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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

合材料板材，属于耐烧蚀复合材料领域。所述三

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

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表面耐烧蚀层、中间

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均采用耐高温填料改性的

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配合三维编织预制体织

物结构组成。本实用新型采用分次真空导入成

型，具有力学刚性、力学强度与耐烧蚀性能综合

集成，可用于军工和高温重要组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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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包括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

内部强度层，所述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由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和

配合所述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的耐高温填料改性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层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耐烧蚀

层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由混杂有陶瓷纤维的碳纤维构成，其中：

该碳纤维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或M60J；

该陶瓷纤维采用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碳化硼纤维或氮化硼纤维；

该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具有三维四向结构、三维五向结构、三维六向结构、三维七

向结构或者2.5维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耐

烧蚀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采用酚醛树脂、呋喃树脂、聚醚醚酮树脂或

环氧树脂，添加剂采用石墨粉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刚性层

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由混杂有陶瓷纤维的碳纤维构成，其中：

该碳纤维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或M60J；

该陶瓷纤维采用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碳化硼纤维或氮化硼纤维；

该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具有三维四向结构、三维五向结构、三维六向结构、三维七

向结构或者2.5维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刚

性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采用酚醛树脂，添加剂采用耐高温沥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部强度层

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由碳纤维构成，该碳纤维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

或M60J，该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具有三维四向结构、三维五向结构、三维六向结构、三

维七向结构或者2.5维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部强

度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采用酚醛树脂，添加剂采用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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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耐烧蚀复合材料领域，特别是指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

材。

背景技术

[0002] 耐烧蚀复合材料通常在升温速率大于500℃每秒、工作温度在2000℃以上应用，需

要承受高速气流冲刷及高速粒子侵蚀，是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重要的工程材料。其中耐烧

蚀复合材料具有低比重、高比强度、高比模量、低热膨胀系数、耐烧蚀等一系列优异特性，在

航空航天和高温耐烧蚀环境下有着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应用前景。

[0003] 目前采用的耐烧蚀复合材料基本为二维编织织物叠层采用耐烧蚀树脂浸渍之后

热固化成型技术制备，其中二维叠层结构的纤维织物层间没有连续纤维增强，仅仅靠树脂

粘合剂的粘合，层间结合强度较差，整体力学性能在高温环境下呈现不稳定的趋势，鉴于

此，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结构的织物预制体作为复合材料耐烧蚀制品的增强结构应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整个结构采用分次真空导入

成型，具有力学刚性、力学强度与耐烧蚀性能综合集成，可用于军工和高温重要组成部件。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

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所述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均采用耐高温填

料改性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配合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组成。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表面耐烧蚀层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碳纤维混杂陶瓷

纤维，其中：

[0008] 该碳纤维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或M60J；

[0009] 该陶瓷纤维采用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碳化硼纤维或氮化硼纤维；

[0010] 该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三维四向、三维五向、三维六向、三维七向或者

2.5维结构进行制备。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表面耐烧蚀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采用酚醛树

脂、呋喃树脂、聚醚醚酮树脂或环氧树脂，添加剂采用石墨粉体，所述石墨粉体在所述耐烧

蚀树脂中的添加比例为5％～20％。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中间刚性层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碳纤维混杂陶瓷纤

维，其中：

[0013] 该碳纤维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或M60J；

[0014] 该陶瓷纤维采用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碳化硼纤维或氮化硼纤维；

[0015] 该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三维四向、三维五向、三维六向、三维七向或者

2.5维结构进行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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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的，所述中间刚性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采用酚醛树

脂，添加剂采用耐高温沥青，所述耐高温沥青在所述耐烧蚀树脂中的添加比例为5％-20％。

[0017] 进一步的，所述表面耐烧蚀层和中间刚性层中的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均

控制在1:1～4:1之间。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内部强度层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碳纤维，该碳纤维

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或M60J，该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三维四向、三维

五向、三维六向、三维七向或者2.5维结构进行制备。

[0019] 进一步的，所述内部强度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采用酚醛树

脂，添加剂采用环氧树脂，所述环氧树脂在所述耐烧蚀树脂中的添加比例为5％-20％。

[0020]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上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的制备方

法，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的方式制备，包括：

[0021] 步骤1：在基体板材上制备内部强度层，将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编织成型后利用真

空导入浸渍改性耐烧蚀树脂粘合剂后进行固化成型制备内部强度层；

[0022] 步骤2：待固化完毕后，在内部强度层表面采用混杂纤维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编织

成型中间刚性层，之后浸渍改性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经过热固化之后形成中间刚性层；

