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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的制造工艺，其工艺包含有机增强纤维热伸缩处

理，有机增强纤维布的表面处理，有机增强纤维

布层压材料预制，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

造，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退火处理，有机增

强纤维层压材料成品。该层压材料兼具有很高的

机械强度和聚苯硫醚树脂的阻燃、电绝缘，耐化

学性，耐辐射性好的优点，适宜用于航天航空、飞

机座椅、坦克装甲、汽车车体外壳、汽车座椅支

撑、高铁车厢箱体外壳、高铁座椅、印刷电路基

板，高温隔热材料及低温绝热材料等极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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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包括有机增强纤维热伸缩处理，有机增强

纤维布的表面处理，有机增强纤维布层压材料预制，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有机增

强纤维层压材料的退火处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成品，其特征在于：

所述

制造工艺的具体步骤如下：

（1）将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3x1200mm且呈“W”字型连接，夹层导

管内径为110～130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在“W”字型的中

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向切一条8mm便

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60～180℃的高温N2，在串联夹层

的入口输入140～260℃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1.6～1.8%wt双-（γ-

三乙氧基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

其中的N2和无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

布经过该甬道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处输入室温

N2，在甬道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

3个“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W”字型串联连

接的夹层导管冷却处理之后，完成有机增强纤维的热伸缩和表面处理；

（2）将步骤（1）得到的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3000～4000mm

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织布机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0～20%；

（3）将步骤（2）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

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度为110～130℃，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

180～210℃，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0～240℃，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30～240℃，第六级对

压辊温度为160～180℃，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60～80℃，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有机增

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1～3mm厚的层压材料；

（4）将步骤（3）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的层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

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3000～4000mm，长度为11800～12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输入

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0～50MPa的液压机

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

240～260℃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

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0～90℃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压制好的

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所述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厚度为8～18mm；

（5）将步骤（4）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

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0～1.3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

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0～180℃的240#导热

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经过该甬道处理6～8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

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

述的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3～0.6MPa，第二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6～0.9MPa，第三级对

压辊的压力为1.1～1.3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2.1～2.6MPa，其中除室温对压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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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0～30℃的导热油来供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纤维

为T300型碳纤维、T700型碳纤维、T800型碳纤维、T1000型碳纤维、聚对苯撑苯并双噁唑纤维

或PEEK纤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塑

性聚合物片材为9T聚酰胺树脂、PBT树脂或支化度为0.6%mol/mol聚苯硫醚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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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特种纤维的生产、应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

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是从上世纪30年代首先在美国开始发展，当时的复合材

料制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军工以及航空航天领域的需要。近年来，基于纤维热塑性复合材料

的诸多优点，人们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纤维增强热塑性或/和热固性复合材料，开始对该

类材料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纤维热塑性复合材料的产量逐渐提升，己经在众多领域得到

了应用，比如航空航天、军工、汽车、电子电器、桥梁建筑加固、游艇舰船等。

[0003] 与热固性树脂相对比，热塑性树脂具有众多优点，比如高韧性、高强度、易成型加

工、易于重复加工利用、一些热塑性材料还具有优异的阻燃性、耐化学品、耐辐射、电绝缘性

好等特性，因此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发展迅猛，近年来的增长速度己经赶超纤维增强

热固性复合材料。

[0004] 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根据纤维的增强形式一般可以分为短纤维增强热塑性

复合材料（SFT），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LFT）以及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CFT）。

[0005] 虽然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成型工艺简单，易成型各种结构复杂的制品，但是受

到纤维长度的限制，它们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跟一般填料增强的效

果类似，因此其制品的应用受到了力学性能的限制。与SFT相比，制品中LFT纤维的保留长度

较长，一般均在10mm以上，此外诸如在线混炼工艺，经过螺纹元件的特殊组合，调节合适的

剪切效果，甚至可以生产纤维保留长度达到30～50mm的LFT板材如此高的纤维保留长度足

以显著提升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当纤维长度超过临界长度时，随

着树脂中纤维长度的增加，在材料发生破坏时，纤维通过断裂、脱粘、拔出等过程需要消耗

更多的能量；此外，纤维的端部是裂纹增长的引发点，相同纤维含量的长纤维端部数量远远

小于短纤维，上述这些原因使得长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明显优于短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从而可以扩大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应用范围。

