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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芯体胞元结构，包括外层

和内层，外层和内层均为三周期极小曲面，外层

与内层之间形成空腔，空腔内设有连接外层与内

层的连接板；外层和内层上均设有向空腔外延伸

的相对设置的上开口和下开口，外层和内层的周

侧设置有多个向空腔外延伸的侧开口。本发明还

公开了一种多孔结构芯体，包括如上所述的芯体

胞元结构，相邻芯体胞元结构之间通过对应的开

口对接，多个芯体胞元结构中外层和内层均形成

连续的曲面。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三明治吸能结

构，包括第一夹层、第二夹层和如上所述的多孔

结构芯体，多孔结构芯体夹设于第一夹层和第二

夹层之间。本发明的芯体胞元结构、多孔结构芯

体和三明治吸能结构均具有结构简单、吸能效率

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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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芯体胞元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层(311)和内层(312)，所述外层(311)和内

层(312)均为三周期极小曲面，所述外层(311)与内层(312)之间形成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

连接外层(311)与内层(312)的连接板(313)；所述外层(311)和内层(312)上均设有向空腔

外延伸的上开口(314)和下开口(315)，所述上开口(314)与下开口(315)相对设置，所述外

层(311)和内层(312)的周侧设置有多个向空腔外延伸的侧开口(3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体胞元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层(311)和内层(312)均为

三周期极小曲面中的P型薄片曲面，对应的隐函数为：

Φp(r)＝-[cos(X)+cos(Y)+cos(Z)]＝C，其中X＝2πx，Y＝2πy，Z＝2πz，C＝0，其中x、y、z

是P型薄片曲面各点在坐标系中的坐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芯体胞元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层(312)与外层(311)

之间呈一定的缩放比例v。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芯体胞元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开口(316)的数量为四

个，均匀分布在外层(311)和内层(312)的周侧。

5.一种多孔结构芯体，其特征在于，包括多个如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芯体

胞元结构(31)，相邻芯体胞元结构(31)之间通过对应的开口对接，多个芯体胞元结构(31)

中外层(311)和内层(312)均形成连续的曲面。

6.一种三明治吸能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夹层(1)、第二夹层(2)和如权利要求5

所述的多孔结构芯体(3)，所述多孔结构芯体(3)夹设于所述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之

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三明治吸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孔结构芯体(3)粘贴于

所述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三明治吸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

层(2)为平面板或曲面板或管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三明治吸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

(2)上设置有减重孔(4)。

10.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三明治吸能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层(1)和第二

夹层(2)为金属铝或铝合金或不锈钢或铜或镀锌铁板制成的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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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芯体胞元结构、多孔结构芯体及三明治吸能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芯体技术领域，特指一种芯体胞元结构、多孔结构芯体及三明治

吸能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自然界一直是人类获取发明创造的灵感源泉，生物体所具有的独特外形、内部微

观结构及优化原理等特性，为工程技术研发人员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和仿生理论参考。多孔

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如木材、蜂窝(如图1所示)、动物骨骼和海绵等。仿照该类生物结

构设计的一些性能优异的结构，如蜂窝铝三明治结构等，其相对密度小，比强度和比刚度

大，吸能效率高，抗冲击性好，减震缓冲、隔热隔音等性能优异，是理想的轻质结构材料，一

直都受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重视，特别是在航空航天飞行器、高速列车、汽车以及高速舰船

等高科技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0003] 目前国内外常见的三明治结构，如传统的六边形蜂窝三明治结构、专利申请号为

CN103559343A的类蜂窝三明治结构、专利申请号为CN202742715U中的三明治防弹夹层板结

构等，这些三明治结构主要由金属或者复合材料夹层和高孔隙率金属芯体组合而成，其中

内部的芯体对三明治结构性能影响最大。

[0004] 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航天、航海等高科技领域对结构的轻量化和高性能要求越

来越高，目前上述国内外常见的三明治结构在高速碰撞情况下，抵抗冲击、减震缓冲、能量

吸收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开发一种质量轻，吸能效果更好，抗冲击能力更强，力学性能更优

