的任一种。

[0023] 本发明的另一内容中：步骤c中所述沉淀剂可以为甲醇、乙醚、以及水中的任一种。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下列特点和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的反应机理为：ODOPB中的酚羟基在缚酸剂(三乙胺，咪唑，吡啶)即有机

碱环境下形成酚盐负离子，由于R1，R2-二氯硅烷中硅的P轨道电子排布未满，ODOPB的酚盐负

离子会与R1，R2-二氯硅烷发生亲核取代反应，使酚氧与硅的空轨道共用电子对，从而脱去氯

化氢；同时，由于有机碱的存在，其与氯化氢形成有机碱盐酸盐，促进反应正向进行；

[0026] (2)本发明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其中单体为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

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R1，R2-二氯硅烷；该聚合型阻燃剂既有丰富

的碳源，又可以在燃烧时生成磷酸、聚磷酸从而形成致密炭层隔绝氧和热的磷源，以及能够

高温固炭的硅源；聚合型有机磷、硅阻燃剂由于分子链较长，兼有小分子磷系阻燃剂减少热

释放和硅系阻燃剂高温固炭的作用，同时又可克服小分子阻燃剂易析出的缺点，从而提升

阻燃效率；

[0027] (3)采用本发明，制备方法简单，条件温和，绿色环保；制备出的含磷、硅聚合型阻

燃剂不仅磷、硅含量高，还含有丰富的碳源，具有较高的成炭性，优异的阻燃性和热稳定性；

[0028] (4)本发明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不含卤素，环境友好，含有磷、硅元素和苯环结构

单元，可充分发挥磷元素成炭、硅元素高温固炭的协效阻燃作用；同时，主链上的硅元素有

利于提高该阻燃剂与非极性聚烯烃材料的相容性；

[0029] (5)本发明产品制备工艺简单，工序简便，容易操作，便于工业化生产，实用性强；

本发明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应用范围广，可用于阻燃聚丙烯、聚苯乙烯和环氧树脂等高分

子材料。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实施例3制备的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

基-甲基乙烯基硅醚(简称PODOPBVS)的红外光谱图，该图说明：末端酚羟基伸缩振动：

3408cm-1；烯氢的伸缩振动：3064cm-1；苯环中环氢的伸缩振动吸收峰：3014cm-1；甲基的伸缩

振动峰：2950cm-1；烯氢的弯曲震动峰：1595cm-1；P＝O的伸缩振动吸收峰：1304cm-1；Si-O-C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1197cm-1；P-O-C的伸缩振动吸收峰：1008cm-1和925cm-1；

[0031] 图2是实施例3制备的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

基-甲基乙烯基硅醚(简称PODOPBVS)的热重图谱，该图说明：PODOPBVS在500℃的残炭量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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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3是应用例2制备的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

基-甲基乙烯基硅醚(简称PODOPBVS)以7％添加量加入到环氧树脂中的环氧树脂复合材料

的热重图谱，该图说明：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在700℃的残炭量为14.74％。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给出的实施例拟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本发明保护范围

的限制，该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本发明的内容对本发明作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

整，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36] 称取1.6g  ODOPB(5mmol)、1.0g三乙胺(10mmol)加入100mL三口烧瓶中，并加入

50ml  N，N-二甲基甲酰胺(简称DMF)，超声使其溶解完全并放入磁子，装置滴定管、冷凝管、

氮气装置，升温至40℃，同时称取0.645g二甲基二氯硅烷(简称DCDMS，5mmol)加入7ml  DMF

稀释，并加入滴定管中，磁力搅拌下缓慢滴加DCDMS/DMF溶液，约2h滴完，滴完后保持此温度

反应1h。反应完后，将反应体系加入约5倍的甲醇中沉淀出产物，真空抽滤，将滤饼并用甲醇

洗涤两次，于80℃烘箱中真空(90kPa)干燥10h，得到1.65g微黄色粉末，产率88％。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39] 称取1.6g  ODOPB(5mmol)、1.9g吡啶(25mmol)加入100mL三口烧瓶中，并加入50ml

四氢呋喃(THF)，超声使其溶解完全并放入磁子，装置滴定管、冷凝管、氮气装置，升温至60

℃，同时称取0.705甲基乙烯基二氯硅烷(DCMVS，5mmol)加入12ml  THF稀释，并加入滴定管

中，磁力搅拌下缓慢滴加DCMVS/THF，约1h滴完，滴完后保持此温度反应4h。反应完后，将反

应体系加入约10倍反应液体积的水中沉淀出产物，真空抽滤，将滤饼用蒸馏水洗涤两次，放

入60℃烘箱中真空(86kPa)干燥8h，得到1.51g橙色粉末，产率78％。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42] 称取1.6g  ODOPB(5mmol)、1.7g咪唑(25mmol)加入100mL三口烧瓶中，并加入50ml 

