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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具有优异的触感和尺寸稳定性

的聚丙烯的组合物。本文中提供了高刚性聚丙烯

复合树脂的组合物。这种组合物具有优异的触感

和尺寸稳定性，并且更具体地，聚丙烯复合树脂

的组合物具有优异的触感如热塑性橡胶、优异的

冲击强度和刚度以及低收缩各向异性。因此，它

们表现出优异的可塑性并且可以将组合物模制

成车辆组件。此外，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具

有优异的触感并且可以用作不需要单独着色且

保持作为车辆组件的优异的物理特性和尺寸稳

定性的高质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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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触感和尺寸稳定性的刚性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所述组合物包含：

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所述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包含

(a‑1)23wt％至60wt％的聚丙烯树脂，其中所述聚丙烯树脂是选自由均聚丙烯和具有

5wt％至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

(a‑2)1wt％至7wt％的向其中引入5wt％至10wt％的极性基团的改性聚丙烯，以及

(a‑3)38wt％至70wt％的长纤维增强材料；以及

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所述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包含

(b‑1)16wt％至30wt％的具有5至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

(b‑2)30wt％至50wt％的具有10至50nm的晶体尺寸的热塑性橡胶，

(b‑3)17wt％至28wt％的丙烯‑乙烯无规聚丙烯，以及

(b‑4)6wt％至15wt％的无机填料，

其中，所述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与所述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的重量比是1:3.5至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所述均聚丙烯具有40g/

10min至1,300g/10min的在230℃和2.16kg下的熔融指数以及2至4的多分散指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a‑1)的所述丙烯‑乙烯共聚

物与(b‑1)的所述丙烯‑乙烯共聚物具有0.89至0.91g/cm3的比重以及25g/10min至130g/

10min的在230℃和2.16kg下的熔融指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a‑1)的所述丙烯‑乙烯共聚

物具有5wt％至20wt％的乙烯含量并且(b‑1)的所述丙烯‑乙烯共聚物具有15wt％至30wt％

的乙烯含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a‑2)的所述改性聚丙烯的

一种或多种所述极性基团选自由不饱和羧酸、不饱和羧酸的衍生物以及有机硅烷化合物组

成的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所述改性聚丙烯中的所述极

性基团是5wt％至8.5wt％并且所述改性聚丙烯是1wt％至6.5wt％。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a‑3)的所述长纤维增强材

料是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玻璃纤维、碳纤维、聚合物纤维、玄武岩纤维、

天然纤维以及金属纤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a‑3)的所述长纤维增强材

料具有4至21mm的长度。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b‑2)的所述热塑性橡胶是

乙烯‑α‑烯烃共聚物，所述乙烯‑α‑烯烃共聚物具有4个或更多个碳原子、0.1g/10min至15g/

10min的在230℃和2.16kg下的熔融指数、130℃至170℃的熔点以及0.86至0.87g/cm3的比

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b‑2)的所述热塑性橡胶是

37wt％至48wt％。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b‑3)的所述丙烯‑乙烯无

规聚丙烯具有70g/10min至100g/10min的在230℃和2.16kg下的熔融指数。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其中，所述无机填料具有10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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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小的平均粒径，并且是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滑石、碳酸钙、硫酸钡、

玻璃泡以及玻璃珠。

13.一种由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制造的模制品。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模制品，其中，所述模制品是车辆内部材料或外部材料。

15.一种用于由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制造模制品的方法，包

括：

混合和注射由权利要求1中的所述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制备的颗粒以及由权利要求1中

的所述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制备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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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优异的触感和尺寸稳定性的聚丙烯的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具有优异的触感(质感，触觉，tactile  sensation)和尺寸稳定性的高

刚性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更具体地，其涉及具有优异的触感如热塑性橡胶、优异的冲

击强度和刚度以及低收缩各向异性(shrinkage  anisotropy)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环境友好的车辆在工业上变为重要的问题，对于使用高官能的塑料对车辆组

