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57313.7

(22)申请日 2019.07.19

(71)申请人 南京法宁格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11131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工

业集中区

(72)发明人 郭鑫齐　许鹏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舜点律师事务所 32319

代理人 苗武松

(51)Int.Cl.

C08J 9/14(2006.01)

C08J 9/08(2006.01)

C08L 23/12(2006.01)

C08L 75/04(2006.01)

C08L 1/02(2006.01)

C08K 5/13(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

发泡聚丙烯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包括：将聚丙烯

树脂、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

出；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

入稳定剂、发泡剂A、抗氧化剂，加温加压，发泡后

得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将发泡剂B加入

到水中，加入分散剂，搅拌均匀后，加入到无水乙

醇中，得到发泡剂B微粒后，将发泡剂B微粒加入

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加入抗氧化剂、纤

维素，经注塑机加温加压后，得到改性发泡聚丙

烯。本发明采用聚氨酯和纤维素来增强发泡聚丙

烯的机械性能和抗冲击性能，采用物理发泡和化

学发泡相结合的两次发泡，使得用于汽车仪表盘

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泡孔结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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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其特征是，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

聚丙烯树脂60~80份；稳定剂3~5份；发泡剂A  5~10份；发泡剂B  3~8份；聚氨酯20~30份；抗氧

化剂3~5份；纤维素10~2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其特征是，所述

稳定剂为铅盐稳定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其特征是，所述

发泡剂A为烷烃化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其特征是，所述

烷烃化合物为正戊烷、异戊烷或环戊烷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其特征是，所述

发泡剂B为碳酸氢钠发泡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其特征是，所述

抗氧化剂为叔丁基对苯二酚或二丁基羟基甲苯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将聚丙烯树脂、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稳定剂、发泡剂A、抗氧化剂，加温加

压，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

（3）将发泡剂B加入到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分散剂，搅拌均匀后，加入到无水乙醇中，

得到发泡剂B微粒后，将发泡剂B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抗

氧化剂、纤维素，经注塑机加温加压后，得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是，所述步骤（2）中的压力为10~40MPa，温度为160~180℃。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是，所述步骤（3）中的分散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是，所述步骤（3）中的温度为160~180℃，压力为20~50MPa。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343287 A

2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高分

子发泡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发泡聚丙烯（EPP）是聚丙烯塑料发泡材料，是一种性能卓越的高结晶型聚合物/气

体复合材料，以其独特而优越的性能成为目前增长最快的环保新型抗压缓冲隔热材料。EPP

还是一种环保材料，可回收再利用，可以自然降解，不会造成白色污染。因此，发泡聚丙烯被

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家电等领域。

[0003] 现有的聚丙烯发泡方式包括物理发泡和化学发泡。物理发泡是通过物理变化为聚

合物发泡提供气体，该气体是无毒、无污染、在聚合物中能够溶解。化学发泡是发泡过程发

泡剂自身发生化学变化，分解产生的气体与基体树脂熔融聚合。

[0004] 公开号为CN109233098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汽车内饰件的发泡聚丙烯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制备方法包括将发泡剂与填充粒子共混，与聚丙烯树脂通过失重

称下料到双螺杆挤出机中，经剪切、混炼后得到熔融混合物，将熔融混合物通过熔体泵增

压、过滤器过滤后得到熔融物，将熔融物注入到模具中，在120～150℃保温3～7min，冷却到

室温，得到所述的发泡聚丙烯复合材料。虽然该发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泡聚丙烯材料的

力学强度、冲击能力、抗变形能力，但是其发泡过程不易控制，对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发泡

聚丙烯的性能控制上不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

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通过两次发泡和发泡聚丙烯材料改性，得到机械性能

和抗冲击性能优异的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聚丙烯树脂

60~80份；稳定剂3~5份；发泡剂A  5~10份；发泡剂B  3~8份；聚氨酯20~30份；抗氧化剂3~5份；

纤维素10~20份。

[0007] 优选地，所述稳定剂为铅盐稳定剂。

[0008] 优选地，所述发泡剂A为烷烃化合物。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烷烃化合物可以通过物理发泡的方式得到初次发泡

