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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塑料颗粒及其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再生塑料颗粒，所述再生

塑料颗粒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改性处理的回

收塑料、膨胀阻燃剂、硫酸钡、石墨烯、抗氧剂、光

亮剂、增塑剂。本发明对回收塑料改性过程中的

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使其性能改善至可用

于制造再生塑料，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本发

明增加再生塑料颗粒界面相容性，提升了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降低了对制造设备的腐蚀性；本

发明采用含钬的符合阻燃剂体系，在于膨胀型阻

燃剂复配之后阻燃再生塑料，阻燃效率高，可弥

补再生塑料的不足；本发明最终所得产品力学性

能优异，且低毒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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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再生塑料颗粒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改性处理回收塑料

将废旧的塑料原料进行破碎处理；采用洗涤剂进行洗涤，随后清水漂洗；采用电磁除铁

器进行除铁处理；采用挤出机将塑料原料加热挤出、冷却，得到回收塑料；所述回收塑料包

括以下组分：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碳酸酯

(PC)、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或者是拥有上述多组份中的一部分组分；

将所述回收塑料通过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进行改性，得到改性处理的回收塑料；其

中，改性的具体工艺为将所述回收塑料投入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后在连续混炼机中混

炼15-30分钟；所述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的质量分别为所述回收塑料的3.2％-8 .1％、

2.5％-3.2％、0.1％-0.5％；

(2)按照如下重量份配料：

(3)将上述所有配料在105-115℃下搅拌100-120分钟，搅拌速度为500-600r/min，使其

混合均匀；

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塑化造粒，其中挤出机一到八区温度及机头温度分别为170℃、

185℃、195℃、200℃、210℃、225℃、235℃、245℃，机头温度为245℃，螺杆转速120-150r/

min，制得再生塑料颗粒；

所述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

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苯乙烯丙烯腈的共聚物中

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MBS和/

或乙烯丙烯酸丁酯；所述扩链剂为CE-100聚酯扩链剂；

所述膨胀阻燃剂的具体物质组分按重量份为：聚磷酸铵5-15份，无卤多聚芳基磷酸酯

10-12份，三聚氰胺1-3份，含Ho元素的4A分子筛2-4份；

所述光亮剂采用聚乙二醇，所述增塑剂选自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己二酸二辛脂、癸  二

酸二丁酯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抗氧剂采用抗氧化剂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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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塑料颗粒及其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再生塑料颗粒及其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塑料作为高分子合成材料中重要的产品，塑料工业在满足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

同时，由于塑料废弃物剧增所导致的“白色污染”引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废塑

料引发的“白色污染”开始让人们头痛，不腐烂不分解的餐盒无法有效回收，生活用塑料垃

圾无从下手处理。塑料废弃物剧增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摆在了

全世界人们生活生存的地方。

[0003] 再生塑料是解决塑料带来的污染的有效途径，但再生塑料存在着强度低、无韧性、

光泽度低、热氧稳定性差等缺点，此外，由于聚丙烯大分子链上有叔碳原子，在储存、加工和

日常使用过程中，会受热、光和氧等作用而极易发生老化降解，严重影响制品的寿命，使得

对其再利用的范围及领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即使是当前较先进的分选其杂质度都超过

5％，杂质的存在影响回收利用塑料时的相容性，会降低回收塑料的力学性能。

[0004] 此外，再生塑料的阻燃性能相对新造塑料，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必要通过改善阻

燃体系来弥补再生塑料的阻燃性能。传统的通用塑料阻燃剂主要分为无机氢氧化物和有机

卤代烃两大类，然而无机氢氧化物阻燃剂用量大，损害通用塑料材料的机械性能；有机卤代

烃阻燃剂添加量少，但燃烧后生成有毒挥发气体，污染环境。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再生塑料颗粒及其的制备方法，解决了现有再生塑料的上述不

足，本发明得到的再生塑料颗粒制得的塑料力学性能好，氧指数高，阻燃性能好。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再生塑料颗粒，所述再生塑料颗粒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组分：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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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其中所述改性处理的回收塑料为通过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改性的回收塑料，所

述回收塑料包括以下组分：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聚碳酸酯(PC)、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或者是拥有上述多组份中的一部分组

分。

[0009] 优选的，所述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的质量分别为所述回收塑料的3.2％-8.1％、

