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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

环保型泡沫材料及其制造方法，它是至少由生物

基树脂与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经发泡剂共混、交

联和发泡而成，其中，所述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

为聚乙烯、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和乙烯‑醋酸乙

烯共聚物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本发明的基于可

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聚烯烃发泡材料属环境

友好型，相比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石油基聚烯烃

发泡材料可大幅降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缓解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其在医疗卫生、人

体防护、包装缓冲、汽车内饰以及电子密封领域

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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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其特征在于：它是至少由生物基树脂

与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经发泡剂共混、交联和发泡而成，其中，所述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为

聚乙烯、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和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所述生物基树脂中，树脂含量占比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30％；且生物基树脂中生物

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60％～100％；

所述泡沫材料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30％～1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

基树脂中树脂含量占比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70％；且生物基树脂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

有机碳总量的70％～100％；

所述泡沫材料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60％～1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

基树脂为低密度聚乙烯、低密度线性聚乙烯、高密度聚乙烯、弹性体POE、与乙烯‑醋酸乙烯

共聚物和改性热塑性淀粉中任意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

基树脂的熔融指数为0.2～10g/10min、密度为0.89～0.96g/cm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

剂为AC发泡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绿色

环保型泡沫材料的原料还包括改性淀粉和催化剂。

7.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由生物基树脂与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共混、成型、交联、发泡

而成，且交联方式为电子辐照交联，所述泡沫材料中，凝胶含量为25～7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共混方式为密炼造粒，成型方式为挤出成型或模压成型；发泡方式为自由发泡或其

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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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色环保型聚烯烃发泡材料的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

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及其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化石原料支撑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社

会发展。然而，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人类对其的巨大消耗，使化石能源正在逐渐走向枯

竭。

[0003] 化石能源的利用，也是造成环境变化与污染的关键因素。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费，引

起温室气体排放，使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随着化

石能源储量的逐步降低，全球能源危机也日益迫近。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具有明显

的不可持续性。

[0004] 目前市面上发展较好的生物塑料主要有PHA、聚乳酸和热塑性淀粉基聚合物三种。

热塑性淀粉基聚合物的原材料来源于玉米、马铃薯、小麦及木薯等生物作物，成本低可再

生，且可以进行堆肥生物降解，但其耐水性和透明性较差，难以用于复杂的环境条件；PLA是

从甜菜、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中提取经过糖原发酵生产出的乳酸制备而成，其可用多种方

式进行加工，但PLA韧性、阻隔性、熔体强度及结晶速度等方面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

型泡沫材料及其制造方法，该泡沫材料的原料中，生物基树脂来源于淀粉、大豆、甘蔗、玉

米、纤维素、木质素、植物油等可再生资源，该生物基树脂的碳来源于植物光合作用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燃烧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不变，有助于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降低温室气

体的排放。其优势包括以下：

[0006] (1)低碳排放：因生物质材料在生长过程中可吸收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具有碳中和

作用；因此，生物塑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相当于石化塑料的20％，也称为低碳塑料，使用

低碳塑料可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利于降低地球升温速度。

[0007] (2)循环再生：生物质年复一年自然生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目前地球上唯一

未被很好利用的丰富资源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设计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它

是至少由生物基树脂与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经发泡剂共混、交联和发泡而成，其中，所述化

石能源基塑料树脂为聚乙烯、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和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中的任意一种

或几种；

[0009] 所述生物基树脂中树脂含量占比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30％；且生物基树脂中，

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60％～100％；

[0010] 所述泡沫材料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30％～100％(生物质衍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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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基于ASTM  D6866的方法测定)。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生物基树脂中树脂含量占比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70％；

[0012] 且生物基树脂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70％～100％；

[0013] 所述泡沫材料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有机碳总量的60％～100％。

[0014] 再进一步地，所述生物基树脂为低密度聚乙烯、低密度线性聚乙烯、高密度聚乙

烯、弹性体POE、与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和改性热塑性淀粉中任意一种或多种。

[0015] 再进一步地，所述生物基树脂的熔融指数为0 .2～10g/10min、密度为0 .89～

0.96g/cm3。

[0016] 再进一步地，所述发泡剂为AC发泡剂

[0017] 再进一步地，所述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的原料还包括改性淀粉和催化剂。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的制造方法，所述绿

