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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

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1）将聚丙烯树脂、活性填

料和助剂加入高速混合机，10～20℃混合均匀，

得到聚丙烯发泡料；2）将聚丙烯发泡料加入三螺

杆挤出机，进行塑化和混炼，再加注超临界流体，

控制口模压力为5～25MPa，口模温度为110～160

℃，再经口模瞬间释压，进行发泡，得到超细微孔

发泡聚丙烯；3）超细微孔发泡聚丙烯经模面水环

热切造粒、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本

发明的方法生产成本低，产能大，安全环保，制备

的发泡聚丙烯珠粒中无发泡剂分解残留物，可二

次发泡，发泡倍率可调，成品回弹性高，易分解和

回收，可广泛用在塑料包装、交通运输业、军事航

天及办公日用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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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90kg均聚聚丙烯、10kg长支链聚丙烯、2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1kg

硬脂酸、0.5kg抗氧化剂1010和8kg粉色的色母粒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

用自动喂料系统以10kg/h的速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

注口，将超临界二氧化碳以8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

过机头口模发泡，控制口模压力为17MPa，口模温度为125℃，模面水环热切造粒，脱水干燥，

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

或者，包括以下步骤：

将85kg嵌段共聚聚丙烯、15kg长支链聚丙烯、2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

粉、2kg硬脂酸和0.5kg抗氧化剂1010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用自动喂料

系统以10kg/h的速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注口，将超

临界二氧化碳以9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过机头口

模发泡，控制口模压力为18MPa，口模温度为146℃，模面水环热切造粒，脱水干燥，过筛，得

到发泡聚丙烯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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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采用三螺杆挤出机制

备发泡聚丙烯珠粒的方法，属于聚合物发泡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泡沫塑料具有质轻、吸能、隔音、隔热、比强度高等优点，在塑料包装、交通运输业、

军事航天、办公日用品等领域应用广泛。发泡聚丙烯（EPP）与发泡聚乙烯（EPE）和发泡聚苯

乙烯（EPS）等相比，具备许多独特的优点：1）力学性能：由于聚丙烯的弯曲模量远大于聚乙

烯，使得EPP在抗静态负载能力优于EPE，抗冲击能力优于EPS；2）耐热性：EPP可以在120℃左

右的高温环境中长期使用，是泡沫塑料中耐热性最好的；3）降解性：聚丙烯分子上存在一个

甲基，其降解性能将明显优于聚乙烯和聚苯乙烯。此外，EPP还具有优良的耐化学腐蚀性能

和耐应力开裂性能。EPP材料在汽车工业、运输业、包装行业的应用极具竞争力，可以替代

EPS材料和EPE材料，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0003] 目前，聚丙烯泡沫塑料成型品的制备方法主要有挤出法、模压法等。挤出法一般只

能用于片材、板材等产品的生产，难以制备形状复杂的产品。模压法是将发泡珠粒放入特定

形状的模具中，然后利用蒸汽加热加压使发泡珠粒之间熔接起来形成制品，被广泛用于制

备形状复杂的制品。EPP珠粒发泡工艺分为两类：间歇式釜压发泡法、连续式挤出发泡法。间

歇式釜压发泡法工艺条件容易控制，可以制备倍率和闭孔率可调控的发泡珠粒，但要求压

力高，设备投入大，成本高，生产周期长，在世界范围内仅有JSP、BASF、KANKA等公司采用该

方法进行生产。连续式挤出发泡法是将含有发泡剂的聚丙烯均相熔体从机头口模直接挤

出，通过快速泄压，进行相分离，使溶于聚丙烯均相熔体的气体膨胀，再随着气泡成核、长

大、固化，一次性完成挤出和发泡，工艺流程简单，工业化生产效率高。

[000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三螺杆挤出机制备发泡聚丙烯珠粒的方法，首先将聚丙烯

树脂与其他原料或助剂进行低温高速混合，得到高熔体强度聚丙烯发泡料，再将高熔体强

度聚丙烯发泡料加入品字型三螺杆挤出机，进行塑化混炼，并将超临界流体加注到三螺杆

挤出机均化段形成均相体，再在模口发泡，经水环热切造粒，形成超细微孔聚丙烯珠粒，最

后经离心脱水干燥、振动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聚丙烯树脂、活性填料和助剂加入高速混合机，10～20℃混合均匀，得到聚丙

烯发泡料；

[0009] 2)将聚丙烯发泡料加入三螺杆挤出机，进行塑化和混炼，再将超临界流体加注到

三螺杆挤出机的均化段，控制口模压力为5～25MPa，口模温度为110～160℃，再经口模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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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压，进行发泡，得到超细微孔发泡聚丙烯；

