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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

全鞋保护包头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复合材料材料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

全鞋保护包头及其制备方法。该连续纤维增强热

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由包含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制成：热塑性树脂100份、连续纤维

150～300份、抗氧剂0.1～0.5份、偶联剂0.2～

1.0份和润滑剂0.2～1.0份。本发明利用现有的

热塑性树脂浸渍单向连续纤维技术，制备厚度均

匀，纤维含量较高，性能较好的连续纤维增强热

塑性树脂预浸带，并预制成板材，然后再利用热

冲压成型工艺制备安全鞋保护包头，可以解决钢

制包头绝缘性差、比重大、弹性变形量小、舒适感

差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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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

份的组分制成：

所述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将100份热塑性树脂和0.1～0.5份的抗氧剂、0.2～1.0份偶联剂、0.2～1.0份润滑

剂混合均匀；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挤出，并让上述挤出的树脂熔体与150～300份连续纤

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出，收卷，即可得到

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预浸带；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进行裁剪、0°/90°铺层，在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制备复合

材料板材；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多块小板，再

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将小板热压成安全鞋保护包头；

所述的步骤(1)中混合的装置为高速混合机，混合时间为3～7min；

所述的步骤(2)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60～120r/min，熔融挤出温度为160～350℃，牵引

速度为2～10m/min；

所述的步骤(3)中热压成型条件：温度220～350℃，压力为1～3MPa，时间为5～10min；

所述的步骤(3)中复合材料板的厚度为3.0～5.0mm；

所述的步骤(4)中热冲压成型工艺为：温度为220～350℃，压力为5～8MPa，保持时间30

～60s；

所述的热塑性树脂选自PP、PA66、PA6、PEEK、PC、PPS或PBT；

所述的连续纤维选自玻璃纤维或碳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抗氧剂选自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三[2,4-二

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或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正十八碳醇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偶联剂选自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3-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或3-

(异丁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润滑剂选自硅酮粉、改性乙撑双脂肪酸酰胺或季戊四醇硬脂酸酯。

5.一种权利要求1-4中任一所述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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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100份热塑性树脂和0.1～0.5份的抗氧剂、0.2～1.0份偶联剂、0.2～1.0份润滑

剂混合均匀；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挤出，并让上述挤出的树脂熔体与150～300份连续纤

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出，收卷，即可得到

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预浸带；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进行裁剪、0°/90°铺层，在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制备复合

材料板材；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多块小板，再

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将小板热压成安全鞋保护包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1)中混合的装置为高速

混合机，混合时间为3～7min。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

60～120r/min，熔融挤出温度为160～350℃，牵引速度为2～10m/min。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3)中热压成型条件：温度

220～350℃，压力为1～3MPa，时间为5～10min。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3)中复合材料板的厚度

为3.0～5.0mm。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4)中热冲压成型工艺

为：温度为220～350℃，压力为5～8MPa，保持时间30～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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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及其

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分子复合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

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安全鞋是安全类鞋和防护类鞋的统称，一般指在不同工作场合穿用的具有保护脚

部及腿部免受可预见的伤害的鞋类，其中欧洲标准EN345《专用安全、防护及工作鞋》要求安

全鞋保护包头能提供至少200J能量测试时的抗冲击保护和至少15kN压力测试时的耐压力

保护。

[0003] 安全鞋保护包头的传统材质为钢材，一般是采用铸造成型，起耐砸、护趾的作用，

但是这种安全鞋存在以下缺陷：（1）由于包头是钢制，使得安全鞋耐受电流击穿的能力差，

即绝缘性差，限制了这种鞋的使用范围；（2）钢的比重较大，使安全鞋比较重，在穿着时会感

到累；（3）钢板的弹性变形量小，舒适感差。

[0004] 为了解决钢制保护包头的问题，迄今已经提出了树脂或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保

护包头的方案，其中有长纤维或短纤维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制备安全鞋保护包头，但这种

材料制成的保护包头很难满足欧洲标准EN345的要求，尤其是强度和刚性；另外一种是纤维

织物、编织物或无规纤维毡浸渍树脂后，通过其他工艺制得保护包头。在后者中，若树脂为

热固性树脂，由于其有较宽的粘度范围，可以优良的浸渍纤维，可以简单地制备纤维增强树

脂复合材料，但是和热塑性复合材料相比，热固性复合材料性能较脆，冲击强度差，难满足

安全鞋至少200J能量测试时的抗冲击保护，而且热固性树脂固化时间长，影响生产效率；对

比热固性复合材料，热塑性复合材料更有优势，但是热塑性树脂加工粘度大，树脂浸渍纤维

织物、编织物等是一大难题。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了这一难题，开发出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简称TPAC)制造新技术，2008年在子

