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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合材料构件热压罐成型过程中ꎬ成型模具型板表面与构件直接接触进行热传导ꎬ因
此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对复合材料构件成型精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对框架

式成型模具固化成型过程中的温度场进行模拟ꎬ找出领先点和滞后点ꎬ对型板表面温度分布进

行分析ꎮ 为改善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ꎬ结合热阻原理和射流冲击效应ꎬ设计一种变厚度的梯形

型板、阶梯形型板和连续变厚度型板ꎮ 仿真结果表明ꎬ合理地改变型板厚度对改善型板温度均

匀性具有一定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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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 ５０年来ꎬ先进复合材料因其高强度、耐高温、抗疲

劳等优点ꎬ在航空航天、机械工程、医疗、交通等行业得到

了日益广泛的应用与发展ꎮ 尤其是航空制造业ꎬ复合材料

在飞机中的应用比例逐年提升ꎬ成为航空工业中主要发展

和研究的对象[１－２] ꎮ
热压罐工艺依旧是目前航空企业在复合材料构件成

型中主要使用的一种成型方法[３] ꎮ 复合材料构件的温度

场主要分为内部温度场和外部温度场ꎮ 其中ꎬ构件与热压

罐内空气的热对流为外部温度场ꎬ模具与构件之间、模具

及构件本身的热传导则为内部温度场ꎮ 成型模具与构件

在罐内压力的作用下始终紧紧贴合ꎬ因此成型模具型板表

面温度的均匀性对构件的温度场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ꎮ 随着罐内空气的循环流动ꎬ根据对流换热的特点ꎬ
复合材料构件温度场始终呈现随加热方向梯度变化趋

势[４] ꎬ其中成型模具型板表面与构件之间的热传递对这

一现象起到了主导作用ꎮ 复合材料上温度梯度的存在ꎬ则
会在成型过程中导致构件内部固化度不同步ꎬ形成残余应

力ꎬ在最终脱模时释放ꎬ形成固化变形ꎮ 固化变形不仅会

影响构件成型精度ꎬ还会影响使用寿命甚至报废[５] ꎮ
目前国内外对于成型模具温度场的改进主要从工艺

参数和成型模具入手ꎬ其中针对成型模具ꎬ大多通过模具

支撑结构与模具结构改进ꎮ 张铖等[６－７] 提出风速、温度速

率等工艺环境参数对于模具型面温差具有重要影响ꎮ 林

家冠等[８]通过对框架式模具温度分布的规律研究ꎬ设计

了一种在支撑结构散热口附近安装风扇的方法ꎬ以达到加

强底部气体流通的作用从而增强型板表面温度分布均匀

性ꎮ 傅承阳等[９] 则通过有限元仿真ꎬ研究确定成型模具

表面低温区域ꎬ设计了一种在低温区域安装加热器的方法

以改善成型模具温度分布ꎮ 张旭生等[１０] 通过改变模具支

撑结构散热口的闭合改变底部气体流动风道ꎬ研究发现 Ｔ
型风道对于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的提高效果最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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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模具结构出发ꎬ根据仿真结果确定模具型板表

面低温区域ꎬ通过对模具型板变厚度设计ꎬ改善气体在流

通中的热量损耗ꎬ以实现温度均匀地提高ꎮ

１　 数值模拟分析

复合材料构件热压罐成型是一个多场耦合的复杂过

程ꎮ 对复合材料传热情况分析如下ꎮ
１) 罐内空气与固体区域(模具和构件)之间通过气

体流动以对流换热的方式传递热量ꎮ
２) 由于脱模剂传导率低且厚度比较薄ꎬ因此可忽略

其对传热的影响ꎮ 本文仿真时假设成型模具与构件在固

化中受压力作用ꎬ模具型板上表面与构件下表面紧密贴

合ꎬ两者之间进行热传导ꎮ 此外模具本身存在热传导ꎮ
３) 复合材料构件内部树脂基固化放热ꎬ同时存在自

身热传递ꎮ
在以上传热规律的基础上ꎬ对热压罐固化过程中成型

模具温度场进行模拟仿真ꎮ

１.１　 基本方程

根据连续介质假设ꎬ质量守恒、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

３个基本方程的微分形式如下:
质量守恒方程:

∂ρ
∂ｔ
＋ｄｉｖ ρＵ( ) ＝ ０ (１)

动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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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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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ρ＝ ｆ ｐＴ( ) (４)
式中:ρ 为流体密度ꎻＵ 为流体速度ꎻη 为流体动力黏度ꎻｐ
为压力ꎻＳｕ、Ｓｖ、Ｓｗ 为动量方程的广义源项ꎻｈ 与流体压强

和流体温度相关ꎻλ 是导热系数ꎻＳｈ 为内热源ꎻφ 为耗散函

数ꎻＴ 为温度ꎮ
对于固体区域ꎬ其能量方程为

∂ρｓｃ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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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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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
∂ｘ ｊ

æ

è
ç

ö

ø
÷ ＋ＱＴ (５)

式中:ρｓ 为固体密度ꎻｃｓ 为固体比热ꎻＴｓ 为固体温度ꎻＱＴ 为

内部热源项ꎮ

１.２　 模型建立与网格划分

热压罐在航空领域常用于为复合材料构件成型时提供

所需温度和压力ꎮ 成型前需将预浸料、脱膜材料、透气毡等

材料按序铺放于模具之上ꎬ进行密封处理ꎬ再在真空袋中入

罐ꎮ 一般固化过程将经过升温—加压—保温—降温—降压

的过程ꎬ其中罐内热量主要通过空气的流动进行传递ꎮ
本文将热压罐工作内腔简化为圆柱体ꎬ成型模具为传

统框架式模具ꎬ如图 １ 所示ꎮ 研究所用模具尺寸大小为

１ ５００ ｍｍ×１ ５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ꎬ金属钢ꎮ 热压罐工作内腔

直径为 ２.５ ｍꎬ长 ７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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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框架式成型模具结构

在 ＦＬＵＥＮＴ流体仿真之前ꎬ需要对简化后模型进行网

格划分ꎮ 本文所用模型为框架式模具ꎬ结构简单ꎬ可采用

网格质量高、计算精度高的结构网格进行划分ꎬ得到近

１５×１０４ 结构网格ꎮ

１.３　 流体流动模型和边界条件

将上一步所得热压罐及模具的网格文件导入ＦＬＵＥＮＴ
进行计 算ꎮ 本 文 使 用 的 传 热 介 质 为 空 气ꎬ 密 度 为

１.２３７ ｋｇｍ－３ꎬ气体流速为 １.５ ｍｓ－１ꎬ动力黏度为 １.７９×
１０－５ Ｐａｓꎮ 一般来说可通过对雷诺数 Ｒｅ 判断流体流动

模型ꎮ

Ｒｅ ＝
１.２３７×１.５×２.５
１.７９×１０－５

≈２５９ １４８>１２ ０００ (６)

由式(６)可知 Ｒｅ≥８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ꎬ判断流体流动为湍

流ꎬＦＬＵＥＮＴ计算模型选择标准 ｋ－ε 模型ꎮ
根据热压罐工作原理设定边界条件如下:
１) 热压罐入口设为速度入口(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ｌｅｔ)ꎬ通过

ＵＤＦ( ｕｓ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编译固化温度曲线如图 ２
所示[４] ꎮ

２) 热压罐尾端采用压力出口(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ｕｔｆｌｏｗ)ꎮ
３) 壁面设置为 Ｗａｌ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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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简化工艺曲线

１.４　 模拟结果和分析

将仿真结果与文献[４]中的实验数据进行验证比对

(图 ３)ꎬ两者误差在 ５％左右ꎬ验证了仿真的准确性ꎮ 图 ４
为升温结束时型板表面温度分布ꎬ此时最大温差为

５０.１ Ｋꎬ温度方差为 １６６.２７ Ｋ２ꎬ温度整体呈阶梯状分布趋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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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ꎬ其中在距迎风端 ８０％的地方出现低温区域ꎬ占总面积

