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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嗪-硅的席夫碱阻燃剂及其合成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种含三嗪‑硅的席夫碱阻燃剂及

其合成方法，其结构式

，R是含2‑18个碳

的直链烷基、苯基或带有取代基的苯基中的一

种，R1是对苯基、间苯基、邻苯基或者带有羟基、

甲基的对苯基、间苯基、邻苯基，R2是氨基硅烷偶

联剂。该合成方法制备含三嗪‑硅结构的席夫碱

成炭剂，操作容易，且不含有卤素，绿色环保，分

子量大，同时具备疏水特性，能改善膨胀型阻燃

剂带来的吸潮问题，其具有较高的耐热性和较好

的成炭效果以及良好的疏水性能，可以应用于聚

乙烯、聚丙烯、EVA等基材的阻燃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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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其特征在于，结构式如下：

式中：R是含2-18个碳的直链烷基；

R1是对苯基、间苯基、邻苯基或者带有羟基、甲基的对苯基、间苯基、邻苯基；

R2是氨基硅烷偶联剂，氨基硅烷偶联剂是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氨丙基三甲氧

基硅烷、γ-氨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氨丙基硅烷水解物、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N-苯基-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N-N二乙基

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N二甲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β-(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N-β-(氨乙基)-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二乙烯三氨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γ-二

乙烯三胺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双-（γ-三甲氧基硅丙基）胺、双-（γ-三乙氧基硅丙基）胺、

γ-哌嗪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N-苯氨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γ-二乙胺基甲基三乙氧

基硅烷中的其中一种或者它们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几个步骤：

步骤一

将溶剂加入到容器中，在容器中加入三聚氯氰（CNC），冷却到-10-10℃中并搅拌分散，

逐步滴加氨基硅烷偶联剂和缚酸剂，反应1-4小时，得到一元取代物（CNC-Si）；其中三聚氯

氰（CNC）、氨基硅烷偶联剂及缚酸剂三者的摩尔比为1:1:1，  1mol的三聚氯氰用50-500ml的

溶剂；

步骤二

在另一容器中加入二元胺、溶剂及缚酸剂并混合，混合温度控制在45-60℃，然后缓慢

滴加步骤一所获得的一元取代物（CNC-Si），反应3-6小时；然后继续升温到100-130℃，反应

3-6小时，得到含三嗪和硅的二胺中间体（CNC-Si-2A）；其中一元取代物（CNC-Si）、二元胺及

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2:2-4；1mol的一元取代物（CNC-Si）用50-500ml的溶剂；

步骤三

在步骤二的容器中，直接加入二元醛溶液，加热到100~150℃，反应2-10小时，得到沉淀

物，沉淀物经过溶剂洗涤、蒸馏水洗涤及真空干燥，即得到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一和步骤二所用溶剂为乙腈、丙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

者的混合液。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三所用溶剂为乙腈、丙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甲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用的缚

酸剂为三乙胺、吡啶、三亚乙基二胺中的一种或它们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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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嗪-硅的席夫碱阻燃剂及其合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膨胀型阻燃产品的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含三嗪-硅的

席夫碱成炭剂及其合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烯烃及其复合材料应用非常广泛。但它们都容易燃烧，因此，在很多场合都要求

对它们进行阻燃改性。最为经济实用的方法是直接添加阻燃剂，操作简单，且效果显著。

[0003] 性价比最高的添加型阻燃剂是含卤阻燃剂，尤其是溴系阻燃剂，具有很高的阻燃

效率和广谱的阻燃效果。但是，此类阻燃剂在燃烧时会释放出大量的烟雾和具有腐蚀性的

卤化氢和毒性大的二噁英，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因此，非常有必要开发无卤高效阻燃剂。

[0004] 最常用的无卤阻燃剂有无机氢氧化物、含磷阻燃剂、含氮阻燃剂、含硅阻燃剂及膨

胀型阻燃剂等。

[0005] 无机阻燃剂，如氢氧化镁及氢氧化铝，通过加热释放水分，进而降低燃烧面的温度

和稀释可燃性气体的浓度，从而达到阻燃的作用，它们具有环保特性，但是阻燃效率低，添

加量大，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影响大。

[0006] 膨胀型阻燃剂（IFR）是由磷-氮元素组成的环保型无卤阻燃剂，它在燃烧时能形成

致密而膨胀的炭层，降低烟气的释放，防止熔滴现象的发生，广泛应用于聚烯烃的阻燃改

性。

[0007] 膨胀型阻燃剂通常由酸源、碳源和气源组成。常用的成炭剂为季戊四醇、双季戊四

醇及淀粉等多羟基化合物，此类成炭剂水溶性大，热稳定性不高，加工过程中容易与多聚磷

酸盐反应等问题。

[0008] 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种成炭剂；三嗪类衍生物是一类富含叔氮结构的化合物，具有

