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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包括

内蒙皮、外蒙皮以及胶接在内、外蒙皮之间的加

强筋和蜂窝夹心层，多根加强筋排列在内、外蒙

皮之间，蜂窝夹心层嵌设在相邻的两根加强筋之

间。该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强度大、刚性好、自

重轻、隔音降噪、耐腐蚀及抗微生物附着，同时具

有一定的隐身效果。同时本发明的制作工艺简

单，产品效果质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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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其特征在于：船舶壳体包括内蒙皮、外蒙皮以及胶接在

内、外蒙皮之间的加强筋和蜂窝夹心层，多根加强筋排列在内、外蒙皮之间，蜂窝夹心层嵌

设在相邻的两根加强筋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外蒙皮和

加强筋采用外部包裹碳纤维织物，内部填充树脂基体的方式制成，加强筋呈工字型、L字型、

T字型或者C字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其特征在于：所采用的碳纤维织物

为单向布、平纹布、缎纹布或斜纹布中的一种，采用的树脂基体是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

树脂、酚醛树脂或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者两种及两种以上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其特征在于：内、外蒙皮之间排列

有多根加强筋，加强筋可以上、下叠设或者左、右并列设置，相邻的加强筋曲率不相同，蜂窝

夹心层的外部结构于加强筋的结构相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制造过程

如下：A、采用真空导入工艺制备内蒙皮、外蒙皮和加强筋：根据内、外蒙皮和加强筋的模具，

在裁剪机上将碳纤维织物裁剪成所需形状，以内蒙皮、外蒙皮、加强筋模具的铺贴基准线为

基准来铺贴碳纤维织物，在铺贴过程中利用喷胶辅助碳纤维织物定位；碳纤维织物铺贴完

成后，在碳纤维织物上依次布置脱模布、导流网，并且在导流网上设置注胶管道与抽气管

道，铺放真空袋膜，检测真空度，真空导入树脂，树脂固化，制件脱模，表面处理后待用；B、蜂

窝夹心层制作、加工：在蜂窝定型模具上铺贴胶膜，在胶膜上铺放蜂窝材料，在蜂窝材料上

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和透气毡，然后制袋，升温后等待胶膜固化，辅助材料脱除制得蜂

窝夹心层；C、将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进行组装；D、内、外蒙皮胶接前进行校验、定位，然后对

内、外蒙皮进行胶接，完成船舶壳体的制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A步骤中，

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加热至30-50℃，保温1-2h，注入预热完成的树脂，注胶完

成，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3h完成树脂初固化，再将内、

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温度110-130℃，保温1-3h完成后固化，固化完成待上述模具降温

至40℃以下，拆掉辅助材料，用砂纸打磨制件表面，保证表面平滑。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B步骤中，

将蜂窝定型模具升至70-90℃，保温1-3h使胶膜固化，待蜂窝定型模具温度降至40℃以下，

辅助材料脱除，所述的蜂窝材料采用芳纶纸蜂窝。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C步骤中，

蜂窝与加强筋组装时，先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并利用销钉定位，在内蒙皮上铺贴可

剥布，在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装区域铺贴发泡胶，组装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利用夹紧工

装定位并锁紧加强筋，在加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模具温

度升至70-90℃，保温1-3h使发泡胶发泡定型，脱除辅助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D步骤中，

内、外蒙皮胶接前进行校验：将所需校验膜裁剪成指定形状，并用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将

蜂窝夹心层表面的胶膜撕离，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在内蒙皮上铺贴用无孔隔离膜

平整包裹的校验膜，放置C步骤中组装好的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合，在蜂窝夹心层的上表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367068 A

2



面与加强筋上铺贴用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的校验膜，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夹紧工装

安装到加强筋所在区域，并在加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和透气毡，并制袋，将

内蒙皮模具升温，使校验膜固化，拆卸整个校验系统，观察并记录校验膜状态；内、外蒙皮进

行胶接：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根据校验结构在内蒙皮上铺贴胶膜，放置组装好的蜂

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合，根据校验结果在蜂窝夹心层的上表面与加强筋上铺贴胶膜，在蜂

窝夹心层侧面铺贴发泡胶，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设置夹紧工装，在加紧工装上方依次

