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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应用于聚合物材料的大分子阻

燃成炭剂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有机‑无机杂化

高效协同成炭剂及其制备方法，其结构式如下所

示。该成炭剂通过亲核取代，在不同温度下由对

苯二甲胺将三聚氯氰上两个氯原子依次取代，形

成一种由对苯二甲胺作为扩链剂的线性大分子

三嗪中间体，随后升高温度，将已经通过羟基相

连纳米水滑石和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通过与

对苯二甲胺和三聚氯氰取代方式相同的原理将

中间体上侧基上的氯取代制得。该成炭剂具有成

炭性好、分子量高、耐迁移、耐高温、不影响基体

材料的力学性能特点，解决三嗪类衍生物作为成

炭剂的抗迁移性能，进而导致无法形成致密性良

好，形貌完整的成炭性能不佳的问题，应用于热

塑性聚酯弹性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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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其分子结构式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

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含有以下原料及组分：纳米水滑石、三聚氯氰、对苯二甲胺、

三乙胺以及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该成炭剂通过亲核取代，在不同温度下由对苯二甲胺

将三聚氯氰上两个氯原子依次取代，形成由对苯二甲胺作为扩链剂的线性大分子三嗪中间

体，随后升高温度，将已经通过羟基相连纳米水滑石和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通过与对苯

二甲胺和三聚氯氰取代方式相同的方法将中间体上侧基上的氯取代制得。

3.一种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制备方法如下：

(1)将三聚氯氰加入到丙酮溶剂中，保持体系温度为0～25℃，使得三聚氯氰完全溶解，

同时，将对苯二甲胺和氢氧化钠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在0.5～2h内将其逐滴滴入反应体系，

滴加结束后在0～25℃下保持反应2.5～7h；反应结束后，将反应体系升温至40～60℃，然后

把对苯二甲胺和氢氧化钠的水溶液再次逐滴滴加到上述反应体系，在该温度下，控制滴加

时间和反应时间分别为0.5～3.5h和2.5～7h；待合成产物静置过滤后，使用去离子水和乙

醇洗涤固体产物，并充分干燥，制备得到中间体；

(2)将纳米水滑石和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分散在二氧六环中，保持80～95℃的反应

温度持续搅拌10～30h后，升温至85～120℃，将中间体加入上述反应体系中，搅拌均匀，然

后把三乙胺溶解于二氧六环中，并于0.5～2h内逐滴加到上述溶液中，滴加结束后保持反应

3～15h；待合成产物静置过滤后，使用去离子水和乙醇洗涤固体产物，并充分干燥，制备得

到纳米水滑石修饰的对苯二甲胺基大分子三嗪成炭剂。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三聚氯氰、对苯二甲胺、氢氧化钠的质量比为2～3:1:1～2。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纳米水滑石、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三乙胺、和中间体的质量比为0.5～1:2～3:0.5～1:

2～3。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608485 A

2



一种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阻燃成炭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应用于聚合物材料的大分子阻燃成炭剂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新型有

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阻燃成炭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含卤阻燃剂(FRs)被广泛用于限制聚合物材料的可燃性。但

是，其阻燃过程通常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例如产生腐蚀性和有毒的烟雾或挥发物，会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因此，不含卤素的阻燃剂，特别是膨胀型阻燃剂(IFR)，因其无

卤、低毒、抑制熔滴、高阻燃效率和制备成本低的特性而能满足当前各行各业对人身安全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需求，因此，新型膨胀阻燃剂的合成和膨胀阻燃配方的设计受到越来越多

研发人员的关注。

[0003] 膨胀型阻燃剂按作用原理分类，可分为物理型和化学型两类阻燃剂。

[0004] 物理型膨胀阻燃剂通常是指可膨胀石墨(EG)，EG吸收聚合物燃烧体系中的热量而

迅速发生膨胀(膨胀后的体积最多可达最初体积的280倍)，膨胀后的残炭在聚合物的表面

形成覆盖层。这一残炭层既可以阻碍热量、可燃性气体和氧气在燃烧区域和聚合物基体之

间的传递；同时残炭附着于燃烧聚合物的熔融区域，还起到防止熔滴和减缓火势的蔓延的

作用，从而起到阻燃作用。但EG作为膨胀型阻燃剂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EG几乎与聚合物不

发生化学反应，炭层之间的作用力小，燃烧时发生过度膨胀，形成的炭层往往过于疏松，不

够致密，即发生所谓的“爆米花效应”，阻燃效果可能不达预期；二是膨胀后的残炭在扫描电

镜下观察发现其呈“蠕虫状”，炭层间的空隙较大，不够致密，阻燃效率不高；三是EG的粒径

越大，其与聚合物基体间的相容性越差，造成材料力学性能等下降。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EG

