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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交联共聚聚丙烯的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行为及其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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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TAIC）作为交联剂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共混制备片材，用 γ 射线在空

气环境下对片材样品进行辐照，并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对片材进行间歇发泡。通过对样品结晶行为、凝胶
含量和泡孔形貌进行分析，研究了交联剂 TAIC 和不同吸收剂量对 PPR 的结构和发泡性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交联剂 TAIC 的添加在熔融共混时能促进 PPR 产生轻微交联，辐照后 PPR/TAIC（质量分数 2%）的交联
程度增加，同时也发生氧化裂解，并且氧化裂解程度随吸收剂量增加而增大；PPR 中主要存在 α 晶型和 γ 晶
型，发生交联后能形成更多的 γ 晶型，γ 晶型的存在能触发产生更多的成核位点，形成良好的微孔结构。对
于本研究中的 PPR/TAIC（质量分数 2%）片材，最佳吸收剂量为 25 kGy，此时泡孔孔径达到最小约 41 μm，
泡孔密度达到 1.5×1010 cm−3，发泡样品断裂伸长率达到 230%。该聚丙烯样品在释压为 20 MPa 条件下的
scCO2 适宜发泡温度窗口可达 1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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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propylene random copolymer (PPR) was mixed with triallyl isocyanurate (TAIC) and pressed

into a sheet. PPR sheets were irradiated by γ-rays and then foamed by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The eff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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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 and absorbed dose on the structure and foaming ability of PPR were evaluated by the gel fraction test and by
determining the crystallization behavior and foam cellular structure. It was found that PPR was cross-linked by
TAIC. After irradiation, the degree of crosslinking in PPR/TAIC(2%) increased, and the degree of oxidative
degradation increased with absorbed dose. α and γ crystals were observed in PPR, and more γ crystals were found
after crosslinking. The γ crystals induced more nucleation sites and formed better foams. The optimal absorbed dose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as 25 kGy. The cell diameter decreased to 41 μm and the cell density increased to 1.5 × 1010 cm−3.
The tensile strain of the sample reached 230%, and the suitable foaming temperature window reached 10 ℃ at the
release pressure of 20 MPa.
KEYWORDS

Polypropylene random copolymer (PPR), Radiation crosslinking, g-crystal, Crystallinity,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f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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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PP）发泡材料由于其具有较高热稳

适宜发泡温度窗口的变化。课题组之前的研究［3］

定性能和良好的力学性能等优点，在家居、包装、

和多组实验结果对比显示，适宜的交联剂 TAIC 添

航空航天、汽车、精密电子产品以及建筑等领域

加质量分数为 2% 时，可以得到良好的发泡材料。

。由于 PP 的半

本工作的特点是通过辐射交联改性 PPR，得到的发

结晶态结构、熔体强度低和发泡温度窗口窄等缺

泡材料兼具较宽的 scCO2 发泡温度窗口和良好的机

点，使其在超临界二氧化碳（scCO2）发泡过程中

械性能。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

［1-3］

出现泡孔破裂，泡孔尺寸不均，力学强度不佳等
缺点［4-6］，限制了 PP 泡沫制品的应用。
大量研究表明，PP 的结晶性能和熔体强度对
其发泡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无规共聚聚丙烯
（PPR）由于乙烯链段的存在以及链段的无序排列，
在冷却成型过程中主要结晶为 α 晶型和 γ 晶型［7-8］，
其中 α 晶型为球状，γ 晶型为束状。两者相比，α
晶型更加稳定、球晶尺寸更大；γ 晶型的形成需要
更低的活化能，在发泡过程中 γ 晶型更容易诱导形
成更多成核位点。在 scCO2 发泡过程中，通常先从
晶核附近形成微核，然后伴随着球晶边缘的无定
型区和层间区域成核形成微孔［9-10］，适宜的结晶度

1
1.1

有利于形成完整的孔壁结构，防止并孔现象，从
而增加泡孔密度，减小泡孔尺寸。因此，更高的 γ
晶型含量有利于泡孔的形成［11］。此外，通过辐射
交联可以有效提高 PP 熔体强度，防止泡孔破裂 ，
从而提高其发泡性能［12-15］。在空气中辐射同时诱发
PP 部分氧化裂解，降低其结晶度，增强分子链运
动，也有利于 PP 的 scCO2 发泡。
本文系统研究了添加三烯丙基异氰脲酸酯
（TAIC）交联剂的情况下，辐射交联 PPR 的 scCO2
发泡行为，探究交联剂 TAIC 和吸收剂量对 PPR 的

