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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岩纤维是以玄武岩矿石为主要原料，经高温熔融后，通过铂铑合金漏板高速

拉制而成的一种无机非金属纤维材料。

玄武岩纤维的定义



9微米玄武岩纤维与玻璃纤维扫描电镜照片

玄武岩纤维的定义

玄武岩纤维电镜照片
（端面）

玻璃纤维电镜照片
（端面）

玄武岩纤维电镜照片
（侧面）

玻璃纤维电镜照片
（侧面）



4号、5号为天然
玄武岩熔成玻璃

6号为配合料制成
的玄武岩纤维

玄武岩玻璃样品与玄武岩纤维样品均未出现衍射峰，而是出现了弥散的包峰，
这证明样品中没有晶相存在，玄武岩纤维与玄武岩玻璃均是非晶态物质。

玄武岩玻璃体及纤维X射线衍射谱图

玄武岩纤维的定义



玄武岩纤维与各种玻璃纤维主要化学组分比较

组分 玄武岩纤维 E玻纤 C玻纤 S玻纤

Si 55%-57% 55%-57% 60%-68% 52%-57%

Al 12%-15% 10%-17% 5%-8% 20%-25%

Ca 11%-15% 12%-25% 8%-10%

Mg 2%-5% 1%-8% 4%-5% 4%-10%

Fe 7%-10% ＜0.5% ＜0.5% ＜1.2%

Ti 1%-3%

K 1.3%
＜0.8% ＜12%

Na 1.6%

B ＜5%

从组分来看，玄武岩纤
维与E玻纤同属硅钙铝三

元玻璃结构。主要
不同之处在于玄武岩纤

维有极高的Fe含量，这
赋予了玄武岩纤维特殊
的性能。

玄武岩纤维的定义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与E玻纤力学性能对比
性能指标 玄武岩纤维 E玻纤

纤维直径(μm) 9 9

线密度波动（CV%值） ＜3.5% ＜3.5%

断裂强度(N/tex) 0.73 0.45

弹性模量（GPa) 94 75

断裂伸长率（%） 3.2 4.57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

出色的力学性能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与E玻纤耐温性能对比

性能指标 玄武岩纤维 E玻纤

应变点(℃) 698 616

退火点(℃) 715 657

软化温度(℃) 958 838
适用温度范围（℃） -200~600 -20~300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

优异的耐温性能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与E玻纤绝缘性能对比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

杰出的绝缘性能

性能 测试方法 单位 E玻纤 玄武岩纤维

体积电阻率 ASTM D257 Ω·m 0.75x1012 8.9x1012

介电常数 ASTM D150 / 6.7 6.2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与E玻纤稳定性对比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

卓越的物理化学稳定性

性能 测试方法 E玻纤 玄武岩纤维

酸性溶液失重 23℃，10%HCl溶液浸泡24h 18.39% 3.5%

碱性溶液失重
23℃，0.025M Na2CO3溶液浸泡24h 0.16% 0.08%

23℃，0.5M NaOH溶液浸泡24h 0.46% 0.15%

水煮失重 100℃，水煮24h 0.53% 0.03%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与E玻纤导热吸音性能对比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

优秀的保温吸音隔热材料

测试样品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E玻纤 CBF

毡料
导热系数w/m.k GB/T 1201.1 0.034 0.041

吸音系数 GB/T 18696.1 0.91% 0.98%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坩埚法玄武岩纤维

• 单坩埚或组合炉拉丝工艺
• 缺乏对纤维成型过程进行精准控

制的成套技术和装备
• 浸润剂开发不成体系
• 组分不稳定导致产品质量波动大
• 生产效率低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 工艺路线和行业标准不明晰



烟道 熔化池 澄清池

玄武岩粉料

玄武岩粉料

烟气

烧枪 烧枪 烧枪烧枪

烧枪 烧枪 烧枪烧枪

玄武岩纤维拉丝作业

变频拉丝机

池窑法连续玄武岩纤维拉丝技术应用范例
（四川玻纤连续玄武岩纤维池窑拉丝中试项目）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名称 指标

窑炉寿命： 6年

漏板孔数： 1200~1600H

漏板设计使用寿命： 10~12月

直接纱开机率： 98%

直接纱卷装量： 15kg

合股纱开机率： 95%

合股纱卷装量： 20kg

平均满筒率： 75%

平均能耗： 0.85t标煤



池窑法连续玄武岩纤维拉丝技术

原料均化与配
制

• 克服天然矿石
成分波动引起
的纤维性能变
化

• 降低玄武岩的
熔制难度

池窑熔化技术

• 解决玄武岩矿
石透热性差造
成的熔制困难

• 提升质量和生
产的稳定性

纯氧燃烧加电
助熔

• 降低熔化能耗
• 提高熔制质量

1200H以上漏
板技术

• 实现规模化生
产的保障

• 降低生产成本

浸润剂表面改
性技术

• 提高与树脂等
材料的结合能
力

• 拓宽产品的应
用领域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窑头料仓与单元池窑

DCS自动化控制室

DCS控制画面

池窑法连续玄武岩纤维拉丝技术应用范例
（四川玻纤连续玄武岩纤维池窑拉丝中试项目）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纤维成型工艺



