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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

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复合材料以尼龙

为基体、高含量玻璃纤维为增强材料，空心玻璃

微珠为辅助填充剂，添加界面结合剂及其他助

剂；其中，辅助填充剂为滚珠状，能提高复合材料

流动性，改善加工性能；界面结合剂是由两部分

组成一端锚固并吸附于玻璃纤维表面，另一端向

外可以与尼龙分子链相互缠绕，并且具有有效的

空间稳定作用。本发明改善了玻璃纤维与尼龙的

界面结合性又提高了其在尼龙基体中的分散性，

更有利于玻璃纤维在尼龙基体中取向，提高复合

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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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玻璃纤维复合材料采用以下两种配比对应的方法制备过程其中之一制备而成：

第一种配比对应的方法制备过程，按重量比为：

尼龙66                        42份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55份

CH-2界面结合剂                1份

抗氧剂1010和168的混合         1  份，1010和168为3:2质量比

EBS和硬脂酸钙的混合           1份，EBS和硬脂酸钙为1:1质量比

将尼龙66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在60℃下干燥8小时，将

除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66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4min，并分别按照配比，

在双螺杆挤出机加纤口加入玻璃纤维无捻粗纱，主料口加入混合物，然后在275℃下熔融共

混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min，螺杆转速为170r/min；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

10小时；

第二种配比对应的方法制备过程，按重量比为：

尼龙66                           43份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53份

粒径为300目的空心玻璃微珠        2份

抗氧剂1010和168的混合            1  份，1010和168为3:2质量比

EBS和硬脂酸钙的混合              1份，EBS和硬脂酸钙为1:1质量比

将尼龙66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在60℃下干燥8小时，空

心玻璃微珠在80℃下干燥8小时，将除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66在高速混

合机中混合3.5min，并分别按照配比，在双螺杆挤出机主料口加入混合物，侧喂料口加入玻

璃纤维无捻粗纱，然后在275℃下熔融共混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min，螺杆转速为

180r/min；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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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了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酰胺(PA，俗称尼龙)是美国Du  Pont公司最先开发用于纤维的树脂，具有良好的

综合性能，包括力学性能、耐热性、耐磨损性、耐化学药品性和自润滑性，且摩擦系数低，有

一定的阻燃性，易于加工。其中产量最高、应用最广的是脂肪族聚酰胺，主要有尼龙6和尼龙

66。

[0003] 但是纯尼龙硬度差，吸水性高，拉伸强度低，并且存在干摩擦时摩擦因数较高,易

产生严重的粘着磨损,尤其不适合高载、高速摩擦环境的缺点,这些缺点限制了尼龙66的使

用，因此必须要对尼龙进行增强改性。对尼龙进行增强改性是赋予其高性能的有效方法，其

中采用最多、应用最广的是玻璃纤维增强。

[0004] 对玻璃纤维增强PA66的研究已非常广泛和深入，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但是玻纤在

基体PA66树脂中的分散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复合材料的增强效果，因为玻纤的加入，使PA66

原有的光滑表面变的很粗糙，进而影响到产品的表面质量，同时由于玻纤和PA66的界面结

合比较差，以至于制品的物理力学强度较低。此外玻纤对加工设备的磨损也十分严重，在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机器方面的损耗费用，严重的限制了它的应用。因此，目前玻璃纤维改性尼

龙复合材料体系中玻璃纤维的含量基本在40％以内，性能不能满足一些零件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了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

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利用滚珠状的辅助填充剂做润滑剂，改善体系的加工

性能，利用具有一定长度溶剂化链的界面结合剂提高尼龙/玻纤体系的界面结合性，使玻纤

更好的分散，提高该高玻纤含量复合体系的力学性能。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0008] 是包括如下组分和重量份数的原料：尼龙36～46份；玻璃纤维50～60份；辅助填充

剂0～3份；界面结合剂0～2份；抗氧剂1份，润滑剂1份。

[0009] 所述的尼龙可以是尼龙6、尼龙66，其在复合材料中的组分为36～46份。

[0010] 所述的玻璃纤维可以是短切玻璃纤维、连续玻璃纤维、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其在在

复合材料中的组分为50～60份。

[0011] 所述的辅助填充剂为粒径100～800目的空心玻璃微珠，其在在复合材料中的组分

为1～3份。

[0012] 所述的界面结合剂采用CH-1、CH-2或者CH-3型号的界面结合剂，该三种界面结合

剂其锚固基团不同，极性溶剂化链长度不同，分子量不同，数均分子量在1500～2500 

Dal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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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抗氧剂为主抗氧剂1010、辅抗氧剂168的组合，其添加组分为1份。

[0014] 所述的润滑剂为EBS、硬脂酸钙的组合，其添加组分为1份。

[0015] 所述的合成复合材料的设备是带有侧向喂料的双螺杆挤出机。

[0016] 二、一种高玻纤含量尼龙66/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0017] 1)将尼龙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纤在60℃下干燥8小时，辅助填充剂

