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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增韧改性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Toughening Modification of PET

。摘要： 综述了目前国内外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的增韧改性方法和途径，概述了增锄机理．简介了望科．弹

性体．扩链捌对其改性机理，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Abstract：The toughening modified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at home

and abroad were summarized．The toughening mechanisms of plastics，elastomers and chain

extenders on PETwere briefly introduced．Thedevelopment trend wa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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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是1953年由

Dupont公司最早实现工业化的线型热塑性聚合物，

是典型的半结晶性聚合物，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耐

热性、耐腐蚀性、电绝缘性和力学性能，广泛用于纤

维、薄膜以及饮料瓶领域。但PET作为注塑工程塑

料使用时，还存在着结晶速度慢、尺寸收缩率大、制

品冲击强度低等缺点，在提高结晶速度和结晶度

的同时，导致了制品的冲击强度进一步下降，需要

寻找合适的增韧剂对PET进行改性，以期满足注塑

PET的工艺和物理力学性能的要求。

1增韧改性机理

聚合物的增韧改性一直是高分子科学领域的

重要研究课题。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将弹性体以适

当的方式分散于聚合物基体中以达到增韧的目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增韧机理，

包括早期提出的橡胶增韧机理、银纹．剪切带理论，

后期发展的空化机理、逾渗理论等。

1．1银纹．剪切带理论

在银纹一剪切带理论中，Bucknali掣11阐述了分

散在聚合物基体中的橡胶粒子在增韧体系中发挥

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作为应力集中中心，诱发银

纹和剪切带的形成；二是控制银纹的发展，并使银

纹终止而不致发展成破坏性的裂纹。银纹或剪切

带的产生和发展要消耗大量能量，从而使材料的冲

击强度显著提高。

1．2界面空洞化理论

界面空洞化理论是Sue等【21提出：在外力作用

下，分散相作为应力集中点，在其周围产生三维应

力。橡胶粒子赤道面的基体受到来自粒子压应力

的作用产生剪切屈服；同时由于最大的应力集中在

粒子的两极，当界面黏结较弱时，两极发生界面脱

黏，并扩展到粒子大部分表面，从而在橡胶粒子周

围产生空洞，空洞附近基体的应力状态受到改变而

产生剪切屈服，并向四周扩展，使整个基体发生塑

性变形，阻止裂纹进一步扩展，继而吸收大量的冲

击能，使材料的韧性提高。

1．3逾渗理论

逾渗理论是吴守恒【31用橡胶粒子表面间距腓
为材料脆一韧转变的判据。当橡胶粒子间距较大时，

粒子周围的应力场受其他粒子的影响很小，基体中

的应力场只是这些孤立粒子应力场的总和，共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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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表现为脆性；但是当粒子充分接近至临界值(疋)

时，粒子周围的应力场不仅是简单的加和，彼此间

还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聚合物基体剪切

屈服，使共混物转变为韧性。发生脆韧转变的临界

粒度4值与橡胶的体积分数口，存在如下关系：

反=瓦[(兀／6卿)3—1]叫

一2橡胶弹性体增韧PET
‘。。。。。。。。。。。。。。。。。。。。。。。。。‘。。。。。。。。。。。。。。。。。。。。。。。。‘。。。。。‘。。。’。。。。。。’。。。’。。。。。。。。。。。。。。。。。。。。1。。。。。。。1。。。。。。。。。。’。。。。。。。。。。。。。。1。。。’。。。。。。。。。。。。。。。。。。。。。。。。。。。。。。。。。。。。。。。。。。。。。。。’。。。——

