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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
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
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
通过原位沉积法将碳纳米管巴基纸
沉积到碳纤维毡表面，
形成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复合结构，
然后通过偶联剂处理，
将碳纤维/
碳纳米管巴基纸和碳纤维毡相连接，
形成改性碳
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
最后用聚合物基
体对所述改性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进
行浸渍和热压固化处理，
制备复合材料。本发明
制备的复合材料基体层形成了紧密堆积的3D碳
纳米管网络，
既充当了导电路径，
使得厚度方向
和面内均呈现出较高的电导率，
此外也增加了界
面层的强度，
使得抗层间剪切强度和韧性均得到
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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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聚合物基复合材
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通过原位沉积法将碳纳米管巴基纸沉积到碳纤维毡表面，
形成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结构，
然后通过偶联剂处理，
将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和碳
纤维毡相连接，
形成改性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
最后用聚合物基体对所述改性碳
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进行浸渍和热压固化处理，
制备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经过偶联剂处理后，
所述碳纤维毡的表面
接枝偶联剂；
所述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的厚度为0 .03-0 .4mm，
优选为0 .38mm，
重量为2 .93 .2g，
优选为3 .09g；
所述偶联剂与所述碳纤维毡的质量比为0 .1％-10％。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纳米管巴基纸、偶联剂接枝碳纤维
毡和聚合物基体的质量百分比为1：
4 .3-6 .4：
1 .9-2 .8，
优选为1:5 .2:2 .7。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聚合物基体为双酚A型环氧树脂、
酚醛
树脂、
不饱和聚酯、
双马来酰亚胺、
聚酰亚胺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偶联剂为聚乙烯亚胺、硅烷偶联剂KH550、
聚多巴胺、
1 ,6-己二胺、
聚酰胺(PAMAM)
中的至少一种；
优选为1 ,6-己二胺、
聚乙烯亚胺。
5 .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a .制备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
将碳纤维毡在50-8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12-24h，
除
去碳纤维毡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氩气和氮气混合气氛中等离子体处理，
再在25-60℃的浓
硫酸/浓硝酸(3:1，
v/v)混合溶液中氧化2-8h，
得到表面功能化的碳纤维毡，
接着将表面功
能化的碳纤维毡浸入聚乙烯亚胺N，
N-二甲基甲酰胺混合溶液中，
加热搅拌，
烘干，
获得偶联
剂接枝碳纤维毡；
b .制备酸化碳纳米管溶液；
c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b步骤中所述酸化碳纳米管溶液均匀分散在将步
骤a中所述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上，
加压抽滤，
使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直接原位沉积到偶联剂
接枝碳纤维毡的内部和表面，
接着注入聚乙烯亚胺和促进剂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混合
溶液，
加热 ,排出废液，
干燥；
得到改性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
d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步骤c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
复合体放置到压滤灌中，
然后将聚合物基体和二乙基甲苯二胺混合物注入压滤灌中，
在510MPa下使聚合物基体和二乙基甲苯二胺混合物渗透并充分浸渍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
待混合物全部滤出后释放压力打开压滤灌，
加热，
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
得到碳
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e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步骤d得到的多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叠层
顺序铺放，
热压固化，
得到多尺度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a中，
所述偶联剂与碳纤维毡的质量比
的重量百分比为0 .1％-10％。
优选地，
步骤a中，
加热温度为80-120℃，
搅拌时间为8-12h，
烘干温度为80-120℃，
搅拌
时间为5-12h。
7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c中，
偶联剂和所述促进剂的重量比为
3-20:1，
优选为10:1。
8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c中，
干燥温度为50-80℃，
干燥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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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h。
9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d中，
聚合物基体和二乙基甲苯二胺的
质量比为4-10：
1，
优选为4：
1。
进一步地，
步骤d中，
加热温度为50-80℃，
加热时间为10-40min。
10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e中 ，