异的三明治夹芯结构已经成为目前各个领域中较为迫切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

种结构简单、吸能效率高的芯体胞元结构、多孔结构芯体及三明治吸能结构。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芯体胞元结构，包括外层和内层，所述外层和内层均为三周期极小曲面，所述

外层与内层之间形成空腔，所述空腔内设有连接外层与内层的连接板；所述外层和内层上

均设有向空腔外延伸的上开口和下开口，所述上开口与下开口相对设置，所述外层和内层

的周侧设置有多个向空腔外延伸的侧开口。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9] 所述外层和内层均为三周期极小曲面中的P型薄片曲面，对应的隐函数为：Φp(r)

＝-[cos(X)+cos(Y)+cos(Z)]＝C，其中X＝2πx，Y＝2πy，Z＝2πz，C＝0，其中x、y、z是P型薄片

曲面各点在坐标系中的坐标。

[0010] 所述内层与外层之间呈一定的缩放比例v。

[0011] 所述侧开口的数量为四个，均匀分布在外层和内层的周侧。

[0012]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多孔结构芯体，包括如上所述的芯体胞元结构，相邻芯体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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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构之间通过对应的开口对接，多个芯体胞元结构中外层和内层均形成连续的曲面。

[0013] 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一种三明治吸能结构，包括第一夹层、第二夹层和上所述的

多孔结构芯体，所述多孔结构芯体夹设于所述第一夹层和第二夹层之间。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5] 所述多孔结构芯体粘贴于所述第一夹层和第二夹层之间。

[0016] 所述第一夹层和第二夹层为平面板或曲面板或管材。

[0017] 所述第一夹层和第二夹层上设置有减重孔。

[0018] 所述第一夹层和第二夹层为金属铝或铝合金或不锈钢或铜或镀锌铁板制成的夹

层。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0] 本发明的芯体胞元结构，结构简单、较低的质量就可获得较高的强度和抗冲击等

力学性能，另外此三周期极小曲面的P型薄片曲面还具备光滑连续的孔隙结构，且该种孔隙

结构易于控制，便于获取特定工况下的最佳孔隙度。

[0021] 本发明的多孔结构芯体，质量轻、比强度高、吸能效率高、保温性好、隔热性能好、

隔音性能较好、综合性能较强；与传统蜂窝结构相比，在力学性能，机械强度，吸能效率，抗

冲击性等各种性能上有明显提高，在工程应用领域中与传统蜂窝结构相比具有巨大的优

势。

[0022] 本发明的三明治吸能结构，采用多孔结构芯体、吸能效率高；保温性、隔热性能、隔

音性能更好，满足了航天、航海等高科技行业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传统铝蜂窝结构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中芯体胞元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中芯体胞元结构的部分剖视结构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中吸能结构在实施例一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中吸能结构在实施例二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中吸能结构在实施例三中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图6的局部视图。

[0030] 图8为三种构型压缩后得到的力位移曲线对比图。

[0031] 图中标号表示：1、第一夹层；2、第二夹层；3、多孔结构芯体；31、芯体胞元结构；

311、外层；312、内层；313、连接板；314、上开口；315、下开口；316、侧开口；4、减重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3] 实施例一：

[0034] 如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芯体胞元结构，包括外层311和内层312，外层311和

内层312均为三周期极小曲面(三周期极小曲面为向三维空间延伸的平均曲率为零的曲面，

简称TPMS，其中三周期指的是向周边空间延伸的维度)，外层311与内层312之间形成空腔，

空腔内设有连接外层311与内层312的连接板313(如肋板，起连接及支撑作用)；外层31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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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层312上均设有向空腔外延伸的上开口314和下开口315，上开口314与下开口315相对设