N，N-二甲基甲酰胺(简称DMF)，超声使其溶解完全并放入磁子，装置滴定管、冷凝管、氮气装

置，升温至60℃，同时称取0.705g甲基乙烯基二氯硅烷(简称DCMVS，5mmol)加入10ml  DMF稀

释，并加入滴定管中，磁力搅拌下缓慢滴加DCMVS/DMF溶液，约1h滴完，滴完后保持此温度反

应6h。反应完后，将反应体系加入约10倍反应液体积的水中沉淀出产物，真空抽滤，将滤饼

并用蒸馏水洗涤两次，于60℃真空烘箱中真空(82kPa)干燥11h，得到1.78g微黄色粉末，产

率92％。

[0043] 实施例4：

[0044]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45] 称取1.6g  ODOPB(5mmol)、2.66g吡啶(35mmol)加入100mL三口烧瓶中，并加入50ml

甲苯，超声使其溶解完全并放入磁子，装置滴定管、冷凝管、氮气装置，升温至60℃，同时称

取0.573g甲基苯基二氯硅烷(简称MPDCS，3mmol)加入13ml甲苯稀释，并加入滴定管中，磁力

搅拌下缓慢滴加MPDCS/甲苯溶液，约0.5h滴完，滴完后保持此温度反应10h。反应完后，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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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体系加入约10倍反应液体积的乙醚中沉淀出产物，真空抽滤，将滤饼用乙醚洗涤两次，于

50℃真空烘箱中真空(80kPa)干燥12h，得到1.86g微黄色粉末，产率85％。

[0046] 实施例5：

[0047]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48] 称取1.6g  ODOPB(5mmol)、1.7g咪唑(25mmol)加入100mL三口烧瓶中，并加入50ml 

1，4-二氧六环(Diox)，超声使其溶解完全并放入磁子，装置滴定管、冷凝管、氮气装置，升温

至100℃，同时称取1.265g二苯基二氯硅烷(简称DPDCS，5mmol)加入5ml  Diox稀释，并加入

滴定管中，磁力搅拌下缓慢滴加DPDCS/Diox溶液，约1h滴完，滴完后保持此温度反应2h。反

应完后，将反应体系加入约20倍反应液体积的水中沉淀出产物，真空抽滤，将滤饼用蒸馏水

洗涤两次，于60℃真空烘箱中真空(90kPa)干燥10h，得到2.20g橙色粉末，产率88％。

[0049] 实施例6：

[0050]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51] 称取1.6g  ODOPB(5mmol)、1.7g咪唑(25mmol)加入100mL三口烧瓶中，并加入50ml

二氯甲烷(简称DCM)，超声使其溶解完全并放入磁子，装置滴定管、冷凝管、氮气装置，升温

至100℃，同时称取2.13g二叔丁基二氯硅烷(简称DTBDCS，10mmol)加入8ml  DCM稀释，并加

入滴定管中，磁力搅拌下缓慢滴加DTBDCS/DCM溶液，约0.5h滴完，滴完后保持此温度反应

4h。反应完后，将反应体系加入约20倍反应液体积的甲醇中沉淀出产物，真空抽滤，将滤饼

用甲醇洗涤两次，放入50℃真空烘箱中真空(86kPa)干燥8h，得到1.91g微黄色粉末，产率

83％。

[0052] 应用例1：

[0053] 称取12.5g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基-甲基乙

烯基硅醚(简称PODOPBVS)，37.5g聚丙烯(简称PP)，180℃下，转速为20rmp的速度下在密炼

机中密炼15min，然后取出样品，待其冷却后，使用强力塑料粉碎机将样品破碎，将破碎的样

品置于垂直燃烧模具中，于180℃下在平板硫化机上预热1min后合模，在15MPa的压力下保

持10min后取出，然后在15MPa冷压5min后待其冷却至室温处理后得到垂直燃烧的测试样

条。经垂直燃烧测试，样条可以达到V-1级。

[0054] 应用例2：

[0055] 称取2.8g的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基-甲基

乙烯基硅醚(简称PODOPBVS)加入50ml烧杯中并加入约20ml丙酮，超声使其分散完全，然后

称取37.2g的环氧树脂(简称EP)加入烧杯中，超声下搅拌使其分散完全呈均相溶液，然后倒

入小烧瓶中用旋蒸80℃下减压蒸出丙酮，蒸完后称取4g间苯二胺加入烧瓶中并放入磁子，

磁力搅拌下在油锅中80℃下用水泵抽气，抽完后倒入预先预热的垂直燃烧(氧指数)模具中

与80℃固化3h，100℃固化2h，120℃固化3h。固化的样条测试其极限氧指数和垂直燃烧性

能，发现极限氧指数能达到28.5％，并能通过垂直燃烧测试V-0级。

[0056] 应用例3：

[0057] 称取12.5g聚2-(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1，4-二苯氧基-甲基乙

