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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

带及其制备方法，其技术方案要点是一种辐射交

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包括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

基材以及热熔胶膜；所述热熔胶膜包括如下组

分：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异戊二烯-

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

共聚物、增粘树脂、改性陶土6-10份、耐寒增塑

剂、抗氧剂、润滑剂以及硅烷偶联剂；所述改性陶

土由陶土经酸化、改性后制得。本发明以乙烯-丙

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嵌段

共聚物以及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为

主要原料，通过增粘树脂、改性陶土、耐寒增塑剂

的配合，可以提高热熔胶的耐寒性能，使热熔胶

具有优异的低温粘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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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包括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以及

热熔胶膜；

所述热熔胶膜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40-60份、苯乙烯-异戊

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20-30份、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10-15份、改性陶土8-

12份、增粘树脂6-10份、耐寒增塑剂3-5份、抗氧剂3-5份、润滑剂1-1 .2份以及硅烷偶联剂

0.8-1份；

所述改性陶土由陶土经酸化、改性后制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陶土采

用如下方法制备：①向陶土中加入稀酸溶液中浸泡2-3h，然后用水冲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

酸化陶土；

②向酸化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4-8%的乙基纤维素、3-5%的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3-

5%木质磺酸钠、1-2%的聚乙烯基吡咯烷酮、0.1-0.4%的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高速分散10-

20min后，在110-120℃的温度下，保持40-60min，冷却后得到改性陶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增粘树脂由

重量比为2:1:1的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脂和热塑性碳氢树脂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耐寒增塑剂

为己二酸二辛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剂由重

量比为3:1的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中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润滑剂为硬

脂酸锌、硬脂酸钙中的一种或它们的复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烷偶联剂

为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熔胶膜采

用如下方法制备：取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聚甲

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增粘树脂、改性陶土、耐寒增塑剂、抗氧剂、润滑剂以及硅烷

偶联剂，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将混合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中，在180-190℃的温度下，熔

融挤出，经过流延成膜，流延温度160-170℃，冷却后得到热熔胶膜。

9.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取辐射交联

聚乙烯热收缩基材，将热熔胶膜贴在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上，在60-70℃的温度下，

对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施压，使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与热熔胶膜覆合，得到

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S2

中的施压压力为10-2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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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管道补口材料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

收缩带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是由辐射交联聚烯烃基材和热熔胶组成，热熔胶与聚烯

烃基材、钢管表面以及环氧涂层可以形成良好的粘接，主要用于油田、化工、供热、燃气等各

类钢质管道的防腐补口；在施工时，将热收缩带包覆在补口处，均匀加热使热收缩带产生径

向收缩，内层热熔胶熔化，使热收缩带与补口管体表面、管体防腐层紧密地粘接在一起，起

到密封防腐的作用。

[0003] 现有技术中，申请公布号为CN102040919A的专利申请文件，公布了一种超强辐射

交联聚乙烯热收缩胶带的制备方法，其原料组成为高密度聚乙烯，低密度聚乙烯，纳米蒙脱

土，炭黑，聚乙烯蜡，抗氧剂TCA，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偶联剂及聚乙烯热熔胶。其制备方

法是：先将纳米蒙脱土与聚乙烯在熔融状态下进行复合后，与炭黑、聚乙烯蜡、乙烯-醋酸乙

烯共聚物、抗氧剂、偶联剂混合，再经挤出压延成基材，将基材进行辐射交联和拉伸处理后，

在基材表面涂覆聚乙烯热熔胶后为成品。

[0004] 热熔胶作为连接聚烯烃基材与管道的粘结剂，其对管道的补口效果起到了决定性

因素，由于传统热熔胶的脆化温度仅为-15℃左右，当在冬季较为寒冷的地区，当冬季管道

补口施工现场的温度达到-20℃甚至更低时，此时热熔胶会发生脆化脱落的现象，而使得补

口失效。因此，如何使得热收缩带在低温环境下，仍能具有很好的补口效果，是一个需要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其可以提高热熔胶的