置，外层311和内层312的周侧设置有四个向空腔外延伸的侧开口316，四个侧开口316均匀

分布在外层311和内层312的周侧。如图2和图3所示，两个侧开口316沿X轴方向布置，两个侧

开口316沿Y轴方向布置，上开口314和下开口315沿Z轴方向布置，当然，在其它实施例中，在

一个方向的一端(如上开口314处)设置多个并列的开口。另外，外层311和内层312均为三周

期极小曲面中的P型薄片曲面，对应的隐函数为：Φp(r)＝-[cos(X)+cos(Y)+cos(Z)]＝C，

其中X＝2πx，Y＝2πy，Z＝2πz，C＝0，其中x、y、z是P型薄片曲面各点在坐标系中的坐标，c为

常量。其中P型薄片曲面是三周期极小曲面的一种，在三维空间的三个方向上均具备周期性

并可无限扩展的极小曲面。采用上述符合隐函数表达式的xyz数值组合形成的P型薄片曲

面，重量轻、且具有较高的强度和抗冲击等力学性能，另外此P型薄片曲面还具备光滑连续

的孔隙结构(即空腔)，且该种孔隙结构易于控制，便于获取特定工况下的最佳孔隙度。

[0035]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多孔结构芯体，包括多个如上所述的芯体胞元结构31，相邻

芯体胞元结构31之间通过对应的开口对接，多个芯体胞元结构31中外层311和内层312均形

成连续的曲面。即将芯体胞元结构31沿X、Y、Z三个方向无限复制即可得到层级多孔芯体结

构。采用上述多孔结构芯体3、质量轻、比强度高、吸能效率高、保温性好、隔热性能好、隔音

性能较好、综合性能较强；与传统蜂窝结构相比，在力学性能，机械强度，吸能效率，抗冲击

性等各种性能上有明显提高，在工程应用领域中与传统蜂窝结构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

[0036] 如图4所示，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一种三明治吸能结构，包括第一夹层1、第二夹层

2和如上所述的多孔结构芯体3，多孔结构芯体3夹设于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之间。具体

地，多孔结构芯体3粘贴于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之间。其中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均为平

面板，如图4所示，便于应用于建筑领域房屋天花板等。当然，在其它领域应用时，为了减少

其自身重量，可以在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上开设减重孔4。其中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为

金属铝或铝合金或不锈钢或铜或镀锌铁板制成的夹层，可根据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进行选

择。

[0037] 图8是对传统的铝蜂窝结构(如图1所示)、铝泡沫、双层曲面多孔结构(本发明中的

三明治吸能结构)压缩后得到的轴向压缩力-位移曲线，图中横坐标为位移，单位为mm，纵坐

标为轴向压缩力，单位为kN。轴向压缩力-位移曲线通过有限元软件LS-DYNA进行仿真计算

得到。设计双层曲面多孔结构的仿真实验，胞元长度都为3.5mm，材料选择均为镁铝合金材

料；传统蜂窝铝结构如图1所示，边长D为15mm，倾角θ为30°，材料为铝；传统材料铝泡沫，密

度为0.35kg/m3。三种构型的高度均为70mm，压溃速度为15m/s，实验结果如下：

[0038]

[0039] 对比铝泡沫、铝蜂窝和双层曲面多孔结构，在相同质量的情况下，受到相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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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压溃相同距离之后，双层曲面多孔结构比铝泡沫的比吸能提高了59.13％，双层曲面

多孔结构比传统蜂窝结构的比吸能提高了95.57％。综合来看，双层曲面多孔结构与传统材

料(如铝泡沫和铝蜂窝)相比，吸能效果有显著提高，表明双层曲面多孔结构芯体夹层板比

由传统吸能材料组成的芯体夹层板具有更好的吸能特性。

[0040] 实施例二：

[0041]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仅在于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的具体形状，如图5所

示，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均采用曲面板，便于适用于汽车、航天等领域。当

然，在整体结构满足吸能性能时，通过增加减重孔4和减小各夹层厚度，有效减轻整体结构

重量。其它未述内容与实施例一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42] 实施例三：

[004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区别仅在于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的具体形状，如图6和

图7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夹层1和第二夹层2均采用圆管，多孔结构芯体3粘贴于外管与

内管之间。其它未述内容与实施例一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多孔结构芯体(即双层曲面多孔结构)使得三明治平面板、三

明治曲面板和三明治管材等三明治结构的吸能效率更高，保温性，隔热性能，隔音性能更

好，多功能综合性质更强，可满足航天、航海等高科技行业的需求。当然，此类多孔结构芯体

3不仅可以应用于三明治板材和三明治管材中，亦可应用于各类管中作为填充物。

[0045]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

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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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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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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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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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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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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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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