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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增强热塑性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具有密

度小，可设计性强，易成型，可回收利用性好，耐

腐蚀等优点，在航空、高铁、船舶、汽车等领域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随着纤维长度的增加，复合

材料的力学性能也在提高。目前的复合材料注塑

成型工艺都是针对非连续纤维复合材料(短或长

纤维)，存在成型构件力学性能差，难以作为承载

构件的问题。本发明涉及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

注塑成型工艺，通过巧妙的结构设计和创新的制

造思维，实现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聚合物基复合

材料的注塑成型，避免纤维被切断造成的资源浪

费，具有生产速度快，可以成型复杂几何，制造柔

性强，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在热塑性复合材料零

部件制造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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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主要的材料及零部件包括：注塑

料、连续纤维、纤维架、纵置料斗、纵置连续纤维进料口、齿轮箱、马达、纵置机筒、纵置螺杆、

纵置纤维管、加热器、喷嘴、注塑束、卧式注塑口、模具、开合模装置、立式注塑口、横置机筒、

横置料斗、横置螺杆、横置纤维管、横置连续纤维进料口；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将颗粒状或者粉末状的注塑料分别加入到注塑机的纵置料斗和横置料斗中；

步骤S2、将连续纤维分别从多个放置连续纤维卷筒的纤维架上拉出，按照预先设计的

纤维束直径进行连续纤维缠绕，然后分别穿入纵置螺杆内部的中空的纵置纤维管、横置螺

杆内部的中空的横置纤维管，从喷嘴穿出；

步骤S3、设定纵置机筒和横置机筒的加热温度、螺杆转速、注塑压力等参数，启动注塑

机，注塑料在机筒中经加热器加热到熔融态，马达和齿轮箱作用下螺杆旋转，搅拌并推动熔

融态的注塑料前进，当熔融态的注塑料到达螺杆的前端喷嘴时，与连续纤维束结合为一体，

在推力的作用下，一边被挤出，一边完成注塑料与连续纤维的混合，最后形成连续的粘流态

的丝条状注塑束；

步骤S4、模具在开合模装置的作用下，完成合模；

步骤S5、纵置注塑的喷嘴和注塑束插入卧式注塑口，横置注塑的喷嘴和注塑束插入立

式注塑口，完成注射充模、保压、冷却操作；

步骤S6、通过开合模装置进行模具的打开，脱模取件，获得注塑成型的零部件；

可以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注塑，也可以单独进行纵置注塑方式或横置注塑

方式，若只使用纵置注塑方式，则成为卧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和工艺；如果

只使用横置注塑方式，则成为立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和工艺；

所述纵置螺杆，在注塑口的远端设置有纵置连续纤维进料口，而且中间为空心结构，设

置有纵置纤维管，纵置纤维管的直径为5mm，这种结构设计可以保证连续纤维束顺利进入注

塑机内而不被螺杆剪断，保证注射到模具内的混合材料中纤维是连续的，而且这种结构设

计不影响螺杆的正常旋转；

所述喷嘴，前部(即出口远端)的空间主要作用为注塑料与连续纤维的混合，混合后形

成注塑束，连续纤维在注塑束中的拉拔力大于连续纤维束从纤维架的拉出力，这样可以保

证连续纤维随着注塑束的运动而被持续拉出，实现连续生产；

所述横置螺杆，在注塑口的远端设置有横置连续纤维进料口，而且中间为空心结构，设

置有横置纤维管，横置纤维管的直径为5mm，这种结构设计可以保证连续纤维束顺利进入注

塑机内而不被螺杆剪断，保证注射到模具内的混合材料中纤维是连续的，而且这种结构设

计不影响螺杆的正常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注塑

料，可以为尼龙(PA)、尼龙6(PA6)、尼龙66(PA66)、聚丙烯(PP)、聚乙烯(PE)、聚苯乙烯(PS)、

聚苯硫醚(PPS)、聚碳酸酯(PC)、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等热塑性塑料，颗粒状或者

粉末状，里面不添加短纤维或者添加质量分数10％以下的短纤维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续

纤维，可以为连续碳纤维、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凯夫拉纤维、麻纤维等化学纤维或天然纤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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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

器，为注塑机的机筒以及内部结构和材料加热，可以采用电阻加热、电磁加热、红外加热等

方式，结构形式为环形一体或多段环形，配有温控装置和外部保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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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造，尤其涉及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

塑成型工艺，属于新材料、智能制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纤维增强热塑性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属于典型的新材料，具有密度小，可设计性，易

成型，可回收利用性好，耐腐蚀，抗疲劳等优点，在飞机、高铁、船舶、汽车、风电等装备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根据纤维长度不同，一般将其分为短纤维复合材料、长纤维复合材料和连

续纤维复合材料，随着纤维长度的增加，力学性能也在提高。注塑成型是热塑性工程塑料及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零部件的主要制造工艺之一，具有制造工艺成本低，成型速度快，能够成

型复杂几何形状等优点。但是，目前的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都是针对非连续纤维复合材

