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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缠结对等规聚苯乙烯结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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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1×10－3～2×10－5 g•mL－1 溶液浓度范围内, 用溶液雾化冷冻升华法制备了等规聚苯乙烯(i-PS)的单链、寡链

非晶态聚集体. 随着溶液浓度降低, i-PS 分子链团间的分离程度增大, 链间缠结随之减少, 因此冷冻升华制备的样品中
单、寡链线团数目逐渐增多. DSC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溶液浓度的降低, 冷冻升华样品的结晶温度逐渐降低; 等温结晶得
到的晶粒熔点和结晶度降低. 由浓度为 2×10－5 g•mL－1 溶液制备的 i-PS 样品在 468.3 K 熔体结晶 60 min 后, 得到平均
体积约为 1.5×104 nm3 的单链晶粒. 用 SEM 观察到晶粒尺寸约为 20～50 nm. 采用偏光显微镜(POM)测量了不同温度
等温时 i-PS 单、寡链聚集体球晶的生长速率. 用 Hoffmann 理论进行了描述, 计算得到了 i-PS 单链聚集体熔体结晶片
晶的端表面能(σe)为 30.2 erg•cm－2, 侧表面能(σ)为 5.7 erg•cm－2 及单分子链折叠功(q)约为 4.5×10－13 erg•molecule－1. 与
文献值相比, 实验结果表明链缠结对聚合物结晶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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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le- and pauci-chain aggregate samples in amorphous state were prepared from aerosols of
－
－
－
isotactic polystyrene (i-PS) in a concentration range of 1×10 3～2×10 5 g•mL 1 by the freeze-drying
procedure. It was found that as the concentration decreases, the i-PS chain coils would be well separated in
solution and the resulting intrachain entanglements may decrease, therefore, the amount of single- and
pauci-chain coils, within collected particles obtained via the freeze-drying procedure, increases gradually.
The results of freeze-drying samples by DSC indicated that th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shifts lower, the
melting point and the crystallinity decrease as the solution concentration decreases. The samples prepared
－
－
from 2×10 5 g•mL 1 solution are melt-crystallized at 468.3 K for 60 min, then single-chain single-crystal
with an average volume of 1.5×104 nm3 was obtained. The crystal grain size was about 20 to 50 nm by the
SEM micrograph. By means of the polarized optical microscopy (POM), the spherulite growth rates of i-PS
single or pauci-chain congeries are calculated at various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s. With described by the
theory of Hoffmann, the critical nucleation parameters of single-chain single-crystal of i-PS were calculated
－
as follows: the fold surface free energy (σe) was 30.2 erg•cm 2; the lateral surface energy (σ) was 5.7 erg•
－
－
－
cm 2 and the work of chain folding (q) was about 4.5×10 13 erg•molecule 1. Compared to the values reported in literat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ntanglements have a pronounced effect on the crystallization
behavior of poly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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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Keller, Till 以及 Fischer 等对片晶的发现和

到液氮冷却的烧瓶中, 得到蓬松堆积的固态粉末样品.

链折叠概念的提出奠定了聚合物结晶学的基础. 1960 年

随后, 在 10－1～10－2 Pa 真空装置上使固态苯升华, 可得

Hoffman 提出了聚合物表面成核与生长结晶理论, 解释

到白色蓬松堆积的 i-PS 样品. 为了去除样品中残留的溶

了片晶形态和链折叠构象的形成. 由此, 人们成功地对

剂分子, 再在 10－2～10－3 Pa 的高真空装置上, 将样品抽

聚合物结晶的生长速率、片晶侧向尺寸随过冷度的变化

真空 5 h 以上. 由此制得干燥的 i-PS 单链、寡链非晶态

[1]

等现象进行了理论描述. 1997 年, Hoffman 对聚合物结

聚集样品.

晶理论(或称 LH 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将 de
[2]

热分析实验是在 DuPont DSC 9100 仪器上完成的,

Gennes 的聚合物“reptation”(蛇行)概念 引入表面成核

测试过程中通氮气保护．由于样品用量和升、降温速率

与生长理论. 聚合物结晶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说是

影响到测试结果, 实验中均采用相同的样品量(1.5±

Hoffman 为不断出现的实验事实而修正的过程. 其中,

0.1) mg, 升温速率为 10 K•min－1, 以放热和吸热峰的峰

LH 理论认为聚合物在 regime I, II 温区结晶时, 结晶速

顶温度分别作为样品的结晶温度 Tc 或熔融温度 Tm.

