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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

的工艺、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和一种应用碳毡

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涉及

汽车覆盖件技术领域，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将

RAF-901树脂A组份、B组份增稠剂加入串联混合

器搅拌得到环氧树脂糊,本发明使用碳毡预浸料

制造工艺得到的碳毡预浸料外观均匀，脱膜性良

好，不粘手，且满足汽车部件材料低VOC环保要

求，使用可快速固化的碳毡预浸料作为原材料应

用于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上，制造成品

的生产效率高、周期短、成本低、质量稳定，实现

汽车轻量化和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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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RAF-901树脂A组份加入到900～1200转的串联混合器中；

步骤二、在串联混合器中加入B组份增稠剂并搅拌均匀得到环氧树脂糊；

步骤三、将RFRT片料机清理干净，准备好PP薄膜，将混好的环氧树脂糊分别加入上、下

胶槽，开启设备，将环氧树脂糊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再与短切碳纤维毡复合；

步骤四、再进行加压，树脂含浸碳纤维毡，然后将含浸树脂的碳毡预浸料折叠装箱；

步骤五、将以上制备的碳纤维毡预浸料放入烘房增稠熟化处理，熟化处理完成得到碳

毡预浸料，然后将其放入冷库存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中

的RAF-901树脂为可降解环氧树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三

中，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的环氧树脂糊厚度为0.35～0.6mm，短切碳纤维毡的面密度为200

～400g/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五

中烘房的温度设为35～50℃，熟化处理5～20h。

5.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其特征在于，其应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艺制得。

6.一种应用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绘制制造汽车机盖内板需要的碳毡预浸料下料图，下料图中包含铺层定位孔，

用自动下料机将碳毡预浸料切割成设计的下料形状；

步骤二、在液压机的上、下模内涂脱模剂，模具预热到130-150℃；

步骤三、将碳毡预浸料铺放到已加热到130～150℃的模具上，并对准铺层定位销，采用

液压机热压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压制固化，加压6～10MPa合模，合模后保温、保压5～20分钟；

步骤四、保温保压时间到后起模，脱模，取出机盖内板；

步骤五、自动化切割去毛边，涂装打磨喷漆，终检，完成机盖内板的制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液

压机吨位为3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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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及机盖内板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覆盖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的工艺、

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和一种应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可回收纤维增强热固性材料，简称RFRT，随着复合材料自动化量产技术的发展，复

合材料制造成本大幅降低，人们对复合材料的减重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复合材料在汽

车上的应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有的汽车复合材料引擎盖多为钢板、铝板或连续碳纤

维复合材料，钢板、铝板质量中，连续碳纤维虽然能极大的实现减重的目标，但是仍然具有

以下缺陷：1、效率低，传统工艺如真空袋压工艺、模压工艺等均以连续碳纤维预浸料铺层为

主，铺层工时较长，根据制品的复杂程度，4h-24h不等，同时固化时间较长，一般为8h左右，

无法满足汽车几万件每年的产能需求；2、成本高，民用领域的原材料为连续纤维织物预浸

料，材料成本约为120～300元/kg，而制造成本达到材料成本的5～8倍，进而最终制品综合

成本均在700～1000元/kg；3、质量不稳定，传统复合材料工艺为手工铺层，况且汽车产品结

构极其复杂，导致复合材料铺层难度加大，异形结构或拐角处需要不同方式的剪口及对接

或搭接方能保证纤维连续，而手工铺层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和一致性差，每一次剪口位

置及对接或搭接位置都会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导致产品质量稳定性差，不同批次甚至同一

批次不同零件的质量波动较大，同时也会影响产品的性能及使用。汽车行业产品批量大，质

量要求高，成本敏感，传统碳纤维复合材料无法满足企业需求，而汽车轻量化又极其紧迫，

急需一种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且质量稳定的轻量化方案来改善这类传统模式。

[0003] 中国专利申请为CN107745749A公开了一种复合材料汽车引擎盖及其制备方法，该

复合材料汽车引擎盖包括：通过胶黏剂胶接组装的内板和外板；该内板和外板的材料均采

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编，并浸润树脂加热固化的复合材料，该装置的优点在于：能降低汽

车引擎盖的制造成本，具有抗疲劳、耐腐蚀、减振和绝缘等优点，但是该发明利用RTM成型工

艺分别制备碳玻混编汽车引擎盖的内板和外板，制造周期长、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导致

的上述多项缺陷。

[0005] 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一、将RAF-901树脂A组份加入到900～1200转的串联混合器中；

[0007] 步骤二、在串联混合器中加入B组份增稠剂并搅拌均匀得到环氧树脂糊；

[0008] 步骤三、将RFRT片料机清理干净，准备好PP薄膜，将混好的环氧树脂糊分别加入

上、下胶槽，开启设备，将环氧树脂糊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再与短切碳纤维毡复合；

