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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挤出工艺用耐候阻燃ABS/PET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

ABS/PET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材料由包含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制成：ABS树脂100份，PET树脂10～

50份，玻璃纤维20-60份，阻燃剂12-30份，相容剂

5～15份，光稳剂0.2-1.0份，润滑剂0.2～1.5份，

抗氧剂0.4～1.2份。本发明所制得的挤出用耐候

阻燃ABS/PET材料，具有优良的挤出成型性，突出

的阻燃性耐候性，可满足户外使用的需求，极大

的扩展了ABS材料的应用范围，耐油性、耐溶剂性

和物理机械性能明显优于未改性ABS材料，且挤

出产品性能优良。可广泛应用于管道、建筑型材

以及板材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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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BS/PET材料在管道中的应用，该ABS/PET材料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所述的ABS树脂为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所述的PET树脂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所述的玻璃纤维为连续玻璃纤维，直径为6-18μm；

所述的阻燃剂为溴代三嗪、溴化环氧树脂、溴化聚苯乙烯、十溴二苯乙烷、三氧化二锑、

硼酸锌或锑酸钠中的一种以上；

所述的相容剂选自苯乙烯-顺丁烯二酸酐共聚物；

所述的光稳剂选自苯并三唑、二苯甲酮、位阻胺或苯甲酸中的一种以上；

所述的ABS/PET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100份ABS树脂、10～50份PET树脂、20-60份玻璃纤维、12-30份阻燃剂、5～15份

相容剂、0.2-1.0份光稳剂、0.2～1.5份润滑剂和0.4～1.2份抗氧剂；

(2)将步骤(1)称取的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然后将混合料倒入螺杆挤出机中，经螺

杆挤出机拉条切粒即制得ABS/PET材料；

所述的步骤(2)中高混机转速为500～700rpm，混合温度为40～80℃，混合时间为3～

10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玻璃纤维的直径为7-11μ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抗氧剂选自四[β-(3,5-二叔丁基-

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正十八碳醇酯或三[2,

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中的一种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润滑剂选自硬脂酸钙、乙撑双硬脂

酰胺、石蜡、PE蜡或硬脂酸中的一种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中螺杆挤出机为双螺杆挤

出机，各区的温度为19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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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挤出工艺用耐候阻燃ABS/PET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ABS/PET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因其优良的力学性能，尺寸稳定性，易于加工、着色、

后加工方便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目前产量最大，应用最广泛的聚合

物之一。同时ABS具有较高的熔体强度，挤出性能良好的优点。但同时ABS塑料也存在热变形

温度较低、耐化学性尤其是耐油性、耐候性较差等缺点，限制了其应用。

[0003]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具有无毒、耐气候性、抗化学药品稳定性好、机械强度

高等优点以及突出的耐油耐溶剂性，且价格便宜，但由于黏度低熔体强度不高，难以挤出成

型。

[0004] 若将ABS与PET进行共混，则可以有效改善ABS材料的耐候性、耐油性、耐溶剂性等

性能，制得综合性能优异的挤出级塑料材料，另外，如果通过耐候阻燃改性能提高材料的阻

燃性，耐候性，将会极大的提高材料的应用空间，可广泛应用于管道、建筑型材以及板材等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挤出工艺用耐候阻燃ABS/

PET材料，该材料具有良好的挤出性能，突出的阻燃耐候性，优异的耐油性、耐溶剂性和物理

机械性能。

[0006]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上述挤出工艺用耐候阻燃ABS/PET材料的制备方

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ABS/PET材料，该材料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成：

[0009]

[0010]

[0011] 所述的ABS树脂为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其流动系数为0.3-6.5，优选流

动系数为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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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PET树脂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其特性黏度为0.6-1.05dl/g，优选特性黏

度为0.80-1.05dl/g。

[0013] 所述的玻璃纤维为连续玻璃纤维，直径为6-18μm，优选直径为7-11μm。

[0014] 所述的阻燃剂为溴代三嗪、溴化环氧树脂、溴化聚苯乙烯、十溴二苯乙烷、三氧化

二锑、硼酸锌、三聚氰胺多聚磷酸盐或锑酸钠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0015] 所述的相容剂选自马来酸酐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g-MAH）、苯乙烯-顺

丁烯二酸酐共聚物（SMA）或乙烯-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EMA）中的一种或一

种以上。

[0016] 所述的光稳剂选自苯并三唑、二苯甲酮、位阻胺或位阻苯甲酸中的一种或一种以

上。

[0017] 所述的抗氧剂选自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酯]季戊四醇酯（抗氧

剂1010）、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正十八碳醇酯（抗氧剂1076）或三［2，4-二叔

