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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级淀粉／低密度聚乙烯复合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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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400050)

摘 要：以食用级淀粉及无毒偶联剂对低密度聚乙烯进行填充改性，考察可食用淀粉的种

类及用量对填充体系的力学性能的影响，以及无毒铝酸酯偶联剂种类、用量对填充体系性能及

微观形貌的影响。结果表明：玉米淀粉填充效果总体优于土豆淀粉和红薯淀粉。且淀粉用量以

30份为宜。填充前，对淀粉进行干燥处理，有利于偶联剂作用的发挥以及提高体系的冲击强

度。无毒偶联剂用量为l％时，材料冲击强度较处理前提高近50％，断裂伸长率提高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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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osite Material of LDPE and Edible 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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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effects of edible starch and poisonless coupling agent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LDPE／edible starch composites were investigated respectively．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fill effect of corn starches was better than potato and sweet potato

starches．And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corn starch was 30 per cent resin．The drying of starch w鹊

conducive to play the role of coupling agents and to improve the impact strength．When the ratio of the

poisonless coupling agent is 1％．the impact strength of composites increased 50％and the elongation

increased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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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专用袋直接接触入口食品，对原材料的

要求也高于普通塑料购物袋，通常采用无毒的聚

乙烯类塑料(多为低密度聚乙烯)全新料制得。因

该材料成本相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

用。可采用填充改性的办法降低成本。淀粉具有

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可促进塑料废弃物降解等众

多优点，常用作普通塑料购物袋或地膜等的填料，

其表面处理剂多采用有毒的硅烷类或钛酸酯类偶

联剂¨。3】，目前，尚未用于食品专用袋领域。

考虑到食品专用袋的使用要求，本文选取食

用级土豆淀粉、玉米淀粉及红薯淀粉作为填料，考

察了以上3种食用级淀粉对低密度聚乙烯

(LDPE)的填充效果，以及淀粉用量对材料力学性

能的影响，并用无毒铝酸酯偶联剂对淀粉进行表

面处理，对比了3种偶联剂的处理效果及最佳

用量。

1 实验部分

1．1主要原料

低密度乙烯LDPEl00一AC：熔体流动速率为

1．9 g／10 min，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生产。

土豆淀粉、玉米淀粉及红薯淀粉：食用级，市

售(密封保存)。

无毒铝酸酯偶联剂Fl，F2，乃：市售。

1．2主要设备

电热鼓风干燥箱，重庆实验设备厂。

高速混合机，SHR一10，江苏白熊机械有限

公司。

双辊塑炼机，sJL一160，武汉维尔塑料机械有

限公司。

四柱平板硫化机，63T XLB—D，郑州鑫宏机器

制造有限公司。

电子万能拉伸试验机，CMT5105，深圳市新三

思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悬臂梁冲击试验机，)(JU一5．5，承德市金建检

测仪器有限公司。

扫描电子显微镜，JSM6460LV，日本电子株式

会社。

1．3试样制备

将淀粉与聚乙烯等在双辊塑炼机上均匀混合

并塑炼(塑炼温度为90～110℃)；再经模压法压

制成型后制得样条(压制温度为130～150℃)。

工艺过程如图1所示。

LDPE

l淀粉．处理荆一匝亟卜区至巫巫HⅢ
匝卜困

图1工艺过程

1．4性能测试及形貌观察

拉伸强度、拉伸模量及断裂伸长率按GB／T

1040--2006测试，拉伸速率为50 mm／min；冲击强

度按GB／T 1843--2008测试，试样缺口底部剩余

宽度8 mmo

材料形态微观形貌取冲击试样液氮脆断断面

观察。观察前，对断面进行了真空镀金处理。

2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种类淀粉在LDPE中的分散情况对比

在用量均为20份(phr)且未进行表面处理的

前提下，对比了土豆淀粉、玉米淀粉及红薯淀粉在

LDPE基体树脂中的分散情况(以双辊塑炼后的片

料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如图2～4)，土豆淀粉在LDPE中

的分散情况明显差于玉米淀粉及红薯淀粉，有大

面积团聚结块现象，双辊塑炼后所得片料表面凹

凸不平；玉米淀粉和红薯淀粉在LDPE中分散较均

匀，无明显结块现象，片料表面相对平整光洁。填

料分散不均，势必影响材料的力学性能。故后续

实验不再考察土豆淀粉为填料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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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土豆淀粉／LDPE(20／100)体系

图3红薯淀粉／LDPE(20／100)体系

图4玉米淀$》-／LDPE(20／100)体系

2．2红薯淀粉、玉米淀粉对LDPE填充效果对比

表l和表2为分别添加红薯淀粉和玉米淀粉

的填充体系在不同压制温度下制得样条的性能

指标。

对比表1、表2可见，2种填充体系拉伸强度

接近，而玉米淀粉填充体系冲击强度及拉伸模量

明显高于红薯淀粉填充体系。综合看来，以玉米

淀粉作为LDPE填料效果较好。

表l 不同压制温度下红薯淀粉／LDPE(20／100)体系性能

表2不同压制温度下玉米淀躬)-／LDPE(20／100)体和l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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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玉米淀粉用量对填充体系力学性能的影响