优良的成炭性能。中国专利也公开了此内容，例如：授权公告号是CN101586033B、发明名称

是“含芳香族链结构的三嗪成炭剂及其制备方法”，授权公告号是CN100500657C、发明名称

是“三嗪系齐聚物及其合成方法”，及专利号是ZL200510010243.4、发明名称是“大分子三嗪

系成炭-发泡剂及其合成方法”等三嗪类的成炭剂的发明专利，都具有较好的成炭效果，但

其存在亲水性较强，制品容易吸潮等问题。

[0009] 含硅化合物对膨胀型阻燃剂体系具有良好的增效作用，硅烷偶联剂还具备一定的

疏水功能。授权公告号是CN103980315B、发明名称是“一种含三嗪环的“磷-硅-氮”化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其将“磷-硅-氮”集中在一个分子内，体现了阻燃协同效果，化合物中存在一

个氯，可以通过反应接枝到织物表面，因此，适用于在织物阻燃处理；但其不适用于直接添

加到聚合物中进行阻燃改性。公开号是CN107698765A、发明名称是“一种含氮磷硅阻燃剂及

其制备方法”的发明申请，其利用六氯环三磷腈与苯酚和羟基硅烷反应，制备阻燃剂，集合

了氮磷硅三种元素；但其是液态粘稠的物质，不利于加工，并且耐久性不佳。

[0010] 席夫碱是一类含有C=N双键的化合物，具有制备反应条件简单，产物较高的热稳定

性，且在热解过程中能中和活性自由基。公开号是CN103073727A、名称是“聚膦酸酯膨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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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及授权公告号是CN  106008993A、名称是“含磷含席

夫碱结构阻燃剂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它们公开了席夫碱成炭剂的内容，但成炭效率

和耐热性还不够高。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席夫碱成炭剂的成炭效率不高、炭层强度不高、阻燃性

能不佳、吸潮性较大的问题提而供一种含三嗪-硅的席夫碱阻燃剂及其合成方法，本发明所

得产物具有分子量大，成炭量较高、热稳定性较好、阻燃效率较高，还具有一定的疏水性。

[0012]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含三嗪-硅的席夫碱阻燃剂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

的，其特征在于，结构式如下：

[0013]

[0014] 式中：R是含2-18个碳的直链烷基；

[0015] R1是对苯基、间苯基、邻苯基或者带有羟基、甲基的对苯基、间苯基、邻苯基；

[0016] R2是氨基硅烷偶联剂，氨基硅烷偶联剂是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氨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γ-氨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氨丙基硅烷水解物、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

烷、N-苯基-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N-N二

乙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N二甲基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N-β-(氨乙基)-氨丙基三甲氧

基硅烷、N-β-(氨乙基)-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γ-二乙烯三氨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γ-二乙烯三胺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双-（γ-三甲氧基硅丙基）胺、双-（γ-三乙氧基硅丙

基）胺、γ-哌嗪基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N-苯氨基甲基三乙氧基硅烷、γ-二乙胺基甲基

三乙氧基硅烷中的其中一种或者它们的混合物。

[0017] 在本技术方案中，含三嗪-硅的席夫碱阻燃剂的合成方法是这样实现的，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0018] 步骤一

[0019] 将溶剂加入到容器中，在容器中加入三聚氯氰（CNC），冷却到-10-10℃中并搅拌分

散，逐步滴加氨基硅烷偶联剂、缚酸剂，反应1-4小时，得到一元取代物（CNC-Si）；其中三聚

氯氰（CNC）、氨基硅烷偶联剂及缚酸剂三者的摩尔比为1:1:1，1mol的三聚氯氰用50-500ml

的溶剂；

[0020] 步骤二

[0021] 在另一容器中加入二元胺、溶剂及缚酸剂并混合，混合温度控制在35-55℃，然后

缓慢滴加步骤一所获得的一元取代物（CNC-Si），反应3-6小时；然后继续升温到90-140℃，

反应3-6小时，得到含三嗪和磷的二胺中间体（CNC-Si-2A）；其中一元取代物（CNC-Si）、二元

胺及缚酸剂的摩尔比为1:2:2，1mol的一元取代物（CNC-Si）用50-500ml的溶剂；

[0022] 步骤三

[0023] 在步骤二的容器中，直接加入二元醛的溶液，加热到100~150℃，反应2-10小时，得

到沉淀物，沉淀物经过溶剂洗涤、蒸馏水洗涤及真空干燥，即得到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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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024] 在本技术方案中，步骤一和步骤二中所述溶剂为乙腈、丙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

