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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

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

料管杆件连续生产线，其技术方案是：自动包毡

装置将纤维簿毡包覆粘结在连续泡沫条的外部，

并通过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编织生成外包纤维

套管的泡沫芯条；合股装置将多个泡沫芯条进行

合股组成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成型编织机在具

有一定截面的芯材外部再编织纤维套管形成预

成型的管杆件；定型模具组对预成型的管杆件浸

润树脂、加热固化、冷却定型，形成定截面直线连

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最后在管杆件牵

引机的牵引下，送入自动定长切割机切割为所需

长度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本实用新型提

高了定截面直线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成

型制作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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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它包括：顺序连接的连续

泡沫条盘卷(1)、自动包毡装置(2)、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3)、合股装置(4)、截面成型套管

编织机(5)、定型模具组(6)、树脂注射机(7)、管杆件牵引机(8)以及自动定长切割机(9)；

所述连续泡沫条盘卷(1)、所述自动包毡装置(2)与所述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3)组成

泡沫芯套管编织芯条生产线；其中，所述连续泡沫条盘卷(1)用于向所述自动包毡装置(2)

输送连续的泡沫条，所述自动包毡装置(2)用于将纤维薄毡包覆粘结在泡沫条外部，生成外

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所述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3)用于对所述自动包毡装置(2)输送的

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进行套管编织，生成外包纤维套管的泡沫芯条；

所述合股装置(4)用于对多条所述泡沫芯套管编织芯条生产线所生产的外包纤维套管

的泡沫芯条进行合股组成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并将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送至所述截面成

型套管编织机(5)内，所述截面成型套管编织机(5)在具有一定截面的泡沫芯条外部编织一

层或多层纤维套，形成预成型的管杆件；

所述定型模具组(6)与所述树脂注射机(7)连通，所述树脂注射机(7)用于向所述定型

模具组(6)内树脂槽注入树脂；预成型的管杆件在所述定型模具组(6)内浸润树脂、加热固

化、冷却定型，形成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所述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在所述管杆件牵引机(8)的牵引下，

送至所述自动定长切割机(9)，由所述自动定长切割机(9)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

合材料管杆件切割为所需长度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

定型模具组(6)分为：浸胶槽区(61)以及相邻的固化区(62)；所述浸胶槽区(61)设有树脂注

射口，所述固化区(62)设有温控装置；所述树脂注射机(7)与所述浸胶槽区(61)连通，所述

预成型的管杆件在所述浸胶槽区(61)内浸润树脂，并在所述固化区(62)内加热固化、冷却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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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复合材料管杆件生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复合材料管杆件的

大批量连续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2] 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现在的生产工艺采用手工制作，步骤包括：(1)采用定

长轻质塑料泡沫条为芯材，在芯材上喷上粘结剂包覆纤维簿毡，组成外包覆纤维簿毡的泡

沫芯条；  (2)将多根外包覆纤维簿毡的泡沫芯条组合成新的一定截面芯材，再套上纤维编

织套管组成新的一定截面的杆件预成型件；(3)将杆件预成型件放入特制的定型模具中，注

入树脂进行浸润和固化反应，直至脱模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刚度的复合材料管杆件。这种

工艺的缺点是生产效率低，模具投资成本大，因此需要研制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

件的大批量连续生产工艺及生产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

管杆件大批量连续生产线及生产工艺。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线，它

包括：顺序连接的连续泡沫条盘卷、自动包毡装置、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合股装置、截面成

型套管编织机、定型模具组、树脂注射机、管杆件牵引机以及自动定长切割机；

[0005] 连续泡沫条盘卷、自动包毡装置与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组成泡沫芯套管编织芯条

生产线；其中，连续泡沫条盘卷用于向自动包毡装置输送连续的泡沫条，自动包毡装置用于

将纤维薄毡包覆粘结在泡沫条外部，生成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

用于对自动包毡装置输送的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进行套管编织，生成外包纤维套管的

泡沫芯条；

[0006] 合股装置用于对多条泡沫芯套管编织芯条生产线所生产的外包纤维套管的泡沫

芯条进行合股组成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并将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送至截面成型套管编织

