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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

工艺，包括模具处理，糊制船底，船底成型，船底

注料，船底脱模，龙骨安装，龙骨填料，船底侧边

填料，船底清理，甲板安装，船艇零件组装一系列

工艺步骤。通过该工艺制备的船艇有如下优点：

龙骨结构质轻且结构强度高，降低船体重量同时

提高安全性，其次可对抗水汽对龙骨结构的腐

蚀，延长使用寿命；由于船底和龙骨结构通过结

构胶牢牢粘合，当船体破裂后散落后的甲板带有

发泡填充物可以作为临时急救工具，取代救生

圈，避免落水者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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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①模具的制作：采用玻璃钢制成阴模和阳模，要求内表面光顺，光洁度要求为镜面；

②模具合格后，用干净的棉纱布将模具表面擦拭干净，然后打蜡，用棉纱布蘸取少许蜡

液，螺旋形均匀涂在模具表面，间隔15-25分钟待其干燥后，用干净纱布将蜡面擦拭一遍，完

毕后再依上述方法打余下的几遍蜡，最后用羊毛轮抛光；

③胶衣喷涂：先用胶带把艇体模具的周边保护好，用两支喷枪在同一位置开始，最后在

同一位置会合，避免喷涂过程中停留时间过长，引起胶衣起皱；

此工艺要求：

1）喷涂前放掉空压机内存水分；

2）检查空气滤器是否好用；

3）喷枪与模具保持垂直，并距模具表面至少400mm；

4）喷涂时扇面搭接至少应在50mm范围内；

5）胶衣用量控制在600g/m2；

6）喷涂胶衣过程中时刻注意放水，谨防将水带入空气管中；

7）喷枪贮罐要经常清洗以防残留胶衣在罐内凝固；

④艇体成型：先采用手工糊制船底部分，胶衣固化到指干状态时，整体糊制：M50+2×

M300，用纤维丝、短切毡以树脂浸胶后，将船底部分的分水线填平，然后采用真空导入成型，

积层固化后，打磨毛刺、气泡，修补积层缺陷，然后按照真空袋成型法制作，先铺敷积层：3×

（0°、90°-600/300+±45°-600/300），垂直面、折角处用喷胶固定，以保证与模具相贴附，

⑤艇体加强：

1）船底加强，船底增加铺敷一层0°、90°-600/300多轴向布，

2）船底折角加强，船底折角加强铺敷一层0°、90°-600/300多轴向布、一层±45°-600/

300多轴向布、一层0°、90°-600/300多轴向布，幅宽在200mm—250mm范围内，

3）舷侧、舷墙折角加强，舷侧及舷墙折角加强铺敷三层±45°-600/300多轴向布，舷墙

折角部分向上过渡100mm；

⑥树脂导入：将阴模和阳模的之间的模腔进行完全填充，待树脂完全固化；

⑦船底脱模：待固化完毕后完成船底的制造，脱模切边去除船底边部的毛刺；

⑧龙骨安装：经过注模成型的龙骨肋骨，相互粘合形成龙骨结构，在龙骨结构上开设注

料孔和排水孔，取来中空的龙骨结构，龙骨结构中部设有空腔，表面设有注料孔，将龙骨结

构通过结构胶胶粘的方式固定在船底内表面；

⑨龙骨填料：取来异氰酸酯和聚醚进行现场混合得到液态发泡填料，先将排水管（30）

插入排水孔内，将混合的液态发泡填料快速的注入龙骨结构的注料孔，将整个龙骨结构的

空腔完全填充满发泡填料，液态发泡填料固化为硬质发泡填料，并将排水管（30）进行固定，

在船艇运行中，船底前身翘起，船头高度高于船尾；

⑩船底侧边填料：继续使用液态发泡填料，将龙骨结构与船底内表面的侧边腔（61）进

行充填，填充至与龙骨结构齐平的高度；

⑪船底清理：打磨并清理船底的外周侧，去除毛刺和杂边；

⑫甲板安装：甲板与船底外周通过钻孔和紧固件进行固定，龙骨结构压紧于甲板底部；

⑬船艇零件组装：安装座椅、门框、挡风罩、顶棚和灯饰，并安装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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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船舶制造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船舶龙骨结构主要作用是承重，是船舶，特别是小型船舶的最重要承重结构，承受

