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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解决复合材料回收难题的新工艺
New Process Solves Composites Recycling Challenge

新工艺使复合材料能够多次重
复使用而不需要热压罐，大大
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能力。
P2T 工艺解决了复合材料行业
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使用寿
命结束后对材料的回收利用。

Prodrive Composites 公司开发了一

种制造可回收复合材料组件的工艺，可

以满足未来的使用寿命要求，而不会对

原始零件的性能造成任何影响。这一工

艺被称为 P2T( 从初级到高级 )，它不仅

简化了回收过程，还赋予了复合材料三

次或更多次使用寿命的潜力。

反应性热塑性树脂
由于 P2T 复合材料在制造过程中不

需要加热或加压，因此无需使用热压罐，

从而降低了成本，且无需重大投资即可

扩大生产规模。该工艺采用反应性热塑

性树脂而不是热固性树脂，在有纤维的

情况下，一种塑料单体与催化剂反应，

John McQuilliam, Chief Engineer, 
Prodrive Composites

从而生产出一种固化的层压板。Prodrive
公司相信它是第一个开发这种技术的公

司，这源自其与一家汽车 OEM 客户的

合作开发项目，该客户需要一种对环境

影响要比传统复合材料低的高性能结构

材料。

废料回收是当今复合材料界最大的

争议之一。这个问题也影响到汽车制造

商和更广泛的行业，比如海运，这个行

业里旧玻璃纤维船经常被拆解，然后送

到垃圾填埋场。回收的主要障碍是所用

树脂的类型；热固性树脂占主要地位，

但这些树脂不易回收。

传统上，复合材料行业一直采用成

卷供应的预浸料（用树脂预浸渍的编织

纤维片材），然后客户用其在模具中铺

层以获得三维部件，该三维部件通过加

热、加压固化而固定形成最终形状。虽

然热固性树脂被认为是可支持该供应链

的便捷材料，但随着更加严格的使用寿

命终结法规的出台，需要采用更好的替

代材料。

多次循环利用
采用 P2T 工艺生产的复合材料，其

优势是可以多次回收利用。在原生纤维

第一次被使用的过程中，它提供了最高

的力学性能，从而能够制造出高承载的

结构产品，诸如悬架叉骨之类的高负载

结构件。

在该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纤维和

树脂可以得到回收利用，为二次部件提

供大量的原材料，如车身板。

当二次部件使用寿命结束后，作为热

塑性塑料，它还可以被切碎，重新成型为

具备适合 3D 实体部件属性的新部件。

这种第三级的部件，其本身还可以得

到多次回收利用，变成更加低级的部件。

P2T 工艺还与定制纤维植入 (TFP)
等先进技术兼容，许多领先的复合材料

生产商正在采用这种技术。

TFP 比传统的编织法更有效地利用

纤维，并且与 P2T 循环利用方法有很强

的互补性。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进展，最终解

决了复合材料面临的回收挑战。

Prodrive 公司已经开发和完善了这

一过程，可以在短短 12 个月内将新客户

的应用投入到系列生产中。

www.prodrive.com 

Prodrive 使用现场喷涂设施为汽车
制造商提供现成的零部件。

采用 P2T 工艺的成品件外观几乎与用
初级预浸料制成的成品件完全一样。

标准预浸料与再生碳材料的比较。

Prodrive 在其制造技术中使用多种
工艺，包括加工图案。

回收材料铺在碳模上。 

客户可以要求 Prodrive 为他们制
造并设计复合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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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轻量化世界的亮点
Spotlights from the World of Lightweighting

德国经济事务和能源部成功发起了一项轻量化倡议，该倡议明
确表述了德国在轻量化上的能力。该部门建筑、资源效率和轻
量化司司长 Werner Loscheider 是此项倡议的负责人。

轻量化倡议包括一个协调办公室、

一个轻量化材料咨询委员会、一个德

国联邦州轻量化组织战略小组、一个

轻量化圆桌会议和一个交互式在线工具

Leichtbauatlas（www.Leichtbauatlas.
de）。该倡议在汉诺威博览会上有代表

性，并将于 2019 年 4 月主办首届轻量

化峰会。德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轻量化

活动由协调办公室协调。作为一个国家

和国际网络中心，办公室支持德国公司，

特别是中小企业进一步将轻量化作为一

项关键技术来发展，并支持跨行业技术

转让。

Werner Loscheider，
Head of Division for Construction,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Lightweighting 
German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2020 年，这些活动将得到轻量化技

术转让方案的补充。考虑到广泛的生命

周期评估，资助方案促进跨部门和跨材

料的知识和技术转让。这是联邦经济事

务部已经成功建立的轻量化倡议的逻辑

延续，旨在将轻量化引入广泛的工业应

用。下面将编译一些亮点。

高温陶瓷轻质解决方案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中的纤维

允许基于裂纹扩展过程中特定纤维拔出

特性的准韧性或损伤容限行为。大型薄

壁构件可以通过纤维结构的缠绕工艺、

编织或层压来生产。CMC 材料由于具有

低密度和优异的高温稳定性、形状多样

性和损伤容限等优点，在航空发动机或

能源燃气轮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Fraunhofer IKTS 致力于 CMC 材料

