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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塑料制品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公

开了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将棉杆晒干后粉碎，用NaOH溶液浸泡，烘干

后，得到棉杆粉；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

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后，放入混炼器中,混炼，得

到改性棉杆粉；将改性棉杆粉、高密度聚乙烯、氧

化聚乙烯蜡、硬脂酸钠、偶氮二异丁腈、苯甲酸

钠、二苯胺、抗氧剂1790、白云母、纳米碳酸钙、黑

母粒、玻璃纤维加入到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得到

混合料；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

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将粒料注入模具内，

挤压成型，冷却、修整、定型后，得到高性能木塑

托盘。本发明制备的高性能托盘韧性好、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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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NaOH溶液浸泡，之后将浸泡过的粉料

放入烘干机中，烘干，得到棉杆粉；

S2、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后，放入混炼器中,混炼，得到

改性棉杆粉；

S3、按重量份将改性棉杆粉55-75份、高密度聚乙烯50-60份、氧化聚乙烯蜡1-2份、硬脂

酸钠0.4-2份、偶氮二异丁腈0.8-1 .5份、苯甲酸钠0.3-7份、二苯胺0.3-1份、抗氧剂1790 

0.3-1份、白云母2.5-6份、纳米碳酸钙1-7份、黑母粒2-4份、玻璃纤维3-7份加入到混料机中

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

S4、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

S5、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型模具内，

脱模后将成型的托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粉料与NaOH溶液的质量比为4-5:15-

2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1的具体操作为：将棉杆晒干后粉碎，

过20-200目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浓度为5-8wt％的NaOH溶液浸泡25-40h，之后将浸泡过

的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至含水量低于3％，得到棉杆粉。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

氧化二异丙苯的质量比为70-80：1-1.2：3-3.5：0.5-0.7。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2的具体操作为：将棉杆粉、马来

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后，放入混炼器中,控制温度在165-175℃，并以80-

10r/min的转速搅拌，混炼5-8min，得到改性棉杆粉。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混料机温度设定为85-95

℃，混合时间8-14min。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4中，挤出机机筒温度为170-178

℃，模头温度为180-195℃。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S5具体操作为：先在成型模具内

涂上脱模剂，预热至48-53℃，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型模具内，注射机机筒温

度为230-245℃，注射压力为80-90MPa，注射时间为4-7秒，脱模后将成型的托盘进行冷却、

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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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塑料制品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托盘主要是木制托盘和塑料托盘，木质托盘对木材的需求量较大，不

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另外还需要进行熏蒸或高温消毒处理；而塑料托盘普遍存在的问题就

是托盘的刚度不够，应用于货架存放时容易发生蠕变现象。木塑复合材料托盘是使用木粉

或植物纤维填充热塑性塑料树脂或热塑性塑料塑料再生料，添加部分相关改性剂，经挤出

注塑成型而成，此类产品可以替代相应木质托盘和塑料托盘，由此可节约大量的森林资源，

处理掉大量的废旧塑料及木材加工中的废气木粉，可大大有利于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是

符合21世纪发展方向的环保新型材料。然而，填充的木粉或植物纤维中含有大量的极性羟

基和酚羟基官能团,它们形成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使木粉或植物纤维具有吸水性,且表面

有强极性,而聚烯烃多数为非极性的,具有疏水性,导致二者的界面相容性较差,界面粘结

力很小，进而会影响木塑托盘的力学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本发

明制备的高性能托盘韧性好、强度高，而且，使用改性过的棉杆粉相对于使用未改性的棉杆

粉制备的托盘，其强度和韧性均有显著提升。

[000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S1、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NaOH溶液浸泡，之后将浸泡过的

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干，得到棉杆粉；

[0006] S2、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后，放入混炼器中,混炼，

得到改性棉杆粉；

[0007] S3、按重量份将改性棉杆粉55-75份、高密度聚乙烯50-60份、氧化聚乙烯蜡1-2份、

硬脂酸钠0.4-2份、偶氮二异丁腈0.8-1 .5份、苯甲酸钠0.3-7份、二苯胺0.3-1份、抗氧剂

1790  0.3-1份、白云母2.5-6份、纳米碳酸钙1-7份、黑母粒2-4份、玻璃纤维3-7份加入到混

料机中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

[0008] S4、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

[0009] S5、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型模具

内，脱模后将成型的托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0010] 优选地，S1中，粉料与NaOH溶液的质量比为4-5:15-20。