度比较慢, 聚合物分子链的解缠结速度跟得上结晶速

透射电镜的观察是用日本电子公司 JEM-2010 型仪

度, 因此分子链解缠结后, 再进入晶体进行折叠结晶.

器完成的, 加速电压为 200 kV, 点分辨率 0.194 nm, 线

[3]

另一方面, Flory 等 则认为在晶体生长面前沿扫过分子

分辨率为 0.102 nm. 使用德国 TVIPS FastScan-F114 型

链的时间尺度内, 链来不及解缠结, 因此链段只能就地

透射电镜 CCD 相机拍照. TEM 样品的制备为将 i-PS 溶

结晶, 即采取“插线板”模型结晶. 理论上, 他们分别从

液雾化冷冻升华样品在乙醇中超声波震荡分散 2 min 后,

不同的观点否定了在高温区链缠结对聚合物结晶有很

将溶液沉积于铜网表面, 铜网干燥、喷碳后, 进行透射

大的影响.

电镜观察.

传统的聚合物结晶多是以多链凝聚态样品为实验

扫描电镜的观察是由荷兰 Philips 公司 XL30 型仪器

对象的, 往往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存在着偏差. 聚合物

完成. 仪器的最大分辨率为 3.5 nm, 加速电压为 30 kV.

结晶理论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近年来,

i-PS 晶体样品经喷金处理, 用导电胶粘附在样品台上进

人们在对聚合物的单链、寡链和多链聚集体的结晶行为

行 SEM 观察.

研究中发现, 聚合物单链、寡链粒子的冷结晶峰温远低

偏光显微形态(POM)观察是在 Leica DMLP 型仪器

于本体样品的峰温, 表明含有较少缠结数的单、寡链粒

上完成的, 使用 Linkam THMSE-600 液晶型冷热台进行

[4 ～ 6]

[7]

. 实验和计算机模拟 的

等温结晶. 将 i-PS 溶液雾化冷冻升华样品均匀分散在载

结果表明链缠结对聚合物结晶和形态有很大的影响. 这

玻片与盖玻片之间置于热台上, 以 20 K•min－1 的升温速

些事实反映出链缠结对聚合物结晶过程的影响是一个

率升至 516.3 K 熔融 1 min, 再以 50 K•min－1 的降温速率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采用溶液雾化冷冻升华法制

降至预设的等温结晶温度.

子比本体非晶样品易结晶

备了等规聚苯乙烯(isotactic polystyrene, i-PS)的单链、寡
链非晶态聚集体样品. 采用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研究
了 i-PS 单链、寡链聚集体的结晶和结构, 用电子显微镜
(SEM, TEM)进行了形态观察. 用偏光显微镜(POM)观

2

结果与讨论

2.1 i-PS 单、寡链聚集体制备及结晶行为

察球晶的生长速率, 计算了 i-PS 单链、寡链聚集体结晶

根据 de Gennes 的聚合物稀溶液理论[2], 当溶液浓

的热力学参数. 实验证明链缠结对聚合物结晶动力学有

度低于临界交叠浓度 c*时, 分子链是彼此孤立地、均匀

很大的影响.

地分散在溶剂中. 对于分子量为 M n ＝4.0×105 的 i-PS,

1

实验部分

1.1 冷冻升华法制备 i-PS 单、寡链聚集体
i-PS 是由美国 Scientific Polymer Products, Inc. 提
供, 数均分子量为 4.0×105, M w / M n＝1.07 . 在氮气保

由公式 c*＝

M
~
4 π N R2
θ
3

( )

3/2

, 可计算得 c*＝2.2×10 － 2

g•mL － 1. 按 照 钱 人 元 等 [8] 提 出 的 动 态 接 触 浓 度
cs＝K α M

－0.1

公式, 亦可估算出 cs 约为 5.8×10－4 g•mL－1.

护下, 将 i-PS 在 519 K 熔融 5 min 后, 液氮淬冷, 得到非

目前, 对聚合物链间缠结程度的定量计算仍非常困难,

晶态的 i-PS. 以二次重蒸的苯为溶剂, 将非晶态的 i-PS

因此本文以 c*, cs 为参考浓度, 通过对溶液浓度的改变来

样品于 353.3 K 回流溶解, 配置不同浓度的 i-PS/苯溶液.