的基体组成和界面设计，以及特殊制造

工艺。弯曲 CMC 尤其特殊，作为平面

构件，它们以其高达 500 MPa 的弯曲强

度、在大于 0.4% 的断裂应变下良好的

损伤容限和高达 1200℃的高温耐受性而

区别开来

然而，CMC 显示出腐蚀和磨损相关

的损伤，特别是在长期应用中。因此，

Fraunhofer IKTS 正在开发和测试涂层材

料，以提高对沙子和粉煤灰的耐腐蚀稳

定性。借助于欧洲独有的一个试验工厂，

涡轮机中出现的实际腐蚀条件得以创造。

因此，一种具有自愈特性的 EBC 材料被

开发用于当最小的颗粒暴露在燃烧气体

气氛中的氧气中并膨胀时在耐腐蚀基体

中氧化的环境。这减少了氧气在涂层材

料中的扩散，从而封闭了裂纹。

电动交通的多材料
轻量化设计

Fraunhofer 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参与

了公共资助的“SmiLE”研究项目（用

于电子移动的系统集成多材料轻量化设

计）。其目的是为高容量应用开发高效

的轻量化解决方案。开发和制造的两个

示例如下：

后车底部件采用一种新的压缩成型

工艺，即所谓的“局部高级定制（LFT-D）
工艺”。在这里，由热塑性塑料带制成

的连续增强体在压缩模塑过程中局部用

长纤维热塑性塑料过度模塑。结合铝型

材和集成加载元件也加入到压缩模塑过

程中，这种混合组件证明了高容量热塑

性多材料制造工艺的可行性。

一种前车底部件，采用新开发的压力

控制RTM工艺制成连续碳纤维增强零件，

该工艺集成在工艺链中。在注射和压缩过

程中，集成的、压敏的夹层型芯需要精确

控制、预定义的最大模内压力，并通过可

变的模间隙来实现。由于在较大的模具间

隙下，预制件的渗透性呈指数增长，因此

可以使用高流速来实现短周期。

这两个部件都是用创新的模拟工具

设计的，制造工艺是根据每天 300 个零

件的生产要求以预先确定的成本开发的。

飞机机轮的概念
飞机在起飞、着陆和滑行过程中，

产生的静、动、热载荷都很高，机轮必

须能够可靠地承受。传统的飞机机轮通

常是锻造的铝部件，重量可达 100 公斤。

随着碳纤维增强塑料（CFRP）飞机前

轮的开发，Fraunhofer LBF 希望展示高

达 40% 的轻量化潜力。

复合材料占空客 A380 大型客机的

22%。这一数字在尖端的 A350 XWB
中上升到 50% 以上。在这里，机身和

机翼单元的大部分是由超轻碳纤维布制

成的。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飞

机车轮的轻量化技术没有显著的进步，

Fraunhofer-LBF 已经通过在汽车领域用

碳纤维（CFRP）车轮代替金属，显示

出了良好的轻量化设计潜力。现在，该

研究所打算通过开发 A320 飞机的第一

个碳纤维前轮来开拓这一创新领域。

为了确定一个最佳的轻量化结构，

在概念阶段提出了基本的几何概念，并

对其在各种荷载情况下的刚度进行了评

估。通过拓扑优化确定了所识别的轻量

化结构。该项目的目标是使用 RTM 工艺

生产 10 个车轮原型，并在提供的认证测

试下对其进行测试。该项目由欧盟在清

洁天空二号框架计划下资助。

热塑性夹层结构
由折叠的热塑性蜂窝芯和热塑性层

压板（如层压玻璃纤维增强 UD 带层）

制成的面板组成的有机夹芯板可以在非

常经济高效的连续生产过程中制造。对

于主要承受弯曲荷载的大面积结构，夹

层结构具有巨大的轻质潜力。通过使用

保持两个薄面层分开的芯材，与整体结

构相比，重量可节省 80% 以上。

作 为 研 发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Fraunhofer 材料和系统微观结构研究

所 IMWS，连同其聚合物合成和聚合物

加工中试工厂中心和 ThermHex Waben 
GmbH，正在开发一项新技术，用于在

短周期内加工有机夹层结构，以根据需

图 1：轻质材料在飞机机轮上的应用。
（图片由 Fraunhofer LBF 提供）

图 2： 带折叠 ThermHex 蜂窝芯的热成型有机夹层结构。
（图片由 Fraunhofer IMWS/Sven Döring 提供）

要制造大体积零件比如，汽车工业。在

这种混合一次成型工艺中，通过注射成

型工艺对半成品有机夹层板进行热成型

和功能化。

下一代复合材料
Fraunhofer 项目组材料回收和资源

战略 IWKS 专注于资源高效技术和开发

基于聚氨酯的纤维复合材料，采用 HP-
RTM（高压树脂传递模塑）工艺。夹层

结构中的组件是基于聚氨酯泡沫芯和浸

有固化聚氨酯的纤维覆盖层。RTM 设备

允许制造具有 2 m×1.8 m×1 m 多层结

构的三维组件。组件表面可以使用特殊

的成形工具进行功能化，例如仿生结构。

最近扩建的 RTM 装置可以加速制

备大型结构元件，并改善均匀的性能。

灵活的用量可以在一次注射过程中改变

两种不同固化速度的多元醇组分的比例，

而异氰酸盐的比例保持不变。因此，固

化速度较低的多元醇在注射开始时的比

率要比固化速度较高的第二组分多元醇

的比率高得多。在三组分注射过程中，

缓慢硬化的多元醇比例逐渐减小，而快

速硬化的多元醇比例同时增大。因此，

树脂混合物提供了在整个组件体内均匀

固化的优点。

www.initiativeleichtb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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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集成过程控制代替单个单元测试
Replacing Individual Unit Tests by Integrated Process Control

在航空航天这个不允许制造
错误的行业中，复合材料部
件要接受单独的单元测试和质
量控制，以确保符合规范，从
而达到最大程度的飞行安全。
Cevotec 的 SAMBA Series
系统配备了多种传感器，能够
对复杂的复合材料叠层进行高
级的过程监控，目的是取代单
个仪器测试。

航空航天应用中使用的复合材料部

件有严格的规范定义，即所谓的关键特

性（KC, Key Characteristics）。KC 描

述了一个部件最重要的特性，这些特性

对配合精度、机械性能、使用寿命有着

重要的影响，是部件实现其功能所必需

的。它们还描述了与飞机中相邻结构的

接口，构件的无缝集成对于确保飞机的

完全适航性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制造商需要确保零件 100%
的符合规定的 KC。如果零件不在规定的

公差范围内，则不能在飞机上使用。

昂贵的单个仪器测试
到目前为止，生产不可避免地需要

对生产的每个零件进行单独的质量测试。

在这里，无损检测（NDT）方法已被广

泛接受（例如检测气孔和分层的超声波

检测）。

这个程序是检查已完成的零件，并

在回溯中排除任何严重的生产错误。

这是极其昂贵的，不仅是因为每一个

零件都要经过测试，而且还因为丢弃不合

格零件的成本很高，因为到测试时，这些

零件已经增加了几乎全部的生产成本。

此外，技术复杂、成本昂贵的测量

设备是必要的，这些设备只能由专家使

Felix Michl, 
Founder, Managing Director, CTO 
Thorsten Groene, 
Founder, Managing Director Cevotec

