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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发泡剂、发泡助剂、

成核剂等和载体树脂混合后通过双螺杆挤出机

制得发泡母料；(2)将PP、ABS、纳米颗粒及增容剂

等混合均匀，形成PP/ABS混合料；(3)将步骤(2)

的PP/ABS混合料通过双螺杆挤出机熔融、挤出、

切粒后制得均匀的复合物；(4)将步骤(1)的发泡

母料经过活化后与步骤(3)所制备的复合物混合

均匀形成混合物料；(5)将混合物料加入注射成

型机中即可生产出PP/ABS微孔制品。本发明一方

面可有效提高PP/ABS的微发泡性能，泡孔均匀密

度高且尺寸小，另一方面也避免因PP与ABS不相

容而带来的对PP/ABS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

成本低廉，加工生产比较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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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干燥后的发泡剂、发泡助剂、成核剂、分散剂和载体树脂按比例混合后通过双螺

杆挤出机制得发泡母料；

(2)将PP、ABS、纳米颗粒、分散剂及PE-c-GMA干燥后按比例称量并混合均匀，形成PP/

ABS混合料，其中ABS占PP的质量比例为10-25％，PE-c-GMA占ABS的质量比例为10～20％，分

散剂选用高熔点PE蜡，其含量占ABS质量的30～50％；

(3)将步骤(2)的PP/ABS混合料通过双螺杆挤出机熔融、挤出、切粒后制得均匀的复合

物；

(4)将步骤(1)的发泡母料经过活化后与步骤(3)所制备的复合物按比例混合均匀后形

成混合物料并干燥待用；

(5)将混合物料加入注射成型机中生产PP/ABS微孔制品，其中，注射成型机中熔体温度

的设定在190～230℃之间，混合物料在塑化过程中保持的背压为8-15MPA，成型过程中的保

压压力控制在5～15MPA之间；

其中，所述步骤(1)中发泡剂为能够耐高温的偶氮二甲酰胺，其含量在发泡母料中的质

量占比为10～30％；发泡助剂为氧化锌，其含量为偶氮二甲酰胺质量的8～12％；成核剂为

滑石粉或碳酸钙中的一种或几种，其含量在发泡母料中的质量占比为10～30％，其粒径在

2-10微米之间；分散剂选用高熔点PE蜡，其含量在发泡母料的质量占比为9.9～10.1％；载

体树脂为LDPE；

所述步骤(2)中的纳米颗粒为纳米蒙脱土、纳米二氧化钛、纳米二氧化硅中的一种或几

种，其含量占PP/ABS混合料质量之比为(1～5)％，其粒径在100纳米以内；

所述步骤(4)最终形成的混合物料中发泡母料与混合物料总质量之比为(2 .0～

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的

发泡母料在真空干燥机中在80～100摄氏度的环境中活化20～30分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注

射成型机中注射压力设定在50～180MPA之间，注射时间设定在0.5～5秒之间，模具温度保

持于40～80摄氏度之间，物料从进入料筒到注射到模具型腔的总时间控制在1～20分钟之

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注

射成型机料筒前端的温度在正常加工过程中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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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属于聚合物材料的加工制造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塑料注射制品因生产适应性强、效率高、易于自动化操作等特点被广泛应

用，其中，聚丙烯(PP)树脂具有质轻、原料来源丰富、性能价格比优越以及优良的耐热性、耐

化学腐蚀性、易于回收等特点，是注射制品中广泛应用的一种通用热塑性树脂。随着能源特

别是石油的紧缺，如何节约塑料原料导致了发泡制品的产生与发展。按照微孔形成及发泡

剂类型的不同，微发泡方法常可分为化学发泡、物理发泡及机械混合发泡等。利用微发泡注

射机来生产微孔制品，属于物理发泡的一种，它多采用超临界流体(N2或CO2)作为发泡剂，由

于微发泡注射机具有专门的气体注入及贮存装置，因而，该工艺较简单，控制方便，绿色环

保，制品的质量稳定等，可视作注射成型的一种创新技术。然而，这种方法受限于它需要专

用装置，提高了相应的设备费用及成本，这就给相应的生产带来不便。

[0003] 利用化学发泡剂产生气体并进而加工生产PP微发泡注射制品也是一种可行的方

法。中国发明专利201110322117.8、201210069623.5、201210101328.3、201310090365.3等

公开了几种应用于PP发泡母粒的制备方法，这些方法一般是利用化学发泡剂受热分解从而

产生气体并在制品内部形成大量的泡孔。这些方法操作方便、简单易用，不需要增加相应的

设备。然而，聚丙烯属结晶型聚合物，在结晶熔点以下几乎不流动，形成的气核很难长大，同

时，在结晶熔点之上则熔体粘度急剧变小，熔体强度很低，发泡气体又易逃逸，因此欲利用

这些方法得到具有均匀微孔的聚丙烯发泡注射制品仍然十分困难。

[0004] ABS是另外一种常用的热塑性树脂，相比较PP，它是无定形聚合物且熔体强度较

高，但能否通过将其加入PP中实现共混来提高PP的发泡性能目前尚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