[0009] 步骤四、再进行加压，树脂含浸碳纤维毡，然后将含浸树脂的碳毡采用6～10英寸

气涨轴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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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五、将以上制备的碳纤维毡预浸料放入烘房增稠熟化处理，熟化处理完成得

到碳毡预浸料，然后将其放入冷库存储。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三中，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的环氧树脂糊厚度为0.35～

0.6mm，短切碳纤维毡的面密度为200～400g/m2。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五中烘房的温度设为35～50℃，熟化处理5～20h。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应用所述的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

艺制得。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包括如下

步骤：

[0015] 步骤一、绘制制造汽车机盖内板需要的碳毡预浸料下料图，下料图中包含铺层定

位孔，用自动下料机将碳毡预浸料切割成设计的下料形状；

[0016] 步骤二、在液压机的上下模内涂脱模剂，模具预热到130～150℃；

[0017] 步骤三、将碳毡预浸料铺放到已加热到130～150℃的模具上，并对准铺层定位销，

采用液压机热压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压制固化，加压6～10MPa合模，合模后保温、保压5～20

分钟；

[0018] 步骤四、保温保压时间到后起模，脱模，取出机盖内板；

[0019] 步骤五、自动化切割去毛边，涂装打磨喷漆，终检，完成机盖内板的制备。

[0020] 优选的，所述液压机吨位为3000吨。

[002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使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得到的碳毡预浸料制品外观均匀，

脱膜性良好，不粘手，且满足汽车部件材料低VOC环保要求，使用可快速固化的碳毡预浸料

作为原材料应用于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制造成品的生产效率高、周期短、成本

低、质量稳定，实现汽车轻量化和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中的碳毡预浸料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中液压机用热压的方式对片料进行压制固化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中制备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28] 步骤一、将RAF-901树脂A组份加入到900～1200转的串联混合器中；

[0029] 步骤二、在串联混合器中加入B组份增稠剂并搅拌均匀得到环氧树脂糊；

[0030] 步骤三、将RFRT片料机清理干净，准备好PP薄膜，将混好的环氧树脂糊分别加入

上、下胶槽，开启设备，将环氧树脂糊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再与短切碳纤维毡复合；

[0031] 步骤四、再进行加压，树脂含浸碳纤维毡，然后将含浸树脂的碳毡采用6～10英寸

气涨轴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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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步骤五、将以上制备的碳纤维毡片料放入烘房增稠熟化处理，熟化处理完成得到

碳毡预浸料，然后将其放入冷库存储。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步骤三中，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的环氧树脂糊厚度为0.35

～0.6mm，短切碳纤维毡的面密度为200～400g/m2。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应用所述的一种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制

得。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包括如下

步骤：

[0036] 步骤一、绘制制造汽车机盖内板需要的碳毡预浸料下料图，下料图中包含铺层定

位孔，用自动下料机将碳毡预浸料切割成设计的下料形状；

[0037] 步骤二、在液压机的上下模内涂脱模剂，模具预热到125～135℃；

[0038] 步骤三、将碳毡预浸料铺放到已加热到125～135℃的模具上，并对准铺层定位销，

采用液压机热压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压制固化，加压6～10MPa合模，合模后保温、保压15～20

分钟；

[0039] 步骤四、保温保压时间到后起模，脱模，取出机盖内板；

[0040] 步骤五、自动化切割去毛边，涂装打磨喷漆，终检，完成机盖内板的制备。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液压机吨位为3000吨。

[0042] 实施例2

[0043]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44] 步骤一、将RAF-901树脂A组份加入到900～1200转的串联混合器中；

[0045] 步骤二、在串联混合器中加入B组份增稠剂并搅拌均匀得到环氧树脂糊；

[0046] 步骤三、将RFRT片料机清理干净，准备好PP薄膜，将混好的环氧树脂糊分别加入

上、下胶槽，开启设备，将环氧树脂糊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再与短切碳纤维毡复合；

[0047] 步骤四、再进行加压，树脂含浸碳纤维毡，然后将含浸树脂的碳毡采用6～10英寸

气涨轴收卷；

[0048] 步骤五、将以上制备的碳纤维毡片料放入烘房增稠熟化处理，熟化处理完成得到

碳毡预浸料，然后将其放入冷库存储。

[004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步骤三中，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的环氧树脂糊厚度为0.35

～0.6mm，短切碳纤维毡的面密度为200～400g/m2。

[0050] 此外，所述的步骤五中烘房的温度设为35℃，熟化处理20h。

[005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应用所述的一种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制