用，必须定期进行校准，并付出巨大努力。

显然，制造商正在寻找替代单个仪

器测试的方法，以显著降低复合材料零

件的制造成本，并加快生产速度。

智能自动化是关键
将质量监控集成到生产过程中的一

般想法对于转换其他材料（如塑料或金

属）的过程来说并不新鲜。然而，大多

数航空航天复合材料是在高接触、半人

工过程中生产的，这些过程不允许自动、

快速和可靠的参数测量和记录。如果在

生产过程中没有一个坚实的数据库，数

据驱动的过程控制是复杂的，仍然取决

于生产人员的技能。

因此，智能自动化是将过程控制集

成到制造过程中的关键。只有自动化过

程才能保证生产步骤的可重复性，并且

随着当今传感器技术和计算能力的进步，

可精确、快速和自动化地测量重复性。

关键工艺参数 (KPP) 决定了复合零件的

KC，通过掌握这些 KPP，制造商可以对

其采用自动化监控来替代单个的仪器测

试。Cevotec 公司的 Samba 系列光纤贴

片生产系统配备了许多传感器，用于监

测所有相关工艺参数，从而能够在生产

过程中进行持续的质量控制和监测。

纤维贴片铺放
对生产数据进行分析，并与以前处

理过的补丁数据库进行比较。偏差可以

被迅速发现，系统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完全自动化。

多个传感器监控整个过程，从剪裁

纸带线轴到压力控制的纤维沉积，以确

保最小的过程公差。

这允许制造商选择和定义其相关的

KPP，以确保符合 KC。例如，第一摄像

系统连续测量并记录所处理的纤维带的

宽度、无间隙度和波纹度。它还监视贴

片长度和切割边几何图形。

只有满足所有要求的贴片才会添加

到零件中，被拒绝的贴片将被整理出来，

而不会对生产过程产生任何影响。这有

效地防止了缺陷材料的沉积。

精密沉积
为确保碳纤维层压板的间隙和重叠

符合行业指南，第二个摄像系统记录夹

持器拾取的各个贴片，测量其相对于夹

持器的准确位置和方向，并在将贴片铺

放在计算的沉积点之前纠正任何偏差。

贴片的沉积过程由压力、温度和接触时

间的组合来定义，这些贴片夹持器的关

键沉积参数也被记录下来。 
该系统的传感器无损测量每个贴片

的表面温度。

这使得预浸料能够遵守重要的加工

温度范围。同样重要且更复杂的沉积过

程通过夹持器上的力矩传感器进行监控。

压实时间由机器人的运动决定。这

种组合能够精确记录沉积和压实以及沉

积过程中夹持器体变形的特征，即使在

复杂的零件几何结构上也是如此。

严格的重复性
可以比较各组件之间每个单独贴片

的沉积精度，以确定偏差。随着每个贴

片的处理，当值被添加到之前处理的贴

片的数据库中并与之进行比较时，系统

变得更加智能。这不仅保证了沉积过程

的紧密可重复性，而且还使预测性维护

成为可能，因为当系统通过压实力的偏

差检测到疲劳等情况时，操作人员可以

收到夹持器变化的警报。

除了标准工艺参数（如机器人循环

时间）、环境参数（如温度或湿度）外，

所有相关数据都已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

分析，稍后可用于更广泛的分析。

总而言之，Cevotec 的智能和传感

器丰富的 SAMBA 系统可用于复杂的航

空航天叠层，实现对决定最终层压板关

键特性的关键工艺参数的自动化和精确

监控。

这为用集成过程控制代替复合材料

组件的单个单元测试开辟了机会，大大

减少了航空复合材料生产的时间和成本。

www.cevo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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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强复合的方法优化叶片弹簧
Optimizing Leaf Springs Via Enhanced Composite Solutions

叶片弹簧是一种利用复合材料
进行轻量化的零件。本文介绍
了德国 Saertex GmbH & Co. 
KG 与德国汉高集团 (Henkel 
AG & Co. KgaA) 联合研究的
结果，即工程预制体系结构和
高抗疲劳 PU 树脂如何提高疲
劳性能。

复合叶片弹簧应用于汽车轮轴设计

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

然而，尽管它们有着无可争议的重

量优势，但其使用仅限于一小部分车型。

最近，沃尔沃在其 XC、S、V 90 和 60
系列上采用基于汉高 Loctite Max 2 聚氨

酯树脂的横置复合材料叶片弹簧作为标

配。然而，许多车轴的设计仍使用螺旋

或钢板的叶片弹簧。造成这一现象的两

Pascal Albrecht, 
Technical Manager Composites 
Jürgen Becher, 
Manager Application Testing 
Dr Christos Derdas, 
Scientific Principal PD EU Engineer, 
Global Engineering Center 
Mike Wienand, Process Engineer for 
Composites Henkel 
Jan Hindahl, New Products & New 
Markets Business Unit Saertex

个原因是：人们对材料的疲劳性能了解

甚少（参考资料有限），以及单个零件

生产所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是否具有竞

争力。本文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 Saertex GmbH & Co. KG 和