PP与ABS之间的结构差异较大，因此两者很难相容，尽管已有报到表明可以通过加入相容剂

的办法来提高两者的相容性，但加入相容剂对于两者共混后的发泡效果的影响并不清楚。

如何能够处理好ABS加入引起PP发泡性能的变化及相容性带来的PP/ABS力学性能变差等两

方面的问题仍然较为重要。同时，目前的注射成型机基本结构并不利于其生产具有较好微

孔结构的制品，它对工艺条件控制的要求较高，这也对PP/ABS复合物的微发泡注射提出了

挑战。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PP/ABS微发泡制品

的原料制备及注射成型方法，通过合适的材料配比及相应的工艺条件即可获得微孔分布均

匀且力学性能较好的发泡制品。

[0006] 技术方案：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一种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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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1)将干燥后的发泡剂、发泡助剂、成核剂、分散剂和载体树脂混合后通过普通塑

料挤出机制得发泡母料；

[0008] (2)将PP、ABS、纳米颗粒、分散剂及PE-c-GMA干燥后按比例称量并混合均匀，形成

PP/ABS混合料，其中ABS的质量比例为10-25％，PE-c-GMA占ABS的质量为10～20％，分散剂

选用高熔点PE蜡，其含量占ABS质量的30～50％；

[0009] (3)将步骤(2)的PP/ABS混合料通过普通塑料挤出机熔融、挤出、切粒后制得均匀

的复合物；

[0010] (4)将步骤(1)的发泡母料经过活化后与步骤(3)所制备的复合物按比例混合均匀

后形成混合物料并干燥待用；

[0011] (5)将混合物料加入注射成型机中在优化的工艺条件下即可生产PP/ABS微孔制

品，其中，注射成型机中熔体温度的设定在190～230℃之间，混合物料在塑化过程中保持的

背压为8-15MPA，成型过程中的保压压力控制在5～15MPA之间。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中发泡剂偶氮二甲酰胺(AC)，其含量在发泡母料中的质量

占比为10～30％。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中发泡助剂为氧化锌(ZnO)，其含量为AC质量的8～12％，

该含量可有效的调节AC的实际分解温度，从而与后续的成型工艺相匹配。

[0014] 作为优选，为避免发泡剂的分解，所述步骤(1)中普通塑料挤出机的熔体温度在

120～140摄氏度。

[001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中成核剂为滑石粉或碳酸钙中的一种或几种，其含量在发

泡母料中的质量占比为10～30％，其粒径在2-10微米之间。

[001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中分散剂选用高熔点PE蜡，其含量在发泡母料的质量占比

为9.9～10.1％。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的纳米颗粒为纳米蒙脱土、纳米二氧化钛、纳米二氧化

硅等的一种或几种，其含量占PP/ABS混合料质量之比为(1～5)％，其粒径在100纳米以内。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4)的发泡母料在真空干燥机80～100摄氏度的环境中活化20

～30分钟。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4)最终形成的混合物料中发泡母料与混合物料总质量之比

为(2.0～8.0)％。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注射成型机料筒前端的温度在正常加工过程中处于关闭

状态，从而保证含气体的高温熔料不从料筒前端的喷嘴流出。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注射成型机中注射压力设定在50～180MPA之间，注射时间

设定在0.5～5秒之间，模具温度保持于40～80摄氏度之间，物料从进入料筒到注射到模具

型腔的总时间控制在1～20分钟之间。

[0022] 本发明的两个关键技术环节分别为材料的配比设计及工艺条件的控制，两者相辅

相成。从PP的可发泡性能来看，适量ABS的加入能够促进气核的形成，但ABS会造成PP/ABS共

混物力学性能的变差，因而加入适当的增容剂可提高两者的相容性，但两者相容性太好则

使ABS促进PP可发泡性的作用变差，因而，本发明提供的材料配比可以兼顾两者的平衡。同

时，纳米粒子的适量加入也能够同步提高PP/ABS的可发泡性及制品的力学性能，而纳米粒

子能否均匀分散于PP/ABS熔体中也需要仔细控制。另一方面，从工艺参数控制来看，在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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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过程中，熔体温度、模具温度、注射压力、注射时间、保压压力、保压时间、冷却时间等均

