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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包装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所述胶黏剂包

括玉米淀粉20～30份、糯玉米浆8～18份、魔芋精

粉5～12份、改性膨润土1～4份、高岭石1～5份、

甘油3～8份、二氧化硅1～6份、氢氧化钠1～5份、

硼砂3～10份、树脂2～9份、软化水28～40份；成

品胶黏剂主要用于涂抹在瓦楞纸板折叠成纸箱

或其他箱体时的折痕处，能有效起到防止折叠处

开裂的作用；可在瓦楞纸板折叠前涂抹在待折叠

处，软化折叠处，增强折叠处的柔韧性，进而使得

瓦楞纸板不会因折叠而开裂；也可在折叠后涂抹

在折叠处，涂抹的胶黏剂可快速渗透和浸润折叠

周围，软化折叠处，进而使得瓦楞纸板不会因折

叠而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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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玉米淀粉20～30份、糯玉米浆8～18份、魔芋精粉5～12份、改性膨润土1～4份、高岭石1

～5份、甘油3～8份、二氧化硅1～6份、氢氧化钠1～5份、硼砂3～10份、树脂2～9份、软化水

28～40份；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软化水按100:3～7的比例混合制得，所述糯玉米浆使

用前还需经270～325目筛网过滤；

其中，所述软化水的硬度为20～35ppm；

其中，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3～5％的体

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53～60℃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5～8min，清水洗涤2

～3次后滤干；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1～3％的聚丙烯酰胺，混拌均匀

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65～70℃下热回流处理8～12min，滤干后水

洗2～3次，烘干至含水量≤9％，即得改性膨润土；

其中，所述树脂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例混合加工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胶黏剂由下

述方法制备而成：

a、分别取各原料，球磨过200目筛；

b、在反应釜中加入玉米淀粉，加入8～12倍的去离子水，均匀搅拌均匀，再加入氢氧化

钠、魔芋精粉、糯玉米浆、1/2软化水，搅拌均匀，最后于转速120～150r/min、温度75～80℃

的温度下熟化1.5～2h；

c、向上述熟化后的淀粉溶液中加入6～8倍温度65～75℃的去离子水，再加入改性膨润

土、高岭石、甘油、剩余软化水，搅拌均匀后于温度65～75℃、搅速1200～1300r/min的搅速

下软化35～40min；

d、向上述软化结束的混合物中加入硼砂、树脂，搅拌均匀后于温度85～92℃、搅速1500

～1800r/min的搅速下反应30～35min，停止加热，搅速不变，待温度下降至58～65℃时，加

入二氧化硅，恒温恒速搅拌35～40min，混合物球磨过325目筛网，密封冷却至常温后，即得

成品胶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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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

背景技术

[0002] 瓦楞纸板(corrugated  board)，又称波纹纸板。由至少一层瓦楞纸和一层箱板纸

(也叫箱纸板)粘合而成，具有较好的弹性和延伸性。主要用于制造纸箱、纸箱的夹心以及易

碎商品的其他包装材料。

[0003] 而瓦楞纸板原产品为一张张平展的具有一定厚度的纸板，在将其用于包装纸箱

时，需要将平展的纸板折叠成目标纸箱，但是，瓦楞纸板弯折成纸箱的过程中，弯折处往往

容易开裂，产生一定的裂缝，严重影响了成品纸箱的使用寿命，降低目标纸箱的牢固度，甚

至有可能造成纸箱从开裂处破烂。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解决瓦楞纸板在折叠成纸箱时，折叠处开裂的技术缺陷，本发

明提供了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防瓦楞纸板开裂的胶黏剂，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0007] 玉米淀粉20～30份，用作胶黏剂的主要成分，主要起胶黏作用；

