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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江西省实施“航空强省战略”的大好形势下，南昌航空大学作为省内唯一的航空大学，本科教学的航空特色建

设则显得十分必要。高分子材料（尤其是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的应用日益广泛，“聚合物加工工程”作为高分子

材料及工程本科专业之主干课程之一，补充一些航空特色教学内容就很有必要。针对该课程的教材缺乏航空特色的情况，

该课程团队的教师依托自身航空教育背景和航空企业工作经历，就《中国航空材料手册》的内容开展航空特色教学内容

建设。在教学内容方面，补充了碳纤维增强双马来酰亚胺层合板的热压罐成型、飞机座舱玻璃的双轴拉伸取向成型、航空

透明件、蜂窝夹层结构件的结构胶结技术、特殊密封材料的特点及成型加工技术等；在实践性教学方面，开设了具有航空材

料成型加工综合性实验，以及组织学生到航空企业进行实践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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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ood situa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strong aviation province" in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unique

university  of  the  aviation  special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v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n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is very necessary. Polymer materials (especially advanced resin matrix composites) are widely used

in  aerospace.  Polymer  processing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for  undergraduate  majors  of  polymer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some aviation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contents. In view of the lack of avi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urse materials, the teachers of the course team rely on their own aviation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working experience of

aviation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viation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content on the contents of the "China Aviation

Materials  Manual".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s,  they  are  supplemented  that  as  follows.  Autoclave  moulding  of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bismaleimide  laminates,  biaxial  stretching  orientation  of  PMMA  panel,  and  thermo-forming  of  the  windshield  glass,

structural cementing technology of the honeycomb sandwich structural parts,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al sealing materials. There ar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 forming and process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n aeronautic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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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聚合物加工工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的主干专业课程，课程涵盖了塑料、橡胶、复合材

料的成型加工方法和设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该课程由“塑料成型工艺学”、“橡胶工艺学”、

“复合材料成型工艺与设备”等三部分内容组成。

国内不少高校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课程建设、考

核方式、教学模式等展开了探讨和实践。如：青岛

科技大学的夏琳对“塑料成型工艺学”课程的教材

选择、精讲内容、提高教师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

将传统教学模式与多媒体教学有机结合等方面进

行了探讨[1]；湖南科技大学的廖博提出了用多媒体

动画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尝试将理论性不太

强的内容请学生讲解等方法把学生的被动学习变

为主动学习[2]；湖北大学的蔡芳昌针对“高分子成

型加工课程”，围绕着教学手段、课程的实验教学

改革、实行校企合作等进行了探讨[3]；王小萍等提

出了“多维度教学、与高分子学科其他课程的融合

教学、多学科的交融教学、多层次的实践教学”的

“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创新教学探索 [4]。卞军 [5]、

王成双等 [6]、陈非等 [7] 分别针对自身学生的特点，

对相关高分子的成型加工、设备等相关课程探讨

并分享了各自的教学经验和成果。对于橡胶工艺

学课程[8-10]，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加工工艺与设备课

程[11-12] 也有一些教学改革探索。

上述有关“聚合物加工工程”教学改革研究的

是非国防或航空类高校的，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

样的研究型航空高校的本科专业教学目标与我校

明显不同，因而借鉴意义不大[13-14]。为此，我们“聚

合物加工工程”教学团队开展了该课程的航空特色

教学内容建设，紧密围绕教学大纲，在保证课程主

干内容的情况下，建设了一部分航空特色内容。

1     航空特色教学内容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

1.1   江西航空强省发展规划的大势所趋

江西省以 2008 年为基准年，制定了航空产业

发展规划，把航空产业作为十大战略性产业之一用

于振兴江西。2015 年，江西省再次制定了构建航

空制造、民航运输、通用航空、临空经济“四位一

体”协同发展的航空产业体系，实现由航空大省向

航空强省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并要求南昌航空大学

在人才培养上起到应有的作用[15]。江西省航空产

业规划提出 3~5 年的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即形成

航空材料、航空装备、大部件、整机设计制造 [16]

（图 1）。

1.2   学校航空背景和特色和专业特色建设需要

南昌航空大学 1952 年从武汉搬迁至南昌，学

校从中专、专科到大学，近 70 年来一直坚持航空

特色办学，在国内的航空制造热加工领域具有良

好的口碑和较高的知名度。作为热加工领域之

一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是江西省第一个创

办的专业，具有明显的航空特色，尤其是金属胶

接结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技术，是飞机先进性

的指标之一。在已经毕业的本科生中，有不少在

航空航天、民航和江西省工作，他们当中很多已

经成长为企业领导或者行业专家。我省实施新

的航空产业规划后，在原有的教练机、直升机原

 

