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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

材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

预浸带增强管材。所述管材包括外护层、保温层、

支架、工作管、护套管，所述外护层由高密度聚乙

烯制成，所述保温层为增强聚氨酯保温层，所述

支架是间距为1000～1500mm的镂空木质或塑料

空心圆环支架，所述工作管包括高耐热高模量聚

丙烯内层管4‑1、连续纤维预浸带增强芯层、聚丙

烯外层管，所述护套管是由聚乙烯材料制成的套

管。本发明管材具有较强的防腐蚀性、耐高压和

耐高温性能，有效延长管道系统的使用期寿命，

使其在70～130℃温度下能够保持较高刚度，同

时保证保温层具有良好的耐压耐磨和保温效果，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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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道，其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外护层(1)、保

温层(2)、支架(3)、工作管道(4)，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护层(1)由高密度聚乙烯制成包裹在

保温层外壁上；所述保温层(2)用含2％～3％重量比的纳米级碳酸钙复合聚氨酯制成的增

强聚氨酯保温层包覆在工作管(4)外壁上；所述支架(3)是间距为1000～1500mm的镂空木质

或塑料空心圆环支架，起到支撑外护层的作用；所述工作管道(4)包括采用经过改性增强具

有高耐热高模量高韧性的聚丙烯内层管(4‑1)、连续纤维预浸带径向轴向增强芯层(4‑2)、

聚丙烯外层管(4‑3)组成的复合管材(A)、用复合管材同品质管件管制成的复合管接头(B)、

复合管道熔接口C组成，所述复合管接头(B)由管端上台阶(B1)下台阶(B2)构成的承口和复

合管材段(A’)组成，所述的复合管道熔接口C由(A)复合管端口的上下台阶承口承插到(B)

复合管接头管端的上下台阶承口经热熔或电熔构成(C1)与(C2)承口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聚

丙烯内层管(4‑1)中含有10％～30％重量比的滑石粉改性体，通过单螺杆挤出机在160℃～

230℃条件下挤出成为熔体，经定径套真空箱、冷却水箱定型切割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滑

石粉改性体由硅烷与钛酸脂复配偶联剂，在1000～1500r/min的条件下，表面改性处理后得

到。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其特征在于：将所述

滑石粉改性体与聚丙烯塑料按6～8:4～2的比例混合，在双螺杆挤出内在160℃～230℃条

件下挤出造粒制成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混合添加分散到聚丙烯材料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增

强芯层(4‑2)用连续纤维预浸带，以由前进方向X轴50°～55°的缠绕角多层次搭接缠绕构成

增强层管熔贴在内层塑料管外层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制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按照一定比例与PP‑HM塑料材料搅拌均匀后装入到内层挤出机

料筒内；

2)开启内层挤出机挤出复合塑料熔体，经真空喷淋水冷却定型制作内层管(4‑1)；

3)开启多组预浸带缠绕盘，边加热预浸带与内层管表层呈熔融状态，以40～65°倾斜角

度多层次缠绕预浸带熔贴于内层管(4‑1)外层壁，组成由轴向斜向敷设组成的连续纤维预

浸带缠绕层制成的增强芯层管(4‑2)；

4)开启外层管挤出机，基础外层聚丙烯熔体包覆在增强芯层(4‑2)管外壁，制成聚丙烯

外层管(4‑3)；

5)将支架(3)按照设定的间距固定在聚丙烯外层管(4‑3)外壁；

6)将聚乙烯外护层管(1)外套在支架(3)外层上，二头端封堵组成空腔体；

7)将纳米级碳酸钙与聚氨酯液体搅拌均匀后，用聚氨酯溶体输送机压入空腔体并发

泡，制成纳米碳酸钙复合聚氨酯保温层管(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制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中滑石粉改性成母粒与PP‑HM塑料材料的重量比为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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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预制保温工作管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

带增强管材。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用于输送热水管网的钢管工作管内壁，在冬季热水运行中，为防止管内热水

对钢管腐蚀情况发生，普遍存在热水中添加有色剂与氧气腐蚀；钢管在长期在热水中运行

尤其是夏季空管期，受侵入管内空气的影响，钢管内壁锈化腐蚀严重，锈蚀的固体颗粒堵塞

线路中弯头、三通以及室内地暖管网等，继而影响采暖效果等问题。同时，由于腐蚀造成的

管路破损，很容易产生管路渗漏，失水严重等问题，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耗。在夏季停水期

