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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硫化E PD M／PP热塑性弹性体等
0日
l皿结晶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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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高性能聚合物及成型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山东青岛，266042)

摘要：采用差示扫描量热仪(DSC)对比研究了聚丙烯(PP)和动态硫化三元乙丙橡胶／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EPDM／PP

TPV)的等温结晶行为，并用Avrami方程对其进行等温结晶动力学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同的结晶温度下，EPDM／PP

TPV比PP结晶更快。2种试样的等温结晶行为符合Avrami方程，在相同的结晶温度下。TPV的Avrami指数n比PP的

低，半结晶时间tl／2比PP的低。结晶速率常数k比PP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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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sothermal crystallization behavior of EPDM／PP TPV contrasting to

PP was investigated via DSC．The Avrami equation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isothermal

crystallization kinetics of EPDM／PP TPV and PP．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ystalliza—

tion rate of TPV is faster than that of PP under the sam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Avrami equation is satisfying in describing the crystallization behavior of the two sam—

pies．Under the sam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Avrami exponents以and crystalliza—

tion half-time t1／2 of TPV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PP，while crystallization rate constant

k is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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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sothermal crystallization kinetics

动态硫化三元乙丙橡胶／聚丙烯热塑性弹

性体(EPDM／PP TPV)是由EPDM橡胶和PP

树脂加入交联剂一起熔融共混的同时。在高速

混合和高剪切力作用下，橡胶“就地”被硫化而

形成的共混物。1981年美国的A．Y．Coran等

用动态全硫化的方法制备了全交联型的聚烯

烃热塑性弹性体，并从材料的选择到性能等方

面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工作[1]，此后TPV的研究

开发日益受到重视，许多研究人员从流变性

能、形态结构、动态黏弹性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213]。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动

态硫化EPDM／PP TPV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迄今，关于EPDM／PP TPV的制备工

艺、形态结构、硫化体系等已有较多报道[4书]，

而关于EPDM／PP TPV中PP结晶行为的报道

较少r7‘。下面研究了EPDM／PP TPV和PP等

温结晶行为的差异，并对其动力学行为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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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组分结晶行为的影响。

1试验部分

1．1 原材料

EPDM，4551A，荷兰DSM公司；PP，T30S，

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熔体流动速率(MFR)为

3．12 g／10mim辛基酚醛硫化树脂，202，山西化

工研究所；SnCIz·2H。O，天津市博迪化工有限

公司。

1．2试样制备

配方中，EPDM，100份；PP，66．7份；辛基

酚醛硫化树脂，3．0份；SnCl2·2H20，0．3份。

将SnCI。·2H。O在开炼机上加入到EPDM

中，制成母炼胶。将密炼机升温至180℃，调整

转速为80 r／min，将PP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

7 min，使其熔融；然后加入EPDM母炼胶共混

5 min；最后加入辛基酚醛硫化树脂进行动态硫

化10 min。动态硫化结束后取试样用于DSC

测试结晶行为。

1．3结晶行为测试

用瑞士梅特勒一托利多公司的DSCl／700型

DSC测试试样的等温结晶行为。试验条件：氮

气气氛。取试样8～10 mg，从室温开始以

20℃／min升温至220℃，保持恒温5 min消除

试样的热历史，再以50℃／rain快速降温至设

定的温度进行结晶，记录结晶过程中的热流随结

晶时间的变化。PP的等温结晶温度范围为

120～130℃，EPDM／PP TPV的等温结晶温度

范围为122～132℃。

2结果与讨论

2．1 等温结晶DSC分析

EPDM／PP TPV和PP在不同结晶温度下

的等温结晶DSC曲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结晶温度的提高，

EPDM／PP TPV和PP的结晶峰均明显右移，

说明结晶所用时间延长，结晶速率下降。这是因

为较高的结晶温度会使得大分子运动更加剧烈，

致使晶核不易形成或形成的晶核不稳定。从而导

致结晶时间延长，结晶速率下降。同时也表明

温度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在相同的温度(如124℃和130℃)下，

EPDM／PP TPV比PP结晶所用的时间明显更

短，结晶速率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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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PDM／PP TPV和PP的等温结晶DSC分析

2．2相对结晶度与时间关系

根据DSC在一定温度下结晶热焓(H)随时

间的变化可定义出在某时刻t的相对结晶度

X(￡)：

rf r。。

X(f)一I(dH／dt)dt／I(dH／dt)dt (1)
J 0 J 0

EPDM／PP TPV和PP在不同结晶温度下

的相对结晶度与时间的关系见图2。

可以看出，图2中曲线均呈S形，这表明不

同结晶温度下试样的晶体生长大致可分为3个

阶段：结晶诱导初期，相对结晶度未发生明显变

化；然后，相对结晶度随时间延长迅速增长；最

后，在结晶后期，结晶速度明显变慢，直到达到最

大值。从图2中曲线也可看出，随着结晶温度的

提高，试样完全结晶所用时间延长。

在相同结晶温度下，EPDM／PP TPV的相

对结晶度X(￡)随时间变化的速率明显比PP快，

如在126℃下，TPV达到相对结晶度100％的

时间为318 s，而PP达到相对结晶度100％结晶

的时间为52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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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等温结晶过程Avrami方程分析

聚合物的等温结晶动力学可以用Avrami

方程来描述，根据Avrami方程，相对结晶度可

表示为：

X(￡)=1--exp(--kt”) (2)