航空制造业

整机设计制造 国际合作与转包 试飞 航空文化大部件航空设备航空材料

配套协作加工
产业

高强度金
属材料复
合材料

机载设备、
机场设备
制造业 

图 1   江西省航空产业规划发展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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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型基础上，增加了教练机新机型，拟研制不

同吨级的直升机，发展公务航空飞机、农林飞机

等通用飞机，无人直升机研制开发；这些新型飞

机的零部件绝大多数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或碳

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显然，对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专业人才的需求数量和质量都会逐年增多，大

量培养具有航空高分子专业背景的学生是当务

之急。

1.3   在校学生兴趣使然及航空企业校友建议

大多数报考我校的学生，他们热爱航空、愿意

为航空事业而奋斗[16]，但是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

业的主干专业课程之一—聚合物加工工程的可选

教材中，基本上都没有涉及航空的内容。因此，在

课程建设过程中，补充相关航空特色内容就很有必

要。这样，既满足了学生的航空情愫又符合人才培

养方向，可谓是一举两得。

2     航空特色教学内容的确定

2.1   航空特色教学内容的确定依据

1）围绕 2015 级培养计划方案“高分子材料成

型加工”的培养大纲，在相关章节中专门补充讲述

航空特色内容。

2）依据《中国航空材料手册》相关的非金属

分册[17-19]、先进航空材料与技术丛书[20-22]，补充航

空特色内容。补充的航空特色内容与课程内容的

对应关系，见表 1。

2.2   航空特色理论课教学内容

2.2.1   塑料材料及其制品

1) 热塑性塑料的注塑成型。主要讲述 ABS、

短切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1010、PC 材料特性（物理

力学电学）、工艺性能、工艺参数（注塑温度、模具

温度、注塑压力、塑化压力、注塑时间、充模时间

等），产品产生缺陷的原因及其纠正措施，以及模具

结构特点。

 
表 1    聚合物加工工程的课程中补充的航空特色内容与课程内容的对应关系

章节序号[23] 教材内容[23] 航空特色内容[17-19]

3.4     交联剂及其添加剂 1)氟橡胶F275的组成和配比

4.2     高分子材料的配方设计 2)氟硅橡胶FS6265的组成和配比

3)NBR5080的组成和配比

7.1     热固性树脂的模压成型 酚醛压塑粉制品的模压成型工艺

7.2     橡胶制品的模型硫化 1)橡胶密封件（O型密封件，异型材）的模型硫化

2)驾驶员操纵手柄包胶件的模型硫化

3)飞机口框铝合金件与橡胶的粘接硫化

7.3     复合材料的层压成型 1)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层压成型

2)夹层结构雷达天线罩的层压成型

7        注塑成型 ABS、PC、尼龙1010制品的注塑成型

短切纤维增强尼龙的注塑成型

11.4   热成型 座舱盖、整体圆弧风挡的热成型

11.5   合成纤维的拉伸 有机玻璃板材的单轴拉伸定向或双轴定向

12.1.1 静态浇铸成型 有机玻璃板材的浇铸成型

12.3   冷压烧结 PTFE的机械加工

整体油箱密封胶的材料及其注胶施工

专业的综合性实验（非理论课程内容） 1)F275橡胶、氟塑料薄膜的表面改性及其改性效果研究（6学时）

2)45°分模的F275橡胶O型圈、包覆O型圈的成型工艺（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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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固性塑料的模压成型。热固性酚醛树脂

具有良好的介电性能广泛用于电器元器件，是航空

仪表常用的材料之一，它是采用传统的模压成型

（或压缩模型）工艺完成。

3) 蜂窝夹层结构件的低压成型。雷达天线罩

是由玻璃纤维层压板蒙皮和 Nomex 尼龙纸蜂窝作

为夹层结构的构件，其中内外蒙皮是玻璃纤维增强

酚醛树脂手糊成型的层压板组成，蒙皮与蜂窝之间

用胶膜粘接，在真空烘箱（或热压罐中）低压并抽真

空固化而成。

4) 有机玻璃（PMMA）透明件的制造。航空有

机玻璃透明件主要包括风挡玻璃、座舱盖，在飞机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表 2 是国外战斗机透明