件的研究的需要已经增加。通常，根据车辆型号改变车辆中的外部组件的表面处理方法。在

低价格的车辆型号的情形下，不着色(不涂漆，unpainting)或着色是常见的，但是在昂贵的

车辆型号的情形下，使用模内压纹法(in‑mold  grain  method)和热塑性橡胶二次成型

(overmolding)。在最佳规格车辆的情形下，频繁地使用高品质的材料，如皮革覆盖或聚氨

酯喷射。

[0003] 然而，在表面处理方法的情形下，添加单独的过程并且增加原材料的成本以及引

起多种环境问题。因此，存在违反车辆工业中的全世界的环境友好趋势的表面处理方法的

方面。

[0004] 为了克服此，提出了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特别是具有优异的可塑性、触感和

抗刮性(scratch  resistance)，以及当与长纤维和热塑性弹性体混合时的增强的刚性和冲

击强度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然而，在生产实际产品的方法的冷却步骤中，收缩各向异性较

大。因此，组合物可能消极地影响产品的功能，并且与用于相关领域的其他复合树脂组合物

相比时，该组合物的刚性可能不充足。

[0005] 因此，需要研究适合用于车辆的外部组件材料，特别是实际的功能组件的聚丙烯

复合树脂的组合物。

[0006] 在该背景部分中公开的以上信息仅仅用于增强对本发明的背景的理解，因此其可

以包括不形成本国中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现有技术的信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已经致力于解决与现有技术相关的上述问题。

[0008] 本发明已经致力于提供能够提供具有优异的触感、刚性、冲击强度和尺寸稳定性

的高质量模制品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

[0009] 在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具有优异的触感和尺寸稳定性的高刚性聚丙烯复合树脂

的组合物，该组合物包含：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其包含(a‑1)约23至约60wt％的选自由均聚

丙烯和具有约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聚

丙烯树脂，(a‑2)约1至约7wt％的向其中引入约5至约10wt％的极性基团的改性聚丙烯，和

(a‑3)约38至约70wt％的长纤维增强材料；以及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其包含(b‑1)约16至约

30wt％的具有约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b‑2)约30至约50wt％的其

晶体区域(结晶区域，crystal  area)的尺寸被调节至约10至约50nm的热塑性橡胶，(b‑3)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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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约28wt％的丙烯‑乙烯无规聚丙烯(propylene‑ethylene  random  polypropylene)和

(b‑4)约6至约15wt％的无机填料。

[0010]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与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的重量比可

以是约1:3.5至约1:1。

[0011] 在另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在改性聚丙烯(a‑2)中，可以将选自由不饱和羧酸、

不饱和羧酸的衍生物和有机硅烷化合物所组成的组的一种或多种极性基团引入至聚丙烯

共聚物。

[0012] 在仍另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长纤维增强材料(a‑3)可以是选自由玻璃纤维、碳

纤维、聚合物纤维、玄武岩纤维、天然纤维和金属纤维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在还另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长纤维增强材料(a‑3)可以具有约4至约21mm的长

度，例如，约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或约21mm。

[0014] 在还又另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无机填料可以具有10微米或更小的数均粒径，

并且是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滑石、碳酸钙、硫酸钡、玻璃泡(glass 

bubble)和玻璃珠。

[0015]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由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制造的模制品。

[0016] 根据本发明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具有优异的冲击强度和刚性以及优异的

触感如热塑性橡胶和低收缩各向异性。因此，组合物可以保持优异的可塑性，并且可以被模

制成组件。此外，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具有优异的触感以在没有单独的着色过程的情

况下表达高质量材料，并且保持作为车辆组件的优异特性和尺寸稳定性。

[0017] 可以将根据本发明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用于代替由热塑性弹性体二次成

