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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及

其制备的复合管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

管生产工艺及其制备的复合管，涉及城市排水管

道材料技术领域。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

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S1内层管塑化：将内层

塑化原料塑化挤出，定型，制得内层管；S2钢丝缠

绕：在第一钢丝表面涂抹粘性树脂胶，制得第一

胶丝；在内层管表面缠绕第一胶丝，再交叉缠绕

第二钢丝，制得素丝管；S3上胶：向素丝管表面挤

压粘性树脂胶，素丝管表面形成第二粘性层，制

得内层丝管；S4外层复合：将外层塑化原料塑化

挤出，内层丝管表面形成聚乙烯外层，冷却定型，

制得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具有有

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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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内层管塑化：称取内层塑化原料，混合均匀，通过挤塑机塑化挤出，使用所需尺寸大

小的模具定型，降温，制得内层管；所述内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

100‑150份，色母2‑4份，聚乙烯醇2‑6份，抗氧化剂0.3‑0.6份；

S2钢丝缠绕：取第一钢丝，在第一钢丝表面涂抹粘性树脂胶，第一钢丝表面形成第一粘

性层，制得第一胶丝；在内层管表面缠绕第一胶丝，再交叉缠绕第二钢丝，第一胶丝和第二

钢丝在内层管表面形成钢丝网，制得素丝管；

S3上胶：向素丝管表面挤压粘性树脂胶，素丝管表面形成第二粘性层，制得内层丝管；

所述粘性树脂胶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马来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15‑25份，氨基改性硅油

0.5‑2.5份；

S4外层复合：将内层丝管放入外层聚乙烯管模具中；称取外层塑化原料，混合均匀，通

过挤塑机塑化挤出至外层聚乙烯管模具中，内层丝管表面形成聚乙烯外层，冷却定型，制得

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所述外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100‑150

份，色母2‑4份，纳米二氧化硅1.5‑4.5份，抗氧化剂0.1‑0.4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

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115‑135份，色母2‑4份，聚乙烯醇3.5‑4.5

份，抗氧化剂0.3‑0.6份；所述粘性树脂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马来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18‑

22份，氨基改性硅油1.2‑1 .8份；所述外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

115‑135份，色母2‑4份，纳米二氧化硅2.8‑3.2份，抗氧化剂0.1‑0.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将素丝管预热至90‑120℃，趁热向素丝管表面挤压粘性树脂胶，素丝管表面形成第二

粘性层，制得内层丝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粘

性树脂胶的温度为120‑15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粘性层的厚度为40‑80μm，所述第二粘性层的厚度为80‑100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抗

氧化剂为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

层塑化原料还包括2.5‑5.5重量份的海泡石纤维。

8.一种复合管，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

合管生产工艺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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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及其制备的复合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排水管道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

生产工艺及其制备的复合管。

背景技术

[0002] 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钢骨架塑料复合管，是用高强度过塑

钢丝骨架和热塑料聚乙烯为原料，以聚乙烯为基体，以钢丝缠绕网为骨架增强体，用改性粘

性树脂连接在一起。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具有优异的抗冲击性能和抗蠕变性等优点，

在城市排水管道领域被广泛使用。

[0003] CN103358559A公开了一种钢丝网骨架复合管制造工艺，采用裸钢丝编织成网构成

钢丝网骨架层，在复合管材生产过程中用熔融状态的树脂将钢丝网骨架层和聚乙烯基体材

料融为一体，内、外层聚乙烯管挤塑机和模具一体化，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0004] 针对上述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由于聚乙烯与钢丝网骨架层的膨胀系数差别较

大，不同温度下，这两种材料的收缩系数不同，在复合过程中容易产生裂纹，给钢丝网骨架

复合管的机械性能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不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延长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的使用寿命，本申请提供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

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及其制备的复合管。

[0006]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采用如下的技术

方案：

[0007] 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内层管塑化：称取内层塑化原料，混合均匀，通过挤塑机塑化挤出，使用所需尺

寸大小的模具定型，降温，制得内层管；所述内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

乙烯100‑150份，色母2‑4份，聚乙烯醇2‑6份，抗氧化剂0.3‑0.6份；

[0009] S2钢丝缠绕：取第一钢丝，在第一钢丝表面涂抹粘性树脂胶，第一钢丝表面形成第

一粘性层，制得第一胶丝；在内层管表面缠绕第一胶丝，再交叉缠绕第二钢丝，第一胶丝和

第二钢丝在内层管表面形成钢丝网，制得素丝管；

[0010] S3上胶：向素丝管表面挤压粘性树脂胶，素丝管表面形成第二粘性层，制得内层丝

管；所述粘性树脂胶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马来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15‑25份，氨基改性硅

