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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

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嵌段共聚聚丙烯粒料60～85份、填

料5～10份、增容增韧剂5～30份、流动性改性剂1

～5份。本发明的专用料所生产的波纹管，具有力

学性能好、低温抗冲击性能较佳、热变形温度较

高、导热系数较高、阻燃性好、表面光泽度良好和

生产稳定性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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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其特征在于，由下述重量配方

组成：

嵌段共聚聚丙烯粉料60～85份

填料5～10份

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5～30份

流动性改性剂1～5份；

所述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为LLDPE、UHMW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S‑2001按一定质

量配方熔融共混制备的合金，其制备方法为：

A.干燥：将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在干燥箱中80℃干燥4~8h；

B.称量：按照重量比75/25/10配比，称取干燥后的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

剂S‑2001；

C.共混：将称取后的各组分置于高速捏合机中高速混合5~10min，所述高速混合机的转

速为600~2000rpm；

D.挤出造粒：将上述充分混合均匀的原料投入到螺杆挤出机，经过195~205℃的高温加

热，在高温螺杆熔腔内熔融塑化并以转速为200~300rpm挤出原料；从螺杆挤出的原料经冷

却送入切粒机中切割成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颗粒；

所述填料为目数≥2000且表面经过偶联剂处理的空心玻璃微珠及纳米碳酸钙，其空心

玻璃微珠与纳米碳酸钙的重量配比为1~20:1，制备方法为：将配方量的空心玻璃微珠及纳

米碳酸钙与0.5~2wt%的偶联剂一并加入高混机中，保持转速600~2000rpm，高速搅拌5~
30min，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嵌段共聚聚丙烯为MFR：0.45g/10min、弯曲模量≥500MPa、‑20℃的缺口冲击强度

≥15kJ/m2、拉伸强度≥20MPa，断裂伸长率≤350%的粒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流动性改性剂为含氟助剂或硅酮粉。

4.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的步骤：

(1)将嵌段共聚聚丙烯粒料和填料烘干去除水分后，按配比放入高速混合机混合，保持

转速600~2000rpm，高速搅拌5~20min；

(2)依次将配方量的烘干后的增容增韧剂、流动性改性剂加入上述高速混合机中，继续

共混5~15min；

(3)将共混物料放入双螺杆造粒机制得UHMWPE合金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的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双螺杆工艺参数为：螺杆转速200~300rpm，加工温度1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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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及其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通用塑料的高性能化  、工程塑料化是聚合物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追求

目标之一。塑料增韧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手段。最常用且最有效的增韧手段就是在被增韧基

体中引入柔性聚合物，当体系受到外力冲击时，通过引发橡胶粒子周围基体的银纹及剪切

屈服从而大量吸收冲击能，从而提高基体的韧性，典型的例子是橡胶增韧塑料。但这一类方

法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即虽然塑料基体的韧性提高了，但往往造成强度、模量、硬度等力学

性能的下降。

[0003] 我国是塑料制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特别是塑料管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了极

其重要的地位。塑料管道被广泛地应用于建筑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工程、通讯工程和石油

化工工程等诸多工业应用领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目前电力用波纹管材一般为HDPE