是影响制品品质的重要因素，这些工艺参数对于发泡注射成型来说同样显得重要。这是因

为发泡剂受热充分分解后转化成气体后存于料筒内，其于PP/ABS熔体之间要保证很好的混

溶性，这其中要涉及到发泡剂的分解、发泡剂与塑料熔体充分混合后形成均匀气熔复合物、

气熔复合物中气体逃逸较少等因素。受热时间短、温度低等会造成发泡剂分解不足、较低的

压力会造成气熔复合物难以均匀化形成，而受热时间长、温度高、或较高的压力作用下气熔

复合物中气体容易逃逸。另外，在本发明步骤(4)所制备的混合物料中发泡剂的质量比例需

要控制，其较合适的含量大约在0.7～0.8％之间，发泡剂的含量过大，将会因在注射机料筒

内分解太多而致使物料流涎出喷嘴，增大了控制难度，同时也会增大制品泡孔，制品质量减

轻太多，不利于力学性能的提高；发泡剂的含量太小，则会因产生的气量太小，制品只有局

部得以发泡从而泡孔不均匀。

[0023] 综上，PP与ABS以及其它物料的质量控制在前述范围内正好可利用两者相容性及

所产生微孔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发泡性能优异且力学性能较佳的微孔制品。

[0024]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PP/ABS微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0025] (1)和采用物理发泡剂或其它同类型化学发泡剂加工生产的PP微发泡制品相比，

采用该方法制备及成型的制品微孔分布明显均匀，泡孔尺寸小，泡孔密度大；

[0026] (2)采用发泡剂作为气体来源，得来容易，成本低廉，贮存及加入均容易实施，在普

通注射成型机中即可以实现生产，对设备的要求较低，因而具有工艺简单，操作方便的特

点；

[0027] (3)较大程度的保证及提高了PP/ABS复合物的力学性能；

[0028] (4)该方法采用了较低的保压压力及较短的保压时间，导致锁模力和设备能耗均

明显降低，从而降低设备运作成本，同时，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尤其对于厚壁制品；

[0029] (5)因内部大量微孔的存在，导致制品密度降低，质量减轻，节省了相应原料；

[0030] (6)较低的保压压力和微孔长大两方面共同作用实现物料的补缩，减小了常规注

射过程中因较高保压压力而引起的制品内应力，消除或减少了因此而带来的制品翘曲变

形，最终改善制品的尺寸精度；

[0031] (7)均匀微孔的存在提高了制品隔音、隔热、防震等方面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制品的原料准备及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发明主要包括原料配比和成型加工条件等两部分关键技术细节，本工艺流程如

图1所示。设备方面，需要一台普通的混炼机、真空干燥机、注射机和双螺杆挤出机，注射机

可以是液压传动、全电动或电液联合，注射成型机料筒前端的温度在正常加工过程中处于

关闭状态，使用的模具为标准拉伸样条模具，模具温度采用循环热油加热的模温机进行控

制。原料方面，使用的PP牌号为国产T30S，其熔体流动指数为3.2g/10min(190℃，21.6N)，

ABS为国产757，其熔体流动指数为1.8g/10min(200℃，49.0N)，使用PE-c-GMA中GMA的含量

为8％，其来自SIGMA-ALDRICH公司，其熔体流体速率为5.0g/10min，使用的AC来自索普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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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其型号为Dn8型，其分解温度范围为193-205度，使用的其它助剂均为市售，其中，发泡助

剂采用ZnO，滑石粉及碳酸钙粒径均在2-10微米之间，纳米蒙脱土、纳米二氧化钛、纳米二氧

化硅等的粒径均在100纳米以内，使用高熔点PE蜡作为分散剂，其熔点约为100℃。

[0034] 实施例1

[0035] 首先，制造发泡母料。按照下面的质量称取原料：LDPE：0.58kg，AC：0.2kg，ZnO：

0.02kg，高熔点PE蜡：0.1kg，滑石粉：0.1kg。将原料分别干燥后，在混炼机中混合均匀并通

过双螺杆挤出机制得发泡母料，在挤出过程中熔体温度为130℃；

[0036] 其次，制备PP/ABS混合料。按照下面的质量称取干燥后的原料：PP：1kg，ABS：

0.1kg，PE-c-GMA：0.02kg，纳米蒙脱土：0.02kg，高熔点PE蜡：0.05kg。将这些原料在混炼机

中混合均匀形成PP/ABS混合料，之后，通过普通塑料挤出机熔融、挤出并切粒，在挤出过程

中熔体温度控制为180℃；

[0037] 同时，将制备的发泡母料放入真空干燥机中在90摄氏度的环境中活化20分钟；

[0038] 之后，称取发泡母料0.04kg与PP/ABS混合料1kg，将上述两种物料混合均匀，形成

复合物料，混合物料中的PP与ABS质量之比为10∶1，AC在物料中的含量约为0.77％；

[0039] 接着，将上述复合物料加入普通注射成型机中生产制品，在注射过程中将熔体温

度设定为210℃，混合物料在塑化过程中保持的背压为12MPA，成型过程中的保压压力控制

在10MPA，注射压力设定在80MPA，注射时间设定在1.5秒，模具温度保持于60℃，物料从进入

料筒到注射到模具型腔的总时间控制约5分钟。

[0040] 最后，对所制得的PP/ABS微孔制品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测试结果见表1。