对聚合物的阻燃效果。

[0005] 化学型膨胀阻燃剂常由三源组成：酸源、碳源和气源。常用的酸源由矿物酸和铵盐

组成，例如二乙基次磷酸铝，磷酸盐和硼酸盐等；碳源主要是含羟基的化合物，例如多元醇

(山梨醇、季戊四醇和二季戊四醇)、三嗪衍生物和聚酰胺等；气源主要有：三聚氰胺，尿素和

脲醛树脂等。IFR的阻燃原理：在燃烧过程中，酸源在热的作用下释放出含磷无机酸物质，这

些含磷无机酸会促进碳源发生酯化反应和成炭反应，同时气源分解会释放大量的挥发性气

体，从而，酸源和碳源之间形成的熔融物在挥发性气体的作用下在聚合物基体表面形成膨

胀的炭泡沫保护层，这种保护炭层不仅可稀释可燃性气体，还能隔绝热量、氧气和可燃物在

燃烧区域和聚合物内部之间的传递。

[0006] 化学型膨胀阻燃剂由于无卤、成炭性能强的优势而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传统

IFR体系中的小分子成炭剂存在、低阻燃效率和热稳定性差的缺陷。这迫使越来越多的研究

人员致力于关注如何增强IFR体系的成炭能力。三嗪衍射物主要由H、C和N和三种元素组成，

它的分子结构中还存在稳定的三嗪环结构，这种特殊的结构使它在燃烧过程中可同时发挥

气源和炭源的作用。因此，新型三嗪基成炭剂的开发仍是实现高效膨胀型阻燃的重要研究

方向之一。三聚氯氰由于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常常被作为合成一系列三嗪基成炭剂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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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三嗪类衍生物为主的成炭剂相较其他成炭剂有很多优势，但由于分子量小等原因，

易迁移到聚合物表面，一直存在着阻燃效率低、热稳定性差和成炭性能不佳的问题，导致在

要求的时间内生成不了形貌良好的炭层，无法实现三源高效协调配合。纳米水滑石作为常

用的无机阻燃协效剂，虽能与IFR存在协同阻燃效应，但它与聚合物的相容性差，较难均匀

分散在聚合物基体中，严重影响了纳米水滑石与IFR在聚合物材料中的协同阻燃效果。上述

问题，最终导致阻燃效果不理想。

[0007] 由于膨胀炭层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IFR在聚合物材料中的阻燃效率，而膨

胀炭层的质量与成炭剂的性质密切相关，因此，提高炭剂的成炭性能并同时使用协效剂提

高IFR阻燃效率的两个重要研究方向。

发明内容

[0008] 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有机‑无机杂化高效

协同成炭剂，其分子结构式为：

[0009]

[0010] 进一步的，该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含有以下原料及组分：纳米水滑石、

三聚氯氰、对苯二甲胺、三乙胺以及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0011] 该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12] (1)将三聚氯氰加入到丙酮溶剂中，保持体系温度为0～25℃，使得三聚氯氰完全

溶解，同时，将对苯二甲胺和氢氧化钠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在0.5～2h内将其逐滴滴入反应

体系，滴加结束后在0～25℃下保持反应2.5～7h。反应结束后，将反应体系升温至40～60

℃，然后把对苯二甲胺和氢氧化钠的水溶液再次逐滴滴加到上述反应体系，在该温度下，控

制滴加时间和反应时间分别为0.5～3.5h和2.5～7h。最后，待合成产物静置过滤后，使用去

离子水和乙醇洗涤固体产物，并充分干燥，制备得到中间体；

[0013] (2)将纳米水滑石和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分散在二氧六环中，保持80～95℃的

反应温度持续搅拌10～30h后，升温至85～120℃，将中间体加入上述反应体系中，搅拌均

匀，然后把三乙胺溶解于二氧六环中，并于0.5～2h内逐滴加到上述溶液中，滴加结束后保

持反应3～15h；待合成产物静置过滤后，使用去离子水和乙醇洗涤固体产物，并充分干燥，

制备得到纳米水滑石修饰的对苯二甲胺基大分子三嗪成炭剂。

[0014] 优选的，所述三聚氯氰、对苯二甲胺、氢氧化钠的质量比为2～3:1:1～2。

[0015] 优选的，所述纳米水滑石、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三乙胺、和中间体的质量比为

