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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

(57)摘要

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所述低成

本纸蜂窝芯包括多层低成本纸相互粘接在一起，

相邻的两层低成本纸形成多个间隔设置的截面

为正六边形的通孔，所述低成本纸仅由自然植物

纤维制成且其中不含有芳纶纤维、玻璃纤维或绵

纤维，每一层所述低成本纸中都浸渍酚醛树脂与

有机溶剂的混合液，所述正六边形的边长为2毫

米至5毫米。本发明所提供的低成本纸蜂窝芯及

制造该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可以制造出

孔格均匀且规整的小孔格蜂窝芯；整个蜂窝块的

尺寸也受控，不会出现过度伸缩的现象；同时可

以使用自然植物纤维制造的低成本纸来制作，从

而使得该低成本纸蜂窝芯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可

以保证其力学性能符合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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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提供多层低成本纸，该低成本纸不含有芳纶纤维、玻璃纤维或绵纤维；

叠纸工序：将每一层所述低成本纸按照折痕进行折叠，折叠后的低成本纸的两条相邻

的折痕之间的间隔距离小于2毫米～5毫米；

涂胶工序：为每一层低成本纸进行等间隔涂胶，间隔距离视蜂窝孔格边长而定，在所述

低成本纸上，每一条所述胶涂成条形状而成胶条，在垂直于所述胶条的延伸方向上，所述胶

条的宽度为两条相邻的胶条的间隔距离的二分之一；

将该多层涂有胶条的低成本纸依次叠合，使两层相邻的低成本纸的胶条全部隔条等距

离错位；

热压工序：对所述胶合后的多层低成本纸进行热压，制得蜂窝叠板；

拉伸工序：将该蜂窝叠板进行拉伸，在拉伸前以及拉伸过程中，一直保持对该蜂窝叠板

进行水淋状态直至蜂窝叠板形成蜂窝状蜂窝芯胚料；

提供增强材料的喷洒液，并将该喷洒液均匀地喷洒在拉伸后的蜂窝芯胚料的蜂窝壁

上；

定型工序：在蜂窝芯胚料的蜂窝壁上全部喷洒所述喷洒液后，并在该喷洒液未干之前

立即放入烘箱中定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烘箱中定型后的蜂

窝芯胚料还要进行以下步骤以形成所述低成本蜂窝芯：

浸胶固化工序：提供浸胶树脂材料，搅拌均匀后对烘箱中定型后的蜂窝芯胚料进行浸

胶，完成浸胶后，对浸胶后的蜂窝芯胚料进行固化；

片切工序：将固化后的蜂窝芯胚料在蜂窝专用片切机上加工成设计高度的所述低成本

纸蜂窝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热压工序之后，并

在拉伸工序之前，还包括切边工序，该切边工序是将蜂窝叠板按照设计宽度进行切边。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浸胶树脂材料包

括水溶性酚醛树脂和溶剂水，水溶性酚醛树脂的质量为浸胶液总质量的10％至50％。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浸胶固化工序中，

所述浸胶时间为10分钟至1小时，浸胶次数为1-8次，且每次浸胶后，在80度至120度的烘筒

中预热30至60分钟。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完成最后一次浸胶

后，在130度至180度的温度下固化90分钟至240分钟。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材料为酚醛

树脂与工业酒精的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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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复合材料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纸蜂窝是一处用纸质材料纸折叠和粘接形成截面为正六解形的片状柱形体，由于

它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较高的强度、较轻的重量、以及无污染、或回收等特点，正在替代泡

沫塑料等材料而被广泛用来作为各种板材的增加夹芯材料。

[0003] 芳纶纸蜂窝作为结构芯材，一直广泛使用于航空领域，但随着轨道交通等交通运

输领域对产品轻量化提出新的要求，芳纶纸蜂窝芯进入了轨道交通工具的设计师视野。因

为这种芳纶纸蜂窝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的力学性能，但是材料过高的价格却令非航空

领域的使用者们难以接受。基于此，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作为芳纶纸蜂窝芯的替代品，成为

轨道交通领域，尤其是地铁车辆急需改进的原材料之一。然而传统低成本纸蜂窝作为一种

充填材料，其孔格虽然规整，但是其力学性能极低，六边形的蜂窝结构极不稳定，无法承受

剪切载荷的作用。而某些大孔格低成本纸蜂窝虽然进行过一次增强材料的浸渍，但是由于

孔格太大，无法满足多个领域交通工具的结构设计指标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力学性能更好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以满

足上述要求。

[0005] 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提供多层低成本纸，该低成本纸不含有芳纶纤维、玻璃纤维或绵纤维；

