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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原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塑料管道制品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澳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燕色母粒有限公司、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山东东方宏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魏彬、赵庭国、易华、郑卫、邹克兵、张新民、李大治、韦歆忠、毕新平、陈

新平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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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以下简称“色母料”）的主要成分、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无规共聚聚丙烯(PP-R)为裁体树脂制备的用于生产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

用色母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40.1-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

GB/T 1040.2-2006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043.1-2008 塑料简支梁冲击性能的测定 第1部份：非仪器化冲击试验

GB/T 2035-2008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

GB/T 3682.1-2018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MVR)的测定 第1

部份：标准方法

GB/T 6284-2006 化工产品中水分测定的通用方法 干燥减量法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7037-1997 热塑性塑料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 第1部份：一般原理及多用途试样和长条试样的

制备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8251-2019 聚烯烃管材、管件和混配料中颜料或炭黑分散的测定方法

GB/T 19466.3-2004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第3部份：熔融和结晶温度及热焓的测定

GB/T 19466.6-2009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第6部份：氧化诱导时间（等温OIT）和氧化诱

导温度（动态OIT）的测定

GB/T 21300-2007 塑料管材和管件 不透光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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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9345.1-2008 塑料 灰分的测定 第1部分：通用方法

HG/T 4767.1-2014 颜料和体质颜料 塑料加工过程中颜色热稳定性试验

QB/T 4884-2015 冷热水用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系统专用色母粒

SH/T 1541-2006 热塑性塑料颗粒外观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母料 masterbatch

聚合物与高百分比的一种或几种组分（着色剂、其他添加物），按已知配比制得的分散良好的混合

物。

［来源：GB/T 2035-2008，2.583］

3.2 耐热性 heat resistance

色母料在规定试验条件下受热时的抗变色能力，也称为颜色稳定性。

[来源：HG/T 4767.1-2014，3.1，有修改]

3.3 分散性 dispersibility

色母料在规定试验条件下的分散难易程度,及在制品中的分散等级。

4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主要成份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树脂、环保颜料、抗老化助剂包。

5 要求

5.1 色母料颗粒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混配料用色母料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色母料要求

项目 单位 要求

外观 —
形状 2.5mm*2.5mm（±0.5mm）的圆柱形或㮋球形，无

毛刺、无连粒、无杂质、颜色一致的颗粒。

大粒和小粒 g/kg ≤3.0

含水率 %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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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温度 ℃ 140-148

氧化诱导时间 min ≥60

耐水迁移性 — 无颜色变化

灰分 % ≤70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g/min 2-5

5.2 注塑样

色母料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树脂按稀释比生产的混配料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混配料注塑样要求

色差 - △E*ab≤1.0

分散性 级 ≤3

耐热性 ℃ ≥270

拉伸强度保留率 % ≥95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 % ≥95

透光率 % ≤0.2（以 dn25×en2.3 管材形式测试）

5.3卫生指标

用于输送饮用水的聚丙烯管道系统及其制造该系统所用的色母粒、混配料均应符合GB/T17219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色母料测试方法

6.1.1 外观检查

目测

6.1.2 大粒和小粒

按SH/T 1541-2006中第7章规定进行试验。

6.1.3 含水率

按GB/T 6284-2006规定进行试验。

6.1.4 熔融温度

按GB/T 19466.3-2004规定进行试验，色母料颗粒压成厚度（650±10μm）的片，采用打孔法冲出

5mm的圆片，DSC按10℃升温速率，取第二次升温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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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氧化诱导时间

按GB/T 19466.6-2009规定进行试验，将成品色母粒压成厚度（650±10μm）的片，采用打孔法冲

出5mm的圆片，DSC按20℃升温速率升温至210℃，恒温3分钟后通入氧气至氧化出峰。

6.1.6 耐水迁移性

按QB/T 4884-2015之6.9规定进行试验，取色母粒料20克浸入250毫升温度为（80±2）℃、符合GB/T

6682-2008的三级水中，试样浸泡2小时，然后将浸泡液倒入干净的比色管中，与未浸泡的三级水比较，

在自然光下，观察水的颜色变化。

6.1.7 灰分

按GB/T 9345.1-2008之5.3方法A进行试验，取色母粒20克，（600±25）℃马弗炉烧至恒重，至少

测试3组有效数据取其平均值。

6.1.8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按GB/T 3682.1-2018进行试验，230℃，预热5分钟，取3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6.2 注塑样试验方法

