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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点阵结构件及其加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及其加

工方法，属于航天航空器材领域，其技术方案要

点是包括两层分别形成顶面和底面的蒙皮、两个

蒙皮之间设有多个支撑件，支撑件包括一体成型

于蒙皮上的固定块以及一体成型于固定块周侧

的多个固定板，分别位于两个蒙皮上的相邻固定

块之间一体成型于一固定板，两个蒙皮的一侧成

型为一体。本发明达到了能够在提升结构强度的

前提下降低质量的效果，应用于航空航天器材结

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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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两层分别形成顶面和底面的蒙皮(1)、两个

蒙皮(1)之间设有多个支撑件(2)，支撑件(2)包括一体成型于蒙皮(1)上的固定块(22)以及

一体成型于固定块(22)周侧的多个固定板(21)，分别位于两个蒙皮(1)上的相邻固定块

(22)之间一体成型于一固定板(21)，两个蒙皮(1)的一侧成型为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其特征在于：同一固定块(22)上的固定板

(21)有多个固定块(22)呈正方形板状，固定板(21)分别一体成型于固定块(22)的四个侧壁

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其特征在于：两个蒙皮(1)上的固定块(22)

交错分布，同一蒙皮(1)上的固定块(22)呈点阵状均匀分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其特征在于：每一固定板(21)的两端均分别

与位于两个蒙皮(1)上的两个固定块(22)一体成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其特征在于：蒙皮(1)包括成型有固定块

(22)的平直部(11)、与另一蒙皮(1)成型为一体的厚直部(12)以及位于厚直部(12)和平直

部(11)之间呈﹛状的过渡部(13)，过渡部(13)的内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加强板(14)，加强板

(14)的另一端与另一蒙皮(1)上与其相邻的固定块(22)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其特征在于：分别位于过渡部(13)两侧的加

强块(15)之间共同的连接有加强板(14)。

7.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上述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三

层点阵结构件，还包括以下步骤：

准备：准备工艺流程卡、钛合金板料；

下料：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下料图下料；

坯料加工：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坯料图加工刻线；

止焊剂涂覆：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工艺规程要求对上、下蒙皮以及芯层涂覆止焊剂；

封焊：使用氩弧焊先将芯层点焊固定在上蒙皮上，然后上下蒙皮封焊成口袋，再焊接上

进气管；

超塑成形/扩散连接：先进行扩散连接，然后超塑成形；

加工外形：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加工图加工零件外形并进行表面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中超塑

成形的成形温度：910±10℃，应变速率范围：5×10-4/s~5×10-3/s,坯料口袋内部充气，气

体使用氩气，最大压力1.2MPa。

9.根据权利要求7述的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六中扩散连

接的成形温度为910±10℃，单位压力：1.0MPa~1 .5MPa，真空度：小于10-2MPa，保压时间

40min~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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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点阵结构件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结构件，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及其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飞行器上的一些大型复杂钛结构件，例如机翼前缘、缝翼、各类承力壁板、导弹弹

翼等构件的结构强度要求较高，同时又要求他们的质量较轻，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

的三层点阵结构件及其加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及其加工

方法，其通过三层点阵结构形成的支撑件使两层蒙皮稳定连接，达到质量轻结构强的效果。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包括两层分

别形成顶面和底面的蒙皮、两个蒙皮之间设有多个支撑件，支撑件包括一体成型于蒙皮上

的固定块以及一体成型于固定块周侧的多个固定板，分别位于两个蒙皮上的相邻固定块之

间一体成型于一固定板，两个蒙皮的一侧成型为一体。

[000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支撑件与两个蒙皮形成的三层点阵结构，使得三层

点阵结构的结构强度得到了提升，同时质量更轻，适用于航空航天工程等对结构件具有较

高结构强度和质量要求的领域。

[0006] 较佳的：同一固定块上的固定板有四个，固定块呈正方形板状，固定板分别一体成

型于固定块的四个侧壁上。

[0007] 较佳的：两个侧板上的固定块交错分布，同一侧板上的固定块呈点阵状均匀分布。

[0008] 较佳的：每一固定板的两端均分别与位于两个侧板上的两个固定块一体成型。

[0009] 较佳的：侧板包括成型有固定块的平直部、与另一蒙皮成型为一体的厚直部以及

位于厚直部和平直部之间呈﹛状的过渡部，过渡部的内侧壁上固定连接有加强板，加强板的

另一端与另一侧板上与其相邻的固定板连接。

[0010] 较佳的：分别位于过渡部两侧的加强块之间共同的连接有加强板。

[0011] 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加工方法，包括上述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三层点阵结

构件，还包括以下步骤：

一、准备：准备工艺流程卡、钛合金板料；

二、下料：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下料图下料；

三、坯料加工：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坯料图加工刻线；

四、止焊剂涂覆：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工艺规程要求对上、下蒙皮以及芯层涂覆止焊

剂；

五、封焊：使用氩弧焊先将芯层点焊固定在上蒙皮上，然后上下蒙皮封焊成口袋，再焊

接上进气管；

六、超塑成形/扩散连接：先进行扩散连接，然后超塑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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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工外形：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加工图加工零件外形并进行表面处理。

[0012] 较佳的：所述步骤六中超塑成形的成形温度：910±10℃，应变速率范围：5×10-4/s

~5×10-3/s,坯料口袋内部充气，气体使用氩气，最大压力1.2MPa。

[0013] 较佳的：所述步骤六中扩散连接的成形温度为910±10℃，单位压力：1 .0MPa~
1.5MPa，真空度：小于10-2MPa，保压时间40min~60min。