油0.5‑2.5份；

[0011] S4外层复合：将内层丝管放入外层聚乙烯管模具中；称取外层塑化原料，混合均

匀，通过挤塑机塑化挤出至外层聚乙烯管模具中，内层丝管表面形成聚乙烯外层，冷却定

型，制得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所述外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

100‑150份，色母2‑4份，纳米二氧化硅1.5‑4.5份，抗氧化剂0.1‑0.4份。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申请用含有高密度聚乙烯和聚乙烯醇的内层塑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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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挤出制成内层管，再在内层管表面缠绕钢丝网，挤压含有氨基改性硅油和马来酸酐改

性HDPE粘结剂的粘性树脂胶，形成粘性层，再注塑含有纳米二氧化硅的外层塑化原料，在钢

丝网外形成聚乙烯外层。在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纳米二氧化硅有助于降低聚乙烯外层的热

膨胀系数，减少体积变化，降低应力，有助于减少裂纹；在粘性树脂胶中加入氨基改性硅油

有助于改善钢丝网、内层塑化原料和外层塑化原料之间的相容性，有助于减少裂纹；在内层

塑化原料中加入聚乙烯醇，聚乙烯醇和氨基改性硅油发生交联反应，有助于提高内层管、钢

丝网和聚乙烯外层之间的粘结强度，有助于减少裂纹，改善产品机械性能，有助于延长产品

使用寿命。

[0013] 优选的，所述内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115‑135份，色母

2‑4份，聚乙烯醇3.5‑4.5份，抗氧化剂0.3‑0.6份；所述粘性树脂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马来

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18‑22份，氨基改性硅油1.2‑1.8份；所述外层塑化原料包括以下重量

份原料：高密度聚乙烯115‑135份，色母2‑4份，纳米二氧化硅2.8‑3.2份，抗氧化剂0.1‑0.4

份。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更优的原料投料配比，有助于改善产品各层之间的

复合效果，有助于减少产品快速应力开裂现象，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S3将素丝管预热至90‑120℃，趁热向素丝管表面挤压粘性树脂

胶，素丝管表面形成第二粘性层，制得内层丝管。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素丝管进行预热，降低素丝管与粘性树脂胶之间的温

差，粘性树脂胶更好地粘附在素丝管上，有助于改善产品抗蠕变性能，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

寿命，有利于产品市场推广。

[0017] 优选的，所述粘性树脂胶的温度为120‑150℃。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合适的粘性树脂胶塑化挤压温度，有利于粘性树脂

胶更好地粘附内层管和聚乙烯外层，提高复合效果，改善产品机械性能，有利于延长产品使

用寿命。

[0019] 优选的，所述第一粘性层的厚度为40‑80μm，所述第二粘性层的厚度为80‑100μm。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选用合适的粘性层厚度，有助于改善复合效果，改善产品

机械性能，有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0021] 优选的，所述抗氧化剂为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入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抗氧化剂，有助于

改善产品抗氧化性能，有助于提高产品稳定性，有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0023] 优选的，所述外层塑化原料还包括2.5‑5.5重量份的海泡石纤维。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海泡石纤维，海泡石纤维是一种

层链状的硅酸镁盐矿物，加入海泡石纤维一方面可降低聚乙烯外层的膨胀系数，降低应力，

减少裂纹；另一方面海泡石纤维结构上的硅羟基基团和氨基改性硅油上的氨基基团发生反

应，有助于改善聚乙烯外层与钢丝网之间的复合效果，改善产品机械性能，有助于延长产品

使用寿命。

[0025]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复合管，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复合管，由上述的

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制得。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本申请公开的方法生产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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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有利于产品市场推广。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8] 1.本申请用含有高密度聚乙烯和聚乙烯醇的内层塑化原料塑化挤出制成内层管，

再在内层管表面缠绕钢丝网，挤压含有氨基改性硅油和马来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的粘性树

脂胶，形成粘性层，再注塑含有纳米二氧化硅的外层塑化原料，在钢丝网上形成聚乙烯外

层；在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纳米二氧化硅有助于降低聚乙烯外层的热膨胀系数，有助于减

少裂纹；在粘性树脂胶中加入氨基改性硅油有助于改善钢丝网、内层塑化原料和外层塑化

原料之间的相容性，有助于减少裂纹；在内层塑化原料中加入聚乙烯醇，聚乙烯醇和氨基改

性硅油发生交联反应，有助于提高内层管、钢丝网和聚乙烯外层之间的粘结强度，有助于减

少裂纹，改善产品机械性能，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加入纳米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硅