Henkel AG & Co. KgaA 的联合研究中，

叶片弹簧展示品采用了不同的纤维增强

结构。这些增强结构的设计是为了在

HP-RTM 工艺中实现快速注射和迅速地

浸润纤维增强材料，使用的是经过道路

验证的 Loctite Max 2 PU 树脂。

为了更好地了解织物结构、树脂类

型和制造参数的影响，并将小规模的标

准化测试与实际尺寸的部件性能联系起

来，在试片水平和全尺寸的展示件上进

行了疲劳测试。

材料
无卷曲织物 (NCF) 的特点是与机织

织物相比，纤维的波动率非常低。这导

致了在低应力水平下的高机械性能和结

构延伸率的降低。此外，单向 NCF 的织

物结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生产，通过修

改缝合结构和设计来保证玻璃纤维的保

持。研究了缝合结构对疲劳性能的影响。

为此 , 生产了八个不同的织造结构 , 
全部以 3B-SE1500 的玻璃纤维（950 
g / m²）为基础，并使用汉高的 Loctite 

FRP2000 活性粉末粘合剂进行了预粘

结。这些纤维被 Henkel AG & Co KgaA
的 Loctite Max 2 高疲劳寿命聚氨酯树脂

渗透。像 Loctite Max 2 这样的聚氨酯树

脂在目前的环氧体系中具有许多优点，

比如反应放热更低，注射温度下的粘度

更低，而且由于其独特的化学特性，确

保了较高的断裂韧性，因此具有更好的

疲劳性能。少量的 Loctite Max 2-301 促

进剂和 Loctite FRP 3000 内模脱模剂被

预先混合到树脂系统的 A 组分中。

零件制造
对于试片测试，厚度 2.3 毫米的板材

是在海德堡的德国汉高综合实验室采用

HP-RTM 工艺生产的，该实验室是一个

为客户提供工艺验证和零件生产全方位

服务的原型制造工厂 ( 图 1)。此外，采用

那里的专用模具生产了 800 x 80 x 25 毫

米的叶片弹簧展示件来进行测试（图 2）。

采用汉高的 Loctite FRP 2000 活

性粘结剂体系的织物在自动切割台上切

割成型，手工堆叠，纤维体积分数达到

55%，然后在热压机上预成型。将预成

型件放入相应的水加热模具中。在模具

关闭后，抽真空一定的时间。然后，在

混合压力约为 150bar 的情况下进行注

射。在固化后，脱模后的零件在 130℃

的烘箱中进行 1 小时的后固化，以确保

充分的固化，并在玻璃化转变温度和与

基体相关的机械性能方面获得最大的性

能。Loctite Max 2 树脂系统具有固有

的固化速度调节能力 ( 通过加速剂的添

加 )，在叶片弹簧的演示中，固化时间

不到两分钟，即使在节能的模具温度低

于 100° C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本研

究没有考虑基体树脂体系的变化，因为

Loctite Max 2 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超

过 100 万辆路上行驶的汽车中得到验证，

因此它可以被认为是关于复合叶片弹簧

基体的黄金标准。

试片水平测试结果
尽管用维勒 (Wöhler) 曲线法可以对

均匀材料的疲劳寿命进行评估，但作为

各向异性材料的复合材料疲劳寿命的整

体评估依赖于大范围的参数。为了验证

整体性能，在 Saertex GmbH & Co. KG

图 1：放置在模具中的叶片弹簧预制件。

图 5：安装在汉高全球工程中心的疲劳试验台。图 2：叶片弹簧展示件。

实验室的试片测试样品上对各种织造结

构进行了评估。在那里，织物按照 DIN 
EN ISO 527 进行准静态拉伸测试，按照

DIN EN ISO 14130 进行层间剪切强度

测试 (ILSS)，按照 DIN EN ISO 14125
进行弯曲测试。另外，根据 ISO 13003
进行拉伸疲劳试验。

拉伸、弯曲和 ILSS 测试揭示了人

们对普通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的期望：纤

维越直，针脚越少，性能越好。

然而，准静态测试只能对材料组合

的实际疲劳性能给出结果 ( 图 3)。
在此，将标准 UD 结构与新开发的

超疲劳 UD 预制体进行对比，在相同的

斜率下，疲劳寿命可提高 12 倍 ( 图 4)。

样品测试
在海德堡的汉高复合材料实验室制

造的展示样品在弯曲疲劳模式下进行了

测试，以研究在拉伸疲劳测试中发现的

行为是否也适用于弯曲载荷。为此，他

们设计和制造了专门的疲劳试验台 ( 图
5)，用于在汉高全球工程中心的大型试

验台上测试演示样品。采用 100KN 水平

加载活塞。疲劳频率为 1.5Hz，保证试

件充分冷却，选择的载荷比 R=0.1( 与试

片水平疲劳试验比保持一致 )。挠度的

跨度为 600 毫米。如果之前没有发生疲

劳失效，则在 2M 周期后停止测试。图

6 中可以找到最大受力与失效循环数的

关系图。在破坏模式方面，破坏始于弯

曲的压缩侧，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大

多数复合材料的压缩强度相对于拉伸而

言较低，这与样本级弯曲试验的破坏模

式是一致的。正如预期的那样，超疲劳

UD 预制件表现出与基线标准 UD 织物相

当的优越性能。

结论
使用复合材料轻量化汽车的方法是

一条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可行、实用的

道路，特别是在悬架部件领域。在这一

领域，沃尔沃使用了 Loctite Max 2 聚氨

酯树脂和玻璃纤维制成的复合叶片弹簧，

其销量超过 100 万辆。然而，在减重和

优化叶片弹簧方面，使用疲劳优化的非

卷曲织物 UD 预成形可以实现进一步的

改进

因此，一种特别设计的高疲劳预制

体与高韧性聚氨酯树脂的组合可以提供

额外的轻量化，因为这两种成分的组合

及其协同操作可以为优化的轻量化叶片

弹簧提供竞争优势。采用智能设计的树

脂，可以表现出更好的性能，可以作为

充分优化疲劳性能的促进剂。

www.saertex.com 
www.composite-lab.com

图 4：试片水平下拉伸疲劳试验结果。

图 3：试片应力测试结果对比。

图 6：最大受力与失效循环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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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复合材料制造试验工厂
Automated Composite Manufacturing Pilot Plant
更高效、更可持续的飞机的一
个关键目标是制造重量轻、耐
用、价格合理且易于维护的部
件。要想被允许在航空等行业
使用复合材料、金属增材制造
的零件，所有材料都必须附有
相应的认证。荷兰国家航空航
天中心（NLR）负责整个过程，
从计算和设计一直到制造和认
证。NLR 评 估 材 料 特 性， 开
发结构概念和制造技术，设计
和制造达到全尺寸原型水平的
零件。