材料与试剂
无 规 共 聚 聚 丙 烯 （PPR）， 牌 号 为

COSMOPLENE FS6612，嘉善宏瑞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TAIC，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醇、二
甲苯，分析纯，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二氧化
碳，工业级，99.95%，祥堃气体站；60Co 源，圆柱
体式 γ 射线源，活度 1.85×1014 Bq，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1.2

对良好泡孔的形成至关重要。文献中报道，在
scCO2 发泡过程中 γ 晶型集中在孔壁上结晶成形 ，

材料与方法

样品制备
将 PPR 塑料颗粒和 TAIC 用双螺杆挤出并造

粒，得到的粒子在 155 ℃和 10 MPa 下热压 15 min
后室温冷却，制成 1 mm 厚的样品片材，片材中
TAIC 质量分数为 2%。将样品片材在空气氛围下辐
照。将样品置于高压发泡釜内，用 CO2 冲洗 3 次，
排净釜内空气，然后泵入 CO2 至 20 MPa，保持压
力不变，加热至设定温度后保温 25 min，快速释放
压力排净CO2气体，减压速率大约为10 MPa/s。将反
应釜置于常温的水里，待其冷却后取出泡沫样品。
1.3
1.3.1

测试和表征

结晶性能、交联程度以及发泡性能的影响，并考

凝胶含量的测定
称取约 0.5 g 的待测片材样品，用不锈钢网包

察了不同条件下发泡样品的力学强度及改性后 PPR

裹，置于烧瓶中。在 120 ℃的二甲苯中加热回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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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后，取出样品。用乙醇洗涤 3 次，在 60 ℃下恒
温烘干 24 h 至样品恒重。每个样品测试 3 次取平均
值。凝胶含量（RGel，%）采用式（1）计算。
Mt - Mf
R Gel =
× 100%
（1）
M0
式中：Mt 为煮过后样品和不锈钢网的总质量；Mf
为不锈钢网的质量；M0 为片材样品的原始质量。
1.3.2 XRD 测试

式中：n i 为泡孔数量；d i 为孔直径。
孔密度 N f 即单位体积泡沫中孔的数目，采用
式（3）计算。

采用 BrukerD8 型 X 射线衍射仪（XRD，德国
Bruker 公司），Cu Kα 射线，其中，λ=0.154 18 nm，
测试电压和电流分别为 40 kV 和 40 mA，扫描范围
5°~60°，扫描速率为 2（°）/min。
1.3.3 拉伸强度测试

采用密度瓶法测定发泡样品密度 ρ f，用式（4）
计算。

采用型号为 Instron-5493 的万能拉力机对发泡
后样品进行拉伸性能测试。发泡后的样品被裁剪
成 2 mm×4 mm×25 mm 的长条块状，测试过程按照
ASTMD-638 标准执行。
1.3.4 泡孔形貌分析
发泡样品在液氮中充分冷却后脆断，对断面
进 行 喷 金 处 理 。 采 用 德 国 Zeiss Merlin
Compact14184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发泡样品泡孔
进行观察。使用 Image Pro Plus 软件分析泡孔的各
参数。平均孔径 D 采用式（2）计算。
∑d i n i
D=
（2）
∑n i

Fig.1

nM 2 32
)
（3）
A
式中：n、M、A 分别为电镜照片中孔的总数、照
片的放大倍率、电镜照片的面积。
1.3.5 样品的平均密度、
发泡倍率
Nf = (

ρ f = m f /m w

（4）

式中：m f 为发泡样品的质量；m w 为发泡样品浸入
密度瓶后排出相同体积水的质量。
发泡倍率 RV 用式（5）计算。
RV=ρ s /ρ f

（5）

式中：ρ s 为未发泡制品的平均密度。

2
2.1

结果和讨论
不同温度下 PPR 发泡材料的形貌

图 1 为 PPR 在饱和压力 20 MPa、保压时间为
25 min 时，不同温度条件下发泡材料的泡孔形貌扫
描电镜（SEM）图。

图 1 不同温度下 PPR 发泡材料的 SEM 图(发泡条件：
20 MPa)
SEM micrographs of PPR foaming material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amed at 2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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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1 可 以 发 现 ： 当 纯 PPR 的 发 泡 温 度 约

