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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尼龙1010（PA1010）为基体�以聚酯型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 （TPU）为增韧剂�采用
Haake PTW16／25p型双螺杆挤出机制备了 PA1010／TPU 共混增韧尼龙材料�测试了 PA1010／TPU 共混
物的表观粘度、非牛顿指数等流变参数�并重点讨论了其流变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共混物熔体的表观
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大而降低�非牛顿指数小于1�符合假塑性流体流动规律。此外共混物的表观粘度
随着组成和温度的变化呈现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变化行为。即在相同温度下�共混物的表观粘度随着
TPU 含量增加而增加；在相同组成下�共混物的表观粘度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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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龙1010树脂是具有优良综合性能的通用
型工程塑料�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和耐磨、耐溶
剂、耐油等优点�因此受到广大使用者的极大关
注。近年来�高分子材料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越来
越高性能化。虽然尼龙1010有着优良的冲击性
能�但是它对缺口敏感�即缺口冲击强度低�不能
满足更高要求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适应工业发
展的需要�近年来对尼龙1010进行共混改性�使
其向高冲击方向发展。国内已有对尼龙1010共
混增韧的研究工作［1～3］�而笔者对尼龙1010增韧
所采用的增韧剂是聚酯型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
并且曾对 PA1010／TPU 共混物的冲击性能和结
晶与熔融行为进行了报道［4～5］。本文重点研究
的是共混物的流变性能�从而为共混物的配方设
计及成型加工提供了重要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原料
PA1010：吉林市耐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产

品�相对粘度为2．6�使用前经80℃真空干燥8h；

聚酯型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天津市塑料集团有
限公司聚氨酯制品分公司 JZ85型产品�使用前经
80℃真空干燥2h。
1．2　仪器与设备

Haake PTW16／25p 型双螺杆挤出机：德国
Thermo公司；RY－20型平板热压机：吉林大学
科教仪器厂；MCR300型平板流变仪：德国 Paar
Physica公司。
1．3　试样制备

分别将 PA1010与 TPU 按不同比例预混后
加入到双螺杆挤出机内�控制螺杆转速45r／min�
螺杆加工温度190～210℃。所得的共混物在
210℃下热压成0．5mm 厚的薄膜。各样品的组
成比例见表1。

表1　各样品的组成比例

样品编号 1 2 3 4 5
PA1010／TPU 100／0 90／10 80／20 70／30 0／100

1．4　流变性能
剪切模式：测试温度分别为200℃、210℃和

225℃�氮气保护下进行�剪切速率10－2～102

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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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PA1010／TPU共混物的流变曲线
PA1010／TPU＝80／20共混物在200℃、210

℃和225℃的流变曲线见图1�由流变曲线可求
出非牛顿指数 n�如图2所示。

PA1010／TPU＝80／20
图1　PA1010／TPU共混物的流变曲线

PA1010／TPU＝80／20
图2　PA1010／TPU共混物在不同温度下的

非牛顿指数对剪切速率的对数关系曲线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实验温度范围内�
lgτ与 lġγ之间基本呈曲线关系�并且非牛顿指数
均小 于 1。虽 然 PA1010／TPU ＝90／10 和

PA1010／TPU＝70／30这两个共混物的流变曲线
没有给出�但也都呈现出与 PA1010／TPU＝80／
20共混物相似的变化规律�因此 PA1010／TPU
共混物熔体为假塑性流体。
2．2　表观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

不同温度下�PA1010／TPU 共混物表观粘度
与剪切速率的关系见图3。

由图3可以看出�PA1010／TPU 共混物在同
一温度下�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共混物的表观粘

度降低�具有假塑性流体的特征。PA1010／TPU
共混物的表观粘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而降低的

主要原因是�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大分子在剪切
力作用下发生构象变化�开始解缠并沿着流动方
向取向�缠结结构被破坏的速度就越来越大于其
形成的速度�因此大分子的相对运动变得容易�故
表观粘度降低。

PA1010／TPU＝80／20
图3　PA1010／TPU共混物在不同温度下的

表观粘度对剪切速率的关系曲线

2．3　表观粘度与组成的关系
在210 ℃的条件下�在210 ℃条件下�

PA1010／TPU 共混物表观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
系见图4。

图4　不同组成的 PA1010／TPU共混物在210℃下的

表观粘度对剪切速率的关系曲线

由图4可以看出�在210℃的条件下�在整个
剪切速率测试的范围内�纯 PA1010树脂的表观
粘度要大于纯 TPU 树脂的表观粘度�而
PA1010／TPU 共混物的表观粘度均大于两种纯
树脂的表观粘度�并且 PA1010／TPU 共混物的表
观粘度还随着 TPU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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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A1010／TPU 共混物呈现出如此特殊的变化
行为的原因是源于 PA1010和 TPU 之间发生了
化学反应使其分子链增大�从而使其表观粘度升
高�即 TPU 中的异氰酸酯基团可以与 PA1010中
的端氨基或 PA1010中的酰胺基团发生化学反
应。并且随着 TPU 含量的增加�可参与反应的
异氰酸酯基团的数量增加�因此 PA1010／TPU 共
混物的表观粘度还随着 TPU 含量的增加而增
加。具体反应方程式如下：［6～7］

