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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的共混改性

文章编号：1加5．3姗(20晒)03枷17—晒

刘冠生。梁基照‘1’

(华南理工大学工业装备与控制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摘要： 简要介绍了聚苯硫醚(鹏)与其他聚合物进行共混改性的研究进展。着重讨论了PPs／PA66、PPS／
PC、PPs／PPo等的共混及其性能。此外，展望了PPS合金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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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硫醚(PPS)是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热塑性工

程塑料，它的突出特点为耐高温、耐辐射、耐腐蚀、无

毒、难燃及良好的加工性能，是一种能够在恶劣环境下

长期使用的特种工程塑料。但PPS属于高结晶树脂，

分子链较为僵硬，熔融流动性较差，材料的脆性较为显

著，限制了其作为冲击部件使用。此外，PPS的价格十

分昂贵。

将不同类型的聚合物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共混，

不仅可以显著改善原聚合物性能，还可以大幅度降低材

料的成本。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对PPS的共混改性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1。J。目前，已工业化生产的共混改性体

系有PPS／PC、PPS，PA66、PPS／PPO和PPS／PIHl等。

1 PI'S／PA66共混体系

PPs／尼龙66(PA66)是一个成熟的共混改性体系。

由于PPS和PA的溶解度参数分别为12．5和13．6，具有

良好的热力学相容性，高温下几乎可以以任何比例混

溶。但是，由于共混树脂无增强基增强，其力学性能较

差，从而限制了其在工程领域的应用。对于要求强度

高、韧性好、耐高温的工程塑料，通常加入增强材料(如

玻璃纤维、碳纤维或植物纤维等)。研究发现，40％玻璃

纤维(GF)增强PPs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较好，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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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GF含量的基础上探索PA66含量对合金性能的影

响。一般来说，影响共混合金的因素除了共混比和GF

含量外，还有相容剂、螺杆转速以及模具温度等HJ。

1．1 共混比和相容剂对珊斟MGF复合材
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尽管PPS与PA66二者的溶解度参数较为接近，但

是两者的结构却相差很大，因而共混后难以形成理想

的合金。为了进一步改善它们之间的相容性，常常需

借助相容剂增容。为此，涂开熙[5】等人先在无任何相

容剂存在条件下，对PPS和PA66在一定比例范围内进

行共混试验，确定最佳的配比，然后加入采用接枝反应

制成的带官能团的接枝聚合物(GP)作为相容剂，再进

行共混，结果如表l、表2所示【5 J。

表1 共混比对PPS，PA66(40％GF)复合材料性能影响

疆尉P^66 璩f∞四|踯均|弛∞|舶∞}鼬∞i加W|∞鼬|弛％|m

拉仲强度(獬a) 148．O 153．0 161．0 157．O l船．o 139．0 131．3 127．5 123

弯曲强度(Ⅲ)a) 235．8 251．2 253．5 249 234．4 190．6 157．6 147．3 147．6

缺口冲击强度
． 13．6 10．5 8．8 7，6 6．8 6．4 6．1 5．9 4．8

(kJ，一)

热变形温度(℃)231．4 236 249 244 237．6 238 249 253 255

表2相容剂对P咧PA66(40％GF)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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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环氧树脂含量对PPs，PC共混体系拉伸模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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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树脂含量，phr

图4环氧树脂含量对PPs，Pc共混体系拉伸强度

的影响

称的介质损耗因数(tan6)峰值形状。此外，随着环氧

树脂含量的增加，共混体系的Tg相应提高。当加入

14phr环氧树脂时，Tg接近140℃。其原因是之前已经

降解的PC分子量得到回复。

此外，SEM图表明【7]，未增容共混物中大小不一的

空洞是Pc区域，而加了2phr环氧树脂后就很难看到

Pc区域。当加入11phr环氧树脂后，Pc区域完全消

失，成均一体系。这说明PPS／PC共混体系在相容剂下

形成较强粘结力，性能得到改善。

在PPS中加入PC后，还可以提高混合物的冲击强

度和耐燃性。该混合物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电性能

及加工性能，主要应用于机械行业、电子电气以及汽车

行、l业。

O 20 40 60 80 100 120 l加160 180

温度。℃

图5混合物的DMA温谱图

3 PIlS／聚苯醚共混体系

未经改性的聚苯醚(PPo)树脂具有良好的力学性

能、电性能、耐热性、阻燃性以及化学稳定性等，但是它

的耐溶剂性差，制品容易发生应力开裂，缺口冲击强度

低。此外，PP0熔体粘度高，加工性极差，不能采用注

射方法成型，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为此，人们对PP0

进行了各种改性。涂开熙等人[51通过在PPo分子链

上引入极性基团，并辅以适当相容剂与PPS共混挤出，

制备出综合性能优异的PPS／PPO合金，性能如表4所

示‘5J。

表4 P蛉，PPo合金与增强PPs性能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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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幻ct： It prepa捌t}le compatibilizer of HDPE—g—MAH by means 0f melt鳓ing method．It studied the inn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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