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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 ZrO2 增强聚氨酯 /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复合纱线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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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方法] 以 400 D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 纤维为原料，采用不同比例的纳米二氧化锆 / 聚氨酯
红外光谱、力学性能和微球脱粘对复合纱线的
（ZrO2/PU）通过非溶剂致相转变法对纤维进行涂层处理。采用扫描电镜、
微观结构和力学性能进行了表征。[研究结果与结论]结果表明：纳米 ZrO2/PU 复合材料能够良好的包覆纤维；复合纱线
的线密度和表面粗糙度随着纳米 ZrO2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复合纱线的拉伸强力随着纳米 ZrO2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纳
米二氧化锆的添加有利于提高复合材料与 UHMWPE 纤维间的界面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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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400D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UHMWPE) fibers were co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nano ZrO2 particles/polyurethane (ZrO2/PU) using non -solvent induced phase separation method.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yarns were investigat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debond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HMWPE fiber were tightly packed
by nano ZrO2/PU composites; the linear density and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composite yarns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ano ZrO2 content. Furthermore,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UHMWPE composite yarn was increased when increasing the
nano ZrO2 content. Moreover, micro-debonding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e incorporation of nano ZrO2 could improve the the
interfacial force between the composite and UHMWPE fibers.
Key words: UHMWPE fiber; ZrO2; Mechanical properties; Shear strength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纤维具有较

的结晶度，
广泛的应用于国防机械等领域[1-3]。但

高的比强度和比模量，较低的断裂伸长率，较高

是，纯 UHMWPE 纤维所制备的二维层压织物或
三维立体织物在高速冲击作用下，由于

UHMWPE 纤维表面的化学惰性和物理特性，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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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间容易滑移，降低了纯 UHMWPE 织物的力学
性能。同时，
将织造的 UHMWPE 织物进行树脂处

理制备复合材料，
容易造成部分纤维树脂浸润不
耐低
均匀的现象[4-6]。聚氨酯具有良好的柔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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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性和良好的机械性能，作为热塑性树脂基体，
对 UHMWPE 纤维进行涂覆预处理，然后进行织
造和浸润处理，有利于提高树脂对于 UHMWPE

纤维的浸润均一性[7-8]。UHMWPE 纤维高度的取

表 1 纳米 ZrO2/聚氨酯共混溶液的配比

Tab.1 The proportion of nano ZrO2 / polyurethane casting solution
样品编号

DMF(g)

PU(g)

ZrO2(g)

涂覆层 ZrO2
固含量(wt.%)

D-0

70

30

0

0

向和高结晶性，纤维表面光滑，使得纤维表面的

D-1

70

30

1

3.23

粘接性差。据文献报告[9-10]，
刚性纳米粒子能够改

D-2

70

30

2

6.25

善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界面性能。
因此，
本文采用纳米二氧化锆/聚氨酯（ZrO2/

D-3

70

30

3

9.09

D-4

70

30

4

11.76

D-5

70

30

5

14.29

PU） 对 UHMWPE 纤维进行涂层处理，制备了

超 高 分 子 量 聚 乙 烯 纤 维 的 制 备 流 程 图 ，将

对复合纱线的线密度、微观结构、力学性能和界

UHMWPE 纤维采用主动退绕方式，经过聚氨酯/

UHMWPE 复合纱线，研究了不同含量纳米 ZrO2
面作用力的影响，
得出了最佳涂覆工艺。

纳米 ZrO2 的混合溶液，涂覆聚氨酯复合溶液，当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原料

固浴，通过非溶剂致相转变使得聚氨酯固化成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 （UHMWPE）：规格
400D，湖北中泰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纳米二氧化

锆（ZrO2）：
平均粒径 50 nm，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

带有聚氨酯复合溶液的 UHMWPE 纤维进入水凝
型，并经过加热烘干装置，去除相转换后的聚氨
酯复合涂层中的水和少量残留的有机溶剂，进行
卷装，
待用。

有限公司；N，
N 二甲基甲酰胺（DMF）：
分析纯，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热塑性聚氨酯（PU）：
1185A，
德国巴斯夫公司。

1.2 主要设备及仪器

电动搅拌器：OHS-20，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

图1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复合纱线制备流程图

限公司；真空干燥机：
DZF-6020，上海精宏实验

Fig.1

箱：
KBF，德国 BINDER 公司；傅里叶红外光谱

1.4 测试方法

设备有限公司；卷绕机：实验室自制；恒温恒湿

仪：
VERTEX 70，德国 BRUKER 公司；光学显微

镜：
OLYMPUS DSX510，
日本奥林巴斯株式会社；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fabricating device for UHMWPE
composite yarns

采用杭州德为仪 器科技有限公司制 造 的

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IT500，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YG086 纱框测长仪和上海市佑科仪器表有限公