[0010] 3)超细微孔发泡聚丙烯经模面水环热切造粒、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

[0011] 步骤1）所述的聚丙烯树脂为均聚聚丙烯、无规共聚聚丙烯、嵌段共聚聚丙烯中的

至少一种。

[0012] 步骤1）所述的聚丙烯树脂为均聚聚丙烯、无规共聚聚丙烯、嵌段共聚聚丙烯中的

至少一种与长支链聚丙烯所组成的混合物，其中长支链聚丙烯的质量分数为5%～15%。

[0013] 步骤1）所述的活性填料为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苯甲酸钠、碳酸

钙、二氧化钛、蒙脱土、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0.5%～2%。

[0014] 步骤1）所述的助剂为偶联剂、润滑剂、抗氧剂、着色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5] 所述的润滑剂为硬脂酸、硬脂酸盐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

0.5%～2%；所述的抗氧剂为抗氧剂1010、抗氧剂1098、抗氧剂1076、抗氧剂量168、抗氧剂

264、抗氧剂626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0.1%～0.5%；所述的着色剂为炭

黑、色母粒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5%～10%。

[0016] 步骤2）所述的三螺杆挤出机的机头设置有换网器、熔体泵、口模和模面水环热切

粒机。

[0017] 步骤2）所述的超临界流体的添加量为聚丙烯发泡料质量的2%～10%。

[0018] 步骤2）所述的超临界流体为超临界CO2、超临界N2中的至少一种。

[0019] 步骤3）进行模面水环热切造粒时的水温为40～70℃。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所采用的聚丙烯树脂中未添加或仅添加少量高熔体强度聚丙烯，和完全

采用高熔体强度聚丙烯相比，可以减少约一半成本；

[0022] 2）本发明采用的是三螺杆挤出机，和单螺杆挤出机或者双螺杆挤出机相比，具备

更强大的物料输送、建压、混炼、分散、均化和剪切能力，产能大；

[0023] 3）本发明通过将活化填料均匀分散在树脂中来降低树脂结晶成核的界面自由能，

增加气泡异相成核，且活化填料在通过三螺杆挤出机进行混炼分散时起到物理交联点的作

用，可有效提高物料的熔体强度，提高树脂的可发泡能力；

[0024] 4）本发明采用超临界流体作为发泡剂，安全、环境友好、发泡倍率可调；

[0025] 5）本发明制备的发泡聚丙烯珠粒无发泡剂分解残留物，可二次发泡，成品回弹性

高，易分解和回收，可广泛用在塑料包装、交通运输业、军事航天及办公日用品等领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将聚丙烯树脂、活性填料和助剂加入高速混合机，10～20℃混合均匀，得到聚丙

烯发泡料；

[0028] 2)将聚丙烯发泡料加入三螺杆挤出机，进行塑化和混炼，再将超临界流体加注到

三螺杆挤出机的均化段，控制口模压力为5～25MPa，口模温度为110～160℃，再经口模瞬间

释压，进行发泡，得到超细微孔发泡聚丙烯；

[0029] 3)超细微孔发泡聚丙烯经模面水环热切造粒、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

[0030] 优选的，步骤1）所述的聚丙烯树脂为均聚聚丙烯、无规共聚聚丙烯、嵌段共聚聚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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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中的至少一种。

[0031] 优选的，步骤1）所述的聚丙烯树脂为均聚聚丙烯、无规共聚聚丙烯、嵌段共聚聚丙

烯中的至少一种与长支链聚丙烯所组成的混合物，其中长支链聚丙烯的质量分数为5%～

15%。

[0032] 优选的，步骤1）所述的活性填料为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苯甲酸

钠、碳酸钙、二氧化钛、蒙脱土、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0.5%～

2%。

[0033]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的活性填料为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

