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058114.6

(22)申请日 2018.09.1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32083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2.12

(73)专利权人 上海日之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1107 上海市闵行区纪高路1399号1

幢

(72)发明人 娄小安　孔伟　韩波　陆展科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31334

代理人 李佳俊　郭国中

(51)Int.Cl.

C08L 23/12(2006.01)

C08L 51/06(2006.01)

C08K 5/54(2006.01)

C08K 7/18(2006.01)

C08K 3/3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013087 A,2013.04.03

CN 108239330 A,2018.07.03

CN 103012966 A,2013.04.03

CN 105001510 A,2015.10.28

审查员 张景

 

(54)发明名称

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

料；所述复合材料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各组分：

均聚聚丙烯100份，有机硅类光扩散剂1‑5份，硫

酸钡光扩散剂1‑5份，光稳定剂1‑2份，化学改性

剂2‑3份。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制得的光扩散

聚丙烯复合材料力学性能优异，透光率及雾度都

非常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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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各组

分：

均聚聚丙烯               100份，

有机硅类光扩散剂         1-5份，

硫酸钡光扩散剂           1-5份，

光稳定剂                 1-2份，

化学改性剂               2-3份；

所述均聚聚丙烯在230℃、2.16kg测试条件下的熔指为10g/10min；

所述有机硅类光扩散剂的平均粒径为1-5μm，折射率1.43；

所述硫酸钡光扩散剂为合成型硫酸钡，球状结构，粒径2-6μm，折射率1.63；

所述化学改性剂为马来酸酐改性聚丙烯，分子量15000-20000，粘度400-600mPa.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稳定剂为受阻胺

类光稳定剂。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所述组分及重量份数备料；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

S2、混合后的原料放入双螺杆机种挤出造粒，双螺杆机的转速为200~400转/分，温度为

180~220℃，制得所述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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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材料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LED光源的发展，LED用光扩散板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传统反光材料为金属压

铸或改性PC材料，金属压铸件成本较高且工序繁琐，改性PC材料价格昂贵。

[0003] 聚丙烯由于密度低、耐腐蚀、易加工，成本低，可回收、机械性能优良等特点，被广

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等行业。但是关于聚丙烯材料用于LED遮光及反射领域还未有报道。聚

丙烯由于在薄壁情况下具有一定通透性，对聚丙烯遮光性改性研究具有较广阔的前景。

[0004] 申请号为201210519772.7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光扩散改性聚丙烯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以下重量百分比含量的各组分：聚丙烯98.5-99％，光扩散剂0.3-0.8％，透明

改性剂0.05-0.5％，抗氧剂0.1-0.5％，光稳定剂0.1-0.3％，制备了具有光扩散效果的聚丙

烯材料；然而其力学性能、透光率及雾度仍欠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LED用光扩散聚

丙烯复合材料。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本发明涉及一种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所述复合材料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各组

分：

[0008]

[0009] 所述均聚聚丙烯在230℃、2.16kg测试条件下的熔指为10g/10min。在本发明的体

系中，如均聚聚丙烯的熔指低于10g/10min，材料粘度太大，对光扩散剂的包覆产生不利影

响，影响材料的光扩散效果；如高于10g/10min，材料的数均分子量较低，易造成光扩散剂的

团聚影响分散效果，从而影响光扩散效果。

[0010] 优选的，所述有机硅类光扩散剂的平均粒径为1-5μm，折射率1.43。

[0011] 优选的，所述硫酸钡光扩散剂为合成型硫酸钡，球状结构，粒径2-6μm，折射率

1.63。本发明通过添加有机硅类光扩散剂和球状类硫酸钡的复配来改进光扩散效果及透光

率，聚丙烯折射率为1.54，通过使用1.43的有机硅类和1.63的合成型硫酸钡复配，达到材料

间形成不同的折射率差异，可很好的协同解决光线更好的穿透树脂，达到透过率及扩散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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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所述光稳定剂为受阻胺类光稳定剂。

[0013] 优选的，所述化学改性剂为马来酸酐改性聚丙烯，数均分子量15000-20000，粘度

为400-600mPa.s。选用数均分子量15000-20000粘度为400-600mPa.s的小分子量改性聚丙

烯，更有利于与光扩散剂的结合提升分散效果；分子量小于15000时，导致材料熔指偏大，分

子间范德华力减弱，进而光扩散剂易于团聚；分子量大于20000时，化学改性剂本身粘度过

大，导致马来酸酐端基与光扩散剂表面基团难以有效接触并反应，亦会使得光扩散剂难以

在PP基体中稳定分散。

[0014] 第二方面，本发明涉及上述的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5] S1、按所述组分及重量份数备料；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

