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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旧纤维和废旧塑

料混合挤出加工塑料托盘的方法。本发明是把废

纤维、废塑料、增韧剂、相容剂和助剂等，按照比

例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完全塑化后使用挤出机

挤出成型材，切成规定长度，采用热熔焊接制成

塑料托盘，代替现在的木质托盘或者注塑PE托

盘。该托盘是把挤出的塑料条而成，强度高，关键

是回收简单、便捷。本发明托盘，具备木质托盘的

高刚性，也具备注塑托盘的韧性，关键是价格极

低。很好的解决废旧塑料对环境的危害，节省了

资源，符合资源解决和环境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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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废旧纤维和废旧塑料混合挤出加工塑料托盘的方法，将废旧纤维、废旧塑

料、增韧剂、相容剂和助剂，按照比例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完全塑化后使用挤出机挤出至

模具中成型材，切成规定长度，采用热熔焊接制成塑料托盘。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废旧塑料选自PP或PE。

3.如上述权利要求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所述增韧剂选自POE或TPE；所述相容剂选自马

来酸酐；所述助剂选自润滑剂石蜡和抗氧剂。

4.如上述权利要求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按照重量比，废旧纤维是60-70份；废旧塑料是

30-40份，增韧剂是1-10份，相容剂是2-4份，石蜡1-2份和抗氧剂1-2份。

5.如上述权利要求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按照重量比，废旧纤维是65份；废旧塑料是35

份，增韧剂是5份，相容剂是3份，石蜡1份和抗氧剂1份。

6.如上述权利要求任一项所述的方法，所述密炼机中密炼的时间为15-30分钟，挤出机

入口至出口分为五段温度段，分别为60-80℃、100-150℃、150-180℃、180-220℃、220-230

℃，所述模具中成型材的温度为60-120℃。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废旧纤维通过以下步骤处理得到：将废旧衣物破碎成

小块，破碎后用清洗剂洗涤，所述清洗剂是由按重量份计的醋酸钠12-16份、次氯酸钠20-25

份，异丙醇4-6份、乙醇6-8份和去离子水80-85份组成，之后用去离子水洗涤除去清洗剂，然

后浸入浓度为4-6mol/L的NaOH溶液中，加热至65-70℃进行开纤维处理，然后用质量浓度5-

8％的过氧化氢溶液进行去色处理，烘干，然后将去色的纤维加入到浸渍液中，在180-220℃

下加热进行酯化聚合反应，硬化后冲切得到纤维材料颗粒，所述浸渍液由按重量份计的苯

乙烯单体20-3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20-30份，对苯二甲酸20-25份、乙二酸4-5份、乙二

醇30-40份、和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1-2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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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废旧纤维和废旧塑料混合挤出加工塑料托盘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废物回收利用方法，特别是利用废旧纤维和废旧塑料混合挤出加

工塑料托盘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市售托盘主要是木质托盘和注塑托盘，木质托盘强度不高，而浪费大量木材，

不环保。注塑PE托盘，韧性较好，到刚性不足。关键注塑托盘原料价格接近万元，导致托盘成

本较高。

[0003] 废纤维来源很广泛，主要包括废旧衣服、废旧人造革等回收的纤维，因为这种废旧

纤维成分十分复杂，有机物PP无纺布纤维、PET纤维、天然棉麻纤维，也有各种无机纤维。这

些纤维混合在一起，严重制约了回收再利用。

[0004] 废旧塑料就是常见回收的塑料，主要包括PP、PE、PS、ABS、PC等等。本发明主要使用

回收PP或PE，因为这两种材料来源十分广泛，价格很低。

[0005] 本发明是把废纤维、废塑料、增韧剂POE(既可以增韧又可以相容)或者TPE、润滑剂

石蜡和抗氧剂等，按照比例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完全塑化后使用挤出机挤出成型材，通常

50mm—200mm宽度，厚度10mm左右。切成规定长度，订装成塑料托盘，代替现在的木质托盘或

者注塑PE托盘。

[0006] 该托盘使用的材料十分廉价，废旧纤维几乎不要钱，占比高达70％；废旧塑料可以

是废旧PP或者PE，也可以是PP和PE混合塑料，价格非常低，通常每吨不会超过4000元。增韧

剂POE或者TPE，可以是回收弹性体，也可以使用新料，总占比通常不会超过5％，整体加工可

以控制。

[0007] 该托盘是把挤出的塑料条采用热熔焊接而成，强度高，关键是回收简单、便捷。

[0008] 该托盘具备塑料托盘的韧性，又具备木质托盘的刚性，强度远远超过木质托盘。关

键是该托盘价格远低于木质托盘或者注塑托盘。。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旧纤维和废旧塑料混合挤出加工塑料托盘的方法。本发

明是把废纤维、废塑料、增韧剂、和助剂等，按照比例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完全塑化后使用

