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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PP复合谷麦纤维料及其制备

方法，主要涉及塑料加工领域。其原料包括聚丙

烯、聚乙烯、聚烯烃弹性体、白矿油、谷麦秸秆粉、

硫酸钡、碳酸钙、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EBS分

散剂、PE蜡、钛白粉、硬脂酸锌。本发明的有益效

果在于：它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使用，具有低碳环

保、易降解、性能优越、易于加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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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其原料按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聚丙烯V30G30～40份；

聚乙烯7042  1.3～1.6份；

聚烯烃弹性体1.0～1.4份；

谷麦秸秆粉33～36份；

硫酸钡8～12份；

碳酸钙8～12份；

EBS分散剂0.1～0.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

白矿油0.1～0.3份；

抗氧剂1010  0.1～0.3份；

抗氧剂168  0.1～0.3份；

聚乙烯蜡0.2～0.6份；

钛白粉1.08～1.5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

硬脂酸锌0.2～0.4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聚丙烯V30G36份；

聚乙烯7042  1.5份；

聚烯烃弹性体1.2份；

白矿油0.2份；

谷麦秸秆粉34份；

硫酸钡10份；

碳酸钙10份；

抗氧剂1010  0.2份；

抗氧剂168  0.2份；

EBS分散剂0.2份；

聚乙烯蜡0.4份；

钛白粉1.3份；

硬脂酸锌0.3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原料混合后，通过螺杆挤出机

挤出造粒制得颗粒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方法制得：

S1)将原料混合，并搅拌均匀，得混料；

S2)将混料加入螺杆挤出机，通过螺杆挤出机各段的温度依次为：

溶料段：150～170℃/210～230℃/210～230℃；

塑化段：180～210℃/160～180℃/155～175℃；

备料段：145～165℃/155～175℃/175～195℃；

螺杆转速为540～56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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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挤出的条形料经过水槽拉伸冷却后，通过切粒机切料，即得颗粒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S4)对所述S3所得颗粒料进行搅拌烘干；

S5)包装。

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PP复合谷麦纤维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原料混合，并搅拌均匀，得混料；

S2)将混料加入螺杆挤出机，通过螺杆挤出机各段的温度依次为：

溶料段：150～170℃/210～230℃/210～230℃；

塑化段：180～210℃/160～180℃/155～175℃；

备料段：145～165℃/155～175℃/175～195℃；

螺杆转速为540～560r/min；

S3)挤出的条形料经过水槽拉伸冷却后，通过切粒机切料，即得颗粒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PP复合谷麦纤维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步骤：

S4)对所述S3所得颗粒料进行搅拌烘干；

S5)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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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复合谷麦纤维料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塑料加工领域，具体是PP复合谷麦纤维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丙烯、聚乙烯等石油基材由于其具有密度小、力学强度较高、耐化学药品性好，

且价格低、成型易等一系列优点，而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生活等各个方面。但是，其对于

石油原料的依赖性强，以及难以降解等问题，造成了资源和环保的较大压力。

[0003] 同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而农作物秸秆却没有得到很好

的利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民直接焚烧，这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同时也是资源的一种浪

费。秸秆焚烧容易引发火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伤害和损失。而开发秸秆为原料的再生

材料技术，对秸秆进行再利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0004] 现有技术有一些将秸秆引入塑料原料的产品，但是由于现有的技术制作的颗粒

料，在后续的加工中，存在分散性差，后期加工的产品存在色斑，以及脱模不顺等问题，使这

一颗粒料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PP复合谷麦纤维料及制备方法，它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使

用，具有低碳环保、易降解、性能优越、易于加工的优势。

[000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PP复合谷麦纤维料，其原料按重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0008] 聚丙烯V30G  30～40份；