[0025] 在本技术方案中，步骤三中所述溶剂为乙腈、丙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甲亚

砜、N,N-二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

[0026] 在本技术方案中，步骤一和步骤二中所用的缚酸剂为三乙胺、吡啶、三亚乙基二胺

中的一种或它们的混合物。

[0027] 本发明的合成路线如下：

[0028]

[002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为：本发明利用三嗪和C=N结构的成炭性和热稳定

性，以及硅元素的炭层增强作用和交联作用，从而获得成炭率和阻燃效果更高的成炭剂，操

作容易，且不含有卤素，绿色环保，分子量大；同时，有机硅烷的引入提高了阻燃剂的疏水

性，改善阻燃复合材料制品的表面张力，降低制品的吸潮性能，可以广泛应用于聚乙烯、聚

丙烯、EVA等基材中；产品为白色或浅黄色粉末，产率在92%以上，失重5%的温度超过285℃，

600℃的残余量达到25%以上，阻燃剂粉末的表面接触角均超过90o。

[0030] 具体实施方法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实施方式

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

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互相结合。

[0032] 实施例一

[0033] 步骤一

[0034] 将100mL的乙腈加入到50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 .45  g（0 .1mol）的三聚氯氰

（CNC），冷却到10  ℃中并搅拌分散，将22 .14  g（0 .1  mol）的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KH550）溶解在100mL的乙腈，缓慢滴加到三口瓶中，同时，滴加10.11  g（0.1mol）的三乙胺，

反应3小时，得到一元取代物（CNC-Si1）；其中三聚氯氰（CNC）、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KH550）及缚酸剂三者的摩尔比为1:1:1，1mol的三聚氯氰用50-500ml的溶剂；

[0035] 步骤二

[0036] 在另一容器中加入12.02  g（0 .2  mol）的乙二胺、100mL的乙腈及20 .22  g（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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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的三乙胺进行混合，混合温度控制到45℃，然后缓慢滴加步骤一所获得的一元取代物

（CNC-PEPA），反应4小时；然后继续升温到100  ℃，反应6小时，得到含三嗪和磷的二胺中间

体（CNC-Si-2A）；

[0037] 步骤三

[0038] 在步骤三的容器中，直接加入13.41  g（0.1  mol）的间苯二甲醛溶液，加热到100

℃，反应10小时，得到浅黄色沉淀物（CASi1），沉淀物（CASi1）又经过乙腈洗涤、蒸馏水洗涤、

真空干燥，即得到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CASi1），47.85  g，产率为93.1  %。产物结构式

如下：

[0039]

[0040] 结构式1：CASi1结构式

[0041] 本实施例中，步骤一、步骤二中所使用的乙腈可以用丙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

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步骤三中所使用的乙腈可以用丙酮、四氢

呋喃、二氧六环、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

[0042] 本实施例中，步骤三中的乙腈可以用丙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甲亚砜、N,N-二

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

[0043] 本实施例中，步骤一及步骤二中所使用的三乙胺可以用吡啶、三亚乙基

[0044] 二胺中的一种或它们的混合物代替。

[0045] TGA分析结果表明：CASi1在氮气中的初始分解温度（按失重5%计算）为301℃，600

℃时的参与率为28.5%，说明CASi1的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和较好的成炭性。

[0046] 元素分析结果：各元素质量分数为C（55.5%），N（22.0%），H（7.6%），O（9.1%），与理论

计算结果相一致。

[004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试结果为：Si含量为5.8%，与理论计算结果（5.4%）相一致。

[0048] 表面接触角测试结果为：聚丙烯中添加30%的CASi1制成聚丙烯复合材料，其表面

接触角为102.6o 。

[0049] 实施例二

[0050] 步骤一

[0051] 将150mL的丙酮加入到50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 .45  g（0 .1mol）的三聚氯氰

（CNC），冷却到0  ℃中并搅拌分散，将17.93  g（0.1  mol）的γ-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溶解在

丙酮，缓慢滴加到三口瓶中，同时，滴加10.11  g（0.1mol）的三乙胺，反应4小时，得到一元取

代物（CNC-Si2）；

[0052] 步骤二

[0053] 在另一容器中加入176.3  g（0.2  mol）的丁二胺、50mL的丙酮与20.22  g（0.2  mol）

的三乙胺混合物，温度控制到50℃，缓慢滴加步骤一所获得的一元取代物（CNC-Si2），反应5

小时；然后继续升温到120  ℃，反应4小时，得到含三嗪和磷的二胺中间体（CNC-Si2-2A）；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8948348 B