[0008] 糯玉米浆8～18份，用作胶黏剂的主要成分，主要起胶黏作用；

[0009] 魔芋精粉5～12份，用作胶黏剂的次要添加剂，主要起增大胶黏剂的粘附作用及柔

韧性；

[0010] 改性膨润土1～4份，用作胶黏剂的辅助添加剂，主要起软化胶黏剂的作用，防止胶

黏剂涂抹在纸板开裂处时，留下硬斑，造成瓦楞纸板折叠不易；

[0011] 高岭石1～5份，用作胶黏剂的辅助添加剂，主要起软化胶黏剂的作用，防止胶黏剂

涂抹在纸板开裂处时，留下硬斑，造成瓦楞纸板折叠不易；

[0012] 甘油3～8份，用作胶黏剂的辅助添加剂，主要起软化胶黏剂的作用，防止胶黏剂涂

抹在纸板开裂处时，留下硬斑，造成瓦楞纸板折叠不易；

[0013] 二氧化硅1～6份，用作胶黏剂的辅助添加剂，主要起脱色作用，防止胶黏剂自带颜

色，将其涂抹在纸板开裂处时，影响纸板美观；

[0014] 氢氧化钠1～5份，用作胶黏剂的功能添加剂，主要起促进玉米淀粉、糯玉米浆、魔

芋精粉熟化，提高胶黏剂粘附性的作用；

[0015] 硼砂3～10份，起杀菌除臭作用，还具有缓冲作用，增大成品胶黏剂的均匀度；

[0016] 树脂2～9份，用于增大胶黏剂的浸润性和渗透性；

[0017] 软化水28～40份，提高胶黏剂的流动性，使的胶黏剂涂抹在开裂处时，能缓缓渗透

在开裂处，不形成硬斑。

[0018] 优选的，所述胶黏剂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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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玉米淀粉25～26份、糯玉米浆8～11份、魔芋精粉5～9份、改性膨润土1～3份、高岭

石1～2份、甘油3～5份、二氧化硅1～3份、氢氧化钠1～3份、硼砂3～5份、树脂3～5份、软化

水28～34份。

[0020] 优选的，所述胶黏剂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0021] 玉米淀粉25份、糯玉米浆11份、魔芋精粉5份、改性膨润土3份、高岭石1份、甘油5

份、二氧化硅1份、氢氧化钠2.5份、硼砂3.5份、树脂3.5份、软化水30份。

[0022] 优选的，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软化水按100:3～7的比例混合制得；

[0023]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使用前还需经270～325目筛网过滤。

[0024] 进一步地，所述软化水的硬度为20～35ppm。

[0025] 优选的，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26]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3～5％

的体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53～60℃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5～8min，清水洗

涤2～3次后滤干；

[0027]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1～3％的聚丙烯酰胺，混拌

均匀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65～70℃下热回流处理8～12min，滤干

后水洗2～3次，烘干至含水量≤9％，即得改性膨润土。

[0028] 优选的，所述树脂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例混合加工制成。

[0029] 优选的，所述胶黏剂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30] a、分别取各原料，球磨过200目筛；

[0031] b、在反应釜中加入玉米淀粉，加入8～12倍的去离子水，均匀搅拌均匀，再加入氢

氧化钠、魔芋精粉、糯玉米浆、1/2软化水，搅拌均匀，最后于转速120～150r/min、温度75～

80℃的温度下熟化1.5～2h；

[0032] c、向上述熟化后的淀粉溶液中加入6～8倍温度65～75℃的去离子水，再加入改性

膨润土、高岭石、甘油、剩余软化水，搅拌均匀后于温度65～75℃、搅速1200～1300r/min的

搅速下软化35～40min；

[0033] d、向上述软化结束的混合物中加入硼砂、树脂，搅拌均匀后于温度85～92℃、搅速

1500～1800r/min的搅速下反应30～35min，停止加热，搅速不变，待温度下降至58～65℃

时，加入二氧化硅，恒温恒速搅拌35～40min，混合物球磨过325目筛网，密封冷却至常温后，

即得成品胶黏剂。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胶黏剂主要用于涂抹在瓦楞纸板折叠成纸箱或其

