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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玄武岩纤维作为一种有着超高物理和化学性能的无机硅酸盐纤维,现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概述了

玄武岩纤维在国内外的研究以及发展情况,以及玄武岩纤维的生产工艺,同时对我国在玄武岩纤维研究上所面临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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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武岩纤维是一种来源于火山岩的纯天然材料,
是一种无机纤维材料,因玄武岩矿石原料含有较高的

铁元素,所以生产出的纤维颜色会带有一点铜色。玄

武岩矿石中含有SiO2、Fe2O3、Al2O3 等多种化学成

分。将天然形成的玄武岩矿石作为主要的原材料经过

碎化后放到1450~1500℃的高温熔炉中,并迅速被

吸引到连续性的纤维中,在高温熔融状态下经过铂铑

合金漏板的拉丝工艺而形成[1]。用这种方法制造出的

玄武岩纤维直径比头发还要细很多,于是玄武岩纤维

在航空航天、车船制造、电子设备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玄武岩矿石组成的化学成分见表1。

表1 玄武岩矿石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 最低/% 最高/%

SiO2 45.0 60.0
Al2O3 12.0 19.0
Fe2O3 5.0 15.0
CaO 4.0 12.0
MgO 3.0 7.0
TiO2 0.9 2.0
Na2O 2.5 6.0

其他杂质 2.0 3.5

1 玄武岩纤维的国内外发展及现状

1.1 国外玄武岩纤维研究发展及现状

最早在1840年英国人威尔斯是将玄武岩纤维尝

试研发出来的第一人,后来一位名叫PaulDhe的法国

人在1923年申请了一项专利,该技术可以将纤维从玄

武岩矿石中通过设备生产出来,1954年玄武岩纤维被

苏联从玄武岩矿石中提取出来,苏联和美国在1960年

之前就在军事上使用了玄武岩纤维,并以此来进行研

究此纤维的用途特性。有许多玄武岩矿石原料存在于

美国国土内,华盛顿州立大学便开始对玄武岩和玄武

岩纤维的一些性质进行了研究,也都获得了专利。

1985年,乌克兰通过200孔的漏板以及组合炉使用拉

丝建造了第一台生产炉机器。苏联20世纪80年代到

90年代完成了从最初投入到最后实现工业化生产。

20世纪50年代苏联国防部将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研究

玄武岩纤维的机构收归国家所有,并且在乌克兰附近

进行研究和成产制造。苏联研究成果在1991年后被

公布出来并且使用在民用的产品中。90年代后俄罗

斯在对玄武岩纤维的研究和生产上有了新的进展,研
究出了新的工艺和生产设备。近些年,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都开始对玄武岩纤维的研究和生产有了快速的

突破,并且也有了许多科研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玄武岩纤维的生产发展,也让玄武岩纤维在应用上

有了更广泛的前景。

1.2 国内玄武岩纤维研究发展及现状

由于我国有许多的玄武岩矿石原料,所以我国能

保证稳定的原料储藏与供应。初期对玄武岩纤维进行

研制的主要是苏联,而国内目前则是通过国外所提供

的一些资料对玄武岩纤维进行认识和研究。我国对玄

武岩纤维展开的科研工作总体上迟于其他发达国家,

20世纪70年代国家建筑材料科学院和南京玻璃纤维

研究院对玄武岩纤维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开始进行了研

究[2]。我国于2001年6月和俄罗斯开始了共同研究

玄武岩纤维的项目,同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针对玄武岩

纤维研究成功建设了单体炉纺丝装置。2002年,我国

在863计划中新增了一项 “连续玄武岩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这更加说明了我国对玄武岩纤维科研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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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并且该纤维已经成为了我国对新材料发展的重