2．1非功能抗冲击改性荆 ；

Abu．Isa【41采用共聚酯热塑性弹性体作增韧剂，

其与PET共混物的冲击强度提高至U206 J／rd。用聚

酯弹性体和多官能团改性PET树脂，将20份ABS与 ；

40份PET共混，产物的冲击强度可提高3倍以上，除对

PET有增韧作用外，还可改进PET的加工流动性【5】。

Cookl61研究了ABS／PET共混体系的形态结构与性

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PET含量的提高，共

混体系的模量、弯曲强度和断裂强度也相应提高，

在PET含量为50％时，体系冲击强度出现极大值。

成都科技大学冯建民等‘”、杭州塑料化工一厂姚凌

等【s1都对PET---"元共混物进行了研究，制得了性能

优良的合金材料。但这些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弊病，

因为PET链段中有极性基团，与这些非极性的增韧

剂之间存在着粒子分散性、相容性的问题，所以此

类方法对PET的增韧效果达不到注塑件的要求。

2．2功能抗冲击改性剂

为了在PET基体中获得良好的分散相粒子，

使用活性抗冲击改性剂也是一种重要手段。

Sanchezl9J在100份PET中掺混15份按枝率为0．6％的 ；

马来酸酐接枝的丁苯橡胶(SBR—g—MAH)，使复合

物的冲击强度比纯PET提高了2．5倍。Wendytlol先

将乙丙橡胶(EPR)与少量乙烯一甲基丙烯酸缩水甘

油酯(E—GMA)预混合，然后再均匀分散在PET中， !

当分散相含量超过30％时，四元复合体系PET／EPR／

E—GMA的冲击强度提高了15倍。李桂娟等[Ill在用

改性的三元乙丙橡胶增韧PET时发现，当EPDM—g—

MAH的含量增加至IJ40％时，韧性最好。陈俊等¨2】

采用POE—g—MAH增韧PET，结果表明，共混物有良

好的相容性，而且其共混体系的拉伸强度增大，显

著提高其冲击强度。程红原掣131研究了用乙烯一

正丁基丙烯酸酯一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共聚物

(PT、们、POE—g—MAH及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酯

核壳共聚物增韧PET／GF，发现PTW的增韧效果最

佳。程军等¨4】也证明TPOE．g．MAH增韧PET，明

显提高了PET的强度。与非功能基团增韧剂相比，

此类增韧剂对PET的增韧效果有显著的提高，很好

地细化了弹性体在PET基体中的分散性，提高了界

面相容性。

也有采用核壳结构的弹性体来增韧PET。

Tanrattanakul[’5]在PET中加入l％的sEBS．g．MAH就使

其断裂伸长率提高10倍。Heino等【l 6】比较了SEBS、

SEBS．g．GMA、SEBS—g—MAH对PET／PP共混物的

增容作用。结果表明，加入5％的SEBS可以起到稳

定分散相和改善冲击性能的作用，但远不及功能化

的SEBS。SEBS—g．GMA为增容剂、PET为连续相

的共混物具有高韧性和高刚性。这些都证明了加

入功能化的SEBS可以使分散相细化和改善界面黏

结性。SEBS．g—GMA的加入使PET玻璃化温度发

生移动，共混物的熔体黏度增加，表明相容剂提高

了PET与PP的相互作用。功能抗冲击改性剂可以

解决PET内极性键与增韧剂中非极性键之间的相

容性，从而提高PET的韧性。

3其他聚酯改性PET

一些聚酯的分子结构与PET相近或相似，两相

部分相容，可通过改性来提高PET结晶性和物理力

学性能。

3．1 PET／PBT共混共聚

PBT(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一般力学性

能均优于PET，并具有良好的韧性，可模塑成型，但

其流动性、耐热性均不女I]PET，且价格较高。PET／

PBT共混物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强

度、刚性和耐磨耗性，其制品有良好的光泽。

Avramova【17J研究了PET／PBT共混体系的相容

性和性能的关系。结果表明，PET／PBT共混物力学

性能提高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无定型相相容。Baird

等¨8]通过加入热致性液晶聚合物(TLCP)微纤提高

了PET／PBT体系的熔点和加工温度，同时也提高其

拉伸强度和拉伸模量。北京化工研究院成功开发

了PET／PBTT_程塑料合金系列，有增强、阻燃、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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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类型，性能优良n91，其主要性能已达到或超过国