的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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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实验数据曲线和仿真数据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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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Ｔ＝７ ２００ ｓ 时型面表面

温度分布

２　 非等厚型板模具温度场模拟

导致上文型板表面出现阶梯状分布趋势主要原因为:
一方面ꎬ流体在外掠过型板表面时ꎬ由于其黏性会在交界

处形成边界层ꎬ而随着流体的流动方向动能逐渐耗损ꎬ边
界层越来越厚ꎬ热阻随之变大[１１－１２] ꎮ 另一方面ꎬ模具底部

支撑结构在射流冲击换热时入风端处的隔板起到了阻碍

作用ꎬ导致冲击强度随着气体的流向降低ꎮ 因此可设计一

种非等厚型板以适应型板表面不同热阻作用ꎮ

２.１　 梯形非等厚度型板

根据图 ４ 可知高温区域出现在迎风端端口附近区

域ꎮ 因此设计 ４ 组梯形非等厚型板ꎬ从迎风端口处开

始ꎬ 分 别 至 距 迎 风 端 ４００ ｍｍ、 ４５０ ｍｍ、 ５００ ｍｍ 和

６００ ｍｍ 处ꎮ 原框架式成型模具型板厚度为 １５ ｍｍꎬ此
处对型板进行变厚度处理ꎬ将高温区域厚度调整为

２０ ｍｍꎬ其他区域降至 １０ ｍｍꎮ Ｔ ＝ ７ ２００ ｓ 时型板表面

温度分布如图 ５ 所示ꎮ
由图 ６(ａ)可知ꎬ以上 ４ 种梯形型板在不同程度上对

于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均有所改善ꎮ 其中距离迎风端

５００ｍｍ时ꎬ最大温差为 ２９. ８１ Ｋꎬ相较原始型板降低了

４０.５１％ꎬ最大温度方差 ４３.８ Ｋ２ꎬ降低了 ７３. ６５％ꎮ 如图 ５
所示ꎬ所有型板表面在过渡区均出现温度起伏区域ꎬ其中

４００ｍｍ和 ６００ｍｍ在厚度过渡区域更为明显ꎬ因此可通过

对距离迎风端 ３０％~３３.３％处进行加厚处理ꎮ
根据图 ６(ｂ)和表 １可知ꎬ在厚度从 ２０ｍｍ~１０ｍｍ 突

400 mm 450 mm

500 mm 600 mm

�M4

图 ５　 Ｔ＝７ ２００ ｓ 时梯形型板表面温度云图

变区域ꎬ型板表面出现最大温度起伏ꎬ其中最大温度起伏

区域多出现于厚度突变交界处ꎮ 随着距迎风端距离增大ꎬ
突变区域距离迎风端越远ꎬ温度起伏区域也随之后移ꎬ且
区域长度及温度差随之增大ꎮ 此外由图 ６(ｂ)可知梯形型

板并未对低温区域位置产生影响ꎬ仍出现在距离迎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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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梯形型板表面温度曲线分析

表 １　 不同距离温度起伏区域及温差

距迎风端的
距离 / ｍｍ

起始点 /
ｍｍ

终止点 /
ｍｍ

区域长
度 / ｍｍ

温度
差 / Ｋ

４００ ３０.２ ４４.０ １３.８ ５.８

４５０ ３２.９ ４７.３ １４.４ ６.５

５００ ３４.５ ５４.８ ２０.３ ７.０

６００ ３９.７ ７１.８ ３２.１ ８.９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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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阶梯形非等厚度型板

由上节可知ꎬ梯形型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高

了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ꎬ但在厚度突变区域都出现了明显

的温度起伏区域ꎮ 在此基础上ꎬ设计一种阶梯形型板ꎬ在
高温区域将厚度采用逐渐递减的方式ꎬ将厚度从 ２０ｍｍ递

减至 １０ｍｍ并保持ꎮ 同时ꎬ根据上节所产生的突变处温度

起伏ꎬ将距迎风端距离增大ꎬ采用阶梯形变化趋势ꎬ取消厚

度突变区域ꎬ使得高温区域后面区域更接近于原厚度ꎬ从
而缓解突变改善均匀性ꎮ 本文共设计 ６组实验ꎬ分别距离

迎风端 ６００ｍｍ、 ７０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 ９００ｍｍ、 １ ０００ｍｍ 和