2.5％-3.2％、0.1％-0.5％。

[0010] 优选的，所述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甲基丙烯酸

缩水甘油酯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苯乙烯丙烯

腈的共聚物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复配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MBS和或乙烯丙烯酸丁酯；所述扩链剂为聚酯扩链剂尤其是CE-100聚酯扩链剂。

[0011] 优选的，所述膨胀阻燃剂的具体物质组分按重量份为：聚磷酸铵5-15份，无卤多聚

芳基磷酸酯10-12份，三聚氰胺1-3份，含Ho元素的4A分子筛2-4份。

[0012] 优选的，所述光亮剂采用聚乙二醇，所述增塑剂选自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己二酸二

辛脂、葵二酸二丁酯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抗氧剂采用抗氧化剂1010。

[001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备再生塑料颗粒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14] (1)改性处理回收塑料

[0015] 将废旧的塑料原料进行破碎处理；采用洗涤剂进行洗涤，随后清水漂洗；采用电磁

除铁器进行除铁处理；采用挤出机将塑料原料加热挤出、冷却，得到回收塑料；所述回收塑

料包括以下组分：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碳

酸酯(PC)、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或者是拥有上述多组份中的一部分组分；

[0016] 将所述回收塑料通过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进行改性，得到改性处理的回收塑

料；其中，改性的具体工艺为将所述回收塑料投入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后在连续混炼机

中混炼15-30分钟；所述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的质量分别为所述回收塑料的3 .2％-

8.1％、2.5％-3.2％、0.1％-0.5％；

[0017] (2)按照如下重量份配料：

[0018]

[0019]

[0020] (3)将上述所有配料在105-115℃下搅拌100-120分钟，搅拌速度为500-600r/min，

使其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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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塑化造粒，其中挤出机一到八区温度及机头温度分别为

170℃、185℃、195℃、200℃、210℃、225℃、235℃、245℃，机头温度为245℃，螺杆转速120-

150r/min，制得再生塑料颗粒。

[0022] 优选的，所述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甲基丙烯酸

缩水甘油酯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苯乙烯丙烯

腈的共聚物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复配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MBS和或乙烯丙烯酸丁酯；所述扩链剂为聚酯扩链剂尤其是CE-100聚酯扩链剂。

[0023] 优选的，所述膨胀阻燃剂的具体物质组分按重量份为：聚磷酸铵5-15份，无卤多聚

芳基磷酸酯10-12份，三聚氰胺1-3份，含Ho元素的4A分子筛2-4份。

[0024] 优选的，所述光亮剂采用聚乙二醇，所述增塑剂选自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己二酸二

辛脂、葵二酸二丁酯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抗氧剂采用抗氧化剂1010。

[0025] 本发明提供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至少具有如下技术效果或优点：(1)对回收塑

料改性过程中的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使其性能改善至可用于制造再生塑料，并具有良

好的力学性能；(2)石墨烯和硫酸钡的加入，增加再生塑料颗粒界面相容性，提升了复合材

料的力学性能，降低了对制造设备的腐蚀性；(3)采用含钬的符合阻燃剂体系，在于膨胀型

阻燃剂复配之后阻燃再生塑料，阻燃效率高，可弥补再生塑料的不足；(4)膨胀型阻燃剂和

抗氧化剂的配合使用，提升了材料的阻燃性能；(5)最终所得产品力学性能优异，且低毒环

保。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一

[0027] 将废旧的塑料原料进行破碎处理；采用洗涤剂进行洗涤，随后清水漂洗；采用电磁

除铁器进行除铁处理；采用挤出机将塑料原料加热挤出、冷却，得到回收塑料；所述回收塑

料包括以下组分：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碳

酸酯(PC)、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

[0028] 将所述回收塑料通过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进行改性，得到改性处理的回收塑

料；其中，改性的具体工艺为将所述回收塑料投入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后在连续混炼机

中混炼15分钟；所述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的质量分别为所述回收塑料的3.2％、2.5％、

0.1％。

[0029] 按照如下重量份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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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0031] 将上述所有配料在105℃下搅拌100分钟，搅拌速度为500r/min，使其混合均匀。

[0032] 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塑化造粒，其中挤出机一到八区温度及机头温度分别为

170℃、185℃、195℃、200℃、210℃、225℃、235℃、245℃，机头温度为245℃，螺杆转速120r/

min，制得再生塑料颗粒。

[0033] 所述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

油酯接枝苯乙烯丙烯腈的共聚物中的混合物；所述复配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甲酯-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MBS；所述扩链剂为聚酯扩链剂尤其是CE-100聚酯扩链剂。