[0034] 优选的，所述的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的制备方法如下：将纳米级

滑石粉加入高速捏合机中，110℃～125℃高速搅拌15～20分钟，当含水量低于0.3%时，分三

次添加偶联剂进行活化处理，总用量为纳米级滑石粉质量的0.5%～2%，每次间隔2分钟，总

活化处理时间为8～12分钟。

[0035] 优选的，所述的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铝酸酯偶联剂中的至少一

种。

[003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的偶联剂为铝酸酯偶联剂。

[0037] 优选的，步骤1）所述的助剂为润滑剂、抗氧剂、着色剂中的至少一种。

[0038] 优选的，所述的润滑剂为硬脂酸、硬脂酸盐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

量的0.5%～2%。

[003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的润滑剂为硬脂酸。

[0040] 优选的，所述的抗氧剂为抗氧剂1010、抗氧剂1098、抗氧剂1076、抗氧剂量168、抗

氧剂264、抗氧剂626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0.1%～0.5%。

[0041]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的抗氧剂为抗氧剂1010。

[0042] 优选的，所述的着色剂为炭黑、色母粒中的至少一种，添加量为聚丙烯树脂质量的

5%～10%。

[0043] 优选的，步骤2）所述的三螺杆挤出机的机头设置有换网器、熔体泵、口模和模面水

环热切粒机。

[0044] 优选的，步骤2）所述的三螺杆挤出机为品字型三螺杆挤出机，螺杆直径为62mm，螺

杆长径比L/D为36:1，螺杆最高转速为500r/min。

[0045] 优选的，步骤2）所述的超临界流体的添加量为聚丙烯发泡料质量的2%～10%。

[0046] 优选的，步骤2）所述的超临界流体为超临界CO2、超临界N2中的至少一种。

[0047]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2）所述的超临界流体为超临界CO2。

[0048] 优选的，步骤3）进行模面水环热切造粒时的水温为40～70℃。

[004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50] 实施例1：

[0051] 将100kg均聚聚丙烯、1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0.5kg硬脂酸和

0.2kg抗氧化剂1010和5kg纳米级炭黑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用自动喂

料系统以10kg/h的速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注口，将

超临界二氧化碳以3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过机头

口模发泡，模面水环热切造粒，脱水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控制口模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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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Pa，口模温度为138℃，得到发泡倍率为28倍的黑色珠粒，色泽均一。

[0052] 实施例2：

[0053] 将90kg均聚聚丙烯、10kg长支链聚丙烯、2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

粉、1kg硬脂酸、0.5kg抗氧化剂1010和8kg粉色的色母粒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

将物料用自动喂料系统以10kg/h的速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

设置加注口，将超临界二氧化碳以8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

压力，通过机头口模发泡，模面水环热切造粒，脱水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控制

口模压力为17MPa，口模温度为125℃，得到发泡倍率为42倍的粉色珠粒，色泽均一。

[0054] 实施例3：

[0055] 将100kg无规共聚聚丙烯、0.5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和0.1kg抗

氧化剂1010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用自动喂料系统以10kg/h的速度转

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注口，将超临界二氧化碳以300g/h

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过机头口模发泡，模面水环热切造

粒，脱水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控制口模压力为5MPa，口模温度为118℃，得到发

泡倍率为8倍的白色珠粒。

[0056] 实施例4：

[0057] 将95kg无规共聚聚丙烯、5kg长支链聚丙烯、1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

石粉、1kg硬脂酸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用自动喂料系统以10kg/h的速

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注口，将超临界二氧化碳以

5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过机头口模发泡，模面水环

热切造粒，脱水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控制口模压力为9MPa，口模温度为120℃，

得到发泡倍率为18倍的白色珠粒。

[0058] 实施例5：

[0059] 将100kg嵌段共聚聚丙烯、0.5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石粉、1kg硬脂酸

和0.2kg抗氧化剂1010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用自动喂料系统以10kg/h

的速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注口，将超临界二氧化碳

以5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过机头口模发泡，模面水

环热切造粒，脱水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控制口模压力为11MPa，口模温度为150

℃，得到发泡倍率为36倍的白色珠粒。

[0060] 实施例6：

[0061] 将85kg嵌段共聚聚丙烯、15kg长支链聚丙烯、2kg经偶联剂活化处理过的纳米级滑

石粉、2kg硬脂酸和0.5kg抗氧化剂1010加入低温高速混合机，混合均匀，再将物料用自动喂

料系统以10kg/h的速度转入三螺杆挤出机，在三螺杆挤出机的机筒均化段设置加注口，将

超临界二氧化碳以900g/h的速度注入到机筒中，经熔体泵提高和稳定模口压力，通过机头

口模发泡，模面水环热切造粒，脱水干燥，过筛，得到发泡聚丙烯珠粒。控制口模压力为

18MPa，口模温度为146℃，得到发泡倍率为58倍的白色珠粒。

[0062] 注：本发明的发泡聚丙烯珠粒的发泡倍率按标准ASTM  D792-2008进行测试，发泡

倍率公式为：n=ρ0/ρ，式中n为发泡倍率；ρ0为基体树脂的密度；ρ为发泡珠粒的密度。ρ的计算

公式为：ρ=m/（m+m1-m2），式中m为发泡珠粒在空气中的质量，m1为使发泡样品浸入水中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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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帽在水中的质量，m2为发泡珠粒在水中的质量。

[006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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