在80℃下干燥8小时，

[0018] 2)将除玻璃纤维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按照上述和成分和配比在高速混合机中混

合3～5min获得混合物，再从双螺杆挤出机的主料口加入混合物，从侧喂料口加入玻纤，然

后在235～280℃下熔融共混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min，螺杆转速为150～200r/min，

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10小时，获得所述复合材料产物。

[0019] 为制备高强度玻璃纤维改性尼龙材料，本发明选择加入超高50％的玻璃纤维，并

同时加入辅助填充剂和界面结合剂以克服玻璃纤维的缺点。填充空心玻璃微珠等填充剂可

以改善浮纤外露，提高制品表面光洁度，改善流动性能，降低收缩变形率，使加工方便、克服

制品后翘曲现象、提高制品的耐热温度及耐磨、耐划伤性，并且辅助填充剂较低的价格可以

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0020] 本发明的界面结合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端是可以与玻璃纤维表面发生物理、化学

作用的基团，锚固并吸附于玻璃纤维表面，一端是与尼龙具有亲和性的极性长溶剂化链，长

溶剂化链向外可以与尼龙分子链相互缠绕，并且具有一定的长度使得其具有有效的空间稳

定作用，改善了玻璃纤维与尼龙的界面结合性又提高了其在尼龙基体中的分散性，更有利

于玻璃纤维在尼龙基体中取向，提高复合材料的性能。

[0021]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2] 本发明获得的玻璃纤维含量较高，各项力学性能比较优异。

[0023] 本发明通过辅助填充剂的加入，提升了复合材料流动性，改善了体系的加工性能。

[0024] 本发明通过界面结合剂的加入，改善了玻璃纤维的分散性，更有利于其在尼龙基

体中取向，提高了复合材料的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现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由以下原料按重量比例配制而成：

[0028]

[0029] 将尼龙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纤在60℃下干燥8小时，辅助填充剂在

80℃下干燥8小时，将除玻璃纤维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3min，并分别按

照配比，在双螺杆挤出机主料口加入混合物，侧喂料口加入玻纤，然后在235℃下熔融共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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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min，螺杆转速为150r/min。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10

小时。

[0030] 实施例2

[0031] 由以下原料按重量比例配制而成：

[0032]

[0033] 将尼龙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纤在60℃下干燥8小时，辅助填充剂在

80℃下干燥8小时，将除玻璃纤维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5min，并分别按

照配比，在双螺杆挤出机主料口加入混合物，侧喂料口加入玻纤，然后在280℃下熔融共混

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min，螺杆转速为200r/min。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10

小时。

[0034] 本实施例制备获得的复合材料经检测，其拉伸强度为187.4MPa，与35％玻璃纤维

改性尼龙66复合材料相比提高了20.6％，弯曲模量为11.77GPa，提高了8.1％，但275℃下的

熔体流动指数(MVR)为8.73ccm/10min，降低了66.7％，说明该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较35％玻

璃纤维改性尼龙66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有所提高，但流动性能大幅度下降，加工性能较差。

[0035] 实施例3

[0036] 由以下原料按重量比例配制而成：

[0037]

[0038] 将尼龙66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纤在60℃下干燥8小时，将除玻璃纤

维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4min，并分别按照配比，在双螺杆挤出机加纤

口加入玻纤，主料口加入混合物，然后在275℃下熔融共混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

min，螺杆转速为170r/min。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10小时。

[0039] 本实施例制备获得的复合材料经检测，其拉伸强度为215.1MPa，与35％玻璃纤维

改性尼龙66复合材料相比提高了38.7％，弯曲模量为12.4GPa，提高了13.8％，275℃下的熔

体流动指数(MVR)为21.17ccm/10min，降低了21.6％，说明该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较35％玻璃

纤维改性尼龙66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有大幅度提高，并且流动性能下降幅度不大，技术效果

显著突出。

[0040] 实施例4

[0041] 由以下原料按重量比例配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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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将尼龙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10小时，玻纤在60℃下干燥8小时，辅助填充剂在

80℃下干燥8小时，将除玻璃纤维外的其他助剂与尼龙在高速混合机中混合3.5min，并分别

按照配比，在双螺杆挤出机主料口加入混合物，侧喂料口加入玻纤，然后在275℃下熔融共

混后挤出造粒。料筒转速为15r/min，螺杆转速为180r/min。最后将粒料在80℃烘箱中干燥

10小时。

[0044] 本实施例制备获得的复合材料经检测，其拉伸强度为212.8MPa，与35％玻璃纤维

改性尼龙66复合材料相比提高了37.3％，弯曲模量为12.3GPa，提高了12.8％，275℃下的熔

体流动指数(MVR)为20.69ccm/10min，降低了23.3％，说明该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较35％玻璃

纤维改性尼龙66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有大幅度提高，并且流动性能下降幅度不大，并且尺寸

稳定性有提升，技术效果显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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