热压固化时 ，
前期先在90-120
℃、
0 .5-2MPa的条件下预固化0 .5-2h，
防止爆聚；
接着在140-180℃、
0 .5-2MPa的条件下热压
固化0 .5-2h，
使高分子链段进行充分的的交联反应。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150-190℃的烘
箱中后固化0 .5-2h，
确保所有高分子链段得以完全交联。
优选地，
步骤e中，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以0 °
、
90°
、
0°
、
90°
，
依次层叠铺放。
优选地，
所述复合材料有6-10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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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聚合
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尺度增强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具体涉
及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与金属和陶瓷材料相比 ，
碳纤维增强聚合物(CFRP)复合材料以其高比强度、
高比
模量而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体育器材等领域(Yao SS ,Jin FL , Rhee KY ,Hui D ,
Park SJ .Compos Part B Eng ,2018 ,142:241-250)。然而，
由于碳纤维表面光滑以及化学惰
性使得其与环氧基体界面结合较弱(Zhu Y ,Bakis CE , Adair JH .Carbon 2012 ,50 ,13161331) ，
导致复合材料易分层。此外碳纤维毡间的基体层缺少纤维增强而强度较差，
不利于
层间抗剪切性能的提高从而导致容易分层。
聚合物基体层本身绝缘也导致沿聚合物基复合
材料厚度方向导电性能较差，
因此为了拓宽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应用范围，
复合材料的层间抗剪切性能以及厚度方向的导电性能仍需进一步提高。
[0003] 碳纳米管作为一种一维纳米材料，
一经发现便以其高比表面积、
高长径比以及优
异的力学和导电性能吸引到众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多壁碳纳米管其拉伸强度、
拉伸
模量以及电导率分别达到11-63GPa、0 .27-0 .95TPa和109 A·cm-2 (Volder MFLD ,Tawfick
SH ,Baughman RH ,Hart AJ .Science ,2013 ,339 , 535-539)，
而单壁碳纳米管的拉伸强度、
拉
6
伸模量以及电导率更是分别达到10-52 GPa、0 .32-1 .47TPa和10 S·m(Byrne MT ,Gun’ko
YK .Adv Mater 2010 ,22 , 1672-1688)。
[0004] 基于碳纳米管的优越力学性能和导电性能，
在CFRP复合材料中掺入碳纳米管填料
以构建多尺度增强材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 (Schaefer JD ,Guzman ME , Lim C-S ,
Rodriguez AJ ,Minaie B .Compos Part B Eng 2013 ,55 ,41-47)。迄今为止，
在CFRP复合材
料的多尺度增强中开发了两种主要方法：
一、
将碳纳米管与树脂混合物注入碳纤维织物中；
二、
通过CVD，
电泳沉积等方法在碳纤维表面沉积碳纳米管，
然后进行树脂基体浸渍。方法一
虽然操作简单、应用广泛，
然而碳纳米管和树脂混合物的粘度较大不利于碳纳米管均匀分
散，
且容易导致聚合物基体中残留气泡。方法二中，
金属催化剂的存在和碳纤维结构的破坏
是CVD方法的局限性(Yang Y ,Zhang HP ,Yan Ying .Compos Part B Eng 2019 ,160 , 369383) ，
而难以获得较厚的碳纳米管层，
以及电泳沉积法对碳纤维本身的电化学氧化也使得
电泳沉积法的使用受到限制。
[0005] 为了获得高层间剪切性能以及高导电的CFRP复合材料，
经常需要高含量的碳纳米
管填料，
Khan等直接将碳纳米管纤维制成巴基纸插入到CFRP复合材料层间，
发现复合材料
的层间性能有了显着改善(Khan SU ,Kim JK .Carbon ,2012 , 50 ,5265-5277)。然而复合材料
的层间仍存在高界面热阻和电阻 ，
使电导率降低，
且碳纤维与碳纳米管纤维巴基纸之间缺
乏牢固的相互作用，
例如机械互锁和化学键合，
使层间剪切强度和韧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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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为了改善现有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
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制备的复合材料层间基体层形成了紧密堆
积的3D碳纳米管网络，
既充当了导电路径，
使得厚度方向和面内均呈现出较高的电导率，
此
外也增加了界面层的强度，
使得抗层间剪切强度和韧性均得到大幅度提高。
[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
具体步骤为：
[0009] 通过原位沉积法将碳纳米管巴基纸沉积到碳纤维毡表面，
形成碳纤维/碳纳米管
巴基纸复合结构，
然后通过偶联剂处理，
将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和碳纤维毡相连接，
形
成改性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
最后用聚合物基体对所述改性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复合体进行浸渍和热压固化处理，
制备复合材料。
[0010] 进一步地，
经过偶联剂处理后，
所述碳纤维毡的表面接枝偶联剂；
偶联剂接枝碳纤
维毡的厚度为0 .03-0 .4mm，
优选为0 .38mm，
质量为2 .9-3 .2g，
优选为 3 .09g；
所述偶联剂与
所述碳纤维毡的质量比为0 .1％-10％；
优选6 .5％。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碳纳米管巴基纸、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和聚合物基体的质量百分
比为1：
4 .3-6 .4：
1 .9-2 .8，
优选为1:5 .2:2 .7。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聚合物基体为双酚A环氧树脂、
酚醛树脂、
不饱和聚酯、双马来酰亚
胺、
聚酰亚胺中的至少一种。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偶联剂为聚乙烯亚胺、
硅烷偶联剂KH550、
聚多巴胺、
1 ,6- 己二胺、
聚酰胺(PAMAM)中的至少一种；
优选为聚乙烯亚胺、
1 ,6-己二胺。
[0014] 进一步地，
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