机内，截面成型套管编织机在具有一定截面的泡沫芯条外部编织一层或多层纤维套，形成

预成型的管杆件；

[0007] 定型模具组与树脂注射机连通，树脂注射机用于向定型模具组内树脂槽注入树

脂；预成型的管杆件在定型模具组内浸润树脂、加热固化、冷却定型，形成定截面直线连续

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08] 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在管杆件牵引机的牵引下，送至自动

定长切割机，由自动定长切割机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切割为所需

长度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09] 进一步的，定型模具组分为：浸胶槽区以及相邻的固化区；浸胶槽区设有树脂注射

口，固化区设有温控装置；树脂注射机与浸胶槽区连通，预成型的管杆件在浸胶槽区内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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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并在固化区内加热固化、冷却定型。

[0010] 进一步的，生产线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在生产过程中对牵引机的牵引力、编织

预紧力、模具温度分布、树脂注入压力、拉挤速度等工艺参数进行精准控制。

[0011]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工

艺，它包括以下步骤：

[0012] A.选用闭孔和满足设定低比重要求的连续轻质塑料泡沫条为管杆件的芯材；

[0013] B.利用自动包毡装置将纤维簿毡包覆粘结在泡沫条外部，生成外包纤维薄毡的泡

沫芯条；

[0014] C.利用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对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进行套管编织，生成外包

纤维套管的泡沫芯条；

[0015] D.利用合股装置将多根外包纤维套管的泡沫芯条进行合股，组成具有一定截面的

芯材；

[0016] E.利用截面成型套管编织机在具有一定截面芯材的外部编织一层或多层纤维套，

形成预成型的管杆件；

[0017] F.利用定型模具组内对预成型的管杆件浸润树脂、加热固化、冷却定型，形成定截

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18] G .利用管杆件牵引机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送至自动定

长切割机；

[0019] H.利用自动定长切割机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切割为所

需长度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20] 进一步的，步骤A中，泡沫条的比重要求为40～80kg/m3，可采用聚乙烯泡沫、聚氨

酯泡沫、酚醛泡沫和聚甲基丙烯酰亚胺泡沫等；泡沫条的截面可以是方形、长方形、圆形等

规则截面。

[0021] 步骤B中的纤维簿毡的材质为玻璃纤维、碳纤维、芳纶纤维、聚乙烯纤维、尼龙纤维

或聚酰亚胺纤维等。

[0022] 步骤C中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对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进行套管编织的纤维材

料、管壁厚度、编织角度和结构可以根据受力要求任意选择。

[0023] 步骤D中合股装置将多根连续泡沫芯编织芯条进行合股，组合形成具有一定截面

的芯材可以是多种截面组合，满足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不同的力学要求。

[0024] 步骤F中所浸润树脂为环氧树脂、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酚醛树脂、双马来酰亚胺

树脂或聚酰亚胺树脂等。

[0025] 步骤F中，利用树脂注射机向定型模具组浸胶槽内注入浸润树脂。

[0026] 有益效果：(1)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生产线可同时实现多根泡沫芯条编织芯材的

连续生产，通过将多根泡沫芯条编织芯材合股再编织，形成连续的预成型的管杆件，将预成

型的管杆件在特制定型模具中的树脂浸润和固化反应成型，最后将成型的泡沫芯薄层复合

材料管杆件通过自动定长切割机切割成所需长度产品，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生产线具有

“连续包毡”、“连续套管编织芯材”、“连续合股成定截面”、“连续截面成型套管编织”、“连续

树脂浸润固化”、“连续牵引输送”和“连续自动定长切断”七种功能，实现了泡沫芯薄层复合

材料管杆件的大批量、低成本、高质量的全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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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2)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生产工艺将连续长度的泡沫条为管杆件的芯材，同时对

多条泡沫条进行包毡和编织，得到多条连续的泡沫芯编织芯材，之后对多条连续的泡沫芯

材合股组成一定截面再编织得到预成型的管杆件，预成型的管杆件浸润树脂、加热固化、冷

却定型后，再将定型连续的直线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切割为所需长度泡沫芯薄层复

合材料管杆件；本工艺提高了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成型制作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了成

本，减少了管杆件材料的浪费，可适应直线管杆件材料的不同长度、不同截面，不同力学性

能的多种选择。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连续泡沫条盘卷、2-自动包毡装置、3-泡沫芯材套管编织机、4-合股装置、

5-截面成型套管编织机、6-定型模具组、61-浸胶槽区、62-固化区、7-树脂注射机、8-管杆件

牵引机、9-自动定长切割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31] 实施例1，参见附图1，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连续生产线，它包括：顺序