挤出机挤出至模具中成型材，切成规定长度，采用热熔焊接制成塑料托盘，代替现在的木质

托盘或者注塑PE托盘。该托盘是把挤出的塑料条而成，强度高，关键是回收简单、便捷。本发

明托盘，具备木质托盘的高刚性，也具备注塑托盘的韧性，关键是价格极低。很好的解决废

旧塑料对环境的危害，节省了资源，符合资源解决和环境保护项目。

[0010] 具体的方案如下：

[0011] 一种利用废旧纤维和废旧塑料混合挤出加工塑料托盘的方法，将废旧纤维、废旧

塑料、增韧剂、相容剂和助剂，按照比例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完全塑化后使用挤出机挤出

至模具中成型材，切成规定长度，采用热熔焊接制成塑料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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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废旧塑料选自PP或PE。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增韧剂选自POE或TPE；所述相容剂选自马来酸酐；所述助剂选自润

滑剂石蜡和抗氧剂。

[0014]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比，废旧纤维是60-70份；废旧塑料是30-40份，增韧剂是1-10

份，相容剂是2-4份，石蜡1-2份和抗氧剂1-2份。

[0015]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比，废旧纤维是65份；废旧塑料是35份，增韧剂是5份，相容剂

是3份，石蜡1份和抗氧剂1份。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密炼机中密炼的时间为15-30分钟，挤出机入口至出口分为五段温

度段，分别为60-80℃、100-150℃、150-180℃、180-220℃、220-230℃，所述模具中成型材的

温度为60-120℃。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废旧纤维通过以下步骤处理得到：将废旧衣物破碎成小块，破碎后

用清洗剂洗涤，所述清洗剂是由按重量份计的醋酸钠12-16份、次氯酸钠20-25份，异丙醇4-

6份、乙醇6-8份和去离子水80-85份组成，之后用去离子水洗涤除去清洗剂，然后浸入浓度

为4-6mol/L的NaOH溶液中，加热至65-70℃进行开纤维处理，然后用质量浓度5-8％的过氧

化氢溶液进行去色处理，烘干，然后将去色的纤维加入到浸渍液中，在180-220℃下加热进

行酯化聚合反应，硬化后冲切得到纤维材料颗粒，所述浸渍液由按重量份计的苯乙烯单体

20-3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20-30份，对苯二甲酸20-25份、乙二酸4-5份、乙二醇30-40

份、和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1-2份组成。

[0018]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的托盘使用的材料十分廉价，废旧纤维几乎不要钱；废旧塑料可以是废

旧PP或者PE，也可以是PP和PE混合塑料，价格非常低，通常每吨不会超过4000元。增韧剂POE

或者TPE，可以是回收弹性体，也可以使用新料，整体加工可以控制。

[0020] 2、本发明的托盘是把挤出的塑料条采用热熔焊接而成，强度高，并且回收简单、便

捷。

[0021] 3、本发明的托盘具备塑料托盘的韧性，又具备木质托盘的刚性，强度远远超过木

质托盘。关键是本发明的托盘价格远低于木质托盘或者注塑托盘。。

[0022] 4、塑料和纤维混合，难以达到均匀化。本发明是采用密炼机混合，这样保证塑料和

纤维充分混合，并加入增韧剂提高材料韧性，加入相溶剂使其均匀进一步相容分散。

[0023] 5、回收纤维和塑料混合，最大的问题是材料性能较低，比如强度不高，回收纤维容

易断，回收纤维与塑料的复合程度较低，本发明通过对回收纤维进行预处理，首先将衣物在

本发明特定的洗液中清洗，并且用碱液纤维化，得到纯净分散的单一纤维，然后在浸渍液中

浸渍，通过二元酸与二元醇原料经酯化聚合反应后在纤维上原位形成共聚酯，与纤维紧密

粘合，提高纤维的强度与耐磨性能，并且苯乙烯单体和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在热引发剂的

存在下在纤维表面聚合，聚合物具有特殊官能团，能够提高共聚酯和纤维之间的相容性，进

一步提高纤维强度，并且，能够提高纤维和回收塑料之间的相容性，提高复合程度。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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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下面将通过具体的实施例进行更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

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制备纤维材料：

[0028] 1)将废旧衣物破碎成边长2cm的小块；

[0029] 2)破碎后用清洗剂洗涤，所述清洗剂是由按重量份计的醋酸钠12份、次氯酸钠20

份，异丙醇4份、乙醇6份和去离子水80份组成；

[0030] 3)用去离子水洗涤除去清洗剂；

[0031] 4)浸入浓度为4mol/L的NaOH溶液中，加热至65℃进行开纤维处理3h；

[0032] 5)用质量浓度5％的过氧化氢溶液进行去色处理2h，烘干；

[0033] 6)将去色的纤维加入到浸渍液中，在180℃下加热进行酯化聚合反应，硬化后冲切

得到纤维材料颗粒，所述浸渍液由按重量份计的苯乙烯单体2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20