材料的制备方法，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5] a .制备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
将碳纤维毡在50-8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1224h，
除去碳纤维毡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氩气和氮气混合气氛中等离子体处理，
再在25-60
℃的浓硫酸/浓硝酸(3:1，
v/v)混合溶液中氧化2-8h，
得到表面功能化的碳纤维毡，
接着将
表面功能化的碳纤维毡浸入偶联剂和N，
N-二甲基甲酰胺混合溶液中，
加热搅拌，
烘干，
获得
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
[0016]
b .制备酸化碳纳米管溶液；
[0017] c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b步骤中所述酸化碳纳米管溶液均匀分散在
将步骤a中所述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上，
加压抽滤，
使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直接原位沉积到偶
联剂接枝碳纤维毡的内部和表面，
接着注入含有偶联剂和促进剂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
混合溶液，
加热 ,排出废液，
干燥；
得到改性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体；
[0018] d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步骤c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复合体放置到压滤灌中，
然后将聚合物基体和二乙基甲苯二胺混合物注入压滤灌中，
在5-10MPa下使聚合物基体和二乙基甲苯二胺混合物渗透并充分浸渍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
待混合物全部滤出后释放压力打开压滤灌，
加热，
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
得到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0019] e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步骤d得到的多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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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顺序铺放，
热压固化，
得到多尺度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0020] 进一步地 ，
步骤a中 ，
所述偶联剂与碳纤维毡的 质量比的重量百分比为 0 .1％10％。
[0021] 进一步地，
步骤a中，
加热温度为80-120℃，
搅拌时间为8-12h，
烘干温度为80-120
℃，
搅拌时间为5-12h。
[0022] 进一步地，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方法为：
所述将0 .25-1g碳纳米管加入 80240mL的浓硫酸/浓硝酸(3:1，
v/v)混酸溶液中，
在30-60℃下磁力搅拌2-8h 进行酸化处理。
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入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
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
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作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
其次，
将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
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 45μm的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
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滤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
超声
0 .5h 后得到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
[0023] 进一步地，
步骤c中，
所述促进剂为2-(7-氧化苯并三氮唑)-N ,N ,N ',N '-四甲基脲
六氟磷酸酯；
干燥温度为50-80℃，
干燥时间为2-8h。
[0024] 进一步地，
步骤c中，
所述偶联剂和促进剂的质量比为3-20:1，
优选为10:1。
[0025] 进一步地，
步骤d中，
聚合物基体和二乙基甲苯二胺的质量比为4-10：
1，
优选为4:
1。
[0026] 进一步地，
步骤d中，
加热温度为50-80℃，
加热时间为10-40min。
[0027] 进一步地，
步骤e中，
热压固化时，
前期先在90-120℃、0 .5-2MPa的条件下预固化
0 .5-2h，
防止爆聚；
接着在140-180℃、
0 .5-2MPa的条件下热压固化0 .5-2h，
使高分子链段进
行充分的的交联反应；
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150-190℃的烘箱中后固化0 .5-2h，
确保所有
高分子链段得以完全交联。
[0028] 进一步地，
步骤e中，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以0 °
、90 °
、0 °
、90 °
，
依次层叠
铺放。例如，
第一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铺放后，
将第二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
纸预浸料旋转90 °
后，
铺放在第一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上；
将第三层碳纤维/碳
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铺放在第二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上；
将第四层碳纤维/碳
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旋转90 °
后，
铺放在第三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上；
按照上
述方式，
依次叠层。
[0029] 进一步地，
所述复合材料有6-10层。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1] 1 .本发明以等离子体法将碳纤维毡表面功能化，
既能有效增加碳纤维表面极性官
能团含量，
又操作简便，
安全环保。
[0032] 2 .本发明将高含量的碳纳米管巴基纸以原位沉积的方式沉积到改性碳纤维毡表