船体的纵向弯曲力矩，保证船舶结构强度。龙骨结构包括作为纵向构件的龙骨、旁龙骨和龙

筋等；及作为横向构件的肋骨。

[0003] 而生活中常用的船舶如船艇、工作艇、执法艇等都会用到这种龙骨，以加强船身整

体的结构强度，而目前的技术中多采用木质的板材作为龙骨的优选材料，原因在于木质龙

骨具有一定的结构强度，其次重量较轻，中部有稀疏的孔，可以保证龙骨能为船身提供一定

的浮力。

[0004] 但是，这种木质龙骨存在如下缺点，因其采用木质板材，而船舶多在水面活动，湿

度较大，导致龙骨吸收水分表面发霉，进而腐烂，导致整个龙骨结构在使用过程中随时间而

不断降低，最终在撞击或海浪拍打时导致整个船身断裂。

[0005] 尤其是工作艇或执法艇在深海区域作业时，难以避免直接的冲突，船身断裂会导

致致命结果，对船员、工作人员的威胁是致命的。

[0006] 因此如何提高龙骨的耐候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7] 同时现有的船艇中仍旧采用钢板作为船底的板材，使得整个船底重量较大，船体

吃水大，降低船体整体的载重能力。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通过该工艺得到的防

沉玻璃钢船艇的龙骨结构有效防沉，质轻且结构强度高，可对抗水汽对龙骨结构的腐蚀，延

长使用寿命。

[0009]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

造工艺，步骤如下：

[0010] (1)模具处理：擦拭模具阴模和阳模内表面，打蜡，喷涂胶衣；

[0011] (2)糊制船底：胶衣固化到指干状态时，整体糊制，用纤维丝、短切毡以树脂浸胶

后，采用真空导入成型积层固化后，打磨毛刺、气泡，修补积层缺陷；

[0012] (3)船底成型：在阴模内表面铺设玻璃纤维布；

[0013] (4)船底注料：阳模下压并固定在阴模外，压紧玻璃纤维布，形成模腔，此时向模腔

内注入树脂

[0014] (5)船底脱模：待固化完毕后完成船底的制造，脱模切边去除船底边部的毛刺；

[0015] (6)龙骨安装：取来中空的龙骨结构，龙骨结构中部设有空腔，表面设有注料孔，将

龙骨结构通过结构胶胶粘的方式固定在船底内表面；

[0016] (7)龙骨填料：取来液态树脂软料和发泡剂进行现场混合得到液态发泡填料，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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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液态发泡填料快速的注入龙骨结构的注料孔，将整个龙骨结构的空腔完全填充满发泡

填料，液态发泡填料固化为硬质发泡填料；

[0017] (8)船底侧边填料：继续使用液态发泡填料，将龙骨结构与船底内表面的多余空腔

进行充填，填充至与龙骨结构齐平的高度；

[0018] (9)船底清理：打磨并清理船底的外周侧，去除毛刺和杂边；

[0019] (10)甲板安装：甲板与船底外周通过钻孔和紧固件进行固定，龙骨结构压紧于甲

板底部；

[0020] (11)船艇零件组装：安装座椅、门框、挡风罩、顶棚、灯饰等结构物，并安装发动机。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的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具有如下

