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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增容 PA6/PBT共混体系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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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熔融共混制备了 SM A增容的 PA6/ PBT 共混物, 研究了增容剂对 PA6/ PBT 共混体系聚集态

结构及力学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 SM A能有效地提高 PA6/ PBT 共混体系两相间的相容性, 降低分散

相尺寸,使分散相分布均匀, 同时有效地提高了共混体系的力学性能。 通过对试样进行热处理, 探讨了

不同热处理温度对 PA6/PBT 共混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 热处理能提高共混物的拉伸强度,

但导致共混物的缺口冲击强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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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6 和 PBT 是汽车行业 、家电 、工业等领

域广泛应用的工程塑料 。由于 PA6 与 PBT 的

熔点和黏度比较接近且 PBT 的价格远低于

PA6, 因此,研究开发 PA6/PBT 共混体系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前为止, 国内外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解决其相容性问题上, 并用相形态和

力学性能相结合来反映相容效果
[ 1 ～ 4]

。本文

主要利用分散相粒径大小与力学性能相结合来

反映相容剂 SMA 及其含量对 PA6/PBT 共混

体系的相容效果,并进一步由退火处理后的力

学性能来反映 SMA的相容效果。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

PA6(牌号 1013B) :日本宇部产品;PBT

(牌号 S3130) ;江苏仪化集团公司工程塑料厂

产品;SMA( MA 含量为 18%) :上海石化产品。

1.2　PA6/PBT共混物的制备及表征

1.2.1　试样制备:首先将 PA6 、PBT 和 SM A

于80 ℃真空干燥烘箱中干燥 24 h 。将干燥好

的 PA6 、PBT 及 SMA按 70/30/0, 70/30/3, 70/

30/6, 70/30/9, 70/30/12 配比混合均匀, 然后

在 TE-40 型同向双螺杆挤出机上挤出造粒 。

挤出机螺杆转速为 200 r/min, 下料转速为 15

r/min, 1 ～ 7段温度分别为 210 ℃、215 ℃、220

℃、225 ℃、230 ℃、235 ℃、240 ℃、245 ℃,共混

物经干燥后, 在 CJ80MZ-NCⅡ型注塑机上制成

符合 ISO标准的性能测试样条 。

试样的热处理:把所制样条分别在100 ℃、

120 ℃、140 ℃、160 ℃保温6 h, 进行退火实验,

然后测其拉伸及冲击性能。

1.2.2　力学性能测试:将制得的哑铃形样条在

WDW-10C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

拉伸性能测试, 拉伸速率为 50 m m/min, 实验

温度为 23 ℃;缺口冲击强度测试按 ISO180标

准在ZBC-4B型摆锤冲击试验机上测试。

1.2.3　共混物聚集态结构观察:将待测样品置

于液氮中15 min后, 取出脆断, 置于 10%KOH

乙醇溶液中刻蚀 2 h, 刻蚀掉表面的 PBT 粒子,

真空干燥, 表面喷金后用 KYKY-2800B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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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显微镜观察 PBT 在 PA6中的分散状态,

用 Image-pro 图形处理软件分析 SEM 图片, 定

量测得分散相数均直径。

2　结果与讨论

2.1　相形态

Fig .1 为 PA6/PBT 及 PA6/PBT/SM A 共

混物脆断断面经 KOH 刻蚀后的 SEM 照片, 图

中的空洞为被刻蚀掉的 PBT 分散相 。由 Fig .1

(a)可看出, 未增容共混物中连续相 PA6 和分

散相 PBT 界面清晰, PBT 颗粒粗大, 说明两相

之间相容性很差。在加入 SMA 后, 分散相

PBT 粒径明显减小, 且分散均匀 。Fig.2 为

SMA含量与分散相粒径的关系,未增容共混物

的分散相粒径为 1.55 μm 。SM A 增容的共混

物中,添加 3%SMA可使分散相平均粒径锐减

到 0.27 μm 。此后分散相的粒径变化进入“平

台区”, SMA 含量的增加只能使分散相尺寸略

有降低, 当 SMA 含量为 9 %时, 分散相尺寸取

得最小值 。当 SM A 含量达到 9%后, 再增加

SMA含量,分散相尺寸也随之增加 。使分散相

尺寸进入“平台区”的相容剂浓度被称为临界胶

束浓度( CMC) [ 6, 7] , 即相容剂微胶束形成时的

浓度。“平台区”的出现表明两相间的界面被完

全浸润, 而“平台区”之后分散相尺寸随相容剂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可能是由于相容剂相互聚集