斯特朗（Instron）公司。电子天平：YP10002，上海

测试条件：将复合纱线在
重，
计算纤维的线密度，

（JEOL）；万能材料试验机：
3380 落地式，美国英

司制造的 YP10002 电子天平对试样进行测长称

市佑科仪器表有限公司；纱框测长仪：YG086，
杭

恒温 20益，
相对湿度 65%的条件下调湿 48 h 后，

1.3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复合纱线的制备

密度，
取平均值。

州德为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表 1 所示比例，称取一定质量的聚氨

随机取 3 段 20 m 长的纱线进行称重，并计算线

采用美国奥林巴斯制造的奥林巴斯

在 500 r/
酯、
纳米 ZrO2 和 DMF，
采用电子搅拌器，

(Olympus) DSX510 型光学显微镜观察试验的表

溶解，并将配置的复合溶液进行真空脱泡 20

采用日本电子株式会社（JEOL）制造的 JSM-

min 的转速下搅拌约 180 min，使得聚氨酯充分
min，
待用。

图 1 所示为聚氨酯/纳米 ZrO2 复合溶液涂覆

观形貌；

IT500 型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试样的微观形貌进
行表征，
测试条件：
喷金处理，
测试电压 10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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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米 ZrO2 含 量 的 增 加 ，

UHMWPE 复合纱线的线密度逐
渐增加，这是由于本实验所采用

的聚氨酯的密度为 1.2 g/cm3，而

纳米 ZrO2 的密度远远大于聚氨
酯。

图 2（b）为 UHMWPE 复合纱

线的光学显微镜图片。由图可以
看出，聚氨酯及其复合材料能够
（b）UHMWPE 复合纱线的光学显微镜图片
图 2 （a）UHMWPE 复合纱线的线密度；

(a) Linear density of UHMWPE composite yarns; (b) Optical microscope images of

Fig.2

UHMWPE composite yarns

采用德国 BRUKER 公司制造的 VERTEX 70

成功并完整的涂覆在 UHMWPE

纤维上，涂覆聚氨酯及其复合材
料的 UHMWPE 束纤维呈现单根
纱线，所有纱线均未观察到明显

型的傅里叶红外光谱进行测试，测试条件：扫描

的透光孔洞结构。

次数 128 次，分辨率 4 cm ，环境温湿度（恒温

2.2 微观形貌分析

-1

20益，
相对湿度 65%）。

采用美国英斯特朗 （Instron） 公司制造的
3380 落地式型的万能材料试验机对试样进行拉

图 3 是 UHMWPE 纤维及其复合纱线的微观

形貌图。由图可以看出 UHMWPE 纤维是由较多
单丝组成的复丝，其结构较为松散，且纤维的表

面较为光滑。由 D-0 纯聚氨酯涂覆 UHMWPE 纱

伸测试，测试条件：拉伸隔距 50 mm，拉伸速度

线的 SEM 图可以看出，复合纱线表面的沟壑较

65%），
每组试样测试 20 次，
取平均值。

聚合物较少。由 D-1~D-5 的 SEM 图可以看出，

50 mm/min，环境温湿度 （恒温 20益，相对湿度

为明显，这是由于部分 UHMWPE 单丝纤维上的

采用微球脱粘的方法测试 UHMWPE 单丝与

聚氨酯复合材料的界面剪切强度，微球采用与纤
维涂层相似的工艺方法，即水凝固浴中的非溶剂
致相转变方法成型，微球溶液的配比参见表 1 中

D-0 与 D-1 的配比。试样的界面剪切强度（IFSS）

采用美国英斯特朗（Instron）公司制造的 5943 万
能材料试验机进行，测试条件：试样移动速率为
0.5 mm/min。界面剪切强度的计算方法如下式所
示[11]：

IFSS=F/(装·D·L)

其中：
F 是微球脱粘瞬间的界面剪切力；D 是

测试单丝纤维的直径；
L 是微球埋入长度。

2 结果与讨论
2.1 线密度

图 2（a）为 UHMWPE 复合纱线的线密度与

纳米 ZrO2 含量关系柱状图，随着纳米 ZrO2 含量

的增加，
复合纱线的线密度增加。由图可以看出，
UHMWPE 纤维原样的线密度为 44.44 tex，随着

图3

UHMWPE 纤维及其复合纱线的微观形貌图

Fig.3 SEM images of UHMWPE and its composite ya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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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UHMWPE 纤维的红外光谱图；
（b）UHMWPE 复合纱线红外光谱图

Fig.4 (a)FTIR spectrum of UHMWPE fiber; (b) FTIR spectra of UHMWPE composite yarns

