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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

模压工艺，实现压机内固化成型工艺、下一周期

压机外模拟涂覆以及热铺放工艺、上一周期的产

品冷却后处理工艺同时进行，最终产品无翘曲变

形。模拟涂覆确定了最佳涂覆位置和用量，有效

节约了树脂用量，合模时无树脂溢出，无模具污

染，压机之外进行树脂涂覆，现场环境友好，整个

工艺无需预成型、涂脱模剂、模具清理步骤，以及

快速加热和冷却设备的使用，省去了每个成型周

期的模具升降温时间，从而大幅节省了成型时

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升降温耗电成本，改

善了成型环境，最终的成型周期最短可以控制在

5min以内，成型产品质量良好，可满足汽车件要

求和生产趋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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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以干纤维织物为增强材料，以低

粘度、快速固化、高玻璃化温度树脂为基体材料，主要包括模拟涂覆工艺、模具快速加热和

快速冷却工艺、热铺放工艺、热取件工艺以及自清洁不粘模具的自清洁工艺，具体如下：

（1）模拟涂覆工艺以及热铺放工艺：利用模拟软件对自清洁不粘模具型腔中树脂的动

态流动和其对干纤维的浸润进行模拟，根据模拟结果确定树脂涂覆的位置和用量；然后进

行干纤维织物的裁剪、涂覆以及铺叠：将用自动裁床裁切好的干纤维织物置于涂覆操作台

上，按模拟结果进行树脂涂覆，按照铺层设计进行铺叠，将自清洁不粘模具升温至热铺放温

度，转移铺叠好的干纤维织物至自清洁不粘模具型腔中；

（2）在线压机内固化成型工艺：对热铺放的材料进行合模加压并抽真空，合模后在0.4-

0.8MPa的压力下预压实0.5-1min并同时进行抽真空，真空度不低于-97KPa，将自清洁不粘

模具快速加热升温至固化温度，再将压力升至6-20MPa热压成型1-1.5min，再进行快速冷却

降温至热取件温度；

（3）热取件以及自清洁工艺：开模取出产品，并转移到冷模具中冷却后处理，模具无需

清理，同时进行快速冷却降温至热铺放温度，直接进入下一周期热铺放工艺，其中压机内固

化成型工艺、下一周期压机外模拟涂覆以及热铺放工艺以及上一周期的产品冷却后处理工

艺同时进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清洁不

粘模具基材为金属材料制备而成，其型腔涂覆一层不粘涂层；所述不粘涂层为聚四氟乙烯、

硅胶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涂覆

的位置和用量，涂覆在每层之间进行或每隔2-3层干纤维织物涂覆一次或仅在中心层涂覆，

具体取决于铺层方式、产品结构形状以及树脂种类和粘度，并以最优模拟结果为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纤维织

物为碳纤维、玻璃纤维、芳纶纤维、其他有机或无机纤维、其他有机或无机纤维的混编物中

的一种或多种混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树脂为热

固性树脂或热塑性树脂；所述热固性树脂为环氧树脂、酚醛树脂、不饱和聚酯中的一种或多

种混合；所述热塑性树脂为尼龙树脂、聚甲醛树脂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铺放温

度为80-120℃，所述热取件温度为120-16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化温度

为室温至20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软件

为ANSYS软件或FiberSIM软件。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快速加热

和快速冷却通过快速加热及快速冷却辅助设备系统实现，所述自清洁不粘模具从室温加热

至200℃或冷却回室温不超过3min。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快速加

热及快速冷却辅助设备系统为热油流道和热油箱以及冷油流道和冷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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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分子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树脂基复合材料是以热固性或热塑性树脂为基体，以碳纤维、玻璃纤维、芳纶纤维

为增强体的一类材料，特别是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因其质量轻、强度好、模量高于金属

的优点，成为实现汽车轻量化不可或缺的材料。典型的树脂基复合材料成型技术有手糊成

型工艺、树脂传递模塑工艺(RTM)、真空辅助工艺、缠绕工艺、热压罐工艺以及模压工艺等，

这些工艺技术最初主要应用于军工、航空航天等高精端领域，因此主要专注于质量方面，成

型效率低、成本高，不能满足汽车部件生产的节拍及成本要求。近年来针对这些问题，国外

主要汽车厂商与各大供应商展开合作，进行了一些技术探索，目前适合汽车部件批量化生

产的比较有潜力的工艺方向有预浸料模压、湿法模压以及高压树脂传递模塑(HP-RTM)等。

[0003] 湿法模压工艺属于液体模压成型(LCM)工艺的一种，其特点在于，不采用纤维增强

树脂预浸料为原料，而是像湿铺、树脂灌注或树脂传递模塑(RTM)等其他复合材料成型工艺

一样，改用干纤维和液态树脂为原料；首先将干纤维铺放到模具型腔中，而后采用喷涂、浇

注或涂刷等方法将树脂涂覆到干纤维表面，最后合模升温升压，保压固化成型得到产品。因

此，湿法模压工艺无需价格昂贵的预浸料，也无需树脂注射，工艺简单，初次投入少，成本较

低；制品双面光洁，外观尺寸重复性好，易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

[0004] 但是，在湿法模压工艺涂覆树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树脂的喷溅、滴落或