型或内部着色所制成的车辆组件。可以使用简单过程生产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可以

降低成本且是环境友好的。

[0018] 下文讨论了本发明的其他方面和优选的实施方式。

[0019] 应当理解，本文所使用的术语“车辆”或“车辆的”或其它类似术语包括通常的机动

车辆，如包括运动型多用途车辆(SUV)、公共汽车、卡车、各种商用车辆的载客机动车，包括

各种船只和船舶的水运工具；飞行器等，并且包括混合动力车辆、电动车辆、插电式混合动

力电动车辆、氢动力车辆和其它替代燃料车辆(例如，源自除石油以外的来源的燃料)。如本

文所提及的，混合动力车辆是具有两个或更多个动力源的车辆，例如汽油动力和电动车辆。

[0020] 以下讨论了本发明的以上及其他性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在下文中将详细地参考本发明的各种实施方式，其实施例在以下描述。虽然将结

合示例性实施方式描述本发明，但是应当理解，本描述并不旨在将本发明限于那些示例性

实施方式。相反，本发明旨在不仅涵盖示例性实施方式，而且涵盖可以包括在由所附权利要

求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的各种替代、修改、等效物和其他实施方式。进一步地，在

以下描述中，可以省略对已知相关技术的详细解释以避免不必要地模糊本发明的主题。

[0022] 本发明提供了具有优异的触感和尺寸稳定性的高刚性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

该组合物可以包含：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其包含(a‑1)约23至约60wt％的聚丙烯树脂，其中

该聚丙烯树脂是选自由均聚丙烯和具有约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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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a‑2)约1至约7wt％的向其中引入约5至约10wt％的极性基团的

改性聚丙烯，和(a‑3)约38至约70wt％的长纤维增强材料；以及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其包含

(b‑1)约16至约30wt％的具有约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b‑2)约30至

约50wt％的具有调节至约10至约50nm的晶体区域尺寸(crystal  area  size)的热塑性橡

胶，(b‑3)约17至约28wt％的丙烯‑乙烯无规聚丙烯和(b‑4)约6至约15wt％的无机填料。

[0023] 在下文中，将更详细地描述根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具有优异的触感和尺

寸稳定性的高刚性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

[002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包含：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其

包含：(a‑1)约23至约60wt％的聚丙烯树脂，其中该聚丙烯树脂是选自由均聚丙烯和具有约

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a‑2)约1至约

7wt％的向其中引入约5至约10wt％的极性基团的改性聚丙烯，和(a‑3)约38至约70wt％的

长纤维增强材料；以及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其包含：(b‑1)约16至约30wt％的具有约5至约

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b‑2)约30至约50wt％的具有调节至约10至约50nm

的晶体区域尺寸的热塑性橡胶，(b‑3)约17至约28wt％的丙烯‑乙烯无规聚丙烯和(b‑4)约6

至约15wt％的无机填料。

[0025] 本文中所描述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具有优异的触感如热塑性橡胶、优异的

冲击强度和刚性以及低收缩各向异性，且因此具有优异的尺寸稳定性，尽管其被模制为车

辆组件。可以通过将长纤维引入至聚丙烯树脂且以预定比率将其与混合有热塑性橡胶和无

机填料的聚丙烯树脂结合来生产该组合物。

[0026] 本发明涉及包含各种类型的添加剂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可以通过以挤压

成型浸渍过程将包含聚丙烯树脂和长纤维的颗粒A与包含聚丙烯树脂、热塑性橡胶和无机

填料的颗粒B物理混合来引入添加剂。

[0027] 可以由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来制备颗粒A，该聚丙烯树脂组合物A包含(a‑1)约23至

60wt％的聚丙烯树脂，该聚丙烯树脂包含均聚丙烯和具有约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