面，
既能避免高含量碳纳米管在基体树脂中难分散以及混合物高粘度的难题，
又能将碳纳
米管沉积到纤维毡的内部和表面。
[0033] 3 .本发明原位沉积的碳纳米管巴基纸层在复合材料基体层中形成了紧密堆积的
3D碳纳米管网络结构，
充当了导电路径，
使得厚度方向和面内均呈现出较高的电导率，
此外
也增加了界面层的强度，
使得抗层间剪切强度和韧性均得到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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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4 .本发明聚乙烯亚胺接枝改性碳纤维使得聚乙烯亚胺可以作为偶联剂在酸化碳
纳米管和功能化碳纤维毡之间充当“桥梁”作用，
从而进一步提高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层间
剪切强度。
[0035] 5 .本发明压滤灌形状、
体积、
直径可根据要制备的试样的形状来定制，
可满足制备
大面积的碳纤维/碳纳米管纸复合增强体的要求，
设备简单、操作方便，
压力可调且最大压
力高达几十兆帕，
能满足厚度较大巴基纸层原位沉积。
[0036] 6 .本发明可借助压滤灌高压使得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均匀混合物得以充
分渗透并浸渍碳纤维/碳纳米管纸复合增强体，
解决黏度较大基体难以充分浸渍碳纤维/碳
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的难题。
[0037] 7 .本申请通过加入高含量的碳纳米管巴基纸来实现在复合材料基体层中形成三
维网络结构，
既能增强基体层本身的强度又能提高其导电性能，
而偶联剂处理使得层间剪
切性能进一步得以提升，
同时成本低廉，
在汽车、航空航天、体育器材和电子器械等方面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实施例1步骤a得到去上浆剂后的碳纤维的SEM图；
其中，
右图为左图的局部
放大图；
[0039] 图2为实施例1步骤a得到的改性后的碳纤维的SEM图；
其中，
右图为左图的局部放
大图；
[0040] 图3为实施例1步骤b得到的酸化后碳纳米管的TEM图；
[0041] 图4为实施例1步骤c中酸化碳纳米管原位沉积示意图；
[0042] 图5为实施例1步骤c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实物图(左图)及示意图(右
图)；
[0043] 图6为实施例1步骤c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上碳纳米管三维堆积图；
[0044] 图7为实施例1步骤c中偶联剂在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示
意图；
[0045] 图8为实施例4步骤d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过程示意图；
[0046] 图9为实施例1步骤d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实物图；
[0047] 图10为实施例1步骤e中得到的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增强环氧基复合
材料的实物图；
[0048] 图11为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中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测试结果图；
[0049] 图12为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中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韧性测试结果图；
[0050] 图13为实施例1-4和对比例1-2中复合材料的电导率测试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文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做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应当理解，
下列实施例仅为示例性地说明和解释本发明，
而不应被解释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凡基于本发明上述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涵盖在本发明旨在保护的范围内。
[0052] 除非另有说明，
以下实施例中使用的原料和试剂均为市售商品，
或者可以通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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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方法制备。
[0053] 实施例1
[0054] 一种碳纳米管巴基纸原位沉积碳纤维制备抗分层高导电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
备方法，
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55] a .制备聚乙烯亚胺接枝的碳纤维毡：
将碳纤维毡在5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
12h用来除去纤维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70℃的浓硫酸/浓硝酸(3:1，
v/v) 混合溶液中氧化
6h，
得到表面功能化的碳纤维毡；
接着将碳纤维毡浸入100ml 聚乙烯亚胺含量为1％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90℃下搅拌9h，
最后在 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6h，
获得聚乙烯亚胺
接枝的碳纤维毡。
所述碳纤维毡的厚度为0 .32mm，
质量为2 .9g。
[0056]
b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
将0 .25g碳纳米管加入120mL的的浓硫酸/浓硝酸(3:
1，
v/v)混合溶液中，
在30℃下磁力搅拌2h进行酸化处理。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
入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
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
作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其次，
将以上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45μm
的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
滤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超声0 .5h得到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
