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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聚合物组合物，涉及该聚合

物组合物用于制备制品的用途，涉及包含该聚合

物组合物的制品，优选涉及包括层状部件的制

品，所述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该聚合物组

合物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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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丙烯组合物，包括基于其总量(100wt％)：

(i)大于25wt％，优选30-99.8wt％的丙烯聚合物(PP)，和

(ii)0.2-5wt％的添加剂；

其中所述添加剂(ii)至少选自(iia)包括受阻胺化合物的紫外光稳定剂和(iib)包括

二烷基胺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并且其中所述添加剂(ii)不含酚单元。

2.权利要求1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紫外光稳定剂中的所述受阻胺化合物(iia)选自包

含一个或多个2,2,6,6-取代哌啶部分的化合物或者包含一个或多个2,2-取代哌嗪部分的

化合物，优选所述受阻胺化合物(iia)为包含至少两个2,2,6,6-取代哌啶部分的化合物。

3.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紫外光稳定剂中的所述受阻胺化合物

(iia)具有多于两个哌啶部分，所述哌啶部分至少在2,2,6,6位置具有取代基。

4.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紫外光稳定剂中的所述受阻胺化合物

(iia)的分子量Mn为2000g/mol以上，优选为2000-7000g/mol。

5.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紫外光稳定剂中的所述受阻胺化合物

(iia)基于聚合物组合物的量(100wt％)以0.1-1.0wt％，适宜为0.2-1.0wt％的量存在。

6.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所述抗氧化剂(iib)优选为任选具有

其它取代基的二((C8-C30))烷基胺化合物，更优选为通式为R1R2NOH(I)的长链N,N-二烷基

羟胺化合物，其中R1和R2独立地选自8-30个碳原子的烷基。

7.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所述抗氧化剂(iib)基于聚合物组合

物的量(100wt％)以20-3000ppm，适宜为40-2000ppm的量存在。

8.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所述丙烯聚合物(PP)(i)为丙烯均聚

物或共聚物，适宜地，所述丙烯聚合物(PP)(i)至少为丙烯共聚物；优选地，其中所述丙烯聚

合物(PP)(i)为包括多相丙烯共聚物(A)的多相丙烯共聚物(iPP)，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A)

包括：

-聚丙烯基体组分(a1)和

-分散于所述聚丙烯基体(a1)之中的弹性丙烯共聚体组分(a2)；

并且其中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A)具有至少145℃的熔融温度(Tm)(DSC)和至少90℃的

维卡软化温度(维卡A)，所述熔融温度如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所述维卡软

化温度根据ASTM  D  1525，方法A，50℃/h，10N进行测量。

9.前述权利要求中任一项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A)以任意排序

具有一种或多种并优选全部以下其它特性：

-根据ISO  1133在230℃和2.16kg负载下测量时，MFR2为0.2-20g/10min，优选为0.2-

15.0g/10min，优选为0.5-15g/10min，

-如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二甲苯冷可溶(XCS)部分的量为3-

40wt％，优选为5-35wt％，

-如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共聚单体含量为0.5-20wt％，优选为1.0-

20wt％，优选地，所述共聚单体选自乙烯和/或C4-C8α烯烃共聚单体，更优选选自乙烯，

-如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根据ISO  178进行测量时，拉伸模量为至少700MPa，优

选为750-2500MPa，和/或

-如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密度为900-91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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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种制品，其包含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的聚合物组合物。

11.权利要求10的制品，其包括层状部件，其中所述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前述权

利要求1-9中任一项的聚合物组合物的层。

12.权利要求10或11的制品，其包括层状部件，所述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前述权

利要求1-9中任一项的聚合物组合物的层，优选地，其中所述层状部件选自：

-单层部件，其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或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

13.前述权利要求10至12中任一项的制品，该制品为膜，所述膜选自：

-单层膜，其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或

-多层膜，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

14.前述权利要求10至13中任一项的制品，该制品为包括两个以上层状部件的多层组

件，其中至少一个层状部件是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限定的聚

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层状部件，优选地，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层状部件选自：

-单层部件，其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或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前述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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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聚合物组合物和该聚合物组合物用于制备制品的用途，还涉及包

含该聚合物组合物的制品，优选包括层状部件(layer  element)的制品，所述层状部件包括

至少一个包含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的层。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些最终用途的应用中，例如在最终户外使用中，对聚合物制品的机械性能具

有特殊要求。聚合物材料例如在一些地理区域必须耐受可能非常强烈的紫外光。另外，在最

终室外使用时温度可能在较大范围内变化。因此，通常还需要具有长期的热稳定性，特别是

在高温下。

[0003] 通常使用诸如聚丙烯(PP)等聚合物材料制备的制品需要添加剂来提供紫外光稳

定性和长期温度稳定性。

[0004] 已知受阻胺光稳定化合物在为聚合物材料提供耐紫外光性能方面非常有效。实现

长期温度稳定性(例如在热水管中)的常用方法是使用特定的酚类抗氧化剂组合。与非酚类

抗氧化剂相比，酚类抗氧化剂作为长期温度稳定剂非常有效，但酚类抗氧化剂的使用可能

改变制品的视觉外观，即酚类抗氧化剂通常具有对制品初始色调的变色作用，这在一些应

当保持初始视觉外观的最终应用中是不希望的。

[0005] 因而，对于满足要求紫外光稳定性和长期热稳定性的最终应用而不损害最终制品

初始视觉外观的聚合物解决方案一直存在着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因而，本发明涉及一种聚丙烯组合物，所述聚丙烯组合物基于其总量(100wt％)包

括(i)大于25wt％，优选为30-99.8wt％的丙烯聚合物(PP)，和(ii)0.2-5wt％的添加剂；其

中所述添加剂(ii)至少选自(iia)至少为一种受阻胺化合物的紫外光稳定剂和(iib)至少

为一种二烷基胺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并且其中所述添加剂(ii)不含酚单元。

[0007] “基于本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的总量(100wt％)”是指聚合物组合物中存在的各组

分的量的总和为100wt％。

[0008] 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在本文中也称作例如“PP组合物”、“组合物”或“本发明的

组合物”。(i)丙烯聚合物(PP)在本文中也称作“PP聚合物”或“PP聚合物(i)”。上述说明以及

权利要求中的术语“(ii)添加剂”、“(iia)至少为一种受阻胺化合物的紫外光稳定剂”和

“(iib)至少为一种二烷基胺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在本文中还分别称作“添加剂(ii)”、“紫外

光稳定剂(iia)”和“抗氧化剂(iib)”。

[0009] 受阻胺化合物是指受阻胺光稳定化合物(HALS化合物)，该术语具有公知公认的含

义。

[0010] 表述“添加剂(ii)不含酚单元”是指所述组合物中存在的包括紫外光稳定剂(iia)

和抗氧化剂(iib)在内的任何添加剂化合物均不具有酚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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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除添加剂(ii)以外，所述组合物不包含任何其它具有酚单元的组分。这意

味着具有酚单元的组分仅可作为污染物或副产品以小于500ppm，更优选小于100ppm，最优

选小于20ppm的极低但仍可检测到的量存在于所述组合物之中。

[0012] 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其中PP聚合物(i)与本发明的特定紫外光稳定剂(iia)和

特定抗氧化剂(iib)组合并且其中添加剂(ii)不会将酚单元加入所述聚丙烯组合物之中)

