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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及装置，方法是：第一步，

将石墨材料用硝酸处理，然后用酒精清洗并干燥

后与偶联剂共混搅拌并放入高速分散机中，使其

混合均匀；第二步，将步骤一得到的共混物同

HDPE按一定比例加入到挤出机中共混挤出，造粒

后获得石墨材料/HDPE母粒；第三步，将上述母粒

和UHMWPE以一定的比例均匀搅拌混合后放入挤

出机料筒，挤出机机筒采用电磁加热系统，混合

物充分均匀熔融后从挤出口模挤出，经型材定型

冷却系统得到所需的制品。本发明的方法及装置

利用石墨材料/HDPE作为改性母粒，在电涡流作

用下发热并作为传热介质，将热量均匀供传递给

UHMWPE，同时，母粒弱化了UHMWPE自润滑性能，提

高了料和机筒摩擦力，螺杆输送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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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操作步骤如下：第

一步，将石墨材料用硝酸处理，然后用酒精清洗并干燥后与偶联剂共混搅拌并放入高速分

散机中，使其混合均匀；第二步，将步骤一得到的共混物同HDPE按一定比例加入到挤出机中

共混挤出，造粒后获得石墨材料/HDPE母粒，母粒的外表面制作成带棱的结构，或者母粒在

混入UHMWPE之前经过粗糙辊进行滚压，使得母粒的外表面粗糙；第三步，将上述母粒和

UHMWPE以一定的比例均匀搅拌混合后放入挤出机料筒，挤出机机筒采用电磁加热系统，电

磁加热作用下，机筒、螺杆以及材料中的石墨材料同时生热，UHMWPE获得均匀分散其中的石

墨材料的热量、螺杆剪切生热及机筒和螺杆传递的热量，混合物充分均匀熔融后从挤出口

模挤出，经型材定型冷却系统得到所需的制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采用的石墨材料是石墨粉、石墨片、石墨烯或石墨化碳纤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石墨粉的平均直径在500nm-1mm之间，石墨化碳纤维的平均长度在0.01mm-3m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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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装置及方法，

属于UHMWPE加工成型的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UHMWPE是黏均分子量达150万到1  000万的聚乙烯，其分子链很长，且沿同一方向

排列，并相互缠绕。通过强化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较长的分子链能够更有效地将载荷传递

给主链。这样特殊的结构使UHMWPE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环境应力开裂性和抗老化性能，以

及冲击强度高、自润滑性能好、不粘附、表面自由能低等特点。在国外，UHMWPE被称为“令人

惊异的塑料”，在化工、纺织、医学、建筑、冶金、矿业、水利、煤炭、电力等领域应用广泛。

[0003] UHMWPE的分子量大、熔体黏度高、临界剪切速率低、摩擦系数小、成型温度范围窄，

易氧化降解，因此不易成型加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故研究UHMWPE的成型加工显

得尤为重要。

[0004] 目前UHMWPE的成型加工常有的方法主要有模压成型、挤出成型、注塑成型以及近

些年开发的特殊成型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缺点。其中模压成型设备简单成本低，较为经

济，但是其加工过程中受热不均，而且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质量不稳定。对于挤出成型

和注塑成型，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秦建华等发明了一种UHMWPE管材单

螺杆挤出机筒成型设备(公开号CN101117017A)，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其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刘玉凤等用德国Battenfeld公司的高压高速注射机，对UHMWPE的注塑成型工艺进行了研

究，通过降低喷嘴直径并配以合适的转速生产出性能较为优良的产品，其设备缺点是功率

小，容易在高剪切作用下降解。挤出成型方法普遍为螺杆搅拌及外部电阻加热圈加热的熔

融手段。如何实现均匀高效塑化，并且克服其自润滑特性实现稳定输送成为需要解决的问

题。

[0005] 本发明将解决UHMWPE高粘度难均匀塑化的问题，同时还将克服输送摩擦力不足的

问题，提出装置和方法相结合的解决方案，用于不同加工领域需要UHMWPE塑化和输送的场

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出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及装置。用表面处理过的石墨