[0057] c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步骤a中所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放置
到0 .45μm孔径的尼龙滤膜表面，
然后将b步骤中得到的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过滤器中
在3MPa的压力下进行抽滤，
使酸化碳纳米管直接原位沉积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的内
部和表面，
接着在压滤灌中注入100ml聚乙烯亚胺质量含量为1％和2-(7-氧化苯并三氮
唑)-N ,N ,N ',N '-四甲基脲六氟磷酸酯质量含量为0 .1％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然后
将压滤灌在70℃条件下加热6h , 排出废液取出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在50℃真空烘箱中
干燥2h得到干燥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0058] d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步骤c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放置到干净的玻璃板上，
然后将质量比为4：
1的双酚A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均匀
混合物采用压辊法均匀涂敷到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表面，
然后将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
纸转移到常温真空烘箱中保持40min，
以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得到碳纤维/碳纳
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0059] e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d步骤得到的8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
料以0 °
/90 °
的叠层顺序铺放，
然后在热压机上在90℃、0 .5MPa的条件下热压0 .5h，
接着在
150℃、
0 .5MPa的条件下热压0 .5h，
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 160℃的烘箱中后固化0 .5h，
得到
多尺度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0060] 其中，
所述碳纳米管巴基纸、偶联剂接枝碳纤维毡和聚合物基体的质量百分含量
分为1:5 .2:2 .7。
[0061] 实施例2
[0062] a .制备聚乙烯亚胺接枝的碳纤维毡：
将碳纤维毡在6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
16h用来除去纤维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氩气和氮气混合气氛中在39Hz，800W的功率下等
离子体处理3min，
得到表面功能化的碳纤维毡；
接着将碳纤维毡浸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
为2％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100℃下搅拌10h，
最后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6h，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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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聚乙烯亚胺接枝的碳纤维毡。
所述碳纤维毡的厚度为0 .34mm，
质量为2 .09g。
[0063]
b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
将0 .5g碳纳米管加入160mL的的浓硫酸/浓硝酸(3:
1，
v/v)混合溶液中，
在40℃下磁力搅拌4h进行酸化处理。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
入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
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
作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其次，
将以上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45μm
的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
滤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超声0 .5h得到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
[0064] c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步骤a中所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放置
到0 .45μm孔径的尼龙滤膜表面，
然后将b步骤中得到的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过滤器中
在3MPa的压力下进行抽滤，
使酸化碳纳米管直接原位沉积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的内
部和表面，
接着在压滤灌中注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2％和2-(7-氧化苯并三氮唑)-N ,
N ,N ',N '-四甲基脲六氟磷酸酯含量为 0 .2％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然后将压滤灌在
70℃条件下加热6h ,排出废液取出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在60℃真空烘箱中干燥4h得到
干燥的碳纤维/ 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0065] d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步骤c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放置到干净的玻璃板上，
然后将质量比为6：
1的双酚A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均匀
混合物采用压辊法均匀涂敷到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表面，
然后将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
纸转移到常温真空烘箱中保持40min，