[0011] 优选地，S1的具体操作为：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20-200目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

浓度为5-8wt％的NaOH溶液浸泡25-40h，之后将浸泡过的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至含水量低

于3％，得到棉杆粉。

[0012] 优选地，S2中，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的质量比为7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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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5-0.7。

[0013] 优选地，S2的具体操作为：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

后，放入混炼器中,控制温度在165-175℃，并以80-10r/min的转速搅拌，混炼5-8min，得到

改性棉杆粉。

[0014] 优选地，S3中，混料机温度设定为85-95℃，混合时间8-14min。

[0015] 优选地，S4中，挤出机机筒温度为170-178℃，模头温度为180-195℃。

[0016] 优选地，S5具体操作为：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至48-53℃，然后用塑料

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型模具内，注射机机筒温度为230-245℃，注射压力为80-90MPa，注

射时间为4-7秒，脱模后将成型的托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0017]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操作来解决木粉或植物纤维与聚烯烃界面相容性差,界面粘结

力很小，导致的木塑托盘力学性能差的问题。

[0018] 首先，本发明棉杆粉碎后用NaOH溶液浸泡改性，NaOH碱溶液能与棉杆纤维表面的

果胶、果酸和脂肪酸等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果胶、果酸和脂肪酸等成分发生水解，而棉杆

纤维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部分在NaOH溶液碱处理的条件下不会发生水解，使得原本光滑

平整的纤维表面变得粗糙不平，增加了棉杆纤维与聚乙烯分子接触面，提高了两相的界面

浸润性，使界面处形成较深的界面扩散层和较强的机械锚合作用，棉杆纤维和聚乙烯两者

结合力增强，达到增加木塑复合材料强度和韧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托盘的力学性能提高。

其次，本发明用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对NaOH处理过的棉杆粉进行混炼改性，使

棉杆纤维在马来酸酐的作用下接枝上了PP蜡,增加了棉杆粉的分散均匀性,改善了棉杆粉

与高密度聚乙烯的相容性,提高了二者之间的界面黏合力,进而提高所制托盘的力学性能。

另外，过氧化二异丙苯能引发高密度聚乙烯接枝马来酸酐以提高塑料基体与棉杆粉之间的

界面相互作用，使木塑材料乃至托盘的强度和韧性提高，而且，过氧化二异丙苯又会引发高

密度聚乙烯发生部分交联，使木塑材料基体强度和刚性增加，进而提高托盘的力学性能。通

过检测实验可知，使用NaOH溶液以及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改性过的棉杆粉相对

于使用未改性的棉杆粉制备的托盘，其强度和韧性均有显著提升。

[0019] 为了制得性能更好的木塑托盘，本发明还添加了适量的其它助剂。其中，氧化聚乙

烯蜡、硬脂酸钠的加入可以降低原料之间以及原料与加工机械之间的摩擦阻力，改善流动

性，促进加工成型，并提高制品的表面质量；加入二苯胺、抗氧剂1790可以阻止产品的老化

延长其使用寿命；白云母属于无机刚性粒子，其加入能显著地提高托盘的刚度，而且白云母

具有独特的二维片状结构，分散在聚丙烯基体中，白云母粒子可以作为应力集中物，起到增

强托盘韧性的作用；纳米碳酸钙可提高托盘的强度和韧性，也可作为物理防护剂防止棉杆

纤维发生高温热氧化；玻璃纤维为增强纤维，能提高托盘物理力学性能，还可改善木塑复合

材料的尺寸稳定性和耐热性；黑母粒的加入不仅能将托盘着色，使产品色泽均匀，而且能增

强的它的耐老化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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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S1、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NaOH溶液浸泡，之后将浸泡过的

