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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在吸力边/压力边壳体模具内铺设

玻纤布、大梁、夹芯，然后真空灌注树脂，固化脱

模后得到壳体和大梁的一体成型物；在风电叶片

预制后缘模具内按玻纤布‑芯材‑玻纤布的顺序

铺设，真空灌注树脂，固化脱模得到预制后缘；所

述预制后缘是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

缘一体成型得到的部件；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

两端分别粘接到吸力边大梁和压力边大梁上，吸

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的前缘部分粘接；将预制

后缘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得到风电

叶片。本发明的预制后缘可以细化控制项点，最

大程度地避免褶皱等成型缺陷；预制后缘与壳体

的粘接面为平面，粘接难度大大降低，质量也可

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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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吸力边壳体模具内依次铺设上玻纤布、吸力边大梁、夹芯和下玻纤布，在壳体铺层

结束后的壳体铺层上铺设真空系统，真空灌注树脂，直至树脂体系固化完全，脱模后得到吸

力边壳体和吸力边大梁的一体成型物；按照上述方法制备压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大梁的一体

成型物；

2)在风电叶片预制后缘模具内按玻纤布-芯材-玻纤布的顺序铺设，铺设结束后真空灌

注树脂，固化脱模得到预制后缘；所述预制后缘是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一体

成型得到的部件；

3)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分别粘接到吸力边大梁和压力边大梁上，吸力边壳体和

压力边壳体的前缘部分粘接；

4)将预制后缘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得到风电叶片；

在步骤3)中，所述压力边壳体和吸力边壳体前缘部分的粘接方法为：吸力边壳体或压

力边壳体的前缘粘接区涂抹结构胶，压力边壳体前缘部分与吸力边壳体前缘部分粘接；

在步骤3)中，所述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设有粘接用法兰；

在步骤3)中，所述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与大梁粘接的方法为：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

法兰上涂抹结构胶，通过结构胶将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分别粘接到吸力边大梁和压

力边大梁上；

在步骤4)中，所述预制后缘通过结构胶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粘接时相接

触的面都是平面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力边大梁、压力边大

梁、前缘腹板、后缘腹板和预制后缘均采用真空导入模塑工艺制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铺设真空

系统的方法为：在壳体铺层结束后的壳体铺层上表面铺放脱模布，在脱模布上表面铺设上

表面导流网和上表面抽气袋，然后在整个壳体模具上铺设密封真空袋膜，并设置好成型模

腔中的注胶口和真空抽气口，抽真空保持真空度≤-0.09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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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风电叶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能源平价时代的来临，在风电叶片大尺寸化趋势的发展中，低成本和高可

靠性成为设计和制造关键。目前，风电叶片的结构一般由叶片吸力边壳体、叶片压力边壳

体、腹板组成，其中大梁和腹板是预制成型，生产中，预制的大梁与叶片壳体一起灌注成型，

成型后的吸力边壳体、预制腹板、压力边壳体通过结构胶粘接完成最终的风电叶片结构。叶

片壳体的前缘和后缘都是与叶片吸力边壳体和叶片压力边壳体一体成型的，最后将叶片吸

力边壳体前缘和叶片压力边壳体前缘粘接，叶片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叶片压力边壳体后缘粘

接。因为风电叶片壳体为不规则曲面，导致风电叶片后缘为不规则型腔，因此采用上述制造

方法使得铺层和粘接操作困难，容易导致风电叶片后缘出现褶皱、缺胶等缺陷这种制作方

法存在。

[0003] 专利申请号CN201720866497.4提出一种风电叶片，在说明书第0028段公开了风电

叶片的制造方法，包括：所述叶片分两个半片，叶片的每个半片都是玻纤布-芯材-玻纤布的

夹心结构；每个半片首先是铺放A面布层，A面布层铺完，放置大梁，大梁放置结束铺放芯材，

铺放芯材结束开始B面铺层，然后通过叶片模型得出后缘内腔形状，然后铺放壳体布层，之

后上辅材，灌注固化，固化结束之后去除辅材；在叶片前缘，叶片后缘涂抹结构胶；粘接腹

板，腹板8粘接在高压片上，在前缘后缘以及腹板涂抹结构胶，使高压片和低压片粘合在一

起。此发明中高压片后缘和低压片后缘分别是与高压片和低压片一体成型的，叶片粘接的

过程中，高压片后缘和低压片后缘通过结构胶粘接，两后缘粘接面间存在随型性问题，很难

做到理想的粘接厚度，易导致粘接厚度超标，会降低粘接性能，同时粘胶厚度超标易引起更

多的气泡、空洞等生产缺陷，影响叶片结构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风电叶片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在吸力边壳体模具内依次铺设上玻纤布、吸力边大梁、夹芯和下玻纤布，在壳体