料(短或长纤维)，存在成型构件力学性能差，难以作为承载构件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1、发明目的：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实现连续纤维增强

热塑性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注塑成型，解决传统注塑成型无法使用连续纤维增加，构件力

学性能差的问题。

[0005] 2、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其特征在于，主要的材料及零部件包括：注

塑料、连续纤维、纤维架、纵置料斗、纵置连续纤维进料口、齿轮箱、马达、纵置机筒、纵置螺

杆、纵置纤维管、加热器、喷嘴、注塑束、卧式注塑口、模具、开合模装置、立式注塑口、横置机

筒、横置料斗、横置螺杆、横置纤维管、横置连续纤维进料口。

[0007] 所述注塑料，可以为尼龙(PA)、尼龙6(PA6)、尼龙66(PA66)、聚丙烯(PP)、聚乙烯

(PE)、聚苯乙烯(PS)、聚苯硫醚(PPS)、聚碳酸酯(PC)、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等热

塑性塑料，颗粒状或者粉末状，里面不添加短纤维或者添加质量分数10％以下的短纤维材

料；

[0008] 所述连续纤维，可以为连续碳纤维、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凯夫拉纤维、麻纤维等

化学纤维或天然纤维；

[0009] 所述纵置螺杆，在注塑口的远端设置有纵置连续纤维进料口，而且中间为空心结

构，设置有纵置纤维管，纵置纤维管的直径为5mm，这种结构设计可以保证连续纤维束顺利

进入注塑机内而不被螺杆剪断，保证注射到模具内的混合材料中纤维是连续的，而且这种

结构设计不影响螺杆的正常旋转；

[0010] 所述加热器，为注塑机的机筒以及内部结构和材料加热，可以采用电阻加热、电磁

加热、红外加热等方式，结构形式为环形一体或多段环形，配有温控装置和外部保温装置；

[0011] 所述喷嘴，前部(即出口远端)的空间主要作用为注塑料与连续纤维的混合，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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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成注塑束，连续纤维在注塑束中的拉拔力大于连续纤维束从纤维架的拉出力，这样可

以保证连续纤维随着注塑束的运动而被持续拉出，实现连续生产；

[0012] 所述横置螺杆，在注塑口的远端设置有横置连续纤维进料口，而且中间为空心结

构，设置有横置纤维管，横置纤维管的直径为5mm，这种结构设计可以保证连续纤维束顺利

进入注塑机内而不被螺杆剪断，保证注射到模具内的混合材料中纤维是连续的，而且这种

结构设计不影响螺杆的正常旋转。

[0013] 本发明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4] 步骤S1、将颗粒状或者粉末状的注塑料分别加入到注塑机的纵置料斗和横置料斗

中；

[0015] 步骤S2、将连续纤维分别从多个放置连续纤维卷筒的纤维架上拉出，按照预先设

计的纤维束直径进行连续纤维缠绕，然后分别穿入纵置螺杆内部的中空的纵置纤维管、横

置螺杆内部的中空的横置纤维管，从喷嘴穿出；

[0016] 步骤S3、设定纵置机筒和横置机筒的加热温度、螺杆转速、注塑压力等参数，启动

注塑机，注塑料在机筒中经加热器加热到熔融态，马达和齿轮箱作用下螺杆旋转，搅拌并推

动熔融态的注塑料前进，当熔融态的注塑料到达螺杆的前端喷嘴时，与连续纤维束结合为

一体，在推力的作用下，一边被挤出，一边完成注塑料与连续纤维的混合，最后形成连续的

粘流态的丝条状注塑束；

[0017] 步骤S4、模具在开合模装置的作用下，完成合模；

[0018] 步骤S5、纵置注塑的喷嘴和注塑束插入卧式注塑口，横置注塑的喷嘴和注塑束插

入立式注塑口，完成注射充模、保压、冷却操作；

[0019] 步骤S6、通过开合模装置进行模具的打开，脱模取件，获得注塑成型的零部件。

[0020] 本发明可以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注塑，也可以单独进行纵置注塑方式

或横置注塑方式，若只使用纵置注塑方式，则成为卧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

和工艺；如果只使用横置注塑方式，则成为立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和工艺。

[0021] 本发明可以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注塑，也可以单独进行纵置注塑方式

或横置注塑方式，若只使用纵置注塑方式，则成为卧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

和工艺；如果只使用横置注塑方式，则成为立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和工艺。

[0022] 3、本发明“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其优点如下：

[0023] (1) .本发明的生产速度快，能够大批量工业生产的节拍要求，同时可以成型复杂

几何，结构的可设计性强，工艺参数灵活可调，制造柔性强，适用范围广；

[0024] (2) .可以制造出具有优异承载力学性能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满足承载构

件使用热塑性复合材料的工程需求；

[0025] (3) .可以充分发挥纤维材料的优点，避免纤维被切断造成的资源浪费。

[0026] 总之，本发明可以实现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注塑成型，解决

传统注塑成型工艺只能制造非连续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和力学性能差的问题，充分发挥连

