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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

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

S1、设计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所述网格蒙皮

缠绕成型工装包括：两个连接轴、平板、连接板；

步骤S2、在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上进行0°缠

绕，0°缠绕结束后，将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与

缠绕机的连接轴进行90°转向，并完成相对的90°

缠绕成型，实现网格十字交叉缠绕；步骤S3、组装

方管连接边框：选用碳纤维方管作为连接边框，

方管连接处采用金属件加强处理；步骤S4、基板

成型；步骤S5、粘贴聚酰亚胺薄膜。采用该方法能

够确保网格蒙皮中纤维分布及树脂含量的均匀

性，确保太阳电池阵基板整体平面度需求，所制

作的太阳电池阵基板质量稳定、性能满足设计要

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109065670 B

2019.12.20

CN
 1
09
06
56
70
 B



1.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S1、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准备：设计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所述网格蒙皮缠

绕成型工装包括：两个连接轴、平板、连接板；所述的两个连接轴十字交叉设置，每个连接轴

上均安装两个连接板，在连接板的两侧均安装有平板，通过连接板将连接轴与平板进行连

接；所述连接轴与缠绕机连接，通过缠绕机实现转动；

步骤S2、网格蒙皮编织：在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表面铺放一层吸胶布，浸胶的碳纤

维砂束通过缠绕机在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上进行0°缠绕，0°缠绕结束后，将网格蒙皮缠

绕成型工装与缠绕机的连接轴进行90°转向，并完成相对的90°缠绕成型，实现网格十字交

叉缠绕；0°和90°缠绕结束后，在外表面以同样的方式铺放一层吸胶布，

步骤S3、组装方管连接边框：选用无扭转变形、平面度优良的碳纤维方管作为连接边

框，方管连接处采用金属件加强处理，以胶黏剂和螺钉进行紧固，组装后的方管连接边框置

于模具中进行固化，固化后进行平面度修整；

步骤S4、基板成型：将网格蒙皮、蜂窝芯子、组装后的方管连接边框共同固化成型，形成

基板；

步骤S5、粘贴聚酰亚胺薄膜：对成型后的基板方管连接边框和金属件的凹坑处用胶黏

剂进行补平处理，胶黏剂固化后在方管处进行间隔打孔；打孔工序完成后，使用胶粘剂粘贴

聚酰亚胺膜，之后采用热压袋固化方式或真空袋固化方式进行固化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2中，浸胶的碳纤维是指浸有树脂胶的碳纤维；所述的碳纤维为M40/12K纤

维束，所述的树脂胶为环氧树脂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2中，以真空袋成型方式完成固化，固化温度150℃～180℃，固化时间2h～

3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胶黏剂为J-133，固化温度为室温固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5中，补平处理所用的胶黏剂为J-133，固化温度为室温固化，打孔大小为Φ

3mm，间隔为10mm；粘贴聚酰亚胺薄膜所用的胶粘剂为J-243-2，胶粘剂用量为52g/m2～54g/

m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5中，粘贴聚酰亚胺膜后，需对金属件和边框与聚酰亚胺膜重叠处的气泡进

行驱赶，确保该处没有残存气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S5中，采用真空袋固化方式时，固化温度50℃～120℃，固化时间2h～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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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太阳能电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刚性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

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电池阵基板主要是用于支撑太阳电池片，保障太阳电池片在飞行主动段和轨

道飞行段飞行的安全，电池阵基板不仅要求质量轻，太阳电池阵基板需要足够的刚度，以确

保基板在收载状态下的固有频率与卫星本体固有频率不发生耦合现象，而且在展开状态下

的固有频率能够避免对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干扰，所以具有一定刚度是对太阳电池阵基板正

常工作的保证条件之一。目前铝蜂窝芯+碳纤维复合材料面板+聚酰亚胺薄膜是刚性基板的

典型结构。聚酰亚胺薄膜主要用于满足太阳电池与慕板间的绝缘要求，在真空的工作条件

下，电池片粘贴的聚酰胺薄膜面不能发生鼓泡现象，所以聚酰亚胺薄膜的粘贴成为目前的

工艺难题。此外，由于该太阳电池基板网格蒙皮的特性，使其刚度较刚性基板差，特别是大

网格蜂窝、厚度较薄的帆板固化后有明显的变形特性，整体平面度较差，且成型后的基板在

粘贴聚酰亚胺薄膜后，由于薄膜与基板纤维的热胀系数相差较大，会加剧基板的变形。因

此，加强帆板的刚度，提高阻尼，是避免帆板在试验以及发射过程中随整体共振造成电池片

破碎的必要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成型工艺上的缺陷，提供一种刚性碳纤维复合材料网

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该方法是在现有的刚性基板成型工艺基础上进行改

进，通过对现有刚性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成型工艺进行改进和优化，保证了太阳能

电池阵基板的平面度、刚度，以及粘贴聚酰亚胺薄膜性能的要求。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

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S1、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准备：设计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所述网格蒙

皮缠绕成型工装包括：两个连接轴、平板、连接板；所述的两个连接轴十字交叉设置，每个连

接轴上均安装两个连接板，在连接板的两侧均安装有平板，通过连接板将连接轴与平板进

行连接；所述连接轴与缠绕机连接，通过缠绕机实现转动；

[0006] 步骤S2、网格蒙皮编织：在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表面铺放一层吸胶布，浸胶的

碳纤维砂束通过缠绕机在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上进行0°缠绕，0°缠绕结束后，将网格蒙