耐寒性能，使热熔胶具有优异的低温粘结强度。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包括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以及热熔胶膜；所述

热熔胶膜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40-60份、苯乙烯-异戊二烯-苯

乙烯嵌段共聚物20-30份、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10-15份、增粘树脂6-10份、改

性陶土6-10份、耐寒增塑剂3-5份、抗氧剂3-5份、润滑剂1-1.2份以及硅烷偶联剂0.8-1份；

所述改性陶土由陶土经酸化、改性后制得。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以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嵌

段共聚物以及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为主要原料，通过增粘树脂、改性陶土、耐

寒增塑剂的配合，可以提高热熔胶的耐寒性能，使热熔胶具有优异的低温粘结强度。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改性陶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①向陶土中加入稀酸溶液中浸泡2-

3h，然后用水冲洗至中性，干燥后得到酸化陶土；②向酸化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4-8％的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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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纤维素、3-5％的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3-5％木质磺酸钠、1-2％的聚乙烯基吡咯烷酮、

0.1-0.4％的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高速分散10-20min后，在110-120℃的温度下，保持40-

60min，冷却后得到改性陶土。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陶土中含有大量均匀细密的开放性气孔，具有很好的抗

冻融特性，将其经过酸化处理后，通过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木质磺酸钠、聚乙烯基吡咯

烷酮、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进行改性处理，可以提高其与热熔胶原料的相容性，使其在大量

填充后不会引起热熔胶力学性能的降低，通过增粘树脂的配合，可以在提高热熔胶的低温

柔韧性的同时，提高其低温粘结性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增粘树脂由重量比为2:1:1的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脂和热塑性碳

氢树脂组成。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氢化松香树脂具有抗氧化性能好、脆性小以及热稳定性

高的优点；萜烯树脂具有粘结力高、热稳定性好的优点；热塑性碳氢树脂具有流动性好、粘

结力高以及耐低温性能好的优点，将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脂以及热塑性碳氢树脂混合得

到的增粘树脂，可以提高热熔胶的低温粘结性能，通过与改性陶土、润滑剂的配合可以提高

热熔胶的加工流动性，降低生产难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耐寒增塑剂为己二酸二辛酯。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己二酸二辛酯作为一种优良的耐寒增塑剂，可以提高热

熔胶的耐寒性，增加树脂分子的可塑性，提高其柔韧性。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抗氧剂由重量比为3:1的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中组成。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抗氧剂1010化学名为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

丙酸]季戊四醇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能，其与抗氧剂168配合具有协同效应，可以提高热

熔胶的热氧化降解性能。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润滑剂为硬脂酸锌、硬脂酸钙中的一种或它们的复合。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硬脂酸锌、硬脂酸钙作为热熔胶的润滑剂，可以提高热熔

胶的加工流动性。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硅烷偶联剂为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用于热熔胶

中，可以提高聚烯烃基材与管道的粘结强度，提高补口效果。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热熔胶膜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取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

异戊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增粘树脂、改性陶土、耐

寒增塑剂、抗氧剂、润滑剂以及硅烷偶联剂，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将混合料置于双螺杆挤

出机中，在170-180℃的温度下，熔融挤出，经过流延成膜，冷却后得到热熔胶膜。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热熔胶原料在180-190℃的温度下，进行熔融挤出，使

其具有很好的加工性能，将热熔胶的混合料经过熔融挤出后流延成膜，得到热熔胶膜，便于

将其与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覆合加工。

[0022]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的制备方法。

[0023]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取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

基材，将热熔胶膜贴在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上，在60-70℃的温度下，对辐射交联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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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热收缩基材施压，使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与热熔胶膜覆合，得到辐射交联聚乙

烯热收缩带。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热熔胶膜与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在一定温度以

及一定压力覆合，便于运输和使用，在施工时，对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进行加热，在一

定温度下，使热收缩带产生径向收缩，内层热熔胶熔化，使热收缩带与补口管体表面、管体

防腐层紧密地粘接在一起，起到密封防腐的作用。

[0025] 进一步地，S2中的施压压力为10-20kg/m3。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10-20kg/m3的压力下对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施