0.5～1:2～3:0.5～1:2～3。

[0016] 本发明通过化学合成方法，将具有高阻燃性的有机改性剂(三嗪基大分子)对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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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滑石进行有机改性，合成一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8] 该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通过亲核取代，在不同温度下由对苯二

甲胺将三聚氯氰上两个氯原子依次取代，形成一种由对苯二甲胺作为扩链剂的线性大分子

三嗪中间体，随后升高温度，将已经通过羟基相连纳米水滑石和γ―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通过与对苯二甲胺和三聚氯氰取代方式相同的原理将中间体上侧基上的氯取代，制备一种

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

[0019] 该种具有高效催化成炭功能的新型三嗪基大分子成炭剂的纳米水滑石不仅会促

进三嗪基大分子发生原位催化成炭反应，还会与酸源发生酯化和成炭反应在聚合物表面形

成可以隔绝热量和可燃性气体传递的膨胀炭层。同时，酸源的分解产物与纳米水滑石间相

互作用产生的粘稠玻璃熔体会将聚合物表面炭层粘接起来，能够提高炭层的致密性和热稳

定性。不但减少了可燃气体的产生，还可以提高阻隔层的阻隔性能。一个致密的、热稳定性

良好的炭层大大促进了“三源”膨胀阻燃体系的阻燃效率，从而在聚合物熔体表面形成阻隔

层对凝聚相与气相之间的传质传热过程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大大提升了成炭剂的成炭性

能。通过纳米水滑石和膨胀阻燃体系之间的上述协同作用，聚合物材料的阻燃性能获得了

明显提升，该成炭剂具有成炭性好、分子量高、耐迁移、耐高温、不影响基体材料的力学性能

等特点，解决三嗪类衍生物作为成炭剂的抗迁移性能，进而导致无法形成致密性良好，形貌

完整的成炭性能不佳的问题，具体机理如图1所示。

附图说明

[0020] 图1本发明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阻燃机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2] 实施例1～实施例15

[0023] (1)实施例1～实施例15是按表1所示改变三聚氯氰、对苯二甲胺和纳米水滑石三

种化学合成组分的不同含量，依次进行该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合成，并

以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为应用对象，将依次合成的15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

成炭剂与TPEE制成阻燃TPEE材料。

[0024] 表1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合成中不同组分含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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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2)按表1组分含量，依次按以下相同的方法和条件操作：将三聚氯氰、200mL丙酮

加到500mL烧瓶中，保持体系温度0～25℃，使得三聚氯氰完全溶解，同时，将对苯二甲胺和

4.00g氢氧化钠溶解于20mL去离子水中，在0.5～2h内将其逐滴滴入反应体系，滴加结束后

在0～25℃下保持反应2.5～7h。反应结束后，将反应体系升温至40～60℃，然后把对苯二甲

胺(两次对苯二甲胺添加量相同)和氢氧化钠(4.00g)的水溶液再次逐滴滴加到上述反应体

系，在该温度下，控制滴加时间和反应时间分别为0.5～3.5h和2.5～7h。最后，待合成产物

静置过滤后，用乙醇和去离子水交替洗涤3次，并于70℃真空烘箱中干燥12h，得到15种中间

体。

[0027] (3)将上一步得到的15种中间体，依次按以下相同的方法和条件操作：将纳米水滑

石和11.07g  KH550分散在300mL二氧六环中，保持80～95℃的反应温度持续搅拌10～30h

后，升温至85～120℃，将10g中间体加入上述反应体系中，搅拌均匀，然后把5.06g三乙胺溶

解于25mL1 ,4‑二氧六环，并于0.5～2h内逐滴加到上述溶液中，滴加结束后保持反应3～

15h。反应结束后，将获得的固体过滤并用蒸馏水和乙醇交替洗涤3次，在80℃下干燥24h，得

到15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MCA‑SiO2。

[0028] (4)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二乙基次磷酸铝和具有高效催化成炭功能的新型

三嗪基大分子成炭剂使用前，置于70℃烘箱中烘干8h。按TPEE为100质量份，二乙基次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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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为16质量份，MCA‑SiO2为4质量份分别称量。先将TPEE加到转矩流变仪(设定温度和转速

分别为175℃和50r/min)中加热熔融2min，然后加入预先混合的二乙基次磷酸铝和MCA‑

SiO2，密炼6min。密炼后的样品放入测试尺寸规格的模具中，并置于设定温度为180℃的平

板硫化机中预热3min，保压4min，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15种TPEE/二乙基次磷酸铝/

