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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ABS) 及玻璃纤维( GF) 为原料，以苯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 SMA) 作为界

面相容剂，研究界面相容剂对玻璃纤维增强 ABS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及界面粘接的影响。结果表明: 加入 SMA 玻纤增

强 ABS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明显提高; 随着玻纤质量分数增加，复合材料的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均逐渐增加，冲击强

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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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 copolymer ( ABS) and glass fiber ( GF) as raw materials，styrene-maleic

anhydride copolymer( SMA) as the compatibilizer，the effects of compatibilizer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interfacial

adhesion of the composites reinforced by high strength fiber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lass

fiber and ABS could be improved by adding SMA． Tensile strength and flexural strength of PA6 /ABS blend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glass fiber，but impact strergth of PA6 /ABS blends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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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是一种具有较好的耐冲击性，耐化学性，优良的电性

能，良好的加工性，以及较高性价比的热塑性工程塑料，广泛应

用于汽车、电子电器、轻工、建筑等行业。国内外关于玻纤表面

改性进行了大量研究［1 － 2］，常见的是偶联剂用于不同纤维的表

面处理，也有采用马来酸酐接枝物提高界面性能的报道。用

SMA 分别作为玻纤增强 ABS 复合材料的增容剂已得到广泛研

究［3 － 11］，它们一方面与 ABS 中的 SAN 相有良好的相容性，同时

与玻璃纤维上的亲水基团发生反应，因此 SMA 可作为玻纤增强

ABS 复合材料的增容剂。

文章采用 SMA 作为相容剂，可以与玻纤表面发生化学反

应，并提高界面粘接性能，研究界面相容剂以及玻纤含量对复合

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 1 原料
ABS: PA757，奇美公司;

SMA: 218，上海石化;

长玻纤: 988，经过偶联剂处理，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使用前，ABS 与 SMA 于 80 ℃真空干燥烘箱中干燥 24 h，长

玻纤在 80 ℃烘箱中干燥 4 h。

1． 2 主要仪器及设备
同向双螺杆混炼挤出造粒机: TSE-40A，南京瑞亚高聚物制

备有限公司;

注塑机: CJ80MZ-NCII，震德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液晶式摆锤冲击试验机: ZBC-4B，深圳市新三思计量技术

有限公司;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 WdW-10C，上海华龙测试仪器

公司;

扫描电子显微镜: KYKY-2800B，北京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1． 3 样品制备及表征
将干燥后的 ABS、SMA 按一定质量配比( 表 1 ) 在高速混合

机中混合均匀，然后在同向双螺杆挤出机上挤出造粒，主机螺杆

转速为 200 r /min，温 度 分 别 为 205、210、215、220、225、230、

225℃，长玻纤从玻纤口加入。共混物粒料经干燥后，在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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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制成符合 ISO 测试标准的样条。

表 1 配方

样品 w( ABS) /% w( SMA) /%

1# 100 0
2# 95 5

将制得的哑铃形样条在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拉

伸与弯 曲 性 能 测 试，实 验 温 度 为 23 ℃。冲 击 强 度 测 试 按

ISO 180标准在摆锤冲击试验机上测试，每组测试样条 5 根。

样品经真空镀金后，采用扫描电镜观察复合材料的拉伸断

裂形貌。

2 结果与讨论

2． 1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采用 SMA 增容剂制备 ABS 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玻纤含量的增加，ABS 复合

材料的拉伸强度和弯曲强度逐渐提高，断裂伸长率先下降而后

基本保持不变，ABS 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呈下降的趋势。与未

处理的 ABS 复合材料相比，相容剂的加入，明显改善了 ABS 复

合材料的拉伸、弯曲和冲击性能。

图 1 玻纤含量对 ABS 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2． 2 复合材料的微观形貌

硅烷偶联剂作为玻纤表面改性剂已被广泛研究［1 － 2］，反应

如图 2( a) 所示。SMA 作为玻纤增强 ABS 复合材料的增容剂已

广泛研究，它一方面与 ABS 中的 SAN 相有良好的相容性［9］，同

时 SMA 中的马来酸酐功能团与玻璃纤维上的亲水基团发生

( a) 硅烷偶联剂反应机理; ( b) SMA 中马来酸酐功能团与玻璃纤维上的亲水基团反应机理。

图 2 反应机理

反应，如图 2( b) 所示。图 3 为 ABS 复合材料拉伸断裂断面的

SEM 照片。

( a) GF /ABS; ( b) GF /ABS /SMA。25 %GF。

图 3 玻纤增强 ABS 复合材物的扫描电镜照片

比较发现，未处理的 ABS 复合材料断面上玻璃纤维与基体

开裂现象严重，界面分离明显，存在着大量的玻璃纤维拨脱，基

体与拨出玻璃纤维界面都比较光洁，基本没有粘附树脂，说明材

料的界面结合差。当复合材料中使用 SMA 后，仍出现大量的玻

璃纤维拨脱，基体与拨出玻璃纤维界面都比较光洁，基本没有粘

附树脂。

3 结论
1) 随玻纤质量分数的增加，复合材料拉伸强度、弯曲强度

随之增加，冲击强度随之下降，断裂伸长率先下降，而后基本保

持不变。

2) 加入 SMA 界面相容剂，与未处理的 ABS 复合材料相比，

ABS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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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逐渐破裂，到 24 h，有一半小球破裂，48 h 还可以看到少许没有 破裂的小球，到 72 h，几乎看不到小球。

3 结论
实验采用羟丙基壳聚糖包覆胰岛素制备的微球，形态规整、

粒径较小且分布较窄，包埋率较高。根据微球的结构分析，微球

的壳材和芯材有一定的相互作用，但作用较弱，主要是一种物理

包覆方式。微球的稳定性考察结果表明: 在室温放置 6 个月内，

外形、粒径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人工胃液中，4 h 内无破裂现象;

模拟肠液中 12 h 就有少许破裂 ，72 h 全部破裂。以上结构说

明: 微球大小复合药用需要，物理的包覆方式能够让药物从微球

中释放出来，体液中稳定时间满足人体吸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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