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内蒙皮模具升温，胶膜固化后，辅助材料脱除，胶接

质量检测。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制袋过

程中所用的真空袋为薄板硅胶，真空导入树脂采用多点注胶的方式，使得碳纤维织物的充

分含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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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壳体的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利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来制作船

舶壳体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船舶行业的发展，船速与船质量被提以更高的要求，尤其在军事领域，

为了提高船舶的攻击能力，船舶的自重被要求尽可能的低，这样才方便载荷更多的质量，耗

损更少的燃料。

[0003] 传统的船舶壳体多为金属材料、铝合金、钛合金等材料，制造的船舶壳体存在比重

大，成本昂贵，制造周期长，不耐腐蚀及微生物附着，降噪效果不好，隐身效果不佳及维修成

本高等缺点。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玻璃钢船舶壳体，由于玻纤自重大，制造的船舶壳体的减重

效果不明显，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强度较差，制造壳体的耐压能力与抗冲击能力远不如碳纤

维复合材料壳体。

[0004] 与传统的船舶制造材料相比，复合材料的优势非常显著，尤其是制造高质量船体

方面，复合材料以其特有的优势（高强度、高模量、耐腐蚀、耐磨损等）收到船舶制造领域人

士的青睐。复合材料在船舶制造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逐步的彰显出取代传统船舶制

造材料的优势。

[0005] 相比于传统的造船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先天的优势。首先，碳纤维复合材料

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同时由于碳纤维与树脂基体的界面能有效的阻止裂纹扩展，故材料

具有良好的耐疲劳性能；由于碳纤维表面的化学惰性，船体具有生物难以附生，耐腐蚀特

性，这也是船舶建造选材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0006] 但现有技术中，碳纤维材料在船舶制造领域应用仍有困难，选择何种碳纤维复合

材料才能在船舶壳体中进行运用，能抵抗海水的侵蚀，保证高强度的性能是本领域技术人

员一直在探究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改进的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及其制造方法，是一种重

量轻，强度高，耐压的船舶壳体结构。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其特征在

于：船舶壳体包括内蒙皮、外蒙皮以及胶接在内、外蒙皮之间的加强筋和蜂窝夹心层，多根

加强筋排列在内、外蒙皮之间，蜂窝夹心层嵌设在相邻的两根加强筋之间。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内、外蒙皮和加强筋采用外部包裹碳纤维织物，内部填充树脂基体

的方式制成，加强筋呈工字型、L字型、T字型或者C字型。

[0010] 进一步，所采用的碳纤维织物为单向布、平纹布、缎纹布或斜纹布中的一种，采用

的树脂基体是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树脂、酚醛树脂或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者两种及两

种以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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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内、外蒙皮之间排列有多根加强筋，加强筋可以上、下叠设或者左、右并列

设置，相邻的加强筋曲率不相同，蜂窝夹心层的外部结构于加强筋的结构相配合。

[0012] 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制造过程如下：A、采用真空导

入工艺制备内蒙皮、外蒙皮和加强筋：根据内、外蒙皮和加强筋的模具，在裁剪机上将碳纤

维织物裁剪成所需形状，以内蒙皮、外蒙皮、加强筋模具的铺贴基准线为基准来铺贴碳纤维

织物，在铺贴过程中利用喷胶辅助碳纤维织物定位；碳纤维织物铺贴完成后，在碳纤维织物

上依次布置脱模布、导流网，并且在导流网上设置注胶管道与抽气管道，铺放真空袋膜，检

测真空度，真空导入树脂，树脂固化，制件脱模，表面处理后待用；B、蜂窝夹心层制作、加工：

在蜂窝定型模具上铺贴胶膜，在胶膜上铺放蜂窝材料，在蜂窝材料上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

膜和透气毡，然后制袋，升温后等待胶膜固化，辅助材料脱除制得蜂窝夹心层；C、将蜂窝夹

心层与加强筋进行组装；D、内、外蒙皮胶接前进行校验、定位，然后对内、外蒙皮进行胶接，

完成船舶壳体的制造。

[0013] A步骤中，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加热至30-50℃，保温1-2h，注入预热30-

50℃的树脂，注胶完成，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3h完成树

脂初固化，再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温度升至110-130℃，保温1-3h完成后固化，固

