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卷 第 4 期
2019 年 8 月

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 J. Radiat. Res. Radiat. Process.
http://www.j.sinap.ac.cn/fushe/CN/volumn/home.shtml

Vol.37 No.4
August 2019

电子束辐照烯烃嵌段共聚物制备二重形状记忆弹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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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空氛围中对烯烃嵌段共聚物（OBC）进行电子束辐照。探讨了吸收剂量对 OBC 交联程度、力学

性能、结晶和二重形状记忆效应的影响。通过应力−应变拉伸性能测试、X 射线衍射（XRD）和拉伸恢复等
方法对辐照样品的力学性能、晶体结构和二重形状记忆效应进行表征。结果表明：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
OBC 凝胶含量增加，断裂伸长率逐渐降低，100% 定伸强度增加，而在剂量 50~150 kGy 时，拉伸强度随剂
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更高剂量时开始降低；XRD 测试表明，交联主要发生在无定形区域，重结晶的样品晶
型结构没有发生改变，高剂量下三维交联结构部分抑制可结晶聚乙烯链段的扩散和重排，从而结晶度稍微
降低；拉伸恢复测试表明，在剂量 50 kGy 以上时，样品都有二重形状记忆效应，形状固定率和形状回复率
均在 93%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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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electron-beam radiation, under vacuum, on the tensile property, re-crystallized

structure, and dual-shape memory effect of an olefin block copolymer (OBC) were studied through stress-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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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X-ray diffraction (XRD), and observation of strain recove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l content
and strength at 100% strain increased for an absorbed dose of 50~250 kGy, whereas the elongation at break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absorbed doses. The tensile strength increased when the absorbed dose was 50~150 kGy
and decreased at 150~250 kGy. The XRD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lectron-beam-induced selective crosslinking in
the soft segment of the OBC did not influence the recrystallized structure but that crosslinking at higher doses
slightly influenced the diffusion and rearrangement of the hard segment during recrystallization. The crosslinked
OBC samples exhibit outstanding melt strength and dual-shape memory effec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strain
recovery. Both the shape fixity and recovery ratio are greater than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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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电子束辐照对 OBC 交联程度、力

烯烃嵌段共聚物（OBC）是陶氏化学公司使
用基于高通量催化剂筛选的“链穿梭”催化技术

学性能、重结晶行为和二重形状记忆效应的影响，

和高温高压连续溶液聚合技术开发的乙烯/1-辛烯

并探讨了吸收剂量与 OBC 力学性能、晶体结构以

多嵌段共聚物。OBC 的线型分子链由无定形乙烯/

及二重形状记忆效应的关系。

1-辛烯基无规共聚软链段（辛烯含量高）和结晶性
乙烯/1-辛烯基无规共聚硬链段（辛烯含量低）交

1

材料与方法

替排列组成，各个链段的长度具有统计性。硬链
段的晶体在使用温度下起物理交联点，并在熔点

1.1

以上的熔融温度下可以流动；软链段在使用温度
下具有橡胶的特性。因此，OBC 不需要硫化便具
有热塑性，可以使用塑料设备加工，具有能耗低、
污染少、可回收再利用等优点。OBC 除了汽车轮
胎外，还可以应用于任何传统橡胶制品领域，如
鞋类、胶黏剂、家庭用品和基础设施等［1-3］。
与传统聚烯烃弹性体（乙烯/1-辛烯基无规共
聚物，POE）相比，OBC 结晶温度高、加工速度
快、熔融温度高、耐高温性好，在使用温度和高

OBC，陶氏化学INFUSE®产品，密度0.887 g/cm3，
熔融指数为 5 g/10 min （2.16 kg，190 ℃），重均
分子量为 127 kg/mol，分子量分布指数为 1.95，总
辛烯物质的量分数为 10.4%，软链段物质的量分数
为 65%，软链段辛烯物质的量分数为 19.3%，硬链
段物质的量分数为 35%，硬链段辛烯物质的量分
数为 1.0%，熔点为 123 ℃［8-9］。
1.2