表现出优异的紫外光稳定性和长期热稳定性。长期热稳定性(也称为长期温度稳定性)出乎

意料地与使用酚类抗氧化剂时所达到的性能至少相当，酚类抗氧化剂在本领域被认为可提

供优异的长期热稳定性。在不受任何理论约束的情况下，据信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

和特定抗氧化剂(iib)的组合具有协同效应，来提供出乎意料的良好热稳定性并同时提供

紫外光稳定性。长期热稳定性在本文中表示为给定温度下经过一定老化时间后的拉伸强度

保持率％。

[0013] 另外，具有特定添加剂组合的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对于初始视觉外观优选没有

影响或者具有显著降低的影响，即与酚类抗氧化剂相比对制品的初始色调没有造成任何着

色或仅造成轻微的着色。在诸如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与其它聚合物材料层压或用于挤出

涂覆等应用中，优选对于初始视觉外观仍保持所期望的无着色效应。

[0014] 特定添加剂组合与PP聚合物(i)所提供的性能平衡使本发明的组合物对于各种最

终应用，特别是对于制备户外最终用途制品高度可行。优选地，所述组合物非常适合用于暴

露于阳光并且还可能经受高温和/或低温或者显著温度变化的户外制品。

[0015] 因而，本发明还提供如以上或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丙烯组合物用

于制备制品的用途。

[0016] 本发明还涉及包含如以上或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

制品。

[0017] 优选制品包括层状部件，该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即一个或多个)包含如以上或

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

[0018] 如根据上下文所显而易见的，在本文中定义“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

合物的层的本发明的层状部件”和“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本发明的层状部件的至少

一层”可互换使用，以指代本发明的一个或多个层和/或层状部件。

[0019]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制品为层状部件，该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如以上

或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该实施方式在本文中也称为“层

状部件”或“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层状部件”。

[0020] 优选地，所述层状部件为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单层部件

或多层部件。

[0021] 因此，在所述层状部件为单层部件的情况下，所述“至少一个”层，即所述单层部件

包含本发明的组合物。在多层部件的情况下，表述层状部件的“至少一个层”是指所述部件

包括两个或更多个层，其中至少一层包含本发明的组合物。其它一层或多层可包含不同的

层材料或者可包含本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显然多层部件其它层的材料可改变并可由技术

人员根据所需的最终应用进行选择。

[0022] 另外，本发明提供一种制品，该制品包括层状部件，所述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

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优选地，其中所述层状部件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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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单层部件，其包含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或

[0024]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

[0025] 另外，本发明提供一种制品，该制品为膜，所述膜选自：

[0026] -单层膜，其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或

[0027] -多层膜，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

[0028] 此外，本发明提供一种制品，该制品为多层组件，所述多层组件包括两个以上的层

状部件，其中至少一个层状部件是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层状部

件。优选地，所述层状部件选自：

[0029] -单层部件，其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聚丙烯组合物，或

[0030]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聚丙烯组合

物。

[0031] 本发明的层状部件适宜与其它聚合物层状部件(优选其它聚烯烃层状部件)组合。

[0032] 优选地，本发明制品的层状部件的所述至少一层包含至少70wt％、优选至少

80wt％、优选至少90wt％、优选90-100wt％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并适宜由本发明聚合物

组合物组成。

[0033] 结合进一步的细节、优选实施方式、范围和性能，在下文中以及权利要求中对本发

明的组合物、PP聚合物和制品进行描述，其中优选实施方式、范围和性能可任意组合以及按

照任意顺序组合。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及其组分

[0035] 技术人员明白，可对聚合物组合物的组分和含量进行选择以使最终应用所需的性

能平衡达到最佳。

[0036] 本发明的组合物包含以下组分作为添加剂(ii)：至少一种或多种紫外光稳定剂

(iia)和一种或多种抗氧化剂(iib)。另外，本发明的组合物还可包含除所述紫外光稳定剂

(iia)和/或抗氧化剂(iib)以外的其它添加剂(ii)。

[0037] 基于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的量(100wt％)，紫外光稳定剂(iia)中受阻胺化合物优选

以0.1-1.0wt％，优选0.2-1.0wt％，优选0.3-0.8wt％，优选0.4-0.7wt％的量存在。

[0038] 紫外光稳定剂(iia)中受阻胺化合物优选选自包含一个或多个2,2,6,6-取代哌啶

部分的化合物或包含一个或多个2,2-取代哌嗪部分的化合物。优选地，所述受阻胺化合物

(iia)为包含至少两个2,2,6,6-取代哌啶部分的化合物。优选地，所述受阻胺化合物包含多

于两个2,2,6,6-取代哌啶部分。

[0039] 如受阻胺光稳定添加剂领域所公知的，在本文中“2,2,6,6-取代”和“2,2-取代”是

指哌啶部分或哌嗪部分各自至少在给定位置处具有取代基并且在其它位置也可包含取代

基。

[0040] 紫外光稳定剂(iia)中受阻胺化合物优选包含多个至少在2,2,6,6-位置具有取代

基的哌啶部分，其中所述取代基选自一种或多种C1-C6烷基、环状基团(选自具有碳原子并

任选具有一个或两个选自N和O的杂原子的饱和C5-C6环状基团)、以及C5-C6芳环基团；优选

包含多个至少在2,2,6 ,6-位置具有取代基的哌啶部分，其中所述取代基选自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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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C6烷基，优选选自一种或多种C1-C3烷基。

[0041] 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的适宜实例例如有CAS  No .52829-07-9、CAS 

No .65447-77-0、CAS  No .192268-64-7、CAS  No .71878-19-8、CAS  No .082451-48-7、CAS 

No.193098-40-7、CAS  No.101357-36-2和CAS  No.85631-00-1的组合产品、CAS  No.101544-

99-4和CAS  No .84696-71-9的组合产品。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例如由Sigma-

Aldrich、Ciba和Cytec市售和供应。

[0042] 紫外光稳定剂(iia)中受阻胺化合物优选为聚合受阻胺化合物。“聚合受阻胺化合

物”在本文中是指紫外光稳定剂(iia)中受阻胺化合物具有多于两个包含哌啶部分的重复

单元，所述哌啶部分至少在2,2,6,6-位置具有取代基。

[0043] 优选地，紫外光稳定剂(iia)中受阻胺化合物具有2000g/mol或以上，优选2000-

7000g/mol，优选2000-5000g/mol，更优选2500-4500g/mol的分子量Mn。

[0044] 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的适宜实例例如有CAS  No .52829-07-9、CAS 

No.65447-77-0、CAS  No.192268-64-7、CAS  No.082451-48-7、CAS  No.193098-40-7、CAS 

No.101357-36-2和CAS  No.85631-00-1的组合产品、CAS  No.101544-99-4和CAS  No.84696-

71-9的组合产品。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例如由Sigma-Aldrich、Ciba和Cytec市售和

供应。

[0045] 基于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的量(100wt％)，抗氧化剂(iib)优选以20-3000ppm、40-

2000ppm、40-1000ppm、50-500ppm的量存在。

[0046] 抗氧化剂(iib)优选为任选具有其它取代基的二(C8-C30)烷基胺化合物，更优选

为通式R1R2NOH(I)的长链N,N-二烷基羟胺化合物，其中R1和R2各自独立地选自具有8-30个

碳原子的烷基。

[0047] 抗氧化剂(iib)优选为二((C10-C25)烷基)羟胺化合物(I)，优选为二((C15-C22)

烷基)羟胺化合物(I)。本发明的组合物还可另外包含与以上通式(I)化合物相同或不同的

抗氧化剂(iib)。本发明的抗氧化剂(iib)的适宜实例例如有二(十八烷基)羟胺化合物(CAS 

No.143925-92-2)，但不限于此。本发明的抗氧化剂(iib)例如由Sigma-Aldrich市售和供

应。

[0048] 丙烯聚合物(PP)还可以是两种以上不同丙烯聚合物组分(PP)的混合物。

[0049] PP聚合物可为丙烯均聚物或丙烯共聚物。

[0050] 优选地，PP聚合物为至少一种丙烯共聚物。更优选地，所述丙烯共聚物选自多相丙

烯共聚物(iPP)，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包括如下组分，优选由如下组分组成：聚丙烯基体组