烯基硅醚(简称PODOPBVS)，37.5g聚苯乙烯(简称PS)，190℃下，转速为20rmp的速度下在密

炼机中密炼15min，然后取出样品，待其冷却后，使用强力塑料粉碎机将样品破碎，将破碎的

样品置于垂直燃烧模具中，于190℃下在平板硫化机上预热1min后合模，在15MPa的压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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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10min后取出，然后在15MPa冷压5min后待其冷却至室温处理后得到垂直燃烧的测试样

条。经垂直燃烧测试，样条可以达到V-1级。

[0058] 实施例7：

[0059]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该聚合型磷、硅阻燃剂具有式(Ⅰ)所示的化学结构式：

[0060]

[0061] 式(I)中：n为1-50的整数，R1为-CH3、-C6H5、以及-C(CH3)3中的任一种，R2为-CH3、-

C6H5、以及-CH＝CH2中的任一种；

[0062] 该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为浅黄色或橙色粉末，不溶于水，微溶于乙醇，溶于N，N-

二甲基甲酰胺和二甲基亚砜；耐酸碱和水性能好，可在室温长时间稳定放置。

[0063] 实施例8：

[0064]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65]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2.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

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

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0.6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66]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5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67]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15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4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

液加入滴定管中，在4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0.5h滴完，滴完后在40℃

温度下保温反应10h，得反应后物料；

[0068]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5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是真

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3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为微

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69] 实施例9：

[0070]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71]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7.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

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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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2.0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72]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20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73]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45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10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

液加入滴定管中，在10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2h滴完，滴完后在100℃

温度下保温反应2h，得反应后物料；

[0074]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5～20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

是真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5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

(为微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75] 实施例10：

[0076]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77]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4.5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

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

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0.4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78]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12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79]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30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7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

液加入滴定管中，在7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1.3h滴完，滴完后在70℃

温度下保温反应6h，得反应后物料；

[0080]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13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是真

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4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为微

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81] 实施例11：

[0082]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83]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3.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

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

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1.0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84]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8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85]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10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5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

液加入滴定管中，在5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0.8h滴完，滴完后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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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下保温反应4h，得反应后物料；

[0086]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8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是真

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3～5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

(为微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87] 实施例12：

[0088]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89]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6.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

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

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1.8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90]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16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91]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50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8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

液加入滴定管中，在8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1.5h滴完，滴完后在80℃

温度下保温反应2～10h，得反应后物料；

[0092]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18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是真

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3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为微

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93] 实施例13：

[0094] 一种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的制备方法，步骤为：

[0095] a、配料：按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

ODOPB)：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5.0称取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

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按R1，R2-二氯硅烷：10-(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

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的摩尔比为1：1.5称取R1，R2-二氯硅烷；

[0096] 按R1，R2-二氯硅烷：溶剂的质量比为1：10取R1，R2-二氯硅烷和溶剂并混合成R1，R2-

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液；

[0097] b、反应：取有冷凝管、滴定管和氮气保护装置的反应器(例如：四口烧瓶)，加入10-

(2，5-二羟基苯基)-9，10-二氢-9-氧杂-10-膦菲-10-氧化物(简称ODOPB)和缚酸剂，加入缚

酸剂质量33倍质量的溶剂，在氮气保护下升温至60℃；将上述R1，R2-二氯硅烷/溶剂混合溶

液加入滴定管中，在60℃温度下滴加入反应器，(控制滴加速度)在1h滴完，滴完后在60℃温

度下保温反应7h，得反应后物料；

[0098] c、分离提纯：将反应后物料加入7倍反应后物料体积的沉淀剂，抽滤(较好的是真

空抽滤)，固体物(即滤饼)用沉淀剂洗涤3次后，经干燥，即制得含磷、硅聚合型阻燃剂(为微

黄色或橙色粉末产品)。

[0099] 上述实施例8-13中：步骤c所述干燥较好的是在温度50～80℃、压力80～90kPa下

(真空)干燥8～12h。

[0100] 上述实施例8-13中：步骤a和步骤b中所述溶剂可以为四氢呋喃、1，4-二氧六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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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甲烷、甲苯、以及N，N-二甲基甲酰胺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101] 上述实施例8-13中：所述缚酸剂可以为三乙胺、咪唑、以及吡啶中的任一种。

[0102] 上述实施例8-13中：步骤c中所述沉淀剂可以为甲醇、乙醚、以及水中的任一种。

[0103] 上述实施例中：所采用的各原料均为市售产品。

[0104] 上述实施例中：所采用的百分比例中，未特别注明的，均为质量(重量)百分比例或

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百分比例；所述质量(重量)份可以均是克或千克。

[0105] 上述实施例中：各步骤中的工艺参数(温度、压力、时间等)和各组分用量数值等为

范围的，任一点均可适用。

[0106] 本发明内容及上述实施例中未具体叙述的技术内容同现有技术。

[0107] 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发明内容所述均可实施并具有所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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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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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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