他箱体时的折痕处，能有效起到防止折叠处开裂的作用；可在瓦楞纸板折叠前涂抹在待折

叠处，软化折叠处，增强折叠处的柔韧性，进而使得瓦楞纸板不会因折叠而开裂；也可在折

叠后涂抹在折叠处，涂抹的胶黏剂可快速渗透和浸润折叠周围，软化折叠处，进而使得瓦楞

纸板不会因折叠而开裂；

[0036] 同时，本发明提供的胶黏剂因改性膨润土、高岭石、甘油、软化水的添加，使得成品

胶黏剂流动性和浸润性很强，可快速渗透到瓦楞纸板的折叠处，在防止瓦楞纸板因折叠而

开裂的同时还不会留下硬斑，瓦楞纸板可在相同折痕处正反折叠，均不会开裂，也不会出现

反面折叠时折不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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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再者，本发明提供的胶黏剂因魔芋精粉、二氧化硅的添加，使得胶黏剂本身透明无

色，涂抹在瓦楞纸板折痕处时，可快速干燥，且不会留下带有颜色的水印，使得胶黏剂在达

到防止瓦楞纸板折叠时开裂的作用后，还能保持纸板原来的颜色或线条不变，不影响纸箱

美观。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作详细的说明，但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

不仅包括实施例中展现的内容。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防瓦楞纸板折叠时开裂的胶黏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胶黏剂

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0041] 玉米淀粉25份、糯玉米浆11份、魔芋精粉5份、改性膨润土3份、高岭石1份、甘油5

份、二氧化硅1份、氢氧化钠2.5份、硼砂3.5份、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

例混合加工制成树脂3.5份、软化水30份。

[004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硬度20ppm软化水按100:3的比例混合制

得；

[0043]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使用前还需经270目筛网过滤。

[004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45]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3％的体

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53℃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8min，清水洗涤2次后滤

干；

[0046]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3％的聚丙烯酰胺，混拌均

匀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70℃下热回流处理8min，滤干后水洗3次，

烘干至含水量为9％，即得改性膨润土。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胶黏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8] a、分别取各原料，球磨过200目筛；

[0049] b、在反应釜中加入玉米淀粉，加入12倍的去离子水，均匀搅拌均匀，再加入氢氧化

钠、魔芋精粉、糯玉米浆、1/2软化水，搅拌均匀，最后于转速120r/min、温度80℃的温度下熟

化1.5h；

[0050] c、向上述熟化后的淀粉溶液中加入8倍温度75℃的去离子水，再加入改性膨润土、

高岭石、甘油、剩余软化水，搅拌均匀后于温度75℃、搅速1200r/min的搅速下软化35min；

[0051] d、向上述软化结束的混合物中加入硼砂、树脂，搅拌均匀后于温度92℃、搅速

1500r/min的搅速下反应30min，停止加热，搅速不变，待温度下降至65℃时，加入二氧化硅，

恒温恒速搅拌35min，混合物球磨过325目筛网，密封冷却至常温，即得成品胶黏剂。

[0052] 实施例2

[005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防瓦楞纸板折叠时开裂的胶黏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胶黏剂

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0054] 玉米淀粉26份、糯玉米浆8份、魔芋精粉9份、改性膨润土1份、高岭石2份、甘油3份、

二氧化硅3份、氢氧化钠1份、硼砂5份、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例混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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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制成树脂3份、软化水34份。

[005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硬度35ppm的软化水按100:7的比例混合

制得；

[0056]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使用前还需经270目筛网过滤。

[005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58]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5％的体

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60℃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5min，清水洗涤3次后滤

干；

[0059]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1％的聚丙烯酰胺，混拌均

匀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65℃下热回流处理12min，滤干后水洗2次，

烘干至含水量为7％，即得改性膨润土。

[006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胶黏剂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61] a、分别取各原料，球磨过200目筛；

[0062] b、在反应釜中加入玉米淀粉，加入12倍的去离子水，均匀搅拌均匀，再加入氢氧化

钠、魔芋精粉、糯玉米浆、1/2软化水，搅拌均匀，最后于转速150r/min、温度75℃的温度下熟

化2h；

[0063] c、向上述熟化后的淀粉溶液中加入6倍温度65℃的去离子水，再加入改性膨润土、

高岭石、甘油、剩余软化水，搅拌均匀后于温度65℃、搅速1300r/min的搅速下软化40min；

[0064] d、向上述软化结束的混合物中加入硼砂、树脂，搅拌均匀后于温度85℃、搅速

1800r/min的搅速下反应35min，停止加热，搅速不变，待温度下降至58℃时，加入二氧化硅，

恒温恒速搅拌40min，混合物球磨过325目筛网，密封冷却至常温，即得成品胶黏剂。

[0065] 实施例3

[006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防瓦楞纸板折叠时开裂的胶黏剂及其制备方法，所述胶黏剂