以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得到碳纤维/碳纳
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0066] e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d步骤得到的8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
料以0 °
/90 °
的叠层顺序铺放，
然后在热压机上在100℃、1MPa的条件下热压1h，
接着在160
℃、
1MPa的条件下热压1h，
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170℃的烘箱中后固化1h，
得到多尺度抗分
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0067] 实施例3
[0068] a .改性碳纤维毡的制备：
将碳纤维毡在7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20h用来除去
纤维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70℃的浓硫酸/浓硝酸(3:1，
v/v)混合溶液中氧化6h，
得到表面
功能化的碳纤维毡。接着将碳纤维毡浸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3％的N，
N-二甲基甲酰胺
溶液中，
110℃下搅拌11h，
最后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6h，
获得聚乙烯亚胺接枝的碳纤维
毡。
所述碳纤维毡的厚度为 0 .36mm，
质量为3 .02g。
[0069]
b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
将0 .75g碳纳米管加入200mL的的浓硫酸/浓硝酸(3:
1，
v/v)混合溶液中，
在50℃下磁力搅拌6h进行酸化处理。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
入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
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
作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其次，
将以上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45μm
的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
滤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超声0 .5h得到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
[0070] c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步骤a中所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放置
到0 .45μm孔径的尼龙滤膜表面，
然后将b步骤中得到的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过滤器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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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MPa的压力下进行抽滤，
使酸化碳纳米管直接原位沉积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的内
部和表面，
接着在压滤灌中注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3％和2-(7-氧化苯并三氮唑)-N ,
N ,N ',N '-四甲基脲六氟磷酸酯含量为0 .3％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然后将压滤灌在
80℃条件下加热8h ,排出废液取出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在70℃真空烘箱中干燥6h得到
干燥的碳纤维/ 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0071] d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步骤c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放置到压滤灌底部滤网上，
然后将质量比为8：
1的双酚A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均
匀混合物注入压滤灌中，
密封罐口，
开启空压机使压滤灌中气压达到10MPa，
在高压条件下
使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均匀混合物渗透并充分浸渍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
待树
脂基体全部滤出后释放压力打开压滤灌，
将充分浸渍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转移到常温
真空烘箱中保持40min，
以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得到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
浸料。
[0072] e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d步骤得到的8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
料以0 °
/90 °
的叠层顺序铺放，
然后在热压机上在110℃、
1 .5MPa的条件下热压1 .5h，
接着在
170℃、
1 .5MPa的条件下热压1 .5h，
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180℃的烘箱中后固化1 .5h，
得到
多尺度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0073] 实施例4
[0074] a .改性碳纤维毡的制备：
将碳纤维毡在8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24h用来除去
纤维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氩气和氮气混合气氛中在39Hz，
800W的功率下等离子体处理
3min，
得到表面功能化的碳纤维毡。接着将碳纤维毡浸入 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4％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120℃下搅拌12h，
最后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6h，
获得聚乙烯亚
胺接枝的碳纤维毡。
所述碳纤维毡的厚度为0 .38mm，
质量为3 .09g。
[0075]
b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