分和分散在所述聚丙烯基体中的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或者两种以上的混合物，例如两种

不同的这样的多相丙烯共聚物(iPP)的混合物。

[0051] “多相丙烯共聚物(iPP)”在本文中也称作“PP共聚物”。

[0052] 另外，所述PP共聚物可包括一种或多种不同的PP共聚物组分，优选由一种或多种

不同的PP共聚物组分组成。

[0053] 在该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多相丙烯共聚物(iPP)与添加剂(ii)的组合通过进一

步提供高度可行的机械性能诸如高刚度而有助于本发明的性能平衡，该性能平衡在如以上

或以下所述的许多聚丙烯相关最终应用中是非常期望的。进一步优选地，在该实施方式中，

本发明的所述聚合物组合物有助于一种或多种或者优选所有下列期望性能：优异的吸水性

说　明　书 4/20 页

7

CN 109923164 A

7



能、机械稳定性(例如表示为HDT)(制备制品时如有必要进行例如层压的过程中以及在最终

应用时)、和/或还优选非常优异的收缩性和尺寸稳定性(如CLTE测量所示)。

[0054] 在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中，作为至少一种丙烯聚合物(PP)(i)的丙烯共聚物选自包

括多相丙烯共聚物(A)的多相丙烯共聚物(iPP)，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A)包括以下组分并

优选由以下组分组成：

[0055] -聚丙烯基体组分(a1)，和

[0056] -分散于所述聚丙烯基体(a1)之中的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a2)；

[0057] 其中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A)具有至少为145℃的熔融温度(Tm)(DSC)(如说明书

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和至少为90℃的维卡软化温度(维卡A)(根据ASTM  D 

1525方法A，50℃/h，10N)。

[0058] 聚合物PP(i)优选包括至少一种多相丙烯共聚物(iPP)，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

(iPP)优选由多相丙烯共聚物(A)组成。

[0059] 所述多相丙烯共聚物(A)在本文中也称为“PP共聚物(A)”。PP共聚物优选为PP共聚

物(A)。所述组合物优选包括一种或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PP共聚物(A)。在一种实施方式中，

所述组合物包括两种以上PP共聚物(A)。在另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组合物包括一种PP共聚

物(A)。

[0060] “聚丙烯基体组分(a1)”在本文中也称为“基体组分(a1)”。“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

(a2)”在本文中也称为“弹性组分(a2)”。

[0061] 通常，“多相丙烯共聚物”(如本文结合PP共聚物或优选PP共聚物(A)所用)为包括

如下组分的丙烯共聚物：丙烯均聚物或丙烯无规共聚物基体组分(1)；丙烯与一个或多个乙

烯和/或C4-C8α烯烃共聚单体的弹性共聚物组分(2)；其中所述弹性(非晶态)共聚物组分

(2)(精细)分散于所述丙烯均聚物或无规共聚物基体聚合物(1)之中。

[0062] 众所周知“共聚单体”是指可共聚的共聚单体单元。

[0063] 由于基体组分中XCS部分的量通常相当低，因而PP共聚物(或优选的PP共聚物(A))

的XCS部分在本文中视为弹性组分(或优选的弹性组分(a2))。例如，在基体组分(或优选的

基体组分(a1))为丙烯均聚物的情况下，则多相丙烯共聚物的二甲苯冷可溶(XCS)部分(非

晶态部分)的量(wt％)在本申请中也理解为PP共聚物(或优选的PP共聚物(A))中存在的弹

性丙烯共聚物组分的量。

[0064] 丙烯共聚物(优选为PP共聚物)优选包括：丙烯均聚物或丙烯与一个或多个乙烯

和/或C4-C8α烯烃共聚单体的无规共聚物作为基体组分；丙烯与一个或多个乙烯和/或C4-

C8α烯烃共聚单体的弹性共聚物组分；其中所述弹性(非晶态)共聚物组分分散于所述丙烯

均聚物或无规共聚物基体聚合物之中。

[0065] 如本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丙烯共聚物(优选PP共聚物)的共聚

单体总含量优选为0.5-20wt％，优选为1.0-20wt％，所述共聚单体优选选自乙烯和/或C4-

C8α烯烃共聚单体，更优选选自乙烯。

[0066] PP共聚物(优选PP共聚物(A))的聚丙烯基体组分优选为丙烯均聚物。

[0067] PP共聚物优选为PP共聚物(A)。

[0068] 如本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PP共聚物(A)的熔融温度Tm优选为

158-170℃，优选为16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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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PP共聚物(A)的维卡软化温度(维卡A)优选为至少100℃，优选为100-165℃，优选

为110-165℃，优选为110-160℃。

[0070] PP共聚物(A)的聚丙烯基体(a1)优选为丙烯均聚物。

[0071] 甚至更优选地，多相丙烯共聚物(A)以任意排序拥有一种或多种，优选全部下列其

它性能：

[0072] 根据ISO  1133(在230℃和2.16kg负载下)进行测量时，MFR2为0.2-20g/10min，优

选为0.2-15.0g/10min，优选为0.5-15.0g/10min；

[0073] 如本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二甲苯冷可溶(XCS)部分的量为3-

40wt％，优选为5-35wt％；

[0074] 如本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共聚单体的含量为0.5-20wt％，优

选为1.0-20wt％，所述共聚单体优选选自乙烯和/或C4-C8α烯烃共聚单体，更优选为乙烯；

[0075] 如本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根据ISO178进行测量时，拉伸模量为至少

700MPa，优选为750-2500MPa，优选为750-2000MPa；和/或

[0076] 如本说明书中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密度为900-910kg/m3。

[0077] 所述聚丙烯组合物基于其总量(100wt％)优选包含以下组分并优选由以下组分组

成：

[0078] (i)大于25wt％，优选30-98.8wt％，优选30-98.5wt％的丙烯聚合物(PP)；

[0079] (ii)0.2-5wt％，优选0.5-5wt％的添加剂；

[0080] (iii)0-60wt％，优选0-50wt％的与添加剂(ii)不同的一种或多种选自填料

(iiia)、颜料(iiib)和阻燃剂(iiic)的组分；

[0081] (iv)0-50wt％的与丙烯聚合物(PP)(i)不同的其它聚合物组分。

[0082] 从而，在本文中填料(iiia)、颜料(iiib)和阻燃剂(iiic)不应理解为添加剂(ii)，

而是单独限定为任选组分(iii)。即任选组分(iii)不同于添加剂(ii)。作为组分(iii)的任

选填料(iiia)、颜料(iiib)和/或阻燃剂(iiic)如若存在则独立计算其相对于所述聚丙烯

组合物总量(100wt％)的含量。

[0083] 优选地，所述聚丙烯组合物包括组分(iii)或(iv)中的至少一种或包括组分(iii)

和(iv)两者。

[0084] 任选的填料(iiia)如若存在优选为无机填料。填料(iii)的粒径和/或长宽比如技

术人员所公知可进行改变。优选地，所述填料(iii)选自硅灰石、滑石或玻璃纤维中的一种

或多种。此类填料产品是具有各种粒径和/或长宽比的市售产品，可由技术人员根据所需的

最终制品和最终应用来选择。填料(iiia)例如可以是常规市售产品。填料(iiia)如若存在

则其含量基于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的总量(100wt％)优选为1-30wt％，优选为2-25wt％。