PPR 中乙烯单体含量和链结构缺陷程度对 γ 晶型能

114 ℃（图 1（c））时，泡孔尺寸分布较为均一，

产生重要的影响，乙烯单体含量和链段缺陷程度

泡孔形状呈多边形，孔径直径较大，为 90 μm 左

的增加能促进 γ 晶型的产生。交联剂的加入能够促

右；当发泡温度为 110 ℃时（图 1（a）） 时，虽

进链段相互交联，导致链段活动性减弱，阻碍形

然样品可以发泡，但泡孔孔径较小且存在很多未

成 α 晶型，更易形成 γ 晶型。因此，加入交联剂

发泡区域，发泡不够充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TAIC 后，由于样品在熔融共混时发生微交联［17］，

是发泡温度太低时 PPR 基体未完全熔融，二氧化

PPR/TAIC（2%）的 γ（117）峰强度相比 PPR 明显

碳难以完全溶胀发泡基体，从而导致释放压力时

增加。对于被辐照后的 PPR/TAIC（2%）样品，γ

二氧化碳扩散受阻，造成泡孔尺寸小，甚至有些

（117）峰强度随着吸收剂量的提高而减弱。当在

区域无法发泡，发泡密度低；当发泡温度提高到

空气中被 γ 射线辐照后，PPR/TAIC（2%）内部非

119 ℃时 （图 1 （d）），PPR 样品熔体黏度较差 ，

晶区进一步发生交联并伴随氧化裂解，而结晶区

泡孔生长比较容易，基体难以承受较大的释放压

域主要发生氧化裂解，导致 γ 晶型受到破坏，γ

力，造成并孔现象，导致泡孔尺寸明显增大，泡

（117）衍射峰强减弱。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氧

孔尺寸不均一，此时孔壁变薄。由此可见，纯 PPR

化裂解更加严重，晶区进一步被破坏，γ（117）衍

的适宜发泡温度在 114 ℃左右。

射峰强逐渐降低。γ 晶型和 α 晶型的比值通常用

2.2

吸收剂量对 PPR/TAIC(2%)样品结晶性能和
凝胶含量的影响

Turner-Jones 方法来测定。这种方法计算的比值直
接由 α 晶型的 α（130）衍射峰的高度（hα）与 γ 晶
型的 γ （117） 衍射峰的高度 （hγ） 相比得到。因

图 2（a）是 PPR 和不同吸收剂量的 PPR/TAIC

此，γ 晶型的相对含量为 xγ = hγ /（hα +hγ）［18］，用这

（2%）样品的 XRD 谱图，所有样品均出现纯 PPR

个公式计算每个样品 γ 晶型的相对含量。由图 2

样品中 α 晶型和 γ 晶型的特征衍射峰。α 晶型和 γ 晶

（b）可知，未被辐照的 PPR/TAIC（2%）样品中 γ

型有相似的 X 射线衍射峰面，其中 2θ=18.6°对应于

晶型相对含量最大，为 82.2%。随着吸收剂量的增

晶面 α（130），2θ=20.1°对应于晶面 γ（117）。其他

加，γ 晶型相对含量有所下降，均保持在 70% 左

的衍射峰如 2θ=14.3°、16.9°、21.3°和 22.1°为 α 晶

右，这与 XRD 谱图中 γ（117）衍射峰强的变化趋

型和 γ 晶型重叠的衍射峰面。PPR 样品中 γ 晶型对

势一致。较高的 γ 晶型含量能促使样品在发泡过程

应的 γ（117）峰强相对较弱，PPR/TAIC（2%）样

中产生更多的成核位点，并有助于孔壁的塑形和

品中 γ（117）峰强相较 PPR 样品明显增强。文献

泡孔的生长。

［16］指出，链结构能够影响 γ 晶型的产生，其中

图 2 PPR 和不同吸收剂量下 PPR/TAIC (2%)样品的 XRD 谱图(a)和 γ 晶型相对含量(b)
Fig.2 XRD patterns (a) and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γ-crystal (b) of PPR and PPR/TAIC (2%) irradiated at different doses