纤维成型区

纤维卷绕区

三分拉变频
拉丝机

池窑法连续玄武岩纤维拉丝技术应用范例
（四川玻纤连续玄武岩纤维池窑拉丝中试项目）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络纱区

络纱作业



纺织纱捻线作业 纺织纱成品

池窑法连续玄武岩纤维拉丝技术应用范例
（四川玻纤连续玄武岩纤维池窑拉丝中试项目）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科技成果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已申请发明专利22项

已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6项

专有技术10项

连续玄武岩纤维的池窑法生产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建议

玄武岩纤维制品

石油化工领域 输油输气管道与压
力容器制造

汽车船舶领域 汽车、船舶、列车
等的轻量化材料

节能环保领域 风力叶片、水质净
化、防火阻燃

土建交通领域 道路桥梁与沥青路
面

武器装备领域 导弹、坦克、潜艇
等武器装备

航空航天领域 飞机机身及内饰制
作材料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热固类品种

树脂类型 四川玻纤浸润剂牌号 玄武岩纤维直径 纤维线密度 产品类型

环氧树脂
Q01（通用型）

9~22.5 68~9600tex

连续纤维，短切纤
维，加捻纤维，网
格布、工业布、针

刺毡等

Q02（增强纺织型）

酚醛树脂 Q03

不饱和聚酯 Q04

表中为常用规格品种，其他牌号需求可单独咨询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增强热固类复合材料性能

测试样品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E玻纤 玄武岩纤维

24-2400 tex

不饱和聚酯树脂手糊层压板

拉伸强度（MPa） ASTM D2343 1970 2600

拉伸模量（GPa） ASTM D2343 78.8 88.4

800g/m2无捻粗纱布

不饱和聚酯手糊层压板

纤维含量（%） ISO 1172 55.8 50

拉伸强度（MPa） ISO 527-4 296.9 368.2

拉伸模量（GPa） ISO 527-4 19.7 25.8

弯曲强度（MPa） ISO 14125 396.1 426.9

弯曲模量（GPa） ISO 14125 18.2 24.3

1200g/m2单向布（0°方向测试）

Infusion成型工艺，环氧树脂

纤维含量（%） ISO 1172 55.8 50

拉伸强度（MPa） ISO 527-5 356.4 584.2

拉伸模量（GPa） ISO 527-5 22.1 29.3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建议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增强热固类复合材料稳定性

测试样品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E玻纤 玄武岩纤维

24-2400tex

800g/m2无捻粗纱布

不饱和聚酯树脂

手糊层压板

纤维含量（%） ISO 1172 57 50

拉伸强度（MPa） GB/T 1447 49.9% 3.5%

拉伸模量（GPa） GB/T 1447 12.4% 0.65%

弯曲强度（MPa） GB/T 1449 42.3% 2.88%

弯曲模量（GPa） GB/T 1449 13.2% 0.42%

水煮7天后的性能衰减比例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建议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增强热塑性类品种

树脂类型 四川玻纤浸润剂牌号 玄武岩纤维直径 纤维线密度 产品类型

PP
P1A（通用型）

9~22.5 68~9600tex
连续纤维，短切纤

维等

P1B（短切类）

PA
P2A（通用型）

P2B（短切类）

PET
P3A（通用型）

P3B（短切类）

表中为常用规格品种，其他牌号需求可单独咨询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建议

核物料存储箱

• 相比金属材料重量减
轻40%

• 更高的抗冲击强度

高压石油管道

• 耐压30MPa，相比使
用玻璃纤维提高了20%

• 同耐压等级下，相比
玻纤，纤维用量减少
10%。

增强橡胶传输带

• 良好的抗蠕变性
• 优异的耐磨性

水闸板

• 更轻的重量便于野外
安装

• 板材使用寿命高于玻
纤制品

四川玻纤玄武岩纤维的部分示范性应用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建议

企业

行业客户

玄武岩纤维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但要将前景变为现实，既需要企业自
身的投入，也需要行业内友商的共同
努力，更需要下游复合材料行业客户
的大力支持。
      希望能与众位复材人共同奋斗，
打造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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