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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包括上放

卷辊、下放卷辊和蜂窝芯输送台，所述上放卷辊

和下放卷辊呈上下布置，所述蜂窝芯输送台位于

上放卷辊和下放卷辊之间，还包括上传动机构、

下传动机构、加热装置、辊压装置和冷却装置，包

括上部分加热结构和下部分加热结构，上、下部

分加热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所述辊压装

置包括上下对称设置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

所述冷却装置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冷却，包括上

部分冷却结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上、下部分冷

却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通过加热、加压、

冷却成型的过程，可以连续批量高效率生产各种

尺寸的热塑蜂窝板，整个复合过程没有用到任何

胶水，所生产的材料均为食品级环保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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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包括上放卷辊(7)、下放卷辊(8)和蜂窝芯输送台

(6)，所述上放卷辊(7)和下放卷辊(8)呈上下布置，所述蜂窝芯输送台(6)位于上放卷辊(7)

和下放卷辊(8)之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传动机构(1)、下传动机构(2)、加热装置(3)、辊

压装置(4)和冷却装置(5)，所述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呈上下布置，位于蜂窝芯

输送台(6)的一侧，所述加热装置(3)、辊压装置(4)和冷却装置(5)依次设置在上传动机构

(1)和下传动机构(2)之间；所述加热装置(3)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加热，包括上部分加热结

构和下部分加热结构，上、下部分加热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所述辊压装置(4)包括

上下对称设置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所述冷却装置(5)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冷却，包括

上部分冷却结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上、下部分冷却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并且铝方

通内通循环冷水实现冷却；所述加热装置(3)的铝方通、冷却装置(5)的铝方通以及辊压装

置(4)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上均包裹有特氟龙皮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装置(3)

的铝方通采用内部通热油或者通电加热，加热装置(3)的长度为2～5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辊压装置(4)

的上部压辊为摆动式的胶辊，下部传动辊为钢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装置(5)

的长度为2～5m。

5.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设备加工生产热塑蜂窝板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热塑蜂窝板的结构为上、下表皮为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中间为蜂窝

芯，生产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利用上放卷辊(7)放卷作为上表皮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利用下放卷

辊(8)放卷作为下表皮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将蜂窝芯放置在蜂窝芯输送台(6)

上，在上放卷辊(7)、下放卷辊(8)和蜂窝芯输送台(6)的作用下，将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

聚丙烯预浸带以及蜂窝芯同步送入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之间的入口处，

步骤二：根据整个上、下表皮和蜂窝芯的实际检测厚度，调节上部分加热结构和下部分

加热结构之间的距离、调节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之间的距离以及调节上部分冷却结构和

下部分冷却结构之间的距离；

步骤三：在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的输送下，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

预浸带以及蜂窝芯随后进入加热装置(3)，设定加热装置(3)的加热温度为190～230℃、上

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的输送速度为2-6m/s，确保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

预浸带以及蜂窝芯到达辊压装置(4)时达到可加压成型的表面熔融状态；

步骤四：在辊压装置(4)的加压下，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及蜂窝芯

复合成蜂窝板，随后进入冷却装置(5)冷却定型，加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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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材料加工技术领域，具体地讲，涉及一种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

设备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型复合材料如连续纤维复合板材料以其密度低且兼具优异的机械性能，如高的

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可回收利用、耐腐蚀等优异性能而倍受青睐。因此，近年来，连续纤维

复合板材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技术上也有了重大突破，特别是热塑蜂窝板材料，采用多层

有方向性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与聚丙烯蜂窝芯热复合而成，是一种热塑性轻质蜂

窝夹芯三明治结构。这种产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广泛运用，因其轻质高强，环保可回收的特

点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新能源厢式车、建筑、户外家居、高端包装材料等领域。

[0003] 如申请号为2016210065045，授权公告号为CN206520294U，授权公告日为

2017.09.26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瓦楞复合板和蜂窝复合板复合生产线，实现加工生

产蜂窝复合板，但是整套设备结构复杂，加工工序繁琐，效率低，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蜂窝