烯‑乙烯共聚物的混合物，(a‑2)约1至7wt％的具有约5至10wt％的极性基团的改性聚丙烯，

和(a‑3)约38至70wt％的长纤维增强材料。

[0028] 详细地，将聚丙烯树脂(a‑1)用作颗粒A的浸渍树脂。聚丙烯树脂(a‑1)是由仅仅具

有丙烯作为单体的均聚丙烯和具有丙烯和乙烯作为单体的丙烯‑乙烯共聚物组成的高结晶

聚合物(high‑crystalline  polymer)。可以单独地或者以聚丙烯和丙烯‑乙烯共聚物的组

合使用该两种聚合物。

[0029] 均聚丙烯具有约40g/min至约1,300g/min(例如，约40、100、200、300、400、500、

600、700、800、900、1000、1100、1200或约1300g/min)且具体地约45g/min至约1,100g/min

(例如，约45、5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或约1100g/min)的熔融指

数。

[0030] 当熔融指数小于约40g/min(@230℃，2.16kg)时，流动性、可塑性和长纤维的浸渍

劣化且可能降低刚性。当熔融指数大于1,300g/min(@230℃，2.16kg)时，表面冲击强度劣化

且收缩率增加。

[0031] 均聚丙烯可以具有约2至4(例如，约2、3或约4)的多分散指数(PDI)。当PDI小于约2

时，可加工性劣化并且当PDI等于或大于4时，刚性劣化且尺寸稳定性劣化，对应于收缩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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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增加。

[0032] 丙烯‑乙烯共聚物优选地具有约5至约30wt％(例如，约5wt％、10wt％、约15wt％、

20wt％、约25wt％或约30wt％)，且优选地约5至约20wt％(例如，约5wt％、10wt％、约15wt％

或约20wt％)的乙烯含量。当乙烯含量小于约5wt％时，为基本特性的耐冲击性劣化，且当乙

烯含量大于约30wt％时，最终产品的刚性和尺寸稳定性劣化。在示例性的实施方式中，共聚

物的比重为约0.89至约0.91g/cm3，且熔融指数为约25g/min至约105g/min，且优选地约

30g/min至约100g/min(例如，约30、40、50、60、70、80、90或约100g/min)。当熔融指数小于约

25g/min(@230℃，2.16kg)时，可塑性劣化，且当熔融指数大于约105g/min(@230℃，2.16kg)

时，悬臂梁和表面冲击特性劣化。

[0033] 均聚丙烯和丙烯‑乙烯共聚物的混合物的混合比优选地为约95至75wt％的丙烯‑

乙烯共聚物与约5至25wt％的均聚丙烯，且在一些情况下，约95至80wt％(例如，约95、94、

93、92、91、90、89、88、87、86、85、84、83、82、81或约80wt％)的丙烯‑乙烯共聚物与约5至

20wt％(例如，约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或约20wt％)的均聚丙烯。

[0034] 均聚丙烯对于增加刚性和确保优异的可塑性和尺寸稳定性是重要的，并且丙烯‑

乙烯共聚物增加悬臂梁和表面冲击特性，因此将该两种组分混合以在期望的范围内互补。

[0035] 在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组合物包含约23至60wt％(例如，约23、25、30、33、