在过去的 15 年里， NLR 与 Fokker
起落架公司一起开发了几种复合材料飞

机起落架零件。零件由碳纤维织物和编

织物采用树脂传递模塑制成。第一批部

件是用该中心的研究基础设施生产的，

使用手糊工艺来制作预制件。零件的技

术成熟程度很高，但制造所需的工时仍

然太高。

因此，NLR 和 Fokker 公司与当地

政 府（Flevoland 省） 和 CompoWorld
基金会合作，开发了以高度自动化的方

式制造起落架部件的技术。开发了一种

拣放工艺，并在实验室规模上进行了测

试。创造了一种适应工业环境的工艺，

以一种可承受的方式制造管状产品。

自动化复合材料制造（ACM）试验

工厂配备了最先进的工业设备，以研究

零件是否可以在高成熟水平下进行制造。

在试验工厂内，织物在一个完全自动化

的预成型单元中转化为预成型件，并配

有铺层方向和位置的质量控制系统。编

织机用于制造管状±45°层。采用带压

力机的树脂传递成型机生产最终成型件。

在试验工厂内，生产了大量零件，

以评估和制定制造成熟水平，并使整个

过程具备在生产中实施的水平。

满足自动化需求
随着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日益普

及，NLR 满足了自动化的要求。ACM
技术中心开发了一种基于机器人的复合

材料生产工艺。实际的机器人总是“现

成”的模型，可以安装各种末端执行器。

如有必要，NLR 开发自己的末端执行

器，经常与机器人制造商合作。该中心

知道某一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必须满足的

要求，例如必须施加的压力、其灵活性等。

这是与中小企业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NLR 拥有对材料、制造工艺和最终产品

的基本知识和理解。

自动化复合材料制造 (ACM)
该过程始于 ACM 技术中心，该中

心负责解决中低技术成熟水平（TRL）
或 3-6 级的研究问题。通过与业界的密

切合作，NLR 阐述了一些尚不可行的想

法，或是商业案例尚不清楚的想法，但

这些想法极有发展潜力。该中心是在一

个研究环境中进行这项工作的，有时它

会自行开发硬件。

在经过 ACM 技术中心阶段之后，

该过程将来到 ACM 试验工厂，该工厂

使用最先进的设备，用于开发 TRL 6-8
的项目。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最终用户

必须能够完全复制，也就是说，在他们

自己的设备上进行生产。

www.nlr.org

案例：通过自动纤维铺设制造飞机塔架用热塑性上梁
挑战在于验证热塑性材料是否可以用于真正的又厚又大

的部件，例如在飞机上。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飞机发动机挂

架的零件变得非常热。因此，目前的塔架通常由钛制成。大

部分零件，如塔肋和横梁，都是通过锻造和铣削制成的。如

果用复合材料代替钛零件，可以降低成本。

作为荷兰创新计划 TAPAS 2（热塑性可负担的主要飞

机结构 2）的一部分，NLR 审查了使用先进的纤维铺层和

Cetex、T1320 AS4D PEKK 材料从 TenCate 制造的大而厚

的热塑性复合部件。在该程序中，使用有限元计算对一个塔

架上横梁进行了初步设计。用这种材料在高温下进行了力学

试验，并制作了第一台样机。原型是将纤维放置在一个阳模

里，然后压实在高压灭菌器里。

根据项目的进展，得出的结论是，厚部件可以由热塑性

材料制成，采用自动化制造工艺，从而降低重量和生产成本。

这种材料在较高的温度下可用。这一创新工艺在航天领域的

厚 U 形产品中具有巨大潜力。这项技术也可作为多种产品的

替代品，如翼梁、稳定梁和地板梁。

客户：Netherlands Enterprise Agency - RVO 
研发：NLR
合作伙伴：GKN Fokker Aerostructures, TenCate, Airbus

自动化复合材料制造（ACM）试验
工厂采用最先进的工业设备。 采用自动制造工艺的热塑性材料制成的部件。



12 13

专栏：航空航天  Special Report: Aerospace专栏：航空航天  Special Report: Aerospace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0.4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0.4

复合 FishBAC 变形后缘器件的结构表征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a Composite 
Fishbac Morphing Trailing-Edge Device

布里斯托尔大学目前正在开发
一种用于飞机机翼的复合可变
曲 面 变 形 装 置 ——FishBAC
概念。利用双摄像头点跟踪系
统对其结构行为进行了模拟，
结果表明 FishBAC 可以将飞
机的气动效率提高约 25%。

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与机翼相连的

刚性板来操控飞机。这些板通常被称为

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当它们发生偏

转时，会改变机翼的压力分布。压力的

变化会引起升力的变化，从而使飞行员

能够控制飞机。

然而，这些面板以急剧、离散和

不连续的方式改变机翼形状，增加了

阻力。当阻力增大时，燃油消耗和噪声

也随之增大，降低了飞机的效率。一个

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以一种平稳和连续

的方式来产生这些形状上的变化。代替

铰链控制表面的一种方式是可变曲面变

形装置，可以一个大的、平滑和连续的

方式实现这些变形。其中的一个概念，

FishBAC，目前正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开

发中。这一概念已经在减阻方面显示出

良好的效果，实现了大约 25% 的空气动

力效率的改进 [1]。

鱼骨活动曲面（FishBAC）
鱼骨活动曲面 (FishBAC) 装置是一

种曲面变形概念，能够产生大的、平滑

和连续的曲面变化。它包括一个中央承

重弯曲板 ( 脊梁 )，它有一系列的跨向桁

条连接，一个拮抗的基于肌腱的驱动机

制和一个弹性表皮 ( 图 1)[2]。
由于脊梁位于中立轴附近，它允许

大的弦向弯曲变化，因此它对翼型刚度

的整体贡献相对较低，。此外，横向纵

梁的存在使结构具有各向异性，使结构

在横向上比在纵向上更加坚硬，有助于

分离所需的自由度。

制造复合 FishBAC
的风洞模型

这第一个复合 FishBAC 的重点是脊

梁，因为它是引起曲面变化的主要的结

构部件。目前，其他结构组件仍将是 3D
打印，但这项工作可以被认为是迈向全

合成 FishBAC 的第一步。

制造过程的第一步是制造碳纤维脊

梁。在铝合金工具板上进行铺层，并在

8552 ／ IM7 标准高压釜真空袋固化循

环中固化，最高温度为 180℃，高压釜

压力为 7 巴（图 2）。此外，同一材料

的另外三个板在同一真空袋中固化，以

便测量材料性能。机翼的塑料部件使用

Stratasys®Objet™打印机进行 3D打印，

该打印机使用液体光聚合物的直接喷射

并在紫外线下固化。

桁条和 FishBAC 的实心后缘端也使

用相同的 Objet 打印机进行三维打印。

Andres E. Rivero, PhD Student 
Stephane Fournier,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Paul M. Weaver, Professor 
Jonathan E. Cooper, Professor 
Benjamin K.S. Woods, Lecturer 
Bristol Composites Institute (ACCIS), 
University of Bristol