复合纱线表面均有沿着纤维轴向方向的沟壑，这
是由于湿法纺丝所致，且随着纳米 ZrO2 含量的

的复合纱线的一次拉伸强力为 140.04 依 14.60

N。相比于纯 UHMWPE 纤维，
D-0 和 D-1 复合纱

增加，复合纱线的表面有较多的纳米 ZrO2 粒子，

线的拉伸强力增长量分别为 87.48%和 170.61%。

2.3 微观结构分析

44.35%。随着纳米 ZrO2 的含量的进一步增加，复

复合纱线表面更加粗糙。

图 4（a）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红外光

谱图。由图可以看出，
纯 UHMWPE 纤维在 2915

D -1 较 D -0 复 合 纱 线 的 拉 伸 强 力 增 长 量 为

合纱线的一次拉伸强力增加量较少。文献报道[9]，
刚性纳米粒子的添加有助于提高聚氨酯的强力，

cm-1 左右存在两个-CH2 的伸缩振动峰，
1465 cm-

与本实验结果一致，同时纳米 ZrO2 粒子在聚氨

于-CH2 的面内摇摆振动[12]。

脱”
效应进行增韧[14]。

1

左右是-CH2 不对称变角振动，
720 cm-1 左右属

裂纹桥接、微裂纹及“拉
酯中可以通过裂纹偏转、

图 4（b）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复合纱线的红

外光谱图。由图可以看出，UHMWPE 复合纱线无
明显的聚乙烯分子的特征峰，主要体现为聚氨酯

材料的特征峰，复合纱线在 3330 cm-1 处是游离
的-NH 伸缩振动，
在 1730 cm-1 处是羰基-C=O 伸
缩振动产生的，在 1220 cm-1 处是 C-O 伸缩振动
峰[13]。在添加纳米 ZrO2 粒子后，复合纱线在 770
cm-1 以及 740 cm-1 时，出现两个较小波峰，属于

单斜相 ZrO2 特征峰，但由于试样中纳米 ZrO2 添

加量少，
纳米 ZrO2 的特征峰不明显。FTIR 结果表
明 聚 氨 酯 / 纳 米 ZrO2 能 够 良 好 的 涂 覆 在

UHMWPE 纤维上。

2.4 力学性能分析

图 5 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及其复合纱

图5

UHMWPE 纤维及其复合纱线的一次拉伸断裂强力

Fig.5 Tensile strength of UHMWPE and its composite yarns

2.5 界面剪切强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纳米 ZrO2 的添加提高复合

线的一次拉伸断裂强力柱状图，由图可以看出，

纱线拉伸强力的机理，我们进行了微球脱粘测

涂覆后的复合纱线拉伸强力较原纤维有明显增

试，证明纳米 ZrO2 的添加明显改善了聚氨酯/

加。纯 UHMWPE 纤维的一次拉伸强力为 51.75

UHMWPE 试样的界面性能。当聚氨酯中纳米

依 6.32 N，
UHMWPE 纤维表面涂覆纯聚氨酯的复

ZrO2 的含量大于 3.23%时，
随着纳米粒子含量的

UHMWPE 纤维表面涂覆聚氨酯/3.23% 纳米 ZrO2

选用了纯聚氨酯与聚氨酯/3.23%纳米 ZrO2 复合

合 纱 线 的 一 次 拉 伸 强 力 为 97.02 依 7.99 N，

因此，我们
增加，
复合纱线的拉伸强力增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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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进行了相应的测试表征。
图 6 是 D-0 与 D-1 UHMWPE 复合纱线的

界面剪切强度和相应的测试样品光学显微镜图。
在 UHMWPE 单丝纤维上制备树脂微球时，会有

合材料与 UHMWPE 纤维间的界面作用力。结合

复合纱线的微观结构和力学性能可知，纳米 ZrO2

的最佳涂覆量为 3.23%。

较多的树脂微球呈现半月区，因此，通过光学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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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微球脱粘测试。由 D-0 与 D-1 试样的光学显

微镜图可以看出，树脂微球能够较好的粘附在
UHMWPE 纤维上。由剪切强度图可以看出，纯聚
氨酯与 UHMWPE 单丝纤维间的界面剪切强度为
1.37 依 0.33 MPa，聚氨酯/3.23% 纳米 ZrO2 复合

材料与 UHMWPE 单丝纤维间的界面剪切强度为
2.07 依 0.52 MPa，
D-1 与 UHMWPE 纤维间的剪

切强度提高约 51.09%。

图 6 D-0 与 D-1 UHMWPE 复合纱线的界面剪切强度

Fig.6

Interfacial shear strength of D -0 and D -1 UHMWPE
composite yarns

3 结论
采用非溶剂致相转变法成功制备了 ZrO2/PU

包覆 UHMWPE 复合纱线。随着纳米 ZrO2 含量的

增加，
复合纱线的线密度增加。扫描电镜结果表
明复合纱线表面均有沿着纤维轴向方向的沟壑，
随着纳米 ZrO2 含量的增加，复合纱线的表面有

较多的纳米 ZrO2 粒子，复合纱线表面更加粗糙。
红外光谱结果表明，复合纱线主要为 PU 的特征

峰，
ZrO2/PU 能够良好的包覆 UHMWPE 纤维。力

学测试结果表明，
相比于纯 UHMWPE 纤维，表面

涂覆纯 PU 和 3.23% ZrO2/PU 的 UHMWPE 复合

纱线强力增长量分别为 87.48%和 170.61%。此

外，纳米 ZrO2 的添加能够进一步提高复合纱线

的强力，
主要是由于纳米粒子的添加能够提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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