[0009] 聚乙烯7042  1.3～1.6份；

[0010] 聚烯烃弹性体  1.0～1.4份；

[0011] 谷麦秸秆粉  33～36份；

[0012] 硫酸钡  8～12份；

[0013] 碳酸钙  8～12份；

[0014] EBS分散剂  0.1～0.3份。

[0015] 进一步的，还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

[0016] 白矿油  0.1～0.3份；

[0017] 抗氧剂1010  0.1～0.3份；

[0018] 抗氧剂168  0.1～0.3份；

[0019] 聚乙烯蜡  0.2～0.6份；

[0020] 钛白粉  1.08～1.5份。

[0021] 以及还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硬脂酸锌0.2～0.4份。

[0022] 作为优选，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0023] 聚丙烯V30G  3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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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聚乙烯7042  1.5份；

[0025] 聚烯烃弹性体  1.2份；

[0026] 白矿油  0.2份；

[0027] 谷麦秸秆粉  34份；

[0028] 硫酸钡  10份；

[0029] 碳酸钙  10份；

[0030] 抗氧剂1010  0.2份；

[0031] 抗氧剂168  0.2份；

[0032] EBS分散剂  0.2份；

[0033] 聚乙烯蜡  0.4份；

[0034] 钛白粉  1.3份；

[0035] 硬脂酸锌  0.3份。

[0036] 原料混合后，通过螺杆挤出机挤出造粒制得颗粒料。

[0037] 进一步的，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S1)将原料混合，并搅拌均匀，得混料；

[0039] S2)将混料加入螺杆挤出机，通过螺杆挤出机各段的温度依次为：

[0040] 溶料段：150～170℃/210～230℃/210～230℃；

[0041] 塑化段：180～210℃/160～180℃/155～175℃；

[0042] 备料段：145～165℃/155～175℃/175～195℃；

[0043] 螺杆转速为540～560r/min；

[0044] S3)挤出的条形料经过水槽拉伸冷却后，通过切粒机切料，即得颗粒料。

[0045] 后续工艺还包括以下步骤：

[0046] S4)对所述S3所得颗粒料进行搅拌烘干；

[0047] S5)包装。

[0048] 对比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49] 虽然是以石油基材为载体，但是通过添加可降解的矿石及生物基材来减少对石油

基材的使用，降低产品成本，并大大缩短材料的降解周期。

[0050] 整体上，本产品及方法能够具有以下优势：

[0051] 1)更加绿色环保，产品更易讲解，低碳排放；

[0052] 2)性能优异，有益于后期的产品加工；

[0053] 3)更加节约资源，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

附图说明

[0054] 附图1是使用实施例1中的纤维料加工的塑件(表面光滑、无色斑)。

[0055] 附图2是使用现有颗粒料加工的塑件(明显色斑)。

[0056] 附图3是使用现有颗粒料加工的塑件(分散不均)。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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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限定的范围。

