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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

法，步骤如下：1、按照设计的复合裙铺层角度、铺

层顺序、位置，将裁剪好的预浸料片贴在内芯模

外表面，达到预定的铺层厚度后，增加1～2mm厚

度铺层，得到预成型体；2、将加压模具侧压板定

位与内芯模端部精确装配并紧固连接；3、将加压

模具盖板定位与内芯模身段精确装配并紧固连

接；4、侧压板与盖板搭接处紧固连接；5、将预成

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内芯模入炉加温固化，固化

完成后取出；6、卸掉侧压板；7、卸掉盖板；8、实现

预成型体内型面与内芯模的外型面界面分离；9、

对预成型体修边和去毛刺，得到复合裙。该方法

制备出的复合裙孔隙率较低、强度较高、粘接性

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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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按照预先设计的复合裙铺层角度、复合裙铺层顺序和复合裙位置，将裁剪好的

预浸料片贴在内芯模(4)外表面，并去除预浸料片的褶皱和气泡，达到复合裙产品厚度后，

继续铺放预浸料片使厚度增加1～2mm，得到预成型体；

步骤2：将加压模具的侧压板(2)定位于内芯模(4)端部精确装配并紧固连接；

步骤3：将加压模具的盖板(1)定位于内芯模(4)身段精确装配并紧固连接；

步骤4：加压模具的侧压板(2)与盖板(1)搭接处紧固连接；

步骤5：将预成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和内芯模(4)入炉加温固化，固化完成后取出；

步骤6：卸掉加压模具的侧压板(2)，预成型体环面加压固化完成；

步骤7：卸掉加压模具的盖板(1)，预成型体端面加压固化完成；

步骤8：在轴向螺钉的作用下，脱模块带动预成型体一起沿轴向运动，实现预成型体内

型面与内芯模的外型面界面分离；

步骤9：对预成型体修边和去毛刺，得到复合裙；

所述步骤2～步骤4中，所述加压模具包括盖板(1)、侧压板(2)和脱模块(3)；所述盖板

(1)和脱模块(3)通过第一紧固螺钉(8)固定连接在所述内芯模(4)的支撑板(5)上；所述脱

模块(3)通过轴向螺钉(12)固定连接在所述盖板(1)上；所述侧压板(2)通过第二紧固螺钉

(9)固定连接在所述盖板(1)上，侧压板(2)通过第三紧固螺钉(10)固定连接在所述内芯模

(4)上；所述盖板(1)和所述侧压板(2)与所述脱模块(3)以及所述内芯模(4)构成模腔(7)；

所述盖板(1)与内芯模身段通过第二定位销(11)定位；所述侧压板(2)与内芯模端部通过第

一定位销(6)定位；

所述步骤5中，加温固化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中固化温度为100～150℃，固化

时间为2～4小时；第二阶段中固化温度为150～200℃，固化时间为4～6小时；第三阶段中预

成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和内芯模(4)随炉降温至室温取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复合裙

采用的预浸料为T700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体体系的预浸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将预

成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和内芯模(4)室温静置4～6小时，然后放入加温固化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8中，

卸掉加压模具的步骤为：首先，利用吊装卸掉所述侧压板(2)，实现预成型体环面与侧压板

(2)的界面分离；然后利用吊装卸掉所述盖板(1)，实现所述盖板(1)分别与预成型体端面和

所述脱模块(3)的界面分离，最后所述脱模块(3)在轴向螺钉(12)的作用下带动预成型体一

起运动，实现预成型体与所述的内芯模(4)的界面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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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裙成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直径(范围为φ2～4米)复合裙

加压固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连接裙是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整体延伸，用于实现导弹级间段连接或与其它部位

的连接，连接裙需经受轴压、弯矩、剪切及内压等多种载荷，受力状况比较复杂。复合材料由

于高强度、高模量、低密度等优异的综合性能在航空航天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固体火箭