间，由于阀体管体渗漏导致管内空管，潮湿空气长时间进入管网内部，对管壁造成了进一步

的腐蚀，严重影响管网的使用寿命。在70年建筑体全寿命周期内，一般需要对管网进行5次

更换，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由于钢管自身导热系数较大，且随着时间

的延长管道的外保温材料效果逐步丧失，使得在热力与热水输送过程中50％的热值被白白

损耗，造成了严重的能源浪费，为此在现有技术中，大部分热力、热水、温泉等输送热水的工

作管网，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裸露钢管作为工作管，而是才用外套聚乙烯聚氨酯发泡预制

保温钢管作为工作管。目前，国内现有存量约260亿平方米住宅的地下地上热力管网均采用

的该种材料作为工作管。

[0003] 为了解决钢管自身材料被腐蚀、管路被堵塞、采暖效果差、管路长期失水等问题，

现有技术采用了纯塑料耐热聚烯管道(PE‑RT)、聚丙烯管道(PP‑R)来代替钢管作为保温工

作管使用。然而，现有替代钢塑料管材料在用于温度≥80℃高温水环境中，普通塑料管道普

遍存在以下问题：自身耐热性能差，不能满足80℃以上高温介质长期输送对温度的要求；耐

压性能差，在高温热水环境下不能满足大于工作压力PN≥1.0MPa以上高压的使用要求；刚

性差，不能满足于100mm直径、70℃以上环境条件下对刚性的使用需要。而聚氨酯发泡保温

材料，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自身耐压强度低，在温度与重量压力叠加下，会出现压实、压

裂、变形等问题，使得保温效果下降甚至失效；在热力热水管网的温差作用下，内置的钢管

或热塑复合管会出现热胀冷缩移动现象，而外层包括聚氨酯保温层在内被包覆的土方约束

成固定整体，保温层在管道压力与摩擦应力作用下，脆性的聚氨酯材料会被磨碎，失去整体

保温效果。

[0004] 连续纤维预浸带增强复合管，由于管端缠绕纤维芯层的存在，芯层与内外层塑料

之间的复合过度层，会因产品加工过程的瑕疵和内层冷缩过程的拉伸造成离隙层现象，管

内流体介质窜入离隙层导致复合管道接口产生失效。

[0005] 因此，开发一种能够显著提高管道系统自身的防腐蚀性、耐高压和耐高温性能，管

道接口安全，管道系统使用期寿命长，在70～130℃温度下能够保持较高刚度，同时保证保

温层具有良好的耐压耐磨和保温效果的新型热塑性复合管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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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道，其

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外护层1、保温层2、支架3、工作管道4，所述外护层1由高密度聚乙烯制

成包裹在保温层外壁上；所述保温层2用含2％～3％重量比的纳米级碳酸钙复合聚氨酯制

成的增强聚氨酯保温层包覆在工作管4外壁上；所述支架3是间距为1000～1500mm的镂空木

质或塑料空心圆环支架，起到支撑外护层的作用；所述工作管道4包括采用经过改性增强具

有高耐热高模量高韧性的聚丙烯内层管4‑1、连续纤维预浸带径向轴向增强芯层4‑2、聚丙

烯外层管4‑3组成的复合管材A、用复合管材同品质管件管制成的复合管接头B、复合管道熔

接口C组成，所述复合管接头B由管端上台阶B1下台阶B2构成的承口和复合管材段A'，组成，

所述的复合管道熔接口C由A复合管端口的上下台阶承口承插到B复合管接头管端的上下台

阶承口经热熔或电熔构成C1与C2承口制成。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聚丙烯内层管4‑1中含有10％～30％重量比的滑石粉改性体，通过

单螺杆挤出机在160℃～230℃条件下挤出成为熔体，经定径套真空箱、冷却水箱定型切割

制成。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滑石粉改性体由硅烷与钛酸脂复配偶联剂，在1000～1500r/min的

条件下，表面改性处理后得到。

[0009] 进一步的，将所述滑石粉改性体与聚丙烯塑料按6～8:4～2的比例混合，在双螺杆

挤出内在160℃～230℃条件下挤出造粒制成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混合添加分散到聚丙烯材