的改性发泡聚丙烯。

[0010] 优选地，所述烷烃化合物为正戊烷、异戊烷或环戊烷中的至少一种。

[0011] 优选地，所述发泡剂B为碳酸氢钠发泡剂。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碳酸氢钠可以通过化学方式的二次发泡，通过碳酸

氢钠分解，产生气体，进而发泡，其环境污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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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所述抗氧化剂为叔丁基对苯二酚或二丁基羟基甲苯中的一种。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上述抗氧化剂可以防止在发泡过程中材料的氧

化致使其性能降低。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1）将聚丙烯树脂、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稳定剂、发泡剂A、抗氧化剂，加温加

压，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

（3）将发泡剂B加入到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分散剂，搅拌均匀后，加入到无水乙醇中，

得到发泡剂B微粒后，将发泡剂B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抗

氧化剂、纤维素，经注塑机加温加压后，得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聚氨酯和纤维素来增强发泡聚丙烯的机械性能和抗

冲击性能，同时，采用物理发泡和化学发泡相结合的两次发泡，使得泡孔结构均匀。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的压力为10~40MPa，温度为160~180℃。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高压釜内的发泡效果更好。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的分散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为分散剂使得发泡剂在混合溶剂

中均匀分散。

[0021]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的温度为160~180℃，压力为20~50MPa。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注塑机内的发泡效果更好。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采用聚氨酯和纤

维素来增强发泡聚丙烯的机械性能和抗冲击性能，同时，采用物理发泡和化学发泡相结合

的两次发泡，使得得到的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泡孔结构均匀；

（2）本发明的得到的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通过改变聚氨酯和

纤维素的添加量、发泡剂的添加量，以及发泡的温度和压力，研究其机械性能和抗冲击性能

的影响，发泡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可达到170℃、拉伸强度可达到50MPa、断裂伸长率可达

到300%、冲击强度可达到65KJ/m2、弯曲模量可达到1210MPa和弯曲强度可达到30MPa。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5]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聚丙烯

树脂60~80份；稳定剂3~5份；发泡剂A  5~10份；发泡剂B  3~8份；聚氨酯20~30份；抗氧化剂3~
5份；纤维素10~20份。

[0026]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聚丙烯树脂、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稳定剂、发泡剂A、抗氧化剂，加温加

压，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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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发泡剂B加入到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分散剂，搅拌均匀后，加入到无水乙醇中，

得到发泡剂B微粒后，将发泡剂B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抗

氧化剂、纤维素，经注塑机加温加压后，得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0027] 对发泡材料的拉伸强度、冲击强度进行测试。将注塑成型的样条放置在按照  GB-

2918-82 规定的标准下放置48h，其中温度为23±2℃、相对湿度为

40±2%，其力学测试也在此标准环境下进行。

[0028] 拉伸性能：按照GB/T1040-92进行拉伸性能测定，拉伸速度为50mm/min，试验在微

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

[0029] 冲击性能：按照  ISO179-2:1997进行悬臂梁冲击强度测定，V型缺口，试验在塑料

摆锤冲击试验机上进行。

[0030] 弯曲强度：按照  GB/T9341-2000进行弯曲性能测定，样条在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

验机上进行，压制速度为2.0mm/min，定位移6mm。

[0031]   玻璃化温度测定：试样烘干，取试样量5~10mg，在氮气保护下从-50℃加热以10

℃/min升温速率至280℃，恒温5min，再以10℃/min降温速率至常温。

[0032] 实施例1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聚丙烯树脂

6kg；铅盐稳定剂300g；正戊烷500g；碳酸氢钠300g；聚氨酯2kg；叔丁基对苯二酚300g；纤维

素1kg。

[0033]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6kg聚丙烯树脂、2kg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铅盐稳定剂300g、正戊烷500g、叔丁

基对苯二酚150g，设定压力为10MPa，温度为160℃，发泡30min，得到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

性发泡聚丙烯；

（3）将碳酸氢钠300g加入到1kg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十二烷基硫酸钠10g，搅拌均匀

后，加入到500mL无水乙醇中，搅拌1h后，真空抽滤后，在50℃下真空干燥6h得到碳酸氢钠微

粒后，将碳酸氢钠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叔丁基对苯二酚

150g、纤维素1kg，经注塑机在温度160℃、压力20Mpa下，经注塑机喷嘴注入模具中，开模得

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0034] 得到的改性发泡聚丙烯的性能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0035] 实施例2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聚丙烯树脂