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干，得到棉杆粉；

[0024] S2、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后，放入混炼器中,混炼，

得到改性棉杆粉；

[0025] S3、按重量份将改性棉杆粉55份、高密度聚乙烯60份、氧化聚乙烯蜡1份、硬脂酸钠

2份、偶氮二异丁腈0.8份、苯甲酸钠7份、二苯胺0.3份、抗氧剂1790  1份、白云母2.5份、纳米

碳酸钙7份、黑母粒2份、玻璃纤维7份加入到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

[0026] S4、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

[0027] S5、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型模具

内，脱模后将成型的托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0028] 实施例2

[0029] 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S1、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NaOH溶液浸泡，之后将浸泡过的

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干，得到棉杆粉；

[0031] S2、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混合均匀后，放入混炼器中,混炼，

得到改性棉杆粉；

[0032] S3、按重量份将改性棉杆粉75份、高密度聚乙烯50份、氧化聚乙烯蜡2份、硬脂酸钠

0.4份、偶氮二异丁腈1.5份、苯甲酸钠0.3份、二苯胺1份、抗氧剂1790  0.3份、白云母6份、纳

米碳酸钙1份、黑母粒4份、玻璃纤维3份加入到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

[0033] S4、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

[0034] S5、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型模具

内，脱模后将成型的托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7] S1、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20目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浓度为8wt％的NaOH溶液浸

泡25h，之后将浸泡过的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至含水量低于3％，得到棉杆粉；粉料与NaOH

溶液的质量比为5:15；

[0038] S2、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按质量比70：1.2：3：0.7混合均匀

后，放入混炼器中,控制温度在165℃，并以10r/min的转速搅拌，混炼5min，得到改性棉杆

粉；

[0039] S3、按重量份将改性棉杆粉65份、高密度聚乙烯55份、氧化聚乙烯蜡1.5份、硬脂酸

钠1.2份、偶氮二异丁腈1.1份、苯甲酸钠4份、二苯胺0.6份、抗氧剂1790  0.6份、白云母4份、

纳米碳酸钙4份、黑母粒3份、玻璃纤维5份加入到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混料机温

度设定为85℃，混合时间14min；

[0040] S4、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挤出机机

筒温度为170℃，模头温度为195℃；

[0041] S5、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至48℃，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

型模具内，注射机机筒温度为245℃，注射压力为80MPa，注射时间为7秒，脱模后将成型的托

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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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实施例4

[0043] 一种高性能木塑托盘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4] S1、将棉杆晒干后粉碎，过200目筛，得粉料，再将粉料用浓度为5wt％的NaOH溶液

浸泡40h，之后将浸泡过的粉料放入烘干机中，烘至含水量低于3％，得到棉杆粉；粉料与

NaOH溶液的质量比为4:20；

[0045] S2、将棉杆粉、马来酸酐、PP蜡、过氧化二异丙苯按质量比80：1：3.5：0.5混合均匀

后，放入混炼器中,控制温度在175℃，并以80r/min的转速搅拌，混炼8min，得到改性棉杆

粉；

[0046] S3、按重量份将改性棉杆粉75份、高密度聚乙烯50份、氧化聚乙烯蜡2份、硬脂酸钠

0.4份、偶氮二异丁腈1.5份、苯甲酸钠0.3份、二苯胺1份、抗氧剂1790  0.3份、白云母6份、纳

米碳酸钙1份、黑母粒4份、玻璃纤维3份加入到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混料机温度

设定为95℃，混合时间8min；

[0047] S4、将混合料送入平行双螺杆挤出机中进行熔融共混并造粒，得到粒料；挤出机机

筒温度为178℃，模头温度为180℃；

[0048] S5、先在成型模具内涂上脱模剂，预热至53℃，然后用塑料注射机将粒料注射到成

型模具内，注射机机筒温度为230℃，注射压力为90MPa，注射时间为4秒，脱模后将成型的托

盘进行冷却、修整、定型处理，得到高性能木塑托盘。

[0049] 对比例

[0050] 省去步骤S1和S2，直接用棉杆粉替换改性棉杆粉，然后按照实施例4中步骤S3、S4、

S5制备得到木塑托盘。

[0051] 性能测试

[0052] 检测实施例1-4以及对比例制备的托盘的拉伸强度、弯曲断裂强度、抗冲击韧性，

结果如下表所示：

[0053]

[0054]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制备的高性能托盘韧性好、强度高，而且，使用改性过的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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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相对于使用未改性的棉杆粉制备的托盘，其强度和韧性均有显著提升。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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