发动机连接裙由金属连接裙逐渐被复合裙所替代，并且从早期的单一的玻璃纤维复合裙发

展到高性能混杂及全碳复合裙。

[0003] 目前在国内，传统复合裙成型方法为人工手动进行预浸料贴片，然后通过在预成

型体表面缠绕纤维纱加压固化成型或通过热压罐加压固化成型。预成型体表面缠绕纤维纱

加压固化成型方式，无法避免复合裙固化成型后表面勒痕、凸起、凹坑等缺陷，导致固化后

外表面不平整，光洁度降低，孔隙率较大，无法精确控制产品的外形尺寸；热压罐加压成型

方式，虽然罐内压力均匀，成型工艺稳定可靠，但与其它工艺相比，层间应力集中导致的分

层缺陷是热压罐成型工艺中较容易出现的缺陷形式，然而层间脱粘和开裂是复合材料构件

生产中极力避免的问题，除此之外，热压罐系统庞大，结构复杂，投资建造一套适用于大直

径复合裙的大型热压罐费用很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大直径(范围为φ2～4

米)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该方法在传统高温固化基础上，利用专门设计的加压固化模具对

复合裙预成型体沿铺层堆叠方向均匀施加一定压力，保证预成型体外型面加压覆盖面积大

和铺层界面粘接牢固。采用该方法制备出的复合裙孔隙率较低、强度较高、粘接性能较好以

及外型面较光洁；充分考虑到复合裙拐角加压固化的困难，加压模具内型面与复合裙预成

型体外型面形状设计一致，二者在拐角处以最大面积较好的贴合，保证拐角位置充分受压，

降低了复合材料连接裙拐角处纤维褶皱、架空、分层等缺陷的出现。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1：按照预先设计的复合裙铺层角度、复合裙铺层顺序和复合裙位置，将裁剪

好的预浸料片贴在内芯模外表面，并去除预浸料片的褶皱和气泡，达到复合裙产品厚度后，

考虑到产品加压固化后铺层厚度减小，同时为了保证加压模具与产品充分接触，防止加压

过大或者加压不到位，继续铺放预浸料使厚度增加1～2mm，得到预成型体；

[0007] 步骤2：将加压模具的侧压板定位于内芯模端部精确装配并紧固连接；

[0008] 步骤3：将加压模具的盖板定位于内芯模身段精确装配并紧固连接；

[0009] 步骤4：加压模具的侧压板与盖板搭接处紧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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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5：将预成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和内芯模入炉加温固化，固化完成后取出；

[0011] 步骤6：卸掉加压模具的侧压板，预成型体环面加压固化完成；

[0012] 步骤7：卸掉加压模具的盖板，预成型体端面加压固化完成；

[0013] 步骤8：在轴向螺钉的作用下，脱模块带动预成型体一起沿轴向运动，实现预成型

体内型面与内芯模的外型面界面分离；

[0014] 步骤9：对预成型体修边和去毛刺，得到复合裙。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采用传统的预浸料贴片方式形成预成型体，具有较高的工艺可行性和较低

的成本；加压模具原理简单、易加工、可拆卸、成本低，可用于大尺寸级别复合材料连接裙的

成型；加压模具对复合裙整体均匀加压，降低了产品内部的热应变，排除了粘接界面的气

泡，增加了预浸料粘接界面的强度，避免了预浸料褶皱导致的孔隙，制备出的复合材料连接

裙具有孔隙率较低、粘接性能好、强度高、表观质量好等优点。

[001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可有效进行大尺寸复合裙的固化

成型，提高固体火箭发动机质量及发动机性能，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中复合裙剖面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中大直径复合裙加压模具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那个大直径复合裙加压模具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盖板、2—侧压板、3—脱模块、4—内芯模、5—支撑板、6—第一定位销、