[0016] S2、混合后的原料放入双螺杆机种挤出造粒，双螺杆机的转速为200～400转/分，

温度为180～220℃，制得所述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制得的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通过使用熔指为10g/10min(230℃*

2.16kg)的均聚聚丙烯达到优异的透光率，均聚聚丙烯材料由于结晶度高以及晶核细密，可

以有优异的透光率；同时使用10g/10min熔指材料可以获得更好的加工性及优异的冲击性

以及对光扩散剂粉体更优异的包覆性。

[0019] (2)通过添加有机硅类光扩散剂和球状类硫酸钡的复配来改进光扩散效果及透光

率，聚丙烯折射率为1.54，通过使用1.43的有机硅类和1.63的合成型硫酸钡复配，达到材料

间形成不同的折射率差异，可很好的协同解决光线更好的穿透树脂，达到透过率及扩散效

果。

[0020] (3)通过添加分子量15000-20000，粘度400-600mPa.s的马来酸酐改性聚丙烯化学

改性剂，可以有效改善光扩散剂的稳定分散。

[0021] (4)制得的产品表面光滑，光扩散性好透光率优异，外观美观，成本低廉。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调整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0023] 实施例1

[0024]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按照以下组分及重量份数备

料：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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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

转/分。

[0027] 实施例2

[0028]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按照以下组分及重量百分比

含量备料：

[0029]

[0030]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190℃，螺杆转速在300

转/分。

[0031] 实施例3

[0032]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按照以下组分及重量百分比

含量备料：

[0033]

[0034]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180℃，螺杆转速在350

转/分。

[0035] 对比例1

[0036] 本对比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组分及重量份数基本同实施

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不含合成型硫酸钡光扩散剂。

[0037]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转/分。

[0038] 对比例2

[0039] 本对比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组分及重量份数基本同实施

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用折射率1.6的二氧化硅等比替换折射率1.63的合成型硫酸钡。

[0040]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转/分。

[0041] 对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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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本对比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组分及重量份数基本同实施

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化学改性剂--马来酸酐改性聚丙烯的粘度为800mPa.s。

[0043]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转/分。

[0044] 对比例4

[0045] 本对比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组分及重量份数基本同实施

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化学改性剂--马来酸酐改性聚丙烯的粘度为300mPa.s。

[0046] 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

中挤出造粒，制得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转/分。

[0047] 对比例5

[0048] 本对比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组分及重量份数基本同实施

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

[0049] 采用的是均聚聚丙烯，熔融指数为9g/10min。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

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制得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艺

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转/分。

[0050] 对比例6

[0051] 本对比例涉及一种LED用光扩散聚丙烯复合材料，其组分及重量份数基本同实施

例1，所不同之处在于：

[0052] 采用的是均聚聚丙烯，熔融指数为11g/10min。所有原料一起放入高混机中混合2

～5min，出料；再将该混合料放入双螺杆挤出机中挤出造粒，制得聚丙烯复合材料。其中，工

艺温度在200℃，螺杆转速在400转/分。

[0053] 需要说明的是，实施例1-3中所述的均聚聚丙烯，其熔指为10g/10min(230℃*

2.16kg)。所述的有机硅类光扩散剂，平均粒径为1-5μm，折射率1.43。所述合成型硫酸钡，球

状结构，粒径2-6μm，折射率1.63。所述的光稳定剂为受阻胺类光稳定剂。所述的化学改性剂

为马来酸酐改性聚丙烯，分子量15000-20000，粘度400-600mPa.s。

[0054] 实施例1-3及对比例1-6的性能测试

[0055] 对实施例1-3及对比例1-6中制得的聚丙烯复合材料进行光学性能测试，将复合材

料注塑成2mm厚度抛光板，2mm厚抛光板测试光线透过率及雾度，光线通过率和雾度按GB/

T2410-2008测试透光率，反射率测试采用D65光源，入射角10°测试。

[0056] 表1实施例1-3及对比例1-6的力学性能

[0057]

[0058] 由表1可知，实施例1-3制得的聚丙烯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透光率和雾度，可广泛

应用于灯具扩散罩领域。

[005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方法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也应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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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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