板生产设备及方法进行改进和优化，能够保证大批量生产，为这种材料能够广泛轻量化应

用提供有力的支撑。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理、

将玻纤增强热塑预浸带与热塑塑料蜂窝芯复合成轻质高强的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并给出了

加工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包

括上放卷辊、下放卷辊和蜂窝芯输送台，所述上放卷辊和下放卷辊呈上下布置，所述蜂窝芯

输送台位于上放卷辊和下放卷辊之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传动机构、下传动机构、加热

装置、辊压装置和冷却装置，所述上传动机构和下传动机构呈上下布置，位于蜂窝芯输送台

的一侧，所述加热装置、辊压装置和冷却装置依次设置在上传动机构和下传动机构之间；所

述加热装置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加热，包括上部分加热结构和下部分加热结构，上、下部分

加热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所述辊压装置包括上下对称设置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

辊；所述冷却装置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冷却，包括上部分冷却结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上、下

部分冷却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并且铝方通内通循环冷水实现冷却；所述加热装置

的铝方通、冷却装置的铝方通以及辊压装置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上均包裹有特氟龙皮

带。

[0006]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加热装置的铝方通采用内部通热油或者通电加热，加热装置

的长度为2～5m。

[0007]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辊压装置的上部压辊为摆动式的胶辊，下部传动辊为钢辊。摆

动式的胶辊不会因为材料厚度大于上、下部压辊的间隙而卡主，可以随着压力的增大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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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间隙大小。

[0008]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冷却装置的长度为2～5m。

[0009]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还提供另一技术方案：一种加工生产热塑蜂窝板的

方法，热塑蜂窝板的结构为上、下表皮为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中间为蜂窝芯，生产

方法步骤如下：

[0010] 步骤一：利用上放卷辊放卷作为上表皮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利用下放

卷辊放卷作为下表皮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将蜂窝芯放置在蜂窝芯输送台上，在

上放卷辊、下放卷辊和蜂窝芯输送台的作用下，将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

及蜂窝芯同步送入上传动机构和下传动机构之间的入口处，

[0011] 步骤二：根据整个上、下表皮和蜂窝芯的实际检测厚度，调节上部分加热结构和下

部分加热结构之间的距离、调节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之间的距离以及调节上部分冷却结

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之间的距离；

[0012] 步骤三：在上传动机构和下传动机构的输送下，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

浸带以及蜂窝芯随后进入加热装置，设定加热装置的加热温度为190～230℃、上传动机构

和下传动机构的输送速度为2-6m/s，确保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及蜂窝

芯到达辊压装置时达到可加压成型的表面熔融状态；

[0013] 步骤四：在辊压装置的加压下，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及蜂窝芯

复合成蜂窝板，随后进入冷却装置冷却定型，加工完成。

[0014] 在步骤四中，辊压装置的上部压辊可利用气缸压力使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压

合，压合的间隙略小于蜂窝板整体的厚度，能够使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

及蜂窝芯经过辊压粘接在一起后迅速进入冷却装置，冷却装置的温度能够使出于熔融状态

压合在一起的蜂窝板快速冷却成型，冷却装置中上部分冷却结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之间的

距离为所需要最终蜂窝板成品的尺寸，冷却时间为2～5min，蜂窝板经过冷却装置的冷却保

压，得到可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加热装置的铝方通、冷却装置的铝

方通以及辊压装置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上均包裹有特氟龙皮带，利用特氟龙皮带本身

不粘料，耐高温的特性，对产品进行加热熔融并加压；加热和冷却装置均采用铝型材导热，

变形量小，传导热量迅速均匀；通过连续放卷和连续辊压，预浸带和蜂窝芯通过加热、加压、

冷却成型的过程，可以连续批量高效率生产各种尺寸的热塑蜂窝板，整个复合过程没有用

到任何胶水，所生产的材料均为食品级环保可回收。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蜂窝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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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实施例。

[0021] 参见图1至图3。

[0022] 本实施例为一种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的设备，包括上放卷辊7、下放卷辊8、蜂窝芯