调控聚合物链间的缠结程度, 从而研究链间缠结对聚合

溶液转移至烧瓶中, 采用自制玻璃雾化装置将溶液雾化

物结晶的影响. 在本文配制的溶液浓度范围(1×10－3 ～

No. 23

于

2381

瀛等：链缠结对等规聚苯乙烯结晶的影响

2×10－5 g•mL－1), 随着溶液浓度的降低, 溶液中 i-PS 链
团分离度愈大, 分子链间的相互缠结越低. 当溶液的浓

积(v)有关

[9]

, 即

Tm＝Tm0

度低于 cs 时, i-PS 分子链线团完全相互分离, 溶液中才
存在真正意义上 i-PS 单链线团. 在此条件下, 采用溶液
雾化冷冻升华方法制备的 i-PS 样品是单链、寡链的聚集
体. 由浓度为 2×10－5 g•mL－1 溶液制得的 i-PS 单、寡链
聚集体非晶态样品的透射电镜(TEM)观察结果, 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见, 制备的非晶态 i-PS 样品是粒径约为
40 nm 的无规线团. 这个尺寸与理论计算的 i-PS 的均方
回转半径计算值(36 nm)相近, 说明由 2×10－5 g•mL－1 溶

⎡ ⎛ 6
⎢1－⎜
⎢ ⎝ Δhf
⎣

1/3

⎞ ⎛ σ eσ 2 ⎞
⎟⎜ v ⎟
⎠⎝
⎠

⎤
⎥ , 式中
⎥
⎦

σ＝7.64 erg•cm－2, 为片晶的侧表面自由能; v 是小晶粒
的体积. 则由 Tm 按上式可计算得不同浓度溶液制备冷
冻升华样品冷结晶生成的晶粒体积, 计算结果亦列于表
1. 由表 1 可见, 随着溶液浓度降低, i-PS 分子链的分离
程度越大, 生成的晶粒就越细小, Tm 越低. 当溶液浓度
降低到 2×10－5 g•mL－1 时, 制备的 i-PS 单链聚集体结晶
晶粒的平均体积为 1.5×104 nm3.

液制备的 i-PS 样品为非晶态单链聚集体.

2×10－5 g•mL－1 溶液冷冻升华样品的透射电镜照片(平

图 1

均粒径约 40 nm)
Figure 1 TEM micrograph of aggregate of freeze-dried sample
prepared from 2×10－5 g•mL－1 solution (average grain size was
about 40 nm)

图 2
a—由 2×10

－5

冷冻升华样品及本体样品的 DSC 曲线
－1

g•mL

样品, c—由 1×10

Figure 2

－3

－4

溶液制备的样品, b—由 1×10
－1

g•mL

DSC results of bulk i-PS and freeze-dried samples

寡链聚集体样品的 DSC 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a—sample prepared from 2×10
1×10

－4

溶液制备的

溶液制备的样品, d—本体样品
－5

由不同浓度溶液制备的冷冻升华法制备的 i-PS 单、

－1

g•mL

－1

g•mL

－1

g•mL

solution, b—sample prepared from

solution, c—sample prepared from 1×10

－3

－1

g•mL

solution,

d—bulk sample

可见, 随着溶液浓度的降低, 冷冻升华样品的结晶峰温
(Tch)逐渐下降. 与 i-PS 本体样品的结晶温度相比较, 由
1×10

－3

－1

g•mL 溶液制备样品的 Tch 降低了 14.7 K, 2×

10－5 g•mL－1 溶液制备样品的 Tch 降低了 46.3 K. 表明随
着溶液浓度的降低, 冷冻升华法制备的样品中单链、寡
链粒子逐渐增多, 链间缠结数也逐渐减少, 链的结晶能
[4]

力增强, 使得 Tch 降低. 该结果与文献 报道的实验结果
一致.
假定表面成核与生长结晶理论中聚合物熔点(Tm)与
片晶侧向尺寸(l)的关系式仍适用于较小尺寸片晶, 即
l＝

2σ e Tm0

(

Δhf Tm0－Tm

)

, 式中 Tm0 为晶体的平衡熔点, σe 为片

晶的端表面自由能, Δhf 为熔融热焓. 对 i-PS, 其值分别
为 Tm0＝515.2 K , σe＝34.8 erg•cm－2 和 Δhf＝9.11×108
erg•cm－3. 由 DSC 测得的熔点(Tm)值代入上式可计算得
到冷冻升华法制备的 i-PS 样品的片晶厚度(l), 计算结果