将1g碳纳米管加入240mL的的浓硫酸/浓硝酸 (3:1，
v/v)混合溶液中，
在60℃下磁力搅拌8h进行酸化处理。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入
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作
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其次，
将以上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45μm的
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滤
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超声0 .5h得到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
[0076] c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步骤a中所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放置
到0 .45μm孔径的尼龙滤膜表面，
然后将b步骤中得到的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过滤器中
在3MPa的压力下进行抽滤，
使酸化碳纳米管直接原位沉积到聚乙烯亚胺接枝碳纤维毡的内
部和表面，
接着在压滤灌中注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4％和2-(7-氧化苯并三氮唑)-N ,
N ,N ',N '-四甲基脲六氟磷酸酯含量为 0 .4％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然后将压滤灌在
80℃条件下加热8h ,排出废液取出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在60℃真空烘箱中干燥4h得到
干燥的碳纤维/ 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0077] d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步骤c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
基纸放置到压滤灌底部滤网上，
然后将质量比为10：
1的双酚A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
均匀混合物注入压滤灌中，
密封罐口，
开启空压机使压滤灌中气压达到5-10MPa，
在高压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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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使环氧树脂和二乙基甲苯二胺均匀混合物渗透并充分浸渍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
待树脂基体全部滤出后释放压力打开压滤灌，
将充分浸渍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转移
到常温真空烘箱中保持 40min，
以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得到碳纤维/碳纳米管
巴基纸预浸料。
[0078] e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d步骤得到的8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
料以0 °
/90 °
的叠层顺序铺放，
然后在热压机上在120℃、2MPa的条件下热压2h，
接着在180
℃、
2MPa的条件下热压2h，
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190℃的烘箱中后固化2h，
得到多尺度抗分
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0079] 对比例1
[0080] a .改性碳纤维毡的制备：
将碳纤维毡在8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24h用来除去
纤维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60℃的浓硫酸/浓硝酸(3:1，
v/v)混合溶液中氧化8h，
得到表面
功能化的碳纤维毡。接着将碳纤维毡浸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4％的N，
N-二甲基甲酰胺
溶液中，
120℃下搅拌12h，
最后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6h，
获得聚乙烯亚胺接枝的碳纤维
毡。
所述碳纤维毡的厚度为 0 .40mm，
质量为3 .15g。
[0081]
b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
将1g碳纳米管加入240mL的的浓硫酸/浓硝酸 (3:1，
v/v)混合溶液中，
在60℃下磁力搅拌8h进行酸化处理。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入
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作
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其次，
将以上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45μm的
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滤
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超声0 .5h得到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
[0082] c .电解质溶液的制备：
将步骤b中得到的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稀释到0 .25g/L，
然后
缓慢加入0 .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并充分搅拌直至溶液PH为10，
得到混合溶液即为电解质
溶液。
[0083] d .电泳沉积法制备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以RXN-3050-Ⅱ型直流电
源的正极与步骤a得到的改性碳纤维毡相连，
负极与铜板相连，
并将纯碳纤维毡和铜板浸入
步骤c得到的电解质溶液中，
在20V，
3A的条件下电泳沉积10min，
取出后用清水洗净表面残
余电解质溶液，
然后放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4％和2-(7-氧化苯并三氮唑)-N ,N ,N ',
N '-四甲基脲六氟磷酸酯含量为0 .4％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接着在80℃条件下加热
8h后取出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
最后在60℃真空烘箱中干燥4h得到干燥的碳纤维/碳纳