并扩散到基体中形成微胶束, 因此降低了界面

处相容剂的连续性和含量, 从而导致了分散相

尺寸的增加[ 8, 9] 。

( a) PA6/ PBT=70/ 30　　　　　( b) PA6/ PBT/S MA=70/ 30/ 3　　　　　( c) PA6/ PAB/ SMA=70/ 30/ 6

( d) PA6/ PBT/S MA=70/ 30/ 9　　　　　( e) PA6/ PBT/ SMA=70/ 30/ 12

Fig.1　SEM photomicrography for PA6/ PBT/ SMA blends

2.2　SMA含量对 PA6/PBT共混物力学性能

的影响

2.2.1 　缺口冲击强度:Fig .3 给出了 PA6/

PBT/SMA共混物的缺口冲击强度与相容剂

SMA含量的关系 。由图可见, 随着 SMA 含量

的增加,共混物的缺口冲击强度先线性增加, 当

SMA含量为 9%时, 缺口冲击强度达到最大

值 。再增加 SMA 含量, 缺口冲击强度反而下

降 。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所造成:( 1)过

多的 SMA 会在 PA6 基体中聚集, 从而对共混

物的性能产生影响;( 2)当反应生成的 PA6-g-

SMA-g-PBT 共聚物达到一定量 (临界胶束浓

度)时, 反应生成的 PA6-g-SMA-g-PBT 共聚物

会产生聚集,降低在界面的连续性或离开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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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入基体, 从而导致界面的相容剂的连续性

和浓度降低。Fig.3表明, SMA 含量为 6%～

9%时增容效果较好,可以看出, 没有添加 SM A

的情况下, 缺口冲击强度低, 只有 3.2 kJ/m
2
,

相容剂加入以后,共混物的缺口冲击强度显著

增加, 当 SMA 的含量达到 9%时, 缺口冲击强

度达到了 4.5 kJ/m
2
, 是未增容共混物的 1 .5

倍。

2.2.2　拉伸强度 :Fig.4 为 PA6/PBT/SM A

共混物的拉伸强度随 SMA 含量的变化。从图

可以看出, 增容共混物拉伸强度明显高于未增

容共混物。共混物的拉伸强度随 SMA 含量的

增加,其变化趋势与冲击强度类似,也是先提高

后减小, 在 SMA 含量为 9%时最大, 从 59.2

M Pa提高到 68.6 M Pa。这是因为加入 SMA

后,促进了分散相的分散, 改善了相容性,强化

了相间的粘接强度。

2.2.3　断裂伸长率:Fig.5为 PA6/PBT/SMA

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随相容剂 SMA 含量的变

化 。SMA增容共混物的断裂伸长率也有提高,

在加入 3%时达到最大值 。然后, 随着 SMA加

入量的增加,又开始变小。

Fig.2　Effects of SMA content on

dispersed phase particle size

Fig.3　Effects of SMA content on

impact notched strength

Fig.4　Effects of SMA content on

tensile strength

Fig.5　Effects of SMA content

on tensile elongation

2.3　热处理对共混物性能的影响

Fig .6及 Fig.7分别为热处理温度对共混

物拉伸及冲击性能的影响。由 Fig.6 可以看

出,经过退火处理后,未增容及增容共混物的拉

伸强度都有增加,且随热处理温度的上升,拉伸

强度也上升 。未增容共混物的增加趋势当热处

理温度达 100 ℃后明显趋于缓和, 而增容共混

物则基本呈线性增加的趋势 。由 Fig .7 可见,

随着退火处理温度的提升, 缺口冲击强度呈下

降趋势 。但加入 9%相容剂共混物的缺口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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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temperature

