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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医用热敏胶片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采用固体

色母粒子与PET基料共混所获有色PET片基的颜

色不够均匀，透光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基于上

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

BOPET片基，包括三层共挤薄膜，所述三层共挤薄

膜由聚酯芯层以及所述聚酯芯层上下表面外侧

的聚酯面层复合而成。本发明采用添加了淡蓝色

液体着色剂的聚酯为芯层利用多层共挤及双向

拉伸工艺获得了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的淡蓝色

BOPET片基，其具有更好的光学性能（雾度低、透

光率高）和耐热性能（热收缩率低），更能符合终

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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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包括三层共挤薄膜，所述三层共挤薄膜由聚

酯芯层以及所述聚酯芯层上下表面外侧的聚酯面层复合而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聚酯芯层，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成分：

淡蓝色液体着色剂     0.2‑1份

PET基料              99‑99.8份

所述聚酯面层，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成分：

功能料      15‑25份

PET基料     75‑8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所述淡蓝色

液体着色剂，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成分：

表面活性剂      4‑6份

四羟甲基烷      2‑4份

改性色粉颜料    28‑32份

乙二醇          60‑64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

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色

粉颜料，按照以下方法获得：

将色粉颜料、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料按照质量比1:1:2混合均匀，再置于高剪切均质

分散乳化机中，在80‑90℃、pH=6‑7的条件下剪切乳化6‑9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

性色粉颜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所述色粉颜

料为颜料蓝29。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氧化

硅粉料的平均粒径为1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料

为聚酯膜级母料FG611。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配方量，将功能料、PET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塔内

温度为150‑170℃，干燥时间为4‑5h，控制物料水分为30‑40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双螺

杆挤出机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按照配方量，将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中与

PET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熔融共混，

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在270℃下熔融、共挤出，熔体

在转动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3‑4倍，再横向拉伸3‑4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40‑26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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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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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用热敏胶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

背景技术

[0002] 医用热敏胶片适用经过计算机处理后以数字方式存储的医疗影像的热敏打印输

出，可以真实再现经过计算机处理的各种医疗影像，省去了传统银盐产品显定影冲洗加工

程序，彻底消除了冲洗加工废药液对环境的污染。

[0003] 聚酯片基是医用热敏胶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其不易燃、熔点高、热稳定性

好、吸湿性小、收缩率低、机械强度高、耐拉、耐磨、耐撕等优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医用热

敏胶片的制备。但是目前国内该类型产品尚未成熟，产品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且性能和质量

仍然与进口产品存在不小的差距。

[0004] 传统的有色聚酯薄膜是在薄膜加工过程中添加固体色母粒子后使得薄膜带有一

定的颜色。这种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聚酯薄膜颜色不够均匀、透光性不良、雾度较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采用固体色母粒子与

PET基料共混所获有色PET片基的颜色不够均匀，透光性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提供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用淡

蓝色BOPET片基，包括三层共挤薄膜，所述三层共挤薄膜由聚酯芯层以及所述聚酯芯层上下

表面外侧的聚酯面层复合而成，所述聚酯芯层，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成分：

淡蓝色液体着色剂     0.2‑1份

PET基料              99‑99.8份

所述聚酯面层，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成分：

功能料      15‑25份

PET基料     75‑85份。

[0007] 具体地，所述淡蓝色液体着色剂，以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成分：

表面活性剂      4‑6份

四羟甲基烷      2‑4份

改性色粉颜料    28‑32份

乙二醇          60‑64份。

[0008] 具体地，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0009] 具体地，所述改性色粉颜料，按照以下方法获得：

将色粉颜料、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料按照质量比1:1:2混合均匀，再置于高剪切

均质分散乳化机中，在80‑90℃、pH=6‑7的条件下剪切乳化6‑9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

到改性色粉颜料。

[0010] 具体地，所述二氧化硅粉料的平均粒径为1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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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具体地，所述功能料为聚酯膜级母料FG611。

[0012] 具体地，所述的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配方量，将功能料、PET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

塔内温度为150‑170℃，干燥时间为4‑5h，控制物料水分为30‑40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

双螺杆挤出机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按照配方量，将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

中与PET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熔融

共混，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熔融、共挤出，熔体在转动

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3‑4倍，再横向拉伸3‑4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40‑26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

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采用添加了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的聚酯为芯层利用多层共挤及双向拉伸