35、37、40、43、45、47、50、53、55、57或约60wt％)的包含均聚丙烯和具有约5至30wt％(例如，

约5、10、15、20、25或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的混合物的聚丙烯树脂。

[0036] 当聚丙烯树脂小于约23wt％时，不能以挤压成型浸渍过程将长纤维有效地浸渍，

且当聚丙烯树脂大于约60wt％时，收缩各向异性增加，模制品的变形严重，且如刚性和冲击

强度的特性劣化。因此，聚丙烯树脂是在约23至60wt％(例如，约23、25、30、35、40、45、50、55

或约60wt％)的公开范围内。

[0037] 在改性聚丙烯树脂(a‑2)中，可以引入约5至10wt％(例如，约5、6、7、8、9或约

10wt％)且优选地约5至8.5wt％(例如，约5、5.5、6、6.5、7、7.5、8或约8.5wt％)的极性基团。

当极性基团小于约5wt％时，无机填料、长纤维增强材料和聚丙烯树脂的相容性劣化，且当

极性基团大于约10wt％时，出现脆性问题且水含量增加。此外，在改性聚丙烯中，可以将选

自由不饱和羧酸及其衍生物以及有机硅烷化合物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引入至聚丙

烯聚合物中。

[0038] 可以以约1至7wt％(例如，约1、2、3、4、5、6或约7wt％)且优选地约1至6.5wt％(例

如，约1、1.5、2、2.5、3、3.5、4、4.5、5、5.5、6或约6.5wt％)包含改性聚丙烯树脂。当改性聚丙

烯树脂的含量小于约1wt％时，无机填料和长纤维增强材料的分散性劣化，因此模制品的特

性不均匀，局部产生聚集，在模制品的表面上看到改性聚丙烯树脂，并且产生模制品中的缺

陷。当改性聚丙烯树脂的含量大于约7wt％时，出现脆性问题且水含量增加。

[0039] 长纤维增强材料(a‑3)优选地具有约4至21mm(例如，约4、5、6、7、8、9、10、11、12、

13、14、15、16、17、18、19、20或约21mm)的长度。当长纤维增强材料的长度小于约4mm时，在模

制之后在产物中剩余的剩余纤维的长度减小，从而长纤维不再用作增强材料。因此，刚性和

冲击强度劣化且收缩率增加。当它们的长度大于约21mm时，在加工期间不将原材料平稳地

注入，因此生产力降低。

[0040] 在长纤维增强材料中的主要材料的含量是约1至3wt％(例如，约1、2或约3wt％)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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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地约1至2.8wt％(例如，约1、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2.3、2.4、2.5、2.6、2.7或约2.8wt％)。当主要材料(聚焦材料，focusing  material)的含量

大于约3wt％时，模制品的特性劣化且脆性增加。

[0041] 长纤维增强材料可以使用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玻璃纤维、碳

纤维、聚合物纤维、玄武岩纤维、天然纤维、金属纤维及它们的混合物。在一些实施方式中，

玻璃纤维可以优选地具有约10至30μm(例如，约10、15、20、25或约30μm)的直径。当玻璃纤维

的直径小于约10μm时，存在当通过挤出生产产品时产生单纱(single  yarn)的问题，且当它

们的直径大于约30μm时，存在可加工性和浸渍性劣化的问题。因此，优选具有约10至约30μm

的直径的玻璃纤维。

[0042] 可以由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来制备颗粒B，该聚丙烯树脂组合物B包含：(b‑1)约16

至约30wt％的具有约5至约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聚物，(b‑2)约30至约50wt％

的具有调节至约10至约50nm的晶体区域尺寸的热塑性橡胶，(b‑3)约17至约28wt％的丙烯‑

乙烯无规聚丙烯和(b‑4)约6至约15wt％的无机填料。

[0043] 丙烯‑乙烯共聚物可以具有约5至30wt％(例如，约5、10、15、20、25或约30wt％)且

优选地约15至30wt％(例如，约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或约

30wt％)的乙烯含量。当乙烯含量小于约5wt％时，为基本特性的耐冲击性劣化，且当乙烯含

量大于约30wt％时，最终产品的刚性和尺寸稳定性劣化。具有约5至30wt％的乙烯含量的丙

烯‑乙烯共聚物是合适的。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共聚物的比重为约0.89至约0.91g/cm3，熔融

指数为约25g/min至约105g/min，且优选地约30g/min至100g/min。当熔融指数小于约25g/

min(@230℃，2.16kg)时，可塑性劣化，且当熔融指数大于约105g/min(@230℃，2.16kg)时，

悬臂梁和表面冲击特性劣化。

[0044] 可以以约16至30wt％(例如，约16、20、25或约30wt％)且优选地约16至24wt％(例

如，约16、17、18、19、20、21、22、23或约24wt％)包含丙烯‑乙烯共聚物。当丙烯‑乙烯共聚物

的含量小于约16wt％时，悬臂梁和表面冲击特性不充足，且当它们的含量大于约30wt％时，

可塑性和尺寸稳定性劣化，且因此可能不能进行组件的功能。

[0045] 在热塑性橡胶(b‑2)中，可以优选地将晶体的尺寸调节至约10至50nm(例如，约10、

15、20、25、30、35、40、45或约50nm)。热塑性橡胶在本发明中在提供优异的触感上起重要作

用，并且通过提供优异的尺寸稳定性用以最小化收缩各向异性。晶体尺寸受限于约10至

50nm的范围，且因此它的熔点Tm为约130℃至170℃(例如，约130、140、150、160或约170℃)