表1

本体及冷冻升华样品的结晶温度、熔点、片晶厚度及晶

粒体积
Table 1 Th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melting point, lamella
thickness and crystals volume of bulk i-PS and freeze-dried samples
Bulk 1×10－3 g•mL－1 1×10－4 g•mL－1 2×10－5 g•mL－1
Tch/K 436.0
421.3
411.1
389.7
Tm/K 495.8
492.2
490.6
485.1
l/nm 17.7
16.0
15.3
13.9
v/nm3 —
2.2×104
1.9×104
1.5×104

将 2×10－5 g•mL－1 溶液实验制备的 i-PS 单、寡链聚
集体在 468.3 K 熔体等温结晶 60 min, 采用扫描电镜
(SEM)观察其晶体形态. 在图 3 所示的 SEM 照片中, 可
以测量出单链聚集体晶粒的径向尺寸约为 20～50 nm.
结合 DSC 测得的 l 值, 可计算得这些晶粒的体积约为
6.0×103～3.5×104 nm3. 该结果与由 Tm-v 的定量关系
式计算所得的平均值相符.

度愈低, i-PS 结晶形成的片晶就愈薄, l 值愈小. 另一方

2.2 i-PS 单、寡链聚集体球晶生长速率及结晶热力学
参数计算

面, 聚合物“单链单晶”晶粒的 Tm 与单、寡链小晶粒的体

由 Hoffman 的聚合物表面成核与生长结晶理论[10]

列于表 1. 由表 1 的计算结果可见, 冷冻升华溶液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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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熔体结晶过程中, 过冷熔体与晶体之间存在的自由能
差是聚合物链段结晶的驱动力, 在这个自由能差的作用
下, 熔体中可结晶链的链段运动到晶体前沿, 进入晶格
结晶. 同时, 过冷熔体中可结晶链的链段与相邻链的链
段在熔体中形成的缠结阻碍着链向晶体表面的扩散, 即
熔体中链段的缠结会阻碍可结晶链向晶体生长面的滑
图3

－5

2×10

g•mL

－1

溶液冷冻升华样品在 468.3 K 等温结晶

移[12]. 冷冻升华法制备的样品多为单、寡链聚集体, 其
聚集体内部的链缠结密度随制备溶液浓度的降低而减

60 min 后的扫描电镜照
晶粒尺寸为 20～50 nm

少, 使得熔体中链间缠结对链扩散的阻碍作用随之减

Figure 3 SEM micrograph of aggregate of freeze-dried sample
－
－
prepared from 2×10 5 g•mL 1 solution annealed at 468.3 K for
60 min

少, 链扩散速度比本体样品快, 因此晶体的生长速度增
大.

The crystal grain size was from 20 to 50 nm

可知, 聚合物结晶的晶体生长总速率可表示为:

⎡ －U * ⎤
⎡
Kg
⎥ exp ⎢
G＝G0 exp ⎢
0
R
T
T
－
(
)
⎢⎣
c
∞ ⎥
⎣ Tc (Tm－Tc ) f
⎦

⎤
⎥ , 式中 G 0 是
⎦

与分子量等因素有关的指前因子, U*为聚合物链由熔体
进入晶格所需克服的迁移活化能, Tc 为结晶温度, T∞＝
Tg－(30～50) (K)为聚合物链段的理论冻结温度. Kg 是与
二次成核速率有关的常数, K g＝

2bσσ eTm0
. Tm0 为聚合
k Δhf

物的平衡熔点, R 为气体常数. 修正因子
f ＝2Tc /(Tm0＋Tc ) , 表示在不同的温度结晶时对熔融热

的修正. 由此可见, 聚合物结晶时, 晶体的生长受到两

图4

本体及冷冻升华样品在 468.3 K 退火时, 球晶半径与时

间的关系
a—本体样品, b—由 1×10
－1

mL

－3

－1

g•mL

溶液制备的样品, d—由 2×10

－5

溶液制备的样品, c—由 1×10
－1

g•mL

－4

g•

溶液制备的样品

项能垒的影响, 即成核自由能和迁移活化能的影响. 聚

Figure 4 Plots of the radius of bulk i-PS and freeze-dried samples with annealing time at 468.3 K

合物在 regime II 温区结晶时, 链的成核速度快, 片晶生

a—bulk sample, b—sample prepared from 1 × 10

长速度取决于分子链从过冷熔体中扩散到晶格表面的
速度, 晶体的生长主要由链段迁移活化能项控制.