色环保型泡沫材料由生物基树脂与化石能源基塑料树脂共混、成型、交联、发泡而成，且交

联方式为电子辐照交联，所述泡沫材料凝胶含量为25～70重量％。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共混方式为密炼造粒(目的是将上述材料共混分散均匀)，成

型方式为挤出成型或模压成型；发泡方式为自由发泡或其它方式。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提供的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聚烯烃发泡材料属环境友好型，符合

国际可持续发展与欧盟RED碳认证(ISCC  EU)、欧盟RED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认证，相比

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石油基聚烯烃发泡材料可大幅降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解

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其在医疗卫生、人体防护、包装缓冲、汽车内饰以及电子密封领域有

着广阔的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以便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

[0023] 实施例1

[0024] 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1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1)按照以下比例将料子配好：

[0026] 改性淀粉5份，由生物基LDPE用量65份、生物基LLDPE用量15份，石油基POE15份，AC

发泡剂6份，生物基LDPE和生物基LLDPE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碳的含量为70％。

[0027] (2)将步骤(1)的料子使用密炼机进行混炼，密炼温度120～140℃，密炼时间5～25

分钟。密炼完成后加入单螺杆挤出机中进行挤出造粒。

[0028] (3)将步骤(2)中的母粒投入双螺杆挤出机进行挤出成型成片材，成型片材优选电

子加速器进行辐照交联，片子辐照交联后的凝胶含量控制在40％～55％之间。

[0029] (4)将步骤(3)中已完成辐照交联的的片材加入垂直发泡炉中进行连续发泡并收

卷，即得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

[0030] 本实施例制得的绿色环保型泡沫材料1密度100kg/m3。其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

有机碳含量的比例达77％。

[0031] 实施例2

[0032] 按照生物基LDPE用量30份、石油基LDPE树脂50份、石油基LLDPE树脂10份、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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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乙烯5份、AC发泡剂4份的比例将原料配好，生物基LDPE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

碳的含量60％，其余步骤与实施例1中保持一致即可得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2。

[0033] 所制作的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2其密度130kg/m3，其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

总有机碳含量的比例达30％。

[0034] 实施例3

[0035] 按照改性淀粉10份、生物基LDPE用量80份、石油基PP用量5份、AC发泡剂8份、催化

剂0.1份的比例将原料配好，生物基LDPE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碳的含量100％，其

余步骤与实施例1中保持一致即可得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3。所制作的基于可再生

资源的发泡片材其密度66kg/m3，其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碳含量的比例达95％。

[0036] 对比例1

[0037] 按照滑石粉5份、石油基LDPE树脂80份、LLDPE树脂15份，AC发泡剂7.5份、催化剂

0.1份的比例将原料配好，其余步骤与实施例1中保持一致即可得到普通基于不可再生资源

的发泡片材。所制作的基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其密度100kg/m3，其生物质衍生碳含

量占总有机碳含量的比例为0。

[0038] 对比例2

[0039] 按照石油基LDPE树脂80份、生物基LLDPE10份、生物基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5份，

AC发泡剂4份、催化剂0.1份的比例将原料配好，生物基LLDPE和生物基乙烯—醋酸乙烯共聚

物中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碳的含量70％，其余步骤与实施例1中保持一致即可得到

发泡片材。所制作的发泡片材其密度133kg/m3，其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碳含量的比

例为13％。

[0040] 对比例3

[0041] 按照滑石粉10份、石油基LDPE用量80份、AC发泡剂8份、催化剂0.1份的比例将原料

配好，其余步骤与实施例1中保持一致即可得到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所制作的基于

可再生资源的发泡片材其密度66kg/m3，其生物质衍生碳含量占总有机碳含量的比例达0。

[0042] 表1

[0043]

[0044] 注：生物质衍生碳含量为泡沫材料中，占有机碳总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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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MD”是指纵向(Machine  Direction)，是指与泡沫材料的挤出方向一致的方向；

[0046] “TD”是指横向(Transverse  Direction)，是指与MD正交且与泡沫材料平行的方

向。

[0047] 导热系数是按GB/T  10294，测试23℃下的导热系数。

[0048] 由上述结果表明，根据本发明，可以提供一种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绿色环保型泡沫

材料，相比与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石油基聚烯烃发泡材料可大幅降低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缓解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

[0049] 其它未详细说明的部分均为现有技术。尽管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做出了详尽的描

述，但它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人们还可以根据本实施例在不经

创造性前提下获得其他实施例，这些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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