输送台6、上传动机构1、下传动机构2、加热装置3、辊压装置4和冷却装置5。

[0023] 本实施例中，上放卷辊7和下放卷辊8呈上下布置，蜂窝芯输送台6位于上放卷辊7

和下放卷辊8之间。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呈上下布置，位于蜂窝芯输送台6的一侧。加

热装置3、辊压装置4和冷却装置5依次设置在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之间。

[0024] 本实施例中，加热装置3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加热，包括上部分加热结构和下部分

加热结构，上、下部分加热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铝方通采用内部通热油或者通电加

热，加热装置3的长度为2～5m。

[0025] 本实施例中，辊压装置4包括上下对称设置的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上部压辊为

摆动式的胶辊，下部传动辊为钢辊。摆动式的胶辊不会因为材料厚度大于上、下部压辊的间

隙而卡主，可以随着压力的增大自动调节间隙大小。

[0026] 本实施例中，冷却装置5采用上、下部分对称冷却，包括上部分冷却结构和下部分

冷却结构，上、下部分冷却结构均是采用均布的铝方通，并且铝方通内通循环冷水实现冷

却；冷却装置5的长度为2～5m。

[0027] 本实施例中，加热装置3的铝方通、冷却装置5的铝方通以及辊压装置4的上部压辊

和下部传动辊上均包裹有特氟龙皮带。

[0028] 参照图3，热塑蜂窝板的结构为上、下表皮为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10，中间

为蜂窝芯9，本实施例中，加工生产热塑蜂窝板的方法，步骤如下：

[0029] 步骤一：利用上放卷辊7放卷作为上表皮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利用下放

卷辊8放卷作为下表皮的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将蜂窝芯放置在蜂窝芯输送台6上，

在上放卷辊7、下放卷辊8和蜂窝芯输送台6的作用下，将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

浸带以及蜂窝芯同步送入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之间的入口处，

[0030] 步骤二：根据整个上、下表皮和蜂窝芯的实际检测厚度，调节上部分加热结构和下

部分加热结构之间的距离、调节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之间的距离以及调节上部分冷却结

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之间的距离；

[0031] 步骤三：在上传动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的输送下，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

预浸带以及蜂窝芯随后进入加热装置3，设定加热装置3的加热温度为190～230℃、上传动

机构1和下传动机构2的输送速度为2-6m/s，确保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

及蜂窝芯到达辊压装置4时达到可加压成型的表面熔融状态；

[0032] 步骤四：在辊压装置4的加压下，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及蜂窝

芯复合成蜂窝板，随后进入冷却装置5冷却定型，加工完成。

[0033] 在步骤四中，辊压装置4的上部压辊可利用气缸压力使上部压辊和下部传动辊压

合，压合的间隙略小于蜂窝板整体的厚度，能够使上、下两层连续纤维增强聚丙烯预浸带以

及蜂窝芯经过辊压粘接在一起后迅速进入冷却装置5，冷却装置5的温度能够使出于熔融状

态压合在一起的蜂窝板快速冷却成型，冷却装置5中上部分冷却结构和下部分冷却结构之

间的距离为所需要最终蜂窝板成品的尺寸，冷却时间为2～5min，蜂窝板经过冷却装置5的

冷却保压，得到可连续生产热塑蜂窝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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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实施例中，由于加热装置的铝方通、冷却装置的铝方通以及辊压装置的上部压

辊和下部传动辊上均包裹有特氟龙皮带，利用特氟龙皮带本身不粘料，耐高温的特性，对产

品进行加热熔融并加压。加热和冷却装置均采用铝型材导热，变形量小，传导热量迅速均

匀；通过连续放卷和连续辊压，预浸带和蜂窝芯通过加热、加压、冷却成型的过程，可以连续

批量高效率生产各种尺寸的热塑蜂窝板，整个复合过程没有用到任何胶水，所生产的材料

均为食品级环保可回收。

[0035] 虽然本发明已以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熟

悉该项技术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范围内所作的更动与润饰，均应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143031 A

6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0143031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