[0085] 任选的颜料(iiib)如若存在则优选为白色颜料。白色颜料优选为TiO2。此类颜料

是公知的，例如市售的TiO2颜料，在本文中也称为TiO2。任何载体介质，例如载体聚合物计入

颜料的量。颜料如若存在则其含量基于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的总量(100wt％)优选为2-

45wt％，优选为5-45wt％，优选为10-45wt％。

[0086] 任选的阻燃剂(iiic)如若存在可以是例如任何市售的阻燃剂产品，优选含无机物

磷的阻燃剂。阻燃剂(iiic)如若存在则其含量基于本发明组合物的量(100wt％)优选为1-

20wt％，优选为2-15wt％，更优选为3-12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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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组合物至少包含填料(iiia)。

[0088] 任选的其它聚合物组分(iv)可优选为塑性体(iva)和/或官能化聚合物(ivb)，两

者均具有公知的含义。

[0089] 任选的塑性体(iva)如若存在则优选为乙烯与至少一种C3-C10α烯烃的共聚物。塑

性体(iva)如若存在则优选具有一种或所有，优选所有以下特性：

[0090] 密度为860-915kg/m3，优选为860-910kg/m3；

[0091] MFR2为0.1-50，优选为0.2-40g/10min(190℃，2.16kg)；和/或

[0092] 所述α烯烃共聚单体为辛烯。

[0093] 任选的塑性体(iva)如若存在则优选使用茂金属催化剂(该术语具有本领域公知

的含义)制备。适宜的塑性体(iva)例如市售的塑性产品，例如Borealis提供的QUEOTM、

ExxonMobil提供的EngageTM、LG提供的Lucene或Mitsui提供的Tafmer。如若存在，则任选的

塑性体(v)的含量低于聚合物PP(i)的含量。

[0094] 任选的官能化聚合物(ivb)如若存在则为例如通过接枝官能化的聚合物。例如，可

将极性官能团例如马来酸酐(MAH)接枝到聚烯烃上以形成其官能化聚合物(ivb)。官能化聚

合物作为粘合剂在粘合剂领域是公知的，可由技术人员作出选择。PP聚合物(i)不同于任选

的官能化聚合物(ivb)。在本文中，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限定的本发明的PP聚合物(i)

不具有接枝官能单元。即术语本发明的PP聚合物(i)由聚合反应器得到(反应器制聚合物)

并不包括聚合后与官能团接枝的PP聚合物。任选的官能化聚合物(ivb)如若存在则其含量

基于本发明组合物的量(100wt％)优选为3-30wt％，优选为3-20wt％，优选3-18wt％，更优

选4-15wt％。如若存在，则任选的官能化聚合物(ivb)的含量低于PP聚合物(i)的含量。

[0095]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组合物包含组分(iii)或(iv)中至少一种，适宜包含组分

(iii)和组分(iv)两者，适宜包含组分(iiia)、组分(iiib)、组分(iva)或组分(ivb)中的一

种、两种、更多种或全部。

[0096] PP聚合物(i)的含量等于或高于任选的塑性体(iva)和任选的官能化聚合物(ivb)

的含量。如若任选的塑性体(iva)和任选的官能化聚合物(ivb)两者均存在，则PP聚合物(i)

的含量高于塑性体(iva)和官能化聚合物(ivb)的含量之和。

[0097] 本发明的组合物还可包含除紫外光稳定剂(iia)和/或抗氧化剂(iib)以外的添加

剂(ii)。此类添加剂(ii)优选为常规市售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成核剂、澄清剂、增白剂、除

酸剂以及增滑剂、加工助剂等。此类添加剂通常为市售产品，例如在Hans  Zweifel编写的"

Plastic  Additives  Handbook"，第五版，2001中进行了描述。

[0098] 各种添加剂(ii)可按照例如常规用量使用。由权利要求1和从属权利要求以及由

以上和以下说明可知，添加剂(ii)(包括除紫外光稳定剂(iia)、抗氧化剂(iib)以外任选的

其它添加剂)的总量为0 .2-5wt％，即添加剂(ii)的量的总和为聚丙烯组合物总量

(100wt％)的0 .2-5wt％。所述包括任选的其它添加剂的添加剂(ii)不包括选自填料

(iiia)、颜料(iiib)和阻燃剂(iiic)中的一种或多种单独限定的组分(iii)。所述一种或多

种组分(iii)的量与添加剂(ii)的量各分别限定，并基于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的总量计算。

[0099] 添加剂(ii)、任选的填料(iiia)、任选的颜料(iiib)和/或任选的阻燃剂(iiic)

(例如组分(ii)、(iiia)、(iiib)和/或(iiic)各自与载体聚合物一起的任选母料)的任意任

选载体聚合物计入相应的组分(ii)、(iiia)、(iiib)或(iiic)的量(基于本发明组合物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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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100]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根据ISO  1133(在230℃和2.16kg负载下)进行测量

时，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优选具有1.0-25.0g/10min，优选2.0-20g/10min，优选3-15g/

10min的MFR2。所述聚丙烯组合物更优选具有3-10g/10min的MFR2。

[0101]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进行测量时，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优选具有5-

40％，优选5-35％的二甲苯冷可溶(XCS)含量。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的XCS更优选为8-30％。

[0102]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述进行测量时，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优选具有100-165

℃，更优选110-160℃的维卡软化温度(维卡A)。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的维卡A更优选为120-

160℃。

[0103]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沿纵向(MD)对200μm单层流延膜样品进行测量时，本

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优选具有至少800MPa、优选800-3000MPa，优选850-2700MPa的拉伸模

量。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的拉伸模量优选为900-2300MPa。

[0104]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沿纵向(MD)对200μm单层流延膜样品进行测量时，本

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优选具有20-40MPa、优选23-37MPa、优选26-33MPa的拉伸强度。

[0105]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沿纵向(MD)对200μm单层流延膜样品进行测量时，本

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优选具有以任意排序选自下述之一或两者的拉伸强度保持率％：

[0106] 在120℃的温度经过2000小时老化后为80％以上，和

[0107] 在145℃的温度经过1000小时老化后为65％以上。

[0108] 如以下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对注塑样品进行测量时，本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优选

具有1000-3000MPa，优选1100-2800MPa，优选1100-2500MPa的拉伸模量。

[0109] PP聚合物可为市售等级或者例如通过常规聚合方法和工艺条件来制备(采用诸如

文献记载已知的常规催化剂体系)。

[0110] 以下针对PP共聚物，即多相丙烯共聚物(iPP)，对一种可行的聚合方法(包括工艺

条件和催化剂体系)进行了大体地说明，当然该聚合方法也适用于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的优

选多相丙烯共聚物(A)。显而易见的是以下说明也可应用于聚丙烯均聚物或聚丙烯无规共

聚物，其中所述聚合物例如可优选采用如下所述的条件在任选的预聚合反应器中，接着在

第一反应器(优选环流反应器)中，然后在第二反应器(优选第一气相反应器)中进行聚合。

[0111] 所述PP共聚物的聚丙烯基体组分可为单峰或多峰丙烯无规共聚物或均聚物(均具

有公知的含义)。多峰丙烯无规共聚物或均聚物在本文中是指具有至少两种不同的聚合物

组分，不同之处在于例如以下特性之中的一种或两种：1)重均分子量或2)MFR。在丙烯无规

共聚物作为基体组分的情况下，所述共聚物还可针对3)共聚单体含量而言(任选结合上述

不同之处1)和2)中任一项或两者)为多峰共聚物。

[0112] PP共聚物的基体组分可为丙烯均聚物或无规共聚物。优选的是所述PP共聚物的基

体组分为丙烯均聚物。

[0113] 从而，优选的是所述PP共聚物中存在的如上限定的所有共聚单体来自弹性丙烯共

聚物组分。

[0114] 优选的是所述PP共聚物由基体组分和弹性组分组成。如聚合物领域所公知，所述

PP共聚物可任选地包含预聚体组分。在这种情况下，预聚体的量计入基体组分的量。

[0115] 如上所述，iPP共聚物可为市售等级或可通过例如常规聚合方法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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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关于多相丙烯共聚物的聚合，PP共聚物的各组分(基体和弹性组分)可单独制备并