桁条使用一系列激光切割对准夹具

对准，并最终使用氰基丙烯酸酯粘合剂

粘合到碳纤维板上 [3]。
此外，驱动载荷通过拮抗肌腱结构

从执行器转移到 FishBAC 的后缘端。肌

腱是用干燥的 Kevlar 纤维带和 Kapton
胶带制成的，Kapton 胶带保护纤维并使

它们保持在一起。

肌腱绕着机械加工的铝驱动滑轮旋

转，并用 Kevlar 牵引线缝合到碳纤维脊

梁的后缘（穿过脊梁上的小孔）。

缝合后，肌腱也用环氧树脂粘合到

脊梁上，环氧树脂在肌腱和脊梁之间提

供了一种机械和粘合的结合。

最后，使用快速固化有机硅粘合剂

（NuSil MED3-4013） 将 0.5mm 厚 的

40° Shore 硅树脂板（Silex Silicones 
Ltd. 提供的 Silex Superclear）粘合到

FishBAC 的安装盒、桁条和固体后缘端。

结构实验
为了校准驱动机构和表征 FishBAC

的结构行为，双摄像机点跟踪系统，

Imetrum 的通用视频引伸计（UVX）
Flexi，包含他们的视频测量软件，用于

测量驱动期间（但不在气动载荷下）沿

后缘和弦向一端的 FishBAC 横向位移。

使用双摄像机设置可以捕捉两个不

同平面上的挠度，这对于确定弦向和展

向刚度至关重要。图 4、5 和 6 显示了用

于静态驱动试验的 Imetrum 双摄像头系

统和机翼设置。

Bristol 复合材料研究所（ACCIS）
的博士生 Andrés Rivero 认为，Imetrum 
UVX UFX 系统是实现这些实验的有力工

具：Imetrum Video Gauge™ 软件可以

让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平面上捕捉变形的

形状，而无需在机翼表面应用斑点图案。

因为 FishBAC 的表皮是透明和有弹性

的，所以获得相干斑成为一个困难的任

务。当需要获得位移时，UVX FLASI 系
统是理想的，因为它易于安装，不需要

立体校准，并且可以用任何计算和绘图

软件来执行数据后处理。

这项实验的结果使研究人员能够估

计出在不同的载荷情况下，柔顺后缘可

以达到的不同几何形状。

例如，可以观察到，对于不同的驱

动输入，位移沿 1 米跨度变化可达 13 
mm（图 7）。

图 2：使用标准真空袋和高压灭菌
固化工艺制造碳纤维脊梁。

图 1： FishBAC 变形后的尾缘概念。

图 3：复合 FishBAC 模型制造工
艺最后阶段 ( 硅胶表皮粘合 )。

图 4：FishBAC 翼的静态
结构试验。增加额外的光

源以增加目标点的可见性。

总之，这些初步结果使研究人员有

能力验证模拟 FishBAC 结构行为的数学

模型。

未来的工作包括对复合 FishBAC 的

位移测量。

致谢
这项工作得到了工程和物理科学研

究理事会通过 EPSRC 创新和科学高级

复合材料博士培训中心的支持 [ 批准号：

EP/L016028/1]。此外，根据第 723491
号赠款协议，该项目还获得了欧盟地平

线 2020 研究和创新计划的资助。

www.bristol.ac.uk/composites
www.imet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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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沿翼弦向的目标点特写。

图 7：几个驱动组合沿展向边缘的挠度。

图 6: Imetrum 相机跟踪弦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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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集团提供了20种出版物，使每个复合材料专业人士都能获得
所需的所有信息：战略研究，技术书籍和买家指南。

最新发布用于空客 A350 XWB 复合材料
的胶结修复：新飞机采用的新技术
A350 XWB Composite Bonded Repair: New Technology for New Aircraft

即使复合材料修复在空客公司早已不是新事物，但在 A350 
XWB 飞机上，特别是主要不可拆卸部件上广泛使用碳纤维增
强塑料（CFRP）正推动新型复合材料专用修复解决方案的开
发和产业化。如空客 FAST 杂志于 2018 年 3 月发行的第 61
期上所载。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损坏的复合材

料部件都是用一般的解决方案来修复的。

大部分受影响的部件是可拆卸的，

位于非受压区域。新的挑战是在不拆解

主要结构件和最小化接地时间的情况下

修复它们。该解决方案必须恢复所需的

结构性能，在现场进行，并使飞机表面

恢复到原有的平整光滑。

Sébastien Hanser, Embodiment Industrial Manager 
Guillaume Ferrer, Embodiment Industrial Manager 
Sébastien Dupouy, Embodiment Industrial Manager, Airbus

将传统和先进的创新

解决方案相结合
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修复方案，从

传统的螺栓金属补片，到最先进的非热

压罐成型，发动机外场维护，胶结修复。

根据受损区域的应力要求，使用“最佳

匹配修复”原则选择修复方案：如果损

伤影响结构元件，则首选金属螺栓解决

方案或贴补修复。

空客利用其在生产和修复复合材料

结构方面丰富的经验，根据 A350 XWB
结构提出的新要求，就具体损坏和修复

情况的最合适解决方案提出建议。胶结

修复是根据顾客的具体要求和期望，根

据适航条件进行的。

根据情况调整修复类型
主要的驱动因素是安全性和交货期。

三种复材修复技术所实现的气动和美观

性是不同的：

●临时快速的螺栓金属加强板

这可以暂时解决 AOG 的情况，使

飞机迅速和安全地恢复服务。但在宽限

期（寿命限制）后，这种有效但可见的

非挖补维修（外部补片）必须由永久性

修复取代。

一项复杂的螺栓胶结混合修复技术 ©AIRBUS



关于Livrea 游艇
Livrea游艇通过使用先进的软件来探索

设计的新机遇，这些软件可以生成集成的、

高度优化的、更可持续的产品。

更多信息：

www.livreayacht.com

关于Ocore
Ocore总部位于意大利巴勒莫，是一家

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它开发了新的生产方

法来克服传统3D打印的问题。

更多信息：

www.ocore.lt

关于LEHVOSS集团
LEHVOSS集团为全球市场提供高性能

化合物和3D打印材料。

这些产品扩展了聚合物的应用范围，并

确保在许多行业中由它们生产的产品即使是

在受到严格要求的情况下仍能够可靠地履行

其功能。

更多信息：
www.luvocom.de/en/products/

luvocom-3f-made-for-fused-
fllament-fabrication.