铺层结束后的壳体铺层上铺设真空系统，真空灌注树脂，直至树脂体系固化完全，脱模后得

到吸力边壳体和吸力边大梁的一体成型物；按照上述方法制备压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大梁的

一体成型物；

[0007] 2)在风电叶片预制后缘模具内按玻纤布-芯材-玻纤布的顺序铺设，铺设结束后真

空灌注树脂，固化脱模得到预制后缘，所述预制后缘是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

一体成型

[0008] 得到的部件；

[0009] 3)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分别粘接到吸力边大梁和压力边大梁上，吸力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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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压力边壳体的前缘部分粘接；

[0010] 4)将预制后缘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得到风电叶片。

[0011] 优选的，所述吸力边大梁、压力边大梁、前缘腹板、后缘腹板和预制后缘均采用真

空导入模塑工艺制备。

[0012] 优选的，步骤1)所述铺设真空系统的方法为：在壳体铺层结束后的壳体铺层上表

面铺放脱模布，在脱模布上表面铺设上表面导流网和上表面抽气袋，然后在整个壳体模具

上铺设密封真空袋膜，并设置好成型模腔中的注胶口和真空抽气口，抽真空保持真空度≤-

0.098Mpa。

[0013] 优选的，步骤2)所述压力边壳体和吸力边壳体前缘部分的粘接方法为：吸力边壳

体或压力边壳体的前缘粘接区涂抹结构胶，压力边壳体前缘部分与吸力边壳体前缘部分粘

接。

[0014] 优选的，步骤3)所述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设有粘接用法兰。

[0015] 优选的，步骤3)所述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与大梁粘接的方法为：前缘腹板和后缘

的法兰上涂抹结构胶，通过结构胶将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分别粘接到吸力边大梁和

压力边大梁上。

[0016] 优选的，步骤4)所述预制后缘通过结构胶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粘接

时相接触的面都是平面的。

[0017] 本发明所述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通过结构胶与吸力边壳体及吸力边大梁

的一体成型物上的吸力边大梁和压力边壳体及压力边大梁的一体成型物上的压力边大梁

粘接。

[0018] 本发明所述预制后缘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相接触的面都是平面的，相对不

规则型腔而言，平面与平面之间的粘接难度大大降低，质量也可以得到保证。

[0019] 本发明步骤1)所述上玻纤布是贴近吸力边/压力边壳体模具铺设，下玻纤布是铺

设在芯材的上方。

[0020] 本发明所述预制后缘的制备方法为：在预制后缘模具内先铺放玻纤布和芯材，铺

层结束后，在表面铺放导流网、注胶管材料，使用柔性薄膜和密封胶带建立封闭系统，使用

真空泵抽真空保持真空度≤-0.098Mpa，导入树脂，树脂通过注胶管和导流网分散，完成对

制品的灌注，加热固化成型，脱模即得预制后缘。

[0021] 本发明所述真空导入模塑工艺：又称真空灌注工艺，是一种先进的复合材料低成

本液体模塑成型技术，具有低成本、环保和适合于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整体成型等优点，其

工艺原理是在单面刚性模具上以柔性真空袋膜包覆、密封增强材料预成型体，真空负压下

排除模腔中的气体，利用树脂的流动、渗透实现树脂对纤维及其织物的浸渍，并固化成型得

到复合材料构件。

[0022] 目前，风电叶片在生产的过程中，通常先制备出腹板和大梁，然后使用结构胶将腹

板粘接在吸力边壳体或压力边壳体的表面上，并且壳体的前缘和后缘都是与吸力边壳体和

压力边壳体一体成型的，将吸力边壳体前缘和压力边壳体前缘粘接，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

力边壳体后缘粘接，最终完成风电叶片的制备。因为风电叶片壳体为不规则曲面，导致风电

叶片后缘为不规则型腔，因此采用传统的方法将壳体后缘与壳体一体成型，使得铺层操作

困难，并且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粘接时的粘接面存在随型性问题，是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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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接困难，很难做到理想的粘接厚度，会降低粘接性能，容易导致风电叶片后缘出现褶

皱、缺胶等缺陷，进而造成风电叶片运营过程中出现后缘开裂等故障，不仅影响了叶片的成

型效率，也加重了售后服务的负担，造成经济损失的同时影响公司形象。并且粘接过程中实

际粘接厚度的偏差导致粘胶用量无法准确预测，为保证不产生缺胶缺陷，实际生产中需要

放大粘胶用量，造成材料浪费。

[0023] 本发明将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先制成一个整体的预制后缘，然后再

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之间不需要采用结构

胶粘接，避免了由于两者的粘接面不规则而造成的各种问题，并且采用预制后缘可以细化

控制项点，最大程度地避免褶皱等成型缺陷；其次，预制后缘与壳体的粘接面为平面，相对

不规则型腔而言，平面与平面之间的粘接难度大大降低，质量也可以得到保证。

[0024] 本发明将风电叶片分为预制后缘、吸力边壳体、压力边壳体、腹板、吸力边大梁和

压力边大梁等模块，在叶片成型过程中，各个模块分别成型，最后通过相应工艺手段粘接到

一起，既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叶片的快速成型，又能够避免叶片某一区域的严重缺陷导