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

[0067] 玉米淀粉25份、糯玉米浆11份、魔芋精粉5份、改性膨润土3份、高岭石1份、甘油5

份、二氧化硅1份、氢氧化钠3份、硼砂3份、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例混

合加工制成树脂5份、软化水28份。

[0068] 在本实施例中国，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硬度30ppm的软化水按100:5的比例混

合制得；

[0069]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使用前还需经300目筛网过滤。

[0070]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71]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4％的体

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58℃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6min，清水洗涤3次后滤

干；

[0072]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2％的聚丙烯酰胺，混拌均

匀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68℃下热回流处理10min，滤干后水洗3次，

烘干至含水量为4％，即得改性膨润土。

[007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胶黏剂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74] a、分别取各原料，球磨过200目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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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b、在反应釜中加入玉米淀粉，加入10倍的去离子水，均匀搅拌均匀，再加入氢氧化

钠、魔芋精粉、糯玉米浆、1/2软化水，搅拌均匀，最后于转速135r/min、温度78℃的温度下熟

化2h；

[0076] c、向上述熟化后的淀粉溶液中加入8倍温度70℃的去离子水，再加入改性膨润土、

高岭石、甘油、剩余软化水，搅拌均匀后于温度70℃、搅速1250r/min的搅速下软化40min；

[0077] d、向上述软化结束的混合物中加入硼砂、树脂，搅拌均匀后于温度90℃、搅速

1600r/min的搅速下反应32min，停止加热，搅速不变，待温度下降至62℃时，加入二氧化硅，

恒温恒速搅拌40min，混合物球磨过325目筛网，密封冷却至常温，即得成品胶黏剂。

[0078] 实施例4

[007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止瓦楞纸板折叠时开裂的胶黏剂，具体包括以下重量

份原料：

[0080] 玉米淀粉20份、糯玉米浆18份、魔芋精粉5份、改性膨润土4份、高岭石1份、甘油8

份、二氧化硅1份、氢氧化钠5份、硼砂3份、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例混

合加工制成树脂9份、软化水28份；

[0081] 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硬度32ppm的软化水按100:6的比例混合制得；

[0082]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使用前还需经270目筛网过滤；

[0083] 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84]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3％的体

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53℃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5min，清水洗涤2次后滤

干；

[0085]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1％的聚丙烯酰胺，混拌均

匀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65℃下热回流处理8min，滤干后水洗2次，

烘干至含水量为4％，即得改性膨润土。

[0086] 实施例5

[008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止瓦楞纸板折叠时开裂的胶黏剂，具体包括以下重量

份原料：

[0088] 玉米淀粉30份、糯玉米浆8份、魔芋精粉12份、改性膨润土1份、高岭石5份、甘油3

份、二氧化硅6份、氢氧化钠1份、硼砂10份、由聚酯树脂、聚酰胺树脂、松香按1:3:5的比例混

合加工制成树脂2份、软化水40份；

[0089] 所述糯玉米浆为糯玉米与硬度29ppm的软化水按100:4的比例混合制得；

[0090] 其中，所述糯玉米浆使用前还需经315目筛网过滤；

[0091] 所述改性膨润土由下述方法制备而成：

[0092] 取天然膨润土，完全浸泡在浓度10％的草酸溶液中，再加入占天然膨润土5％的体

积浓度95％的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于60℃的温度下热回流处理8min，清水洗涤3次后滤

干；

[0093] 将上述滤干的膨润土粉碎过200目筛，再混入占膨润土3％的聚丙烯酰胺，混拌均

匀后完全浸泡在体积浓度为85％的丙二醇中，于70℃下热回流处理12min，滤干后水洗3次，

烘干至含水量为6％，即得改性膨润土。

[009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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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

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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