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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湿热自然环境对不同聚丙烯结构和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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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业产品环境适应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 510300) 

摘 要 ：通过共聚聚 丙烯 (PP1)与均聚聚 丙烯 (PP2)在 中国三 亚、琼 海、广州 自然曝晒试验 结果 的对比 ，研 究了湿热 

自然环境对2种 PP表面形貌、表观性能和微观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2种 PP在湿热自然环境曝晒过程 中均出现了 

明显的表面裂纹，其表观性能也有较大的变化，其中PP1抗老化能力比 PP2优越；PP1和 PP2经曝晒后在分子链上产 

生羰基 ，且羰基量 随曝 晒时间的延长 而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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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ypical W et-Hot Climates 011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P0lypropyl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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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China National Electric Apparatus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Guangzhou，Guangdong 5 10300，China) 

Abstract：Natural weathering experiments of copolymerized and homopolymerized polypropylenes(PP)were performed in 

Sanya，Qionghai and Guangzhou which were in wet—hot climates．The effect of typical wet—hot climates on their surface 

morphology，apparent properties and microcosmic structure was studied，and the different weathering behavior was compared． 

During the natural exposure，crackles gradually appeare and apparent properties obviously were changed on different PP 

surfaces．The weathering resistance of copolymerized polypropylene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homop0lymerized polypropylene． 

Carbonyl group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molecular chains of different PP after exposure，its conten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of exposur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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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聚丙烯(PP)以其工艺简单，价格低廉，易于加工成 

型的综合性能，成为五大通用热塑性树脂中增长最快 的品种。 

然而，PP也存在某些缺陷，其中抗老化性能较差是其较为严重 

的缺陷之一ll。J。因此，在应用范围上，尤其是作为结构材料和 

工程材料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为了提高 PP的使用寿命，就必须对不同结构 PP的老化性 

能有深刻了解 J。影响高分子材料老化的主要气候环境因素 

有辐照 、温度 和水。在湿热 自然环 境 中，辐照 量 、温度 和相对 湿 

度一般都很高 ，因而湿热环境对高分子材料老化最严重 。 

此外 ，按 聚合方 式分 ，聚丙烯 有均聚 和共聚两 种类型 ，均 聚和共 

聚聚丙烯的结构不同，因而其老化性能也不同。文章通过中国 

3个湿热地区(三亚、琼海 、广州)自然曝晒试验的对 比，研究了 

共聚聚丙烯(PP1)与均聚聚丙烯(PP2)表面形貌、表观性能和微 

观结构的变化，用以揭示湿热 自然环境对 PP结构和性能的影 

响。 

l 实验 

1．1 主要材料 

共聚聚丙烯和均聚聚丙烯 ：EPS30R、N—T30S，分别标记为 

PP1和 PP2，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 

1．2 自然大气暴晒试验 

将 PPI和 PP2固定在试样架上，分别放置在 3个湿热 自然 

曝晒场(三亚、琼海 、广州)，按 GB／T 368卜2000进行自然大气曝 

晒试验，试样朝南倾角 45。。试验周期为 1年 ，分别于 3、6、9、 

12个 月 时定 期取样测试分析 。 

1．3 性能测试与结构表征 

采用德国 Zeiss公司的 EVO 18扫描电镜(SEM)观察 PP试 

样老化前后的表面形貌。 

采用德国 BYK 4430微型多角度光泽仪和美 国 X-Rite 948 

色差仪对老化不同周期的试样分别进行光泽和色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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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数／cm一 

(a) 

波数／era 

(b) 

(a)PP1；(b)PP2。老化时间 ：1—3个月 ，2—6个月 ，3—9个 月 ，4—12个月 。 

图2 PP1和 PP2在琼海老化不同时间的 FTIR谱图 

老化时间／月 

(a) 

老化时间／月 
(b) 

(a)PP1；(b)PP2。 一● 一三亚 ；一● 一琼海 ；一▲ 一广 州。 

图3 PP1和 PP2在 3个地区的cI与老化时间的关系 

3 结论 

1)PP1和 PP2在湿热地 区 (三亚 、琼海 、广州 )曝晒后 试样 [8] 

表面变得粗糙、失去光泽 ，并且出现明显的表面裂纹。 

2)PP1和 PP2经自然曝晒后在分子链上产生羰基，且羰基 

量随曝晒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3)从试样的表面裂纹、表观性能变化及羰基指数发现，PP1 

比PP2抗自然老化性能优越 ，更适合于用来制造户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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