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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包括：波状纵

梁，其由复合材料构成，具有多个帽形部分；以及

面板，其由复合材料构成，与波状纵梁成为一体。

另外，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在OoA用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即与

固化前的面板对应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上，设置

形成为与具有多个帽形部分的波状纵梁对应的

结构的织物；以及用袋膜覆盖设置有织物的半固

化片的层叠体，将用袋膜覆盖的空间变为真空状

态，由此使织物含浸树脂，并且将设置有含浸了

树脂的织物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加热固化，由此

制作具有在面板上安装有波状纵梁的结构的复

合材料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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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材料结构体，包括：

波形结构的波状纵梁，其由复合材料构成，具有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以及

面板，其由复合材料构成，与所述波状纵梁成为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其中，在所述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的各

个内侧填充有发泡芯材。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其中，所述波状纵梁由通过以多个方向

为长度方向而编入的纤维来强化的复合材料构成，所述多个方向包括所述波状纵梁的板厚

方向和与所述波状纵梁的板厚方向垂直的方向。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其中，所述波状纵梁不使用紧

固件而与所述面板成为一体。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其中，将所述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的两

端封闭。

6.一种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织物设置在能够在真空压力下使纤维含浸树脂的非热压罐成型用的半固化片的层

叠体即与固化前的面板对应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上，所述织物形成为与具有横截面为帽形

的多个部分的波形结构的波状纵梁对应的结构；以及

用袋膜覆盖设置有所述织物的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将用所述袋膜覆盖的空间变为

真空状态，由此使所述织物含浸树脂，并且将设置有含浸了所述树脂的所述织物的所述半

固化片的层叠体加热固化，由此制作具有在所述面板上安装有所述波状纵梁的结构的复合

材料结构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其中，所述制造方法还包括以下

步骤：至少在将用所述袋膜覆盖的所述空间变为真空状态前，在所述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

部分的各个内侧填充发泡芯材。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其中，通过将用所述袋膜覆

盖的所述空间变为真空状态并进行加热，来进行所述织物和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之间的

接合，以及设置有所述织物的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的固化。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其中，将在各个内侧填充有所述

发泡芯材的所述横截面为帽形的所述多个部分的两端封闭，由此制作能够用作航空器的燃

料箱用部件的复合材料结构体。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其中，至少在将用所述袋膜覆

盖的所述空间变为真空状态前，在所述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的各个内侧设置能够在设

置有所述织物的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固化后拆除且从所述各个内侧支撑所述多个部分

的夹具，在设置有所述织物的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固化后，将所述夹具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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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结构体和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涉及复合材料结构体和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作为用于航空器结构体等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技术，除了热压罐成型

法以外，还提出了RTM(Resin  Transfer  Molding，树脂传递模塑)法和VaRTM(Vacuum 

assisted  Resin  Transfer  Molding，真空辅助树脂传递模塑)法等各种技术。

[0003] 不使用热压罐成型设备成型复合材料的方法，称为非热压罐成型法(脱オートクレ

ーブ成形法，OoA：Out  of  autoclave)。另外，OoA用的半固化片在市场上也有销售。此外，半

固化片是使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等纤维含浸树脂而成的材料，在固化前呈片状。

[0004] RTM法例如是使封装在模具中的纤维含浸热固化性树脂，进行加热固化，由此成型

复合材料的方法。RTM法无需热压罐成型设备，因此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另外，RTM法不使用

半固化片，因此无需半固化片的层叠步骤和赋形步骤。

[0005] 作为具体应用例，为了成型具有将横截面形状为倒T字形的多个纵梁(纵向通材)

安装在板面(外板)上的结构的复合材料结构体，提出了使用模具在板面用的半固化片的层

叠体上配置含浸了树脂以用作纵梁的纤维进行加热固化的方法(例如参考专利文献1)。

[0006] 而VaRTM法则是在真空压力下使纤维含浸树脂的RTM法(例如参考专利文献2)。作

为具体应用例，提出了用袋膜覆盖载置有强化纤维基材的成型模具的成型面整体，抽真空

后注入树脂并进行加热，由此一体成型具有将多个纵梁安装在板面上的结构的复合材料结

构体的方法。该方法在用于板面时使用OoA用的半固化片，而在用于纵梁时则使用含浸了树

脂的强化纤维。

[0007] 现有技术文献

[0008] 专利文献

[0009]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2-036295号公报

[0010]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3-053851号公报

发明概要

[0011] 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

[0012] 在航空器结构体等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中，会面临提高生产速度和降低制造