7kg；铅盐稳定剂400g；异戊烷800g；碳酸氢钠500g；聚氨酯2.5kg；二丁基羟基甲苯400g；纤

维素1.5kg。

[0036]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7kg聚丙烯树脂、2.5kg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铅盐稳定剂400g、异戊烷800g、二丁

基羟基甲苯200g，设定压力为25MPa，温度为170℃，发泡30min，得到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

性发泡聚丙烯；

（3）将碳酸氢钠500g加入到1.5kg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十二烷基硫酸钠20g，搅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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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后，加入到800mL无水乙醇中，搅拌1h后，真空抽滤后，在50℃下真空干燥6h得到碳酸氢钠

微粒后，将碳酸氢钠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二丁基羟基甲

苯200g、纤维素1.5kg，经注塑机在温度170℃、压力35Mpa下，经注塑机喷嘴注入模具中，开

模得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0037] 得到的改性发泡聚丙烯的性能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0038] 实施例3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聚丙烯树脂

8kg；铅盐稳定剂500g；环戊烷1kg；碳酸氢钠800g；聚氨酯3kg；二丁基羟基甲苯500g；纤维素

2kg。

[0039]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8kg聚丙烯树脂、3kg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铅盐稳定剂500g、环戊烷1kg、二丁基

羟基甲苯250g，设定压力为40MPa，温度为180℃，发泡30min，得到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性

发泡聚丙烯；

（3）将碳酸氢钠800g加入到2kg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十二烷基硫酸钠30g，搅拌均匀

后，加入到1000mL无水乙醇中，搅拌1h后，真空抽滤后，在50℃下真空干燥6h得到碳酸氢钠

微粒后，将碳酸氢钠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二丁基羟基甲

苯250g、纤维素2kg，经注塑机在温度180℃、压力50Mpa下，经注塑机喷嘴注入模具中，开模

得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0040] 得到的改性发泡聚丙烯的性能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0041] 实施例4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包括以下重量分数的组分：聚丙烯树脂

8kg；铅盐稳定剂500g；环戊烷800g；碳酸氢钠500g；聚氨酯3kg；二丁基羟基甲苯500g；纤维

素2kg。

[0042] 一种用于汽车仪表盘的改性发泡聚丙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8kg聚丙烯树脂、3kg聚氨酯加入到单螺杆机中混合均匀后挤出；

（2）将挤出的物料送入高压釜中，向高压釜中加入铅盐稳定剂500g、环戊烷800g、二丁

基羟基甲苯250g，设定压力为40MPa，温度为180℃，发泡30min，得到发泡后得到初次发泡改

性发泡聚丙烯；

（3）将碳酸氢钠500g加入到1.5kg水中，搅拌溶解后，加入十二烷基硫酸钠20g，搅拌均

匀后，加入到1000mL无水乙醇中，搅拌1h后，真空抽滤后，在50℃下真空干燥6h得到碳酸氢

钠微粒后，将碳酸氢钠微粒加入到初次发泡改性发泡聚丙烯，搅拌均匀后，加入二丁基羟基

甲苯250g、纤维素2kg，经注塑机在温度180℃、压力50Mpa下，经注塑机喷嘴注入模具中，开

模得到改性发泡聚丙烯。

[0043] 得到的改性发泡聚丙烯的性能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004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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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对比实施例1与实施例2、实施例4，随着发泡温度和压力以及聚氨酯

和纤维素添加量、发泡剂添加量的增加，发泡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拉伸强度、断裂伸长

率、冲击强度、弯曲模量和弯曲强度均提高，这是因为聚氨酯和纤维素添加量增加，增强了

发泡材料的性能，使得其在耐冲击性和机械性能上均有提升；对比实施例2与实施例3，耐冲

击性和机械性能上稍有下降，这是因为随着发泡剂加入量的进一步增加，泡孔孔径和泡孔

密度均有提高，使得发泡材料的分子链结合减弱；对比实施例3与实施例4，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只改变发泡剂的添加量，发现适量的发泡剂使得材料具有较好的耐冲击性和机

械性能，这说明发泡剂过量会引起泡孔孔径和泡孔密度变大，不利于发泡材料的性能提高。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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