料中。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增强芯层4‑2用连续纤维预浸带，以由前进方向X轴50°～55°的缠

绕角多层次搭接缠绕构成增强层管熔贴在内层塑料管外层壁。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制作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2] 1)将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按照一定比例与PP‑HM塑料材料搅拌均匀后装入到内层挤

出机料筒内；

[0013] 2)开启内层挤出机挤出复合塑料熔体，经真空喷淋水冷却定型制作内层管4‑1；

[0014] 3)开启多组预浸带缠绕盘，边加热预浸带与内层管表层呈熔融状态，以40～65°倾

斜角度多层次缠绕预浸带熔贴于内层管4‑1外层壁，组成由轴向斜向敷设组成的连续纤维

预浸带缠绕层制成的增强芯层管4‑2；

[0015] 4)开启外层管挤出机，基础外层聚丙烯熔体包覆在增强芯层4‑2管外壁，制成聚丙

烯外层管4‑3；

[0016] 5)将支架3按照设定的间距固定在聚丙烯外层管4‑3外壁；

[0017] 6)将聚乙烯外护层管1外套在支架3外层上，二头端封堵组成空腔体；

[0018] 7)将纳米级碳酸钙与聚氨酯液体搅拌均匀后，用聚氨酯溶体输送机压入空腔体并

发泡，制成纳米碳酸钙复合聚氨酯保温层管2。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滑石粉改性成母粒与PP‑HM塑料材料的重量百分比为10

～30％：90～70％。

[0020] 本发明通过采用热塑性复合管道来替代钢管，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管道的耐腐蚀问

题；采用耐高温增强改性聚丙烯来替代普通PERT与PPR材料，来提高内层塑料工作管的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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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性，继而满足于热力一二级管网耐高温性能的使用要求；采用高强耐热的连续纤维预

浸带缠绕在内层管外壁，以增强工作管芯层耐径向应力、抗轴向应力，实现了对管材的耐高

压使用要求；采用复合管材同品质的管件管，来制作管接头，满足了管道70年全寿命周期内

管材管件同品质同寿命使用的要求；采用双层热熔承插连接管道接口技术，在封堵密封管

端避免管内介质窜入管层引起管道接口失效的同时，并增大承口熔接面积达到提高承口抗

轴向拉伸应力的性能。

[0021] 本发明通过采用木制或塑料制品空心圆环作为支架，使聚氨酯材料能够在支架的

空心部分流动，保证了管材良好的保温效果。同时，本发明还通过采用滑石粉改性体强化聚

丙烯内层管，显著提升了聚丙烯内层管力学性能，经强化后聚丙烯内层管的微卡软化点达

到了157～165℃，弯曲弹性模量达到了1800～2100MPa，内层管的耐热性、刚性与热变温度

点均得到了提升。最后，本发明通过调整连续纤维预浸带缠绕层的缠绕角，提升了轴线的抗

拉强度。采用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连续纤维预浸带增强芯层时，缠绕角越小管道受力受温

后轴向变形量越小，为使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能够在较高温度和压力下

能够长期正常的工作，本发明采用了较小的缠绕角来提升管道的稳定性。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0023] (1)本发明采用长期耐腐蚀的聚丙烯塑料作为内层管，极大的提高了管道系统自

身的防腐蚀性，显著延长了管材的使用寿命。

[0024] (2)本发明采用高微卡软化点157～165℃无机材料改性后的聚丙烯塑料作为内层

管，极大提高了管道系统的耐热性，使得改性后的管道能够在130℃的环境下长期使用。

[0025] (3)本发明采用高模量的聚丙烯塑料经无机材料改性后作为内层管，使得由本发

明所述管材制成的管道系统能够在70～130℃的温度下保持较高的刚度。

[0026] (4)本发明采用高强的0～45°连续预浸菱形带作为增强抗径向与轴向应力的方

法，极大的提高了管道自身的耐高压与耐高温性能，同时提高了管道自身抗轴向应力与降

低了管道线膨胀系数，继而实现管道在温度与压力存在下管道径向与轴向尺寸的稳定性。

[0027] (5)本发明采用了纳米级颗粒固体来增强聚氨酯保温材料，极大提高了复配保温

材料的整体强度，提升了保温体自身的抗压强度与耐磨强度，继而确保了管材保温层的耐

压耐磨和保温效果。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管材结构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管材工作管结构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管材的复合管接头B；