7—模腔、8—第一紧固螺钉、9—第二紧固螺钉、10—第三紧固螺钉、11—第二定位销、12—

轴向螺钉；

[0022] 图1中A为复合裙端面，B为复合裙环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本发明的一种大直径复合裙加压固化方法，如图1～3所示，它包括如下步骤：

[0025] 步骤1：按照预先设计的复合裙铺层角度、复合裙铺层顺序和复合裙位置，将裁剪

好的预浸料片贴在内芯模4外表面，为了保证预成型体与加压模具无缝隙接触并被压实，同

时保证预成型体尺寸得到精确控制，使用刮刀擀平去除预浸料片的褶皱和气泡，重复多次，

达到复合裙产品厚度后，继续铺放预浸料片使厚度增加1～2mm，使得加压模具与产品充分

接触，保证加压前后产品厚度变化较小，得到预成型体；

[0026] 步骤2：将加压模具的侧压板2通过定位销定位于内芯模4端部精确装配并用螺钉

紧固连接；

[0027] 步骤3：将加压模具的盖板1通过定位销定位于内芯模4身段精确装配并用螺钉紧

固连接；

[0028] 步骤4：加压模具的侧压板2与盖板1搭接处利用螺钉紧固连接；

[0029] 步骤5：将预成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和内芯模4入炉加温固化，加温固化增加了树脂

与纤维粘接界面的强度，加压固化降低了加温固化时产品内部的热应变，固化完成后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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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步骤6：松开紧固螺钉，卸掉加压模具的侧压板2，预成型体环面加压固化完成；

[0031] 步骤7：松开紧固螺钉，卸掉加压模具的盖板1，预成型体端面加压固化完成；

[0032] 步骤8：为了方便预成型体从加压模具和内芯模之间取出，在轴向螺钉的作用下，

脱模块带动预成型体一起沿轴向运动，实现预成型体内型面与内芯模的外型面界面分离，

从加压模具与内芯模之间形成的空腔中取出预成型体；

[0033] 步骤9：对预成型体修边和去毛刺，得到复合裙。

[0034]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1中，复合裙采用的预浸料为T700碳纤维增强环氧树脂基体

体系的预浸料，该体系预浸料在加压固化下树脂与纤维粘接界面强度明显提高，符合加压

固化成型对原材料的要求。

[0035]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2～步骤4中，利用吊装将加压模具与内芯模进行合模装配，

所述加压模具包括盖板1、侧压板2和脱模块3；所述盖板1和脱模块3通过第一紧固螺钉8固

定连接在所述内芯模4的支撑板5上；所述脱模块3通过轴向螺钉12固定连接在所述盖板1

上；所述侧压板2通过第二紧固螺钉9固定连接在所述盖板1上，侧压板2通过第三紧固螺钉

10固定连接在所述内芯模4上；所述盖板1和所述侧压板2与所述脱模块3以及所述内芯模4

构成模腔7；所述盖板1与内芯模身段通过第二定位销11定位；所述侧压板2与内芯模端部通

过第一定位销6定位。

[0036]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5中，将预成型体连同加压模具和内芯模4室温(20℃)静置4

～6小时，优选4小时，然后放入加温固化炉。

[0037]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5中，加温固化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中固化温度为

100～150℃，优选为130℃，固化时间为2～4小时，优选为2小时；第二阶段中固化温度为150

～200℃，优选为160℃，固化时间为4～6小时，优选为4小时；第三阶段中预成型体连同加压

模具和内芯模4随炉降温至室温取出。

[0038] 上述技术方案的步骤6～8中，卸掉加压模具的步骤为：首先，利用吊装卸掉所述侧

压板2，实现预成型体环面与侧压板2的界面分离；然后利用吊装卸掉所述盖板1，实现所述

盖板1分别与预成型体端面和所述脱模块3的界面分离，最后所述脱模块3在轴向螺钉12的

作用下带动预成型体一起运动，实现预成型体与所述的内芯模4的界面分离。

[0039] 本说明书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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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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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07901448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