通过在混料机或挤出机中混合来进行机械共混。然而，优选的是，使用串联布置并在不同反

应条件下工作的反应器，按照序列方法来制备包含基体组分和弹性组分的PP共聚物。因此，

在特定反应器中制备的各组分可具有其自身的分子量分布、MFR和/或共聚单体含量分布。

[0117] 根据本发明的PP共聚物优选按照本领域已知的序列聚合方法即多阶段方法制备，

其中基体组分至少在一个淤浆反应器中、优选至少在淤浆反应器中、任选并优选在后续气

相反应器中制备，随后弹性组分至少在一个即一个或两个气相反应器、优选在一个气相反

应器中制备。

[0118] 从而，优选的是PP共聚物按照包括以下步骤的序列聚合方法制备：

[0119] (a)于第一反应器(R1)中在催化剂存在下，使丙烯与任选的至少一种乙烯和/或

C4-C12α烯烃聚合，优选丙烯作为唯一的单体；

[0120] (b)将聚合得到的第一聚丙烯(优选丙烯均聚物)组分的反应混合物与催化剂一起

转移至第二反应器(R2)；

[0121] (c)于第二反应器(R2)中在所述第一聚丙烯聚合物存在下，使丙烯与任选的至少

一种乙烯和/或C4-C12α烯烃聚合，优选丙烯作为唯一的单体，从而获得第二聚丙烯组分，优

选所述第二聚丙烯组分为第二丙烯均聚物，其中所述第一聚丙烯组分和所述第二聚丙烯组

分形成PP共聚物的基体组分，

[0122] (d)将步骤(c)聚合得到的基体组分的反应混合物转移至第三反应器(R3)；

[0123] (e)于第三反应器(R3)中在步骤(c)所得基体组分存在下，使丙烯与至少一种乙烯

和/或C4-C12α烯烃聚合，从而获得PP共聚物的弹性组分，其中所述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分

散于所述基体组分之中。

[0124] 任选地，PP共聚物的弹性组分可在两个反应器中制备，其中在以上步骤(e)之后进

行：

[0125] (f)将步骤(e)所得PP产物(第一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分散于其中)转移至第四反

应器(R4)；和

[0126] (g)于第四反应器(R4)中在步骤(e)所得混合物存在下，使丙烯与至少一种乙烯

和/或C4-C12α烯烃聚合，从而得到第二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其中分散于第一弹性丙烯共

聚物组分之中和第二弹性丙烯共聚物组分之中的步骤(c)基体组分形成PP共聚物。

[0127] 优选在第二反应器(R2)和第三反应器(R3)之间闪蒸出单体。

[0128] 术语“序列聚合方法”是指PP共聚物在至少两个诸如三个串联反应器中制备。从

而，该方法至少包括第一反应器(R1)和第二反应器(R2)，更优选第一反应器(R1)、第二反应

器(R2)、第三反应器(R3)和任选的第四反应器(R4)。术语“聚合反应器”应表示主要聚合步

骤之一。因而，在所述方法由四个聚合反应器组成的情况下，该限定不排除下述选择：整个

方法例如包括预聚合反应器中的预聚合步骤。术语“由……组成”仅为针对主要聚合反应器

的封闭构成。

[0129] 任何预聚体组分均计入第一聚丙烯组分的量。

[0130] 第一反应器(R1)优选为淤浆反应器(SR)，可以是在本体或淤浆中运行的任意连续

或简单搅拌分批罐式反应器或环流反应器。本体是指在包含至少60％(w/w)单体的反应介

质中的聚合。根据本发明，淤浆反应器(SR)优选为(本体)环流反应器(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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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第二反应器(R2)、第三反应器(R3)和任选的第四反应器(R4)优选为气相反应器

(GPR)。此类气相反应器(GPR)可以是任意机械混合或流化床反应器。优选地，气相反应器

(GPR)包括气体速度为至少0.2m/sec的机械搅拌式流化床反应器。因而，应当理解的是气相

反应器为优选具有机械搅拌器的流化床类反应器。

[0132] 因而，在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中，第一反应器(R1)为淤浆反应器(SR)，诸如环流反应

器(LR)，而第二反应器(R2)、第三反应器(R3)和任选的第四反应器(R4)为气相反应器

(GPR)。从而，对于本发明的方法，使用至少三个串联连接的反应器，即淤浆反应器(SR)(诸

如环流反应器(LR))、第一气相反应器(GPR-1)、第二气相反应器(GPR-2)和任选的第三气相

反应器(GPR-3)。在具有预聚合步骤的情况下，将预聚合反应器置于淤浆反应器(SR)之前。

[0133] 一种优选的多阶段方法有例如Borealis  A/S，丹麦(已知为 技术)

研发的一种“环流-气相”方法，诸如专利文献EP  0887379、WO  92/12182、WO  2004/000899、

WO  2004/111095、WO  99/24478、WO  99/24479或WO  00/68315中所述。

[0134] 其它适宜的淤浆-气相方法有LyondellBasell的 方法。

[0135] 优选地，在如上限定的本发明制备PP共聚物的方法中，对于步骤(a)的第一反应器

(R1)，即淤浆反应器(SR)，诸如环流反应器(LR)，工艺条件可如下所述：

[0136] -温度在50℃至110℃范围内，优选介于60℃和100℃之间，更优选介于68℃至95℃

之间；

[0137] -压力在20巴至80巴范围内，优选介于40巴和70巴之间；

[0138] -可添加氢气以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方式控制摩尔质量。

[0139] 随后，将步骤(a)的反应混合物转移至第二反应器(R2)，即气相反应器(GPR-1)，即

转移至步骤(c)，其中步骤(c)的工艺条件优选如下所述：

[0140] -温度在50℃至130℃范围内，优选介于60℃和100℃之间；

[0141] -压力在5巴至50巴范围内，优选介于15巴和35巴之间；

[0142] -可添加氢气以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方式控制摩尔质量。

[0143] 第二气相反应器(GPR-2)和任选的第三气相反应器(GPR-3)中的工艺条件与第二

反应器(R2)(等同于第一气相反应器(GPR-1))相同。

[0144] 在三个反应器区域的停留时间可不同。

[0145] 在所述PP共聚物基体组分制备方法的一种实施方式中，在本体反应器例如环管中

的停留时间在0.1至2.5小时范围内，例如0.15-1.5小时，在气相反应器中的停留时间通常

为0.2-6.0小时，诸如0.5-4.0小时。

[0146] 如若需要，聚合可在第一反应器(R1)，即淤浆反应器(SR)，诸如环流反应器(LR)中

在超临界条件下以已知的方式进行，和/或在气相反应器(GPR)中以冷凝模式进行。

[0147] 优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如以下详述的采用催化剂体系的预聚合，催化剂体系包