要选择。2003年12月19日横店集团上海俄金玄武岩

纤维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南汇工业园区登记注册,该公

司主要进行玄武岩纤维的科研制造以及销售的工作,
公司承担了国家的863和火炬计划。2004年主要开始

对直径11μm以上的玄武岩纤维生产,现在该公司在

玄武岩纤维的研究上已经领先国内其他企业,也有一

部分研究成果领先世界水平。近些年我国正努力进行

对玄武岩纤维的科研工作,并获得了许多科研成果。
国内对玄武岩纤维研究的工作主要有山西巴塞奥特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天龙玄武岩连续纤维高新科技有限

公司、河北通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口洪源玻纤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石金玄武岩纤维有限公司、四川航天拓

鑫玄武岩实业有限公司、牡丹江金石玄武岩纤维有限

公司、横店集团上海俄金玄武岩纤维有限公司等[3]。
目前我国对玄武岩制造的工艺主要还是以200、400孔

拉丝漏板单元炉为主。2019年我国玄武岩纤维产量

达1.42万t,需求量约0.75万t,国内市场规模超过1
亿元。2020年7月,首条玄武岩纤维2400孔漏板拉

丝智能池窑生产线和6万t玄武岩原料均化生产线投

产,表明广安玄武岩纤维新材料产业处于技术前沿,并
为将来我国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条件。

2 玄武岩纤维的生产

现在国内各企业都是通过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以

及在改良苏联的教学设备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国内各

个生产商厂所使用的的工艺也不同。生产玄武岩纤维

的典型技术,如图1所示。将玄武岩原料碎化,清洗后

通过给料器和输送器输送到下料器中,在送到熔炉中

经过1500℃高温熔融,经过拉丝漏板和自动卷曲器

将玄武岩纤维成形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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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料仓;2.给料器;3.提升输送机;4.定量下料器;5.天然气喷嘴;

6.原料初级熔化带;7.二级熔化带(前炉);8.拉丝漏板;9.施加浸

润剂;10.集束器;11.纤维张紧器;12.自动卷曲器

      图1 玄武岩纤维生产工艺流程

3 我国玄武岩纤维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3.1 玄武岩自身问题

玄武岩纤维在制造和生产中有一定的困难,选择

用来生产纤维的玄武岩矿石原料不同,它们的结构和

特点也不一样。地球熔岩是玄武岩矿石组成的主要成

分,由此可见其具有一定的缺陷,再一个由于成分不一

样而具有不同的化学性质,即使是相同的矿石原料也

会有一些化学成分的差异。因此想要将玄武岩纤维应

用在高端领域上则有一定的困难。张明胜等通过对贵

州以及四川地区玄武岩的研究,发现玄武岩纤维的生

产和玄武岩矿石原料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玄

武岩矿石都适合用来成为生产玄武岩纤维的原料[4],
有一些玄武岩部要通过助溶剂才能从中生产出玄武岩

纤维。樊霆等对玄武岩矿物的组成形态,熔融析晶性

能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5]。

3.2 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成本

3.2.1 较高的能源价格

由于中国较高的天然气价格,为了保证玄武岩纤

维的生产,需要对熔矿炉结构、燃气-空气系统、燃气

燃烧和喷涂进行改造,采用新技术、新能源供应系统和

新型耐火保温材料。曹柏青等通过研究了不同地域玄

武岩矿料的熔体特性,对窑炉热工仿真计算与窑炉结

构设计优化,提出了电助熔技术、窑炉温度控制技术及

熔体液位控制技术。

3.2.2 铂铑合金漏板的消耗

一方面在生产中漏板温度升高,另一方面纤维稳

定性的降低和漏板寿命的缩短会受到高温蠕变的影

响。合金的寿命也会受到熔体中铁氧化物的影响,制
造纤维的效率、质量和检修周期以及成本都会被影响。
于守富等认为在进行玄武岩纤维生产时对加热和漏板

拉丝的技术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6]。浙江石

金玄武岩纤维有限公司研究在2013年完成1200孔和

1600孔的研发[7]。

3.3 工艺技术水平

最初国内大多数企业在研究玄武岩纤维时,更多

的是学习和模仿苏联的技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这样做并不能使中国的工艺技术得到突破。现在国内