连接的连续泡沫条盘卷1、自动包毡装置2、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3、合股装置4、截面成型套

管编织机5、定型模具组6、树脂注射机7、管杆件牵引机8以及自动定长切割机9；

[0032] 连续泡沫条盘卷1、自动包毡装置2与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3组成泡沫芯套管编织

芯条生产线；其中，连续泡沫条盘卷1用于向自动包毡装置2输送连续的泡沫条，自动包毡装

置  2用于将纤维薄毡包覆粘结在泡沫条外部，生成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泡沫芯条套

管编织机3用于对自动包毡装置2输送的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进行套管编织，生成外包

纤维套管的泡沫芯条；

[0033] 合股装置4用于对多条泡沫芯套管编织芯条生产线所生产的外包纤维套管的泡沫

芯条进行合股组成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并将具有一定截面的芯材送至截面成型套管编织

机5内，截面成型套管编织机5在具有一定截面的泡沫芯条外部编织一层或多层纤维套，形

成预成型的管杆件；

[0034] 定型模具组6与树脂注射机7连通，树脂注射机7用于向定型模具组6内树脂槽注入

树脂；预成型的管杆件在定型模具组6内浸润树脂、加热固化、冷却定型，形成定截面直线连

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35] 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在管杆件牵引机8的牵引下，送至自

动定长切割机9，由自动定长切割机9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切割为

所需长度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36] 进一步的，定型模具组6分为：浸胶槽区61以及相邻的固化区62；浸胶槽区61设有

树脂注射口，固化区62设有温控装置；树脂注射机7与浸胶槽区61连通，预成型的管杆件在

浸胶槽区61内浸润树脂，并在固化区62内加热固化、冷却定型。定型模具组6内的温度和树

脂温度、注射压力可变，以满足大批量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的成型需要。

[0037] 进一步的，生产线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在生产过程中对牵引机的牵引力、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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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紧力、模具温度分布、树脂注入压力等工艺参数进行精准控制。

[0038] 实施例2，一种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大批量连续生产工艺，它包括以下步

骤：

[0039] A.选用闭孔和满足设定低比重要求的连续轻质塑料泡沫条为管杆件的芯材；

[0040] B.利用自动包毡装置2将纤维簿毡包覆粘结在泡沫条外部，生成外包纤维薄毡的

泡沫芯条；

[0041] C.利用泡沫芯条套管编织机3对外包纤维薄毡的泡沫芯条进行套管编织，生成外

包纤维套管的泡沫芯条；

[0042] D.利用合股装置4将多根外包纤维套管的泡沫芯条进行合股，组成具有一定截面

的芯材；

[0043] E .利用截面成型套管编织机5在具有一定截面芯材的外部编织一层或多层纤维

套，形成预成型的管杆件；

[0044] F.利用定型模具组6内对预成型的管杆件浸润树脂、加热固化、冷却定型，形成定

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45] G.利用管杆件牵引机8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送至自动定

长切割机9；

[0046] H.利用自动定长切割机9将定截面直线连续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切割为所

需长度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

[0047] 进一步的，步骤A中，泡沫条1的比重要求为40～80kg/m3，可采用聚乙烯泡沫、聚氨

酯泡沫、酚醛泡沫和聚甲基丙烯酰亚胺泡沫等；泡沫条9的截面可以是方形、长方形、圆形等

规则截面。

[0048] 步骤B中的纤维套管的材质为玻璃纤维、碳纤维、芳纶纤维、聚乙烯纤维、尼龙纤维

或聚酰亚胺纤维等。

[0049] 步骤C中泡沫芯材套管编织机3泡沫条1上的纤维套管的纤维材料、管壁厚度、编织

角度和结构可以根据受力要求任意选择。

[0050] 步骤D中合股装置4将多根连续泡沫芯编织芯条进行合股，组合形成新的截面芯材

可以是多种截面组合，满足泡沫芯薄层复合材料管杆件不同的力学要求。

[0051] 步骤F中所浸润树脂为环氧树脂、聚氨酯丙烯酸酯树脂、酚醛树脂、双马来酰亚胺

树脂或聚酰亚胺树脂等。

[0052] 步骤F中，利用树脂注射机7向定型模具组6内注入浸润树脂。

[0053] 综上，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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