化完成待上述模具降温至40℃以下，拆掉辅助材料，用砂纸打磨制件表面，保证表面平滑。

[0014] B步骤中，将蜂窝定型模具升至70-90℃，保温1-3h使胶膜固化，待蜂窝定型模具温

度降至40℃以下，辅助材料脱除，所述的蜂窝材料采用芳纶纸蜂窝。

[0015] C步骤中，蜂窝与加强筋组装时，先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并利用销钉定位，

在内蒙皮上铺贴可剥布，在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装区域铺贴发泡胶，组装蜂窝夹心层与

加强筋，利用夹紧工装定位并锁紧加强筋，在加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

毡，并制袋，将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3h使发泡胶发泡定型，脱除辅助材料。

[0016] D步骤中，内、外蒙皮胶接前进行校验：将所需校验膜裁剪成指定形状，并用无孔隔

离膜平整包裹，将蜂窝夹心层表面的胶膜撕离，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在内蒙皮上铺

贴用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的校验膜，放置C步骤中组装好的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合，在蜂

窝夹心层的上表面与加强筋上铺贴用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的校验膜，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

皮上，夹紧工装安装到加强筋所在区域，并在加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和透气

毡，并制袋，将内蒙皮模具升温，使校验膜固化，拆卸整个校验系统，观察并记录校验膜状

态；内、外蒙皮进行胶接：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根据校验结构在内蒙皮上铺贴胶膜，

放置组装好的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合，根据校验结果在蜂窝夹心层的上表面与加强筋上

铺贴胶膜，在蜂窝夹心层侧面铺贴发泡胶，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设置夹紧工装，在加

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内蒙皮模具升温，胶膜固化后，辅

助材料脱除，胶接质量检测。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显著的效果：

1、本发明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相比于金属、合金材料、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明显的

降低了壳体的总重量。

[0018] 2、本发明的船舶壳体包括内蒙皮、外蒙皮以及胶接在内、外蒙皮之间的加强筋和

蜂窝夹心层，多根加强筋排列在内、外蒙皮之间，蜂窝夹心层嵌设在相邻的两根加强筋之

间，上述结构的船舶壳体具有高强度、耐压力，结构紧凑的特点，同时具有降噪、隐身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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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0019] 3、本发明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船舶壳体具有耐腐蚀及抗生物附着等特点，同时具

有船舶壳体轮廓度精度高，表面粗糙度低，变形量小等特点。

[0020] 4、本发明的船舶壳体制造方法成型工艺佳，产品质量可靠，便于推广和应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的结合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的又一结合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

1-外蒙皮、2-内蒙皮、3-蜂窝、4-加强筋、5-蜂窝与加强筋组装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6] 本发明所述的是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具体参见图1中的结构，其与现有技术

的区别在于：船舶壳体包括内蒙皮、外蒙皮以及胶接在内、外蒙皮之间的加强筋和蜂窝夹心

层，多根加强筋排列在内、外蒙皮之间，蜂窝夹心层嵌设在相邻的两根加强筋之间。

[0027] 具体来说，加强筋的侧部设有凹槽，蜂窝夹心层的设有与凹槽相对应的凸起，使得

两者之间嵌合后更加牢固。

[0028] 所述的内、外蒙皮和加强筋采用外部包裹碳纤维织物，内部填充树脂基体的方式

制成，加强筋呈工字型、L字型、T字型或者C字型。内、外蒙皮之间排列有多根加强筋，加强筋

可以上、下叠设或者左、右并列设置，相邻的加强筋曲率不相同,一般边部的加强筋曲率大

于中间部加强筋的曲率，蜂窝夹心层的外部结构于加强筋的结构相配合。

[0029] 如果采用加强筋上、下叠设，可以设置2-6层，优选的，采用3层结构，既能节省耗

材，又能达到比较佳的船舶壳体厚度和应用效果。

[0030] 可选的，所采用的碳纤维织物为单向布、平纹布、缎纹布或斜纹布中的一种，采用

的树脂基体是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树脂、酚醛树脂或环氧树脂中的一种或者两种及两

种以上组合。具体来说，不饱和聚酯树脂与环氧树脂树脂以重量百分比3：17的比例混合会

大大的改善环氧树脂固化后撞击分层风险，又或者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与乙烯基树脂以重