图 3 是不同样品的结晶度和凝胶含量的变化

TAIC（2%）的结晶度有所下降，凝胶含量略有增

图，样品的结晶度由 JADE5.0 分峰拟合计算得到。

加，说明 TAIC 与 PPR 共混时样品内部发生部分轻

由图 3 中可以看到，相比于纯 PPR，未辐照的 PPR/

微交联［19］，导致链段活动性降低，阻碍结晶过程，

05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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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结晶度降低。PPR/TAIC（2%）样品被 γ 射线辐

114 ℃、20 MPa、保压时间均为 25 min 条件下发泡

照后，无定形区的交联反应和氧化裂解同时进一

材料断面的 SEM 图。由图 4 可知，当吸收剂量为

步增强，在结晶区主要发生辐射裂解，导致晶区

25 kGy 时，PPR/TAIC（2%）发泡样品的泡孔结构

受到破坏，结晶度进一步降低。另外，样品的凝

得到较大改善，与未辐照的 PPR/TAIC（2%）样品

胶含量和结晶度在不同吸收剂量下没有明显变化，

泡孔结构相比，孔径尺寸更小、孔径更加均匀 ，

在吸收剂量为 25 kGy 时，PPR/TAIC（2%）样品的

泡孔多呈近似多边形且孔壁较厚。这是由于交联

凝胶含量达到最大，交联程度较高，结晶度相对

剂 TAIC 促进了 PPR 辐射交联，少量的交联可以增

较低，有助于之后进行发泡时泡孔的生长和

加发泡过程中的成核位点，并且有助于提高基体

成型。

的熔体强度，促进形成孔貌良好的泡沫材料［12］。
当吸收剂量超过 25 kGy 时，发泡样品的孔径随吸
收剂量升高开始变大，泡孔出现塌陷和合并现象。
因为随着吸收剂量的进一步提高，PPR 中将产生更
多的自由基。由图 3 可知，样品的凝胶含量基本保
持不变甚至略有降低，辐射交联程度基本维持稳
定。更多的自由基将与空气中的氧结合，使样品
发生氧化裂解的程度随吸收剂量的提高而增大 ，
分子链断裂更加严重，链段变短，活动性增加。
因此造成熔体强度有所降低，样品被加热时流动

图3

PPR 和不同吸收剂量的 PPR/TAIC(2%)样品中的结晶
度和凝胶含量
Fig.3 The crystallinity and gel content of PPR and PPR/TAIC
(2%) irradiated at different doses

2.3

吸收剂量对 PPR/TAIC(2%)发泡材料形貌的
影响

性变强，释压时难以承受较大的压力，出现个别
泡孔破裂和合并的现象。同时，随吸收剂量提高，
样品的结晶度下降，发泡时在结晶区和非结晶区
之间形成的成核位点将减少，样品束缚泡孔生长
的能力也将随结晶度的下降而降低，最终造成泡
孔密度降低，孔径变大。

图 4 是不同吸收剂量下的 PPR/TAIC（2%）在

Fig.4

图 4 不同吸收剂量下 PPR/TAIC (2%)发泡材料的 SEM 图(发泡条件: 114 ℃, 20 MPa)
SEM micrographs for the foaming of PPR TAIC (2%) irradiated at different doses (foamed at 114 ℃, 20 MPa)

图 5 是 PPR/TAIC （2%） 发 泡 材 料 的 平 均 孔
径、泡孔密度和体积膨胀率随吸收剂量变化的关

系图。由图 5（a）可以看到，在吸收剂量从 0 kGy
增加到 25 kGy 时，泡孔孔径减小，泡孔密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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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5 kGy 时，孔径达到最小约 41 μm，泡孔密度达
−3

CO2 的扩散更加容易，泡孔孔径增大，并可能造成

到最大，为 1.5×10 cm 。当吸收剂量超过 25 kGy

少数泡孔出现破裂合并现象。因此，合适的结晶

时，随吸收剂量增加，平均孔径和孔密度分别呈

度和交联度是形成良好的发泡材料的必要条件。

增大和减小的趋势。如前文所述，随吸收剂量增

由图 5（b）中可以看到，经过辐照后，PPR/TAIC

加，在 25 kGy 时达到最大饱和凝胶含量，而样品

（2%）样品的体积膨胀率明显增大，最大可以达到

裂解程度却不断增强，结晶度不断下降，导致吸

14.5 左 右 ， 是 未 辐 照 PPR/TAIC （2%） 样 品 的

收剂量超过 25 kGy 后 PPR 熔体黏度降低，使得

2.3 倍。

10

图5

Fig.5

2.4

PPR/TAIC(2%)样品发泡后的孔径和孔密度(a)以及发泡倍率与吸收剂量的关系(b)
（发泡条件：
114 ℃，20 MPa）
Average cell diameter, cell density (a) and volume expansion ratio of the PPR/TAIC (2%) foams irradiated at
different doses (b) (foamed at 114 ℃, 20 MPa)