[0006] 由于CFT其增强纤维是连续的，在制品中，CFT纤维保留长度基本上与制品尺寸一

致，因此力学性能又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另外，也具有很好的可设计性，能够根据需要

对制品各个方向上的性能进行设计，从而满足不同场合的需求。的高性能及可设计性，使其

能够用来作为重要的承力结构部件，达到替代常规钢材部件的目的，大大减轻最终产品的

质量，降低成本，减少能耗。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概念的深入人心，连续纤维增

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必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挑战和机遇。基于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的

优势和机遇，研究与开发新型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高性

能热塑性树脂如特种工程塑料及新兴成型工艺如拉挤、缠绕等方向的开发与研究。

[0007] 与短纤维和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相比，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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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优异的力学性能，能够作为结构材料使用；再加上轻质、耐腐蚀等优点，是一种能够有

效替代钢材的材料。研究与开发新型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

是高性能热塑性树脂如特种工程塑料及新兴成型工艺如拉挤、缠绕等方向的开

[0008] 发与研究。

[0009] 材料在使用过程不仅时刻承受着外加载荷，还需要面对不同环境的侵蚀，研究材

料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性能的变化规律，能够对材料的实际应用带来重要的指导作用。

[0010] 在中国专利号码No：CN200710050008.9中介绍了采用高频电加热层压模生产聚苯

硫醚纤维复合层压板材，所述复合层压板以A层/B层单元结构顺序叠合，A层为聚苯硫醚PPS

树脂构织物；B层为增强长纤维层；A与B层间为起粘合作用的热塑性EVA薄膜层；复合层经冷

压后，在高频电加热层压模中在290～330℃熔融热压成型。聚苯硫醚PPS树脂构织物采用经

热牵伸定形处理后的PPS树脂纤维。该层压板兼具有很高的机械强度和聚苯硫醚纤维的阻

燃、电绝缘，耐化学性，耐辐射性好的优点，适宜用于航天航空，坦克装甲，印刷电路基板，高

温隔热材料及低温绝热材料等极端领域。

[0011] 即便是采用A、B叠加的方式进行层压复合，会因为聚苯硫醚纤维在高于200℃的温

度条件下，发生伸缩变形和变性，同时在过高的温度条件下，聚苯硫醚纤维会因温度过高而

熔解成熔体，从而使聚苯硫醚纤维变成复合材料的粘结剂，而非增强材料。

[0012] 在中国专利号码No：CN200610022081.0中介绍了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复合片材的制

造方法，是采用有机增强纤维/聚酯纸、有机增强纤维/聚苯硫醚纸为原料生产片材的方法。

以上述纸为基材，将纸叠加后再在热扎辊上加热、加压制成各种片材。同时也揭示了在上述

两层纸中间加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薄膜或加聚苯硫醚纸或聚苯硫醚膜后，通过热扎成型

制造片材的方法。

[0013] 由于在有机增强纤维复合片材的制造过程中，有机增强纤维没有进行热伸缩性处

理，有机增强纤维没有编织有机增强纤维布，同时还没有对有机增强纤维进行一定程度的

表面处理，使得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复合片材的强度无法得到满足，进而影响了有机增强

纤维复合片材的应用。

[0014] 虽然连续增强纤维可以使复合材料中的纤维长度保持与复合材料外形相同的长

度，但是，增强纤维的表面处理和连续增强纤维复合材料内部应力处理就成为一个十分重

要的环节。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为了克服连续长纤

维表面和层压材料消除应力的困难，采用了一种相对简单的长纤维的连续处理工艺，以及

层压材料的应力消除工艺，其目的是一方面控制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厚度，另外一方面

是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韧性，还有一个方面是延长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使用

寿命，同时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抗冲击强度。

[001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的手段实现的。

[0017] 一种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其工艺包含有机增强纤维

热伸缩处理，有机增强纤维布的表面处理，有机增强纤维布层压材料预制，有机增强纤维层

压材料的制造，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退火处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成品；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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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19] （1）将T300型碳纤维、T700型碳纤维、T800型碳纤维、T1000型碳纤维、聚对苯撑苯

