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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了尼龙 6/粘接聚乙烯/聚乙烯共挤出复合吹塑薄膜的原料选择 、设备 、成型工艺及性能指标。经生产证明:利用

国产原材料及设备生产的 PA6/粘接 PE/ PE 三层复合食品包装, 能达到使用要求, 综合物性指标已达到国内引进设备工

艺生产的复合包装膜的指标。

关键词:　尼龙 6　粘接聚乙烯　莎林树脂　阻气性　剥离强度

　　尼龙 6/粘接聚乙烯/聚乙烯共挤出复合吹塑薄膜

(以下简称为 PA6/粘 PE/PE 复合薄膜)是以国产的尼

龙 6树脂 、粘接聚乙烯树脂 、聚乙烯树脂为原料,采用

国产的三层共挤出机组, 一次吹塑工艺而成型的。成

型工艺较之干式复合,平膜共挤出复合工艺, 具有工艺

简单, 无废边,节省能源和原材料 、成本比干式复合低

廉等特点 。

PA6/粘 PE/PE复合膜,具有强度高 、气密性及保

香性好 、防潮 、耐油 、耐低温 、易于热封 、价廉等特点。

此产品应用范围极广, 解决了我国高档次的蒸煮包装

袋依赖进口的局面, 此产品用于肉类蒸煮包装, 山野

菜 、鲜菇 、赤豆沙的高温灭菌包装及一些禽类 、粮食 、糕

点 、干果 、豆制品 、快餐食品 、果酱 、蔬菜类的真空包装,

使食品的保鲜期大大延长 。

1　原料的选择
1.1　外层 PA树脂的选择

材料的选择是由食品加工业对包装的要求而决定

的。它们要求在蒸煮工艺方面需耐高温 120℃消毒灭

菌,同时还要满足保鲜性, 优良的阻气性能, 较好的强

度 、无毒等较苛刻的条件 。目前普遍用的对人体无害

的有 PA6 、PET 两大类若干种, 后者价格较高, PA6更

经济, 原料来源充足,从性能上讲, PA6耐温 120℃,屈

服强度高,且阻气性非常好,因此我们选择了市场上大

量应用的薄膜级高粘度 PA6树脂作为共挤出复合薄

膜的外层材料。

1.2　外层聚乙烯树脂的选择

为了克服 PA6 吸水性 、阻水性差的缺陷, 拟将

PA6层复合一层最廉价 、防水的食品包装膜, 因 PE的

防水性能优异 、无毒 、价廉,与 PA6配合完全可以满足

肉类 、山野菜类食品包装要求 。PE 树脂熔体指数的选

择主要以复合工艺和热封等考虑, 挤出复合工艺要求

不同材质的树脂复合时, 必须将模头温度控制为高熔

点树脂的加工温度, 方可达到较好的复合牢度, PA6

树脂的熔点高, 加工温度高, 要与之相配合 PE 的熔体

指数不宜选择过高的 。况且 PA6的熔体强度低,膜泡

的稳定性差,选择高熔体指数会直接影响泡管的稳定

性及封口强度, 选用低熔体指数 PE 树脂则提高泡管

稳定性 。以热封强度考虑,选用低熔体指数 PE树脂,

可提高热封强度,延长食品的保鲜期。

1.3　中间层粘接树脂的选择

目前国内普遍采用进口的莎林离子型树脂和黑龙

江省塑料所中试厂生产的 PE改性粘接树脂为中间粘

接层 。我们基本采用黑龙江塑料所产的改性 PE,它是

用PE与马来酸酐进行熔融接枝的聚合物, 与 PA6有

良好的粘附性, 剥离强度可达到 400g/mm 。改性的

PE与 PA6粘接的剥离强度比莎林树脂与 PA6粘接剥

离强度高,应用效果比莎林树脂佳,在价格上远远低于

进口莎林树脂。粘 PE 是我所新研制的新型中间材

料,主要成份 99%是 PE, 完全达到使用要求, 主要性

能指标见表 1。
表 1　　中间层粘接 PE 的性能指标

Tab 1 Property specification of adhesiv e PE

指　　标

项　　目
粘 PE

密度/g·cm-3 0.91～ 0.97

拉伸强度/MPa ≥5

断裂伸长率, % ≥230

脆化温度/ ℃ ≤-65

剥离力/N( 10mm) -1 4

熔体指数/ g·( 10min) -1 2～ 7

2　设备
2.1　挤出机类型及大小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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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用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塑机厂制造的三层聚