温下具有更好的弹性恢复和压缩永久变形性能 ，
且耐磨性好。通过“剪裁”软硬链段比例和分子
量，还可以调控 OBC 的力学性能，制造系列牌号
的弹性体产品［2-3］。另外，因软硬链段的热力学不
相容性，OBC 可以自组装成宽度约 150 nm 的层状

原料

片材的制备及电子束辐照方法
OBC 颗粒用平板硫化机在 170 ℃和 0.3 MPa 条

件下预热 10 min，然后在 170 ℃和 10 MPa 下模压
5 min，制成厚度为 1.8 mm 的片材，片材装在真空
袋中并用真空封口机密封。采用中国科学院上海

微相分离结构，并用于制备低成本聚合物光子晶

应用物理研究所的 DD-1.5 型加速器在常温条件下

体［4］。OBC 还可以跟其他聚合物共混制备成形状

对 OBC 片材进行辐照，电子束能量为 1.25 MeV、

记忆高分子。Zhang 等［5］ 把 OBC 与苯乙烯类嵌段

总吸收剂量为 50~250 kGy。为了消除辐照过程中

共聚物和石蜡共混制备了具有低形状转变温度的

温度升高和电子束穿透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两面

四重形状记忆材料。Lai 等［6-7］ 把 OBC 与聚（ε-己

辐照，电子束每次扫描的剂量为 5 kGy，进行多次

内酯）共混制备了二重形状记忆弹性体，与聚（ε-

扫描以达到总吸收剂量值。辐照后样品在真空烘

己内酯）及热塑性聚氨酯共混制备了三重形状记

箱里于 80 ℃真空退火 4 h，接着在 100 ℃下真空退

忆弹性体。OBC 熔体强度在熔融温度以上的高温

火 4 h，使自由基充分淬灭。未辐照样品标记为

下急剧下降，限制了其在轻量化泡沫材料和高熔

OBC0，辐照后的样品标记为 OBCX（X 为吸收剂

体强度聚丙烯增韧中的应用。

量，k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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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1

试方法参照ISO 527-2，拉伸速率为500 mm/min，测

表征方法

试温度为 23 ℃。测定 5 个样品，取平均值。

凝胶含量的测定
称取约 0.3 g 样品，用二甲苯于 140 ℃沸腾抽

提 8 h，然后在 80 ℃下真空干燥，称重，所得的质

1.3.3

晶体结构的表征
按照参考文献［10］，用 Bruker D8 型 X-射线

衍射仪定性表征重结晶的片材晶体结构。辐照过

量除以原始质量即得到交联片材的凝胶含量。

的片材在恒温烘箱中于 190 ℃熔融 5 min，然后在

1.3.2

50 ℃下重结晶 1 h。使用 CuKa（λ = 0.154 18 nm）

力学性能的测试
试样用模具切成 75 mm × 42 mm × 1.8 mm 的

射线连续扫描，衍射角 2θ 为（5~40）°，扫描速度

长条状，在 Instron-5943 型（德国）万能电子试验

为 0.02 （° ）/s。 X- 射 线 衍 射 （XRD） 峰 通 过

Guassian 分峰计算结晶度，见（1）式。
机上测定100%定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和断裂强度，测
各个晶面衍射峰面积总和
结晶度 =
(1)
各个晶面衍射峰面积 + 无定形区域衍射峰面积
1.3.4 二重形状记忆效应的测定
解和交联反应，何种形式占优势，取决于分子结
按照参考文献［7］中的拉伸恢复方法，测定