括齐格勒-纳塔前催化剂、外部供体和任选的助催化剂。

[0148] 在优选实施方式中，预聚合在液态丙烯中以本体淤浆聚合的形式进行，即液相主

要包括丙烯以及溶于其中的少量其它反应物和任选的惰性组分。

[0149] 预聚合反应通常在10-60℃，优选15-50℃，更优选20-45℃的温度进行。

[0150] 预聚合反应器中的压力并非关键因素，但必须足够高以使反应混合物保持液相。

因而，压力可为20-100巴，例如30-70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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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 催化剂组分优选全部引入预聚合步骤。然而，在固体催化剂组分(i)和助催化剂

(ii)可单独送入的情况下，可能仅有一部分助催化剂引入预聚合阶段，剩余部分引入后续

的聚合阶段。同样，在这种情况下，需将足够多的助催化剂引入预聚合阶段，以在该阶段实

现充分的聚合反应。

[0152] 还可将其它组分添加至预聚合阶段。因而，如本领域已知，可将氢气添加至预聚合

阶段以控制预聚体的分子量。此外，可使用抗静电添加剂以防止颗粒相互附着或附着于反

应器壁。

[0153] 预聚合条件和反应参数的精确控制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内。

[0154] 在将PP共聚物从最后一个聚合阶段中取出后，优选进行从聚合物中除去残留烃类

的工艺步骤。此类工艺步骤为本领域公知，可包括减压步骤、吹扫步骤、汽提步骤、萃取步骤

等。不同步骤的组合同样是可能的。如本领域所公知，在除去残留烃类之后，PP共聚物优选

与添加剂混合。此类添加剂将在以下本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部分进行描述。然后，如本领域

已知，将聚合物颗粒挤出为粒料。优选将同向双螺杆挤出机用于挤出步骤。此类挤出机例如

由Coperion(Werner&Pfleiderer)和Japan  Steel  Works制造。

[0155] 本发明的PP共聚物优选通过使用任意合适的齐格勒-纳塔型催化剂进行聚合来制

备。典型合适的齐格勒-纳塔型催化剂为立体有择的固体高产率齐格勒-纳塔催化剂组分，

该催化剂组分包括作为必要组分的Mg、Ti和Cl。除了固体催化剂以外，通常在聚合过程中还

使用一种或多种助催化剂以及一种或多种外部供体。

[0156] 催化剂组分可承载于颗粒载体(例如无机氧化物，诸如二氧化硅或氧化铝)之上，

或者，通常卤化镁可形成固态载体。催化剂组分不承载于外部载体之上同样可行，催化剂而

是通过乳液-固化法或沉淀法制备。

[0157] 或者，可使用如下所述的改性催化剂体系来制备本发明的PP共聚物。

[0158] 更优选地，将通式(I)的乙烯基化合物用于催化剂的改性：

[0159] CH2＝CH–CHR1R2    (I)

[0160] 其中R1和R2共同形成任选包含取代基的5元或6元饱和环、不饱和环或芳环，或者

各自独立表示包括1-4个碳原子的烷基，在R1和R2形成芳环的情况下，-CHR1R2部分中的氢

原子不存在。

[0161] 更优选地，乙烯基化合物(I)选自：乙烯基环烷烃，优选乙烯基环己烷(VCH)、乙烯

基环戊烷、3-甲基-1-丁烯聚合物和乙烯基-2-甲基环己烷聚合物。最优选地，乙烯基化合物

(I)为乙烯基环己烷(VCH)聚合物。

[0162] 固体催化剂通常还包括电子供体(内部电子供体)和任选的铝。适宜的内部电子供

体有羧酸或二羧酸的酯(如邻苯二甲酸酯、马来酸酯、苯甲酸酯、柠康酸酯和琥珀酸酯)，1,

3-二醚或者含氧或氮的硅化合物。另外，还可使用供体混合物。

[0163] 助催化剂通常包括烷基铝化合物。烷基铝化合物优选三烷基铝，如三甲基铝、三乙

基铝、三异丁基铝和三正辛基铝。然而，还可以为卤化烷基铝，如氯化二乙基铝、氯化二甲基

铝和倍半氯化乙基铝。

[0164] 适宜用于聚合的外部电子供体为本领域公知，包括醚类、酮类、胺类、醇类、酚类、

膦类和硅烷类。如本领域已知，硅烷类外部供体通常为以硅作为中心原子含Si-OCOR、Si-OR

或Si-NR2键的有机硅烷化合物，R为烷基、烯基、芳基、芳烷基或环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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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5] 适宜的催化剂和催化剂中的化合物的实例如以下专利文献中所示：WO  87/07620、

WO  92/21705、WO  93/11165、WO  93/11166、WO  93/19100、WO  97/36939、WO  98/12234、WO 

99/33842、WO  03/000756、WO  03/000757、WO  03/000754、WO  03/000755、WO  2004/029112、

EP  2610271、WO  2012/007430、WO  92/19659、WO  92/19653、WO  92/19658、US  4382019、US 

4435550、US  4465782、US  4473660、US  4560671、US  5539067、US5618771、EP45975、

EP45976、EP45977、WO  95/32994、US  4107414、US  4186107、US  4226963、US  4347160、US 

4472524、US  4522930、US  4530912、US  4532313、US  4657882、US  4581342、US  4657882。

[0166] 然后，使所得PP共聚物与添加剂(ii)和一种或多种任选组分(iii)和(iv)以已知

方式配混。配混例如可在如上所述的常规挤出机中实现，将所得熔融混合物制成制品，或者

优选在用于最终应用之前制成粒料。在配混步骤过程中可添加部分或全部的添加剂或任选

组分。

[0167] 聚合物组合物的最终应用

[0168] 本发明还涉及如以上或以下所限定的聚合物组合物用于制备制品的用途，该制品

包含聚合物组合物，所述聚合物组合物基于聚丙烯组合物的总量(100wt％)包括

[0169] (i)大于25wt％，优选30-99.8wt％的丙烯聚合物(PP)，和

[0170] (ii)0.2-5wt％的添加剂；

[0171] 其中添加剂(ii)至少选自(iia)包括受阻胺化合物的紫外光稳定剂和(iib)包括

二烷基胺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并且其中添加剂(ii)不含酚单元。

[017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包含聚合物组合物的制品，所述聚合物组合物基于聚丙烯组合

物的总量(100wt％)包括

[0173] (i)大于25wt％，优选30-99.8wt％的丙烯聚合物(PP)，和

[0174] (ii)0.2-5wt％的添加剂；

[0175] 其中添加剂(ii)至少选自(iia)包括受阻胺化合物的紫外光稳定剂和(iib)包括

二烷基胺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并且其中添加剂(ii)不含酚单元。

[0176] 所述制品可以是其中本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的性能例如理想或可行的任何制品。

作为此类制品的非限制性实例，例如有挤出制品或模塑制品或其组合。例如，模塑制品可用

于包装(包括盒、箱、罐、瓶等)，用于日常应用，用于车辆部件，用于建筑以及用于任何类型

的电子装置。挤出制品可以是例如用于任何目的的不同类型的膜，诸如塑料袋或塑料包装，

如包装纸、收缩膜等；包含所述组合物的任何类型的电子装置，管道等。模塑制品和挤出制

品的组合例如包括挤出标签的模塑罐或瓶。

[0177] 优选地，所述制品用于户外使用，适合于制品经受阳光或高温或明显温差的条件。

一种优选制品为包括一个或多个层的电子装置，所述一个或多个层包含本发明的聚合物组

合物，优选由本发明的聚合物组合物组成。

[0178] 所述制品优选包括层状部件，该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

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

[0179] 所述层状部件可以是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单层或多层

部件。单层部件可通过挤出如流延膜或吹膜挤出制造。多层部件各层可通过挤出(诸如共挤

出)、层压或挤出和层压的组合来制造。挤出和层压方法为本领域所公知。

[0180] 另外，所述制品可包括一个层状部件或两个以上层状部件。在包括两个以上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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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情况下，至少一个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

