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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述了近年来环氧树脂阻燃改性方法的种类，详述了反应型阻燃法中添加 卤素、添加磷 

元素、添加硅元素这四种方法研究进展，并对其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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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树脂(EP)材料通常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 

加工工艺灵活简单【卜引，因此被广泛用于高新技术、 

功能材料领域以及制备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浇注料、 

层压料、胶黏剂、涂料等。但是由于环氧树脂的阻燃 

性能差，氧指数(LOI)仅为 19．8左右 ，因此通常需要 

对环氧树脂进行阻燃改性，以满足特殊工程技术的 

要求 。因此，本文着重介绍环氧树脂阻燃改性方法 

中的反应型阻燃法当前几种方法的研究进展。 

反应型阻燃法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对环氧 

树脂体系中的高分子进行化学改性，引入含卤 

素 、磷 、氮 、硅 等无 机元素 的基 团 ，以达到阻燃 

的目的。反应型阻燃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具备持 

久阻燃效果的同时 ，仍保持树脂原有的热学性 

质和力学性能 。通常化学改性的对象为环氧树 

脂本体和固化剂l5]。 

1 添加卤元素 

溴化环氧树脂 (BER)外观为白色或近白色粉 

末，是研究最早、应用最广的阻燃环氧树脂。具有优 

良的熔体流动速率、较高的阻燃效率、优异的热稳 

定性和光稳定性、良好的物理力学性能及不起霜等 

优点，广泛用于各种阻燃电子元器件上。但在高温 

裂解及燃烧时 ，容易产生有毒的多溴二苯并呋喃 

(PBDF)及多溴代二苯并二嗯烷等有毒气体，危害人 

类健康，造成环境污染。 

含溴氯固化剂的研究与应用早先较多，该类固 

化剂由于价格低廉、阻燃效果优异被广泛使用。常 

见的有四氯苯酐、四溴苯酐、六氯内次甲基四氢苯 

酐等。由于燃烧时产生大量的腐蚀性有毒气体和有 

害物质二嗯英(Dioxin)，使其应用受到限制，其主导 

地位日益被无卤阻燃固化剂取代。 

2 添加氮元素 

作为一种新型的阻燃环氧树脂，含氮环氧树脂 

具有如下优点⋯ ：1．毒性低，燃烧过程发烟量小；2． 

阻燃效率高，热分解温度高；3．与卤系阻燃剂相比腐 

蚀性小；4．对环境友好，在作为垃圾弃置时不会造成 

环境污染 ，因此是取代含卤环氧树脂的主要品种之 
一

。 徐伟箭等 通过对羟基苯甲醛双缩对苯二胺席 

夫碱(AZ)与环氧氯丙烷在 NaOH液中缩合，合成一 

种新型环氧树脂 DGEAZ。结果表明该树脂反应活性 

和双酚 A环氧树脂(DGEBA)相当。固化后树脂成炭 

率较高(800~C，43．55％)，阻燃性能良好(u L一94V一0 

级)。 

氮系阻燃固化剂具有低毒性、高阻燃性、低腐 

蚀性、高温稳定性和环境友好等优点，备受关注。近 

年来大量含胺基或酰胺基的氮系固化剂被合成且 

用于环氧树脂阻燃改性【81。值得关注的是，酚醛树脂 

可以作为环氧树脂的固化剂，如在酚醛树脂的分子 

链上进一步引入含氮基团制备新型含氮酚醛树脂 

固化环氧树脂，则可以大大提高环氧树脂的阻燃性 

能，同时提高环氧树脂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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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磷元素 