有益效果：

[0022] 一、采用本发明工艺制的防沉玻璃钢船艇，龙骨结构内的填充物为发泡塑料，均不

吸收水分，不会被水腐蚀，因此具有较为良好的耐候性，结构强度不会因水汽腐蚀而变低，

可以长久使用，耐用性高。

[0023] 二、以硬质发泡塑料为龙骨结构的主要填充物，取代木质龙骨结构，首先硬质发泡

塑料的硬度和结构强度高于木质龙骨，同时重量和密度明显低于木头，最关键在于可耐水

汽腐蚀。

[0024] 三、采用硬质发泡塑料作为填充物，由于整个填充物处于船体的甲板之下，并在骨

架壳内，可避免其接触光照而分解和氧气的氧化，进一步提高耐用性。

[0025] 四、在侧边腔内填充与骨架壳内部相同的硬质发泡塑料，将船身内侧面的空隙部

分用硬质发泡塑料进行填充，使整个船体都处于发泡材料的作用下，同时也增加了整个船

底四周对抗冲击的结构强度。

[0026] 五、采用玻璃钢作为船底的材料，其一，在于玻璃钢是一种高强度的复合塑料，质

轻而硬、不导电、性能稳定、机械强度高、回收利用少、耐腐蚀，可以代替钢材制。其二，玻璃

钢通过结构胶与龙骨结构胶粘粘接，与金属相比结构胶粘接塑料材料的表面连接更为牢

固。

[0027] 六、侧边腔与船底四周直接接触，发泡塑料脆而硬，内部含有较多的疏松闭合的硬

泡，可以吸收一部分的撞击的能力，当船身发生撞击时，侧边腔内的发泡材料可以吸收一部

分冲击能力，避免整个船身脆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0028] 七、若当船身断裂，由于龙骨结构和船底是采用结构胶胶合的方式进行粘接，破碎

的船底会带有部分的碎散的龙骨结构，使得船体在破碎后带龙骨结构的船底和散落出的发

泡塑料可以作为临时救生工具，帮助落水者浮起。

[0029] 八、本发明中船艇的船底为玻璃钢结构，结构坚固，提高了耐冲击力和耐压力，确

保船艇在游玩、工作、军事巡逻或载物的安全性，同时船底质轻，能够搭载更多的物件或工

作人员。

[0030] 优选所述液态树脂软料为异氰酸酯，发泡剂为聚醚，所述硬质发泡填料为聚氨酯

硬质泡沫，成本低制造建议，并且聚氨酯的硬质泡沫硬度相比其他塑料的硬度更强。

[0031] 优选的，所述龙骨结构的底部还包括排水孔，在步骤(7)龙骨填料过程中，先在排

水孔内插入一根排水管，排水管具有排水通道，通过排水管将排水通道与龙骨结构的内腔

相隔离，发泡填料无法进入排水通道内，待发泡填料固化后，排水管固定在排水孔处的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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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的流程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防沉玻璃钢船艇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防沉玻璃钢船艇实施例的拆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本实施例中防沉玻璃钢船艇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为本实施例中骨架壳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为本实施例中骨架壳的半剖结构示意图。

[0038] 附图标记：1、龙骨；2、肋骨；3、联构板；30、排水管；4、注料孔；5、甲板；60、甲板下仓

空间；61、侧边腔；7、船底。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40] 如图2所示，一种防沉玻璃钢船艇，包括甲板5、船底和龙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龙骨结构包括若干龙骨1和肋骨2，龙骨1和肋骨2相互垂直设置，所述龙骨1和肋骨2一体成

型设置为骨架壳，所述骨架壳为憎水的硬质材料，所述骨架壳内部中空设置有空腔，所述空

腔内填充满硬质的发泡塑料；所述龙骨结构通过结构胶胶粘于船底内侧表面，所述甲板5固

定于龙骨结构上方，甲板5与船底通过紧固件固定；所述龙骨1、龙筋2与船底内侧面围合形

成侧边腔61，所述侧边腔61填充有硬质的发泡塑料，所述船底由玻璃钢材质制成。

[0041] 其中，龙骨结构与船底7之间是通过结构胶粘接而成，由于龙骨结构中的骨架壳和

船底7均采用塑料材料，通过结构胶粘合更为牢固。

[0042] 甲板架设在龙骨结构的上方，甲板与龙骨之间未用结构胶连接，而是在甲板和船

底的连接处采用螺栓拧紧的方式进行连接。

[0043] 在侧边腔内填充硬质发泡塑料，将船身内侧面的空隙部分用硬质发泡塑料进行填

充，使整个船体都处于发泡材料的保护作用下，同时也增加了整个船底四周对抗冲击的结

构强度。

[0044] 侧边腔与船底四周直接接触，发泡塑料脆而硬，内部含有较多的疏松闭合的硬泡，

可以吸收一部分的撞击的能力，当船身发生撞击时，侧边腔内的发泡材料可以吸收一部分

冲击能力，避免整个船身脆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0045] 如图3至5所示的船舶防沉龙骨结构，包括两根龙骨1、若干肋骨2和若干联构板3，