－4

c—sample prepared from 1×10
2×10

－5

－1

g•mL

－1

g•mL

－

3

g•mL

－

1

solution,

solution, d—sample prepared from

solution

Hoffman 认为只有当聚合物链过长( M n≥107 )的时候,

在不同的等温温度条件下, POM 观察到 i-PS 单、寡

链缠结才会对聚合物结晶产生影响, 即超长的分子链以

链聚集体熔体结晶的球晶的径向生长速度均随链间缠

“懒散”蛇行(reptation of slack)运动方式就近结晶, 形成

结度的降低而增大. 由实验数据可做出 ln G 与等温温度

多个小片晶. 这点在超高分子量聚合物结晶研究中得以

(T)的关系曲线, 如图 5 所示. 对图 5 的实验数据进行

证实 [6,11]; 而对常规分子量( M n＝104 ～106 )的聚合物结

i-PS 结晶热力学参数(G0, U*和 Kg)最优化数学拟和处理,

晶, 由于链的解缠结速度快于链的扩散速度, 所以相邻

所得数据结果列于表 2. 由表 2 可见, i-PS 单、寡链聚集

分子链的缠结对链扩散速度没有影响. 图 4 为用偏光显

体结晶片晶的端表面能 σe (30.2 erg•cm－2)和侧表面能 σ

微镜(POM)测量的冷冻升华制备的 i-PS 样品在 468.3 K

(5.7 erg•cm－2)均低于文献值[1,13](分别为 34.8 和 7.64

等温结晶时生成的球晶半径(r)与结晶时间(t)的关系. 在

erg•cm－2). 聚合物结晶端表面的单链折叠功 q＝2abσe,

观测时间内, i-PS 样品的球晶半径均随结晶时间的延长

其中 a 为 i-PS 链或链束的宽度(molecular width or width

而线性增大. 直线的斜率愈大, 反映出球晶的径向生长

of stem, 12.8×10－8 cm), b 是晶格铺展一层的层厚度

速度愈大. 由图 4 可见, 冷冻升华制备的 i-PS 样品的球

(layer thickness, 5.5×10－8 cm). 可计算得 i-PS 单、寡链

晶生长速度大于本体样品的生长速度; 溶液浓度越低,

结晶时单链的折叠功 q 为 4.5 erg•molecule－1. 该结果与

制备样品的球晶的生长速度越大. 这表明聚合物分子链

极柔链聚合物聚乙烯(Polyethylene, PE)的文献值[1](3.5×

间的缠结对聚合物熔体中整链的扩散有阻碍作用, 对其

10－13 erg•molecule－1)相比, i-PS 单、寡链结晶链的折叠功

结晶片晶的线生长速度有很大的影响. 这是由于在聚合

q 值略高. 这是因为 i-PS 链上的苯环侧基使得其链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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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PS 结晶热力学参数(G0, U*和 Kg)的计算结果
Table 2 The calculated values of thermodynamic parameters (G0, U* and Kg) of i-PS crystallization
Sample
Ref. [1, 13]
Bulk
1×10－3
1×10－4
2×10－5

Tg/K
363.4
368.7
367.4
360.2
357.8

G0/(104 μm•h－1)
8.1
6.6
6.6
4.9
4.4

T∞/K
333.4
338.2
337.1
330.0
327.2

U*/K Kg/(104 K2) σσe/(erg2•cm－4)
573
9.7
215
572
9
200
576
8.9
197
610
8.3
184
625
7.8
173

性高于 PE 链, 使其 q 值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 与文献报
[1]

σe/(erg•cm－2)
34.8
34.8
34.4
32.1
30.2

q×1013/(erg•molecule－1)
4.9
4.9
4.9
4.9
4.5

粒的尺寸约为 20～50 nm, 与非晶态线团的尺寸相近.

－1

道 的本体 i-PS 的 q 值(4.9 erg•molecule )相比, 其 q 值

(3) 由 POM 测量 i-PS 单、寡链聚集体熔体结晶生

降低了 0.4 erg•molecule－1. 表明随着 i-PS 链间缠结点的

成球晶的线生长速度, 并进行结晶动力学计算. 得到

减少, 单、寡链聚集体熔体结晶时, 聚合物分子链趋向

i-PS 单、寡链聚集体熔体结晶热力学参数. i-PS 单链晶

于“紧凑”折叠(tight folding), 生成较为规整板条片晶结

体的端表面能为 30.2 erg•cm － 2, 侧表面能为 5.7 erg•

构. 这点将在对 i-PS 单、寡链聚集体晶体形态的研究报

cm－2, 单链折叠功约为 4.5×10－13 erg•molecule－1. 与本

道中阐述.

体样品求得的文献值相比, 该值均有所降低. 这些结果
表明链缠结对聚合物结晶过程有很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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