成本的课题。尤其是复合材料制成的航空器部件，部件数量多，使用紧固件的组装作业的劳

动力高，按照复合材料结构体的结构将半固化片叠合成复杂形状的作业耗时。存在必须大

量投资配备以热压罐成型设备为首的设备的问题。

[0013]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高复合材料结构体的生产速度和降低制造成本。

[0014] 解决课题的手段

[0015] 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包括波形结构的波状纵梁和与所述波状纵梁

成为一体的面板。波状纵梁由复合材料构成，具有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面板由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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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构成。

[0016] 另外，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可在真空

压力下使纤维含浸树脂的非热压罐成型用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即与固化前的面板对应的

半固化片的层叠体上，设置形成有与具有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的波形结构的波状纵梁

对应的结构的织物；以及用袋膜覆盖设置有所述织物的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将用所述

袋膜覆盖的空间变为真空状态，由此使所述织物含浸树脂，并且将设置有含浸了所述树脂

的所述织物的所述半固化片的层叠体加热固化，由此制作具有在所述面板上安装有所述波

状纵梁的结构的复合材料结构体。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表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结构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图1的位置A-A中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局部剖面图。

[0019] 图3是用于说明图2所示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固化前的纤维方向的放大剖面图。

[0020] 图4是表示制造具有图2所示的截面结构的复合材料结构体时的流程的流程图。

[0021] 图5是表示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结构的侧视图。

[0022] 图6是表示使用囊袋通过VaRTM法将波状纵梁和下表面面板一体成型时的流程的

流程图。

[0023] 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和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

法进行说明。

[0025] (第一实施方式)

[0026] (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

[0027] 图1是表示本发明第一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结构的立体图；

[0028] 图2是图1的位置A-A中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局部剖面图。

[0029] 图1表示典型的客机尾翼1的结构。尾翼1具有用前方侧的前桁架(front  spar)4和

后方侧的后桁架(rear  spar)5连结上表面面板2和下表面面板3的箱型结构。当尾翼1是由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FRP：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或碳纤维增强塑料(CFRP：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等复合材料构成时，例如可以通过将上表面面板2以

外的部分一体成型，将一体成型的下表面面板3侧的部分和上表面面板2组装来制造。复合

材料结构体6既可以是组装由复合材料构成的多个部件而制造的如图1所示的尾翼1等结构

体，也可以是通过一体成型而制造的结构体。

[0030] 图2表示图1的位置A-A处的下表面面板3的截面。由复合材料构成的下表面面板3

通过由复合材料构成的波状(波形)纵梁7强化。波状纵梁7不使用紧固件而与下表面面板3

成为一体。

[0031] 波状纵梁7具有连结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帽形部分7a)而成的波形结构。更

具体而言，波状纵梁7是用共同的纤维强化相邻的多个帽形部分7a的纵梁。因此，相当于纵

梁凸缘的部分在多个强化结构之间是共同的。

[0032] 因此，如果用波状纵梁7来强化复合材料结构体6，则与使用多个纵梁的情况相比，

可以削减部件数量。其结果，可以实现纵梁的一体成型。另外，波状纵梁7由于具有不使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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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来连结帽形的多个纵梁的结构，因此与组装多个纵梁的情况相比，可以降低组装作业

所需的劳动力，削减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制造成本。而且，波状纵梁7的截面惯性矩的值大于

T形纵梁的截面惯性矩，重量对强度是良好的。

[0033] 波状纵梁7和下表面面板3之间产生的空隙会导致封装时部件变形。因此，在波状

纵梁7和下表面面板3之间产生的空隙即多个帽形部分7a的各个内侧，填充有发泡芯材8。由

此，可以维持波状纵梁7成型后的形状。因此，无需在帽形部分7a的内侧设置夹具，就可以固

化波状纵梁7。

[0034] 另外，从保证强度的观点来看，优选使用使预成型的三维织物含浸树脂并固化的

复合材料来构成波状纵梁7。三维织物不是平面编织纤维而成的织物，而是立体编织纤维而

成的织物。例如，当使用在以复合材料的厚度方向为法线方向的平面内正交的X轴和Y轴，以

及与复合材料的厚度方向平行的Z轴来定义空间坐标系时，构成三维织物的纤维的长度方

向不仅有X轴方向的分量和Y轴方向的分量，还有Z轴方向的分量。

[0035] 即，三维织物具有承担厚度方向上的强度的纤维。因此，使用三维织物制作的复合

材料，其在厚度方向上的强度良好。此外，承担厚度方向上的强度的纤维由于是承担Z方向

上的强度的纤维，因此有时也称为Z线。作为实用例，可举出将部分纤维配置成波形以使复

合材料的板厚方向成为振幅方向的三维织物。

[0036] 图3是用于说明图2所示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固化前的纤维方向的放大剖面图。

