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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

型方法，采用硬质外模、硬质芯模，在硬质芯模的

下表面上铺贴预浸料，然后扣入硬质外模内，再

采用真空袋将前述的整体套装在内进行封闭，而

后在高温高压下使预浸料固化制成C型盒体零

件；固化前，硬质芯模的下表面与硬质外模的内

表面之间的间隙Δ＝L×(β－α)×X+δ，其中，

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

外模的膨胀率，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

率，X为补偿系数0.5，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

度，以铺贴的所述预浸料的厚度形成所述间隙。

本发明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外形完全符合数模理

论外形，尺寸精确、厚度均匀，表面光滑平整，避

免了硬质外模、软膜芯模成型所产生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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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硬质外模、硬质芯模，在硬质

芯模的下表面上铺贴预浸料，然后扣入硬质外模内，再采用真空袋将前述的整体套装在内

进行封闭，而后在高温高压下使预浸料固化制成C型盒体零件；

固化前，硬质芯模的下表面与硬质外模的内表面之间的间隙Δ＝L×(β－α)×X+δ，其

中，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

的膨胀率，X为补偿系数0.5，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以铺贴的所述预浸料的厚度形成

所述间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硬质外模的材

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1m，α为1.92mm，β为3.68mm，X为0.5，

δ为1.4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硬质外模的材

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5m，α为1.92mm，β为3.68mm，X为0.5，

δ为4.4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硬质外模的材

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18m，α为1.92mm，β为3.68mm，X为

0.5，δ为1.58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硬质外模的材

质为碳纤维、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1m，α为0.11mm，β为3.68mm，X为

0.5，δ为1.4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硬质外模的材

质为殷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21m，α为0.24mm，β为3.68mm，X为

0.5，δ为2.7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硬质外模的材

质为殷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32m，α为0.24mm，β为3.68mm，X为

0.5，δ为3.2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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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航空复材零件的成型方法，特别是C型盒体零件的成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复合材料C型盒体零件(如附图1所示)的制造主要采用硬质外模、软膜芯模进

行成型的方法，其中软膜芯模的类别有气囊芯模、橡胶芯模、真空袋。

[0003] 以气囊芯模作为软膜芯模的成型方法，是先在硬质外模上铺贴预浸料，放置气囊

芯模，预浸料在高温高压下实现从湿料状态向干料状态的固化转变，从而形成C型盒体零

件。此方法的不足之处有：1、由于零件的内表面接触的气囊芯模是橡胶材质，橡胶面属于软

接触，而预浸料的增强体是纤维编织一层，软接触加压会导致固化后的零件表面呈现纤维

编织纹路，因此制得的零件内表面不平，后续装配操作会产生装配间隙，同时其厚度均匀性

较差；2、气囊芯模需要通过先做的假件翻制而成，同时气囊芯模是橡胶材质，使用寿命较

短，其制造成本高、制造周期长，还不耐用。

[0004] 以橡胶芯模作为软膜芯模的成型方法，成型过程与以气囊芯模作为软膜芯模的成

型方法相同，不同的是气囊芯模是通过外压传递进行零件加压，橡胶芯模是通过橡胶本身

的膨胀性能进行零件加压。此方法的不足之处有：1、制得的零件内表面不平，后续装配操作

会产生装配间隙，同时其厚度均匀性较差，原因与以气囊芯模作为软膜芯模的成型方法相

同；2、橡胶芯模需要通过先做的橡胶浇注模翻制而成，同时橡胶芯模是橡胶材质，使用寿命

较短，其制造成本高、制造周期长，还不耐用。

[0005] 以真空袋作为软膜芯模的成型方法，成型过程与以气囊芯模作为软膜芯模的成型

方法相同。此方法的不足之处有：由于零件的内表面与真空袋的接触属于软接触，而预浸料

的增强体是纤维编织一层，软接触加压会导致固化后的零件表面呈现纤维编织纹路，同时

真空袋的褶皱会引起预浸料料层在固化时形成褶皱，因此制得的制得的零件内表面有褶

皱，后续装配操作无法进行，同时其厚度均匀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目的：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的成型

方法，使得到的零件具有良好的表面质量。

[0007] 技术方案：一种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采用硬质外模、硬质芯模，在硬质

芯模的下表面上铺贴预浸料，然后扣入硬质外模内，再采用真空袋将前述的整体套装在内

进行封闭，而后在高温高压下使预浸料固化制成C型盒体零件；

[0008] 固化前，硬质芯模的下表面与硬质外模的内表面之间的间隙Δ＝L×(β－α)×X+

δ，其中，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

芯模的膨胀率，X为补偿系数0.5，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以铺贴的所述预浸料的厚度

形成所述间隙。

[0009] 最佳的，硬质外模的材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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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为1.92mm，β为3.68mm，X为0.5，δ为1.4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

性不超过±5％。

[0010] 最佳的，硬质外模的材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0.5m，

α为1.92mm，β为3.68mm，X为0.5，δ为4.4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

性不超过±5％。

[0011] 最佳的，硬质外模的材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

0.18m，α为1.92mm，β为3.68mm，X为0.5，δ为1.58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