[0041] 实施例2

[0042] 首先，制造发泡母料。按照下面的质量称取原料：LDPE：0.49kg，AC：0.1kg，ZnO：

0.01kg，高熔点PE蜡：0.1kg，滑石粉：0.3kg。将原料分别干燥后，在混炼机中混合均匀并通

过双螺杆挤出机制得发泡母料，在挤出过程中熔体温度为140℃；

[0043] 其次，制备PP/ABS混合料。按照下面的质量称取干燥后的原料：PP：1kg，ABS：

0.2kg，PE-c-GMA：0.03kg，纳米蒙脱土：0.012kg，高熔点PE蜡：0.1kg。将这些原料在混炼机

中混合均匀形成PP/ABS混合料，之后，通过普通塑料挤出机熔融、挤出并切粒，在挤出过程

中熔体温度控制为190℃；

[0044] 同时，将制备的发泡母料放入真空干燥机中在100摄氏度的环境中活化30分钟；

[0045] 之后，称取发泡母料0.08kg与PP/ABS混合料1kg，将上述两种物料混合均匀，形成

复合物料，混合物料中的PP与ABS质量之比为5∶1，AC在物料中的含量约为0.74％；

[0046] 接着，将上述复合物料加入普通注射成型机中生产制品，在注射过程中将熔体温

度设定为190℃，混合物料在塑化过程中保持的背压为8MPA，成型过程中的保压压力控制在

5MPA，注射压力设定在50MPA，注射时间设定在5秒，模具温度保持于80℃，物料从进入料筒

到注射到模具型腔的总时间控制约20分钟。

[0047] 最后，对所制得的PP/ABS微孔制品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测试结果也列于表1之中。

[0048] 实施例3

[0049] 首先，制造发泡母料。按照下面的质量称取原料：LDPE：0.464kg，AC：0.3kg，ZnO：

0.036kg，高熔点PE蜡：0.1kg，滑石粉：0.1kg。将原料分别干燥后，在混炼机中混合均匀并通

过双螺杆挤出机制得发泡母料，在挤出过程中熔体温度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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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其次，制备PP/ABS混合料。按照下面的质量称取干燥后的原料：PP：1kg，ABS：

0.25kg，PE-c-GMA：0.025kg，纳米蒙脱土：0.07kg，高熔点PE蜡：0.075kg。将这些原料在混炼

机中混合均匀形成PP/ABS混合料，之后，通过普通塑料挤出机熔融、挤出并切粒，在挤出过

程中熔体温度控制为190℃；

[0051] 同时，将制备的发泡母料放入真空干燥机中在100摄氏度的环境中活化25分钟；

[0052] 之后，称取发泡母料0.025kg与PP/ABS混合料1kg，将上述两种物料混合均匀，形成

复合物料，混合物料中的PP与ABS质量之比为4∶1，AC在物料中的含量约为0.75％；

[0053] 接着，将上述复合物料加入普通注射成型机中生产制品，在注射过程中将熔体温

度设定为230℃，混合物料在塑化过程中保持的背压为12MPA，成型过程中的保压压力控制

在15MPA，注射压力设定在180MPA，注射时间设定在0.5秒，模具温度保持于40℃，物料从进

入料筒到注射到模具型腔的总时间控制约2分钟。

[0054] 最后，对所制得的PP/ABS微孔制品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测试结果也列于表1之中。

[0055] 表1几种材料的拉伸性能比较

[0056]

[0057] 为了对本发明的效果进行说明，另外列举了对比例，比较结果也列于表1，所列结

果均为在制品减重约10％情况下按照国标进行的测试结果。其中，对比例1为纯PP的微发泡

制品，对比例为参照实施例1但未加入ABS时的发泡制品，对比例3为参照实施例1但未加入

PE-c-GMA的发泡制品，对比例4为参照实施例1但未加入纳米颗粒时的发泡制品。

[0058]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的PP/ABS微孔发泡制品的力学性能较好，同时，

该类制品的泡孔结构均匀，泡孔尺寸均在60微米以下，因而这类制品具有密度低、力学性能

优异等特点，从而明显具有优异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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