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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及

其制备方法，该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包括由碳纤

维预浸布交错铺层成片的碳纤维片材，所述碳纤

维片材具有预压成型的天线图案，所述天线图案

中填充有导电涂料，形成导电涂层，所述碳纤维

片材与所述导电涂层一体成型，所述导电涂层的

表面具有经激光照射而形成的天线线路，所述天

线线路的表面覆盖有金属膜层。根据本发明得到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精度高，与碳纤维材料无

缝结合，附着性更牢固，在碳纤维表面实现了更

丰富和更立体的效果，三维加工更简单,导电性

能优异，整体设计紧凑,生产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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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其特征在于，包括由碳纤维预浸布交错铺层成片的碳纤

维片材，所述碳纤维片材具有预压成型的凹槽形成的天线图案，所述凹槽中填充有导电涂

料，形成导电涂层，所述碳纤维片材与所述导电涂层一体成型，所述导电涂层的表面具有经

激光照射而形成的天线线路，所述天线线路的表面覆盖有金属膜层，其中所述导电涂料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基体树脂15～50份、改性剂5～15份、增容剂1～5份、固化剂5～25份、

有机金属络合物5～20份以及按需配比的稀释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涂层的厚度为10～

20μm。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膜层包括依次

层叠覆盖在所述导电涂层的表面上的金属导电膜层和金属保护膜层。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导电膜层的厚度为

3～8μm，所述金属保护膜层的厚度为1～3μm。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体树脂包括羟基

丙烯酸树脂，所述改性剂包括改性有机硅树脂，所述增容剂包括有机硅改性丙烯酸共聚物，

所述固化剂包括有机锡催化剂和/或有机镍催化剂，所述有机金属络合物包括铜络合物、铁

络合物和/或镍络合物，稀释剂包括酯类溶剂或酮类溶剂。

6.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S1、准备导电涂料；

S2、将碳纤维预浸布叠层铺好后预压成型凹槽，所述凹槽形成天线图案，并将导电涂料

填充到预压成型的所述凹槽里，接着放入热压模具中，热压固化成型；用激光镭雕机按照天

线图案镭雕，导电涂料中的有机物经过激光辐射气化，金属导电物质保留下来形成天线线

路；

S3、在天线线路的表面上覆盖金属膜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包括：对

碳纤维预浸布进行交错铺层成片，处理完之后将铺层好的碳纤维片材放到模具中预压成型

天线图案，压力3～5kg；然后将导电涂料均匀涂抹到预压成型好的图案中，并填满图案；接

着将碳纤维片材放入成型模具中，合模加热固化，固化温度125～135℃，压力40～60kg，固

化20～30min，然后冷却模具至室温，取出产品；接着将产品放入激光镭雕机，激光功率20w

～30w，按照天线图案来镭雕，导电涂料表面的有机膜层在激光辐射下气化，表层金属物质

则保留形成天线线路。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包括：

将镀铜水和镀镍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接着将步骤S2得到的产品放置到镀铜电解槽

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30～40min，金属电路表面镀上一层粉色的铜膜，膜

层厚度为3～5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镍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20mA，电镀

10～15min，表面镀上一层镍膜，膜层厚度为2～3μm，镀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或

将镀铜水和镀金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接着将步骤S2得到的产品放置到镀铜电解槽

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40～60min，金属电路表面镀上一层粉色的铜膜，膜

层厚度为5～8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金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20mA，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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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min，表面镀上一层黄金膜，膜层厚度为1～2μm，镀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或

将镀铜水和镀金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接着将步骤S2得到的产品放置到镀铜电解槽

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40～60min，金属电路表面镀上一层粉色的铜膜，膜

层厚度为5～8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金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20mA，电镀

5～10min，表面镀上一层黄金膜，膜层厚度为1～2μm，镀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

9.如权利要求6至8任一项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电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基体树脂15～50份、改性剂5～15份、增容剂1～5份、固化

剂5～25份、有机金属络合物5～20份以及按需配比的稀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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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发展和新材料的广泛应用，电子产品的材料也日益丰富多

样，目前在国内电子行业，将碳纤维应用到电子产品中是一种趋势。碳纤维材料既拥有铝镁

合金高雅坚固的特性，又有ABS工程塑料的可塑性，强度和导热能力又优于普通的ABS塑料。

它的外观类似塑料，强度和导热能力优于普通的ABS塑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材料，在智