得。

[005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包括如下

步骤：

[0053] 步骤一、绘制制造汽车机盖内板需要的碳毡预浸料下料图，下料图中包含铺层定

位孔，用自动下料机将碳毡预浸料切割成设计的下料形状；

[0054] 步骤二、在液压机的上下模内涂脱模剂，模具预热到135～145℃；

[0055] 步骤三、将碳毡预浸料铺放到已加热到135～145℃的模具上，并对准铺层定位销，

采用液压机热压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压制固化，加压6～10MPa合模，合模后保温、保压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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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0056] 步骤四、保温保压时间到后起模，脱模，取出机盖内板；

[0057] 步骤五、自动化切割去毛边，涂装打磨喷漆，终检，完成机盖内板的制备。

[005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液压机吨位为3000吨。

[0059] 实施例3

[0060]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61] 步骤一、将RAF-901树脂A组份加入到900～1200转的串联混合器中；

[0062] 步骤二、在串联混合器中加入B组份增稠剂并搅拌均匀得到环氧树脂糊；

[0063] 步骤三、将RFRT片料机清理干净，准备好PP薄膜，将混好的环氧树脂糊分别加入

上、下胶槽，开启设备，将环氧树脂糊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再与短切碳纤维毡复合；

[0064] 步骤四、再进行加压，树脂含浸碳纤维毡，然后将含浸树脂的碳毡采用6～10英寸

气涨轴收卷；

[0065] 步骤五、将以上制备的碳纤维毡片料放入烘房增稠熟化处理，熟化处理完成得到

碳毡预浸料，然后将其放入冷库存储。

[006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的步骤三中，涂敷在上、下PP膜内面的环氧树脂糊厚度为0.35

～0.6mm，短切碳纤维毡的面密度为200～400g/m2。

[0067] 此外，所述的步骤五中烘房的温度设为35℃，熟化处理20h。

[006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应用所述的一种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制

得。

[006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包括如下

步骤：

[0070] 步骤一、绘制制造汽车机盖内板需要的碳毡预浸料下料图，下料图中包含铺层定

位孔，用自动下料机将碳毡预浸料切割成设计的下料形状；

[0071] 步骤二、在液压机的上下模内涂脱模剂，模具预热到145～155℃；

[0072] 步骤三、将碳毡预浸料铺放到已加热到145～155℃的模具上，并对准铺层定位销，

采用液压机热压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压制固化，加压6～10MPa合模，合模后保温、保压5～10

分钟；

[0073] 步骤四、保温保压时间到后起模，脱模，取出机盖内板；

[0074] 步骤五、自动化切割去毛边，涂装打磨喷漆，终检，完成机盖内板的制备。

[007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液压机吨位为3000吨。

[0076] 使用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得到的碳毡预浸料得到环氧树脂糊充分浸润碳纤维毡，

外观均匀，脱膜性良好，不粘手，环氧树脂糊不含无易挥发物质，满足汽车部件材料低VOC环

保要求，并且具有130-150℃快速固化特性，能够将复合材料部件成型周期缩短到5～

20min，有利于复合材料部件批量化生产，并且具有可降解特性，制备的复合材料部件容易

实现回收再利用；使用可快速固化的碳毡预浸料作为原材料应用于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

的工艺，做成制品后密度1400kg/m3，拉伸模量约27GPa，相比钢制产品减重50％以上，本方

案采用碳毡预浸料通过模压工艺成型，单套模具可实现5min/件的生产效率，连续生产年产

能约86400件，基本满足汽车批量生产需求，碳毡预浸料采用可回收的碳纤维边角废料制成

短切料预浸料，可极大的降低原材料成本，树脂采用快速固化体系，缩短制造周期，降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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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本，能够满足汽车市场预期，从碳毡预浸料片料制作到最终制品，整个环节全部通过自

动化工艺实现，通过工艺参数设定及多轮试制试验，每个环节均在管控之内，从而保证最终

制品的精度，质量稳定，一致性高，本方案选用的材料基本可以保证传统金属车身结构不用

做大的改动，用于提升性能或安装用的凸台、筋、凹槽、异形复杂结构均可成型，进而满足汽

车的结构设计需求，树脂基体选择可回收热固性环氧树脂体系，能够在100℃～150℃的温

度和常压的条件下实现热固性树脂完全降解，达到95％的回收。回收的纤维材料可以被再

利用到复合材料的生产，而降解后的树脂可以作为工程塑料实现再利用。选用该体系树脂

可以使汽车部件报废后得到更节能环保的处理，本发明中的环氧树脂糊与利用该物质得到

的一种应用碳毡预浸料制造的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性能如表1所示：

[0077] 表1

[0078]

[0079] 基于上述，本发明使用可降解碳毡预浸料制造工艺得到的碳毡预浸料外观均匀，

脱膜性良好，不粘手，且满足汽车部件材料低VOC环保要求，使用可快速固化的碳毡预浸料

作为原材料应用于复合材料汽车机盖内板的工艺，制造成品的生产效率高、周期短、成本

低、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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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发明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施方

案来实现。因此，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的。所

有在本发明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发明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发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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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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