溢出，造成现场环境较差；为了充分浸润干纤维，涂覆的树脂通常是过量的，不但造成树脂

浪费，合模时还易发生树脂的溢出，污染模具；每一成型循环周期模具均需较低的脱模温度

升至固化温度，而后再降至脱模温度，升降温幅度大，因而成型周期长，效率低，能耗高。成

型周期一般不低于1小时，成型效率低于金属、塑料等汽车用材料的成型，限制了湿法模压

工艺批量成型碳纤维汽车部件。

[0005] 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传统湿法模压工艺生产现场环境差、树脂浪费、模

具污染、成型周期长、效率低、能耗高、成型循环周期不低于1小时，难以满足批量化程度低

的军工、航空航天行业需求以及汽车行业碳纤维部件大规模批量化生产需求的问题，本发

明提出了一种环境友好、高效、快速、提高生产效率、低碳低能耗、且成型成品质量好的模拟

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

[0007] 技术方案：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模拟涂覆快

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以干纤维织物为增强材料，以低粘度、快速固化、高玻璃化温度树脂

为基体材料，其材料和设备包括：湿法模压用压机、自清洁不粘模具、快速加热及快速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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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系统、自动裁床、空压机、涂覆操作台、喷枪及真空泵；工艺主要包括模拟涂覆工

艺、模具快速加热和快速冷却工艺、热铺放工艺、热取件工艺以及自清洁不粘模具的自清洁

工艺，具体如下：

[0008] (1)模拟涂覆工艺以及热铺放工艺：利用模拟软件对自清不粘模具型腔中树脂的

动态流动和其对干纤维的浸润进行模拟，根据模拟结果确定树脂涂覆的位置和用量；然后

进行干纤维织物的裁剪、涂覆以及铺叠：将用自动裁床裁切好的干纤维织物置于涂覆操作

台上，按模拟结果用真空喷枪喷涂进行树脂涂覆，按照铺层设计进行铺叠，将自清洁不粘模

具升温至热铺放温度，转移铺叠好的干纤维织物至自清洁不粘模具型腔中；

[0009] (2)在线压机内固化成型工艺：对热铺放的材料进行合模加压并抽真空，合模后在

0.4-0.8MPa的压力下预压实0.5-1min并同时进行抽真空，真空度不低于-97KPa，将自清洁

不粘模具快速加热升温至固化温度，再将压力升至6-20MPa热压成型1-1.5min，再进行快速

冷却降温至热取件温度；

[0010] (3)热取件以及自清洁工艺：开模取出产品，并转移到冷模具中冷却后处理，模具

无需清理，同时进行快速冷却降温至热铺放温度，直接进入下一周期热铺放工艺，其中压机

内固化成型工艺、下一周期压机外模拟涂覆以及热铺放工艺以及上一周期的产品冷却后处

理工艺同时进行。

[0011] 所述自清洁不粘模具基材为金属材料制备而成，其型腔涂覆一层不粘涂层；所述

不粘涂层为聚四氟乙烯、硅胶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无需涂覆脱模剂，产品脱模时无残

留，无需额外的模具清洁工艺；在室温到200℃的固化温度范围内，在6-20MPa的固化压力

下，在5万模次以内，不发生起泡、开裂、脱落、变色等问题。

[0012] 更进一步的，所述模拟涂覆的位置和用量，涂覆在每层之间进行或每隔2-3层干纤

维织物涂覆一次或仅在中心层涂覆，具体取决于铺层方式、产品结构形状以及树脂种类和

粘度等，并以最优模拟结果为准。

[0013] 更为优选的，所述干纤维织物为碳纤维、玻璃纤维、芳纶纤维、其他有机或无机纤

维、其他有机或无机纤维的混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

[0014] 更为优选的，所述树脂为热固性树脂或热塑性树脂；所述热固性树脂为环氧树脂、

酚醛树脂、不饱和聚酯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所述热塑性树脂为尼龙树脂、聚甲醛树脂中的

一种或两种混合。

[0015] 所述热铺放温度为80-120℃，为树脂流动性和浸润性最佳的温度，所述热取件温

度为120-160℃，无需降至60℃以下的较低温度。

[0016] 更为优选的，所述固化温度为室温至200℃。

[0017] 更为优选的所述模拟软件为ANSYS软件或FiberSIM软件。

[0018] 更为优选的，所述快速加热和快速冷却通过快速加热及快速冷却辅助设备系统实

现，所述自清洁不粘模具从室温加热至200℃或冷却回室温不超过3min。

[0019] 更进一步的，所述快速加热及快速冷却辅助设备系统为热油流道和热油箱以及冷

油流道和冷油箱；加热时热油流道开启，冷却时冷油流道开启。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以低粘度、快速固