[0023] 步骤3：待热固化完毕后，在中间刚性层表面制备最外层的表面耐烧蚀层，表面耐

烧蚀层采用混杂纤维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浸渍改性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最终进行热固

化成型。

[0024] 进一步的，分次真空导入热固化成型的真空度均控制在-0.06到-0.1MPa之间，分

次固化所用的固化时间控制在1h～4h之间，固化温度控制在120℃～145℃之间。

[0025]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该板材的树脂基体在传统耐烧蚀树

脂的基础上添加阻燃改性添加剂，采用三维混杂纤维编织结构，该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

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三部分组成，整个结构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具有力学刚

性、力学强度与耐烧蚀性能综合集成，可用于军工和高温重要组成部件。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

及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9]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如图1所示，包括表

面耐烧蚀层1、中间刚性层2和内部强度层3，表面耐烧蚀层1、中间刚性层2和内部强度层3均

采用耐高温填料改性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配合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组成。

[0030] 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该板材的树脂基体在传统耐烧蚀树

脂的基础上添加阻燃改性添加剂，采用三维混杂纤维编织结构，该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

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三部分组成，整个结构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具有力学刚

性、力学强度与耐烧蚀性能综合集成，可用于军工和高温重要组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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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进一步的，表面耐烧蚀层1采用改性耐高温树脂为基体粘合剂，采用混杂纤维三维

编织结构增强，其中，表面耐烧蚀层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碳纤维混杂陶瓷纤

维，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可以根据设计要求灵活掌握，碳纤维可以采用T300、

T700、T800、T1000、M40J、M60J中的任意一种，陶瓷纤维可以采用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

碳化硼纤维、氮化硼纤维中的任意一种，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可以采用三维四向、三维

五向、三维六向、三维七向，也可以采用2.5维结构进行制备。

[0032] 优选的，表面耐烧蚀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可以采用酚醛树

脂、呋喃树脂、聚醚醚酮树脂、环氧树脂中的任意一种，添加剂可以采用石墨粉体，石墨粉体

在耐烧蚀树脂中的添加比例可以在5％～20％之间灵活调节。

[0033] 进一步的，中间刚性层2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

其中，碳纤维可以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M60J中的任意一种，陶瓷纤维可以采

用碳化硅纤维、氧化铝纤维、碳化硼纤维、氮化硼纤维中的任意一种，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

混杂比例可以根据中间刚性层的厚度及结构要求灵活掌握，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可以

采用三维四向、三维五向、三维六向、三维七向，也可以采用2.5维结构进行制备。

[0034] 优选的，中间刚性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可以采用酚醛树脂，

添加剂采用耐高温沥青，耐高温沥青在耐烧蚀树脂中的添加比例可以在5％-20％之间灵活

调节。

[0035] 进一步的，表面耐烧蚀层和中间刚性层中的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均控制

在1:1～4:1之间。

[003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改进，内部强度层3中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采用碳

纤维，碳纤维可以采用T300、T700、T800、T1000、M40J、M60J中的任意一种，三维编织预制体

织物结构可以采用三维四向、三维五向、三维六向、三维七向，也可以采用2.5维结构进行制

备。

[0037] 本实用新型中，内部强度层中的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的基体原料可以采用酚醛

树脂，添加剂可以采用环氧树脂，环氧树脂在耐烧蚀树脂中的添加比例可以在5％-20％之

间灵活调节。

[0038]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上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的制备方

法，整体结构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的方式制备，具体可以包括：

[0039] 步骤1：在基体板材上制备内部强度层，将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编织成型后利用真

空导入浸渍改性耐烧蚀树脂粘合剂后进行固化成型制备内部强度层；

[0040] 步骤2：待固化完毕后，在内部强度层表面采用混杂纤维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编织

成型中间刚性层，之后浸渍改性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经过热固化之后形成中间刚性层；

[0041] 步骤3：待热固化完毕后，在中间刚性层表面制备最外层的表面耐烧蚀层，表面耐

烧蚀层采用混杂纤维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浸渍改性耐烧蚀树脂基体粘合剂，最终进行热固

化成型。

[0042] 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的制备方法，该板材的树脂基体在传

统耐烧蚀树脂的基础上添加阻燃改性添加剂，采用三维混杂纤维编织结构，该板材包括表

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三部分组成，整个结构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

具有力学刚性、力学强度与耐烧蚀性能综合集成，可用于军工和高温重要组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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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进一步的，分次真空导入热固化成型的真空度均控制在-0.06到-0.1MPa之间，分

