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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制

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其中

铝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

μm，径厚比为8-20。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降低了注

塑工艺对模具的要求，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产品

表面几乎无流痕和熔接线，有效的改善了塑料制

品的外观面，提升产品的美观和附加值，推动了

铝颜料在塑料行业的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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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其特征在于：制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

剂，其中铝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厚比为8-20；

所述载体选自低分子量聚烯烃、低分子量乙烯丙烯酸共聚物、低分子量乙烯醋酸乙烯

共聚物、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低分子量均聚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铝银浆、载体、抗

氧剂和润滑剂之间的质量比为65-75％:20-30％:1-2％: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剂选自抗氧

剂1076、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抗氧剂1098、抗氧剂3114、抗氧剂B900、抗氧剂PS800中的

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剂选自硬脂

酸锌、硬脂酸钙、硅酮粉、气相二氧化硅、聚四氟乙烯中的一种或多种。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a、按照比例将所有的物料投入到捏合机中，控制物料总量少于捏合机搅拌箱体积的2/

3；

b、将捏合机的温度调至50-70℃，打开真空泵，将捏合机的真空度抽至-0.08MPa以下，

调节捏合机的转速至10-30r/min，并搅拌4-6h；

c、搅拌好后停止加热和搅拌，保持真空度冷却至常温，取出混合物，过40-100目筛，得

成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捏合

机选用的为抽真空加热捏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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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免喷涂技术是时下最新颖的塑料染色技术，解决了喷涂带来的污染和VOCs排放问

题，降低了终端生产的成本20-30％，而塑料里添加金属铝颜料做成仿金属色免喷涂材料是

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但目前铝颜料存在物理结构的缺陷。结合图1和图2所示，现有市售铝

颜料径厚比在50-200之间，厚度一般0.5-1.0μm，在注塑的过程会发生翻转，导致制品的表

面有流痕和熔接线，使得做出的产品表面有很多熔接线和流痕，影响产品外观。所以只能在

部分小家电上使用，不能用于较大的制件，严重制约了铝颜料在塑料行业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及其制备方法，该

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解决了传统铝颜料的产品表面有流痕和熔接痕的问题，并在制备方法

上提出了改进的地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制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其中铝

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厚比为8-20。

[0006]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之间的质量比为65-75％:

20-30％:1-2％:2-4％。

[0007]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载体选自低分子量聚烯烃、低分子量乙烯丙烯酸共聚物、低

分子量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低分子量均聚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8]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抗氧剂选自抗氧剂1076、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抗氧剂

1098、抗氧剂3114、抗氧剂B900、抗氧剂PS800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润滑剂选自硬脂酸锌、硬脂酸钙、硅酮粉、气相二氧化硅、聚

四氟乙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0] 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a、按照比例将所有的物料投入到捏合机中，控制物料总量少于捏合机搅拌箱体积

的2/3；

[0012] b、将捏合机的温度调至50-70℃，打开真空泵，将捏合机的真空度抽至-0.08MPa以

下，调节捏合机的转速至10-30r/min，并搅拌4-6h；

[0013] c、搅拌好后停止加热和搅拌，保持真空度冷却至常温，取出混合物，过40-100目

筛，得成品。

[0014]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捏合机选用的为抽真空加热捏合机。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降低了注塑工艺对模具的要求，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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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2)使产品表面几乎无流痕和熔接线，有效的改善了塑料制品的外观面，提升产品

的美观和附加值，推动了铝颜料在塑料行业的应用发展。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传统铝颜料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使用传统铝颜料制作出的色板整体外观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铝颜料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使用本发明铝颜料制作出的色板整体外观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图示和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制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其中，铝

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厚比为8-20；载体为低分子量聚烯烃；抗

氧剂为抗氧剂1076和抗氧剂1010；润滑剂为硬脂酸锌。且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之

间的质量比为65％:30％:1％:4％。

[0025] 制备方法：a、按照比例将所有的物料投入到捏合机中，控制物料总量少于捏合机

搅拌箱体积的2/3；b、将捏合机的温度调至70℃，打开真空泵，将捏合机的真空度抽至-

0.08MPa以下，调节捏合机的转速至10r/min，并搅拌4h；c、搅拌好后停止加热和搅拌，保持

真空度冷却至常温，取出混合物，过40目筛，得成品。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制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其中，铝

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厚比为8-20；载体为低分子量乙烯丙烯酸

共聚物和低分子量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抗氧剂为抗氧剂168、抗氧剂1098和抗氧剂3114；

润滑剂为硬脂酸钙和硅酮粉。且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之间的质量比为70％:25％:

2％:3％。

[0028] 制备方法：a、按照比例将所有的物料投入到捏合机中，控制物料总量少于捏合机

搅拌箱体积的2/3；b、将捏合机的温度调至60℃，打开真空泵，将捏合机的真空度抽至-

0.08MPa以下，调节捏合机的转速至2010r/min，并搅拌5h；c、搅拌好后停止加热和搅拌，保

持真空度冷却至常温，取出混合物，过80目筛，得成品。

[0029] 实施例3

[0030] 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制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其中，铝

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厚比为8-20；载体为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

和低分子量均聚物；抗氧剂为抗氧剂B900和抗氧剂PS800；润滑剂为气相二氧化硅和聚四氟

乙烯。且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之间的质量比为75％:20％:2％:3％。

[0031] 制备方法：a、按照比例将所有的物料投入到捏合机中，控制物料总量少于捏合机

搅拌箱体积的2/3；b、将捏合机的温度调至60℃，打开真空泵，将捏合机的真空度抽至-

0.08MPa以下，调节捏合机的转速至20r/min，并搅拌5h；c、搅拌好后停止加热和搅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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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度冷却至常温，取出混合物，过80目筛，得成品。

[0032] 实施例4

[0033] 一种塑胶用低流痕铝颜料，制作材料包括铝银浆、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其中，铝

银浆的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厚比为8-20；载体为乙烯马来酸酐共聚物

和低分子量均聚物；抗氧剂为抗氧剂168；润滑剂为气相二氧化硅和聚四氟乙烯。且铝银浆、

载体、抗氧剂和润滑剂之间的质量比为75％:22％:1％:2％。

[0034] 制备方法：a、按照比例将所有的物料投入到捏合机中，控制物料总量少于捏合机

搅拌箱体积的2/3；b、将捏合机的温度调至50℃，打开真空泵，将捏合机的真空度抽至-

0.08MPa以下，调节捏合机的转速至30r/min，并搅拌6h；c、搅拌好后停止加热和搅拌，保持

真空度冷却至常温，取出混合物，过100目筛，得成品。

[0035] 上述各实施例选用的铝银浆原料均为粒径为20-40μm，铝片厚度为1.5-2.5μm，径

厚比为8-20，其结构如图3所示。再通过上述各制备方法，制作出来的色板结构如图4所示，

可以看出色板整体的效果较好，与传统铝银浆制作出来的色板相比流痕大幅度减轻。

[003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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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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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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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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