NH2 ＋ NCO

　　　　　　　　 N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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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1）

NH C
O

NH　 ＋ 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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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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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NH2 为含端氨基的 PA1010分子
　　　链；

　　　 NH C
O

NH　 为含酰胺基

　　　团的 PA1010分子链；
　　　 NCO 为含异氰酸酯基团的 TPU
　　　分子链。
2．4　表观粘度与温度的关系

由图3还可以看出�PA1010／TPU 共混物
在同一剪切速率下�随着温度的升高�共混物的
表观粘度升高�这种规律是反常的。一般来说�
随着温度的升高�聚合物分子链的活动性增大�
分子间距离增大�分子间内摩擦减小�所以流动
阻力减小�表观粘度应该降低。然而表观粘度
与温度之间的反常规律也再次验证了笔者的推

测�即 TPU 中的异氰酸酯基团可能与 PA1010
中的端氨基或 PA1010中的酰胺基团发生化学
反应使其分子链增大�从而使其表观粘度升高�

并且温度越高�应越有利于 TPU 中的异氰酸酯
基团与 PA1010中的端氨基或 PA1010中的酰
胺基团发生化学反应�所以才会导致 PA1010／
TPU 共混物随着温度的升高其表观粘度升高的
现象。
3　结　　论

（1） PA1010／TPU 共混物熔体为假塑性流
体�在剪切流动中易出现剪切变稀现象。

（2） 对于同一组分�温度升高�PA1010／TPU
共混物的表观粘度随之增加；对于同一温度�
TPU 含量增加�PA1010／TPU 共混物的表观粘度
也随之增加�且均高于两种纯树脂的表观粘度。
这种特殊的变化行为主要源于 PA1010与 TPU
之间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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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A1010／TPU blends

ZHANG Shu-ling�WANG Gu-i bin�JIANG Zhen-hua�WANG Dong�MA Rong-tang�WU Zhong-wen∗∗

（ A lan G．MacDiarmid Lab�College of Chemist r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 With polyamide 1010（PA1010） as matrix material and with ester-based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elastomer （TPU） as toughener�PA1010／TPU blends were prepared using a Haake PTW16／
25p twin-screw extruder．The apparent viscosity and non-Newton index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rheologi-
cal properties of the blends were focused on in our study．The results showed 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the
melt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hearing rate at given temperature．The non-Newton index was less than
1�which conformed pseudoplastic flow characteristics．In addition�the apparent viscosity of the blends pre-
sented a special behavior with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temperature�namely the apparent viscosit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he content of TPU at the given temperature and the apparent viscosit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temperature at the given composition．

Key words： polyamide1010；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elastomer；blend；rheological property

简　讯

抚顺乙烯研发成功聚乙烯透明专用料

日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开
发项目－－－透明聚丙烯专用料在抚顺乙烯化工有
限公司研发并试产成功。这一产品的研发成功�
对该公司提升聚丙烯产品档次、优化产品结构、抢
滩聚丙烯透明专用料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透明聚丙烯专用料项目是中油股份公司的科

技开发项目�也是抚顺石化公司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之一�产品主要用于碳酸饮料瓶、矿泉水瓶、微
波炉专用容器、食用及非食品透明包装和医用一
次性注射器等领域。该公司依靠自身技术力量进
行独立研制开发�经过科研单位树脂研究所和生

产车间共同合作进行了小试、中试�终于在年产
9万 t聚丙烯装置上试产成功。产品经下游用户
使用�反映良好�现已投入工业生产。

（王福杰　苏海）

隔热防腐环保涂料问世昆明

一种具有隔热、防水、抗腐蚀的新型多功能环
保涂料�日前在昆明金汤多功能涂料厂推出。

据介绍�这种新型涂料是由高分子聚合物组
成�主要溶剂是经过软化的水。其附着力强�质地
轻�无毒、环保。该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的含量仅为9g／L�远远低于国内的 VOC 标准
200g／L 和欧盟一类标准的 VOC 标准30g／L。

由于其隔热效果好�且不易老化�可广泛用于
屋顶、建筑物外墙、冷库、易燃易爆化工原料贮罐
表面及彩板瓦、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类建材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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