管材和MPP单壁波纹管，分别采用HDPE（高密度聚乙烯）和增韧增强改性聚丙烯材料，此两种

材料均只能应用于圆形管材，不能适用于方形电力用改性聚丙烯管材的使用要求。HDPE管

材具有以下缺点：1、维卡温度低，耐热性差，不足80  ℃；2、拉伸强度低，小于18  MPa；3、弯曲

模量低，小于800  MPa；4、阻燃性差，易燃；5、加工性较差，HDPE材料粘度较高，造成生产速度

较慢，管材外观光泽度较差。

[0004] MPP单壁波纹管采用增强改性聚丙烯原料制成，其主要机理是通过填加大量的无

机增强材料来提高管材的强度（圆形管材因受结构所限，在垂直方向的抗  压能力要大大低

于方形管材，所以需通过材料来弥补结构缺陷），但如此一来，  极大的破坏了材料的韧性指

标和其它指标，因此存在以下缺点：1、低温性能差， 因为了弥补结构的抗压能力缺陷，在材

料中填加了大量的无机增强材料，严重破坏了材料的韧性，冲击性能相比大幅下降；2、拉伸

强度较低，一般为22  MPa左右；3、制品表面光滑度相比较差；4、阻燃性差，因为了提高材料

模量，在配方中加入了较大量的无机粉体材料，而该无机粉体材料对制品有助燃作用，因此

无法做到阻燃；5、导热系数较低，为0.28～0.32，造成冷却成型速度慢，生产速度较低，加工

成本偏高。

[0005] 聚丙烯作为石化下游产品，具有产量大、性价比高的优点，广泛应用于管材、板材、

注塑制品等，其改性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众多科研院所与企业的重视，目前国内外针对聚

丙烯的改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接枝改性、共聚改性、交联改性及共混改性。目前

我国等规PP固相接枝改性方法尚属空白，而共混改性操作简单、生产周期短、适合批量生产

等，其发展迅速。

[0006] 本发明以嵌段共聚PP为主基材，以空心玻璃微球、纳米碳酸钙为填料，筛选或制备

高性价比的合金增容增韧剂、流动性改性剂等进行共混改性，研制“合金改性聚丙烯”专用

料；并将该专用料运用于电力电缆护套用外方内圆单壁波纹管的生产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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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采用塑料合金改性方法，提供一种UHMWPE

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及其制备方法，从而获得高性能、功能化、专用化的

新材料，改善并提高了单一塑料材料的性能，且实现制品轻量化及成本降低。

[0008]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由下述重量配方组成：

[0010] 嵌段共聚聚丙烯粉料                     60～85份

[0011] 填料                                   5～10份

[0012] 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                   5～30份

[0013] 流动性改性剂                           1～5份。

[0014] 所述嵌段共聚聚丙烯为MFR:0.45  g/10min、弯曲模量≥500  MPa、缺口冲击强度（‑

20℃）≥15  kJ/m2、拉伸强度≥20MPa，断裂伸长率≤350% 的粒料；高分子聚合物为基体材

料，为专用料的强度和低温韧性奠定了基础。

[0015] 所述填料为目数≥2000且表面经过偶联剂处理的空心玻璃微珠及纳米碳酸钙，其

空心玻璃微珠及纳米碳酸钙重量配比为1~20:1，制备方法为：将适量的空心玻璃微珠及纳

米碳酸钙与0.5~2  wt%的偶联剂一并加入高混机中，保持转速600~2000  rpm，高速搅拌5~
30min，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复配填料赋予了专用料高抗压强度、高熔点、高电阻率、

热收缩系数小等特点，同时明显的减轻重量，使制品具有很好的抗龟裂性能和再加工性能。

[0016] 所述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为LLDPE、UHMW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S‑2001按一

定质量配方熔融共混制备的合金，其制备方法为：

[0017] A.干燥：将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在干燥箱中80℃干燥4~8  h；

[0018] B.称量：按照重量百分比75/25/10配比，称取干燥后的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

冲击改性剂S‑2001；

[0019] C.共混：将称取后的各组分置于高速捏合机中高速混合5~10  min，所述高速混合

机的转速为600~2000  rpm；

[0020] D.挤出造粒：将上述充分混合均匀的原料投入到螺杆挤出机，经过195~205  ℃的

高温加热，在高温螺杆熔腔内熔融塑化并以转速为200~300  rpm挤出原料；从螺杆挤出的原

料经冷却送入切粒机中切割成UHMWPE/LLDPE合金颗粒。自制的合金增韧增容剂使基体树脂

附着力增强，拉伸模量提高，易于与其他树脂共混，增进极性材料与非极性材料粘接性和相

容性的桥梁，改善配方体系中各组分亲和性和分散性，从而提高改性聚丙烯的拉伸和冲击

强度。同时还有增韧的功能，能够大幅提高聚丙烯的冲击性能。

[0021] 所述流动性改性剂为含氟助剂或硅酮粉，能够提高聚丙烯树脂的加工流动性，改

善物料的分散性和润滑性，以确保材料的流动性适中，能够适用于波纹形管材的要求，有利

于改善产品表面光泽度和光滑度，降低熔体压力，减少生产中待料时间，降低加工温度，减

少树脂分解，降低能耗。

[0022] 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制备方法，包括以下的步骤：

[0023] (1)将嵌段共聚聚丙烯粒料和填料烘干去除水分后，按配比放入高速混合机混合，

保持转速600~2000  rpm，高速搅拌5~20  min；

[0024] (2)依次将配方量的烘干后的增容增韧剂、流动性改性剂加入上述高速混合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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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共混5~15  min；