并双噁唑(PBO)纤维或PEEK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3x1200mm且呈“W”字

型连接，夹层导管内径为110～130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

在“W”字型的中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

向切一条8mm便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60～180℃的高温

N2，在串联夹层的入口输入140～260℃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1.6～

1.8%wt双-（γ-三乙氧基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

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和无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

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甬道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

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

长纤维经过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冷却处理之后，完成有机增强纤维的热伸缩和表面处理；

[0020] （2）将步骤（1）得到的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3000～

40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织布机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0～20%；

[0021] （3）将步骤（2）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9T聚酰胺树脂、PBT树脂或支化度为0.6%

mol/mol聚苯硫醚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

级对压辊温度为110～130℃，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180～210℃，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0～

240℃，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30～240℃，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160～180℃，第七级对压辊

温度为60～80℃，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

温度高20～30℃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3～0.6MPa，第二级对压辊

的压力为0.6～0.9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1～1.3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

2.1～2.6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1～3mm厚的层压

材料；

[0022] （4）将步骤（3）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的层压材料，输入型材

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3000～4000mm，长度为11800～12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

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0～50MPa的液

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

输入240～260℃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

具的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0～90℃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压制

好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其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厚度为8～18mm；

[0023] （5）将步骤（4）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

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0～1.3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

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0～180℃的240#导热

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经过该甬道处理6～8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

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为了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先是将表面处理过的有机增强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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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热塑性树脂片材，以A+B+A+B……+A+B的工艺输入对辊热轧轧机中压制成较薄的层压

材料，随后，将薄的层压材料剪切成模具大小的层压材料，再利用模具模压成相对应形状的

层压型材，其中A层是热塑性树脂片，B层是表面处理过的有机增强纤维，以这样的工艺制造

出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比直接将有机增强纤维和热塑性树脂片材剪切成模具大小，

在压制成的层压材料更为规整，材料消耗最小。在本发明有机增强纤维的处理过程中，由于

为了提高无水酒精的挥发程度，一方面需要控制N2的输入速率，另外一方面需要控制N2的水

蒸气含量，由于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常规表面处理工艺过程中，需要有机增强纤维浸润在偶

联剂的各种溶液中，在其中浸泡一定的时间，使有机增强纤维与偶联剂充分浸润，但是在本

发明的试验过程中，经过多次试验发现，以本发明的有机增强纤维的表面处理工艺流程  不

仅达到或/和超过常规工艺的处理效果，而且还节约有机增强纤维处理时间，同时还回收在

表面处理过程中使用的干燥N2和无水酒精，在一方面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另外一方面还

降低生产成本。

[0026] 在本发明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过程中，为了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的各种性能，需要将有机增强纤维制成一定支数的纤维布，其目的是提高有机增强纤维与

热塑性纤维的相容性，使有机增强纤维的表面完全被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包裹，进而达到提

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各种性能的目的。

[0027] 然而，在本发明的过程中，随着有机增强纤维布支数的增大，使得纤维布内部的有

机增强纤维在层压材料的压制过程中，会因热塑性聚合物熔体的流动性，而使有机增强纤

维表面被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包裹量下降或没有，进而造成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抗冲击

性能下降；相反，如果有机增强纤维布的支数减少到12支数时，虽然，有机增强纤维表面被

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包裹量有所增加，但是，其制造成本会增加50%，同时，还增加1～3mm有机

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废品率，不利于大生产。

[0028]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采用熔点相对接近的聚酯树脂、聚苯硫醚砜树脂、支化度为

0.3%mol/mol的聚苯硫醚树脂，其目的是在于使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热压工艺控制条

件变化相对较小，以利于工艺控制条件的控制稳定，为了降低在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中

热塑性聚合物的结晶度，采用结晶度相对较低的聚酯树脂、聚苯硫醚砜树脂、支化度为0.3%

mol/mol的聚苯硫醚树脂，其目的是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抗冲击强度，同时，降低