且比重为0.86至0.87g/cm3。当晶体尺寸小于约10nm时，结晶性过度地降低，因此刚性和尺

寸稳定性劣化，且当晶体尺寸大于约50nm时，可塑性是不良的且尺寸稳定性劣化。在一些情

形下，当晶体尺寸是在优选的范围内时，最有效地增加非晶体区域中的弹性，且冲击性能是

优异的。此外，熔点的范围低于常规的模制条件，且因此流动性相对较高且可以优化可塑

性。热塑性橡胶可以是具有4个或更多个碳原子(α)且具有约0.1g/10min至约15g/10min(@

230℃，2.16kg)且优选地约0.1g/10min至13g/10min(@230℃，2.16kg)的熔融指数的乙烯‑

α‑烯烃共聚物。当熔点小于约0.1g/10min时，出现流动性和分散性的劣化，且当熔点大于约

15g/10min时，表面冲击强度劣化。

[0046] 在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中，可以以约30至50wt％(例如，约30、35、40、45或约

50wt％)且优选地约37至48wt％(例如，约37、38、39、40、41、42、43、44、45、46、47或约

说　明　书 5/9 页

8

CN 107337841 B

8



48wt％)包含热塑性橡胶。当它们的含量小于约30wt％时，触感变硬且冲击特性可能劣化，

且当它们的含量大于约50wt％时，刚性极大地劣化且不能合适地进行模制期间的冷却，因

此可塑性可能劣化。

[0047] 超高流动性的丙烯‑乙烯无规聚丙烯(b‑3)可以具有约70g/10min至100g/10min

(例如，约70、80、90或约100g/10min)(@230℃，2.16kg)且优选地约75g/10min至95g/10min

(@230℃，2.16kg)(例如，约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93、94或约95g/10min)的熔融指数。当熔融指数小于约70g/10min时，可塑性和分散性劣化，

且当熔融指数大于约100g/10min时，模制品的刚性劣化。

[0048] 在本发明中可以以约17至28wt％(例如，约17、18、19、20、21、22、23、24、25、26、27

或约28wt％)包含无规聚丙烯。当它们的含量小于约17wt％时，由于流动性的劣化，模制品

的刚性劣化且可塑性较差，且当它们的含量大于约28wt％时，产物的悬臂梁和表面冲击特

性可能劣化。

[0049] 无机填料(b‑4)使用选自由以下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多种：滑石、碳酸钙、硫酸

钡、玻璃泡、玻璃珠及它们的混合物。无机填料的平均粒径为约10微米或更小(例如，约10、

9、8、7、6、5、4、3、2、约1微米或更小)。当平均粒径大于约10微米时，分散性劣化，因此可能发

生模制品的一部分中的性能差异。另外，无机填料可以暴露于表面上，从而可能产生表面缺

陷。

[0050] 在本发明中可以以约6至15wt％(例如，约6、7、8、9、10、11、12、13、14或约15wt％)