[0025] (3)将共混物料放入双螺杆造粒机制得UHMWPE合金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

[0026] 所述双螺杆工艺参数为：螺杆转速200~300  rpm，加工温度160~205℃。

[002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具有如下特点和优点：1、制品低温韧性好，表面光泽

度良好；2、制品具有高抗压强度、高熔点、热收缩系数小等特点；3、制品具有很好的抗龟裂

性能和再加工性能；4、采用塑料合金改性方法，获得高性能、功能化、专用化的新材料，改善

并提高了单一塑料材料的性能；5、实现制品轻量化及成本降低。

附图说明

[0028] 图1  不同含量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PP的力学性能——拉伸强度影响图，注：

PUPE‑10代表PP/UHMWPE合金中UHMWPE合金占10份，其余依次类推。

[0029] 图2  不同含量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PP的力学性能——断裂伸长率影响图，

注：PUPE‑10代表PP/UHMWPE合金中UHMWPE合金占10份，其余依次类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发明下述实施例所采用的所述嵌段共聚聚丙烯为MFR:0.45  g/10min、弯曲模量

≥500  MPa、缺口冲击强度（‑20℃）≥15  kJ/m2、拉伸强度≥20MPa，断裂伸长率≤350% 的粒

料。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由：嵌段共聚聚丙烯粉料80

份、填料8份、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10份、流动性改性剂2份。

[0033] 制备方法，按以下的步骤进行：

[0034] (1)将空心玻璃微球6kg、纳米碳酸钙2  kg与1  wt%的硅烷偶联剂KH560一并加入高

混机中，保持转速2000  rpm，高速搅拌20min，得到本发明所述的填料；

[0035] (2)本发明所述的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为LLDPE、UHMW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

S‑2001按一定质量配方熔融共混制备的合金，其制备方法为：

[0036] A.干燥：将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S‑2001在干燥箱中80℃干燥4  h；

[0037] B.称量：按照重量百分比75/25/10，称取干燥后的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

改性剂S‑2001；

[0038] C.共混：将称取后的各组分置于高速捏合机中高速混合10  min，所述高速混合机

的转速为2000  rpm；

[0039] D.挤出造粒：将上述充分混合均匀的原料投入到螺杆挤出机，经过195~205  ℃的

高温加热，在高温螺杆熔腔内熔融塑化并以转速为200  rpm挤出原料；从螺杆挤出的原料经

冷却送入切粒机中切割成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颗粒。

[0040] (3)将烘干去除水分的嵌段共聚聚丙烯粉料80  kg和步骤(1)得到的填料8  kg放入

高速混合机混合，保持转速2000  rpm，高速搅拌10  min；

[0041] (4)依次将烘干后的步骤(2)得到的增容增韧剂10  kg、含氟聚合物助剂PPA(CHY‑

F5000)2  kg加入上述高速混合机中，继续共混10  min；

[0042] (5)将步骤(4)得到的共混物料100  kg放入双螺杆造粒机制得高性能化合金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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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螺杆转速200  rpm，加工温度160~205℃。

[0043] (6)  将步骤(5)得到的专用料加入到挤出成型机中后，经挤出成型机的料筒压缩、

均化后，自成型口模挤出成型，然后经定径、冷却及牵引等操作，得到改性聚丙烯波纹管。螺

杆转速200  rpm，加工温度170~210℃。所制备的改性聚丙烯波纹管的各项性能指标值见表

1。

[0044] 实施例2

[0045] 一种UHMWPE合金增容增韧改性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由：嵌段共聚聚丙烯粉料60