续纤维的增强作用，促进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承载结构件轻量化中的批量应用。

附图说明

[0027] 结合附图，通过对下述非限定性优选实施例的描述，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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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1是本发明实施的成型工艺设备和方法示意图；

[0029] 图1中符号说明如下：1‑注塑料、2‑连续纤维、3‑纤维架、4‑纵置料斗、5‑纵置连续

纤维进料口、6‑齿轮箱、7‑马达、8‑纵置机筒、9‑纵置螺杆、10‑纵置纤维管、11‑加热器、12‑

喷嘴、13‑注塑束、14‑卧式注塑口、15‑模具、16‑开合模装置、17‑立式注塑口、18‑横置机筒、

19‑横置料斗、20‑横置螺杆、21‑横置纤维管、22‑横置连续纤维进料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如附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主要的材料及零部件

包括：注塑料1、连续纤维2、纤维架3、纵置料斗4、纵置连续纤维进料口5、齿轮箱6、马达7、纵

置机筒8、纵置螺杆9、纵置纤维管10、加热器11、喷嘴12、注塑束13、卧式注塑口14、模具15、

开合模装置16、立式注塑口17、横置机筒18、横置料斗19、横置螺杆20、横置纤维管21、横置

连续纤维进料口22。

[0032] 所述注塑料1，可以为尼龙(PA)、尼龙6(PA6)、尼龙66(PA66)、聚丙烯(PP)、聚乙烯

(PE)、聚苯乙烯(PS)、聚苯硫醚(PPS)、聚碳酸酯(PC)、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等热

塑性塑料，颗粒状或者粉末状，里面不添加短纤维或者添加质量分数10％以下的短纤维材

料；

[0033] 所述连续纤维2，可以为连续碳纤维、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凯夫拉纤维、麻纤维

等化学纤维或天然纤维；

[0034] 所述纵置螺杆9，在注塑口的远端设置有纵置连续纤维进料口5，而且中间为空心

结构，设置有纵置纤维管10，纵置纤维管的直径为5mm，这种结构设计可以保证连续纤维束

顺利进入注塑机内而不被螺杆剪断，保证注射到模具内的混合材料中纤维是连续的，而且

这种结构设计不影响螺杆的正常旋转；

[0035] 所述加热器11，为注塑机的机筒以及内部结构和材料加热，可以采用电阻加热、电

磁加热、红外加热等方式，结构形式为环形一体或多段环形，配有温控装置和外部保温装

置；

[0036] 所述喷嘴12，前部(即出口远端)的空间主要作用为注塑料1与连续纤维2的混合，

混合后形成注塑束13，连续纤维在注塑束中的拉拔力大于连续纤维束从纤维架3的拉出力，

这样可以保证连续纤维随着注塑束的运动而被持续拉出，实现连续生产；

[0037] 所述横置螺杆20，在注塑口的远端设置有横置连续纤维进料口22，而且中间为空

心结构，设置有横置纤维管21，横置纤维管的直径为5mm，这种结构设计可以保证连续纤维

束顺利进入注塑机内而不被螺杆剪断，保证注射到模具内的混合材料中纤维是连续的，而

且这种结构设计不影响螺杆的正常旋转。

[0038] 本发明一种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9] 步骤S1、将颗粒状或者粉末状的注塑料1分别加入到注塑机的纵置料斗4和横置料

斗19中；

[0040] 步骤S2、将连续纤维2分别从多个放置连续纤维卷筒的纤维架3上拉出，按照预先

设计的纤维束直径进行连续纤维缠绕，然后分别穿入纵置螺杆9内部的中空的纵置纤维管

10、横置螺杆20内部的中空的横置纤维管21，从喷嘴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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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步骤S3、设定纵置机筒8和横置机筒18的加热温度、螺杆转速、注塑压力等参数，启

动注塑机，注塑料1在机筒中经加热器11加热到熔融态，马达和齿轮箱作用下螺杆旋转，搅

拌并推动熔融态的注塑料前进，当熔融态的注塑料到达螺杆的前端喷嘴时，与连续纤维束

结合为一体，在推力的作用下，一边被挤出，一边完成注塑料与连续纤维的混合，最后形成

连续的粘流态的丝条状注塑束；

[0042] 步骤S4、模具15在开合模装置16的作用下，完成合模；

[0043] 步骤S5、纵置注塑的喷嘴和注塑束插入卧式注塑口14，横置注塑的喷嘴和注塑束

插入立式注塑口17，完成注射充模、保压、冷却操作；

[0044] 步骤S6、通过开合模装置16进行模具15的打开，脱模取件，获得注塑成型的零部

件。

[0045] 本发明可以同时进行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注塑，也可以单独进行纵置注塑方式

或横置注塑方式，若只使用纵置注塑方式，则成为卧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

和工艺；如果只使用横置注塑方式，则成为立式的连续纤维复合材料注塑成型机械和工艺。

[0046] 本发明按照设想实施特例进行了说明，但不局限于上述实例，凡是符合本发明的

思路，采用相似结构及材料替换的方法所获得的技术方案，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12917808 A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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