公司辽宁杰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连续纤维增强

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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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0009] 所述的热塑性树脂选自PP、PA66、PA6、PEEK、PC、PPS或PBT。

[0010] 所述的连续纤维选自玻璃纤维或碳纤维。

[0011] 所述的抗氧剂选自四[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抗氧剂

1010）、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抗氧剂168）或β-（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

酸正十八碳醇酯（抗氧剂1076）。

[0012] 所述的偶联剂选自3-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KH550）、3-缩水甘油醚氧丙基三甲氧

基硅烷（KH-560）或3-（异丁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偶联剂570）。

[0013] 所述的润滑剂选自硅酮粉、TAF（改性乙撑双脂肪酸酰胺，苏州兴泰国光化学助剂

有限公司）或RH-313（季戊四醇硬脂酸酯，东莞市健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0014] 一种上述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5] （1）将100份热塑性树脂和0.1～0.5份的抗氧剂、0.2～1.0份偶联剂、0.2～1.0份

润滑剂混合均匀；

[0016]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挤出，并让上述挤出的树脂熔体与150～300份连

续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出，收卷，即可

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预浸带；

[0017]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0°/90°铺层，在平板硫化机上

热压成型，制备复合材料板材；

[0018]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多块小

板，其尺寸根据鞋的号码而定，比如本发明实施例中尺寸是按照10号男鞋（中国44码男鞋）

定的70mm×70mm，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将小板热压成安全鞋保护包头。

[0019] 所述的步骤（1）中混合的装置为高速混合机，混合时间为3～7min；

[0020] 所述的步骤（2）中用到的设备为专利CN101474868A所设计，挤出机螺杆转速为60

～120r/min，熔融挤出温度为160～350℃，牵引速度为2～10m/min；

[0021] 所述的步骤（3）中热压成型条件：温度220～350℃，压力为1～3MPa，时间为5～

10min；

[0022] 所述的步骤（3）中复合材料板的厚度为3.0～5.0mm；

[0023] 所述的步骤（4）中热冲压成型工艺为：温度为220～350℃，压力为5～8MPa，保持时

间30～60s。

[0024] 本发明结合杰事杰新材料集团现有的热塑性树脂浸渍单向连续纤维技术，制备厚

度均匀，纤维含量较高，性能较好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预浸带，并预制成板材，然后

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制备安全鞋保护包头。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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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1）在本发明中，利用树脂挤出熔体浸渍法制备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预浸带，

不仅解决了热塑性树脂浸渍纤维的难题，而且还可以根据挤出机螺杆转速和牵引机牵引速

度控制预浸带的含胶量，制备的预浸带厚度误差可以控制在±0.02mm，纤维含量可以高达

70%以上，生产效率也较高。

[0027] （2）利用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制备安全鞋保护包头，可以解决钢制

包头绝缘性差、比重大、弹性变形量小、舒适感差等缺点。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预浸带制备复合材料的铺层方式

示意图；

[0029] 图2（包括（a）、（b）、（c））为本发明实施例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制备安全鞋保护包

头原理图：其中，

[0030] 图2（a）是将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制备方法步骤（4）

中的小板放在压边圈和模具中进行加热；

[0031] 图2（b）是将冲头和小板接触，让有温度的冲头和小板之间形成接触加热；

[0032] 图2（c）是小板受热充分后，冲头将小板压进模具，制备安全鞋保护包头；图3为本

发明实施例中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合材料制备的安全鞋保护包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34] 以下实施例中，所得产品按照欧洲标准EN345《专用安全、防护及工作鞋》测试，其

要求安全鞋保护包头能提供至少200J能量测试时的抗冲击保护和至少15kN压力测试时的

耐压力保护。

[0035] 实施例1

[0036] （1）100份PP和0.1份的抗氧剂1010、0.7份偶联剂KH550、0.2份的润滑剂硅酮粉在

高速混合机中混合3min，混合均匀；

[0037]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300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P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60r/min，熔

融挤出温度为：一区160℃，二区175℃，三区195℃，四区210℃，五区220℃，机头220℃，牵引

速度为10m/min；

[0038]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2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1MPa，成型时间为5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料

板材；

[0039]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20℃、5MPa下保持30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40] 实施例2

[0041] （1）100份PA6和0.2份的抗氧剂168、0.5份偶联剂KH560、0.4份的润滑剂TAF在高速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4693591 B

6



混合机中混合4min，混合均匀；

[0042]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233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A6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70r/min，

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195℃，二区215℃，三区230℃，四区240℃，五区245℃，机头245℃，牵

引速度为9m/min；

[0043]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45℃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1.5MPa，成型时间为6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