6



[0054] 步骤三

[0055] 在步骤二的容器中，直接加入13.41  g（0.1  mol）的对苯二甲醛的溶液，加热到130

℃，反应6小时，得到黄色沉淀物（CASi2），黄色沉淀物（CASi2）经过丙酮洗涤、蒸馏水洗涤、

真空干燥，即得到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CASi2），48.94  g，产率为92.7  %。产物结构式

如下：

[0056]

[0057] 结构式2：CASi2结构式

[0058]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一、步骤二中所使用的丙酮可以用乙腈、四氢呋喃、二氧六环、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步骤三中所使用的丙酮可以用乙腈、四

氢呋喃、二氧六环、二甲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乙醇、甲醇中的一种

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

[0059] 本实施例中，步骤三中的丙酮可以用乙腈、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甲亚砜、N,N-二

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

[0060]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一及步骤二中所使用的三亚乙基二胺可以用三乙

[0061] 胺、吡啶中的一种或它们的混合物代替。

[0062] TGA分析结果表明：CASi2在氮气中的初始分解温度（按失重5%计算）为297℃，600

℃时的参与率为30.1%，说明CAP2的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和较好的成炭性。

[0063] 元素分析结果：各元素质量分数为C（56.5%），N（21.0%），H（7.3%），O（9.4%），与理论

计算结果相一致。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试结果为：Si含量为5.8%，与理论计算结果（5.3 

%）相一致。

[0064] 表面接触角测试结果为：聚乙烯中添加25%的CASi2制成聚丙烯复合材料，其表面

接触角为98.1o 。

[0065] 实施例三

[0066] 步骤一

[0067] 将80mL的四氢呋喃加入到500mL的三口瓶中，加入18.45  g（0.1mol）的三聚氯氰

（CNC），冷却到-10  ℃中并搅拌分散，将19.13  g（0.1  mol）的γ-氨丙基甲基二乙氧基硅烷

溶解在80mL的四氢呋喃中，缓慢滴加到三口瓶中，同时，滴加7.91  g（0.1mol）的吡啶，反应4

小时，得到一元取代物（CNC-Si3）；

[0068] 步骤二

[0069] 在另一容器中加入12.02  g（0.2  mol）的乙二胺、80mL四氢呋喃与15.82  g（0.2 

mol）的吡啶混合物，温度控制到60℃，缓慢滴加步骤一所获得的一元取代物（CNC-Si3），反

应3小时；然后继续升温到130  ℃，反应3小时，得到含三嗪和硅的二胺中间体（CNC-Si3-

2A）；

[0070]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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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在步骤二的容器中，直接加入15.01  g（0.1  mol）的2-羟基-对苯二甲醛的溶液，加

热到150℃，反应2小时，得到浅黄色沉淀，经过四氢呋喃洗涤、蒸馏水洗涤、真空干燥，即得

到含三嗪-硅的席夫碱成炭剂（CASi3），46.25  g，产率为92.5  %。产物结构式如下：

[0072]

[0073] 结构式3：CASi3结构式

[0074]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一、步骤二中所使用的二氧六环可以用乙腈、丙酮、四氢呋喃、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步骤三中所使用的二氧六环可以用乙

腈、丙酮、四氢呋喃、二甲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乙醇、甲醇中的一

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

[0075] 本实施例中，步骤三中的四氢呋喃可以用丙酮、乙腈、二氧六环、二甲亚砜、N,N-二

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中的一种或两者的混合液代替。

[0076] 在本实施例中，步骤一及步骤二中所使用的吡啶可以用三乙胺、三亚乙基二胺中

的一种或它们的混合物代替。

[0077] TGA分析结果表明：CASi3在氮气中的初始分解温度（按失重5%计算）为295℃，600

℃时的参与率为30.7%，说明CASi3的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和较好的成炭性。

[0078] 元素分析结果：各元素质量分数为C（54.7%），N（22.7%），H（7.5%），O（9.2%），与理论

计算结果相一致。

[0079]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试结果为：Si含量为5.9  %，与理论计算结果（5.6  %）相一

致。

[0080] 表面接触角测试结果为：聚丙烯中添加25%的CASi3制成聚丙烯复合材料，其表面

接触角为100.1o 。

[0081] 以上结合实施例作出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对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对这些实施方式进行多种

变化、修改、替换及变形仍落入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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