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

[0181]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制品包括一个层状部件，该层状部件包括至少一个包含

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

[0182] 另外，所述包括至少一个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层状部件优选选自：

[0183] -包含本发明聚丙烯组合物的单层部件，或

[0184]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本发明的聚丙烯组合物。

[0185] 优选地，本发明制品的层状部件的所述至少一层包含至少70wt％，优选至少

80wt％，优选至少90wt％，优选90-100wt％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并优选由本发明聚合物

组合物组成。

[0186] 优选地，本发明制品的单层部件包含至少70wt％，优选至少80wt％，优选至少

90wt％，优选90-100wt％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并优选由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组成。

[0187] 同样优选地，本发明制品的多层部件包含至少35wt％，优选至少50wt％，优选至少

60wt％，优选至少60-100wt％，优选至少60-100wt％，优选至少70-100wt％的本发明聚合物

组合物。

[0188] 在该实施方式中，所述制品的层状部件优选为用于各种最终应用的膜，例如用于

包装应用，但不限于此。在本发明中，术语“膜”也涵盖例如用于热成型的较厚的片状结构。

[0189] 在该实施方式中，本发明制品的层状部件优选为膜，所述膜选自：

[0190] -单层膜，其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并优选由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组成，或

[0191] -多层膜，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

合物并优选由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组成。

[0192] 单层膜可通过挤出如流延或吹塑挤出来制备。在多层膜的情况下，膜可通过挤出

如共挤出或通过层压，优选通过共挤出来制备。

[0193] 在进一步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一个或多个层状部件的制品优选为包括两个以

上层状部件的组件，其中至少一个层状部件为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

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并优选由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组成的层的层状部件，优选

地，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层状部件选自：

[0194] -单层部件，其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丙烯组合物并优

选由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组成，或

[0195]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

组合物并优选由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组成。

[0196] 一种优选的组件为包括两个以上层状部件的电子装置，其中至少一个层状部件为

包括至少一个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并优选由所述

聚合物组合物组成的层的层状部件，优选地，其中所述至少一个层状部件选自：

[0197] -单层部件，其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丙烯组合物并优

选由所述聚丙烯组合物组成，或

[0198] -多层部件，其中至少一层包含如以上、以下或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本发明聚合物

组合物并优选由所述聚合物组合物组成。

[0199] 这种制品，优选组件，更优选电子装置优选用于经受阳光和/或大的温度变化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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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应用。

[0200] 在制品具有两个以上层状部件的情况下，其中至少一个层状部件为包括至少一个

包含本发明聚合物组合物的层的层状部件，则任意层状部件或其一部分层可如本领域所公

知根据所需的最终应用通过挤出如共挤出或层压来制备。

[0201] 本发明还提供制造本发明组件的方法，其中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202] -将所述层状部件(LE)和其它一个或多个层状部件组装为组件；

[0203] -在升高的温度下对所述组件的部件进行层压以使部件粘附在一起；和

[0204] -将所得组件取出。

[0205] 层状部件可单独提供于组装步骤。或者，可供选择地，可在提供于组装步骤之前，

已经将部分层状部件或者两个层状部件的一部分层粘附在一起，即一体化。

[0206] 本领域技术人员明白，层状部件的厚度以及对于多层部件而言部件各层的厚度可

根据最终应用而改变。仅作为实例，本发明层状部件的厚度例如可为0.02-5mm，优选0.05-

3mm。另外，仅作为实例，层状部件的所述至少一个层的厚度可为5.0-400μm。

[0207] 测量方法

[0208] 熔体流动速率：熔体流动速率(MFR)根据ISO  1133测定并表示为g/10min。MFR为聚

合物流动性的表征，继而为其可加工性的表征。熔体流动速率越高，聚合物的粘度越低。聚

丙烯的MFR2在230℃、2.16kg的负载下测量。聚乙烯的MFR2在190℃、2.16kg的负载下测量。

[0209] 密度：根据ISO  1183，在压塑板上测量。

[0210] 共聚单体含量：按照本领域公知的方式，在经定量13C核磁共振(NMR)光谱校准的基

准归属之后，通过定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测定共聚单体含量。将薄膜压至100-500

微米的厚度，并以透射模式记录光谱。

[0211] 具体地，利用在720-722cm-1和730-733cm-1处发现的定量光谱带的基线校正峰面

积确定聚丙烯-共聚-乙烯共聚物的乙烯含量。具体地，使用在1377-1379cm-1处发现的定量

光谱带的基线校正峰面积确定聚丙烯共聚物中的丁烯或己烯含量。参考膜厚获得定量结

果。

[0212] 在本文中假设共聚单体含量遵循混合定律(等式2)：

[0213] Cb＝w1·C1+w2·C2    (等式2)

[0214] 其中C为共聚单体的含量(以重量％计)，w为组分在混合物中的重量百分数，下标

b、1和2分别指代整个混合物、组分1和组分2。

[0215] 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公知，利用以下等式可将二元共聚物中以重量计的共聚单体

含量转化为以摩尔计的共聚单体含量

[0216]

[0217] 其中Cm为共聚物中共聚单体单元的摩尔百分数，Cw为共聚物中共聚单体单元的重

量百分数，MWc为共聚单体(例如乙烯)的分子量，MWm为主要单体(即丙烯)的分子量。

[0218] 熔融温度(Tm)和熔解热(Hf)：使用Mettler  TA820差式扫描量热计(DSC)对5-10mg

样品进行测量。DSC按照ISO  3146/部分3/方法C2以热/冷/热循环在+23至+210℃的温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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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以10℃/min(加热和冷却)的扫描速度运行。熔融温度和熔解热(Hf)由第二加热步骤确

定。根据吸热峰测定熔融温度。

[0219] 二甲苯冷可溶(XCS)：根据ISO  16152测定二甲苯冷可溶组分的量。将冷却之后在

25℃保持溶解的聚合物的量给定为二甲苯可溶聚合物的量。

[0220] 在本文中假设二甲苯可溶聚合物的含量遵循以下混合定律(等式4)：

[0221] XSb＝w1·XS1+w2·XS2    (等式4)