能电子产品上的应用越来越多。

[0003] 但是，智能电子产品的许多功能需要天线和电路来实现，碳纤维材料本身没办法

做到，只有通过植入天线和电路来完成。传统天线和电路的制作方法是通过印刷或者注塑

等技术加工处理完成，这些技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诸如附着性偏低、三维曲面加工困难

和通路电阻大等，很难满足产品超薄紧凑的设计以及三维曲面感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其应用和推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及其

制备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包括由碳纤维预浸布交错铺层成片的碳纤维片材，所

述碳纤维片材具有预压成型的天线图案，所述天线图案中填充有导电涂料，形成导电涂层，

所述碳纤维片材与所述导电涂层一体成型，所述导电涂层的表面具有经激光照射而形成的

天线线路，所述天线线路的表面覆盖有金属膜层。

[0007] 进一步地：

[0008] 所述导电涂层的厚度为10～20μm。

[0009] 所述金属膜层包括依次层叠覆盖在所述导电涂层的表面上的金属导电膜层和金

属保护膜层。优选地，所述金属膜层为电镀层。

[0010] 所述金属导电膜层的厚度为3～8μm，所述金属保护膜层的厚度为1～3μm。

[0011] 所述导电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基体树脂15～50份、改性剂5～15份、增容

剂1～5份、固化剂5～25份、有机金属络合物5～20份以及按需配比的稀释剂。

[0012] 所述基体树脂包括羟基丙烯酸树脂，所述改性剂包括改性有机硅树脂，所述增容

剂包括有机硅改性丙烯酸共聚物，所述固化剂包括有机锡催化剂和/或有机镍催化剂，所述

有机金属络合物包括铜络合物、铁络合物和/或镍络合物，稀释剂包括酯类溶剂或酮类溶

剂。

[0013] 一种制备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1、准备导电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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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S2、将碳纤维预浸布叠层铺好后预压成型天线图案，并将导电涂料填充到预压成

型的天线图案里，接着放入热压模具中，热压固化成型；用激光镭雕机按照天线图案镭雕，

导电涂料中的有机物经过激光辐射气化，金属导电物质保留下来形成天线线路；

[0016] S3、在天线线路的表面上覆盖金属膜层。

[0017] 进一步地：

[0018] 步骤S2包括：对碳纤维预浸布进行交错铺层成片，处理完之后将铺层好的碳纤维

片材放到模具中预压成型天线图案，压力3～5kg；然后将导电涂料均匀涂抹到预压成型好

的图案中，并填满图案；接着将碳纤维片材放入成型模具中，合模加热固化，固化温度125～

135℃，压力40～60kg，固化20～30min，然后冷却模具至室温，取出产品；接着将产品放入激

光镭雕机，激光功率20w～30w，按照天线图案来镭雕，导电涂料表面的有机膜层在激光辐射

下气化，表层金属物质则保留形成天线线路。

[0019] 步骤S3包括：

[0020] 将镀铜水和镀镍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接着将步骤S2得到的产品放置到镀铜电

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30～40min，金属电路表面镀上一层粉色的铜

膜，膜层厚度为3～5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镍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

120mA，电镀10～15min，表面镀上一层镍膜，膜层厚度为2～3μm，镀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

或

[0021] 将镀铜水和镀金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接着将步骤S2得到的产品放置到镀铜电

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40～60min，金属电路表面镀上一层粉色的铜

膜，膜层厚度为5～8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金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

120mA，电镀5～10min，表面镀上一层黄金膜，膜层厚度为1～2μm，镀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

干；或

[0022] 将镀铜水和镀金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接着将步骤S2得到的产品放置到镀铜电

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40～60min，金属电路表面镀上一层粉色的铜

膜，膜层厚度为5～8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金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

120mA，电镀5～10min，表面镀上一层黄金膜，膜层厚度为1～2μm，镀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

干。

[0023] 所述导电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基体树脂15～50份、改性剂5～15份、增容

剂1～5份、固化剂5～25份、有机金属络合物5～20份以及按需配比的稀释剂。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根据本发明得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电路精度高，与碳纤维材料无缝结合，附