在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中的脆性。

[0029] 本发明为了提高其目的是一方面控制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厚度，另外一方面是

降低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纤维布之间的空隙率，以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抗冲

击强度，同时，提高成品产率。

[0030]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有机增强纤维与热塑性聚合物之间的相容性，一方

面需要对有机增强纤维进行有效地表面处理，另外一方面为了降低有机增强纤维表面偶联

剂的吸湿性，以造成有机增强纤维与热塑性聚合物之间的相容性下降，同时，在有机增强纤

维层压材料制造过程中，因有机增强纤维的偶联剂吸湿而造成层压材料形成气孔，进而造

成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各种性能指标下降，因此，需要控制环境空气的湿度，本发明经

过多次反复试验，发现有机增强纤维的织布环境相对湿度在10%～20%之间，使有机增强纤

维表面吸湿率控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即便是有机增强纤维表面偶联剂吸湿，也会因环境

相对湿度较低而挥发除去，使有机增强纤维表面的偶联剂的湿度保持在很低程度，这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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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压制。

[0031]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为了有利于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成形，一方面采用连续

制作工艺，同时还采用连续模压技术，其目的，一方面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另外一方面是提

高生产效率，还有一个方面是提高成品率。

[0032]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为了使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达到优异程度，在有机

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成形之后，采用适当的温度处理，其目的是一方面消除有机增强纤维层

压材料的内部应力，另外一个方面，还可以观察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在热处理条件下是

否发生变形，进而改进调节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工艺控制条件，使有机增强纤维层压

材料的各种性能达到最优的程度。

[0033]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抗冲击强度，

采用一定比例的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其目的是一方面在降低原材料成本的同时，又提高了

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成品的抗冲击强度，充分利用热塑性聚合物片材成形后尺寸稳定性

很好的特点，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成品率，降低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热处理的

翘曲变形率。

[0034]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抗冲击强度，在热塑性聚

合物片材熔体的固化过程中，由于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冷却速率的不同，会影响到热塑性聚

合物片材的结晶度，结晶度越高其刚性越高，进而脆性越大，其韧性和抗冲击强度会因此而

降低，因此，需要控制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冷却温度，当然，受不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

的不同，其降温速率也不同，为了便于工艺控制条件的操作控制，本发明采用的聚酯树脂、

聚苯硫醚砜树脂、支化度为0.6%mol/mol的聚苯硫醚树脂这几种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的熔点

基本控制在20～30℃的范围之内，一方面使得冷却速率控制相对较为容易，另外一方面，便

于控制这几种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的结晶度，进而使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各种性能达到

最优的目的。

[0035] 在本发明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成品率的同时，采用在一

定温度的条件下，再将未热处理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置入相对应尺寸大小的夹套模具

中，其目的是一方面在保持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尺寸的稳定，另外一方面可以由此对有

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进行热处理，从而消除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内部应力，使之保持各

种性能的均一性。

附图说明

[0036] 图1表示的是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性能特征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工艺流程简介：

[0038] 在本发明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制造过程中,在一定温度和氮气保护条件

下，对有机增强纤维进行适当的热伸缩性和表面处理之后，将有机增强纤维织成一定支数

和幅宽的有机增强纤维布，与热塑性聚合物片材一起输入由导热油加热的多级对压辊，在

控制导热油温度和对压辊转速的条件下，经过对压辊热压成一定厚度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

材料，随后输入由导热油加热的U型夹套模具，在控制导热油温度的条件下，压制成一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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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幅宽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将得到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置入相对应尺寸大小

的夹套模具中，再输入一定长、宽、高的甬道，在甬道入口输入一定的N2，在甬道的出口安装

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甬道处理之后，立

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口一定距离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的出口安装

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这样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39] 实施例1

[0040] 将T300型碳纤维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3x1200mm且呈“W”字

型连接，夹层导管内径为110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在“W”

字型的中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向切一

条8mm便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60℃的高温N2，在串联夹

层的入口输入140℃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1.6%wt双-（γ-三乙氧基

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

和无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

甬道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

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3个 “W”

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

夹层导管冷却处理之后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0%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

30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  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9T聚酰胺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