次固化所用的固化时间和固化温度根据树脂的固化工艺灵活掌握，分次固化所用的固化时

间可以控制在1h～4h之间，固化温度可以控制在120℃～145℃之间。

[004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和细节，但所列过程和数据并

不意味着对本实用新型范围的限制。

[0045] 实施例1

[0046] 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

三部分，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的方式制备，首先在基体板材上制备内部强度层，选用

T300制备三维四向预制体织物，制备完毕后采用5％环氧树脂改性的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

采用-0.06MPa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40℃热固化2小时成型厚度为6mm的

内部强度层，最终基体含量为30％；

[0047] 在内部强度层表面采用M40J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碳化硅纤维)制备三维

五向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可以控制在1:1，采用10％耐高温沥青

改性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06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20℃

热固化1小时成型厚度为3mm的中间刚性层，最终基体含量为30％；

[0048] 在中间刚性层表面采用T800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氧化铝纤维)制备三维

六向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2:1，采用15％石墨粉体改性酚

醛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30℃热固化2

小时成型厚度为4mm的表面耐烧蚀层，最终基体含量为60％。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

三部分，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的方式制备，首先在基体板材上制备内部强度层，选用

T800制备三维七向预制体织物，制备完毕后采用20％环氧树脂改性的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

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45℃热固化1.2小时成型厚度为

5mm的内部强度层，最终基体含量为39％；

[0051] 在内部强度层表面采用M60J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氧化铝纤维)制备三维

六向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3:1，采用20％耐高温沥青改性

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40℃热固化

4小时成型厚度为5mm的中间刚性层，最终基体含量为40％；

[0052] 在中间刚性层表面采用T1000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碳化硼纤维)制备2.5

维结构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4:1，采用20％石墨粉体改性

呋喃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40℃热固化

1小时成型厚度为4mm的表面耐烧蚀层，最终基体含量为40％。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

三部分，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的方式制备，首先在基体板材上制备内部强度层，选用

T800制备2.5维结构预制体织物，制备完毕后采用20％环氧树脂改性的酚醛树脂为基体原

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30℃热固化2小时成型厚度为

4mm的内部强度层，最终基体含量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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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在内部强度层表面采用M60J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碳化硼纤维)制备三维

四向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3:1，采用10％耐高温沥青改性

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20℃热固化

2小时成型厚度为6mm的中间刚性层，最终基体含量为60％；

[0056] 在中间刚性层表面采用T300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氮化硼纤维)制备三维

四向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1:1，采用20％石墨粉体改性聚

醚醚酮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20℃热固

化4小时成型厚度为6mm的表面耐烧蚀层，最终基体含量为60％。

[0057] 实施例4

[0058] 一种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包括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

三部分，采用分次真空导入固化成型的方式制备，首先在基体板材上制备内部强度层，选用

T1000制备三维六向预制体织物，制备完毕后采用5％环氧树脂改性的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

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30℃热固化3小时成型厚度为5mm

的内部强度层，最终基体含量为30％；

[0059] 在内部强度层表面采用M40J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碳化硼纤维)制备三维

五向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1:1，采用5％耐高温沥青改性

酚醛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1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20℃热固化

4小时成型厚度为3mm的中间刚性层，最终基体含量为50％。

[0060] 在中间刚性层表面采用T700碳纤维混杂陶瓷纤维(可以是碳化硅纤维)制备2.5维

结构预制体织物，其中碳纤维与陶瓷纤维的混杂比例控制在3:1，采用10％石墨粉体改性酚

醛树脂为基体原料采用-0.06MPa范围的真空导入进行树脂浸渍复合，之后在140℃热固化1

小时成型厚度为3mm的表面耐烧蚀层，最终基体含量为44％。

[0061] 在本实用新型中，制备方法的条件不同，得到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的

性能会有不同，为更好地证明本实用新型的高强度、高刚度、耐烧蚀性能，构建如下对比例：

[0062] 对比例1：

[0063] 一种二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将表面耐烧蚀层、中间刚性层和内部强度层

的三维编织预制体织物结构替换为二维叠层结构的纤维织物，其余条件与实施例4相同，制

备和使用方法也与实施例4相同。

[0064] 对上述实施例1-4和对比例1制备的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对强度、刚度和耐烧蚀等

性能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表1。

[0065] 表1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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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由表1可知，本实用新型的三维编织耐烧蚀复合材料板材与对比例1相比，其强度

高、刚度高、耐烧蚀性能好，由表1还可以看出，实施例3的性能最好。

[0069]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

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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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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