[0034] 所述膨胀阻燃剂的具体物质组分按重量份为：聚磷酸铵5份，无卤多聚芳基磷酸酯

10份，三聚氰胺1份，含Ho元素的4A分子筛2份。

[0035] 所述光亮剂采用聚乙二醇，所述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乙酯，所述抗氧剂采用抗

氧化剂1010。

[0036] 实施例二

[0037] 将废旧的塑料原料进行破碎处理；采用洗涤剂进行洗涤，随后清水漂洗；采用电磁

除铁器进行除铁处理；采用挤出机将塑料原料加热挤出、冷却，得到回收塑料；所述回收塑

料包括以下组分：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聚碳酸酯(PC)。

[0038] 将所述回收塑料通过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进行改性，得到改性处理的回收塑

料；其中，改性的具体工艺为将所述回收塑料投入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后在连续混炼机

中混炼20分钟；所述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的质量分别为所述回收塑料的5.5％、3％、

0.3％。

[0039] 按照如下重量份配料：

[0040]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6543659 B

6



[0041]

[0042] 将上述所有配料在112℃下搅拌105分钟，搅拌速度为570r/min，使其混合均匀。

[0043] 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塑化造粒，其中挤出机一到八区温度及机头温度分别为

170℃、185℃、195℃、200℃、210℃、225℃、235℃、245℃，机头温度为245℃，螺杆转速140r/

min，制得再生塑料颗粒。

[0044] 所述相容剂为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和甲基

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苯乙烯丙烯腈的共聚物中的混合物；所述复配增韧剂为甲基丙烯酸

甲酯-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MBS和乙烯丙烯酸丁酯；所述扩链剂为聚酯扩链剂尤其是CE-

100聚酯扩链剂。

[0045] 所述膨胀阻燃剂的具体物质组分按重量份为：聚磷酸铵10份，无卤多聚芳基磷酸

酯11份，三聚氰胺2份，含Ho元素的4A分子筛3份。

[0046] 所述光亮剂采用聚乙二醇，所述增塑剂为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和己二酸二辛脂，所

述抗氧剂采用抗氧化剂1010。

[0047] 实施例三

[0048] 将废旧的塑料原料进行破碎处理；采用洗涤剂进行洗涤，随后清水漂洗；采用电磁

除铁器进行除铁处理；采用挤出机将塑料原料加热挤出、冷却，得到回收塑料；所述回收塑

料包括以下组分：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碳

酸酯(PC)、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或者是拥有上述多组份中的一部分组分。

[0049] 将所述回收塑料通过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进行改性，得到改性处理的回收塑

料；其中，改性的具体工艺为将所述回收塑料投入相容剂、增韧剂和扩链剂后在连续混炼机

中混炼30分钟；所述相容剂、增韧剂、扩链剂的质量分别为所述回收塑料的8.1％、3.2％、

0.5％。

[0050] 按照如下重量份配料：

[0051]

[0052] 将上述所有配料在115℃下搅拌120分钟，搅拌速度为600r/min，使其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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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熔融塑化造粒，其中挤出机一到八区温度及机头温度分别为

170℃、185℃、195℃、200℃、210℃、225℃、235℃、245℃，机头温度为245℃，螺杆转速150r/

min，制得再生塑料颗粒。

[0054] 所述相容剂为马来酸酐接枝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所述复配增韧剂为乙

烯丙烯酸丁酯；所述扩链剂为聚酯扩链剂尤其是CE-100聚酯扩链剂。

[0055] 所述膨胀阻燃剂的具体物质组分按重量份为：聚磷酸铵15份，无卤多聚芳基磷酸

酯12份，三聚氰胺3份，含Ho元素的4A分子筛4份。

[0056] 所述光亮剂采用聚乙二醇，所述增塑剂为葵二酸二丁酯中，所述抗氧剂采用抗氧

化剂1010。

[0057] 经测试，本发明各实例中再生塑料颗粒经压片机压片成型(样条尺寸为50mm*

125mm*4mm)后的各技术指标如下：

[0058]

[0059] 上述技术指标均采用国家标准进行测试获得，由上表可知，本发明得到的产品力

学性能好，阻燃性优越。

[006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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