[0014]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支撑件与两个蒙皮形成的三层点阵结构，使得三层点阵结构的结构强度得到了

提升，同时质量更轻，适用于航天工程等对结构件具有较高结构强度和质量要求的领域；

2.扩散焊接头的显微组织和性能与母材接近或相同，不存在融化缺陷，且焊接温度较

现有常规焊接工艺低，母材损伤小，同时使得应力小，达到了高精密的特性，适用于内部及

多点、大面积的高气密性焊接。

[0015] 3. 通道内填充隔热材料或者水冷能起到热防护、降温效果。

[0016] 4. 空间内可储燃油，增加飞行器燃油储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一的轴测图；

图2是图1中为表示支撑件结构的A部放大图。

[0018] 图3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芯板安装位置的示意图；

图4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型腔排气孔位置分布的示意图；

图5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气路形状的示意图；

图6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型腔排气孔与气路连接关系的示意图；

图7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进气孔位置的示意图；

图8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上蒙皮或下蒙皮上刻线位置的示意图；

图9是实施例二中为表示芯板上止焊剂涂覆位置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记：1、蒙皮；11、平直部；12、厚直部；13、过渡部；14、加强板；15、加强块；2、

支撑件；21、固定板；21、固定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一：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参见图1和图2，包括两块一侧成型在一起的蒙皮

1，蒙皮1包括平直板材状的平直部11、与另一蒙皮1成型为一体的厚直部12以及位于厚直部

12和平直部11之间呈﹛状的过渡部13。两个蒙皮1之间设有多个支撑件2，支撑件2包括一体

成型于于蒙皮1上的固定块22以及一体成型于固定块22周侧的多个固定板21，分别位于两

个蒙皮1上的相邻固定块22之间一体成型有同一固定板21，同一固定块22上的固定板21有

四个，固定块22呈正方形板状，固定板21分别一体成型于固定块22的四个侧壁上，两个蒙皮

1上的固定块22交错分布，同一蒙皮1上的固定块22呈点阵状均匀分布，每一固定板21的两

端均分别与位于两个蒙皮1上的两个固定块22一体成型。过渡部13的内侧壁上固定连接有

块，加强块15上固定连接有一端与其固定连接的加强板14，加强板14的另一端与另一蒙皮1

上与其相邻的固定块22连接，分别位于过渡部13两侧的加强块15之间共同的连接有加强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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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二：一种三层点阵结构件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准备：准备流程卡以及钛板出库，本实施例中可使用的钛合金牌号包括TC4、TA15、

TC31、Ti60、Ti65、Ti2AlNb。

[0022] 二、下料：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下料图下料，多层结构件下料图即为图8及图9中所

示的上蒙皮、下蒙皮以及芯板的形状图。

[0023] 三、坯料加工：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下料图加工进气口、刻线（参见图8和图9），表

面处理，本实施例中的表面处理为酸洗，酸洗至坯料的表面没有氧化物和锈蚀即可。

[0024] 四、止焊剂涂覆：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工艺规程要求对两层蒙皮以及芯板涂覆止

焊剂，三层点阵结构件工艺规程要求包括：上、下蒙皮止焊剂涂覆部位为阴影部分，芯板的

涂覆位置位于芯板上相邻两个方孔之间区域，见图8和图9。

[0025] 五、封焊：先将芯板与上蒙皮对齐，并通过氩弧焊点固在上蒙皮上，上、下蒙皮的刻

线对齐后再进行封焊，并接气管。

[0026] 六、装模：将坯料表面及模具表面使用酒精擦拭干净，均匀涂上一层防氧化剂。然

后将坯料安放在下模，使上蒙皮、下蒙皮以及芯板上的刻线区域与型腔对齐，并将模具闭

合，参见图3。

[0027] 成形模具结构参见图4-图7所示，模具上模与下模均为平板结构，型腔面对称，型

腔下方的模具内部设置两条并列且互通的气路，气路互通处于外界连通，用于排气，气路布

置参见图5-图7所示，型腔内部设有与气路连通的型腔排气孔，型腔排气孔沿气路长度方向

间隔分布（参见图4、图6和图7），该气路功能如下。

[0028] （a）升温时提供保护气氛。

[0029] （c）扩散连接时提供扩散压力。

[0030] （c）超塑成形时排出多余气体。

[0031] 七、超塑成形/扩散连接；扩散连接：扩散连接的成形温度为910℃，单位压力：

1.0MPa，真空度：小于10-2MPa，保压时间40min。超塑成形的成形温度：910℃，应变速率：5×

10-4/s。超塑性通常是指材料在拉伸条件下表现出异常高的延伸率也不产生缩颈与断裂现

象。当延伸率大于100％时，即可称为超塑性。扩散连接是把多个固相材料(包括中间层材

料)紧压在一起，置于真空或保护气氛中加热至母材熔点以下温度，对其施加压力使连接界

面微观凸凹不平处产生微观塑性变形达到紧密接触，再经保温、原子相互扩散而形成牢固

的冶金结合的一种连接方法。通常把扩散连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塑性变形使连接界

面接触。在金属紧密接触后，原子开始相互扩散并交换电子，形成金属键连接，第二阶段为

扩散、界面迁移和孔洞消失。连接界面的晶粒生长或再结晶以及晶界迁移，使金属键连接变

成牢固的冶金连接。最后阶段为界面和孔洞消失。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是体积扩散，速度比较

慢，通常需要几十分钟到几十小时才能使晶粒穿过界面生长，原始界面完全消失。

[0032] 八、加工外形：按照三层点阵结构件加工图加工零件外形并进行表面处理。

[0033] 以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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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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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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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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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8

CN 111531334 A

8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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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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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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