量百分比5:12的比例混合，能达到比较佳的使用效果。

[0031] 相比于传统的造船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先天的优势。首先，碳纤维复合材料

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用其制造船体，具有质轻低油耗的特性，而且建造工艺相对简单、周

期短、成型方便，因此施工和维护费用远低于钢质船舶。同时由于碳纤维与树脂基体的界面

能有效的阻止裂纹扩展，故材料具有良好的耐疲劳性能；由于碳纤维表面的化学惰性，船体

具有生物难以附生，耐腐蚀特性，这也是船舶建造选材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本发明提

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船舶壳体具有强度大、刚性好、自重轻、隔音降噪、耐腐蚀及抗微生物

附着的优点，同时具有一定的隐身效果。

[0032] 一种碳纤维材料船舶壳体的制造方法，制造过程如下：A、采用真空导入工艺制备

内蒙皮、外蒙皮和加强筋：根据内、外蒙皮和加强筋的模具，在裁剪机上将碳纤维织物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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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需形状，以内蒙皮、外蒙皮、加强筋模具的铺贴基准线为基准来铺贴碳纤维织物，在铺

贴过程中利用喷胶辅助碳纤维织物定位；碳纤维织物铺贴完成后，在碳纤维织物上依次布

置脱模布、导流网，并且在导流网上设置注胶管道与抽气管道，铺放真空袋膜，检测真空度，

真空导入树脂，树脂固化，制件脱模，表面处理后待用；B、蜂窝夹心层制作、加工：在蜂窝定

型模具上铺贴胶膜，在胶膜上铺放蜂窝材料，在蜂窝材料上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和透气

毡，然后制袋，升温后等待胶膜固化，辅助材料脱除制得蜂窝夹心层；C、将蜂窝夹心层与加

强筋进行组装；D、内、外蒙皮胶接前进行校验、定位，然后对内、外蒙皮进行胶接，完成船舶

壳体的制造。

[0033] A步骤中，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加热至30-50℃，保温1-2h，注入预热完

成的树脂，注胶完成，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3h完成树脂

初固化，再将内、外蒙皮模具和加强筋模具温度110-130℃，保温1-3h完成后固化，固化完成

待上述模具降温至40℃以下，拆掉辅助材料，用砂纸打磨制件表面，保证表面平滑。B步骤

中，将蜂窝定型模具升至70-90℃，保温1-3h使胶膜固化，待蜂窝定型模具温度降至40℃以

下，辅助材料脱除，所述的蜂窝材料采用芳纶纸蜂窝。C步骤中，蜂窝与加强筋组装时，先在

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并利用销钉定位，在内蒙皮上铺贴可剥布，在蜂窝夹心层与加强

筋组装区域铺贴发泡胶，组装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利用夹紧工装定位并锁紧加强筋，在加

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3h

使发泡胶发泡定型，脱除辅助材料。D步骤中，内、外蒙皮胶接前进行校验：将所需校验膜裁

剪成指定形状，并用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将蜂窝夹心层表面的胶膜撕离，保证校验结果的

准确，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在内蒙皮上铺贴用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的校验膜，放置

C步骤中组装好的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合，在蜂窝夹心层的上表面与加强筋上铺贴用无

孔隔离膜平整包裹的校验膜，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夹紧工装安装到加强筋所在区域，

并在加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和透气毡，并制袋，将内蒙皮模具升温，使校验

膜固化，拆卸整个校验系统，观察并记录校验膜状态；内、外蒙皮进行胶接：在内蒙皮模具上

放置内蒙皮，根据校验结构在内蒙皮上铺贴胶膜，放置组装好的蜂窝夹心层与加强筋组合，

根据校验结果在蜂窝夹心层的上表面与加强筋上铺贴胶膜，在蜂窝夹心层侧面铺贴发泡

胶，防止胶接过程中出现胶接不充分的现象，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设置夹紧工装，在

加紧工装上方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内蒙皮模具升温，胶膜固化后，

辅助材料脱除，胶接质量检测。

[0034] 上述这些制袋过程中所用的真空袋为薄板硅胶，真空导入树脂采用多点注胶的方

式，使得碳纤维织物的充分含浸。

[0035] 这里步骤A-D中，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时需要随形裁剪，防止辅助材料架

