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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

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包括织布步骤、预处理步骤、

拉挤成膜步骤、放卷步骤、加热步骤、冷却步骤和

切割步骤。本发明的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

料的制备工艺，可以通过挤出拉挤设备进行薄膜

生产，再通过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制备连续的

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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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织布步骤：将植物纤维材料做成植物纤维织物；

S2，预处理步骤：采用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作为基体配成水溶性乳液，并将

水溶性乳液均匀地喷洒在所述步骤S1得到的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再经过红外烘箱进行

干燥处理，使得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分别附着一层极性PP涂层；

S3，拉挤成膜步骤：采用流延膜挤出设备将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拉挤成PP

改性胶膜，所述PP改性胶膜的克重范围为20克/平米～200克/平米；

S4，放卷步骤：采用放卷装置将经过步骤S2预处理过的植物纤维织物放卷在连续双钢

带带压复合机的钢带上，同时通过放卷设备将经过步骤S3拉挤好的PP改性胶膜均匀地铺放

在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并随着钢带的运动，PP改性胶膜与植物纤维织物一起铺放在连

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上；

S5，加热步骤：随着钢带的连续运转，步骤S4中的植物纤维织物及其正反面的PP改性胶

膜经过所述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加热加压区，PP改性胶膜开始完全融化流动，PP改性

胶膜与植物纤维织物表面的极性PP涂层结合在一起，重新压合，形成复合材料膜；

S6，冷却步骤：经过步骤S5处理得到的复合材料膜经过所述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

冷却加压区，形成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

S7，切割步骤：采用切割设备将步骤S6得到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切割制成PP

增强植物纤维片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1中，所述植物纤维材料采用麻纤维，所述植物纤维织物采用方格布或单向纤维布。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1中，采用剑杆编织机将麻纤维编织成方格布；所述单向纤维布为经线布，采用整经设

备将麻纤维整成经线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水溶性乳液的制备流程如下：

首先将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添加在水中制成预备乳液，该预备乳液中马来

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含量在40％；

然后将预备乳液放入在100℃的乳化釜中将进行乳化；

最后在乳化釜中加入去离子水调配成水溶性乳液，该水溶性乳液中马来酸酐接枝的高

流动性PP树脂的含量在5％～20％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2中，所述红外烘箱内的温度为100℃～120℃，干燥处理的时间为2～4分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3中，所述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熔融指数范围是60g/10min～200g/

10min，所述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熔点为40℃～18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PP改性胶膜的厚度为20微米～200微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5中，所述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加热加压区的加热温度在180℃～200℃，压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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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ar～80bar。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S6中，所述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冷却加压区的温度在25℃～40℃，压力在20bar～

8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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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植物纤维作为天然可再生材料，广泛的被应用在复合材料上，由于植物纤维在高

温会出现碳化即不耐温的特点，因此是没有办法通过挤出工艺实现复合材料生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

制备工艺，可以通过挤出拉挤设备进行薄膜生产，再通过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制备连续

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片材。

[0004] 实现上述目的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0005] S1，织布步骤：将植物纤维材料做成植物纤维织物；

[0006] S2，预处理步骤：采用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作为基体配成水溶性乳液，

并将水溶性乳液均匀地喷洒在所述步骤S1得到的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再经过红外烘箱

进行干燥处理，使得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分别附着一层极性PP涂层；

[0007] S3，拉挤成膜步骤：采用流延膜挤出设备将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拉挤

成PP改性胶膜，所述PP改性胶膜的克重范围为20克/平米～200克/平米；

[0008] S4，放卷步骤：采用放卷装置将经过步骤S2预处理过的植物纤维织物放卷在连续

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钢带上，同时通过放卷设备将经过步骤S3拉挤好的PP改性胶膜均匀地

铺放在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并随着钢带的运动，PP改性胶膜与植物纤维织物一起铺放

在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上；

[0009] S5，加热步骤：随着钢带的连续运转，步骤S4中的植物纤维织物及其正反面的PP改

性胶膜经过所述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加热加压区，PP改性胶膜开始完全融化流动，PP

改性胶膜与植物纤维织物表面的极性PP涂层结合在一起，重新压合，形成复合材料膜；

[0010] S6，冷却步骤：经过步骤S5处理得到的复合材料膜经过所述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

机的冷却加压区，形成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

[0011] S7，切割步骤：采用切割设备将步骤S6得到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切割制

成PP增强植物纤维片材。

[0012]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1中，所述植物纤维

材料采用麻纤维，所述植物纤维织物采用方格布或单向纤维布。

[0013]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1中，采用剑杆编织

机将麻纤维编织成方格布；所述单向纤维布为经线布，采用整经设备将麻纤维整成经线布。

[0014]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2中，所述水溶性乳

液的制备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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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首先将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添加在水中制成预备乳液，该预备乳液中