构、聚集态结构和辐照条件。降解与交联均属于

二重形状记忆效应：试样切成 35 mm × 6 mm 的长

自由基机理［10-11］。何涛等［11］ 用固体 13C-核磁谱研

条 状 ， 在 135 ℃ 下 熔 融 5 min， 拉 伸 至 应 变 εu

究了 POE 的 γ 辐照效应，表明 POE 主链 α-C 和支链

（150%~300%），然后在恒定应力和 10 ℃下固定形

C1 发生降解。我们用高温凝胶色谱（带 3 个检测

状 5 min，再在无应力下放置 10 min，此时应变为

器）和高温 13C-核磁谱研究了 γ 辐照的等规聚（1-

εs，εs 和 εu 的比例为形状固定率（Rf）；在 135 ℃下

丁烯）（iPB-1）的链结构，在吸收剂量为 10~50 kGy

恒温 2 min， 使样品恢复原状，此时应变为 εr，εr

时，iPB-1 发生主链降解并形成低支化的长支链结

和 εu 的比例为形状恢复率（Rr）。平行测定 3 个样

构；吸收剂量为 50~250 kGy 时，iPB-1 主链降解并

品，取平均值。

形成中支化的中长度支链结构；吸收剂量为 250~

2

800 kGy 时，iPB-1 分子链中部分大分子自由基合

结果与讨论

并形成高分子量主链分子，降解的主链与部分大
分子自由基接枝形成高支化的相对短长度的支链

2.1

电子束辐照对 OBC 凝胶含量的影响

结构［10］。研究表明，吸收剂量为 50~250 kGy 时 ，

橡胶的交联程度通过辐照样品的凝胶含量来

OBC 分子链以交联为主。

表征。OBC 存在微相分离结构：分子量小的样品
微相分离结构为较完善的层状结构，层域空间为
136 nm；分子量大的样品微相分离结构为不完善
的层状结构，层域空间为 163 nm［4］。Wang 等［3］建
立了硬链段含量与 OBC 晶体结构、微相分离结构
及力学性能的定量关系。只要存在少量的硬链段，
OBC 仍表现出对应于微相分离的 β-松弛和 α-松弛。
本实验 OBC 样品分子量小，且结晶性硬链段的含
量较高（对应于高密度），微相分离结构为层状结
构。因此，与 POE 相比，OBC 表现为一定的耐辐

图 1 电子束辐照后 OBC 的凝胶含量与吸收剂量的关系
Fig.1 OBC gel content vs. absorbed dose after
electron-beam irradiation

照特性，没有明显发黄。此 OBC 样品在较高吸收
剂量下发生交联，其凝胶含量测试结果如图 1 所
示：吸收剂量为 50~150 kGy 时，随着剂量的增加，
凝胶含量迅速增加；吸收剂量为 150~250 kGy 时，

2.2

电子束辐照对 OBC 力学性能的影响
如图 2 和表 1 所示，未辐照的样品显示了较高

凝胶含量都在 90% 以上，随着剂量的增加，交联

的 100% 定伸强度、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

密度增加。
一般认为，聚合物在辐照过程中同时发生降

约为 3.95、10.2 MPa 和 2 093%。随着吸收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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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00% 定伸强度从 OBC50 的 4.2 MPa 增大到

低，拉伸强度没有明显降低。

OBC250 的 5.2 MPa ， 而 断 裂 伸 长 率 从 OBC50 的
1 762% 下 降 到 OBC250 的 591%； 拉 伸 强 度 先 从
OBC50 的 11.9 MPa 增 加 至 OBC150 的 15.9 MPa，
后降低至 OBC250 的 13.1 MPa。此结果跟凝胶含量
与吸收剂量的关系一致。吸收剂量为 50~150 kGy
时，随着剂量的增加，OBC 无定形区域三维网络
大分子结构的含量逐渐增加，拉伸时此网络结构
发生伸展并取向，片晶结构可能发生滑移，片晶
长周期与拉伸方向垂直，从而辐照样品拉伸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较高［12］；吸收剂量为 150~250 kGy

图 2 电子束辐照后 OBC 力学性能与吸收剂量的关系
Fig.2 OBC tensile properties vs. absorbed dose after
electron-beam irradiation

时，无定形区域三维网络结构密度继续增加，拉
伸时软链段的伸展程度降低，断裂伸长率逐渐降

表 1 电子束辐照后 OBC 的力学性能及二重形状记忆效应
Table 1 Mechanical and dual shape memory effect of OBC after electron-beam irradiation
样品

凝胶含量 / %

结晶度 / %

100% 定伸强度 / %

拉伸强度 / MPa

断裂伸长率 / %

Sample

Gel content

Crystallinity

Strength at 100%

Strength at break

Strain at break

strain
OBC0

0

23.2

3.95±0.06

10.2±0.1

2 093±24

OBC50

21.9

23.3

4.16±0.12

11.9±0.5

1 762±37

OBC100

88.9

23.1

4.59±0.10

14.7±0.9

1 368±27

OBC150

89.1

22.6

4.87±0.12

15.9±0.6

1 044±22

OBC200

91.9

21.6

4.97±0.18

14.5±0.8

766±16

OBC250

98.6

22.2

5.20±0.08

13.1±0.2

591±10

注：OBC0 为未辐照样品；
OBC50~250 为 50~250 kGy 吸收剂量下电子束辐照的样品。
Note: OBC0, pristine sample; OBC50~250, electron-beam irradiated samples at doses of 50~250 kGy.