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0084] e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质量比为10：
1的环氧树脂和二乙基
甲苯二胺均匀混合物用压辊法均匀涂覆到步骤d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增强体
表面，
然后将其转移到常温真空烘箱中保持40min以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得到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0085] f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e步骤得到的8层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
料以0 °
/90 °
的叠层顺序铺放，
然后在热压机上在120℃、2MPa的条件下热压2h，
接着在180
℃、
2MPa的条件下热压2h，
保压冷却至室温后，
在190℃的烘箱中后固化2h，
得到多尺度抗分
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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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例2
[0087] a .改性碳纤维毡的制备：
将碳纤维毡在80℃的丙酮溶剂中回流处理24h用来除去
纤维表面的上浆剂，
然后在60℃的浓硫酸/浓硝酸(3:1，
v/v)混合溶液中氧化8h，
得到表面
功能化的碳纤维毡。接着将碳纤维毡浸入100ml聚乙烯亚胺含量为4％的N，
N-二甲基甲酰胺
溶液中，
120℃下搅拌12h，
最后在80℃的真空烘箱中干燥6h，
获得聚乙烯亚胺接枝的碳纤维
毡。
所述碳纤维毡的厚度为 0 .42mm，
质量为3 .2g。
[0088]
b .酸化碳纳米管溶液的制备：
将1g碳纳米管加入240mL的的浓硫酸/浓硝酸 (3:1，
v/v)混合溶液中，
在60℃下磁力搅拌8h进行酸化处理。然后将混酸溶液边搅拌边缓慢倒入
盛有2L去离子的大烧杯中，
静置12h，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再加入去离子水至2L，
待酸化碳纳米管完全沉淀到烧杯底部后倒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操作
几次直到上清液PH小于3。其次，
将以上酸化碳纳米管分散液注入到尼龙滤膜孔径为45μm的
过滤器中进行抽滤操作，
然后用去离子水冲洗酸化碳纳米管直至其滤液呈中性。最后将滤
纸上的酸化碳纳米管用去离子水冲洗到1L的烧杯中超声0 .5h得到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
[0089] c .酸化碳纳米管巴基纸的制备：
将步骤b中得到的酸化碳纳米管水溶液注入到尼
龙滤膜孔径为45μm的过滤器中，
在3MPa的压力下进行抽滤操作，
待抽滤结束后将酸化碳纳
米管层从滤膜上取下放置于两张吸水纸中间，
然后转移到在60℃真空烘箱中，
并在表面压
盖一块平板防止酸化碳纳米管膜干燥后翘曲，
最终干燥4h后得到碳纳米管巴基纸。
[0090] d .插层法制备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将步骤a中制备的改性碳纤维
毡和步骤c中制备的酸化碳纳米管巴基纸按照0 °
/90 °
的叠层顺序铺放，
然后放入100ml聚乙
烯亚胺含量为4％和2-(7-氧化苯并三氮唑)-N ,N ,N ',N '-四甲基脲六氟磷酸酯含量为0 .4％
的N，
N-二甲基甲酰胺溶液中，
接着在80℃条件下加热 8h后取出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叠
层，
在60℃真空烘箱中干燥4h得到干燥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复合增强体。
[0091] e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的制备：
将质量比为10：
1的环氧树脂和二乙基
甲苯二胺均匀混合物用压辊法均匀涂覆到步骤d中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增强体
表面，
然后将其转移到常温真空烘箱中保持40min以除去树脂基体中残留的微小气泡得到
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
[0092] f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e步骤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预浸料转
移到热压机上，
在120℃、2MPa的条件下热压2h，
接着在180℃、2MPa 的条件下热压2h，
保压
冷却至室温后，
在190℃的烘箱中后固化2h，
得到多尺度抗分层高导电环氧树脂基复合材
料。
[0093] 应用例
[0094] 对实施例1-4和对比 例1-2制备得到的复合材料进行层间剪切强度、
层间断裂韧
性、
导电性能测试，
具体测试方法如下：
[0095] 1、
层间剪切性能测试方法：
复合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按照ASTM D2344标准采用岛
津(AGX-100PLUS)电子万能试验机进行短梁剪切测试，
十字头的速度为 2mm/min，
跨距与厚
度之比为4:1。
[0096] 2、
层间断裂韧性测试方法 ：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层间断裂韧性按照 AECMAprEN-6034-95标准在岛津(AGX-100PLUS)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缺口挠曲测试，
十字头速
度为1mm/min。测得本实例制备的多尺度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的II型层间断裂韧性为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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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J/m-2。
[0097] 3、
导电性能测试方法：
通过四探针法对复合材料厚度方向的电导率进行测试。
[0098] 实施例1-4以及对比例1-2的测试结构如下图11-13所示。
图11-13中，
1-4 分别对
应于实施例1-4；
电泳沉积法即为对比例1；
插层法即为对比例2。
[0099] 由图11-13可知，
实施例4得到的碳纤维/碳纳米管巴基纸增强环氧树脂基复合材
料具有最高的层间剪切强度(83 .6MPa) 、层间剪切韧性(1160J/m)以及厚度方向电导率
(265s/m)；
与电泳沉积法制备的复合材料相比分别提高了 42 .7％、
41 .8％和176 .0％；
与碳
纳米管纸插层法制备的复合材料相比分别提高了 74 .2％、
87 .1％和165 .0％。
[0100] 以上，
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是，
本发明不限定于上述实施方式。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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