着性更牢固，在碳纤维表面实现了更丰富和更立体的效果，三维加工更简单,导电性能优

异，整体设计紧凑,生产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结构剖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应该强调的是，下述说明仅仅是示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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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及其应用。

[0028] 参阅图1，在一种实施例中，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包括由碳纤维预浸布交错

铺层成片的碳纤维片材1，所述碳纤维片材1具有预压成型的天线图案，所述天线图案中填

充有导电涂料，形成导电涂层2，所述碳纤维片材1与所述导电涂层2一体成型，所述导电涂

层2的表面具有经激光照射而形成的天线线路，所述天线线路的表面覆盖有金属膜层3。

[0029]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导电涂层2的厚度为10～20μm。

[0030]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膜层3包括依次层叠覆盖在所述导电涂层2的表面上

的金属导电膜层和金属保护膜层。更优选地，所述金属膜层3为电镀层。

[0031]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金属导电膜层的厚度为3～8μm，所述金属保护膜层的厚

度为1～3μm。

[0032]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导电涂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基体树脂15～50份、改

性剂5～15份、增容剂1～5份、固化剂5～25份、有机金属络合物5～20份以及按需配比的稀

释剂。

[0033] 在更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基体树脂包括羟基丙烯酸树脂，所述改性剂包括改性

有机硅树脂，所述增容剂包括有机硅改性丙烯酸共聚物，所述固化剂包括有机锡催化剂和/

或有机镍催化剂，所述有机金属络合物包括铜络合物、铁络合物和/或镍络合物，稀释剂包

括酯类溶剂或酮类溶剂。

[0034] 其中所述碳纤维复合材料与导电涂层2一体成型，这样附着性强，可以形成2D或者

3D的复杂结构的天线，生产效率高；所述金属膜层3优选为化学电镀金属膜，导电性能优异，

膜层厚度灵活改变。

[0035] 在另一种实施例中，一种制备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天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6] S1、准备导电涂料；

[0037] S2、将碳纤维预浸布叠层铺好后预压成型天线图案，并将导电涂料填充到预压成

型的天线图案里，接着放入热压模具中，热压固化成型，得到碳纤维片材1与导电涂层2一体

成型的结构；用激光镭雕机按照天线图案镭雕，导电涂料中的有机物经过激光辐射气化，金

属导电物质保留下来形成天线线路；

[0038] S3、在天线线路的表面上覆盖金属膜层3。

[0039] 导电涂料制备

[0040] 将基体树脂、改性剂、增容剂、固化剂、有机金属络合物和稀释剂按照特定的比例

配比，然后机械搅拌混合均匀。

[0041] 配比为：基体树脂15～50份，改性剂5～15份，增容剂1～5份，固化剂5～25份，有机

金属络合物5～20份，稀释剂可根据实际需求配比。

[0042] 优选的：

[0043] 基体树脂：羟基丙烯酸树脂；

[0044] 改性剂：改性有机硅树脂；

[0045] 增容剂：有机硅改性丙烯酸共聚物；

[0046] 固化剂：有机锡催化剂和/或有机镍催化剂；

[0047] 有机金属络合物：铜络合物、铁络合物和/或镍络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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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稀释剂：酯类溶剂和/或酮类溶剂。

[0049] 碳纤维导电涂层一体成型

[0050] 将碳纤维预浸布叠层铺好，之后室温预压成型天线图案，然后将上述的导电涂料

涂抹填充到预压成型的天线图案里，接着放入热压模具中，热压固化成型，取出产品；然后

再用激光镭雕机按照天线图案镭雕，表面涂层里面的有机物经过激光辐射气化，金属物质

保留下来形成金属电路和构成天线。优选地，涂料涂抹厚度大约10～20μm。

[0051] 金属膜层制备

[0052] 将上述的产品金属电路上电镀上一层金属导电膜层和金属保护膜层即可得到导

电性优异的天线产品。优选地，金属导电膜层3～8μm，保护膜层1～3μm。

[0053] 实施例1

[0054] 导电涂料制备

[0055] 将羟基丙烯酸树脂、氟改性有机硅树脂、甲氧基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有机锡催化