龙骨1和肋骨2相互垂直设置，联构板3、龙骨1和肋骨2一体成型设置为骨架壳，骨架壳为憎

水的硬质材料，具体为一种硬质塑料材料，骨架壳内部中空设置有空腔，龙骨1、肋骨2和联

构板3的空腔相互连通，空腔内填充满硬质的发泡塑料。

[0046] 通过用硬质的塑料材料作为骨架壳的主体，并在骨架壳的空腔内填充闭合硬泡的

发泡塑料达到取代传统木质龙骨结构的目的。

[0047] 使得新的龙骨结构能够有效的抵抗水汽腐蚀，同时其结构强度也得到大幅的提

高，而龙骨的重量也下降很多。

[0048] 如图3所示，骨架壳共包括两根龙骨1，联构板3位于两根龙骨1之间，通过龙骨1、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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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2和联构板3在船体的甲板下方形成一个网状结构，为整个船底提供足够强的结构强度。

[0049] 本实施例中，由于船头和船尾在收到海浪冲击时，会发生左右的偏转以降低冲击

力，通过偏转达到缓冲目的；但是在船体中部受到侧面的冲击力时，船体中部是无法偏转

的，只能承受该冲击力，因此首先承受冲击力的是船侧板，其次肋骨2，肋骨2将冲击力传递

至龙骨1上，若中部无支撑，则很容易导致龙骨1向内侧完全变形；因此需要将联构板3设置

在肋骨2同一平面内，通过两侧的肋骨2和联构板3将冲击力进行抵抗，避免龙骨2变形，提高

结构强度。

[0050] 而船头处的联构板3与肋骨2平行但不处于同一平面，联构板3更靠近船头处，原因

在于联构板3与龙骨1为何形成位于船头处的空间为无用空间，是需要填充发泡塑料的空

间，而靠后处的空间则是甲板下仓空间60，该空间可以放置一些必要的工具或作为甲板5下

的存储空间，是一个有用的空间，因此将联构板3前移可以扩大甲板下仓空间60；同理船尾

处的联构板3也是相对靠外的，以此来扩大可利用的空间。

[0051] 硬质的发泡塑料由液态发泡塑料固化而成，联构板3、肋骨2和龙骨1上设有多个用

于液态发泡塑料流入的注料孔4，注料孔4位于龙骨1、肋骨2和联构板3的上端表面。本发明

中的发泡塑料可以采用聚氨酯硬质泡沫，异氰酸酯和聚醚为主要原料混合后快速通过注料

孔4填入龙骨1、肋骨2和联构板3内，自然也可以采用其他发泡材料，通过最后固化得到闭孔

结构的硬泡。

[0052] 注料孔4分布于肋骨2中部和联构板3中部，注料孔4还分布于龙骨1与相邻两个肋

骨2或联构板3交界处的中部，注料孔4尽可能的远离交界处，并且每个腔室都能给予其注

料，最大限度降低注料孔带来的结构强度影响。

[0053] 联构板3、龙骨1和肋骨2高度相同并在三者的顶部形成平整面，注料孔4位于顶部

的平整面，平整面更利于甲板的固定，以及注料孔的开设，可以使软泡由上至下通过重力作

用自然扩散开来，将空腔完全填补。

[0054] 联构板3与龙骨1之间构成独立的甲板下仓空间，联构板3上设有用于连接相邻甲

板下仓空间的排水通道，排水通道位于联构板3底部，排水通道包括联构板3上的通孔及防

止软泡流出的排水管30，将排水管30插入排水孔内，最后将软泡注入并固化，使排水管30固

定在通孔内，并将骨架壳内的空腔完全填满，避免水进入骨架壳的空腔内。

[0055] 排水通道连接相邻的两个甲板下仓空间，在船舶运行中船体的底部前身是略微翘

起的状态，船头高度高于船尾，因此船头部分的甲板下仓空间内进的水可以通过排水通道

向后排出。

[0056] 通过将上述的船舶防沉龙骨结构应用在船艇中，通过结构胶将龙骨结构粘合在船

底内侧壁，实现龙骨结构的固定，再通过其他方式将甲板5安装在龙骨结构的上表面，实现

防沉龙骨结构在船艇中的应用。

[0057] 本实施例中龙骨结构和船底是通过结构胶胶合的方式进行粘接的，粘接的面积

大，使得龙骨结构可以牢牢的粘附在船底内表面而不脱落。因此当船身断裂，由于龙骨结构

和船底是采用结构胶胶合的方式进行粘接，破碎的船底会带有部分的碎散的龙骨结构，使

得船体在破碎后带龙骨结构的船底可以作为临时救生工具，帮助落水者浮起。

[0058] 该船舶防沉龙骨结构可以应用在海水出警巡逻用的执法艇，可以用在捕鱼、打捞

用的工作艇，也可以用于普通的娱乐用的私人小型船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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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如图1所示的是上述防沉玻璃钢船艇的制造工艺，步骤如下：