[0032] 图4为本发明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管材的复合熔接口C。

[0033] 附图标记说明：1、外护管；2、保温层；3、支架；4、工作管；4‑1、高耐热高模量聚丙烯

内层管；4‑2、连续纤维预浸带增强芯层；4‑3、聚丙烯外层管；A'、复合管材段；B、复合管接

头；B1、管端上台阶；B2、管端下台阶；C1、承接口；C2、承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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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道，其由外到内依次设置

有外护层1、保温层2、支架3、工作管道4，所述外护层1由高密度聚乙烯制成包裹在保温层外

壁上；所述保温层2用含2％～3％重量比的纳米级碳酸钙复合聚氨酯制成的增强聚氨酯保

温层包覆在工作管4外壁上；所述支架3是间距为1000～1500mm的镂空木质或塑料空心圆环

支架，起到支撑外护层的作用；所述工作管道4包括采用经过改性增强具有高耐热高模量高

韧性的聚丙烯内层管4‑1、连续纤维预浸带径向轴向增强芯层4‑2、聚丙烯外层管4‑3组成的

复合管材A、用复合管材同品质管件管制成的复合管接头B、复合管道熔接口C组成，所述复

合管接头B由管端上台阶B1下台阶B2构成的承口和复合管材段A'，组成，所述的复合管道熔

接口C由A复合管端口的上下台阶承口承插到B复合管接头管端的上下台阶承口经热熔或电

熔构成C1与C2承口制成。

[003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聚丙烯内层管4‑1中含有10％～30％重量比的滑石粉改性

体，通过单螺杆挤出机在160℃～230℃条件下挤出成为熔体，经定径套真空箱、冷却水箱定

型切割制成。

[0036]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滑石粉改性体由硅烷与钛酸脂复配偶联剂，在1000～

1500r/min的条件下，表面改性处理后得到。

[0037] 在一个实施例中，将所述滑石粉改性体与聚丙烯塑料按6～8:4～2的比例混合，在

双螺杆挤出内在160℃～230℃条件下挤出造粒制成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混合添加分散到聚

丙烯材料中。

[003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增强芯层4‑2用连续纤维预浸带，以由前进方向X轴50°～

55°的缠绕角多层次搭接缠绕构成增强层管熔贴在内层塑料管外层壁。

[0039]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制作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0] 1)将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按照一定比例与PP‑HM塑料材料搅拌均匀后装入到内层挤

出机料筒内；

[0041] 2)开启内层挤出机挤出复合塑料熔体，经真空喷淋水冷却定型制作内层管4‑1；

[0042] 3)开启多组预浸带缠绕盘，边加热预浸带与内层管表层呈熔融状态，以40～65°倾

斜角度多层次缠绕预浸带熔贴于内层管4‑1外层壁，组成由轴向斜向敷设组成的连续纤维

预浸带缠绕层制成的增强芯层管4‑2；

[0043] 4)开启外层管挤出机，基础外层聚丙烯熔体包覆在增强芯层4‑2管外壁，制成聚丙

烯外层管4‑3；

[0044] 5)将支架3按照设定的间距固定在聚丙烯外层管4‑3外壁；

[0045] 6)将聚乙烯外护层管1外套在支架3外层上，二头端封堵组成空腔体；

[0046] 7)将纳米级碳酸钙与聚氨酯液体搅拌均匀后，用聚氨酯溶体输送机压入空腔体并

发泡，制成纳米碳酸钙复合聚氨酯保温层管2。

[0047]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步骤1)中滑石粉改性成母粒与PP‑HM塑料材料的重量比为1

～3：9～7。

[0048] 本发明采用长期耐腐蚀的聚丙烯塑料作为内层管，极大延长了管道系统自身的防

腐蚀及其长期寿命性；采用高微卡软化点157～165℃无机材料改性后的聚丙烯塑料作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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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管，极大提高了管道系统耐热性，改性后的管道能够在130℃的环境下长期使用；采用高