份、填料8份、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30份、流动性改性剂2份。

[0046] 制备方法，按以下的步骤进行：

[0047] (1)将空心玻璃微球6  kg、纳米碳酸钙2kg与1  wt%的硅烷偶联剂KH550

[0048] 一并加入高混机中，保持转速2000  rpm，高速搅拌20min，得到本发明所述的填料；

[0049] (2)本发明所述的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为LLDPE、UHMW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

S‑2001按一定质量配方熔融共混制备的合金，其制备方法为：

[0050] A.干燥：将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在干燥箱中80℃干燥4  h；

[0051] B.称量：按照重量百分比75/25/10，称取干燥后的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

改性剂S‑2001；

[0052] C.共混：将称取后的各组分置于高速捏合机中高速混合10  min，所述高速混合机

的转速为2000  rpm；

[0053] D.挤出造粒：将上述充分混合均匀的原料投入到螺杆挤出机，经过195~205  ℃的

高温加热，在高温螺杆熔腔内熔融塑化并以转速为200  rpm挤出原料；从螺杆挤出的原料经

冷却送入切粒机中切割成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颗粒。

[0054] (3)将烘干去除水分的嵌段共聚聚丙烯粉料60  kg和步骤(1)得到的填料8  kg放入

高速混合机混合，保持转速2000  rpm，高速搅拌10  min；

[0055] (4)依次将烘干后的步骤(2)得到的增容增韧剂30  kg、含氟聚合物助剂PPA(CHY‑

F5000)2  kg加入上述高速混合机中，继续共混10  min；

[0056] (5)  将步骤(4)得到的共混物料100  kg放入双螺杆造粒机制得高性能化合金改性

聚丙烯波纹管专用料，螺杆转速200  rpm，加工温度160~205℃。

[0057] 实施例3

[0058] (1)将LLDPE、UHMW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S‑2001按一定质量比熔融共混制备

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制备方法，如下：

[0059] A.干燥：将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改性剂在干燥箱中80℃干燥4  h；

[0060] B.称量：按照重量百分比75/25/10，称取干燥后的UHMWPE、LLDPE及有机硅抗冲击

改性剂S‑2001；

[0061] C.共混：将称取后的各组分置于高速捏合机中高速混合10  min，所述高速混合机

的转速为2000  rpm；

[0062] D.挤出造粒：将上述充分混合均匀的原料投入到螺杆挤出机，经过195~205  ℃的

高温加热，在高温螺杆熔腔内熔融塑化并以转速为200  rpm挤出原料；从螺杆挤出的原料经

冷却送入切粒机中切割成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颗粒。

[0063] (2)  将5.0  kg均聚聚丙烯、5  kg嵌段共聚聚丙烯，与上述的增容增韧剂添加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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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10wt%、20  wt%、30  wt%混合均匀，再加入适量填料和流动性改性剂混合均匀，在双螺杆挤

出机中进行熔融造粒，料筒温度分别为130  ℃，145  ℃，155  ℃，170  ℃，180  ℃，185  ℃，

195  ℃，205  ℃，180  ℃，170  ℃，螺杆转速225  r/min，喂料速度25r/min。母粒进行注塑，注

塑机温度分别为210  ℃，215  ℃，210  ℃。注塑所得样条进行拉伸性能测试，性能测试方法

符合国标(GB/T1040.2‑2006)。所得结果见图1和图2。

[0064] 由图可知：当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含量达到20wt%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达

到最大值，力学性能良好；当UHMWPE合金增容增韧剂含量达到30wt%时，由于熔体黏度变大，

熔体强度变差，因此力学性能变差。

[0065] 表1为应用本发明实施例1所制备的波纹管的各项性能指标值

[0066] 序号 测试项目 指标值

1 摩擦系数 ＜0.3

2 环刚度（23℃） S1≥25.0 kN/m2

3 环段热压缩力（70℃，1h） ≥1.0 kN

4 压扁性能（23℃） 压至管径的1/2，管材不破裂

5 维卡软化温度（10N，50℃/h） ≥130℃

6 落锤冲击试验（‑5℃） 9/10不破裂

7 弯曲半径（10倍管材DN） 管材无开裂、无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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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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