的范围包含通过降低收缩各向异性而为产品提供优异的尺寸稳定性和高刚性功能的无机

填料。当它们的含量小于约6wt％时，收缩各向异性增加，且因此尺寸稳定性劣化，以及刚性

劣化，且当它们的含量大于约15wt％时，无机填料的分散性劣化且生产力降低，因此工业效

率降低。

[0051] 根据本发明，可以将颗粒A和颗粒B物理地混合且使用。颗粒A与颗粒B优选的重量

比是约1:3.5至约1:1。当颗粒A与颗粒B的重量比小于约1:3.5时，热塑性橡胶的比率相对过

高且可能不能合适地进行冷却过程。同样，生产力下降，刚性劣化且各种添加剂不是分散

的。当颗粒A与颗粒B的重量比大于约1:1时，长纤维增强材料的比率过高且在模制期间流动

性不充足，以及长纤维增强材料暴露于表面上，导致表面缺陷。

[0052] 除了主要组分外，本发明的树脂组合物可以添加一种或多种添加剂，包括但不限

于，抗氧化剂、中和剂、抗静电剂、UV稳定剂、滑爽剂等，以便改善模制品的性能和加工特性。

可以在合适的范围内调节和使用添加剂以保持表面质量、脆性和基本物理特性。

[0053] 当根据以上描述的方法制备时，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具有包括优异的触感和

尺寸稳定性的高刚性特性以及合适地用作可以被制备的车辆材料的特性。聚丙烯复合树脂

的组合物具有优异的触感，因此是工业上有用的，并且不需要另外的过程，如在表面上的着

色过程、模内压纹过程、热塑性橡胶二次成型和皮革覆盖或聚氨酯喷射。组合物具有为工业

上的高生产力和效率所必需的优异尺寸稳定性。

[0054] 在下文中，将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然而，基于以下实施例将更详

细地描述本发明，并且本发明不受限于以下实施例。

[0055] 实施例

[0056] 以下实施例举例说明了本发明且不旨在对其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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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实施例1

[0058] 在将9wt％的其中调节PDI至2的均聚丙烯、28wt％的具有18wt％的乙烯含量的丙

烯‑乙烯共聚物、3wt％的引入有5wt％的马来酸酯的改性聚丙烯、60wt％的长玻璃纤维和1

份每百份树脂(PHR)的添加剂(抗氧化剂和稳定剂)物理地混合之后，由双轴挤出机通过将

组合物A加工成颗粒形式来制备颗粒A。在将24wt％的具有18wt％乙烯含量的丙烯‑乙烯共

聚物、43wt％的其晶体尺寸被调节至10至50nm的热塑性橡胶(其为具有4个碳原子(α)的乙

烯‑α‑烯烃共聚物)、24wt％的超高流动性丙烯‑乙烯无规聚丙烯、9wt％的滑石和1份每百份

树脂(PHR)的添加剂(抗氧化剂和稳定剂)物理地混合之后，由双轴挤出机通过将组合物B加

工成颗粒形式来制备颗粒B。以3:7的重量比将颗粒A和颗粒B物理地混合且随后在220±30

℃的注射条件下注入以制备用于评价热/机械特性的试样。

[0059] 实施例2

[0060] 通过制备具有与实施例1中使用的组合物相同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的颗粒

A和颗粒B，以4:6的重量比将颗粒A和颗粒B物理地混合，且随后在220±30℃的注射条件下

注入以制备用于评价热/机械特性的试样。

[0061] 比较例1

[0062] 通过制备具有与实施例1中使用的组合物相同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的颗粒

A和颗粒B，以1:9的重量比将颗粒A和颗粒B物理地混合，且随后在220±30℃的注射条件下

注入以制备用于评价热/机械特性的试样。

[0063] 比较例2

[0064] 通过制备具有与实施例1中使用的组合物相同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的颗粒

A和颗粒B，以6:4的重量比将颗粒A和颗粒B物理地混合，且随后在220±30℃的注射条件下

注入以制备用于评价热/机械特性的试样。

[0065] 比较例3至7

[0066] 比较例3至7使用用于实施例1的相同的颗粒A，以及使用具有用于实施例1的颗粒B

的相同组分的组合物且根据以下表1的组合物比物理地混合以由双轴挤出机制备颗粒B。此

后，以3:7的重量比将颗粒A和颗粒B物理地混合，且随后在220±30℃的注射条件下注入以

制备用于评价热/机械特性的试样。

[0067] [表1]

[0068]

[0069] 测试实施例

[0070] 试样特性的测量

[0071] 通过测量10个试样，在以下表2和3中列出的结果表示除了上限和下限外的平均

值，并且因此的测试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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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熔融指数的测量：根据ASTM  D1238方法在230℃、2.16kg的负荷下测量熔融指数。