对压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度为110℃，第三级对压辊温

度为180℃，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0℃，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30℃，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

160℃，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60℃，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

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0℃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6MPa，第二级

对压辊的压力为0 .9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 .3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

2.6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1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

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3000mm，长度为11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

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50MPa的液压

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

入260℃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

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0℃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厚度为8mm的有机

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

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3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

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80℃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

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6h之

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41]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0042] 实施例2

[0043] 将T700型碳纤维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3x1200mm且呈“W”字

型连接，夹层导管内径为130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在“W”

字型的中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向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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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8mm便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60℃的高温N2，在串联夹

层的入口输入260℃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1.8%wt双-（γ-三乙氧基

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

和无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

甬道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

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3个 “W”

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

夹层导管冷却处理之后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20%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

40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  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PBT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

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度为130℃，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

180～210℃，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40℃，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40℃，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

180℃，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80℃，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

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30℃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3MPa，第二级

对压辊的压力为0 .6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 .1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

2.1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3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

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4000mm，长度为12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

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0MPa的液压

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

入260℃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

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90℃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厚度为18mm的有机

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

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0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

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0℃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

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8h之

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44]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0045] 实施例3

[0046] 将或T800型碳纤维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3x1200mm且呈“W”

字型连接，夹层导管内径为125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在

“W”字型的中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向

切一条8mm便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76℃的高温N2，在串

联夹层的入口输入214℃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1.63%wt双-（γ-三

乙氧基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

中的N2和无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

经过该甬道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处输入室温N2，

在甬道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3

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 “W”字型串联

连接的夹层导管冷却处理之后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4%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

宽为35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支化度为0.6%mol/mol聚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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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醚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

度为123℃，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206℃，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7℃，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

237℃，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165℃，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74℃，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

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2℃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

压辊的压力为0.5MPa，第二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84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26MPa，第

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2.56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

制成2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3500mm，长度为

120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

条件下，用压力为38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

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259℃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

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4℃时，开启

液压机，取出厚度为11mm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

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23MPa的液压机将模

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3

℃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

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6.2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

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47]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0048] 对比实例1

[0049] 将T1000型碳纤维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0～20%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

宽为300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  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支化度为0.6%mol/mol聚

苯硫醚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

温度为110℃，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180℃，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0℃，第五级对压辊温度

为230℃，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160℃，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60℃，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

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0℃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

对压辊的压力为0.6MPa，第二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9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3MPa，第

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2.6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

成3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3000mm，长度为

11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

条件下，用压力为50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

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260℃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

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0℃时，开启

液压机，取出厚度为8mm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

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3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

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0℃的

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

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8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

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50]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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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4

[0052] 将聚对苯撑苯并双噁唑(PBO)纤维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

3x1200mm且呈“W”字型连接，夹层导管内径为116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

Ø30的导丝盘；在“W”字型的中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

夹层导管的轴向切一条8mm便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69

℃的高温N2，在串联夹层的入口输入237℃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

1.64%wt双-（γ-三乙氧基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同时在有机增强纤维0.3米

处输入153℃的N2，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和无水酒精抽出甬

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甬道处理之后，立

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的出口安装一台抽

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

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冷却处理

之后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6%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4000mm支数为24的有

机增强纤维布；  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9T聚酰胺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其中，第

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度为126℃，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205℃，第四级对

压辊温度为238℃，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38℃，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117℃，第七级对压辊

温度为69℃，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

高21℃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55MPa，第二级对压辊的压力为

0.85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25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2.55MPa，有机增强

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2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压材料，输入型材

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4000mm，长度为11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输入相应尺寸

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39.7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

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255℃的

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油切换成

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5℃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厚度为10mm的有机增强纤维

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

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21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

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75℃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

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7.5h之后，

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53]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0054] 实施例5

[0055] 将PEEK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3x1200mm且呈“W”字型连接，夹

层导管内径为125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在“W”字型的中

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向切一条8mm便

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入176℃的高温N2，在串联夹层的入

口输入234℃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出含1.73%wt双-（γ-三乙氧基硅基

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和无

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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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道0.3米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的出

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3个 “W”字型

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另外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