新的材料、结构和制造技术使一艘
“不可能”的3D打印船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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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螺栓预固化 CFRP 修复（非挖补

维修）

这是一块没有任何额外美化或不

考虑气动原理的永久性预固化 CFRP
加强板。

●永久粘结的挖补修理法

针对最常见的服役中损坏，如严重

的雷击或 GSE 冲击，可以使用挖补方法

进行修复，在现场即可实现平整光洁的

表面。

一个完整的胶结修复案例
●损害评估

在做出任何工程决策或修复行动

之前，应进行非常精确的评估，并将其

描述和记录在损坏报告中。针对 A350 
XWB 上的操作修复，开发了特定的无损

检测（NDT）设备，如测线工具、线性

尺寸或线性映射工具。这些可以清楚地

识别、定位和描述损坏。由于机身蒙皮

是一个整体结构（一种固体层压复合材

料），使用的无损检测手段主要是超声

波检测，如A-扫描和C-扫描相控阵。（有

关 CFRP 损伤和无损检测方法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FAST 57）。此评估阶段对

于与工程团队进行精确沟通和定义快速

安全的修复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清除损坏材料

一旦确定了修复区域，工作组将按

照非常精确的模式去除损坏的部位（层）。

使用高速硬质合金涂层刀具切削碳纤维

布表面，去除受损区域。

●胶结修复的步进设计

使用新系统（Repair Jet®）对要进

行胶结修复的区域进行逐步打磨或清除。

该系统是专门为 A350 XWB 开发的，使

用的是含有研磨介质的加压水。Repair 
Jet® 的便携性使其能够用于维修环境和

人类难以到达或无法操作的区域（如较

低的外壳、高空作业）。该工艺结合了

一组精确的参数（压力、速度、喷嘴设

计、介质类型……）以获得完美的最终

结果（一致的加工深度）。用细砂纸逐

层打磨需要具备高水平的经验，以符合

设计工程要求（公差、方向、层数）。

Repair Jet® 可以实现清洁和安全的加

工；加压水意味着不会产生碳尘，温度

不会升高，而喷射的高精度避免了其他

加工方法可能发生的分层。

●清洁胶接面

步进完成后，将对其进行清洁以获

得最佳粘结效果。飞机的环境中经常会

出现一些元素，如燃料、液压油、矿物

油或蜡，这些元素可能会污染粘结过程。

使用特定的溶剂，操作者用化学方法处

理表面，去除所有可能导致胶结问题的

污染源。

●水压试验

该试验包括在修复的表面（粘结区

域）施加少量水并检查其物理性能。重

复清洁操作，直到水在待修复表面形成

连续的薄膜。本试验的目的是确保最佳

粘结所需的表面清洁度和粗糙度。

●热剖面

为了确保最终固化，热剖面通过控

制位于修复区边缘的热电偶来定义修复

区固化循环的均匀性。然后，将一个虚

拟补片（代表修复补片）放置在修复区

域中，使用一个隔离膜来避免虚拟补片

粘合。这个虚拟补片配有热电偶，用于

记录该补片及其相关连接线的热成像。

这项工作是一个干燥运行固化，验证了

真空袋保温的质量。

●用预浸料和薄膜粘合剂修复

在放置预浸料或胶带层之前，在整

个制备表面（包括台阶区域）放置一层胶

膜；所用胶的类型取决于固化周期和所需

厚度。修补层（纤维）通常与母体结构相

似，与专用于修补溶液的预浸渍树脂相关。

这些都是按照原始取向布置的，而阶梯加

工提供了有效的重叠，使得现有结构和补

片之间能够进行载荷传递。

修复包是在离修复区域尽可能近的

洁净室中准备的。此阶段是恢复零件结

构完整性的关键。

●压实

压实阶段用于巩固铺层之间的粘结

力，并在最终固化循环之前去除气泡。

这种巩固是“非热压罐”修复过程

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修复将比传

统的“热压罐”制造或修复过程的压力小。

●真空包（内部 / 外部）

安装真空袋以在固化周期内保持部

件上的压力。如果损伤已经穿透表面，两侧的真空袋可以

确保真空连通和紧密性。

辅助材料，如真空袋、垫板，通气织物和剥离层 * 是
由飞机结构修复（ASR）指令定义的。

●固化周期

修复的固化周期与相应 Airbus 规范中所示的适用于

每种材料的处理窗口相对应。当一个区域（胶膜、预浸纤

维……）包含多个材料时，选定的固化周期必须覆盖所有

材料的处理窗口。

为了达到要求的 140° C，制定了一个包含两个温度

阶段的特定固化周期。

●雷击保护修复

膨胀铜箔（ECF）是 A350 XWB的原机身复合材料，

可确保对雷击的电气连接保护。

在复合材料胶结修复过程中，通过将原来的 ECF 与

新的 ECF 补片重叠来恢复这种电气连续性。

●内部螺栓修复实施例

按照 ASR 手册中提出的一般修复原则，通过遵守

Airbus设计工程部给出的修复定义，修复受损的内部结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原则使用预先定义的拼接标

准备件，这些备件用螺栓固定在 CFRP 上。

必须使用特定的钻孔工具和工艺安装预固化零件（加

强筋、夹子、实心垫片或内部加强件）。新切割的每个零

件（根据修复定义）必须将其边缘密封，以防止电偶腐蚀

和防止直接纤维电弧（铝 / 碳纤维增强塑料）的风险。

●复工前的最后一次修复检测

在恢复使用之前，必须使用无损检测手册（NTM）

和 A350 XWB 的 ASR 手册中给出的标准无损检测技术检

查修复区域。

目视和超声波（C 扫描相控阵）检查方法均根据维修

文件的指示执行。

●系统和内部设备重新安装

结构修复完成后，工作组系统专家将按照《飞机维

修手册》（AMM）和 ASR 的具体任务，重新安装那些为

了便于进入和修复穿孔损坏内部而拆除的系统和设备。

结论
Airbus公司正在不断开发和提高其飞机的可修复性，

提出一套创新的修复解决方案、专用工具和相关培训。随

着在 A350 XWB 上越来越多的使用到碳纤维增强塑料，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与这种材料相匹配的附加修复解决方

案。根据损坏类型，以及交付周期和美观性方面所需的结

果，客户现在可以从三种复合材料修复类型中进行选择，

从螺栓金属加强板修复到螺栓预固化或胶结修复。

www.airbus.com真空袋原理 ©AIRBUS 雷击保护修复 ©AI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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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修复：
使用磨料水射流的合格自动化
Composite Repair: Qualified Automation Using Abrasive Waterjet