[0060] (0)、模具的制作，采用玻璃钢制成阴模和阳模，要求内表面光顺，光洁度要求为镜

面。

[0061] (1)、模具合格后，用干净的棉纱布将模具表面擦拭干净，然后打蜡，用棉纱布蘸取

少许蜡液，螺旋形均匀涂在模具表面，间隔15-25分钟待其干燥后，用干净纱布将蜡面擦拭

一遍，完毕后再依上述方法打余下的几遍蜡，最后用羊毛轮抛光，

[0062] (2)、胶衣喷涂，先用胶带把艇体模具的周边保护好，用两支喷枪在同一位置开始，

最后在同一位置会合，避免喷涂过程中停留时间过长，引起胶衣起皱，

[0063] 此工艺要求：1)喷涂前放掉空压机内存水分；2)检查空气滤器是否好用；3)喷枪与

模具保持垂直，并距模具表面至少400mm；4)喷涂时扇面搭接至少应在50mm范围内；5)胶衣

用量控制在600g/m2左右；6)喷涂胶衣过程中时刻注意放水，谨防将水带入空气管中；7)喷

枪贮罐要经常清洗以防残留胶衣在罐内凝固，

[0064] (3)、艇体成型，先采用手工糊制船底部分，胶衣固化到指干状态时，整体糊制：M50

+2×M300，用纤维丝、短切毡以树脂浸胶后，将船底部分的分水线填平，然后采用真空导入

成型，积层固化后，打磨毛刺、气泡，修补积层缺陷，然后按照真空袋成型法制作，先铺敷积

层：3×(0°、90°-600/300+±45°-600/300)，垂直面、折角处用喷胶固定，以保证与模具相贴

附，

[0065] 艇体加强，1)船底加强，船底增加铺敷一层0°、90°-600/300多轴向布，2)船底折角

加强，船底折角加强铺敷一层0°、90°-600/300多轴向布、一层±45°-600/300多轴向布、一

层0°、90°-600/300多轴向布，幅宽在200mm—250mm范围内，3)舷侧、舷墙折角加强，舷侧及

舷墙折角加强铺敷三层±45°-600/300多轴向布，舷墙折角部分向上过渡100mm，

[0066] (4)、树脂导入，将阴模和阳模的之间的模腔进行完全填充，待树脂完全固化。

[0067] (5)、船底脱模：待固化完毕后完成船底的制造，脱模切边去除船底边部的毛刺。

[0068] (6)、龙骨安装：经过注模成型的龙骨肋骨，相互粘合形成龙骨结构，在龙骨结构上

开设注料孔和排水孔，取来中空的龙骨结构，龙骨结构中部设有空腔，表面设有注料孔，将

龙骨结构通过结构胶胶粘的方式固定在船底内表面；

[0069] (7)、龙骨填料：取来异氰酸酯和聚醚进行现场混合得到液态发泡填料，先将排水

管30插入排水孔内，将混合的液态发泡填料快速的注入龙骨结构的注料孔，将整个龙骨结

构的空腔完全填充满发泡填料，液态发泡填料固化为硬质发泡填料，并将排水管30进行固

定；

[0070] (8)、船底侧边填料：继续使用液态发泡填料，将龙骨结构与船底内表面的侧边腔

61进行充填，填充至与龙骨结构齐平的高度；

[0071] (9)、船底清理：打磨并清理船底的外周侧，去除毛刺和杂边；

[0072] (10)、甲板安装：甲板与船底外周通过钻孔和紧固件进行固定，龙骨结构压紧于甲

板底部；

[0073] (11)船艇零件组装：安装座椅、门框、挡风罩、顶棚、灯饰等结构物，并安装发动机。

[0074] 以上所述使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不脱离本发

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型和改进，这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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