[0037] 如图3所示，横截面为波形的波状纵梁7和下表面面板3不使用紧固件而成为一体。

另外，在波状纵梁7的凸结构部分和下表面面板3之间分别形成的空隙即帽形部分7a的各个

内侧，填充有发泡芯材8。

[0038] 当使三维织物含浸树脂来制作波状纵梁7时，波状纵梁7如图3所示，由通过以多个

方向为长度方向而编入的纤维来强化的复合材料构成，所述多个方向包括波状纵梁7的板

厚方向和与波状纵梁7的板厚方向垂直的方向。波状纵梁7的板厚方向周期性地变化成波

形。因此，将板厚方向设为长度方向分量的Z线的方向也会根据板厚方向而变化。例如，如果

将纤维的一部分配置成波形，则如图3所例示，通过使以配置为波形的纤维的振幅方向根据

板厚方向而变化的方式编入的三维织物含浸树脂，可以制作波状纵梁7。

[0039] 另一方面，下表面面板3可以由使OoA用的半固化片固化而成的复合材料构成。OoA

用的半固化片是具有可通过负载真空压力和大气压的差压程度的压力来使纤维含浸树脂，

通过烤炉将树脂加热固化的特性的半固化片。具有这种特性的OoA用的半固化片由半固化

片的生产厂商在市场销售。

[0040] 此外，图2和图3示出波状纵梁7与下表面面板3一体成型的示例，但波状纵梁7当然

也可以与上表面面板2一体成型。另外，不限于尾翼1，构成主翼和中央翼等翼结构体的复合

材料制作的所要求的面板与波状纵梁7也可以成为一体。

[0041] (复合材料结构体的制造方法)

[0042] 下面针对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制造方法进行说明。

[0043] 图4是表示制造具有图2所示的截面结构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时的流程的流程图。

[0044] 首先，在步骤S1中，在工作台T1上设置与固化前的下表面面板3对应的半固化片的

层叠体20。与下表面面板3对应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是层叠可在真空压力下使纤维含浸

树脂的OoA用的半固化片而构成的。接着，将与具有横截面为帽形的多个部分(帽形部分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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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形结构的波状纵梁7对应的结构的织物21设置在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上。优选地，作为

织物21，将立体编入纤维以保证板厚方向上的强度的波形结构的三维织物设置在半固化片

的层叠体20上。

[0045] 然后，在步骤S2中，在织物21的多个帽形部分7a的各个内侧填充发泡芯材8。由此，

会进一步良好地维持与波状纵梁7对应的织物21的形状。

[0046] 之后，在步骤S3中，通过VaRTM法来进行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成型。具体而言，用袋

膜T2覆盖设置有织物21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袋膜T2的边缘可以用密封胶贴附于工作台

T1。另外，为了能够减少袋膜T2内的区域的压力，真空设备T3的金属盖安装于袋膜T2。此外，

为了能够向袋膜T2内的区域供给树脂，树脂存积容器T4经由供给管与袋膜T2内的区域连

结。

[0047] 然后，使用真空设备T3将袋膜T2覆盖的空间抽成真空状态。如此一来，树脂会从树

脂存积容器T4供给到变成负压状态的袋膜T2内的空间。由此，可以使织物21含浸树脂。

[0048] 进一步，在继续负载真空压力的同时用烤炉T5加热，由此使设置有含浸树脂的织

物21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固化。即，通过将用袋膜T2覆盖的空间设为真空状态进行加热，

来进行织物21和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之间的接合，以及设置有织物21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

20的固化。

[0049] 接着，在步骤S4中，除去袋膜T2。由此，可以制造具有在下表面面板3上安装有波状

纵梁7的结构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成品或半成品。

[0050] 此外，至少在将用袋膜T2覆盖的空间设为真空状态前，如果多个帽形部分7a的各

个内侧填充有发泡芯材8，则发泡芯材8的填充时间可以任意改变。

[0051] (效果)

[0052] 如上所述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是通过将波状纵梁7和面板用VaRTM法固化和一体成

型来制作的。另外，在含浸树脂前的波状纵梁7用的织物21和固化前的波状纵梁7负载真空

压力时，为了能维持形状而填充发泡芯材8。

[0053] 因此，通过复合材料结构体6和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制造方法，可以降低制造成本

并提高生产速度。具体而言，由于无需热压罐成型设备和成型模具等夹具，因此可以削减设

备费用。另外，通过使用波状纵梁7和将波状纵梁7与面板固化，可以削减部件数量，无需多

个部件的定位作业和通过使用铆钉等紧固件的组装作业。

[0054] 其结果，如果复合材料结构体6是航空器结构体，则能够以等同于铝结构的低成本

和高速度来制造航空器结构体。因此，能够提供适合于尤其要求降低制造成本和提高生产

速度的未来客机的航空器结构体。

[0055] 目前，VaRTM法存在成型时形状维持的稳定性低的问题。因此，帽形纵梁自不必说，

当要用VaRTM法成型波状纵梁7时，有可能发生纵梁内部的纤维起皱、帽形部分无法耐受真

空压力从而被压坏的问题。

[0056] 对此，通过复合材料结构体6和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制造方法，在帽形部分7a的内