吸收剂量对 PPR/TAIC(2%)发泡材料力学性

孔壁较薄，拉伸性能变差。

能的影响
图 6 是不同吸收剂量的 PPR/TAIC（2%）发泡
材料的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图。从图 6 可以看到，发
泡材料的断裂伸长率随吸收剂量的增加先增后减。
吸收剂量为 25 kGy 时，发泡样品的断裂拉伸应力
达到最大，断裂伸长率可达 230% 左右，表现出较
好的拉伸强度。但随着吸收剂量进一步增加，发
泡材料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均呈下降趋势。
这一现象与样品的泡孔形貌和泡孔密度有关。孔
密度较大，孔径较小且闭孔率高的发泡材料在拉
伸过程中拥有较好的力学性能［20］。由上文已知 ，
在吸收剂量为 25 kGy 时，PPR/TAIC（2%）发泡材

图 6 不同吸收剂量下 PPR/TAIC (2%)发泡材料的拉伸应力
曲线(发泡条件：
114 ℃, 20 MPa)
Fig.6 Strain-stress curves of PPR/TAIC (2%) foams
irradiated at different doses (foamed at 114 ℃, 20 MPa)

料的孔密度最大，孔径最小，且孔貌完整，因此
拉伸性能较好。此时样品的泡孔形状多为近似多
边形，孔径较为均匀，在拉伸过程中泡孔之间有

2.5

吸收剂量为 25 kGy 的 PPR/TAIC（2%）在不

更大的接触面积，能够减小拉伸应力，有更好的

同温度下发泡样品的孔貌

塑性形变，从而表现出优异的拉伸性能［21］。当吸

图 7 是 吸 收 剂 量 为 25 kGy 时 ， PPR/TAIC

收剂量超过 25 kGy 时，泡孔出现破裂和并孔现象， （2%）在不同温度下发泡样品断面的 SEM 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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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祥等：辐射交联共聚聚丙烯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行为及其性能研究

图 7 可知：当发泡温度为 105 ℃时，样品中存在很

扩散受到阻碍，导致样品发泡不充分，出现未发

多未发泡的区域；当发泡温度为 109、112、114 和

泡区域。温度升高后，结晶区进一步受到破坏 ，

116 ℃时，发泡材料的泡孔形貌比较规整，孔径较

CO2 的溶解和扩散开始变得容易 ，体系黏度相对

小且均一；当发泡温度为 119 ℃时，发泡材料的泡

较大，有利于泡孔的形成，此时泡孔规整均一 ，

孔孔径明显增大，泡孔密度迅速减小且出现明显

形貌良好。当温度达到 119 ℃时，结晶区破坏严

的 泡 孔 坍 塌 和 泡 孔 合 并 现 象 。 CO2 在 PPR/TAIC

重，体系黏度降低，释压时，熔体无法承受 CO2 的

（2%）熔体中的溶解和扩散主要发生在非结晶区，

压力，导致泡孔变大，孔壁变薄，甚至出现破裂

PPR/TAIC （2%） 的 结 晶 区 成 为 气 体 扩 散 的 屏

和并孔的现象。因此，PPR/TAIC（2%）的适宜发

障

泡温度大概为 109 ~119 ℃，适宜发泡温度窗口为

，因此，CO2 在样品中的溶解度和扩散程度

［22-23］

主要取决于非结晶区域的大小。当发泡温度为

10 ℃左右，相较纯 PPR 样品明显提高。

105 ℃时，结晶区无法完全被破坏，CO2 的溶解和

图 7 吸收剂量为 25 kGy 的 PPR/TAIC(2%)样品在不同温度下发泡样品断面电镜照片(发泡条件：
20 MPa)
Fig.7 SEM micrographs of PPR/TAIC(2%) irradiated at 25 kG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oamed at 20 MPa)

3

结论

度窗口可达 10 ℃左右。

PPR 与 TAIC 熔融共混造粒可以使 PPR 发生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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