压，使得热熔胶膜与其覆合，在此压力下，在保证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与热熔胶膜有

足够的粘结强度的前提下，且不会对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力学性能造成影响。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以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以及聚甲基乙烯

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为主要原料，通过增粘树脂、改性陶土、耐寒增塑剂的配合，可以提高

热熔胶的耐寒性能，使热熔胶具有优异的低温粘结强度；

2.陶土中含有大量均匀细密的开放性气孔，具有很好的抗冻融特性，将其经过酸化处

理后，通过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木质磺酸钠、聚乙烯基吡咯烷酮、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进行改性处理，可以提高其与热熔胶原料的相容性，使其在大量填充后不会引起热熔胶力

学性能的降低，通过增粘树脂的配合，可以在提高热熔胶的低温柔韧性的同时，提高其低温

粘结性能；3.氢化松香树脂具有抗氧化性能好、脆性小以及热稳定性高的优点；萜烯树脂具

有粘结力高、热稳定性好的优点；热塑性碳氢树脂具有流动性好、粘结力高以及耐低温性能

好的优点，将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脂以及热塑性碳氢树脂混合得到的增粘树脂，可以提高

热熔胶的低温粘结性能，通过与改性陶土、润滑剂的配合可以提高热熔胶的加工流动性，降

低生产难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一、改性陶土的制备例以下制备例中的乙基纤维素选自天津福晨化学试剂厂提供

的乙基纤维素M70；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选自山东开普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二甲

基丙烯酸乙二醇酯；聚乙烯基吡咯烷酮选自巴斯夫的K30聚乙烯基吡咯烷酮；氨丙基三甲氧

基硅烷选自日本信越提供的型号为KBM-573的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0030] 改性陶土的制备例1：①向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50％的10wt％的稀盐酸溶液，使其

浸泡2h，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至冲洗液的pH值为7，然后将酸化后的陶土在120℃的温度下，

干燥6h，得到酸化陶土；

②向酸化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4％的乙基纤维素、3％的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3％木

质磺酸钠、1％的聚乙烯基吡咯烷酮、0.1％的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1000r/min的速度高

速分散10min后，在110℃的温度下，保持40min，冷却至20℃后得到改性陶土。

[0031] 改性陶土的制备例2：①向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50％的10wt％的稀盐酸溶液，使其

浸泡2.5h，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至冲洗液的pH值为7，然后将酸化后的陶土在120℃的温度

下，干燥6h，得到酸化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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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向酸化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6％的乙基纤维素、4％的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4％木

质磺酸钠、1.5％的聚乙烯基吡咯烷酮、0.25％的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1000r/min的速度

高速分散15min后，在115℃的温度下，保持50min，冷却至20℃后得到改性陶土。

[0032] 改性陶土的制备例3：①向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50％的10wt％的稀盐酸溶液，使其

浸泡3h，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至冲洗液的pH值为7，然后将酸化后的陶土在120℃的温度下，

干燥6h，得到酸化陶土；

②向酸化陶土中加入其重量的8％的乙基纤维素、5％的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5％木

质磺酸钠、2％的聚乙烯基吡咯烷酮、0.4％的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以1000r/min的速度高

速分散20min后，在120℃的温度下，保持60min，冷却至20℃后得到改性陶土。

[0033] 改性陶土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②中未添加乙基

纤维素、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木质磺酸钠、聚乙烯基吡咯烷酮以及氨丙基三甲氧基硅

烷。

[0034] 改性陶土的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②中未添加乙基

纤维素、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以及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0035] 二、热熔胶膜的制备例

以下制备例中的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选自美国杜邦提供的型号为2116AC的乙烯-

丙烯酸乙酯共聚物；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选自巴陵石化提供的型号为1106

的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选自焦作新景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CAS号为9011-16-9的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萜烯树脂选

自广州市乾亦元合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T-100的萜烯树脂；热塑性碳氢树脂选自伊士曼

提供的型号为Kristalex  F85的热塑性碳氢树脂。

[0036]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1：取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40kg、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