[0222] 其中XCS为二甲苯可溶聚合物的含量(以重量％计)，w为组分在混合物中的重量百

分数，下标b、1和2分别指代整个混合物、组分1和组分2。

[0223] 维卡软化温度：根据ASTM  D  1525方法A(50℃/h，10N)测量。

[0224] 拉伸模量；屈服时的拉伸应力和断裂时的拉伸应变：

[0225] 注塑样品：对于注塑样品，如EN  ISO  1873-2(犬骨形，4mm厚)中所述进行制备并根

据ISO  527-2(十字头速度＝1mm/min，23℃)进行测量。

[0226] 单层膜样品：按照如下所述“膜的制备”部分进行制备并根据ISO  527-3采用以下

给定的条件进行测量。

[0227] 单层膜的制备：在具有三个加热带并配有直径30mm  PP螺杆、模隙0.5mm的200mm模

头的Plastic  Maschinenbau挤出机上，制备200μm的流延膜。采用250℃的熔融温度和60℃

的冷却辊温度。

[0228] 膜样品(200μm单层)：在第一次测试之前，必须将膜样品于23℃/50％RH下存放96

小时。应使用切膜机切割测试样品，以使边缘光滑没有缺口并具有精确的宽度。测试样品的

形态为宽度15mm、长度不小于150mm的带材。样品沿纵向切割。

[0229] 膜拉伸测试的测试条件：根据ISO  527-3采用以下测试条件组进行测试：

[0230] 测试条件：23℃/50％RH

[0231] 预负载：约0.2N

[0232] 预负载速度：2mm/min

[0233] E-模量速度：1mm/min

[0234] 测试速度：200mm/min

[0235] 夹持距离：100mm

[0236] E-模量测试开始：0.05％

[0237] E-模量测试结束：0.25％

[0238] 注塑样品的烘箱老化和拉伸强度保持率的测定

[0239] 为确定长期热稳定性(拉伸强度保持率)，将注塑样品在烘箱中在上下文中如上或

如下所示于120℃老化2000h以及于145℃老化1000h。

[0240] 拉伸强度保持率(％)如下计算：

[0241] 拉伸强度保持率(％)＝老化样品的拉伸强度×100/母样的拉伸强度

[0242] 实验部分

[0243] 多相丙烯共聚物(A)(在以下表格实例中称为iPP(A))组分的聚合方法。

[0244] 催化剂制备：

[0245] iPP(A)组分的催化剂制备：

[0246] 首先，在常压下在反应器中于惰性条件下将0.1mol  MgCl2×3EtOH悬浮于250ml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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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将溶液冷却至-15℃并将温度保持该水平的同时加入300ml冷TiCl4。然后，将浆料的温

度缓慢升至20℃。在该温度下，将0.02mol邻苯二甲酸二(乙基己酯)(DOP)加入浆料。在添加

该邻苯二甲酸酯之后，将温度在90分钟内内升至135℃并将浆料静置60分钟。接着，另外添

加300ml的TiCl4，并使温度在135℃下保持120分钟。随后，从液体中过滤出催化剂并于80℃

使用300ml庚烷清洗六次。继而，过滤并干燥固体催化剂组分。催化剂及其制备构思例如在

专利公开文献EP  491  566、EP  591  224和EP  586  390中进行了大体描述。

[0247] 然后，将三乙基铝(TEAL)、作为供体(Do)的二环戊基二甲氧基硅烷(DCPDMS)、如上

制得的催化剂和乙烯基环己烷(VCH)以一定量添加到油，诸如矿物油，如Technol  68(40℃

时运动粘度为62-74cSt)中，使得Al/Ti为3-4mol/mol，Al/Do也为3-4mol/mol，VCH/固体催

化剂的重量比为1:1。将混合物加热至60-65℃并进行反应，直至反应混合物中未反应的乙

烯基环己烷的含量低于1000ppm。最终的油-催化剂浆料中的催化剂浓度为10-20wt％。

[0248] 玻璃层压体的制备

[0249] 使用PEnergy  L036LAB真空层压机制备层压体。样品结构由下至上为15×15cm2前

保护玻璃部件(结构化太阳能玻璃，3.2mm厚，在将第一EVA层状部件置于玻璃上之前使用异

丙醇进行清洁)、切割成与前保护玻璃部件具有相同尺寸的两层EVA(杭州第一EVA  F806)、

切割成与前保护玻璃部件具有相同尺寸的一层PP单层膜(200μm)。采用5分钟排气时间的层

压循环程序于150℃对样品进行进一步地真空层压，随后在800mbar的上腔室压力下保压十

分钟。

[0250] 玻璃层压体的老化和变色测试

[0251] 在温度为85℃、相对湿度为85％的人工气候室中对玻璃层压体进行2000小时的老

化。

[0252] 在测色之前使样品在室温下冷却1小时。

[0253] 使用Dr.Lange(型号：LMC6)的三刺激值色差计进行测色。根据ASTM  E313-15(光

源：D65,10度)进行变色指数(DI)的测量与计算。将层压体以玻璃侧朝上置于白色标准瓷片

(设备供应商提供的LZM076)之上。将测量探头置于玻璃上进行变色测试。

[0254] △DI(时间×小时)＝DI时间×小时－DI时间0小时

[0255] 聚合实施例

[0256] 使用预聚合反应器、一个淤浆环流反应器和两个气相反应器制备所有中试级聚合

物。

[0257] 催化剂给料

[0258] 通过活塞泵向油浆中进行的聚合连续供给催化剂。

[0259] 助催化剂和供体

[0260] 使用三乙基铝(TEAL)作为助催化剂，使用二环戊基二甲氧基硅烷(供体D)作为外

部供体。实际的TEAL和供体给料由表1给出。

[0261] 预聚合反应器

[0262] 使催化剂随丙烯冲入预聚合反应器，TEAL和D-供体也送入预聚合反应器之中。预

聚合反应器CSTR在30℃、55巴下工作。颗粒在丙烯浆料中的停留时间为约0.38小时。

[0263] 环流反应器

[0264] 将经过预聚合的催化剂组分用于串联连接的环流反应器和气相反应器(GP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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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流反应器的工艺条件由表1给出。

[0265] 气相反应器1

[0266] 作为未经闪蒸的直接给料，将聚合物浆料从环流反应器送至气相反应器(GPR1)。

GPR的工作温度和压力由表1给出。

[0267] 气相反应器2

[0268] 作为经过闪蒸箱的非直接给料，将产物从GPR1转移至GPR2。GPR的工作温度和压力

由表1给出。

[0269] 产物控制

[0270] 将环流反应器与GPR之间的产物分配控制为接近50/50％。通过进送氢气控制MFR

(2.16kg/230℃)。

[0271] 最终iPP(A)组分

[0272] 将从GPR2中得到的聚合物粉末进一步熔融均化，使用Coperion  ZSK57同向双螺杆

挤出机(螺杆直径57mm，L/D  22)制造粒料。螺杆速度为200rpm，机筒温度为200-220℃。

[0273] 对于iPP(A)，在熔融均化步骤过程中添加以下添加剂：

[0274] 1500ppm  ADK-STAB  A-612(Adeka公司提供)和300ppm合成水滑石(Adeka公司提供

的ADK  STAB  HT)。

[0275] 表1：聚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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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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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

[0278] 本发明的其它组分和对比PP聚合物组合物：

[0279] 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STAB  1：Cas  No.65447-77-0

[0280] 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STAB  2：Cas  No.52829-07-9

[0281] 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STAB  3：Cas  No.71878-19-8(70624-18-9(US))

[0282] 本发明的紫外光稳定剂(iia)：STAB  4：Cas  No.192268-64-7

[0283] 本发明的抗氧化剂(iib)：AO1：Cas  No.143925-92-2

[0284] 其它抗氧化剂(ii)：AO2：Cas  No.31570-04-4

[0285] 对比抗氧化剂：酚类抗氧化剂：PAO1  Cas  No.6683-19-8

[0286] 其它添加剂(ii)：硬脂酸钙：Cas  No.31570-04-4

[0287] 填料(iiia)1：常规市售滑石产品。

[0288] 本发明的PP聚合物组合物和对比PP聚合物组合物的制备

[0289] 在螺杆速度为400rpm、产量为90-100kg/h的同向双螺杆挤出机(ZSK32，Coperion)

中使聚合物与其它组分配混来制备组合物。熔融温度在190-220℃范围内。各组分及其量由

以下表2给出。

[0290] 参考对比组合物CE1至CE2在以下表2中限定。

[0291] 表2：本发明的PP聚合物组合物IE1至IE7和对比PP组合物CE1至CE2

说　明　书 19/20 页

22

CN 109923164 A

22



[0292]

[0293] 表3：本发明的PP聚合物组合物IE1至IE9和对比PP组合物CE1至CE2

[0294] 变色指数＝DI

[0295]

[0296] *如以上“测量方法”部分所限定对注塑测试样品进行拉伸强度保持率测试

[0297] 失败＝烘箱实验过程中样品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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