份，对苯二甲酸20份、乙二酸4份、乙二醇30份、和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1份组成；

[0034] 二、制备复合塑料：

[0035] 1)将纤维颗粒、废旧塑料PP、增韧剂POE、相容剂马来酸酐、石蜡和抗氧剂BHT，按照

按照重量比，纤维颗粒是60份；废旧塑料PP是30份，增韧剂POE是1份，相容剂马来酸酐是2

份，石蜡为1份和抗氧剂BHT为1份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15分钟，完全塑化；

[0036] 2)使用挤出机挤出至模具中成型材，挤出机入口至出口分为五段温度段，分别为

60℃、100℃、150℃、180℃、220℃，所述模具中成型材的温度为60℃；

[0037] 3)切成规定长度(一般为长20cm，宽度和厚度为0.5cm的方形条)，采用热熔焊接制

成塑料托盘。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制备纤维材料：

[0040] 1)将废旧衣物破碎成边长2cm的小块；

[0041] 2)破碎后用清洗剂洗涤，所述清洗剂是由按重量份计的醋酸钠16份、次氯酸钠25

份，异丙醇6份、乙醇8份和去离子水85份组成；

[0042] 3)用去离子水洗涤除去清洗剂；

[0043] 4)浸入浓度为6mol/L的NaOH溶液中，加热至70℃进行开纤维处理3h；

[0044] 5)用质量浓度8％的过氧化氢溶液进行去色处理2h，烘干；

[0045] 6)将去色的纤维加入到浸渍液中，在220℃下加热进行酯化聚合反应，硬化后冲切

得到纤维材料颗粒，所述浸渍液由按重量份计的苯乙烯单体3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30

份，对苯二甲酸25份、乙二酸5份、乙二醇40份、和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2份组成；

[0046] 二、制备复合塑料：

[0047] 1)将纤维颗粒、废旧塑料PE、增韧剂TPE、相容剂马来酸酐、石蜡和抗氧剂BHT，按照

按照重量比，纤维颗粒是70份；废旧塑料PE是40份，增韧剂TPE是10份，相容剂马来酸酐是4

份，石蜡为2份和抗氧剂BHT为2份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15-30分钟，完全塑化；

[0048] 2)使用挤出机挤出至模具中成型材，挤出机入口至出口分为五段温度段，分别为

80℃、150℃、180℃、220℃、230℃，所述模具中成型材的温度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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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3)切成规定长度(一般为长20cm，宽度和厚度为0.5cm的方形条)，采用热熔焊接制

成塑料托盘。

[0050] 实施例3

[0051] 一、制备纤维颗粒材料：

[0052] 1)将废旧衣物破碎成边长2cm的小块；

[0053] 2)破碎后用清洗剂洗涤，所述清洗剂是由按重量份计的醋酸钠14份、次氯酸钠22

份，异丙醇5份、乙醇7份和去离子水82份组成；

[0054] 3)用去离子水洗涤除去清洗剂；

[0055] 4)浸入浓度为5mol/L的NaOH溶液中，加热至65℃进行开纤维处理3h；

[0056] 5)用质量浓度6％的过氧化氢溶液进行去色处理2h，烘干；

[0057] 6)将去色的纤维加入到浸渍液中，在200℃下加热进行酯化聚合反应，硬化后冲切

得到纤维材料颗粒，所述浸渍液由按重量份计的苯乙烯单体25份，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25

份，对苯二甲酸22份、乙二酸4份、乙二醇35份、和过氧化二碳酸二异丙酯2份组成；

[0058] 二、制备复合塑料：

[0059] 1)将纤维颗粒、废旧塑料PP和PE、增韧剂POE和TPE、相容剂马来酸酐、石蜡和抗氧

剂BHT，按照按照重量比，纤维颗粒是65份；废旧塑料PP20份和PE是15份，增韧剂POE3份和

TPE是2份，相容剂马来酸酐是3份，石蜡为1份和抗氧剂BHT为1份加入到密炼机中密炼20分

钟，完全塑化；

[0060] 2)使用挤出机挤出至模具中成型材，挤出机入口至出口分为五段温度段，分别为

70℃、120℃、160℃、200℃、220℃，所述模具中成型材的温度为90℃；

[0061] 3)切成规定长度(一般为长20cm，宽度和厚度为0.5cm的方形条)，采用热熔焊接制

成塑料托盘。

[0062] 测试及结果

[0063] 取实施例1-3得到的复合塑料，裁切为长20cm，宽度和厚度为0.5cm的方形条，测试

力学性能，由下表可见，实施例1-3的回收材料制备的复合塑料制品，在各项力学指标中均

表现非常优异，并且明显优于市面上塑料托盘和木质托盘的材质的力学性能。

[0064] 表1

[0065]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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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尽管本发明的内容已经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作了详细介绍，但是应当认识到上述

的描述不应被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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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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