各企业都是通过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改良苏联的

教学设备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国内各个生产商厂所使

用的的工艺也不同。我国目前通过全电熔炉以及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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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炉来进行玄武岩纤维的制造生产[8]。若想有稳定

的原丝密度,则使用全电炉更好;若想有较低的成本,
则使用多套管拉丝技术的气电联合炉。国内近几年通

过对玄武岩纤维的大力发展,相信在不久后通过各个

企业的研究与发展,玄武岩纤维的生产成本还可以进

一步降低。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熔融体调制方法来

让玄武岩矿石熔化的更加均匀;也有学者提出为了让

玄武岩纤维大规模生产,可以使用一种规模化的池窑

来对玄武岩进行均匀的加热;此外还有学者对制造设

备进行进一步研究来降低成本。吴智深、刘建勋、董世

成、于守富等分别针对玄武岩本身的难熔性、低传热

性、易析晶等特点,设计了适合生产连续玄武岩纤维的

窑炉,改善并提高了工艺技术[9-12]。

3.4 存在的问题

3.4.1 基础研究薄弱

只有通过对玄武岩纤维本身进行基础的认识与研

究,才能对玄武岩纤维原料的挑选、生产工艺的设计及

优化、产品的稳定性以及质量的提高等有更好的研发。
初期对玄武岩纤维进行研制的是苏联,而国内目前则

是通过国外所提供的资料对玄武岩纤维进行认识和研

究,所以我国首先要加强的是对玄武岩纤维自身特性

的研究。

3.4.2 原纱的生产工艺需要改进

料液漫流或着是断头飞丝的情况依旧会发生在玄

武岩纤维的拉丝生产中,虽然通过小卷装拉丝的方法

来改善这种情况,但还是不能解决原纱满筒率不高以

及稳定性差的问题。生产管理效率较低,按13μm纳

米纤维计算,生产200孔漏板,单工位日平均生产量仅

为150kg左右,仅为生产能力的60%,而无碱玻璃纤

维的日平均增产量为250kg,玄武岩纤维由于使用了

大量的纤维原料,故不能定量化和稳定生产[13]。因为

有条纹、气泡等存在熔化液中,而且玄武岩熔液中存在

铁元素,所以有较大的温度变化,所以依旧会有不均匀

高温熔液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

生产的工艺,将熔液和拉丝工艺的稳定性得到提升。
马鹏程等研究出了一种浸润剂来改善纤维的集束

性[14];江山等研发了一种浸润剂来处理纤维的拉挤、
缠绕。

4 结语

玄武岩纤维有着突出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根据国

内现在对玄武岩纤维特性的了解和使用情况,主要用

在玻璃钢、建筑以及道路建设材料这三个方面以及其

他功能性产品中。所以在纤维增强混凝土、纤维增强

水泥和道路沥青封层技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5]。
用玄武岩纤维完全取代天然砂可以提高混凝土强度和

耐久性。玄武岩纤维能够防辐射、防水,并且在酸碱条

件下也能保持优异的性能,有着优秀的耐高温和超低

温性,相比其他材料玄武岩纤维没有石棉或致癌物质,
满足绿色环保的观念,如保温、高温过滤等材料这些以

发挥物理化学性能为主要目标的功能纺织品和功能复

合材料等技术正被受到重视。但是目前生产玄武岩纤

维的工艺并不是很成熟,所以还是有很高的生产成本。
玄武岩纤维的性价比仍比不上别的高性能纤维,所以

要充分利用玄武岩纤维的自身优势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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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tatusandProblemsofBasaltFiber
MAYi-yue

(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Asakindofinorganicsilicatefiberwithsuperhigh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basaltfiberhadbeenpaidmore

andmoreattention.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ofbasaltfiberathomeandabroad,aswellastheproductionprocessofbasaltfiber

weresummarized.TheproblemsfacedintheresearchofbasaltfiberinChinawere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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