模量的聚丙烯塑料与无机材料改性后作为内层管，使得由本发明制备的管材制成的管道系

统能够在70～130℃的温度下保持较高的刚度；采用高强的连续预浸带作为增强抗径向与

轴向应力的方法，极大提高了管道自身的耐高压与耐高温性能，同时提高了管道的稳定性；

采用絮状纤维丝束来增强聚氨酯保温材料，极大提高了复配保温材料的整体强度，提升了

保温体自身的抗压强度与耐磨强度，继而确保了管材保温层的耐压耐磨保温效果。

[0049]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进行进

一步说明。

[0050] 实施例1

[0051] 一种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道，其由外到内依次设置有外护层1、保

温层2、支架3、工作管道4，所述外护层1由高密度聚乙烯制成包裹在保温层外壁上；所述保

温层2用含2％重量比的纳米级碳酸钙复合聚氨酯制成的增强聚氨酯保温层包覆在工作管4

外壁上；所述支架3是间距为1000mm的镂空木质或塑料空心圆环支架，起到支撑外护层的作

用；所述工作管道4包括采用经过改性增强具有高耐热高模量高韧性的聚丙烯内层管4‑1、

连续纤维预浸带径向轴向增强芯层4‑2、聚丙烯外层管4‑3组成的复合管材A、用复合管材同

品质管件管制成的复合管接头B、复合管道熔接口C组成，所述复合管接头B由管端上台阶B1

下台阶B2构成的承口和复合管材段A'组成，所述的复合管道熔接口C由A复合管端口的上下

台阶承口承插到B复合管接头管端的上下台阶承口经热熔或电熔构成C1与C2承口制成。

[0052] 所述聚丙烯内层管4‑1中含有重量百分比30％的滑石粉母粒与70％是聚丙烯材

料，经搅拌均匀后，通过单螺杆挤出机在180～220℃条件下挤出成为熔体，经定径套真空

箱、冷却水箱定型切割制成。

[0053] 所述滑石粉改性体由硅烷与钛酸脂复配偶联剂，在常温下800r/min的条件下，表

面改性处理后得到。

[0054] 将所述滑石粉改性体与聚丙烯塑料按6:4的比例混合均匀，在双螺杆挤出内在200

℃条件下挤出造粒制成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混合添加分散到聚丙烯材料中。

[005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增强芯层4‑2用连续纤维预浸带，以由前进方向X轴50°的缠

绕角多层次搭接缠绕构成增强层管熔贴在内层塑料管外层壁。

[0056] 所述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材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将滑石粉改性成母粒按照与PP‑HM塑料材料按照重量比为2:8的比例搅拌均匀

后装入到内层挤出机料筒内；

[0058] 2)开启内层挤出机挤出复合塑料熔体，经真空喷淋水冷却定型制作内层管4‑1；

[0059] 3)开启多组预浸带缠绕盘，边加热预浸带与内层管表层呈熔融状态，以50°倾斜角

度多层次缠绕预浸带熔贴于内层管4‑1外层壁，组成由轴向斜向敷设组成的连续纤维预浸

带缠绕层制成的增强芯层管4‑2；

[0060] 4)开启外层管挤出机，基础外层聚丙烯熔体包覆在增强芯层4‑2管外壁，制成聚丙

烯外层管4‑3；

[0061] 5)将支架3按照设定的间距固定在聚丙烯外层管4‑3外壁；

[0062] 6)将聚乙烯外护层管1外套在支架3外层上，二头端封堵组成空腔体；

[0063] 7)将纳米级碳酸钙与聚氨酯液体搅拌均匀后，用聚氨酯溶体输送机压入空腔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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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制成纳米碳酸钙复合聚氨酯保温层管2。

[0064] 所述连续纤维预浸带是购于市场的产品。

[0065] 所述聚丙烯外层管4‑3与聚丙烯内层管4‑1材质相同，通过熔融挤出包覆在增强芯

层4‑2外壁上。

[0066] 所述的聚氨酯材料购于市场的产品。

[0067] 所述的纳米级碳酸钙购于市场的产品。

[0068] 所述的复合管材、复合管接头，能满足于130℃、2.0MPa、1000小时和95℃、3.0MPa、

1000小时静液压试验要求。

[0069] 所述的复合管材、复合管接头构成的管道接口，能满足于130℃、2.0MPa、1000小时

和95℃、3.0MPa、1000小时和23℃、6.0MPa、1小时静液压试验要求。

[0070] 测试例1

[0071] 对实施例1中得到的预制保温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增强管道的各项性能进行测

定，检测方法和检测结果如下：

[0072]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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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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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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