6.2.1 注塑样制备方法

混配料按GB/T 17037.1-1997的规定在设定的工艺条件下，熔体温度（200±5）℃、模具温度（45

±5）℃注塑样品色板，弃掉注塑机达到稳定状态之前的试样，当达到稳定条件后，开始收集样品色板。

当样品色板达到常温状态用于色差、分散性、耐热性试验；熔体温度（210±5）℃、模具温度（45±5)℃

注塑符合GB/T 1040.2-2006中6.1的1A型试样条，弃掉注塑机达到稳定状态之前的试样，当达到稳定条

件后，开始收集试样条，试样条在温度（23±2）℃和相对温度（50±10）%条件下调节24小时后用于拉

伸强度、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试验。

6.2.2 色差

用积分球色差仪测定，采用D65光源，10°视角。仲裁试验时，样品应在常温下至少放置48h后进行

试验。

6.2.3 分散性

按GB/T 18251 规定进行试验，从色板不同部位切取样品，采用压片法在热烘压片时用厚度20μm

的铝箔将两载波片之间分隔以固定压片厚度进行分散等级检测。

6.2.4 耐热性

6.2.4.1 将色母料与无规共聚聚丙烯(PP-R)树脂按稀释比混合挤出制成混配料，将注塑机熔融温度设定

为200℃、取第7-10模的产品为颜色测试标准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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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用积分球色差仪测第七模试样与参考色板的色差。

6.2.4.3 如果色差△E*ab＜2,则将熔体温度提髙10℃重复测定。

6.2.4.4 直至色差△E*ab超过2，前一级的注塑机温度为耐热温度；如熔体温度为210℃,且△E*ab ＞2，

则耐热温度小于210℃。

6.2.5 拉伸强度保留率

按GB/T 1040.1-2006规定进行试验，试验速度为50mm/min，取至少6组数据的算数平均值，再按QB/T

4884-2015之6.7公式进行保留率的计算。

6.2.6 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保留率

按GB/T 1043.1-2008规定进行试验，取至少6组数据的算数平均值，再按QB/T 4884-2015之6.6公式

进行保留率的计算。

6.2.7 透光率

按GB/T 21300-2007规定进行试验（测试样品为dn25×en2.3的管材）。

6.3 卫生性

按GB/T 17219规定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同一生产线，同一配方，相同原料、相同工艺连续生产的均化产品作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50

吨, 如果生产7天不足 50吨,则以7天产量为一批。

7.2 过程检验

过程检验项目第5章的外观、大粒和小粒、含水率、灰分、熔体质量流动速率、色差、分散性、熔

融温度、氧化诱导时间。

7.3 岀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第5章的外观、大粒和小粒、含水率、色差。

7.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第5章的全部要求。正常生产时，每年应进行1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进

行型式检验：

a） 当新建投产时或设备搬迁时；

b） 当原、辅材料有重大改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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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产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 停产6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当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结果相差较大时。

7.5 判定规则

7.5.1 合格批的判定

按第7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若检验结果符合标准要求，则该批产品为合格。

7.5.2 复验规则

若卫生指标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不合格；若除卫生指标外有不合格项时,应重新抽取双倍样品对

不合格顼进行复验，若复验结果全部合格， 则该批产品合格；若仍有不合格项，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

产品出厂时，每件色母粒包装均应有合格标志、质检专用章和检验员章。色母粒的外包装袋上应有

明显的标志，标志内容包括：标准代号、厂名、地址、电话、商标、产品名称、批次编号、产品标记等

内容。

9 包装、运输、贮存

9.1 包装

包装可釆用内衬聚乙烯薄膜的聚丙烯编织袋或其他包装袋，包装材料应保证被包装物在运输和贮存

时不被污染，每袋产品净含量为25 kg或供需双方商定。

9.2 运输

产品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不应使用铁钥等锐利工具，切忌抛掷。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干燥、运输

时不应与沙土、碎金属、煤炭及玻璃等混运，不应与有毒及腐蚀性或易燃物混装，不应在阳光下暴晒或

雨淋。

9.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清洁并具有良好消防设施的仓库内°贮存时，应远离热源并防止阳光直

接照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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