其中，竹中为Avrami指数，与成核机理和晶

体生长方式有关；愚为结晶速率常数，t为时间，

对方程(2)进行处理，则有：

lg{一lnl-1一X(￡)])=nlgt+lgk (3)

以lg{--lnl-1一x(f)])对lg￡作图可得一直

线，其斜率为，z，截距为lgk，以此即可求出7／，愚。

半结晶时间t。／2是相对结晶度达到50％时

的时间，是表征结晶速度快慢的一个重要参数。

t，，。的值越小，表明结晶速度越快。试验试样在

不同温度下结晶的t。，。可以从图2得到，也可以

依据方程(4)来计算获得：

t1／2=(1n2／k)17“ (4)

EPDM／PP TPV和PP在不同结晶温度下

的lg{一In[-1一X(f)]}和lgf的关系见图3，由图

3得到的动力学参数列于表1。其中，t。／。的2个

值分别根据图2及公式(4)得到。从表1中数据

可以看出，tl／z随着结晶温度(￡。)提高而增大。在

相同的久下，例如在124℃，PP的t1／z(117 s)比

EPDM／PP TPV的t1／2(62 s)大，这意味着EP—

DM／PP TPV的结晶对温度的依赖性比PP要

小。根据方程(4)计算得到的PP和EPDM／PP

图3 Ig{一in[1一x(￡)]}与I∥的关系

表1 PP和EPDM／PP TPV的等温结晶动力学参数

注ttll 28为根据公式(4)计算得到的结果；tl／2 o为根据图2

得到的结果；TPV‘均为EPDM／PP TPV。

由表1可见，在相同的结晶温度下，EPDM／

PP TPV的咒比PP的小，例如在124℃，PP的

靠为2．42，而EPDM／PP TPV的n为2．16。一

般来说，聚烯烃与无定型聚合物共混物的结晶过

程共混物的咒大于聚烯烃的[8]，而此处EPDM／

PP TPV的咒比PP的小，说明EPDM／PP TPV

与简单的聚合物共混物不同，对PP结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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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的成核机理和晶体生长方式的影响也不同。

随着结晶温度的提高，PP和EPDM／PP TPV的

愚值逐渐降低。

3结论

a) EPDM／PP TPV中硫化的细小EPDM

颗粒在PP结晶过程中起到异相成核的作用，加

快了PP的结晶速率，在相同的结晶温度下，

EPDM／PP TPV比PP结晶所用的时间更短，结

晶速率更快。

b) Avrami方程适于用来分析这2种试样

的等温结晶过程。在相同的结晶温度下，

EPDM／PP TPV的，l比PP的低，t1／2比PP的

高，k值比PP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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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开发出100％植物基PET瓶

据“www．ptonline．com”报道，在纽约州帕切斯市百

事可乐公司开发出100％植物基的PET(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瓶，可再生的资源。这“绿色”瓶子化学成分为

PET，但它由植物基原材料制备，这些植物原材料主要是

柳枝、稷草、松树和玉米等。百事可乐公司期望将来能拓

宽可再生应用原材料的使用范围，这些原材料包括橙和

马铃薯等其他食品的农副产品。2012年百事可乐公司

将用100％植物基原料生产瓶子。

到现在，植物基的PET，像可口可乐公司的Plant—

Bottle，至少30％含有可再生原材料——由甘蔗制备的

乙二醇。百事可乐已开发出另一种组成PET的原料，即

对苯二甲酸也被植物基化了。

伊斯曼停止2种增塑剂的生产

据“WWW．ptonline．com”报道，到2011年底，在

Kingsport，Tenn伊斯曼化工有限公司将不再生产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增

塑剂。

伊斯曼日前有苯甲酸酯类增塑剂(由收购的生产商

吉诺维克公司提供)、非邻苯二甲酸盐增塑剂，伊斯曼也

提供在快熔化、高熔化段可选择的非邻苯二甲酸盐增塑

剂。伊斯曼还有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和一种DOP／

二苯二甲酸共混物，作为应用范围更广的增塑剂。

(以上由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南京研究院

严淑芬供稿)

用于飞机舱的刚性发泡塑料

据“www．britishplastics．CO．uk”报道，沙伯基础创新

塑料有限公司因为开发了一种刚性的Ultem系列聚乙

烯发泡塑料获得《Aviation Week))杂志授予的创新奖，这

种发泡塑料属于Ultem系列热塑性塑料中的轻质材料。

这种材料由于具有Ultem系列的阻燃、低烟、低毒性的优

点而被飞机设计者选中，尽管很轻，但其刚性满足如行李

舱和墙板等飞机内饰件的要求。

用废C02生产的聚氨酯

据“WWW．britishplastics．CO．uk”报道，拜耳公司随着

在Leverkusen的一个新的中试装置的建成，不久在建材

市场的刚性和柔性发泡塑料产品可能会增加。拜耳公司

在这个装置上会进行用废COz通过一种最新发现的催

化剂生产聚氨酯的催化工艺试验。如果大批量生产的试

验成功，拜耳公司将会向建材和家具市场推出具有环境

友好性能的商品化发泡塑料。

用于发泡塑料的防护薄膜

据“WWW．britishplastics．CO．uk”报道，Mondi包装公

司在发泡塑料市场推出创新性的Olmo纸。这种Olmo

纸由牛皮纸和薄型、可剥离型聚乙烯薄膜制造，这种产品

被厂商用来保护用于家具工业的软质发泡塑料。当牛皮

纸被剥离开，聚乙烯薄膜保护发泡塑料的表面，起到防湿

气和紫外线的作用。

(以上由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南京研究院

薛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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