桥，引起的压力不均匀。B步骤中，定型模具铺贴胶膜之前需要在模具上铺贴一层可剥布，胶

膜固化后与可剥布合为一体，增强蜂窝定型效果。  D步骤中，所述校验膜需要用无孔隔离膜

平整包裹，防止在校验过程中污染内蒙皮、外蒙皮、加强筋以及蜂窝夹心层，这里的蜂窝夹

心层需要进行干燥除潮处理，保证内蒙皮、外蒙皮胶接质量。所述胶膜的固化温度应低于所

述内蒙皮、外蒙皮、工字梁加强筋所用树脂的后固化温度10-20℃。加强筋与蜂窝胶接面不

同，所用的胶膜不是同一种胶膜，但胶膜固化温度相同，内蒙皮、外蒙皮、工字加强筋采用的

树脂为EL306，加强筋采用胶膜型号为EM603B，蜂窝胶接面采用的胶膜为EM603A。这里的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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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均为现有技术，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实施例

[0036] 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船舶壳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利用真空导入工艺制备内蒙皮、外蒙皮、加强筋：保障船舶壳体表面质量，需要清理

模具表面，涂抹封孔剂与脱模剂，将织物按照拟加工产品的结构图编排，裁剪成符合要求的

大小和形状，铺贴织物，并使用喷胶定位织物，铺贴完毕后将边缘处织物修剪至铺贴余量线

处。在内蒙皮预制体、外蒙皮预制体、加强筋预制体表面布置脱模布、导流网、在与导流网上

布置多条注胶管道，布置抽气管道。用真空袋膜密封，并检测真空度。加热模具至30-50℃，

保温1-2h，注入预热完成的树脂，注胶完成，将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3h完成树脂初

固化，再将模具温度110-130℃，保温1-3h完成后固化。固化完成待模具降温至40℃以下，拆

掉辅助材料，用砂纸打磨制件表面，保证表面平滑。

[0037] （2）蜂窝热定型、加工：在内蒙皮模具上铺贴可剥布、在可剥布上铺贴胶膜，在胶膜

上铺放蜂窝，在蜂窝上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模具温度升至70-90℃，

保温1-3h使胶膜固化，待模具温度降至40℃以下，辅助材料脱除。将定型好的蜂窝送至CNC

车间，按加工图纸加工成指定形状，并利用自封袋密封保存蜂窝。

[0038] （3）蜂窝与加强筋组装：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并利用销钉定位，在内蒙皮

上铺贴可剥布，在蜂窝与加强筋组装区域铺贴发泡胶，组装蜂窝与加强筋，利用夹紧工装定

位并锁紧加强筋，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

1-3h使发泡胶发泡定型，脱除辅助材料。

[0039] （4）内、外蒙皮胶接前校验：将所需校验膜裁剪成指定形状，并用无孔隔离膜平整

包裹，将蜂窝表面的胶膜撕离，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皮，在内蒙皮上铺贴用无孔隔离膜

平整包裹的校验膜，放置组装好的蜂窝与加强筋组合，在蜂窝的上表面与加强筋上铺贴用

无孔隔离膜平整包裹的校验膜，将外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夹紧工装安装到加强筋所在区

域，并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透气毡并制袋，将模具温度升至70-90℃，保温1-2h使校验

膜固化，待模具温度降至40℃，拆卸整个校验系统，观察并记录校验膜状态。

[0040] （5）内、外蒙皮胶接：将蜂窝与加强筋整体放置到内蒙皮上，送至加热设备里干燥

除潮，加热温度为50-70℃，加热时间为1-3h，并自然冷却到室温。在内蒙皮模具上放置内蒙

皮，根据校验结果在内蒙皮上铺贴胶膜，将干燥后的蜂窝与加强筋整体定位在内蒙皮上，根

据校验结果在蜂窝的上表面与加强筋所视区域铺贴胶膜，在蜂窝的侧面塞填发泡胶，将外

蒙皮定位在内蒙皮上，并用加紧工装安装到加强筋所在区域，并依次铺放可剥布、隔离膜、

透气毡并制袋，将模具温度升至110-130℃，保温1-3h使胶膜固化，待模具温度降至40℃，拆

除辅助材料，并检测内蒙皮、外蒙皮胶接质量。

[0041]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具体实施只局限于上述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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