[0058] 下述实施例中所涉及的仪器、试剂、材料等，若无特别说明，均为现有技术中已有

的常规仪器、试剂、材料等，可通过正规商业途径获得。下述实施例中所涉及的实验方法，检

测方法等，若无特别说明，均为现有技术中已有的常规实验方法，检测方法等。

[0059] 实施例1：PP复合谷麦纤维料

[0060] 其原料为：聚丙烯V30G  36份；聚乙烯7042  1.5份；聚烯烃弹性体1.2份；白矿油0.2

份；谷麦秸秆粉34份；硫酸钡10份；碳酸钙10份；抗氧剂1010  0.2份；抗氧剂168  0.2份；EBS

分散剂0.2份；聚乙烯蜡0.4份；钛白粉1.3份；硬脂酸锌0.3份。

[0061] 具体加工时，将准备好的颗粒料(聚丙烯V30G、聚乙烯、聚烯烃弹性体1.2份、谷麦

秸秆粉)、粉料(硫酸钡、碳酸钙、钛白粉)以及其他添加剂在搅拌机内搅拌混合均匀，后倒入

挤出机的进料口内，主机转速为550r/min±10，通过挤出机的三段控制实现熔融和聚合，三

段分别为熔融段—聚合塑化段—挤出前的备料保温段；每段采用三个温阶，依次经过的温

阶分别为：

[0062] 160℃--220℃--220℃--198℃--170℃--165℃--155℃--168℃--183℃

[0063] 平均温度是188℃。

[0064] 经过挤出后，在水槽内被拉伸冷却后，经由切粒机切成颗粒，在搅拌烘干，即可包

装成成品。

[0065] 在上述的配方中，部分组分的作用及机理解释如下：

[0066] 聚烯烃弹性体——用于提高后续产品的弹性和韧性

[0067] 白矿油——用于在颗粒料的表面覆盖矿物油，能够使粉状料粘附在颗粒料表面；

[0068] 谷麦秸秆粉——用于减少对石油基材的使用，降低对石油资源的耗费，并使可再

生的植物材料得到广泛应用，使产品更加环保，易于降解；

[0069] 硫酸钡——用于减少对石油基材的使用，更加环保易降解(粉状料)；

[0070] 碳酸钙——用于减少对石油基材的使用，更加环保易降解(粉状料)；

[0071] 抗氧剂1010——用于防止产品氧化变色；

[0072] 抗氧剂168——用于防止产品氧化变色；

[0073] EBS分散剂——用于使原料分散均匀，避免产生局部色斑；

[0074] 聚乙烯蜡——用于改善产品润滑度；

[0075] 钛白粉——用于调白增色；

[0076] 硬脂酸锌0.3份——用于提高产品的润滑度和流动性，较好的润滑度使后期加工

更易脱模，不会粘在膜腔，较好的流动性有利于注塑。

[0077] 后续可以应用于日用品生产，如餐具、水杯、牙刷等等，通过注塑成型、挤出成型或

者吹瓶等工艺来实现。

[0078] 经过上述加工制得的颗粒料，其产品的性能参数如下：

[0079] 溶脂5～10g/10min，密度0.9～1.1g/cm3，拉伸强度≥28Mpa。

[0080] 与现有的PP料相比，性能良好，非常有利于后续塑料产品的加工和生产，分散均

匀，延展性好。

[0081] 在后续的成品加工中，使用本实施例所生产的颗粒料进行塑料件的加工，与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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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配方加工的颗粒间加工的塑料件，其产品对比如附图1、2、3。可以看出，通过改进后的本

发明的颗粒料所加工的塑件(图1所示)，与以前配方相比(如2和图3所示)，避免了色斑、表

面颜色不均等问题。产品的表面光滑度和颜色均匀度得到显著改善。

[0082] 实施例2：PP复合谷麦纤维料

[0083] 其原料为：聚丙烯V30G30份、聚乙烯70421 .3份、聚烯烃弹性体1.1份、白矿油0.1

份、谷麦秸秆粉33份、硫酸钡8份、碳酸钙9份、抗氧剂1010  0.1份、抗氧剂168  0.1份、EBS分

散剂0.1份、PE蜡0.2份、钛白粉1.1份、硬脂酸锌0.2份。

[0084] 具体加工时，将准备好的颗粒料(聚丙烯V30G、聚乙烯、聚烯烃弹性体1.2份、谷麦

秸秆粉)、粉料(硫酸钡、碳酸钙、钛白粉)以及其他添加剂在搅拌机内搅拌混合均匀，后倒入

挤出机的进料口内，主机转速为550r/min±10，通过挤出机的三段控制实现熔融和聚合，三

段分别为熔融段—聚合塑化段—挤出前的备料保温段；每段采用三个温阶，依次经过的温

阶分别为：

[0085] 160℃--220℃--220℃--198℃--170℃--165℃--155℃--168℃--183℃

[0086] 经过挤出后，在水槽内被拉伸冷却后，经由切粒机切成颗粒，在搅拌烘干，即可包

装成成品。

[0087] 实施例3：PP复合谷麦纤维料

[0088] 其原料为：聚丙烯V30G  40份、聚乙烯7042  1.6份、聚烯烃弹性体1.4份、白矿油0.3

份、谷麦秸秆粉36份、硫酸钡12份、碳酸钙12份、抗氧剂10100.3份、抗氧剂168  0.3份、EBS分

散剂0.3份、PE蜡0.6份、钛白粉1.5份、硬脂酸锌0.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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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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