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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热塑性塑料制造领域，具体为一

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

及其制备方法。一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

双向增强复合管，包括内衬层(11)，其特征是，还

包括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内衬层(11)、

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这三者由内至外依

次套设，增强芯层(12)包括由内至外的径向增强

层(121)和轴向增强层(122)。一种热塑性连续玻

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①挤内层；②缠径向

层；③缠轴向层；④挤面层；⑤定型。本发明结构

简单，制造方便，机械性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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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包括内衬层(11)，其特征是，还包

括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内衬层(11)、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这三者由内至外

依次套设，

增强芯层(12)包括由内至外的径向增强层(121)和轴向增强层(122)，径向增强层

(121)至少有两层，每层的径向增强层(121)由预浸带(21)斜向缠绕构成，构成径向增强层

(121)的预浸带(21)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30°～85°，相邻两层径向增强层(121)

的预浸带(21)之间的夹角不小于90°，

轴向增强层(122)至少有两层，每层的轴向增强层(122)由预浸膜(22)铺贴构成，构成

轴向增强层(122)的预浸膜(22)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0～30°，相邻两层轴向增

强层(122)的预浸膜(22)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

内衬层(11)、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这三者在张力作用下依靠同晶结构塑料的热

熔行经加热熔接形成整体的三层的复合管(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其特征是：增强芯

层(12)通过预浸带热熔缠绕机，以多层次角度交叉、边加热、边加压、边缠绕径向设置的预

浸带(21)熔贴到内衬层(11)外表面形成径向增强层(121)，通过预浸膜铺膜机，以多层次边

加热、边张拉、边铺贴轴向设置的预浸膜(22)在径向增强层(121)的外表面形成轴向增强层

(122)，从而形成增强芯层(12)。

3.如权利要求书1或2所述的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①挤内层：用挤出机与模具先制造出塑料材质的管形内衬层(11)；

②缠径向层：以内衬层(11)为底模，通过预浸带热熔缠绕机，以多层次角度交叉、边加

热、边张拉、边缠绕，将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缠绕在内衬层(11)的外表面上；

③缠轴向层：以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为底模，通过预浸膜铺膜机，以多层次边加热、

边张拉，将轴向设置的预浸膜(22)铺贴在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外表面上；

④挤面层：用挤出机与模具生产出面层管(13)的熔体，将面层管(13)的熔体覆盖在以

增强芯层(12)为底模的外表面上；

⑤定型：通过冷却箱水箱喷淋冷却定型，得到由预浸带(21)在径向增强、预浸膜(22)在

轴向增强的双向增强的复合管(1)。

4.如权利要求书3所述的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是：

步骤②时，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30°～85°，相邻两

层径向增强层(121)的预浸带(21)之间的夹角不小于90°；

步骤③时，轴向设置的预浸膜(22)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0～30°，相邻两层

轴向增强层(122)的预浸膜(22)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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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热塑性塑料制造领域，具体为一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

强复合管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连续玻纤增强热塑性管道系统，经由热熔缠绕机环向熔融缠绕连续单向玻纤预浸

带后，具有高耐热、高耐压、质量轻、不腐蚀、寿命长长等特点，在极大提高产品品质与扩大

产品用途的基础上，依靠预浸带的高拉伸强度来极大的降低制造管道的材料用量，实现低

成本制作连续玻纤增强热塑性管道系统，是未来管道发展的方向。

[0003] 这种单向环向热熔缠绕的预浸带，是通过预浸带与管材轴向缠绕角度来分解轴向

与环向拉伸应力与环向应力，通常情况下是通过敷设管材芯层预浸带层数来计算并满足于

复合管材管件承受环向应力既输送介质工作压力要求，这种预浸带结构设计增强的复合管

通常可以满足于DN500mm直径且压力小于2.0MPa的管道系统，其原因是薄壁环向高强的连

续纤维增强管道，其轴向拉伸强度无法满足大直径与高压强管道系统所产生的轴向拉伸应

力成几何级增大的要求。如专利CN200810229501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管道，该发

明公开了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管道，属于双层管技术领域。这种复合管道可以设

计成至少三层结构，且每一层中都以热塑性树脂为其基体，以不同含量的连续纤维或其织

物为其增强材料，连续纤维或其织物以纵向方式、缠绕方式和编织方式铺设。这种复合管道

可以改善和提高抗冲击、耐老化、耐温性、耐候性等性能，使这种复合管道的每层结构材料

利用与性能得到最佳优化，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材料，而且具有更加优异的力学性能与化