致整个叶片的报废，降低成本，能够分别对各个模块进行质量把控，细化操作流程，在保证

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了降本增效，效果更好。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本发明采用预制后缘可以细化控制项点，最大程度地避免褶皱等成型缺陷；其

次，预制后缘与壳体的粘接面为平面，相对不规则型腔而言，平面与平面之间的粘接难度大

大降低，质量也可以得到保证。

[0027] 2、本发明将风电叶片分为预制后缘、吸力边壳体、压力边壳体、腹板、吸力边大梁

和压力边大梁等模块，在叶片成型过程中，各个模块分别成型，最后通过相应工艺手段粘接

到一起，既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叶片的快速成型，又能够避免叶片某一区域的严重缺陷

导致整个叶片的报废，降低成本，能够分别对各个模块进行质量把控，细化操作流程，在保

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了降本增效，效果更好。

[0028]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生产效率高，降低了生产过程中材料使用等成本。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风电叶片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风电叶片的等轴侧视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风电叶片的俯视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风电叶片的预制后缘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预制后缘模具的截面图。

[0034] 其中，1预制后缘，2吸力边/压力边壳体，3吸力边/压力边大梁，4前缘/后缘腹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描述，并不因此将本发明限制

在所述的实施例范围内。

[0036] 如图1-3所示，本发明制备的风电叶片包括预制后缘1、吸力边/压力边壳体2、前

缘/后缘腹板3、吸力边/压力边大梁4，预制后缘1是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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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得到的部件。

[0037] 本发明所述的预制后缘模具如图5所示，采用真空导入模塑工艺在预制后缘模具

中得到的预制后缘1结构如图4所示。

[0038] 实施例1

[0039] 1)先采用真空导入模塑工艺分别制备吸力边大梁、压力边大梁、前缘腹板、后缘腹

板和预制后缘，在吸力边壳体模具内依次铺设上玻纤布、吸力边大梁、夹芯和下玻纤布，在

壳体铺层结束后的壳体铺层上表面铺放脱模布，在脱模布上表面铺设上表面导流网和上表

面抽气袋，然后在整个壳体模具上铺设密封真空袋膜，并设置好成型模腔中的注胶口和真

空抽气口，抽真空保持真空度≤-0.098Mpa；真空灌注树脂，直至树脂体系固化完全，脱模后

得到吸力边壳体和吸力边大梁的一体成型物；按照上述方法制备压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大梁

的一体成型物；

[0040] 2)在预制后缘模具内按玻纤布-芯材-玻纤布的顺序铺设玻纤布和芯材，铺层结束

后，在表面铺放导流网、注胶管材料，使用柔性薄膜和密封胶带建立封闭系统，使用真空泵

抽真空保持真空度≤-0.098Mpa，导入树脂，树脂通过注胶管和导流网分散，完成对制品的

灌注，加热固化成型，脱模即得预制后缘，预制后缘是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一

体成型得到的部件；

[0041] 3)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设有粘接用法兰，法兰上涂抹结构胶，通过结构胶

将前缘腹板和后缘腹板的两端分别粘接到吸力边大梁和压力边大梁上；在吸力边壳体或压

力边壳体的前缘粘接区涂抹结构胶，使压力边壳体前缘部分与吸力边壳体前缘部分粘接；

[0042] 4)预制后缘通过结构胶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粘接时相接触的面都是

平面的，最后得到风电叶片。

[0043] 对比例1

[0044] 采用专利申请号CN  201720866497.4中的方法制备风电叶片。

[0045] 通过研究发现，采用实施例1中的方法，将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一体

成型制成预制后缘，在后期风电叶片模块化组装粘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将吸力边壳体后缘和

压力边壳体后缘粘接，而是直接将预制后缘与吸力边壳体和压力边壳体粘接，相较于对比

例1中的方法，本方法避免了吸力边壳体后缘和压力边壳体后缘粘接困难、已出现皱褶的问

题，预制后缘可以细化控制项点，最大程度地避免褶皱等成型缺陷；其次，预制后缘与壳体

的粘接面为平面，相对不规则型腔而言，平面与平面之间的粘接难度大大降低，质量也可以

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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