侧填充有发泡芯材8。因此，即使通过VaRTM法，也能稳定地成型波状纵梁7。另外，如果使用

三维织物材料作为波状纵梁7的材料，则可以进一步提高波状纵梁7的形状稳定性。因此，可

以制造要求高品质稳定量产的航空器结构体。

[0057] (第二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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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图5是表示本发明第二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的结构的纵剖面图。

[0059] 图5表示第二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A的在与波状纵梁7的各个帽形部分7a

的长度方向平行且与下表面面板3的表面垂直的面中的截面。图5所示的第二实施方式的复

合材料结构体6A，其将波状纵梁7的两端封闭的构成与第一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不

同。关于第二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A的其他构成和作用，由于其与第一实施方式的

复合材料结构体6在实质上没有不同，因此图中只示出复合材料结构体6A的纵剖面，对相同

构成或对应的构成附加相同符号并省略说明。

[0060] 第二实施方式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A中，在各个内侧填充有发泡芯材8的多个帽形

部分7a的两端被封闭。图5所示的示例中，由复合材料或金属等所希望的材料构成的板材30

用密封胶贴附在各个帽形部分7a的两端。此外，也可以用密封胶堵住各个帽形部分7a的两

侧，以此来代替贴附板材30。

[0061] 如此将两端封闭以免波状纵梁7的发泡芯材8露出的话，则可以将复合材料结构体

6A用作航空器的燃料箱用部件。即，即使将复合材料结构体6A用作燃料箱的容器的一部分，

也不会发生燃料渗入发泡芯材8中导致发泡芯材8劣化的事态。因此，例如也可以将复合材

料结构体6A用作兼具航空器燃料箱的主翼的部件。

[0062] (第二实施方式的变形例)

[0063] 图5示出了将波状纵梁7的两端封闭以使复合材料结构体6A能够用作航空器燃料

箱的示例，但也可以构成为不填充发泡芯材8。不过，在成型波状纵梁7时，需要在不填充发

泡芯材8的情况下维持形状。因此，作为发泡芯材8的替代品，可以设置可在复合材料固化后

拆除的夹具。作为可在复合材料固化后拆除的夹具的示例，可举出水溶性心轴和囊袋等。

[0064] 水溶性心轴是可用水溶解的硬质心轴。因此，可以在通过VaRTM法成型波状纵梁7

时在帽形部分7a的内侧设置水溶性心轴，在包括波状纵梁7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A固化后用

水溶解除去心轴。此时，由于波状纵梁7和面板之间会变成空洞，因此可以将复合材料结构

体6A用作燃料箱的一部分。

[0065] 另外，囊袋是可用空气使其膨胀的具有可挠性的软夹具。

[0066] 图6是表示使用囊袋通过VaRTM法将波状纵梁7和下表面面板3一体成型时的流程

的流程图。此外，对与图4所示的步骤相同的步骤赋予相同符号，省略详细说明。

[0067] 首先，在步骤S1中，在工作台T1上设置与固化前的下表面面板3对应的半固化片的

层叠体20，在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上设置与波状纵梁7对应的织物21。

[0068] 然后，在步骤S2’中，在织物21的多个帽形部分7a的各个内侧设置囊袋T10。由此，

会进一步良好地维持与波状纵梁7对应的织物21的形状。此外，也可以在设置织物21之前设

置囊袋T10。

[0069] 之后，在步骤S3中，通过VaRTM法来进行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成型。接着，在步骤S4

中，除去袋膜T2和囊袋T10。由此，可以制造具有在下表面面板3上安装有波状纵梁7的结构

的复合材料结构体6的成品或半成品。

[0070] 如上所述，至少在将用袋膜T2覆盖的空间设为真空状态前，可以在多个帽形部分

7a的各个内侧设置可在设置有织物21的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固化后拆除的水溶性心轴和

囊袋T10等夹具，即从各个内侧支撑多个帽形部分7a的夹具。而且，可以在设置有织物21的

半固化片的层叠体20固化后将治具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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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其他实施方式)

[0072] 以上记载了特定的实施方式，但记载的实施方式仅仅是一例，并不用于限定发明

的范围。此处记载的新方法及装置，可以通过各种其他方式来实现。另外，此处记载的方法

及装置的方式中，在不脱离发明要旨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各种省略、替换及变更。附属的权

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均包含各种方式及变形例，作为发明的范围及要旨所包含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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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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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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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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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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