１ １００ ｍｍꎮ Ｔ＝ ７ ２００ ｓ时型板表面温度分布如图 ７ 所示ꎬ
阶梯形型板表面温度曲线如图 ８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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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mm800 mm

1 000 mm 1 100 mm

�
�

图 ７　 Ｔ＝７ ２００ ｓ 时阶梯形型板表面温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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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阶梯形型板表面温度曲线分析

根据图 ７和图 ８可知ꎬ相较于梯形型板ꎬ阶梯形型板

表面云图未出现明显的起伏现象ꎮ 此外ꎬ根据图 ８( ａ)对
比这 ６组数据ꎬ阶梯形型板对于温度均匀性改善起到了一

定作用ꎬ其中当距离迎风端 ９００ｍｍ时ꎬ最大温差与温度方

差都达到了最小值ꎬ即温度均匀性达到最佳状态ꎮ 此时最

大温差为 ３２.７８ Ｋꎬ相较于原始温差降低了 ３４.５６％ꎬ温度

方差为 ３２.２６ Ｋ２ꎬ下降了 ７０.２５％ꎮ

２.３　 连续变厚度型板

前两种变厚度方式均为对固定区域进行厚度变厚处

理ꎬ本节中提出一种从迎风端开始处幂函数连续变厚度方

式ꎮ 本文采用 ｓ∝ｘｎ 厚度变化函数ꎬ其中 ｓ 为型板厚度ꎬｘ
为距迎风端距离ꎬ其中 ｎ 取 ０.５~ １ꎮ 其型板表面温度分布

与温度均匀性参数结果如图 ９和图 １０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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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连续变厚度型板表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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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９和图 １０(ａ)可知ꎬ当 ｎ 为 ０.８时ꎬ最大温差及

温度方差达到最小ꎬ即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最好ꎬ此时温

度方差为 ２５.９８ Ｋ２ꎮ 而随着 ｎ 的增大或减小ꎬ温度方差也

随之增大或减小ꎮ 周光炯等[１２] 研究表明ꎬ温度边界层与

速度边界层成正比相关ꎬ且 δｔ∝ｘ０.８ꎮ 当 ｎ 为 ０.８时ꎬ即 ｓ∝
ｘ０.８时ꎬ型板厚度变化规律与温度边界层厚度变化规律同

步ꎬ因此型板表面温度均匀性达到最佳ꎮ

３　 结语

本文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进行热压罐固化过程中温度场模

拟ꎮ 研究发 现 型 板 表 面 低 温 区 域 出 现 在 距 迎 风 端

１１５ ｍｍ处ꎬ约占面积 ２５％ꎮ 为有效提高型板表面温度均

匀性ꎬ本文提出一种对型板不同区域变厚度方法ꎬ分别对

型板低温区域减厚和高温区域加厚ꎮ 主要包括 ３种厚度

方法:梯形、阶梯形、连续变厚度ꎬ通过有限元仿真对改

善后型板分别进行模拟型板表面温度分布均匀性ꎬ分析

得到以下结果:
１) 梯形型板在突然变厚度区域存在明显的温度起伏

现象ꎬ其中 ４００ｍｍ与 ６００ｍｍ 尤为明显ꎬ因此可通过对距

离迎风端 ３０％~３３.３％处进行加厚处理ꎮ
２) 阶梯形型板未出现明显温度起伏现象ꎬ当距离迎

风端 ９００ｍｍ区域加厚时ꎬ温度均匀性达到最佳状态ꎬ温度

方差降低近 ７０.２５％ꎮ
３) 连续变厚度型板采用 ｓ∝ｘ０.８函数关系时ꎬ型板厚

度变化规律与温度边界层厚度规律一致ꎬ此时温度均匀性

最佳ꎬ结果表明此时温度方差降低了 ８４.３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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