外文献报道的同类产品水平。

3．2 PET／PTT共聚

PTT(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与PET、PBT为

同族聚酯，但PTT分子结构中对苯二甲酸单元之间

存在着三个亚甲基，这种结构中奇数个亚甲基单元

会在大分子链之间产生奇碳效应，使苯环不能与三

个亚甲基处于同一平面，由此使得PTT大分子链形

成螺旋状排列，影P向PTT的物理性能，力学性能、稳

定性均高于PBT齐flPET，利用共聚、共混的方法能

综合各自的优势，弥补单一组分性能上的缺陷。

郭春花等[20】介绍了采用直接酯化法合成的

PET与PTT共聚酯，并测定了共聚酯的组成与性能

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PET与PTT共聚酯的染色

性优于纯PET，当PTT的含量小于30％时，其纤维的

上染率随PTT组成的增加而提高，当PTT的含量大

干30％时，其上染率提高不明显；PET与PTT共聚酯

纤维的力学性能随其组分含量不同而变化。

3．3 PET／PEN共混

PEN(聚萘二甲酸乙二醇酯)与PET的结构相

似，在PEN的分子结构中，含有刚性更大的萘环，由

于萘环比苯环具有更稳定的共振结构，分子链的刚

性更大，结构呈平面状，所以其玻璃化转变温度、结

晶温度和熔点均[ELPET高，由于PEN价格高，工业化

生产受到限制。

Dael21l在对PET／PEN共混物研究中发现，在室

温下通过溶液沉淀法制备PET／PEN共混物，当酯交

换反应达到完全无规状态的50％时，共混物不结

晶，并表现出单一的处于PET和PEN之间的玻璃化

转变温度。北京化工研究院【22】研究TPEN与PET共

混过程中的酯交换反应及其共混物，认为PEN的适

量加入可以提高PET瓶的耐热性。

3．4 PET／PC共混

PC(聚碳酸酯)的耐热性很好，但耐老化性和

流动性较差，由于PET和PC同属线型聚酯，相容性

较好，在PC质量分数高达50％的情况下，共混体系

只有一个玻璃化温度(疋)，PC含量更高时才会发生

相分离[231，当PET／PC质量比在60～70／40～30时，所

得产品性能最好。Plastics Engineering公司在PET／

PC共混物中加入少量的马来酸酐接枝PE，使共

混物获得优良的抗冲击性能【241。莫贝化学公司将

PET、PC矛WABS进行三元共混，以滑石粉为成核剂，

并在其中加入0．5％的界面改性剂(苯乙烯／甲基丙

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醚共聚物)，获得良

好的共混效果，而且大大提高了共混物热处理后的

抗冲击性制25J。
前三类聚酯(PBT、PTT和PEN)与PET属于同

族聚酯，两者除了有共混的作用外，还存在共聚反

应，有扩链的作用，可提高分子量及综合性能。前

人对PBT与PET的共混共聚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后两者与PET共混共聚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后两

者与PET共聚时，存在着酯交换反应，从而导致产物

无法结晶，并对产物的力学性能和热性能带来不利

影响，从而无法用PEN、PTT来增强增韧PET。

4其他方法改性PET

除了采用增韧剂提高PET的韧性，还可用扩链

剂提高PET分子量，从而提高PET的韧性，也有同时

使用扩链剂和增韧剂来增韧PET，常用的有均苯四

甲酸酐、环氧树脂、异氰酸酯类、嗯唑啉类及酸酐类

等。

4．1 PET／PA共混

PET和PA共混物是不相容的晶晶共混体系，对

此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两者相容性的

问题上。在PET／PA6中加入5％～15％的聚烯烃接枝

物，冲击强度可提高1．5～3倍，拉伸强度提高2倍以

上，综合性能较好Ⅲ】。

4．2 PET／聚醚共混

PET与聚醚共混主要改善材料的冲击强度，在

PET与lo％聚烯烃共混物中加入仅3％的聚醚，就

可以明显改善冲击强度和加工性能田】。

4．3 PET／扩链剂

Incarnato等脚1研究了均苯四甲酸酐(PMDA)

对回收PET(rPET)的扩链作用以及均苯四甲酸

酐用量对共混物韧性的影响，并与瓶用PET原生料

(r／=0．74dL／g)进行对比。结果表明，rPET的黏

度随着PMDA用量的增加而升高，且当PMDA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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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75％时，黏度达到0．77dL／g，有较宽的分子量分

布和分枝现象。蔡长庚等口卅用2，2一双(2．嗯唑啉)

(BOZ)与邻苯二甲酸酐联用对特性黏度为0．41 ldL／

gI拘rPET进行改性，当单用BOZ扩链时，rPET的特性

黏度增加了约10％，达到0．457dL／g，而BOZ与邻苯

二甲酸酐联用后，特性黏度达到0．695dL／g，提高了

近75％。因此，采用扩链剂联用的方法较好地实现

了对rPET改性增黏的目的。郭卫红等【3叫研究了用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为反应性交联