材料制备高密度聚乙烯(HDPE)母粒，并与UHMWPE共混物加入塑化挤出设备中，设备外设置

电磁加热装置，机筒和石墨材料处于电磁场中，在电涡流作用下发热并作为传热介质，将热

量均匀供传递给UHMWPE，同时，石墨材料的加入弱化了UHMWPE的自润滑性能，提高了料和机

筒的摩擦力，螺杆输送能力提高。该方法可扩展到需要对UHMWPE高效塑化和输送的各种工

艺装备中。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改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塑化

和输送性能的方法，操作步骤如下：第一步，将石墨材料用硝酸处理，然后用酒精清洗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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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后与偶联剂共混搅拌并放入高速分散机中，使其混合均匀，其中石墨材料的添加比例为

50％～98％；第二步，将步骤一得到的共混物同HDPE按一定比例(例如1:1～1:3的比例)加

入到双螺杆挤出机中共混挤出，造粒后获得石墨材料/HDPE母粒；第三步，将上述母粒和

UHMWPE以一定的比例(可选的比例为1％～20％)均匀搅拌混合后放入挤出机料筒，挤出机

机筒采用电磁加热系统，电磁加热作用下，机筒、螺杆以及材料中的石墨材料同时生热，

UHMWPE获得均匀分散其中的石墨材料的热量、螺杆剪切生热及机筒和螺杆传递的热量，均

匀分散在基体UHMWPE中的石墨材料弥补了传质传热不足的缺点，还起到增大摩擦阻力的作

用，即熔体块向前输送的驱动力变大。

[0008]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其中采用的石墨材料可以是石墨

粉、石墨片、石墨烯或石墨化碳纤维，其中石墨粉的平均直径在500nm-1mm之间，石墨化碳纤

维的平均长度在0.01mm-3mm之间，尺度分布不超过50％，对材料尺度的控制，有助于提高基

体材料熔体的摩擦系数，尺度越大，摩擦系数越大，电磁作用生热效果越明显。

[0009]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其中采用的偶联剂优选硅烷偶联

剂。

[0010]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其中石墨材料/HDPE在UHMWPE中

的质量分数不超过30％，石墨材料含量越高，在同样电磁外部作用条件下，产生的热量越

大，基体越容易运动，特别地，石墨烯或者石墨化碳纤维的加入有助于提高加工成品整体力

学性能及导电性，达到多重效果。

[0011]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装置及方法，采用高频电磁加热的方法

对粉料进行加热熔融，替换传统的电阻加热圈加热，电磁加热频率优选和石墨材料的共振

频率相吻合，有助于提高石墨材料的发热效率提高，有助于提高石墨材料和基体材料的结

合强度。

[0012]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石墨材料也可以是铝粉等其他导

电材料，作用是在交变磁场作用下能够产生电涡流进而生热，均匀分散在UHMWPE中可实现

高效均匀加热。

[0013] 采用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的装置，主要包括混合装置和

挤出机，混合装置将处理过石墨材料与HDPE混合，所述的挤出机包括进料筒、机筒、螺杆、保

温层、电磁加热装置一段、电磁加热装置二段、电磁加热装置三段、挤出机模头、颗粒冷却及

成型系统和传动系统，螺杆位于机筒内部，机筒外有保温层，保温层外部从机筒加料口到挤

出机模头排布电磁加热装置一段、电磁加热装置二段、电磁加热装置三段，机筒加料口处安

装有进料筒，传动系统控制螺杆的旋转，处理过的石墨材料与HDPE塑化均匀经挤出机模头

后再经过颗粒冷却及成型系统进行造粒得到母粒。母粒与UHMWPE根据性能要求按比例混合

后经挤出机加工成所需型材。型材加工用挤出机包括包括进料筒、机筒、螺杆、保温层、电磁

加热装置一段、电磁加热装置二段、电磁加热装置三段、挤出机模头、型材定型冷却系统和

控制系统，由于有母粒的混入，UHMWPE与母粒的混合材料与加料段机筒的内径的摩擦系数

增大，挤出性能提高，按照UHMWPE的加工温度要求设计调节电磁加热装置一段、调节电磁加

热装置二段和调节电磁加热装置三段的温度，混合物充分均匀熔融后从挤出口模挤出，经

型材定型冷却系统得到所需的制品。

[0014]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装置，采用高频电磁加热的方法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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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聚合物加工的加热，如注塑、滚塑、压铸等。电磁加热能够提高温控精度，也是高效节