工艺获得了一种医用热敏胶片的淡蓝色BOPET片基，其具有更好的光学性能（雾度低、透光

率高）和耐热性能（热收缩率低），更能符合终端需求；

（2）本发明所使用的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相比于普通固体色母粒型着色剂，其添加

量更小、颜色更鲜艳均匀，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淡蓝色液体着色剂制备过程所用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现在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6] 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的透明度测试，采用雾度与透光率来表示，测量

的条件按照GB/T2410‑2008执行。

[0017] 实施例1

a、改性色粉颜料的制备：

将颜料蓝29色粉、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末按1:1: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再置入高

剪切均质分散乳化机中，在90℃、PH=7的条件下剪切乳化8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

性色粉颜料；

b、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的制备：

先将3份四羟甲基烷溶于62份的乙二醇溶剂中，而后将5份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分

散在上述溶液中，并添加30份步骤a得到的改性色粉颜料，再经过分散、研磨、过滤得到淡蓝

色液体着色剂；

c、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的制备：

（1）将15份FG611、85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塔

内温度为160℃，干燥时间为5h，控制物料水分为30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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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将0.2份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中与

99.8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

熔融共混，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所用装置参见图1；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在270℃下熔融共挤出，熔

体在转动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复合PET厚片中聚酯芯层占比92.6%，聚酯面层占比

7.4%；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3.5倍，再横向拉伸3.5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6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医用

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所述片基的总厚度为0.175mm，其中聚酯面层的总厚度为

0.013mm，聚酯芯层的厚度为0.162mm；所述片基的透光率为76%，雾度为2.1%，在150℃下

15min后的横向热收缩率为‑0.02%、纵向热收缩率为0.65%。

[0018] 实施例2

a、改性色粉颜料的制备：

将颜料蓝29色粉、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末按1:1: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再置入高

剪切均质分散乳化机中，在80℃、PH=6的条件下剪切乳化6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

性色粉颜料；

b、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的制备：

先将2份四羟甲基烷溶于64份的乙二醇溶剂中，而后将6份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分

散在上述溶液中，并添加28份步骤a得到的改性色粉颜料，再经过分散、研磨、过滤得到淡蓝

色液体着色剂；

c、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的制备：

（1）将20份FG611、80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塔

内温度为160℃，干燥时间为4h，控制物料水分为35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

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将1份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中与99份

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熔融共

混，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在270℃下熔融共挤出，熔

体在转动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复合PET厚片中聚酯芯层占比91.7%，聚酯面层占比

8.3%；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3.2倍，再横向拉伸3.2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5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医用

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所述片基的总厚度为0 .180mm，其中聚酯面层的厚度为

0.015mm，聚酯芯层的厚度为0.165mm，所述片基的透光率为72%，雾度为2.7%，在150℃下

15min后的横向热收缩率为‑0.04%、纵向热收缩率为0.83%。

[0019] 实施例3

a、改性色粉颜料的制备：

将颜料蓝29色粉、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末按1:1: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再置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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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均质分散乳化机中，在90℃、PH=7的条件下剪切乳化9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

性色粉颜料；

b、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的制备：

先将4份四羟甲基烷溶于60份的乙二醇溶剂中，而后将4份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分

散在上述溶液中，并添加32份步骤a得到的改性色粉颜料，再经过分散、研磨、过滤得到淡蓝

色液体着色剂；

c、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的制备：

（1）将25份FG611、75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塔

内温度为160℃，干燥时间为4h，控制物料水分为40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

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将0.5份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中与

99.5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

熔融共混，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在270℃下熔融共挤出，熔

体在转动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复合PET厚片中聚酯芯层占比90%，聚酯面层占比

10%；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4倍，再横向拉伸4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4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医用

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所述片基的总厚度为0 .190mm，其中聚酯面层的厚度为

0.019mm，聚酯芯层的厚度为0.171mm，所述片基的透光率为72%，雾度为2.5%，在150℃下

15min后的横向热收缩率为‑0.04%、纵向热收缩率为0.92%。

[0020] 实施例4

a、改性色粉颜料的制备：

将颜料蓝29色粉、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末按1:1: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再置入高

剪切均质分散乳化机中，在85℃、PH=9的条件下剪切乳化6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改

性色粉颜料；

b、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的制备：

先将3份四羟甲基烷溶于62份的乙二醇溶剂中，而后将5份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分