剂，在PET／PC体系中加入第三组分SEBS(其质量

比为72：20：8)作为相容剂，当MDI的用量由0．7％提

高到0．9％时，复合体系的缺I=1冲击强度迅速提高，

达到57．65kJ／m2，成为一种超韧材料。因MDI与

PET反应时会有水生成，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应采取

措施除去水。

5结语

由于PET的价格比PBT和PC低，其力学性能和

耐温性能优于PBT，故在1985年的世界工程塑料

会议上，美国Allied公司预言，热塑性聚酯中PET将

占优势。由于PETT程塑料制造中的一些关键技

术问题已逐步解决，目前正处于开发产品、拓宽市

场阶段，如能在汽车工业上得到进一步的应用，其

潜在市场是相当大的，例女[]Mitsubishi Motors公司

已经研发了一种用玻纤增强改性废lHPET注塑成

型的l 900cm2的引擎盖，Toyota Gosei公司矛HToyota

Motors公司也用玻纤增强PET生产汽车引擎盖。

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国外仅用于工程的PET总量就

超过140kt(2005年)，而在我国，目前PET主要用于

纤维、饮料瓶和薄膜领域，工程塑料的用量只占其

消费总量的1．6％，国内市场PET-l-程塑料几乎全部

靠进13，仅节能灯头、计算机及插接件、电视机支架

等年用量在15万t左右，加上汽车配件等用量在20

万t以上。而且真正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只有北京化

工研究院、上海涤纶厂等几家，并且生产规模小，品

种少。鉴于PET在价格和性能上的优势，进一步研

究和开发PET工程塑料不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迫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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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加拿大将建废塑料炼油商业装置

据加拿大310控股公司发言人称，该公司计划10月

底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建造一套商业

级废塑料炼油装置，建造该装置所需的设备一半已交

货。

该装置采用一种专车lJ催化剂，将被熔化的废塑料转

变成一种与柴油类似的物质，每天能加工废塑料20t，每

加工lkg塑料可炼油lL。

通过热转化用废塑料炼油并不是一种新方法，但近

年来颇受关注。俄亥俄州阿克伦城一家循环技术公司

Polyflow一直在努力商业化一种类似技术，并已与该州

Stow市平flHiram大学建立了供应协议；聚合物能源公司

目前在亚洲已有3套塑料热转化装置在运行；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也开发出一项技术可将废塑料熔化成一种

可用于煤燃烧时的添加剂。

盘锦：打造现代化塑料贸易加工基地

日前，东北三省塑料产业高峰论坛在盘锦举行。在

该论坛上，沈阳金沃特管业有限公司、上海亿浪管业有

限公司等18家企业签约入驻辽宁华塑塑料产业园，总投

资3亿元。同时还有25家意向入驻企业，投资近SiL元。

据介绍，辽宁华锦集团45万t乙烯改扩建工程即将

试车投产。届时，华锦集团将形成7l万t乙烯和100万t聚

烯烃树脂的生产能力。盘锦市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

优势，建设了辽宁华锦精细化工园、辽宁华塑塑料产业

园等，重点发展塑料加工、塑料原料贸易及仓储物流等

项目，全力打造北方现代化塑料贸易加工基地。

首批入驻华塑塑料产业园的18家企业，预计可实现

年产值lOtL元。这些项目的签约入驻正式拉开了盘锦

打造塑料产业集群的序幕，对于改善塑料产业结构、扩

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档次、推动经济由资源型向加工

型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冠新型材料年产10万t降解塑料工程开工

河南天冠新型材料公司年产10万t全降解塑料项目

工程在河南南阳市开工奠基。据悉，这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用二氧化碳废气合成全降解塑料工程，其工艺技术在

生物新材料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天冠新型材料公司年产10万t全降解塑料项

目，总投资9．6tL元，项目工期为3年，前期为半年，一期年

产2．5万t生产线投资2．3t'L元，建设期为一年，一期投产后，

年新增销售收入6fL元以上，实现利税1．5亿元以上，利润

7 500万元。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将达25．6

亿元，实现利润3．2亿元，同时每年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废

气10万t，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用二氧化碳合成全降解

塑料是把破坏全球生态环境的二氧化碳废气，聚合成全

降解塑料。目前，市场上的塑料制品大多以石油为原料，

不仅成本高，而且使用后不易降解，严重污染了环境。

该项目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不但完善了天冠集团

生物能源、生物化工的产业链条，同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节约石油资源；聚合成的环保塑料还可完全生物降

解，能从根本上解决白色污染这一世界性危害，其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显著，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经济技

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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