on tensile strength

Fig.7　Effects of heat treatment temperature

on impact strength

强度比未增容共混物缺口冲击强度的下降幅度

小。其原因可能为 PA6和 PBT 都是结晶度大

的聚合物。在注射成型时,可能由于冷却速度

过快等工艺条件导致其结晶不完全 。在退火过

程中,没有完全结晶的部分充分结晶了,结晶性

得到了改善。结晶度的增加使分子间的作用力

增加,因而拉伸强度提高 。另一方面,退火过程

降低或消除了试样在加工过程中因各种原因造

成的内应力。所以, 经退火处理的试样的拉伸

强度比未处理的大, 但大到一定程度趋于平缓 。

随着退火处理温度的提升, 缺口冲击强度呈下

降趋势 。这可能是退火处理使共混合金试样原

有的结晶更完善,分子链排列更加紧密,活动余

地更小,材料断裂吸收能量的能力下降,使得冲

击强度呈下降趋势, 冲击强度下降的另一个可

能的因素是共混合金在退火过程中, 相分离更

加充分 。

3　结论

( 1)由力学性能和扫描电镜可以看出相容

剂 SMA的加入, 能明显提高 PA6/PBT 共混合

金的性能,当 SMA含量为 9 %时, PA6/PBT 合

金的综合力学性能最好,相容效果也最好 。

( 2)从退火处理前后力学性能变化图可以

看出,随退火处理温度提高, PA6/PBT 共混物

的拉伸强度随之提高,而缺口冲击强度随之下

降,并且加有相容剂的共混物在退火过程中,更

能体现相容剂的相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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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效果受到一定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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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Property Blending of Polyacrylonitrile and Dimethyl

Formamide Intercalated Kaolinite

JIA Zhao, YANG Yan-gong

( Col lege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 China)

ABSTRACT:Dimethy l formamide intercalated Kaolini te ( DM F-Kaolinite ) was blended w ith

polyacrylonit rile-dimethyl form amide ( PAN-DMF) aqueous solu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blend was

characterized by Fourier t ransformed infrared spect roscopy ( FT-IR) and X-ray diff ractometry ( XRD) .
Both the flow property and f lame retardant property w ere investigated .IR and X-ray diff raction

indicate that the interlayer spacing of DMF has been expanded, which is at 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PAN has been intercalated into the layer of the DMF.The LOI of the blend is enhanced from 18% to

22%, which reveals that the flame retardant property has been improved .In addi tion, the f low

property has not changed much .

Keywords:polyacry loni trile;dimethyl fo rmamide;kaolinite;intercalation ;b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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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ylon-6/PBT Blends

Compatibilized with Styrene/Maleic Anhydride Copolymer

LUO Zhu1, 2, ZH U Hong1, 2, YU Jie1, 2, QIN Shu-hao2, 3, GUO Jian-bing1, 2

( 1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Metallugry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03 , China;2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ounding and Modif ication of Polymeric Materials, Guiyang

550014 , China ;3 .Department of Polym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 iang

Universi 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Blends of PA6 w ith poly ( butylenes terephthalate) ( PBT) and styrene/maleic anhydride

(SMA) were prepared by twinscrew ext rusion and injection molding.The morphology ,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blends w ere studied.The morphology of the blends w as evaluated f rom the etched

surfaces of cryogenically f ractured specimens with scanning elect ron microscopy.The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show that the PA6 /PBT/SMA blends exhibit a finer and more unifo rm rubber dispersion

than the PA6/PBT blends due to the in situ interfacial chemical reactions.The overall mechanical

property im provement of the compatibilized blends than the uncompatibilized counterparts is drastic.
While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the SMA copolymer clearly leads to more ef ficient dispersion of the

PBT phase, there is an optimum level of SM A to achieve maximum mechanical properties.The

mechanism of this convent ional reactive com patibilization sy stem has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

Keywords:PA6;PBT ;SM A;compatibil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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