件的一些情况[21]，第二、三、四代机透明件的一些

具体情况见参考文献 [22-24]。

现有批生产国产机型透明件 (PMMA) 材料的

制造和舱盖成型流程见图 2。

2.2.2   橡胶材料及其制品

1) 橡胶密封件的模型硫化。航空常用的橡胶

牌号很多：如 NBR5080，试 5171，氟橡胶及氟醚橡

胶，氟硅橡胶，乙丙橡胶，生产厂家有北京航空材料

研究院为主，其他化工企业，如西橡，兰石化，沈阳

石化等，一般零件为 O 型密封件、弹性元件、阻尼

材料、卡㲄轮胎、密封垫片居多。最典型的是驾驶

员操纵手柄包胶件或铝合金口框与橡胶的粘接密

封结构。

 

原料的合成：100%（质量分数，下同）MMA，(0.02%~012%) BPO，或 (0.02%~0.05%)AIBN[22] 浇铸成型

双轴拉伸定向或单轴拉伸定向 热成型模具中，在110~120 °C真空烘箱中进行热成型

从模具中取出、修边 与其他构件粘接、装配
 

图 2   舱盖或风挡玻璃及构件成型流程示意框图
 

 
表 2    国外先进战斗机座舱透明件情况一览表[21]

国家及地区 机型 外形结构 选用材料 成形工艺 隐身膜系 提供厂商

美国 F-15 圆弧风挡 微交联 阳模成形 Au或ITO
Swedlow/Sierracin

水泡舱盖 定向玻璃 吹塑成形

美国 F-16 整体水泡式 有机层合玻璃 阴模真空 Au或ITO Sierracin

补偿成型

美国 F/A-22 整体座舱 聚碳酸酯（PC） 模压成型 ITO

俄罗斯 苏-27 圆弧风挡 ɜ-2 阳模成形

水泡舱盖 AO-120 吹塑成形

俄罗斯 苏-30 圆弧风挡 AO-120 阳模成形

水泡舱盖 吹塑成形

法国 幻影2000 圆弧风挡 微交联 阳模成形 Au或ITO Sully

水泡舱盖 定向玻璃 吹塑成形

法国 幻影4000 圆弧风挡 微交联 阳模成形 Au或ITO Sully

水泡舱盖 定向玻璃 吹塑成形

欧洲 EF-2000 圆弧风挡 微交联 阳模成形 Au或ITO Sully

水泡舱盖 定向玻璃 吹塑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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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体密封材料的施工。飞机整体邮箱结构

的铆接装配，通常需要缝内密封、缝外密封、紧固

件密封，密封材料有 XM-22、XM-23 等聚硫密封

胶，以及新型的氟醚密封胶等。密封胶的混炼采用

开炼机、在装配车间进行，施工工具是注胶枪，该

项操作需要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3) 橡胶胶黏剂 (胶液) 及其胶布。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开设了选修课《胶黏剂》，该课程主要是针

对民用胶液的。

2.2.3   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

1) 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的原材料[16]。

(1) 原料组成：由碳纤维、热固性树脂（热塑性

树脂树脂）制备的预浸料。

(2) 原料的冷冻储存。

2) 施工环境必须满足相关航空标准的净化要求。

3) 热压罐成型（罐内成型，Autoclave）。这是目

前最成熟、最常用的一种工艺方法，但鉴于预浸料

制备、储存、运输，人员培训，热压罐使用过程中辅

助材料均成本较高，业内技术人员开发了低成本制

造的材料和工艺，如罐外成型。

4) 低成本成型工艺，罐外成型（Out of Autoclave,

OOA）。

5) 复合材料模具的材料（金属材料或复合材

料）和结构特征，毕业实习中再次参观讲解复合材

料模具的优点。

3     航空特色实践性教学内容

3.1   开设了 2 个综合性实验

1) 航空特种橡胶的配方设计、橡胶材料的开

炼密炼、O 型密封圈模具设计、O 型圈的模型硫化

成型，零件的缺陷分析。

2) 难粘高分子的表面物理改性（低温等离子体

处理）、化学改性（钠萘液处理），处理效果评判（接

触角测试、剥离强度测试），橡胶胶黏剂的涂覆

工艺。

3.2   航空企业实践性教学

充分利用航空企事业单位在实践性环节的天

然优势，进行航空特色内容建设十分重要。自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开设以来，就与省内的中国航空

工业的航空企业建立了实训基地，四年级的学生都

安排在洪都飞机公司、昌河飞机公司进行实践性

环节的教学，具体感受航空制造中的先进高分子

材料。

4     结　论

在航空强省的历史机遇下，建设好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这一航空特色专业主干课程的航空特色内

容，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在聚合物加工工程课程内

容，增补了航空特色课程内容，教学效果良好、受

到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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