[0007] 叠纸工序：将每一层所述低成本纸按照折痕进行折叠，折叠后的低成本纸的两条

相邻的折痕之间的间隔距离小于2毫米～5毫米；

[0008] 涂胶工序：为每一层低成本纸进行等间隔涂胶，间隔距离视蜂窝孔格边长而定。在

所述低成本纸上，每一条所述胶涂成条形状而成胶条，在垂直于所述胶条的延伸方向上，所

述胶条的宽度为两条相邻的胶条的间隔距离的二分之一；

[0009] 将该多层涂有胶条的低成本纸依次叠合，并使两层相邻的低成本纸的胶条全部隔

条等距离错位；

[0010] 热压工序：对所述胶合后的多层低成本纸进行热压，制得蜂窝叠板；

[0011] 拉伸工序：将该蜂窝叠板进行拉伸，在拉伸前以及拉伸过程中，一直保持对该蜂窝

叠板进行水淋状态直至蜂窝叠板形成蜂窝状蜂窝芯胚料；

[0012] 提供增强材料的喷洒液，并将该喷洒液均匀地喷洒在拉伸后的蜂窝芯胚料的蜂窝

壁上；

[0013] 定型工序：在蜂窝芯胚料的蜂窝壁上全部喷洒所述喷洒液后，并在该喷洒液未干

之前立即放入烘箱中定型。

[0014] 进一步地，在烘箱中定型后的蜂窝芯胚料还要进行以下步骤以形成所述低成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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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芯：

[0015] 浸胶固化工序：提供浸胶树脂材料，搅拌均匀后对烘箱中定型后的蜂窝芯胚料进

行浸胶，完成浸胶后，对浸胶后的蜂窝芯胚料进行固化；

[0016] 片切工序：将固化后的蜂窝芯胚料在蜂窝专用片切机上加工成设计高度的所述低

成本纸蜂窝芯。

[0017] 进一步地，在热压工序之后，并在拉伸工序之前，还包括切边工序，该切边工序是

将蜂窝叠板按照设计宽度进行切边。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浸胶树脂材料包括水溶性酚醛树脂和溶剂水，水溶性酚醛树脂的

质量为浸胶液总质量的10％至50％。

[0019] 进一步地，在浸胶固化工序中，所述浸胶时间为10分钟至1小时，浸胶次数为1-8

次，且每次浸胶后，在80度至120度的烘筒中预热30至60分钟。

[0020] 进一步地，完成最后一次浸胶后，在130度至180度的温度下固化90分钟至240分

钟。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增强材料为酚醛树脂与工业酒精的混合液。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提供的该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造方法，可以制造出孔

格均匀且规整的小孔格蜂窝芯，同时整个蜂窝块的尺寸也受控，不会出现过度伸缩的现象，

同时可以使用自然植物纤维制造的低成本纸来制作，从而使得该低成本纸蜂窝芯降低成本

的同时也可以保证其力学性能符合实际需求。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制造图1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流程图。

[0025] 图3为图1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性能参数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对本发明

实施例的说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如图1所示，其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低成本纸蜂窝芯的结构示意图。所述低成本纸

蜂窝芯包括多层低成本纸10相互粘接在一起。所述低成本纸仅由自然植物纤维制成且所不

含有芳纶纤维、玻璃纤维或绵纤维。所述自然植物纤维可以为木纤维，竹纤维，麻纤维，甚至

是草纤维等由自然界中存在的植物制成的。与该自然植物纤维相对的纤维包括芳纶纤维，

玻璃纤维等人工合成纤维。芳纶纤维是一种制造蜂窝芯的常用材料，但其价格较高，常用于

航空领域。同样玻璃纤维，以及由玻璃纤维织成的布也可以用于制造蜂窝芯的材料，其价格

也较高。而绵花纤维以及由绵花纺织成的布也可以用于制造蜂窝芯，虽然其也属于自然植

物纤维但是其相对于木纤维或竹纤维等价格还是较高，因此由这些纤维制成的纸称之为高

成本纸。而由不包括所述芳纶纤维、玻璃纤维以及绵纤维的自然植物纤维制成的纸为低成

本纸。本发明针对该低成本纸开发出一种小孔格蜂窝芯。所述相邻的两层低成本纸10胶结

形成多个间隔设置的截面为正六边形11的通孔。每一个正六连形11形成一个孔格，该孔格

的边长应当为2毫米～5毫米。因为决定所述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力学性能的因素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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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低成本纸的材质，以及正六边形11，即孔格的边长的大小。在本发明中，所述孔格的

边长应当为2毫米～5毫米，否则即使由本发明所提供的制造方法所制造的该低成本纸蜂窝

芯也难以达到相应的力学性能。同时为了达到该力学性能，所述每一层所述低成本纸10中

都浸设有酚醛树脂与有机溶剂的干燥物。所述有机溶液可以为工业酒精。因为在制造所述

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工序中会喷洒所述酚醛树脂与有机溶剂的混合液，因为当该低成本纸蜂