化、高玻璃化温度树脂为基体材料，主要包括模拟涂覆工艺、模具快速加热和快速冷却工

艺、热铺放工艺、热取件工艺以及自清洁不粘模具的自清洁工艺；可实现压机内固化成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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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下一周期压机外模拟涂覆以及热铺放工艺、上一周期的产品冷却后处理工艺同时进行，

最终产品无翘曲变形。模拟涂覆确定了最佳涂覆位置和用量，有效节约了树脂用量，合模时

无树脂溢出，无模具污染，压机之外进行树脂涂覆，现场环境友好，整个工艺无需预成型、涂

脱模剂、模具清理步骤，以及快速加热和冷却设备的使用，省去了每个成型周期的模具升降

温时间，从而大幅节省了成型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升降温耗电成本，改善了成型

环境，最终的成型周期最短可以控制在5min以内，成型产品质量良好，可满足汽车件要求和

生产趋势要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请参照图1，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以干纤维织物为增强材料，以

低粘度、快速固化、高玻璃化温度树脂为基体材料，具体干纤维织物为单向碳纤维布，克重

为250g/m2；基体材料为环氧树脂，可在120℃下保持30min以上不凝胶不固化，固化温度为

160℃，固化时间为1min，固化后玻璃化温度为145-155℃，其设备包括：湿法模压用压机、自

清洁不粘模具、快速加热及快速冷却辅助设备系统、自动裁床、空压机、涂覆操作台、喷枪及

真空泵；工艺主要包括模拟涂覆工艺、模具快速加热和快速冷却工艺、热铺放工艺、热取件

工艺以及自清洁不粘模具的自清洁工艺，具体如下：

[0025] 利用ANSYS软件对树脂在平板模具型腔中的动态流动和浸润进行模拟，确定树脂

涂覆的位置和用量(每3层涂覆一次，距边缘50mm范围可不涂覆，涂覆量为每次约120g)；然

后用自动裁床裁剪单向碳纤维布(尺寸300*600mm)，在操作台上用真空喷枪进行涂覆树脂

并铺叠，铺层按照全部0°铺叠18层，同时将模具快速加热到120℃；将涂覆与铺叠好的单向

碳纤维布铺放到120℃平板自清洁不粘模具型腔中；而后合模，并在0.6-0.8MPa的压力下预

压实30-40s并抽真空，真空度不低于-97KPa；快速升温至160℃，并在8-12MPa压力下加压固

化1min；快速降温至150℃，开模热取件；最后将碳板转移到压机外冷模进行冷却及后处理，

同时自清洁不粘模具快速降温至120℃，无需模具清理，可直接执行下一周期热铺放，整个

成型循环周期用时4-5min；且产品无翘曲无变形。

[0026] 经测试，上述成型件的基本性能为：

[0027] 0°拉伸强度1523MPa，0°拉伸模量102GPa；

[0028] 90°拉伸强度41MPa，90°拉伸模量6.8GPa；

[0029] 0°压缩强度1092MPa；

[0030] 与碳纤维环氧树脂常规湿法模压成型复合材料性能差别不大。

[0031] 实施例2：

[0032] 请参照图1，一种模拟涂覆快速成型湿法模压工艺，以干纤维织物为增强材料，以

低粘度、快速固化、玻璃化温度树脂为基体材料，具体干纤维织物为单向碳纤维布，克重为

250g/m2；基体材料为乙烯基树脂，可在100℃下保持30min以上不凝胶不固化，固化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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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固化时间为1min，固化后玻璃化温度为120-130℃，其设备包括：湿法模压用压机、自

清洁不粘模具、快速加热及快速冷却辅助设备系统、自动裁床、空压机、涂覆操作台、喷枪及

真空泵；工艺主要包括模拟涂覆工艺、模具快速加热和快速冷却工艺、热铺放工艺、热取件

工艺以及自清洁不粘模具的自清洁工艺，具体如下：

[0033] 利用ANSYS软件对树脂在平板模具型腔中的动态流动和浸润进行模拟，确定乙烯

基树脂涂覆的位置和用量(每2层涂覆一次，距边缘40mm范围可不涂覆，涂覆量为每次约

75g)；然后用自动裁床裁剪单向碳纤维布(尺寸300*600mm)，在操作台上用真空喷枪进行涂

覆树脂并铺叠，铺层按照[+45°/-45°]4S，同时将模具快速加热到100℃；将涂覆与铺叠好的

单向碳纤维布铺放到100℃平板模具型腔中；而后合模，并在0.8-1 .0MPa的压力下预压实

35-45s并抽真空，真空度不低于-97KPa；快速升温至130℃，并在8-14MPa压力下加压固化

1min，直接开模热取件；最后将碳板转移到压机外冷模进行冷却及后处理，同时自清洁不粘

模具快速降温至100℃，无需模具清理，可直接执行下一周期热铺放，整个成型循环周期用

时4-5min，产品无翘曲无变形。

[0034] 经测试，上述成型件的基本性能为：

[0035] ±45°拉伸面内剪切强度65MPa，±45°拉伸面内剪切模量4.1GPa，与碳纤维乙烯基

树脂常规湿法模压成型复合材料性能差别不大。

[0036] 应当指出，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

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

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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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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