能的加热方式，减小能耗，降低成本。

[0015]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6] 1.利用石墨材料/HDPE作为改性母粒，加入UHMWPE挤出过程，在电磁作用下具备良

好相容性，一颗颗母粒作为热源是很好的发热介质，为UHMWPE提供均匀分散的热量，将母粒

邻近的UHMWPE熔化。

[0017] 2.石墨材料或其他金属颗粒的加入，使得基体材料同机筒的摩擦系数提高，促进

了螺杆挤压下输送能力的提高。

[0018] 3.石墨材料的加入，可改善基体材料的导电特性，用于需要静电屏蔽等场合。

[0019] 4.当石墨材料采用石墨烯、石墨化碳纤维时，基体材料成型后的力学性能将提升。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方法的流程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装置挤出加工设备简图。

[0022] 图中：1-进料筒；2-机筒；3-保温层；4-电磁加热装置一段；5-电磁加热装置二段；

6-电磁加热装置三段；7-挤出机模头；8-螺杆；9-电机座；10-联轴器；11-套筒；12-推力轴

承；13-轴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方法及装置，如图1所示，为混料制备流

程。

[0024] 第一步，将石墨材料用硝酸处理，然后用酒精清洗并干燥后与偶联剂共混搅拌并

加入高速分散机中，使其混合均匀，其中石墨材料的添加比例为50％；第二步，将步骤一得

到的共混物同HDPE以1:1的比例加入到双螺杆挤出机中共混挤出，造粒后获得石墨材料/

HDPE母粒；第三步，将上述母粒和UHMWPE以8％的比例均匀搅拌混合后得到共混粉末。本发

明的装置主要包括混合装置和挤出机，混合装置将处理过石墨材料与HDPE混合。所述的挤

出机包括进料筒1、机筒2、螺杆8、保温层3、电磁加热装置一段4、电磁加热装置二段5、电磁

加热装置三段6、挤出机模头7、颗粒冷却及成型系统和传动系统，，图2中示出了部分组成，

螺杆8位于机筒2内部，机筒2外有保温层3，保温层3外部从机筒2加料口到挤出机模头7排布

电磁加热装置一段4、电磁加热装置二段5、电磁加热装置三段6，机筒加料口处安装有进料

筒1，传动系统控制螺杆8的旋转，图2所示螺杆8相关的还有联轴器10、套筒11、推力轴承12、

轴套13和电机座9，处理过的石墨材料与HDPE塑化均匀经挤出机模头7后再经过颗粒冷却及

成型系统进行造粒得到母粒。母粒与UHMWPE根据性能要求按比例混合后经挤出机加工成所

需型材。型材加工用挤出机包括进料筒、机筒、螺杆、保温层、电磁加热装置一段、电磁加热

装置二段、电磁加热装置三段、挤出机模头、型材定型冷却系统和控制系统，由于有母粒的

混入，UHMWPE与母粒的混合材料与加料段机筒的内径的摩擦系数增大，挤出性能提高，按照

UHMWPE的加工温度要求设计调节电磁加热装置一段、调节电磁加热装置二段和调节电磁加

热装置三段的温度，混合物充分均匀熔融后从挤出口模挤出，经型材定型冷却系统得到所

需的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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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母粒的外表面可以制作成带棱的结构，或者母粒在混入UHMWPE之前经过粗糙辊进

行滚压，使得母粒的外表面粗糙，当母粒与UHMWPE混合后在挤出机中塑化时，混合物料与机

筒的摩擦力更大，可进一步增大挤出量。

[0026] 本发明一种改善UHMWPE塑化和输送性能的装置，所述的挤出机选用双螺杆挤出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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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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