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0012] 最佳的，硬质外模的材质为碳纤维、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

0.1m，α为0.11mm，β为3.68mm，X为0.5，δ为1.4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

度均匀性不超过±5％。

[0013] 最佳的，硬质外模的材质为殷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

0.21m，α为0.24mm，β为3.68mm，X为0.5，δ为2.7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

度均匀性不超过±5％。

[0014] 最佳的，硬质外模的材质为殷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

0.32m，α为0.24mm，β为3.68mm，X为0.5，δ为3.2mm，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

度均匀性不超过±5％。

[0015]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外形完全符合

数模理论外形，尺寸精确、厚度均匀，表面光滑平整，均为贴膜面的光滑表面质量，消除了假

件、橡胶浇注模等过渡工装发生的成本，避免了硬质外模、软膜芯模成型所产生的缺陷。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C型盒体零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成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19] 实施例1

[0020] 一种航空复材C型盒体零件成型方法，如附图2所示，采用硬质外模1、硬质芯模2，

在硬质芯模的下表面上铺贴预浸料3，然后扣入硬质外模内，再采用真空袋4将前述的整体

套装在内进行封闭，而后在高温高压下使预浸料固化制成C型盒体零件。

[0021] 固化前，硬质芯模的下表面与硬质外模的内表面之间的间隙Δ＝L×(β－α)×X+

δ，硬质外模的材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温度为180℃，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

寸，L＝0.1m，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δ＝1.4mm，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α

＝1.92mm，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率，β＝3.68mm，X为补偿系数0.5。计算得Δ＝

1.488mm≈1.5mm，即将间隙控制在1.5mm，以铺贴的预浸料的厚度形成该间隙。制得的C型盒

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表面平滑无胶棱。

[0022] 本发明原理基于：复合材料零件在固化前的预浸料原材料厚度比固化后的成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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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厚度要厚，在同一温度下，硬质外模、硬质芯模的材料不同则膨胀率不同。为此，应用热胀

冷缩原理，采用不同膨胀率的材料作为硬质外模、硬质芯模，通过合理设计硬质芯模的下表

面与硬质外模的内表面之间的间隙，通过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的膨胀进行对零件加压固化。

[0023] 预浸料在高温高压下固化时，如附图2所示，空心箭头指依靠硬质芯模膨胀实现对

零件左右两个侧边加压，实心箭头指依靠热压罐等固化环境压力实现对零件底面加压，固

化后的零件轻松脱模，硬质芯模的特性实现零件表面平整，硬质芯模的膨胀率均一性实现

对零件厚度的均匀性控制。

[0024] 实施例2

[0025]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硬质外模的材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

温度为180℃，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L＝0.5m，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δ＝4.4mm，

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α＝1.92mm，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率，β＝

3.68mm，X为补偿系数0.5。计算得Δ＝4.84mm≈4.8mm，即将间隙控制在4.8mm，以铺贴的预

浸料的厚度形成该间隙。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5％，

表面平滑无胶棱。

[0026] 实施例3

[0027]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硬质外模的材质为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化

温度为180℃，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L＝0 .18m，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δ＝

1.58mm，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α＝1.92mm，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率，

β＝3.68mm，X为补偿系数0.5。计算得Δ＝1.7384mm≈1.7mm，即将间隙控制在1.7mm，以铺贴

的预浸料的厚度形成该间隙。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

5％。

[0028] 实施例4

[0029]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硬质外模的材质为碳纤维、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

固化温度为180℃，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L＝0.1m，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δ＝

1.4mm，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α＝0.11mm，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率，β

＝3.68mm，X为补偿系数0.5。计算得Δ＝1.5785mm≈1.6mm，即将间隙控制在1.6mm，以铺贴

的预浸料的厚度形成该间隙。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

5％。

[0030] 实施例5

[0031]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硬质外模的材质为殷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

化温度为180℃，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L＝0.21m，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δ＝

2.7mm，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α＝0.24mm，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率，β

＝3.68mm，X为补偿系数0.5。计算得Δ＝3.0612mm≈3.06mm，即将间隙控制在3.06mm，以铺

贴的预浸料的厚度形成该间隙。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

±5％。

[0032] 实施例6

[0033] 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硬质外模的材质为殷钢、硬质芯模的材质为铝，固

化温度为180℃，L为C型盒体零件基本尺寸，L＝0.32m，δ为C型盒体零件固化后厚度，δ＝

3.2mm，α为固化温度下硬质外模的膨胀率，α＝0.24mm，β为固化温度下硬质芯模的膨胀率，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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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mm，X为补偿系数0.5。计算得Δ＝3.7504mm≈3.75mm，即将间隙控制在3.75mm，以铺

贴的预浸料的厚度形成该间隙。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孔隙率不超过1％，厚度均匀性不超过

±5％。

[0034] 可见，上述各实施例制得的C型盒体零件外形完全符合数模理论外形，尺寸精确、

厚度均匀，表面光滑平整，均为贴膜面的光滑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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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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