烯烃复合共挤出设备, 挤出机规格及参数如下:PA6

层螺杆直径 45mm ,长径比 L/D =25∶1 。粘 PE 层

螺杆直径 55mm,长径比 L/D =25∶1。PE层螺杆直

径 45mm, 长径比 L/D=25∶1。

2.2　机头

PA6/粘 PE/PE共挤出复合薄膜的机头采用的是

中心进料,模内复合式,机头直径 200mm 。

2.3　辅机

共挤出复合机组采用上吹风冷式普通吹膜方式,

机头和三台挤出机整体旋转,主要是控制复合薄膜收

卷平整,收卷是双工位摩擦卷取。

3　成型工艺
3.1　PA6原料的预先处理

为了生产出高质量的 PA6/粘 PE/PE的复合包装

膜,减小吹膜过程的原料的浪费现象, 首先 PA6树脂

预先烘干处理。使用国产 PA6树脂, 在生产投料之

前,原则上都要烘干处理, 但干燥温度不应超过 80℃

(真空干燥可以在 120℃进行) , 烘干的时间根据 PA6

树脂水份含量大小而定。

3.2　PA6/粘 PE/PE生产工艺流程

原料 PA6 干燥 挤出机Ⅰ

原料粘 PE 挤出机Ⅱ

原料 PE 挤出机Ⅲ 果酱

旋转三层复合机头

风环 吹塑 冷却定型 牵引 热处理装置 定型

剖切
卷取Ⅰ

卷取Ⅱ 用的
成品

3.3　设备的工艺参数设定如表 2所示

表 2　　设备的工艺参数

Tab 2 Parameter of technology fo r machinery

复合层

条件

工艺 成型温度/ ℃

机身温度
联接器
温度

机头温度

C-1 C-2 C-3 C-4A-1A-2D-1D-2

螺杆电
机转速
r·min-1

牵引速
度/

m·min-1

外层 PA6 200 230 230 230 240 240 300

中层粘 PE 170 190 190 190 200 200 220 220 100 8

内层 PE 180 190 200 200 210 210 300

3.4　口模温度控制及其对薄膜性能的影响

模头的温度设定也对牢度有很大影响, 机头的温

度控制要适宜, 各层熔融物在机头汇合之前保持自己

最佳熔融温度, 汇合之后, 即口模温度控制为高熔点

PA6树脂的加工温度。

3.5　各层厚度的确定

PA6/粘 PE/PE复合膜的阻气性主要取决于 PA6

层的厚度, 随厚度的提高, 阻气性越好。但是 PA6层

太厚,复合膜的成本增高 。PE 的特点是防湿 、防水 、价

廉,可适当加厚,根据不同食品保鲜时间长短要求确定

各层厚度 。

4　尼龙 6/粘接 PE/PE复合薄膜性能指标
表 3　　PA6/粘 PE/ PE 主要性能指标

Tab 3 Key proper ty specifica tion of PA6/Adhesive PE/ PE

　　　　　　指　　标 测试数量

厚度/mm 0.07～ 0.09

拉断力(纵/横)/N 19/ 19

直角撕裂力(纵/横)/N 5.0/ 5.0

断裂伸长率(纵/横) ,% 150

透氧量/mL( m2·24h) -1 100

透水蒸气量/ g( m2·24h) -1 12

剥离力(纵/横)/N 5.0/ 5.0

5　结论
1.完全利用国产原材料及国产的三层共挤出复合

机组生产出 PA6/粘 PE/PE三层复合食品包装, 经过

许多肉类厂家, 在灌装高温蒸煮袋及真空包装都达到

使用要求 。

2.经过对本制品综合物性指标实测, 已完全达到

国内引进设备 、工艺生产的复合包装膜的指标,而透明

性 、柔韧性优于进口样品,在保鲜性能上令人满意 。

3.首先采用我所独家研究的粘接聚乙烯树脂, 完

全可以取代进口的莎林树脂, 用于生产复合材质薄膜,

降低了复合膜的成本,对复合膜走向市场,越来越有生

命力 。
(本文于 1998-07-06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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