丁基苯基］亚磷酸酯（抗氧剂168）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0018] 所述的润滑剂选自硬脂酸钙、乙撑双硬脂酰胺（EBS）、石蜡、PE蜡或硬脂酸中的一

种或一种以上。

[0019] 一种上述ABS/PET材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按上述配比称取100份ABS树脂、10～50份PET树脂、20-60份玻璃纤维、12-30份

阻燃剂、5～15份相容剂、0.2-1.0份光稳定剂、0.2～1.5份抗氧剂和0.4～1.2份润滑剂；

[0021] （2）将步骤（1）称取的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然后将混合料倒入螺杆挤出机中，

经螺杆挤出机拉条切粒即制得ABS/PET材料。

[0022] 所述的步骤（2）中高混机转速为500～700rpm，混合温度为40～80℃，混合时间为3

～10min。

[0023] 所述的步骤（2）中螺杆挤出机为双螺杆挤出机，各区的温度为190～270℃。

[0024]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所制得的挤出用耐候阻燃ABS/PET材料，具有优良的挤出成型性，突出的阻

燃性耐候性，可满足户外使用的需求，极大的扩展了ABS材料的应用范围，耐油性、耐溶剂性

和物理机械性能明显优于未改性ABS材料，且挤出产品性能优良。可广泛应用于管道、建筑

型材以及板材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7] 以下实施例中ABS树脂为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PET树脂为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酯。

[0028] 以下实施例中阻燃剂、光稳定剂复配的比例均为重量比。

[0029] 实施例1

[0030] （1）按下列重量份称取各组分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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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其中阻燃剂为溴代三嗪与三氧化二锑，其重量比为3:1；

[0033] （2）将上述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控制高混机速度为700rmp，混合温度为80℃，

混合3min；将混合物料经双螺杆挤出机，各区的温度都是控制温度在190-250℃，挤出机拉

条切粒即可得到ABS/PET耐候阻燃材料，其机械性能测试见表1。

[0034] 实施例2

[0035] （1）按下列重量份称取各组分原料：

[0036]

[0037]

[0038] （2）将上述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控制高混机速度为700rmp，混合温度为60℃，

混合6min；将混合物料经双螺杆挤出机，各区的温度都是在控制温度在195-260℃，拉条切

粒即可得到耐候阻燃ABS/PET材料，其机械性能测试见表1。

[0039] 实施例3

[0040] （1）按下列重量份称取各组分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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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2）将上述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其高混机速度为700rmp，混合温度为60℃，混

合5min；将混合物料经双螺杆挤出机，各区的温度都是控制温度在220-265℃，拉条切粒即

可得耐候阻燃ABS/PET材料。

[0043] 实施例4

[0044] （1）按下列重量份称取各组分原料：

[0045]

[0046]

[0047] 其中，阻燃剂为十溴二苯乙烷:三聚氰胺多聚磷酸盐，其比例为3:1；

[0048] （2）将上述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其高混机速度为500rmp，混合温度为40℃，混

合10min；将混合物料经双螺杆挤出机，控制各区的温度在220-265℃，拉条切粒即可得到耐

候阻燃ABS/PET材料，其机械性能测试见表1。

[0049] 实施例5

[0050] （1）按下列重量份称取各组分原料：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3772882 B

6



[0051]

[0052] （2）将上述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其高混机速度为700rmp，混合温度为40℃，混

合5min；将混合物料经单螺杆挤出机，各区的温度都是在控制温度在230-270℃，拉条切粒

即可得到耐候阻燃ABS/PET材料，其机械性能测试见表1。

[0053] 实施例6

[0054] （1）按下列重量份称取各组分原料：

[0055]

[0056]

[0057] （2）将上述原料经高混机高速混匀，其高混机速度为700rmp，混合温度为40℃，混

合5min；将混合物料经单螺杆挤出机，各区的温度都是在控制温度在230-270℃，拉条切粒

即可得到耐候阻燃ABS/PET材料，其机械性能测试见表1。

[005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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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所制备的耐候阻燃ABS/PET材料，该材料具有优良的挤出成型

性，突出的阻燃性耐候性，耐油性、耐溶剂性和物理机械性能明显优于未改性ABS材料，且挤

出产品性能优良，可广泛应用于管道、建筑型材以及板材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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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