剂、铜络合物、丙酮按照15：15：2：10：15：20比例混合加入容器中，并机械搅拌均匀。

[0056] 碳纤维导电涂层一体成型

[0057] 根据需求对碳纤维布进行交错铺层成片，处理完之后将铺层好的碳纤维片材放到

模具中预压成型天线图案，压力3～5kg；然后将上述的导电涂料均匀涂抹到预压成型好的

图案中，并填满图案；接着将碳纤维片材放入成型模具中，合模加热固化，固化温度125～

135℃，压力40～60kg，固化20～30min，然后冷却模具至室温，取出产品；接着将产品放入激

光镭雕机，用治具将产品固定在机台上，调整激光功率20w～30w，按照天线图案来镭雕，表

面覆盖的有机膜层在激光辐射下气化，表层金属物质则保留在涂层中形成金属电路和天

线。

[0058] 金属膜层制备

[0059] 将镀铜水和镀镍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调整溶液浓度，并接上电极；接着将上述

产品放置到镀铜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30～40min，金属电路表面

镀上一层粉色的铜膜，膜层厚度为3～5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镍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

流强度100～120mA，电镀10～15min，表面会镀上一层光亮的镍膜，膜层厚度为2～3μm，镀完

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即可得到导电性优异的天线产品。

[0060] 实施例2

[0061] 导电涂料制备

[0062] 将羟基丙烯酸树脂、氟改性有机硅树脂、乙基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有机镍催化剂、

铁络合物、乙酸乙酯按照20：20：4：15：15：25比例混合加入容器中，并机械搅拌均匀。

[0063] 碳纤维导电涂层一体成型

[0064] 根据需求对碳纤维布进行交错铺层成片，处理完之后将铺层好的碳纤维片材放到

模具中预压成型天线图案，压力3～5kg；然后将上述的导电涂料均匀涂抹到预压成型好的

图案中，并填满图案；接着将碳纤维片材放入成型模具中，合模加热固化，固化温度为125～

135℃，压力40～60kg，固化20～30min，然后冷却模具至室温，取出产品；接着将产品放入激

光镭雕机，用治具将产品固定在机台上，调整激光功率20w～30w，按照天线图案来镭雕，表

面覆盖的有机膜层在激光辐射下气化，表层金属物质则保留在涂层中形成金属电路和天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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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金属膜层制备

[0066] 将镀铜水和镀金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调整溶液浓度，并接上电极；接着将上述

产品放置到镀铜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40～60min，金属电路表面

镀上一层粉色的铜膜，膜层厚度为5～8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金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

流强度100～120mA，电镀5～10min，表面会镀上一层光亮的黄金膜，膜层厚度为1～2μm，镀

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即可得到导电性优异的天线产品。

[0067] 实施例3

[0068] 导电涂料制备

[0069] 将羟基丙烯酸树脂、氟改性有机硅树脂、甲氧基有机硅改性丙烯酸，有机镍催化

剂、镍络合物、乙酸乙酯按照15：15：2：10：15：20比例混合加入容器中，并机械搅拌均匀。

[0070] 碳纤维导电涂层一体成型

[0071] 根据需求对碳纤维布进行交错铺层成片，处理完之后将铺层好的碳纤维片材放到

模具中预压成型天线图案，压力3～5kg；然后将上述的导电涂料均匀涂抹到预压成型好的

图案中，并填满图案；接着将碳纤维片材放入成型模具中，合模加热固化，固化温度为125～

135℃，压力40～60kg，固化20～30min，然后冷却模具至室温，取出产品；接着将产品放入激

光镭雕机，用治具将产品固定在机台上，调整激光功率20w～30w，按照天线图案来镭雕，表

面覆盖的有机膜层在激光辐射下气化，表层金属物质则保留在涂层中形成金属电路和天

线。

[0072] 金属膜层制备

[0073] 将镀铜水和镀金水分别加入到电解槽中，调整溶液浓度，并接上电极；接着将上述

产品放置到镀铜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流强度100～150mA，电镀40～60min，金属电路表面

镀上一层粉色的铜膜，膜层厚度为5～8μm；然后再将产品放置到镀金电解槽阴极上，调节电

流强度100～120mA，电镀5～10min，表面会镀上一层光亮的黄金膜，膜层厚度为1～2μm，镀

完后拿出产品清洗烘干即可得到导电性优异的天线产品。

[0074]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优选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

定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其还可以对这些已描述的实施方式做出若干替代或变型，

而这些替代或变型方式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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