散在上述溶液中，并添加30份步骤a得到的改性色粉颜料，再经过分散、研磨、过滤得到淡蓝

色液体着色剂；

c、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的制备：

（1）将20份FG611、80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塔

内温度为160℃，干燥时间为5h，控制物料水分为30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

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将0.8份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中与

99.2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

熔融共混，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在270℃下熔融共挤出，熔

体在转动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复合PET厚片中聚酯芯层占比92.1%，聚酯面层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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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3.25倍，再横向拉伸3.25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5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医用

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所述片基的总厚度为0.190mm，其中聚酯面层的总厚度为

0.015mm，聚酯芯层的厚度为0.175mm；所述片基的透光率为72%，雾度为2.8%，在150℃下

15min后的横向热收缩率为‑0.03%、纵向热收缩率为0.78%。

[0021] 实施例5

a、改性色粉颜料的制备：

将颜料蓝29色粉、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末按1:1:2的质量比混合均匀，再置入高

剪切均质分散乳化机中，在80℃、PH=6.5的条件下剪切乳化9h，经过过滤、干燥、研磨后得到

改性色粉颜料；

b、淡蓝色液体着色剂的制备：

先将4份四羟甲基烷溶于62份的乙二醇溶剂中，而后将4份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分

散在上述溶液中，并添加30份步骤a得到的改性色粉颜料，再经过分散、研磨、过滤得到淡蓝

色液体着色剂；

c、医用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的制备：

（1）将25份FG611、75份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置于干燥塔中进行干燥，干燥塔

内温度为160℃，干燥时间为6h，控制物料水分为30ppm，最后将混合物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

内熔融共混，得到聚酯面层物料；

（2）将1份淡蓝色着色剂通过计量泵加入到单螺杆挤出机上部的预混机中与99份

FG600基料混合均匀，然后再通过预混机下部的预混物料出口进入到挤出机腔体中熔融共

混，即得到聚酯芯层物料；

（3）将聚酯面层物料和聚酯芯层物料通过多层共挤工艺在270℃下熔融共挤出，熔

体在转动的冷却辊上形成复合PET厚片，复合PET厚片中聚酯芯层占比88.9%，聚酯面层占比

11.1%；

（4）将复合PET厚片预热后纵向拉伸3.2倍，再横向拉伸3.2倍；

（5）将双向拉伸后的薄膜在250℃下热定型、冷却、牵引收卷和分切后，即得到医用

热敏胶片用淡蓝色BOPET片基；所述片基的总厚度为0 .180mm，其中聚酯面层的厚度为

0.020mm，聚酯芯层的厚度为0.160mm，所述片基的透光率为72%，雾度为2.6%，在150℃下

15min后的横向热收缩率为‑0.04%、纵向热收缩率为0.83%。

[0022] 对比例1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1在其淡蓝色液体着色剂制备过程中使

用的表面活性剂为聚氧乙烯脱水山梨醇单硬脂酸酯；

对比例1所获聚酯片基的总厚度为0.175mm，其中聚酯面层的总厚度为0.013mm，聚

酯芯层的厚度为0.162mm，所获聚酯片基的透光率为67%，雾度为3.4%，在150℃下15min后的

横向热收缩率为0.05%、纵向热收缩率为1.23%。

[0023] 对比例2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2在制备改性色粉颜料时，其颜料蓝29

色粉与去离子水、二氧化硅粉末的质量比为1:2:1；

对比例2所获聚酯片基的总厚度为0.175mm，其中聚酯面层的总厚度为0.013mm，聚

酯芯层的厚度为0.162mm，所获聚酯片基的透光率为65%，雾度为3.4%，在150℃下15min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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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热收缩率为0.07%、纵向热收缩率为1.4%。

[0024] 对比例3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3在面层所使用的功能料为聚酯膜级母

料FG610；

对比例3所获聚酯片基的总厚度为0.175mm，其中聚酯面层的总厚度为0.013mm，聚

酯芯层的厚度为0.162mm，所获聚酯片基的透光率为67%，雾度为3.7%，在150℃下15min后的

横向热收缩率为‑0.06%、纵向热收缩率为1.0%。

[0025] 对比例4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4中双向拉伸的薄膜在230℃下热定型；

对比例4所获聚酯片基的总厚度为0.175mm，其中聚酯面层的总厚度为0.013mm，聚

酯芯层的厚度为0.162mm，所获聚酯片基的透光率为68%，雾度为3.5%，在150℃下15min后的

横向热收缩率为0.08%、纵向热收缩率为1.7%。

[0026]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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