具有一定的硬度和粘性，纳米二氧化硅与聚乙烯醇、氨基改性硅油一起还有助于改善粘性

树脂胶对温度的敏感性，有助于提高粘性树脂胶的稳定性，产品可适用于更广的温度范围，

有助于扩大产品应用范围，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0029] 2.本申请通过采用对素丝管进行预热、控制粘性层厚度和控制粘性树脂胶注塑温

度等方式，有助于改善产品抗冲击性能，有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0030] 3.本申请在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海泡石纤维，海泡石纤维是一种层链状的硅酸镁

盐矿物，加入海泡石纤维一方面可降低聚乙烯外层的膨胀系数，降低应力，减少裂纹；另一

方面海泡石纤维结构上的硅羟基基团和氨基改性硅油上的氨基基团发生反应，有助于改善

聚乙烯外层与钢丝网之间的复合效果，改善产品机械性能，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有利

于产品市场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目前常用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是将钢丝缠绕在聚乙烯内层表面

形成钢丝网，然后再用聚乙烯材料高温塑化挤出在钢丝网外形成聚乙烯外层。针对上述相

关技术，发明人认为，由于聚乙烯与钢丝网骨架层的膨胀系数差别较大，不同温度下，这两

种材料的收缩系数不同，在复合过程中容易产生微裂纹，给钢丝网骨架复合管的机械性能

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不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本申请用含有高密度聚乙烯和聚乙烯醇

的内层塑化原料塑化挤出制成内层管，再在内层管表面缠绕钢丝网，挤压含有氨基改性硅

油和马来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的粘性树脂胶，形成粘性层，再注塑含有纳米二氧化硅的外

层塑化原料，在钢丝网上形成聚乙烯外层。在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纳米二氧化硅有助于降

低聚乙烯外层的热膨胀系数，有助于减少裂纹；在粘性树脂胶中加入氨基改性硅油有助于

改善钢丝网、内层塑化原料和外层塑化原料之间的相容性，有助于减少裂纹；在内层塑化原

料中加入聚乙烯醇，聚乙烯醇和氨基改性硅油发生交联反应，有助于提高内层管、钢丝网和

聚乙烯外层之间的粘结强度，有助于减少裂纹，改善产品机械性能，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

命。加入纳米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硅具有一定的硬度和粘性，纳米二氧化硅与聚乙烯醇、

氨基改性硅油一起还有助于改善粘性树脂胶对温度的敏感性，有助于提高粘性树脂胶的稳

定性，产品可适用于更广的温度范围，有助于扩大产品应用范围，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

命。

[0032] 实施例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12477213 A

5



[0033] 本发明所涉及的原料均为市售，部分原料的型号及来源如表1所示。

[0034] 表1原料的规格型号及来源

[0035]

[0036]

[0037] 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钢丝产自四川，各实施例均使用相同批次的原料。实际生产

中根据需要将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切割成需要的长度，切割后需要对端部用封口环进

行封口处理。

[0038] 实施例1：一种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9] S1内层管塑化：称取125kg高密度聚乙烯，加入3kg色母、4kg聚乙烯醇和0.45kg抗

氧化剂，混合均匀，通过螺杆挤塑机于198℃塑化并挤出至模具中定型，降温至30℃，制得内

层管。

[0040] S2钢丝缠绕：取20kg马来酸酐改性HDPE粘结剂和1.5kg氨基改性硅油，混合均匀，

制得粘性树脂胶，加热至130℃。取第一钢丝，在第一钢丝表面均匀涂抹粘性树脂胶，第一钢

丝表面形成60μm厚的第一粘性层，制得第一胶丝。在内层管表面缠绕第一胶丝，再交叉缠绕

第二钢丝，第一胶丝和第二钢丝在内层管表面形成钢丝网，制得素丝管。钢丝直径为0.5mm，

钢丝等间距缠绕，相邻的第一钢丝的间距为8mm，相邻的第二钢丝的间距为8mm。

[0041] S3上胶：将素丝管加热至110℃预热15min，向素丝管表面挤压130℃的粘性树脂

胶，素丝管表面形成厚度为90μm的第二粘性层，制得内层丝管。

[0042] S4外层复合：将内层丝管放入外层聚乙烯管模具中。称取125kg高密度聚乙烯，加

入3kg色母、3kg纳米二氧化硅、0.25kg抗氧化剂和4kg海泡石纤维，混合均匀，通过挤塑机于

198℃塑化挤出至外层聚乙烯管模具中，内层丝管表面形成聚乙烯外层，冷却至30℃定型，

制得若干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公称外径为110mm，壁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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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m(内外层厚度相当)，长度为6m，公称压力1.6MPa，尺寸满足CJ/T189‑2004《钢丝网骨架塑