学性能，但不能同时提高环向与轴向的应力与用变性能。专利CN201310123058一种连续纤

维缠绕增强热塑性管的制作方法及缠绕装置，该发明专利提供了一种连续纤维缠绕增强热

塑性管的制作方法及缠绕装置，属于管道生产技术领域。它解决了现有的连续纤维缠绕增

强热塑性管在制备过程中容易造成连续纤维的二次损伤产生毛羽或断裂，降低了连续纤维

的性能，制备的管道外壁的光滑性以及管道的结实性差、强度性能不稳定的问题。

CN201410038369一种耐高温、耐高压增强热塑性复合管及其生产装置该发明公开了一种耐

高温、耐高压增强热塑性复合管，由内向外依次包括内管、增强层、外管；所述内管和增强层

之间设置有内绝热层，所述增强层和外管之间设置有外绝热层。CN201120466107一种连续

纤维预浸带缠绕增强复管

该专利包括管壁外层和管壁内层，所述的管壁内层和管壁外层之间复合设置由连续玻

璃纤维PE预浸带交叉螺旋缠绕在管壁内层表面而成的增强层，增强层交叉缠绕于管壁内层

外表面，并与管壁内层、管壁外层熔合成为一体。本实用新型通过采用上述技术得到的复合

管，设计新颖、结构合理，克服了金属管和钢塑复合管两者的缺点，采用连续玻纤PE预浸带

交叉缠绕作为中间增强层，三层熔合为一体，生产工艺可控，不存在界面分离的问题，且耐

压强度高、成本也大幅度降低，具有很高的性价比。CN201310705553连续纤维增强聚烯烃复

合管及其制备工艺该专利涉及一种连续纤维增强聚烯烃复合管及其制备工艺，包括内层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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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所述内层塑料管外设置内热熔胶层，内热熔胶层外设置连续纤维浸渍带，连续纤维浸

渍带外设置外热熔胶层，外热熔胶层外设置外层塑料管，该发明有效增加了复合管材的耐

压强度，复合管粉碎料直接可以回收再利用，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且粉碎料中有较长的玻

纤作为增强材料，该回收料可作为高强度的增强改性料使用。

[0004] 综上所有专利都没有涉及到高压力与大直径管道在满足于环向压力之后为增强

轴向应力而作的补强设计。

[0005] 同压强的管道系统，管径越大其断面积越大相应的轴向拉应力成几何级增大；同

管径的管道系统其断面积相同，但随着压强成倍增大其轴向拉应力成倍增大。

[0006] 市场上已经销售的连续纤维预浸带增强塑料复合管道，也都靠环向单向预浸带热

熔缠绕到管道芯层与轴线成20°~55°角分配力学来满足于2.0MPaDN500mm以下管道系统对

轴向拉伸应力的要求，一旦＞2.0MPa管道系统，就要依靠额外增加多层次的连续纤维预浸

带来提高管道轴向抗拉强度，给管道制造增加巨大成本。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机械性能高、径向轴向双向增强的热塑性材

料，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及其制备方法。

[0008]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达到发明目的：

一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包括内衬层，其特征是，还包括增强

芯层和面层管，内衬层、增强芯层和面层管这三者由内至外依次套设，

增强芯层包括由内至外的径向增强层和轴向增强层，径向增强层至少有两层，每层的

径向增强层由预浸带斜向缠绕构成，构成径向增强层的预浸带和内衬层中心轴线的夹角在

45°～85°，相邻两层径向增强层的预浸带之间的夹角不小于90°，

轴向增强层至少有两层，每层的轴向增强层由预浸膜轴向铺贴构成，构成轴向增强层

的预浸膜和内衬层中心轴线的夹角在0～30°，相邻两层轴向增强层的预浸膜之间的夹角不

大于45°，

内衬层、增强芯层和面层管这三者在张力作用下依靠同晶结构塑料的热熔行经加热熔

接形成整体的三层的复合管；

用预浸带构成轴向增强层可起到极大提高抵抗轴向应力、防止高压与大直径管道轴向

大应力引起变形、降低管道热胀冷缩引起轴向应力变形的作用，比起环向缠绕预浸带依角

度分配拉力可以提高5倍以上的效果极大的降低预浸带使用层数，既节约了制造成本又减

轻了管道重量。

[0009] 所述的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其特征是：增强芯层通过预

浸带热熔缠绕机，以多层次角度交叉、边加热、边加压、边缠绕径向设置的预浸带熔贴到内

衬层外表面形成径向增强层，通过预浸膜轴向铺膜机，以多层次边加热、边张拉、边铺贴轴

向设置的预浸膜在径向增强层的外表面形成轴向增强层，从而形成增强芯层。

[0010] 所述的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按如

下步骤依次实施：

① 挤内层：用挤出机与模具先制造出塑料材质的管形内衬层；

②  缠径向层：以内衬层为底模，通过预浸带热熔缠绕机，以多层次角度交叉、边加热、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291477 A