MCA‑SiO2阻燃材料分析测试所需标准样条。

[0029] 实施例16～实施例20

[0030] (1)实施例16～实施例20是以三聚氯氰添加量为18g、对苯二甲胺两次添加量分别

都为3.05g及纳米水滑石添加量为1g，进行该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的合

成。

[0031] (2)将三聚氯氰、200mL丙酮加到500mL烧瓶中，保持体系温度0～25℃，使得三聚氯

氰完全溶解，同时，将对苯二甲胺和4.00g氢氧化钠溶解于20mL去离子水中，在0.5～2h内将

其逐滴滴入反应体系，滴加结束后在0～25℃下保持反应2.5～7h。反应结束后，将反应体系

升温至40～60℃，然后把对苯二甲胺(两次对苯二甲胺添加量相同)和氢氧化钠(4.00g)的

水溶液再次逐滴滴加到上述反应体系，在该温度下，控制滴加时间和反应时间分别为0.5～

3.5h和2.5～7h。最后，待合成产物静置过滤后，用乙醇和去离子水交替洗涤3次，并于70℃

真空烘箱中干燥12h，得到中间体。

[0032] (3)将纳米水滑石和11.07g  KH550分散在300mL二氧六环中，保持80～95℃的反应

温度持续搅拌10～30h后，升温至85～120℃，将10g中间体加入上述反应体系中，搅拌均匀，

然后把5.06g三乙胺溶解于25mL1,4‑二氧六环，并于0.5～2h内逐滴加到上述溶液中，滴加

结束后保持反应3～15h。反应结束后，将获得的固体过滤并用蒸馏水和乙醇交替洗涤3次，

在80℃下干燥24h，得到15种新型有机‑无机杂化高效协同成炭剂MCA‑SiO2。

[0033] (4)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二乙基次磷酸铝和具有高效催化成炭功能的新型

三嗪基大分子成炭剂使用前，置于70℃烘箱中烘干8h。按表2所示的TPEE、二乙基次磷酸铝

和MCA‑SiO2三种组分的配比分别称量，先将TPEE加到转矩流变仪(设定温度和转速分别为

175℃和50r/min)中加热熔融2min，然后加入预先混合的二乙基次磷酸铝和MCA‑SiO2，密炼

6min。密炼后的样品放入测试尺寸规格的模具中，并置于设定温度为180℃的平板硫化机中

预热3min，保压4min，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5种TPEE/二乙基次磷酸铝/MCA‑SiO2阻燃

材料分析测试所需标准样条。

[0034] 表2阻燃TPEE复合材料的组分及含量汇总表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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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比较例1

[0037] 在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使用前，将其置于70℃烘箱中烘干8h，再按热塑性聚

酯弹性体100质量份称量。首先，将热塑性聚酯弹性体加到转矩流变仪(设定温度和转速分

别为175℃和50r/min)中加热熔融2min，然后加入预先混合的阻燃剂，密炼6min。密炼后的

样品放入测试尺寸规格的模具中，并置于设定温度为180℃的平板硫化机中预热3min，保压

4min，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制得分析测试所需的标准样条。

[0038] 比较例2

[0039] 在热塑性聚酯弹性体(TPEE)、二乙基次磷酸铝使用前，将其置于70℃烘箱中烘干

8h，再按热塑性聚酯弹性体100质量份、二乙基次磷酸铝20质量份称量。首先，将热塑性聚酯

弹性体加到转矩流变仪(设定温度和转速分别为175℃和50r/min)中加热熔融2min，然后加

入预先混合的阻燃剂，密炼6min。密炼后的样品放入测试尺寸规格的模具中，并置于设定温

度为180℃的平板硫化机中预热3min，保压4min，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可制得分析测试

所需的标准样条。

[0040] 效果验证：

[0041] 对由上述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实施例5、实施例6、实施例7、实施

例8、实施例9、实施例10、实施例11、实施例12、实施例13、实施例14、实施例15、实施例16、实

施例17、实施例18、实施例19、实施例20、比较例1、比较例2得到的标准试样，按照GB/T 

2408‑2008(1.6mm)进行垂直燃烧测试，按照GB/T  2406.2‑2009进行极限氧指数测试，按照

GB/T1040 .3‑2006进行拉伸试验，按照GB/T1043‑93进行冲击实验(无缺口)，在N2流速为

40ml/min的条件下，以5℃/min的加热速率，从15℃开始升温到700℃，进行热重分析测试。

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

[0042] 表3各实施例标准试样阻燃性能及力学性能测试结果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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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本发明具体应用途径很多，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以上

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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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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