料(聚乙烯)复合管材及管件》的标准。

[0043] 实施例2

[0044]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实施例2不加入海泡石纤维，其它均与实施例1保

持一致。

[0045] 实施例3

[0046]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实施例3的步骤S3中素丝管不经预热处理，其它均

与实施例1保持一致。

[0047] 实施例4‑11

[0048] 实施例4‑11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实施例4‑11各原料的添加量不同，其它均与实

施例1保持一致，实施例4‑11各原料的添加量见表2。

[0049] 表2实施例4‑11的各原料的添加量

[0050]

[0051] 实施例12‑15

[0052] 实施例12‑15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实施例12‑15各步骤工艺参数不同，其它均与

实施例1保持一致，实施例12‑15各步骤工艺参数见表3。

[0053] 表3实施例12‑15各步骤中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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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对比例

[0056] 对比例1

[0057] 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对比例1不加入聚乙烯醇、氨基改性硅油、纳米二

氧化硅和海泡石纤维，其它均与实施例1保持一致。

[0058] 对比例2

[0059] 对比例2与对比例1的区别在于，对比例2的内层塑化原料中加入了4kg聚乙烯醇，

其它均与对比例1保持一致。

[0060] 对比例3

[0061] 对比例3与对比例1的区别在于，对比例3的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了3kg纳米二氧化

硅，其它均与对比例1保持一致。

[0062] 对比例4

[0063] 对比例4与对比例1的区别在于，对比例4的粘性树脂胶中加入了1.5kg氨基改性硅

油，其它均与对比例1保持一致。

[0064] 性能检测

[0065] 1、剥离强度：参照GB/T2791‑1995《胶粘剂T剥离强度试验方法挠性材料对挠性材

料》，测量并计算剥离强度，实验结果见表4。

[0066] 2、热稳定性：参照GB/T17391‑1998《聚乙烯管材与管件热稳定性试验方法》，进行

热稳定性实验，记录200℃氧气氛围下的氧化诱导期，实验结果见表4。

[0067] 表4不同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性能测试结果对比表

[0068] 样品编号 氧化诱导期(min) 剥离强度(N/cm)

实施例1 53 342

实施例2 52 176

实施例3 55 265

实施例4 51 313

实施例5 49 309

实施例6 52 315

实施例7 55 307

实施例8 53 331

实施例9 51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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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0 54 335

实施例11 52 328

实施例12 49 339

实施例13 50 343

实施例14 53 346

实施例15 54 341

对比例1 24 123

对比例2 26 132

对比例3 27 145

对比例4 31 138

[0069] 对比例1未加入聚乙烯醇、氨基改性硅油、纳米二氧化硅和海泡石纤维，制得的钢

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的热稳定性不佳，剥离强度不高，机械性能不佳，不利于延长产

品使用寿命，不利于产品市场推广。对比例2在对比例1的基础上，内层塑化原料中加入了聚

乙烯醇，未加入氨基改性硅油、纳米二氧化硅和海泡石纤维，制得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

管产品的热稳定性不佳，剥离强度不高，机械性能不佳，不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对比例3

在对比例1的基础上，外层塑化原料中加入了纳米二氧化硅，未加入氨基改性硅油、聚乙烯

醇和海泡石纤维，制得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的热稳定性不佳，剥离强度不高，机

械性能不佳，不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对比例4在对比例1的基础上，粘性树脂胶中加入了

氨基改性硅油，未加入纳米二氧化硅、聚乙烯醇和海泡石纤维，制得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

合管产品的热稳定性不佳，剥离强度不高，机械性能不佳，不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不利

于产品市场推广。

[0070] 对比实施例1和对比例1‑4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制备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

管的过程中，在内层塑化原料中加入聚乙烯醇、在粘性树脂胶中加入氨基改性硅油、在外层

塑化原料中纳米二氧化硅和海泡石纤维，制得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的热稳定性

优异，剥离强度高，机械性能好，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有利于产品市场推广。

[0071] 对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2的实验结果，实施例2未加入海泡石纤维，制得的钢丝网骨

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的机械性能降低，不利于产品市场推广。对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3的实

验结果，实施例3的步骤S3中素丝管不经预热处理，制得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的

机械性能有所降低，不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不利于产品市场推广。

[0072] 相比于实施例1，实施例4‑11中各原料的添加量不同，实施例12‑15中各步骤工艺

参数有所不同，制得的钢丝网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产品的热稳定性优异，剥离强度高，机械性

能好，有助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有利于产品市场推广。

[007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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