4



边张拉、边缠绕，将径向设置的预浸带缠绕在内衬层的外表面上；

③ 缠轴向层：以径向设置的预浸带为底模，通过预浸膜铺膜机，以多层次边加热、边张

拉，将轴向设置的预浸膜铺贴在径向设置的预浸带外表面上；

④  挤面层：用挤出机与模具生产出面层管的熔体，将面层管的熔体覆盖在以增强芯层

为底模的外表面上；

⑤  定型：通过冷却箱水箱喷淋冷却定型，得到由预浸带在径向增强、预浸膜在轴向增

强的双向增强的复合管。

[0011] 所述的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②时，径向设置的预浸带和内衬层中心轴线的夹角在45°～85°，相邻两层径向增

强层的预浸带之间的夹角不小于90°；

步骤③时，轴向设置的预浸膜和内衬层中心轴线的夹角在0～30°，相邻两层轴向增强

层的预浸膜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

[0012] 所述的预浸带是指热塑性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所述的预浸膜是指热塑性连续玻

璃纤维预浸膜，所述的塑料材质是指热塑性塑料，包括PP、PE、PVC、PA等。

[0013] 本发明依据不同的管道压力和不同的大直径管道所产生轴向应力大小，通过在增

强芯层的外表面层，敷设多层次层叠的热塑性预浸带来提高管道系统抗轴向应力与缩小轴

向应变的目的，继而来满足于高压力与大直径管道系统的使用要求，并缩小温差引起的轴

向应变，降低线膨胀系数。

[0014] 所述的连续玻纤预浸带，其厚度在0.2mm~0.5mm，玻纤含量在50%~70%余量为塑料，

使用的宽度依据管道直径大小而变化大或依据缠绕角度而变化。

[0015] 所述的连续玻纤预浸膜，其厚度在0.2mm~0.5mm，玻纤含量在50%~70%余量为塑料，

一般情况下为被熔贴管道外壁的1/2~1/4圆周长度，通过轴向铺膜机直接熔贴于环向缠绕

的预浸带外壁上。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结构简单，制造方便，机械性能高。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19] 实施例1

一种热塑性连续玻纤预浸带径轴双向增强复合管，包括内衬层11、增强芯层12和面层

管13，如图1所示，具体结构是：

内衬层11、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这三者由内至外依次套设，

增强芯层12包括由内至外的径向增强层121和轴向增强层122，径向增强层121至少有

两层，每层的径向增强层121由预浸带21斜向缠绕构成，构成径向增强层121的预浸带21和

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45°～85°，相邻两层径向增强层121的预浸带21之间的夹角不

小于90°，

轴向增强层122至少有两层，每层的轴向增强层122由预浸膜22铺贴构成，构成轴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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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层122的预浸膜22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0～30°，相邻两层轴向增强层122的预浸

膜22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

内衬层11、增强芯层12和面层管13这三者在张力作用下依靠同晶结构塑料的热熔行经

加热熔接形成整体的三层的复合管1；

用预浸膜22构成轴向增强层122可起到抵抗轴向应力、防止高压与大直径管道轴向大

应力引起变形、降低管道热胀冷缩引起轴向应力变形的作用。

[0020] 本实施例中：增强芯层12通过预浸带热熔缠绕机，以多层次角度交叉、边加热、边

加压、边缠绕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熔贴到内衬层11外表面形成径向增强层121，通过预浸膜

铺膜机，以多层次边加热、边张拉、边铺贴轴向设置的预浸膜22在径向增强层121的外表面

形成轴向增强层122，从而形成增强芯层12。

[0021] 本实施例制备时，按如下步骤依次实施：

① 挤内层：用挤出机与模具先制造出塑料材质的管形内衬层11；

所述的塑料材质是指热塑性塑料，包括PP、PE、PVC、PA等；

②  缠径向层：以内衬层11为底模，通过预浸带热熔缠绕机，以多层次角度交叉、边加

热、边张拉、边缠绕，将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缠绕在内衬层11的外表面上；

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45°～85°，相邻两层径向增强层

121的预浸带21之间的夹角不小于90°；

预浸带21是指热塑性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

③ 缠轴向层：以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为底模，通过预浸膜铺膜机，以多层次边加热、边

张拉，将轴向设置的预浸膜22铺贴在径向设置的预浸带21外表面上；

轴向设置的预浸膜22和内衬层11中心轴线的夹角在0～30°，相邻两层轴向增强层122

的预浸膜22之间的夹角不大于45°；

预浸膜22是指热塑性连续玻璃纤维预浸带；

④  挤面层：用挤出机与模具生产出面层管13的熔体，将面层管13的熔体覆盖在以增强

芯层12为底模的外表面上；

⑤  定型：通过冷却箱水箱喷淋冷却定型，得到由预浸带21在径向增强、预浸膜22在轴

向增强的双向增强的复合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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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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