导管冷却处理之后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0～20%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

36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  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PBT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

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度为124℃，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

205℃，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5℃，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39℃，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169

℃，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76℃，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

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6℃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54MPa，第二级对

压辊的压力为0.87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 .29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

2.58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1.8mm厚的层压材料；

该层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3600mm，长度为126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

材料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44.7MPa

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

套中输入256℃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

的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77℃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厚度为12mm

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

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27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

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78℃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

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

处理6.9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

层压材料。

[0056]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0057] 实施例6

[0058] 将聚对苯撑苯并双噁唑(PBO)纤维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串联夹层导管，长度为

3x1200mm且呈“W”字型连接，夹层导管内径为110～130mm，在“W”字型的两个底部安装一个

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在“W”字型的中间的倒“V”字顶部安装一个直径为Ø30的导丝盘；同时

在串联夹层导管的轴向切一条8mm便于纤维喂入的长缝a、b，同时在串联夹层导管的入口输

入173℃的高温N2，在串联夹层的入口输入257℃的300#导热油，在有机增强纤维输入口喷

出含1.77%wt双-（γ-三乙氧基硅基丙基）四硫化物的无水酒精溶液，在有机增强纤维的出

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和无水酒精抽出甬道，N2和无水酒精经冷却塔分离后，再循

环使用，有机增强纤维布经过该甬道处理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同时在离甬

道0.3米处输入室温N2，在甬道的出口安装一台抽风机，将其中的N2抽出甬道，再循环使用；

有机增强长纤维经过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热伸所处理之后，输入室温氮气的

另外3个 “W”字型串联连接的夹层导管冷却处理之后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10～20%

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38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  该有机增强纤维布和

支化度为0.6%mol/mol聚苯硫醚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

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度为129℃，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209℃，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

239℃，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238℃，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79℃，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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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6℃的导

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58MPa，第二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84  MPa，第三

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24MPa，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2.59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

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压制成2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

裁剪成幅宽为4000mm，长度为11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

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29.1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

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254℃的300#导热油，当夹

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

套模具的温度降到77℃时，开启液压机，取出厚度为14mm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

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

压力为1.28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

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9℃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

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7.4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

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59]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0060] 对比实例2

[0061] 将聚对苯撑苯并双噁唑(PBO)纤维有机增强长纤维输入环境空气相对湿度低于

60%的织布机，经织布机织成幅宽为4000mm支数为24的有机增强纤维布；该有机增强纤维布

和PBT树脂片材输入布有8级对压辊压机，其中，第一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第二级对压辊温

度为121℃，第三级对压辊温度为209℃，第四级对压辊温度为239℃，第五级对压辊温度为

238℃，第六级对压辊温度为169℃，第七级对压辊温度为69℃，第八级对压辊温度为室温，

其中除室温对压辊以外，其余温度是由比相应温度高29℃的导热油来供给；其中第一级对

压辊的压力为0.55MPa，第二级对压辊的压力为0.89MPa，第三级对压辊的压力为1.29MPa，

第四～八级对压辊的压力为2.51MPa，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经八级对压辊

压制成3mm厚的层压材料；该层压材料，输入型材裁剪机，将其裁剪成幅宽为4000mm，长度为

12800mm的型材；再将层压材料再输入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

条件下，用压力为44.41MPa的液压机将模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

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254℃的300#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缝隙有少量热塑性

聚合物溢出时，将夹套模具的导热油切换成室温导热油，当夹套模具的温度降到66℃时，开

启液压机，取出厚度为16mm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输入再置入

相应尺寸大小的U型夹套模具，在排除模具的空气的条件下，用压力为1.3MPa的液压机将模

具中的有机增强纤维布和热塑性聚合物片材层压材料压实，在夹套模具的夹套中输入160

℃的240#导热油，再将U型夹套模具输入长18米、宽3800mm、高4000mm的保温甬道，有机增强

纤维层压材料经过该甬道处理8h之后，立即输入相同尺寸的冷却甬道，冷却至常温，这样就

制作成了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

[0062] 经上述工艺条件制造的有机增强纤维层压材料的性能特征列于图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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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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