料板材；

[0044]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45℃、6MPa下保持40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45] 实施例3

[0046] （1）100份PA66和0.3份的抗氧剂1076、1.0份偶联剂KH570、0.6份的润滑剂RH-313

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混合均匀；

[0047]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212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A66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80r/min，

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25℃，二区245℃，三区265℃，四区275℃，五区280℃，机头280℃，牵

引速度为8m/min；

[0048]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8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2MPa，成型时间为7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料

板材；

[0049]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80℃、7MPa下保持50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50] 实施例4

[0051] （1）100份PC和0.4份的抗氧剂1010、0.8份偶联剂KH550、0.8份的润滑剂RH-313在

高速混合机中混合6min，混合均匀；

[0052]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203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C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90r/min，熔

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35℃，二区255℃，三区275℃，四区285℃，五区290℃，机头290℃，牵引

速度为7m/min；

[0053]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9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2.5MPa，成型时间为8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

料板材；

[0054]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90℃、8MPa下保持60s热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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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55] 实施例5

[0056] （1）100份PBT和0.5份的抗氧剂1076、0.6份偶联剂KH560、1.0份的润滑剂TAF在高

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混合均匀；

[0057]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186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BT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100r/min，

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05℃，二区225℃，三区245℃，四区255℃，五区260℃，机头260℃，牵

引速度为6m/min；

[0058]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9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3MPa，成型时间为9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料

板材；

[0059]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60℃、7MPa下保持45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60] 实施例6

[0061] （1）100份PEEK和0.3份的抗氧剂1010、0.4份偶联剂KH570、0.5份的润滑剂RH-313

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混合均匀；

[0062]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170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EEK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110r/

min，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95℃，二区315℃，三区335℃，四区345℃，五区350℃，机头350

℃，牵引速度为4m/min；

[0063]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35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2MPa，成型时间为10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

料板材；

[0064]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350℃、8MPa下保持50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65] 实施例7

[0066] （1）100份PPS和0.3份的抗氧剂1076、0.2份偶联剂KH550、0.5份的润滑剂TAF在高

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混合均匀；

[0067]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150份玻璃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PS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120r/min，

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55℃，二区275℃，三区295℃，四区305℃，五区310℃，机头310℃，牵

引速度为2m/min；

[0068]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31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2MPa，成型时间为8min，制备5mm厚的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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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

[0069]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310℃、7MPa下保持45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70] 实施例8

[0071] （1）100份PBT和0.3份的抗氧剂1010、0.5份偶联剂KH550、0.4份的润滑剂TAF在高

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混合均匀；

[0072]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300份碳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BT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70r/min，

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05℃，二区225℃，三区245℃，四区255℃，五区260℃，机头260℃，牵

引速度为5m/min；

[0073]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6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2MPa，成型时间为7min，制备3mm厚的复合材料

板材；

[0074]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60℃、8MPa下保持50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75] 实施例9

[0076] （1）100份PBT和0.3份的抗氧剂1010、0.5份偶联剂KH550、0.4份的润滑剂TAF在高

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混合均匀；

[0077] （2）将步骤（1）中混合料经挤出机（专利CN101474868A设计）挤出，并让挤出的树脂

熔体与233份碳纤维在交错的双挤出模头处相遇，实现浸渍，然后将预浸带经过冷压辊引

出，收卷，即可得到浸渍完全的连续纤维增强PBT预浸带，其中挤出机螺杆转速为70r/min，

熔融挤出温度为：一区205℃，二区225℃，三区245℃，四区255℃，五区260℃，机头260℃，牵

引速度为7m/min；

[0078] （3）将步骤（2）中的预浸带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裁剪、如图1所示的0°/90°铺层，在

260℃的平板硫化机上热压成型，成型压力为2MPa，成型时间为8min，制备4mm厚的复合材料

板材；

[0079] （4）将（3）中的复合材料板材根据安全鞋保护包头的尺寸裁成大小一样的70mm×

70mm多块小板，再利用热冲压成型工艺（如图2所示）将小板在260℃、8MPa下保持50s热压成

安全鞋保护包头（如图3所示）。

[0080] 表1安全鞋保护包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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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从表1中实施例1～9安全鞋保护包头性能可以看出，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树脂复

合材料安全鞋保护包头的性能都能达到欧洲标准EN345《专用安全、防护及工作鞋》的要求：

安全鞋保护包头能提供至少200J能量测试时的抗冲击保护和至少15kN压力测试时的耐压

力保护，对应10号鞋在测试过程中鞋头内最小间距≥22.0mm。

[0083]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应用本发

明。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

一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这里的实施

例，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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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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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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