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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型乳化炸药专用复合蜡的研究 

张建雨，吕全海，胡景娜，王文强 

(华东理工大学能源化工系，上海 200237) 

摘要 以植物蜡与减五线馏分油 、减四线蜡下油、微晶蜡和石油树脂为原料 ，在 120 C下加热 

熔化并搅拌 60 rain条件下，制备了植物型乳化炸药专用复合蜡，并考察了原料组分变化对复合蜡 

各种性能的影响 。当植 物蜡 用量 为 16．7 、减 五线 馏分 油用 量 为 18．8 、减 四线蜡 下 油用量 为 

58．3 、微 晶蜡用量 为 4．1 、石 由树 脂用量为 2．1 时 ，制得的植物型乳化炸药专 用复合蜡 针入度 

为 68×l0 mm、滴熔点为 60 C、运动粘度为 8．13 mm ／s、含油量为 34．81 ，其性能优异，常温下 

呈固态，方便使用和运输 ，是乳化炸药理想的油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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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油包水型乳化炸药自 1969年问世以来，因其 

良好的爆炸性、抗水性和爆炸物毒性小等优点发展 

迅速 。形成乳化炸药连续 相的油相材料是乳化炸 

药不可缺少 的组分 ，它的质量和性能直接关系到乳 

化炸药的药态、爆炸性能和稳定性l1]。如果油相材 

料选择得当，不仅能提高爆炸性能和储存稳定性， 

而且还能降低成本 ]。 

植物蜡是由棕榈油、大豆油、菜籽油等加氢精制 

而成。其产品具有纯度较高、熔点高、硬度大、乳化 

性好及防水性好等特点。植物蜡与矿物蜡和油均具 

有较好的互溶性，不含油，能降低含油量，又能改善 

矿物油、蜡的性能，且价格低廉 ，将其应用于乳化炸 

药油相材料 ，对于拓展炸药蜡原料范围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采用植物蜡与石油中间馏分等调合出质 

量稳定、使用方便 、成本低廉的植物型乳化炸药专用 

复合蜡，同时考察了各原料对复合蜡性能的影响。 

2 实 验 

2．1 主要原料 

植物蜡 ，自制；减五线馏分油，抚顺石油化工一 

厂生产；减 四线蜡下油，抚顺石油化工一厂生产 ；微 

晶蜡，南阳石蜡精细化工厂生产；石油树脂，上海焦 

耳蜡业有限公司生产 。 

2．2 乳化炸药专用复合蜡的制备 

将按比例称量的植物蜡、减四线蜡下油、减五 

线馏分油、微晶蜡 和石油树脂加热到熔 化，继续升 

温到 120。C，在低速下恒温搅拌 60 rain，冷却到常 

温制得产品。 

3 结果与讨论 

根据馏程 、针人度及含油量等参数确定了调合 

组分为植物蜡、减五线馏分油、减 四线蜡下油 、微晶 

蜡和石油树脂。通过探索试验 ，得出初始配方 中各 

种原料的适宜配 比范 围为 ：减 五线馏分油 13 ～ 

23 ，减 四线蜡下油 50 ～62 ，植物 蜡 14 ～ 

21 ，微晶蜡 1 ～7， ，石油树脂 1 ～5 。在确 

定初始配方的基础上 ，又分别考察了各组分含量的 

变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3．1 植物蜡的影响 

保持减五线馏分油、减四线蜡下油、微晶蜡用量 

不变，改变植物蜡用量，对复合蜡性能的影响见图 1。 

图 1 植物蜡用量对 复合蜡性能 的影响 

●一针入度，10 mm；▲一滴熔点， C；V一含油量， 

■一运动粘度，mm ／s。图2～图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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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烃含量的增加，运动粘度增大。一定的异构组分 

存在 ，可增加复合蜡的持油性 ，减少油的外渗 ，同时 

又可使包覆膜中蜡 的结 晶变细 ，韧性增加，致密性 

得以提高，包覆膜强度增大，从而使乳化炸药抗水 

性提高 ]。随着微晶蜡量的增加，复合蜡的滴熔 

点提高，乳化膜强度随之增加，抗水性提高，但会 

增大乳化分散难度 ，降低易乳化性，同时从成本考 

虑，选微品蜡用量为 4．1 ，此时 ，复合蜡针入度为 

67．95×10～ mm，滴熔点为 60．6。C基本符合要求 ， 

但运动粘度为 6．24 mm ／s偏小 ，需要加入一定量 

的石油树脂进行调节。 

3．5 石 油树脂 的影 响 

复合蜡运动粘度较小，为提高其运动粘度加入 

一 定量的石油树脂 。在减五线馏分油 、减四线蜡下 

油、植物蜡 、微晶蜡用量不变情况下，改变石油树脂 

的量，对复合蜡性能影响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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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石油树脂对复合蜡性能的影响 

由图5可以看出，加入石油树脂后，复合蜡的 

运动粘度较加入前明显增大 ，且随着石油树脂含量 

的增加，复合蜡的运动粘度提高，硬度略有下降(针 

入度略有增大)，滴熔点基本保 持不变 ，含油量 下 

降。石油树脂具有良好的增粘性和粘结性，其含量 

的增加，能引起复合蜡粘度的增加，使形成的乳化 

膜强度增大，药态变稠，硬度增加。但会导致乳化 

分散难度增加，易乳化性下降，并且粘度过大，则乳 

化颗粒过大，造成稳定性下降，因此 ，石油树脂用量 

不能太大 ，在此选用 2．1 ，此时，复合蜡针入度为 

68×10～ mm，滴熔点为 60℃，运动粘度 为 8．13 

mm ／s，含油量为 34．81 。 

4 结 论 

(1)通过加入植物蜡研制开发了适合于乳化 

炸药 的植物 型乳 化炸药专 用蜡 。实验结果表 明， 

植物蜡可以显著降低乳化炸药复合蜡的硬度和含 

油量 。 

(2)当植物蜡用量为 16．7 ，减五线馏分油用 

量为 18．8 ，减四线蜡下油用量为 58．3 ，微 晶蜡 

用量为4．1 ，石油树脂用量为2．1 时，制得的植物 

型乳化炸药专用蜡针入度为 68×10～ mitt，滴熔点为 

60℃，运动粘度为 8．13 mm ／s，含油量为 34．81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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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EGETABLE CoM PoUND W AX FoR 

EM ULSIoN EXPLoSIVE 

Zhang Jianyu，I n Quanhai，Hu Jingna，Wang Wenqia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Vegetable compound wax for emulsion explosive was prepared by mixing vegetable 

wax with 5 vacuum cuts(a)，4 foot oil from raw paraffin(b)，crystallite wax(c)and petroleum resin(d) 

at 1 20 ℃ and stirring for 60 minutes．The effect of raw material compon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mpound wax was investigated．It was found that vegetable compound wax prepared from 16．7 

vegetable wax，18．8 (a)，58．3 (b)，4．1 (C)and 2．1 (d)exhibited excellent performance having 

needle penetration of 68×10～ mm，drop melting point of 60℃，kinematic viscosity of 8．1 3 mm ／s and 

its oil content was 34．81 ．Besides，it was convenient to be used and transported since it was solid at 

ambient temperature，thus，it was an ideal oil phase material for emulsion explosive． 

Key Words：compound wax；needle penetration；drop melting point；kinematic viscosity；oi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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