该部分实验考察了玉米淀粉用量对材料性能

的影响。由表3可知，在LDPE中添加淀粉后，冲

击强度、断裂伸长率下降显著，拉伸强度下降不太

大，而拉伸模量显著提高。综合看来，淀粉的加入

增加了材料的刚性，但降低了材料的韧性。原因

在于：淀粉是由葡萄糖组成的多糖类碳水化合物，

含有大量的极性羟基官能团，其表面表现出很强

的化学极性H1；聚乙烯树脂是典型的非极性树脂，

淀粉与基体界面结合力差。当受外力作用时，材

料易在界面处发生破坏，导致力学性能下降。随

着淀粉用量的增加，淀粉二次聚集现象加剧，颗粒

引起的应力集中及产生缺陷的几率加大，也对材

料性能造成不良影响。

2．4偶联剂对填充体系的影响

2．4．1淀粉预处理(干燥及表面处理)对玉米淀

粉填充体系力学性能的影响

如何使亲水的极性淀粉表面与疏水的非极性

树脂界面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材料获得优良

性能的关键，为此，可选用适合的偶联剂对淀粉进

行表面处理。常用的偶联剂有硅烷、钛酸酯、铝酸

酯。前两者均有一定毒性，不适合本实验无毒需

求。而铝酸酯偶联剂价格低廉、色浅、无毒、味小，

使用时无须稀释剂，很适合用于食品级淀粉表面

处理。

本实验以用量为30份(phr)的玉米淀粉／

LDPE填充体系为基础，考察了淀粉烘干前后(烘

干条件：78℃，3 h)，3种无毒铝酸酯偶联剂F1、

F2、F3对填充体系力学性能的影响，如表4—5所

示(偶联剂用量均为l％)。

由表4可知，淀粉不经烘干直接用偶联剂进

行表面处理，除拉伸模量略有上升外，其余指标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3种偶联剂处理效果相近。由表

5可知，增加淀粉烘干环节后偶联剂处理效果明显

改善，其中偶联剂F3处理效果突出，冲击强度较

处理前提高近50％，断裂伸长率提高168％。实

验结果表明淀粉湿含量与偶联剂处理效果密切相

关。原因在于，淀粉为亲水物质，易吸湿，若未经

烘干直接用偶联剂包覆淀粉，淀粉中的水分很难

在受热时蒸发散去。从而降低了淀粉与聚烯烃的

界面结合力，导致样条性能下降。

综合比较表4—5中各体系的力学性能，并参

考表面处理剂的价格因素，选用偶联剂乃来处理

淀粉较为理想、经济。

2．4．2偶联剂F3用量对玉米淀粉填充体系力学

性能的影响

由表6可知，随着偶联剂F3用量增加，冲击

强度及断裂伸长率明显提高，拉伸强度及模量变

化不大；当乃用量为l％时，材料综合性能达到最

佳；此后随F3用量增加，材料综合性能呈下降趋

势。可见，对玉米淀粉填充体系而言，偶联剂最佳

用量为1％。

表3淀粉用量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万方数据



盛旭敏，等：食用级淀粉／低密度聚乙烯复合材料研究 41

2．4．3 SEM观察结果

玉米淀粉／LDPE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劣与

填料基体问界面结合密切相关。图5为玉米淀粉

未经烘干及表面处理的填充体系扫描电镜图

(SEM)；图6为玉米淀粉经烘干但未进行表面处

理的填充体系SEM图；图7为玉米淀粉经烘干及

表面处理的填充体系SEM图。

图5对应断I$4L洞较多，类似发泡材料断面，

部分孔洞由其形状叮判断出并非填料粒子脱落造

成，而应为淀粉自身所含水分在成型过程中受热

蒸发形成，这些孔洞的存在直接导致材料性能不

够理想(参见表4)。由图6可看出断面孔洞较图

5明娩减少(孔洞应为制样时填料粒子脱落造

成)，但淀粉粒子二次聚集现象明显．且粒子与基

体界面较清晰，结合不够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材料的性能。图7表明，淀粉经偶联剂F一3处

理后，无明显“团聚”现象。粒子与基体结合较图5

有改善，从而使材料性能有较大提高(参见表5)。

图5 玉米淀粉未经烘干及表面处理的

填充体系SEM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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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玉米淀粉经烘干但未表面处理的

填充体系SEM图

3 结论

图7玉米淀粉经烘干及表面处理的

填充体系SEM图

1)在用量相同的前提下，玉米淀粉在LDPE

中的填充效果优于红薯淀粉及土豆淀粉。土豆淀

粉在LDPE中有明显结块现象，分散效果很差；玉

米淀粉与红薯淀粉在LDPE中的分散情况相近，玉

米淀粉填充体系冲击强度及拉伸模量明显高于红

薯淀粉填充体系。

2)玉米淀粉未进行烘干处理时，无毒铝酸酯

偶联剂Fl、F2、F3对淀粉的表面处理作用不明显；

淀粉烘干后再进行表面处理，则材料的冲击强度

和断裂伸长率明显改善。淀粉湿含量与偶联剂处

理效果密切相关。

3)在3种偶联剂中，F3处理效果最好，当F3

用量为l％时，材料综合性能达到最佳，其中冲击

强度较处理前提高近50％，断裂伸长率提

高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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