磷是一种易形成化合物的元素，P-O—c键或 

P—C键具有很好的稳定性。且磷类物质易制备、种 

类繁多，引入到环氧树脂的结构中可制备电学性质 

和阻燃性能优良的新型含磷环氧树脂_9lm]。磷系阻 

燃是继卤素阻燃之后兴起的一种无卤阻燃方法，最 

常用的磷系阻燃分子是含有 9，10一二氢一9一氧杂一 

10一磷酰杂菲(DOPO)侧基的物质。 
一 般而言，由于 DOPO分子具有活泼氢结构， 

因此它能作为反应中心构建反应型含磷环氧树脂 

体系，其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1．通过环氧树脂和 

DOPO直 接 反应 得 到 含 磷 环 氧树 脂 ll】，幢】，如 

Canadell等_l11采用阻燃剂 DOPO与环氧丙烷反应 ， 

合成了含磷反应型阻燃环氧化物 DOPO—Gly，在间 

苯二胺作用下进行固化。研究结果表明，与环氧树 

脂 DGEBA相比，含磷反应型阻燃环氧树脂 DOPO— 

Gly显示出更高的阻燃效率，LOI指数从22提高到 

27；2．将 DOPO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含磷中间体，然 

后将中间体与EP反应得到含磷 EP。DOPO的苯二 

酚 衍 生 物 (DOPOBQ)}l3 J和 萘 二 酚 衍 生物 

(DOPONQ)[141、4一(5，5一二甲基一2一氧化一l，3，2一二氧 

磷杂环一己一4一氧基)一苯酚(DODPP)t J、苯丙基(4一 

羟基苯氧基)一环三磷~(PN--OH)l16】等均可作为中 

间体合成添加磷元素的环氧树脂。 

添加磷元素的固化剂可在较低温度下热分解 ， 

形成耐热残炭层，实现阻燃功能。同时，采用含磷固 

化剂制备含磷阻燃环氧树脂可以克服含磷环氧化 

合物自身合成工艺复杂、成本高、难于大规模生产 

等缺陷。目前，含磷固化剂主要有胺类含磷固化剂、 

含磷羟基类固化剂、含磷异氰酸酯固化剂及含磷聚 

砜固化剂 4种。 

胺类含磷固化剂大都是由相应的化合物经硝 

化反应生成硝基化合物，再氢化还原得到胺类化合 

物，该类固化剂可以使环氧树脂的阻燃性与热稳定 

性得到提高。Liu等 】用含苯甲醛、脂肪族二胺以及 

(c H 0)2P(O)H在三乙基胺／乙醇溶液中合成了 

新型固化剂 PEDA。利用 PEDA对环氧树脂进行 

固化，所得体系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从73~C提高到 

147 qC，在700 条件下的灰分含量从 9．3％提高到 

26．7％，LOI值也从 2l提高到 30。 

含磷羟基类固化剂主要包括 DOPO型固化剂 

和含羟基的磷酸酯。Gao等 1利用磷酸与季戊四醇 

进行酯化反应，然后在三聚氰胺一尿素一甲醛体系中 

生成膨胀固化剂(IFR)。采用该类固化剂制备的环 

氧树脂具有较好 的阻燃性能 ，且阻燃性能随固化 

剂质量分数增加而提高。当固化物质量分数达到 

25％时 ，LOI从 20．0提高到 27．2，阻燃性能达到 

UL94V一0级标准。 

Lin等Il9]用 DOPO衍生物和氰溴酸反应 ，生成 

了含磷氰酸酯类固化剂(dopotcy)。当采用 dopotcy／ 

BADCY自固化体系时，DSC性能测试结果表明：自 

固化体系的热分解温度 Td随氰酸盐的增加有明显 

的降低(406℃～348℃)，而玻璃化转变温度 随氰 

酸盐的增加而提高(245 oC一276 oC)。随着磷含量的 

增加，体系的阻燃性能也会增加，纯 BADCY是可燃 

的，当w(磷)=1％时，阻燃性能达到 V一1级，而当 w 

(磷)=1．5％时，阻燃性能达到 V一0级。但遗憾的是介 

电常数和损耗因子略有增加。 

Perez等 利用 自制的含磷聚砜(P—PSu)和普 

通聚砜(PSu)作为 EP体系的阻燃和增韧改性剂结 

果发现 ：当 in(P—PSu)：m(PSu)=25：75时，分解速率 

最快的温度是 402~C，LOI值比不加改性剂的纯 EP 

要增加 25．7％，体系的 也有所增加。 

4 添加硅元素 

有机硅阻燃剂具有低毒 、防熔滴、环境友好等 

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成炭型抑烟剂。有机硅类物质 

除了可以提高阻燃性能之外 ，还通常具有改善基材 

的加工性能、耐热性能的优势。因此作为阻燃剂的 

后起之秀，近 20年来开始得到迅速发展。 
一 般认为，有机硅阻燃剂是按凝聚相阻燃机 

理 ，即通过生成裂解炭层和提高炭层的抗氧化性能 

实现其阻燃功效的。高分子材料中添加有机硅阻燃 

剂后，有机硅阻燃剂多半会迁移到材料表面形成表 

面为有机硅阻燃剂富集层的高分子梯度材料。一旦 

燃烧 ，就会生成聚硅氧烷特有的、含有 Si一0和 

(或)Si—C键的无机隔氧绝热保护层，这既阻止了 

燃烧分解产物外逸，又抑制了高分子材料的热分 

解，达到了阻燃、低烟、低毒的目的。Meenakshi等_21] 

用双(氨基苯氧基)二甲基硅烷与环氧氯丙烷(EHC) 

反应，打开环氧键。然后在碱催化条件下脱除氯元 

素，重新形成环氧基团，获得硅改性环氧树脂 TG— 

Siloxane。将DGEBA与上述环氧树脂用二氨基二苯 

甲烷(DDM)固化，极限氧指数 LOI值可达 33。若以 

双(氨基苯基)苯氧膦(BAPPO)为固化剂，由于磷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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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效应，LOI值可增至 42。 

硅改性的环氧树脂除了单独与固化剂反应 、形 

成固化网络外，也可与传统双酚 A环氧树脂共混后 

进行固化。wu等 用氯化锡催化三硅醇异丁基倍 

半硅氧烷(TPOSS)与异氰尿酸三缩水甘油~(TGIC) 