嵌段共聚物20kg、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10kg、改性陶土(选自改性陶土的制备

例1)8kg、增粘树脂6kg、耐寒增塑剂3kg、抗氧剂3kg、润滑剂1kg以及硅烷偶联剂0.8kg，将其

在200r/min的速度下，混合10min，得到混合料；将混合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中，双螺杆挤出

机的各段温度为一区180℃、二区180℃、三区185℃、四区190℃、五区180℃、六区180℃，熔

融挤出后，将熔融料置于流延机中，在160℃的流延温度下流延成膜，冷却后得到厚度为

0.2mm的热熔胶膜；其中增粘树脂由重量比为2:1:1的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脂和热塑性碳

氢树脂组成；耐寒增塑剂为己二酸二辛酯；抗氧剂由重量比为3:1的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

中组成；润滑剂为硬脂酸锌；硅烷偶联剂为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0037]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2：取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50kg、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

嵌段共聚物25kg、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12.5kg、改性陶土(选自改性陶土的制

备例2)10kg、增粘树脂8kg、耐寒增塑剂4kg、抗氧剂4kg、润滑剂1 .1kg以及硅烷偶联剂

0.9kg，将其在200r/min的速度下，混合10min，得到混合料；将混合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中，

双螺杆挤出机的各段温度为一区180℃、二区180℃、三区185℃、四区190℃、五区180℃、六

区180℃，熔融挤出后，将熔融料置于流延机中，在160-170℃的流延温度下流延成膜，冷却

后得到厚度为0.2mm的热熔胶膜；其中增粘树脂由重量比为2:1:1的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

脂和热塑性碳氢树脂组成；耐寒增塑剂为己二酸二辛酯；抗氧剂由重量比为3:1的抗氧剂

1010、抗氧剂168中组成；润滑剂为硬脂酸钙；硅烷偶联剂为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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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氧基硅烷。

[0038]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3：取乙烯-丙烯酸乙酯共聚物60kg、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

嵌段共聚物30kg、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15kg、改性陶土(选自改性陶土的制备

例3)12kg、增粘树脂10kg、耐寒增塑剂5kg、抗氧剂5kg、润滑剂1.2kg以及硅烷偶联剂1kg，将

其在200r/min的速度下，混合10min，得到混合料；将混合料置于双螺杆挤出机中，双螺杆挤

出机的各段温度为一区180℃、二区180℃、三区185℃、四区190℃、五区180℃、六区180℃，

熔融挤出后，将熔融料置于流延机中，在160-170℃的流延温度下流延成膜，冷却后得到厚

度为0.2mm的热熔胶膜；其中增粘树脂由重量比为2:1:1的氢化松香树脂、萜烯树脂和热塑

性碳氢树脂组成；耐寒增塑剂为己二酸二辛酯；抗氧剂由重量比为3:1的抗氧剂1010、抗氧

剂168中组成；润滑剂由重量比为1:1的硬脂酸锌、硬脂酸钙混合而成；硅烷偶联剂为N-β-

(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

[0039]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热熔胶膜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未

添加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以及改性陶土。

[0040]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热熔胶膜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未

添加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将改性陶土采用普通未经过改性处理的陶土代替。

[0041]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6：本制备例与热熔胶膜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改性陶土

选自改性陶土的制备例4制备而得。

[0042] 热熔胶膜的制备例7：本制备例与热熔胶膜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改性陶土

选自改性陶土的制备例5制备而得。

[0043] 三、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以下制备例中的高密度聚乙烯选自埃克

森提供的牌号为HTA001HD5的高密度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烯选自埃克森提供的牌号为

10022AY的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乙烯-辛烯共聚物选自陶氏化学提供的牌号为3200的乙烯-

辛烯共聚物。

[0044] 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1：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采用如下方