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含量在40％；

[0016] 然后将预备乳液放入在100℃的乳化釜中将进行乳化；

[0017] 最后在乳化釜中加入去离子水调配成水溶性乳液，该水溶性乳液中马来酸酐接枝

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含量在5％～20％之间。

[0018]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2中，所述红外烘箱

内的温度为100℃～120℃，干燥处理的时间为2～4分钟。

[0019]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3中，所述马来酸酐

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熔融指数范围是60g/10min～200g/10min，所述马来酸酐接枝的

高流动性PP树脂的熔点为40℃～180℃。

[0020]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所述PP改性胶膜的厚度为

20微米～200微米。

[0021]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5中，所述连续双钢

带带压复合机的加热加压区的加热温度在180℃～200℃，压力在20bar～80bar。

[0022] 上述的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步骤S6中，所述连续双钢

带带压复合机的冷却加压区的温度在25℃～40℃，压力在20bar～80bar。

[0023] 本发明的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可以通过挤出拉挤设备进行

薄膜生产，再通过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制备连续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片材。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

其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地说明：

[0026] 请参阅图1，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一种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

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7] S1，织布步骤：将植物纤维材料做成植物纤维织物；植物纤维材料采用麻纤维，植

物纤维织物采用方格布或单向纤维布，可采用剑杆编织机将麻纤维编织成方格布；单向纤

维布为经线布，可采用整经设备将麻纤维整成经线布；

[0028] S2，预处理步骤：采用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作为基体配成水溶性乳液，

并将水溶性乳液均匀地喷洒在步骤S1得到的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再经过红外烘箱进行

干燥处理，使得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分别附着一层极性PP涂层；红外烘箱内的温度为100

℃～120℃，干燥处理的时间为2～4分钟；

[0029] S3，拉挤成膜步骤：采用流延膜挤出设备将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拉挤

成PP改性胶膜，PP改性胶膜的克重范围为20克/平米～200克/平米；PP改性胶膜的厚度为20

微米～200微米；

[0030] S4，放卷步骤：采用放卷装置2将经过步骤S2预处理过的植物纤维织物放卷在连续

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钢带11上，同时通过放卷设备3将经过步骤S3拉挤好的PP改性胶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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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地铺放在植物纤维织物的正反面，并随着钢带的运动，PP改性胶膜与植物纤维织物一起

铺放在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上；

[0031] S5，加热步骤：随着钢带的连续运转，步骤S4中的植物纤维织物及其正反面的PP改

性胶膜经过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加热加压区12，PP改性胶膜开始完全融化流动，PP改

性胶膜与植物纤维织物表面的极性PP涂层结合在一起，重新压合，形成复合材料膜；加热加

压区的加热温度在180℃～200℃，压力在20bar～80bar；

[0032] S6，冷却步骤：经过步骤S5处理得到的复合材料膜经过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的

冷却加压区13，形成连续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冷却加压区的温度在25℃～40℃，

压力在20bar～80bar；

[0033] S7，切割步骤：采用切割设备4将步骤S6得到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料切割制

成PP增强植物纤维片材5。

[0034] 步骤S2中，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采用的是杜邦的P353系列，是用于乳

化配水乳液的，用于织物纤维织物的表面处理，水溶性乳液的制备流程如下：

[0035] 首先将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添加在水中制成预备乳液，该预备乳液中

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含量在40％；

[0036] 然后将预备乳液放入在100℃的乳化釜中将进行乳化；

[0037] 最后在乳化釜中加入去离子水调配成水溶性乳液，该水溶性乳液中马来酸酐接枝

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含量在5％～20％之间。

[0038] 步骤S3中，马来酸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是挤出胶膜用的，做好胶膜再和表面

处理过的织物纤维织物在连续钢带压机上复合成植物纤维复合材料。这一步骤中的马来酸

酐接枝的高流动性PP树脂的熔融指数范围是60g/10min～200g/10min，熔点为40℃～180

℃。优选PP树脂的熔点165℃，这样可以确保复合材料的生产过程中温度不会太高，以至于

把植物纤维高温碳化影响复合材料的性能。高流动性的PP树脂在完全熔化时就会有很低的

粘度，在生产复合材料时会更好的渗透到织物纤维中去。

[0039]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植物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可以通过挤出拉

挤设备进行薄膜生产，再通过连续双钢带带压复合机制备连续的植物纤维增强PP的复合材

料片材。

[0040] 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明，

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变

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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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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