皮缠绕成型工装与缠绕机的连接轴进行90°转向，并完成相对的90°缠绕成型，实现网格十

字交叉缠绕；0°和90°缠绕结束后，在外表面以同样的方式铺放一层吸胶布，然后进行固化

处理；

[0007] 步骤S3、组装方管连接边框：选用无扭转变形、平面度优良的碳纤维方管作为连接

边框，方管连接处采用金属件加强处理，以胶黏剂和螺钉进行紧固，组装后的方管连接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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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模具中进行固化，固化后进行平面度修整；

[0008] 步骤S4、基板成型：将网格蒙皮、蜂窝芯子、组装后的方管连接边框共同固化成型，

形成基板；

[0009] 步骤S5、粘贴聚酰亚胺薄膜：对成型后的基板方管连接边框和金属件的凹坑处用

胶黏剂进行补平处理，胶黏剂固化后在方管处进行间隔打孔；打孔工序完成后，使用胶粘剂

粘贴聚酰亚胺膜，之后采用热压袋固化方式或真空袋固化方式进行固化即可。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步骤S2中，浸胶的碳纤维是指浸有树脂胶的碳纤维；所述的碳

纤维为M40/12K纤维束，所述的树脂胶为环氧树脂胶。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步骤S2中，以真空袋成型方式完成固化，固化温度150℃～180

℃，固化时间2h～3h；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选，步骤S3中，所述胶黏剂为J-133，固化温度为室温固化。

[0013] 作为本发明的更进一步优选，步骤S5中，补平处理所用的胶黏剂为J-133，固化温

度为室温固化，打孔大小为Φ3mm，间隔为10mm；粘贴聚酰亚胺薄膜所用的胶粘剂为J-243-

2，胶粘剂用量为52g/m2～54g/m2。

[0014] 作为本发明的再更进一步优选，步骤S5中，粘贴聚酰亚胺膜后，需对金属件和边框

与聚酰亚胺膜重叠处的气泡进行驱赶，确保该处没有残存气泡。

[0015] 此外，为确保所粘贴的聚酰亚胺膜表面凹陷小、挥发性物质的彻底挥发，使太阳电

池阵基板在热真空高温条件下的安全系数提高，步骤S5中，采用真空袋固化方式时，固化温

度50℃～120℃，固化时间为2h～5h。

[0016] 本发明的方管在作为刚性边框的使用前提下，本身需要具有足够的轴向刚度以及

承受一定扭矩的能力；此外，方管边框作为整块太阳电池阵基板刚度和基板平面度的保证，

需要确保方管边框连接后具有较好的整体平面度和整体承受扭矩的能力，因此需要选用无

扭转变形、平面度优良的方管作为连接边框。

[0017]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本发明是在现有的刚性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电池阵

基板的制备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对网格蒙皮成型工装的设计、网格蒙皮成型工艺的

改进，确保了网格蒙皮中纤维分布的均匀性以及树脂含量的分布均匀性；通过对刚性边框

的预固化成型，确保了太阳电池阵基板整体平面度需求，并对太阳电池阵基板粘贴聚酰亚

胺薄膜的过程中存在裹夹气泡，使聚酰亚胺薄膜在热真空条件下薄膜表面起泡的现象提供

了一种解决方案。通过本发明制备的刚性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电池阵基板质量稳

定、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侧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技术人

员的进一步理解，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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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作出改进，同时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实施例1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

[0023] 参阅图3，本发明提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网格蒙皮太阳能电池阵基板的制备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24] 步骤S1、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准备：设计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所述网格蒙

皮缠绕成型工装包括：两个连接轴1、平板2、连接板3；所述的两个连接轴1十字交叉设置，每

个连接轴1上均安装两个连接板3，在连接板3的两侧均上安装有平板1，通过连接板3将连接

轴1与平板2进行连接；所述连接轴1与缠绕机连接，通过缠绕机实现转动(详见图1、图2)；

[0025] 步骤S2、网格蒙皮编织：在网格蒙皮缠绕成型工装的表面铺放一层吸胶布，浸胶

(环氧树脂胶)的碳纤维砂束(M40/12K纤维束)通过缠绕机在所设计的工装上进行0°缠绕，

0°缠绕结束后，将工装与缠绕机的连接轴进行90°转向，并完成相对的90°缠绕成型，实现网

格十字交叉缠绕；0°和90°缠绕结束后，在外表面以同样的方式铺放一层吸胶布，以真空袋

成型方式完成固化，固化温度150℃～180℃：固化时间2h～3h；

[0026] 步骤S3、组装方管连接边框：选用无扭转变形、平面度优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薄壁

方管作为连接边框，方管连接处采用金属件加强处理，以J-133胶黏剂进行粘接金属件与碳

纤维方管，组装后的方管连接边框置于工装模具(该模具与基板相同大小包括底板和侧挡

板)中处于无应力状态后进行常温固化，确保最小变形量，固化后进行平面度修整，并用螺

钉对方管与金属件进行连接；

[0027] 步骤S4、基板成型：将网格蒙皮、蜂窝芯子、组装后的方管连接边框共同固化成型，

形成基板；

[0028] 步骤S5、粘贴聚酰亚胺薄膜：对成型后的基板方管连接边框和金属件的凹坑处用

J-133胶黏剂进行补平处理，胶黏剂固化后在方管处进行间隔打孔，打孔工序完成后，使用

J-243-2胶粘剂粘贴聚酰亚胺膜，胶粘剂用量为52g/m2～54g/m2,粘贴后需要对金属件和边

框处的气泡进行驱赶，确保该处没有残存气泡；而且为确保所粘贴的聚酰亚胺膜表面凹陷

小、挥发性物质的彻底挥发，使太阳电池阵基板在热真空高温条件下的安全系数提高，采用

真空袋固化方式进行固化，固化制度为50℃/5h～120℃/2h。

[0029]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得的三套碳纤维帆板已经通过了振动试验，热真空循环

试验，通过卫星发射已经在轨无问题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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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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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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