法制备：取80kg高密度聚乙烯、10kg线性低密度聚乙烯、10kg乙烯-辛烯共聚物、3kg改性陶

土(选自改性陶土的制备例1)、3kg炭黑、2kg抗氧剂1010、1kg紫外线吸收剂UV-531以及1kg

己二酸二辛酯，以200r/min的速度混合10min，得到母粒；将母粒置于单螺杆挤出机中，单螺

杆挤出机的一区到六区的温度分别为100℃、105℃、105℃、110℃、115℃、110℃，挤出得到

片材；将片材经电子加速器辐射进行辐射交联处理，辐射剂量为100KGy，得到厚度为1mm的

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

[0045] 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2：本制备例与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

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未添加改性陶土。

[0046] 四、实施例

实施例1：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选自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1)，将热熔

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1)贴在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上，在60℃的温度下，对辐

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施压，施压压力为10kg/m3，使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与热熔

胶膜覆合，得到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

[0047] 实施例2：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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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选自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1)，将热熔

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2)贴在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上，在65℃的温度下，对辐

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施压，施压压力为15kg/m3，使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与热熔

胶膜覆合，得到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

[0048] 实施例3：一种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选自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1)，将热熔

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3)贴在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上，在70℃的温度下，对辐

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施压，施压压力为20kg/m3，使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与热熔

胶膜覆合，得到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

[0049] 五、对比例

对比例1：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4制备

而得。

[0050] 对比例2：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5

制备而得。

[0051] 对比例3：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6

制备而得。

[0052] 对比例4：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7

制备而得。

[0053] 对比例5：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选自

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2制备而得。

[0054] 六、性能测试

根据GB/T23257-2017《埋地钢质管道聚乙烯防腐层》和SY/T4054-2003《辐射交联聚乙

烯热收缩带》，对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5中的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的性能进行测试，

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0055]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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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数据可知，本发明制备的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具有很好的拉伸性能、绝缘

性能、耐化学介质腐蚀以及耐老化性能，与传统基材相比，本发明的脆化温度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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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御低温收缩应力；本发明制备的热熔胶膜具有优异的粘结强度以及低温性能，说明本

发明制备的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具有优异的低温性能，在低温环境(-35℃)仍能具有

很好的补口效果。

[0056] 对比例1的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4制备而得，其原料中未添加聚甲基乙

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以及改性陶土；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1中的脆化温度明显升高，

剥离强度明显下降，说明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以及改性陶土的加入可以降低

热熔胶的脆化温度，提高热熔胶的粘结强度。

[0057] 对比例2的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5制备而得，其原料中未添加聚甲基乙

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将改性陶土采用普通未经过改性处理的陶土代替；相较于实施例

1，对比例2的脆化温度有所升高，剥离强度明显下降，说明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

物的加入，以及陶土经过本发明的改性处理后可以明显降低脆化温度并且提高热熔胶的粘

结强度。通过对比例1、对比例2以及实施例1相比较可知，未经改性处理的陶土的加入可以

降低热熔胶的脆化温度，但是会降低收缩带与钢基材的剥离强度，而陶土经过本发明的改

性处理后，通过聚甲基乙烯基醚/马来酸酐共聚物的配合，可以大幅度降低热熔胶的脆化温

度，提高其粘结强度。

[0058] 对比例3的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6制备而得，该原料中的改性陶土的制

备中未添加乙基纤维素、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木质磺酸钠、聚乙烯基吡咯烷酮以及氨丙

基三甲氧基硅烷；对比例4的热熔胶膜选自热熔胶膜的制备例7制备而得，该原料中的改性

陶土的制备中未添加乙基纤维素、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以及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通过

对比例3、对比例4以及实施例1比较可知，实施例1的剥离强度优于对比例4的剥离强度、优

于对比例3的剥离强度，说明改性陶土在制备时，乙基纤维素、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以及

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加入对陶土具有明显改性效果，使制得的改性陶土可以明显提高热

熔胶的粘结强度。

[0059] 对比例5的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选自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制备例

2制备而得；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5中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拉伸强度、断裂伸长

率有所降低，脆化温度有所升高，说明改性陶土的加入有助于提高聚乙烯热收缩基材的力

学性能，并且有助于降低其脆化温度。

[0060]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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