反应 ，生成一种新 的带有环氧基的倍半硅氧烷 

(NPOSS)。将其与 DGEBA共混后固化 ，TGIC基团 

嵌入环氧树脂网络中，其类笼状结构有效改善了材 

料的热学、力学性质。微尺度燃烧量热实验表明，当 

NPOSS掺杂量为 10％时阻燃效果即有大幅提高，同 

时残炭率较低。 

若有机硅材料具有多氨基结构，则也可作为固 

化剂直接引人到环氧树脂体系中，例如氨基封端的 

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Hsiue等[∞1详细考察了 3 

种带有氨基的含硅化合物固化环氧树脂的效果 ，分 

别是胺基封端的聚二甲基硅氧烷(AS)、二f对氨基苯 

氧基)二甲基硅烷(Ds)和1，3-~(3一氨基丙基)1，1，3， 

3一四甲基双硅烷 fTS)。作为对比，不含硅元素的 

DDM也在同样条件下固化环氧树脂 DG。实验结果 

表明，用 DDM固化的树脂氧指数只有 19，而氨基硅 

氧烷固化的环氧树脂其 LOI值达到 31—34，表现出 

较好的阻燃性能。含硅固化剂与环氧树脂 DG的反 

应活性按照 TS>DS>AS的规律变化，可能是由于碳 

原子数变化导致固化剂与 DG相容性不同。SEM分 

析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猜测，DDM固化产物断面最为 

平整，其他则产生不同程度的褶皱，而 AS固化产物 

在电镜下可以明显观测到相分离。 

含硅固化剂与 DG反应的产物具有更高的热稳 

定性(227～295oC)和残炭率(4．9％～6．2％)。 

5 结语 

在绿色环保的主题下，阻燃环氧树脂的开发已 

经向无卤化、系统化发展。一方面，对磷、氮等相对 

传统的阻燃剂将不断改进、发掘其潜在阻燃性能； 

另一方面，含硅等的一些新型阻燃剂将会被不断地 

开发研究出来。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反应型阻燃 

环氧树脂的研究开发力度，通过深入研究环氧树脂 

材料的燃烧机理，开发新的阻燃途径 ；从分子层面 

出发，对阻燃物进行理性设计、结构剪裁和可控合 

成；充分开发协同阻燃体系，对磷一氮、氮一硅、磷一 

硅、磷一铝等复合阻燃无进行优化组合，以达到最佳 

的效果；简化合成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工业 

化、商品化的进程。总之寻找性能优异、价格低廉、 

绿色环保的阻燃体系必然成为未来环氧树脂材料 

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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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了工业广泛应用的制备硅溶胶的离子交换工艺和单质硅溶解工艺，分析了与硅溶胶 

性能密切相关的钠含量、SiO 含量、pH值、黏度、粒径和稳定性等性能指标的重要性，并汇总了这些 

性能指标的常用测试方法，期望对企业和科研单位硅溶胶的生产和测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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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溶胶是二氧化硅胶体微粒分散于水中的胶体 

溶液，又名硅酸溶胶_11，或二氧化硅水溶胶。 

硅溶胶作为一种优良的无机硅化物产品，已被 

广泛应用于化工、铸造 、纺织、造纸、材料 、涂料 、电 

子、抗静电剂、催化剂等工业。我国从 1958开始硅溶 

胶的生产与应用 ，但至今为止，产品品种 、质量 、数 

量、用途等同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 。 

1 硅溶胶的制备工艺 

目前，大规模生产和应用的是离子交换工艺和 

单质硅溶解工艺 ，其他工艺大多仍处于实验室研究 

阶段。 

1．1 离子交换工艺 

离子交换工艺又称为粒子增长法，是 目前技术 

【17 j Huan Liu，Kai Xu，Hao Ai，Liangliang Zhang，Mingcai Chen．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osphorus —containing 

Mannich-type bases as curing agents for epoxy resin 『J]．Polym． 

Adv．Technol，2009，20：753-758． 

[1 8]M．Gao，W．Wu，Y．Yan．THERMAL DEGRADATION AND FLAME 

RETARDANCY 0F EP0XY RESINS CONTAINING 

IN rUMESCENT FLAME RETARDANT 『J]．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2009，95(2)：605—608． 

[19]CHING HSUAN LIN，KAI ZHI YANG，TSU SHANG LEU，CHUN 

HUNG LIN，JHAO WEl SIE．Synthesis，Characterization，and 

Properties of Novel Epoxy Resins and Cyanate Esters[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Part A：Polymer Chemistry．2006．44：3487—3502． 

【2O]R．M．Perez，J．K．W．Sandler，V．Altst?dt，T．Hoffmann，D．Pospiech， 

M．Ciesielski，M．D?ring，U．Braun，A．I．Balabanovich，B．Seharte1． 

Novel phosphorus-modi?ed polysulfone as a combined ?ame 

最成熟也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工艺。该工艺以水玻璃 

为原料，经过离子交换反应、晶粒的长大、浓缩、纯化 

等步骤制备硅溶胶产品。 

1．1．1 离子交换反应 

先将水玻璃稀释成 SiO 质量含量为 2％～6％l 1 

的稀溶液，按一定流速通过强酸性 H型阳离子交换 

树脂，将水玻璃中的Na 置换成 H ，H 与硅酸钠中的 

SiO：形成具有活性的聚硅酸稀溶液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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