2.3

电子束辐照对 OBC 重结晶行为的影响

伸时表现为脆性［10］。聚乙烯辐照时不发生 β-H 转

一般认为，半结晶聚（α-烯烃）分子链在无定
形区域发生抽氢和 β-H 转移，因而发生降解或者接
枝反应［13］；结晶区域分子链移动能力受限，抽氢
后大分子俘获自由基相对稳定，在惰性气氛和低

移，大分子自由基彼此偶联而发生交联；动态辐
照时微交联的高密度聚乙烯形成非均相晶体结构，
力学性能增强［15］。POE 分子链移动能力较强，β-H
转移概率较小，辐照时也发生交联，而且辐照对

温下能存活较长时间，从而应用于预辐射接枝改

POE 的重结晶行为几乎不产生影响［16-17］。OBC 无

性。聚合物从熔体中的无规线团收缩构象有序折

定形区域是乙烯/1-辛烯的无规共聚物，β-H 转移的

叠成片晶时，因单个大分子链比较长而贯穿于两

概率相对较小，分子链移动能力较强，但由于层

个或多个片晶，在无定形区域形成“tie 分子”。熔

状微相分离结构的存在，OBC 在较高剂量下发生

体中的缠结链从片晶挤出至无定形区形成缠结

交联，如表 1 和图 3 所示：辐照后重结晶的 OBC 样

环［14］。我们认为无定形区域内“tie 分子”和缠结

品晶型不发生变化，当吸收剂量为 50~100 kGy 时，

环发生断裂，因此，较高剂量下辐照的聚（α-烯

OBC 的结晶度没有发生变化，表明结晶性聚乙烯

烃）拉伸时表现为脆性。研究发现，重新熔融后，

硬链段的扩散、折叠和重排没有受到影响；当吸

高支化的长支链等规聚（1-丁烯）快速降温结晶

收剂量为 150~250 kGy 时，结晶区域和无定形区域

时，可以直接形成晶型-III，拉伸时表现为韧性 ，

之间过渡区域交联密度高的三维网状结构可能一

而慢速降温结晶时形成晶型-II、III 和 I'，在常温常

定程度上影响聚乙烯链段的扩散和重排，导致

压下放置一个月，使晶型-II 完全转变成晶型-I 后拉

OBC150~200 样品的结晶度稍微降低，这些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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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核−退火技术 （SSA） 表征的 β-射线辐照的

至 200% 的应变，OBC250 只能熔体拉伸至 150% 的

POE 晶体结构相似。

应变，说明三维网络大分子结构交联密度的增加

高分子量 POE 在吸收剂量为 200 kGy 时，链重

抑制了链熔体伸展，在较高应力下容易发生断裂；

排导致较大尺寸的晶体占整个晶体中的比例稍微

在室温下冷却固定后，其形状固定率都在 96% 以

下降；较低分子量 POE 在吸收剂量为 200 kGy 时，

上；重新加热至 135 ℃可以完全恢复至起始状态。

辐照引起样品温度升高，较小尺寸的晶体在整个
晶体中所占的比例稍微下降［16］。

3

结论
首次报道了一种电子束辐照选择性交联 OBC

制备高强度二重形状记忆弹性体的方法。电子束
辐照时，交联主要发生在 OBC 无定形软链段，辐
照交联对硬链段的重结晶行为没有影响，此方法
克服了化学交联 OBC 可加工性差和有色泽等问题。
电子束辐照交联 OBC 使其力学性能增强，熔体强
度大幅度提高，有望应用于超临界二氧化碳片材
发泡、智能薄膜柔性包装以及耐高温电线电缆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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