[0073] 拉伸强度和伸长率的测量：根据ASTM  D638方法测量且以50mm/min的负荷施加速

度测量拉伸强度。基于断裂点(fracture  point)测量伸长率。

[0074] 挠曲模量和挠曲强度的测量：根据ASTM  D790方法测量且以10mm/min的负荷施加

速度测量挠曲模量和挠曲强度。

[0075] 悬臂梁冲击强度的测量：根据ASTM  D256方法，在室温(23)和‑30℃下由缺口试样

测量悬臂梁冲击强度。

[0076] 肖氏硬度的测量：根据基于ASTM  D2240的D标尺(D‑Scale)测量肖氏硬度。

[0077] 热变形温度的测量：根据ASTM  D648方法在1.82MPa的负荷下测量热变形温度。

[0078] 由测量模制收缩率的收缩各向异性的测量：根据ASTM  D955方法通过用具有128×

128×3.2mm尺寸的试样将机器方向(MD)和横向(TD)分开来测量收缩各向异性。为了计算相

应于结果值的MD方向和TD方向上的收缩各向异性，通过(具有128尺寸的TD模制收缩率/TD

模制收缩率×100)计算收缩各向异性。

[0079] [表2]

[0080]

[0081] 如在表2中列出的，可以看出的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1和2的树脂组合物保持14

至17％的收缩各向异性以具有高刚性，同时具有模制品的尺寸稳定性。这些树脂组合物也

具有优异的悬臂梁冲击强度和外观。此外，肖氏硬度是43至49，因此可以将该印花(压纹，

embossing)应用于各种纹理并且触感可以较软。

[0082] 同时，仅仅在实施例1和2的颗粒之间的混合比的范围内，树脂组合物可以具有优

异的刚性、冲击强度、触感、外观和收缩各向异性的平衡，并且在颗粒组合物中，仅仅在根据

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实现该性质。

[0083] 在比较例1和2中，颗粒之间的混合比偏离本发明的范围，可以看出，在比较例1中

刚性不充足，而在比较例2中肖氏硬度较高却没有实现优异的触感，因此仅仅在本发明的范

围内确保了高刚性和优异的触感。

[0084] 在比较例3和4中，在颗粒B的组合物中的热塑性橡胶的含量偏离本发明的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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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例3中，肖氏硬度是54从而没有实现优异的触感，而在比较例4中，在模制品的外观上气

体污点(gas  stain)和流污点(flow  stain)严重，该外观不能是正常制品的外观。

[0085] 在比较例5、6和7中，颗粒B的组合物的滑石的含量偏离本发明的范围。证实了在比

较例5中，收缩各向异性是40％且因此模制品的尺寸稳定性劣化。在比较例6中，肖氏硬度是

56且因此没有实现优异的触感。在比较例7中，收缩各向异性是43％且因此模制品的尺寸稳

定性如同比较例5一样不充足，并且没有示出为本发明的一种重要性质的尺寸稳定性。

[0086] 如在表2中列出的，与偏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比较例1至7比较，可以看出，通过合适

地使用它们的相应组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1和2的聚丙烯复合树脂的组合物可以具有优

异的刚度、冲击强度、触感、外观和收缩各向异性。

[0087] 本发明可以直接地代替将热塑性弹性体二次成型或着色应用至其中且确保工业

中的生产力和质量的组件成为现实的替代物，因此本发明可以广泛地应用于除了车辆内部

材料之外如车辆的防撞垫(crash  pad)、门饰板(door  trim)、柱饰板(pillar  trim)和遮阳

板(sun  visor)的其他塑料组件或材料。

[0088] 已经参照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详细地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当理解，在不违背

本发明的原则和精神的情况下，由本领域的那些技术人员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进行改变。

因此，在所附权利要求和它们的等效物中限定其范围。

说　明　书 9/9 页

12

CN 107337841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