窝芯干燥后，便会有该酚醛树脂与有机溶剂的干燥物浸含在所述低成本纸10的孔隙中，起

到增强材料的目的。

[0028] 如图2，为制造所述低成本纸蜂窝芯的流程图。制造所述低成本纸蜂窝芯包括如下

步骤：

[0029] S101：提供多层低成本纸10，该低成本纸10不含有芳纶纤维、玻璃纤维或绵纤维；

[0030] S102：叠纸工序：将每一层所述低成本纸10按照折痕进行折叠，折叠后的低成本纸

10的两条相邻的折痕之间的间隔距离2毫米～5毫米；

[0031] S103：涂胶工序：为每一层低成本纸10进行等间隔涂胶，间隔距离视蜂窝孔格边长

而定。在所述低成本纸10上，每一条所述胶涂成条形状而成胶条，在垂直于所述胶条的延伸

方向上，所述胶条的宽度为两条相邻的胶条的间隔距离的二分之一；

[0032] S104：将该多层涂有胶条的低成本纸依次叠合，并使两层相邻的低成本纸的胶条

相全部重合；

[0033] S105：热压工序：对所述胶合后的多层低成本纸10进行热压，制得蜂窝叠板；

[0034] S106：切边工序：将蜂窝叠板按照设计宽度进行切边；

[0035] S107：拉伸工序：将该蜂窝叠板进行拉伸，在拉伸前以及拉伸过程中，一直保持对

该蜂窝叠板进行水淋状态直至蜂窝叠板形成蜂窝状蜂窝芯胚料；

[0036] S108：提供增强材料的喷洒液，并将该喷洒液均匀地喷洒在拉伸后的蜂窝芯胚料

的蜂窝壁上；

[0037] S109：定型工序：在蜂窝芯胚料的蜂窝壁上全部喷洒所述喷洒液后，并在该喷洒液

未干之前立即放入烘箱中定型；

[0038] S110：浸胶固化工序：提供浸胶树脂材料，搅拌均匀后对烘箱中定型后的蜂窝芯胚

料进行浸胶，完成浸胶后，对浸胶后的蜂窝芯胚料进行固化；

[0039] S111：片切工序：将固化后的蜂窝芯胚料在蜂窝专用片切机上加工成设计高度的

所述低成本纸蜂窝芯。

[0040] 在步骤S110中：所述浸胶树脂材料包括水溶性酚醛树脂和溶剂水，水溶性酚醛树

脂的质量为浸胶液总质量的10％至50％。在浸胶固化工序中，所述浸胶时间为10分钟至1小

时，浸胶次数为1-8次，且每次浸胶后，在50度至80度的烘筒中预热20至40分钟。并在完成最

后一次浸胶后，在130度至180度的温度下固定90分钟至240分钟。

[0041] 在步骤S107中，由于低成本纸张无法像芳纶纸那样直接上拉伸设备进行拉伸，在

拉伸过程中极易出现拉断、孔格畸形，特别是对于小孔格蜂窝，即边长为2毫米～5毫米的孔

格。因此，低成本纸蜂窝在拉伸过程，为避免出现拉断与孔格畸形的问题，应在拉伸前以及

拉伸过程中，保持水淋状态，如此可降低低成本纸张的弹性，使整个拉伸过程可控，从而避

免拉断与孔格畸形的问题出现。

[0042] 在步骤S109中，也是由于低成本纸张无法像芳纶纸等有更好的材料性能，使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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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过程也与芳纶纸蜂窝存在差异，芳纶纸蜂窝可将白蜂窝(未强化)直接推进烘箱进行定

型，但是低成本纸蜂窝在定型过程中，极易出现节点胶裂开，蜂窝块断开的问题。因此，在定

型前，增加了步骤S108，即在进入烘箱定型前，将增强材料，即所述水溶性酚醛树脂与有机

溶剂的混合液均匀地喷洒在蜂窝壁上，再快速进入烘箱定型，定型后的产品，不仅孔格均

匀、规整，整个蜂窝块的尺寸也会受控，不会出现过度伸缩的现象。

[0043] 请参阅图3，为本发明所提供的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在各种技术参数下所表现出的

性能参数。从其压缩应力以及所对应的压缩模量可以看出，其完全符合轨道交通等交通运

输领域，尤其是地铁车辆急需改进的原材料所要求的力学性能要求。

[004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提供的低成本纸蜂窝芯及制造该低成本纸蜂窝芯的制

造方法，可以制造出孔格均匀且规整的小孔格蜂窝芯，同时整个蜂窝块的尺寸也受控，不会

出现过度伸缩的现象，同时可以使用自然植物纤维制造的低成本纸来制作，从而使得该低

成本纸蜂窝芯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可以保证其力学性能符合实际需求。

[0045]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局限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任何在本发明

精神内的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都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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