最初复合材料在飞机主要零部件中的适用性取决于自动化制造工艺的可用性。现在随着复合材料
应用的腾飞，工业化必须延伸到对复材的粘结修复，从目前手工进行的加工步骤开始。出乎意料
的是，唯一能胜任这项任务的机器人使用了磨料水射流切割系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航空工业逐渐

开始使用复合材料，首先是次级结构。

对于 A350 和 B787，复合材料的使用被

广泛应用于包括主要结构（机身、机翼）。

这些新材料需要新的修复技术。可使用

螺栓修复，如用于金属结构。粘结修补

是另一种选择，尊重最初的材料（无钻

孔），更美观，更方便实现。然而，它

们需要一个机械加工的步骤，目前由手

工操作，操作人员必须在 40 小时内完成

对A350机身的修复，误差小于 0.1毫米，

因为大多数撞击都在飞机下方，所以他

们一直要保持手臂上举的姿势。因此，

目前正在开发许多技术来自动化加工阶

段，以便改进粘结修复，减少飞机在地

面（AOG）的交付周期和潜在的错误。

现有的大多数系统都是铣床（DMG 
MORI，Lufthansa），目前的研究重点

是激光加工。但出乎意料的是，目前唯

一运行的系统采用了创新的磨料水射流

（AWJ）技术。法国初创企业巴亚布

工业公司（Bayab Industries）开发的

REPLY.5 机器是目前唯一直接在飞机上

工作的系统。REPLY.5 被空客选中，并

有资格进行制造和在役维修，空客还以

维修喷气机（Repairjet）的名义将其推

广为地面支持设备（GSE）。

第一台便携式维修机器人
REPLY.5 由一个 50 公斤重的机器

人组成，通过 15 米长的脐带电缆连接到

轮式地面装置。

机器人是一个双轴机械系统，驱动

François Cenac, CEO Bayab

加工和控制工具在一个 500×500 毫米

的三维未知表面上。它由三个真空杯固

定在零件上（图 1）。

该加工工具产生具有适合于“盲加

工”的特定参数的磨料水射流。为保护

操作人员和电气环境，机头配有专利的

废水撇渣器，可避免游离碳尘。此外，

控制系统采集并分析图像，以生成“铺

层单元”中加工工作的映射。该专利工

具在每个加工步骤之间使用，以适应厚

度变化的深度，并在修复加工工作完成

时存档最终结果。REPLY.5 是完全控制

使用一个手持式单位与触摸屏垫和用户

界面，包括专门的 CAD，凸轮，维护和

控制功能。编程完全由维修操作员完成。

REPLY.5 机 3D 零件采用双轴位移和二

维图纸。此外，所有 AWJ 工艺参数均由

机器自动设置，用于指定材料上要求的

深度。

根据尺寸和位置的不同，机器人最

多可将加工提前期缩短 9 倍。它可以水

平，垂直，甚至上下颠倒。它也确保工

作在±0.05mm 的公差范围内，尽管材

料的变化和形状复杂（图 2）。

磨料水射流
磨料水射流（AWJ）是一种具有

40 多年历史的复合材料切割技术。也

可用于盲加工（或铣削）。在 JEDO 
Technologies 公司的努力下，巴亚布工

业公司在过去 12 年里一直在开发这一创

新工艺，以实现工业化。

AWJ 盲加工是用小功率射流（压力

低于 1500bar）在短曝光时间（进给速

度可达 15m/min）下扫描被加工零件。

该工艺的主要优点是可实现恒深加工，

而传统的刀具加工可实现恒尺寸。因此，

双轴 AWJ 系统从 3D 部件移除复合帘布

层，即使不知道零件的几何形状，也没

有任何控制或自动化。

对于飞机原始设备制造商来说，使用

AWJ 进行复合材料修复加工并不是一个

明智的选择。空中客车公司花了五年时间

才通过以下方式接受并鉴定了该流程：

一项权重研究，以确保 AWJ 不会在

层压板内产生进水；

进行显微镜分析，以检查 AWJ 不会

产生污染，并评估加工表面的质量；

验证 I 型和 II 型韧性的机械试验

（G1C 和 SLS）。

由于所有的结果都超过了要求，这

一过程被认为是合格的。

将粘合修复的尺寸
减小两倍

自动化修复加工有助于航空零部件

的产业化，同时允许设计优化。Bayab 
Industries 公司开发了一种创新的维修设

计，可以将维修尺寸减少两倍。修复步

骤通常具有恒定的宽度，而不考虑纤维

的方向，但每个复合材料层在纤维方向

上更坚硬。因此，其想法是在纤维方向

上设计比在特定层的垂直方向上更长的

重叠（图 3）。

当然，减小修补的尺寸可以减少加

工时间和 AOG；但最重要的是，它提高

了粘结修补在主要结构上的适用性。事

实上，认证规则要求修复尺寸必须在修

复状态下维持极限负载能力。在进行应

力分析时，应考虑机械加工表面的几何

形状（而不是初始默认值）。如果加工

区域太大，除非优化了修复设计，否则

修复可能不会是简单地粘合。

结论
复合材料航空主结构需要优化的工

图 1：使用 REPLY.5 加
工一个结构零件。

图 2：UD 玻璃钢横向拉伸强度。 图 3：优化修复设计。

业过程。

从机械加工阶段开始，修复自动化

在经济和技术上已成为强制性的。

使用磨料水射流技术是一个意外的

解决方案，但它非常有效。它现在可以

被飞机原始设备制造商使用，并开辟了

新的优化途径。www.bayab.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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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树脂灌注制造大型航空复材结构
Manufacturing Large Aerospace Composite 
Structures Using Liquid Resin Infusion

随着世界航空工业希望在未来的生产线上实现复合材料机翼结构的系列
化生产，行业内部制造大型复合材料结构的方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传统上，采用复合材料的主要航空

航天结构件使用预浸材料和高压釜固化

制造，以获得符合航空航天严格质量标

准要求的高纤维体积分数 / 低空泡分数

的部件。

OoA 加工工艺
随着未来 5-10 年飞机生产率的提

高，一些世界领先的航空航天一级和原

始设备制造商（OEM）开始寻求非热压

罐（OoA）加工技术，以帮助降低投资

和加工成本，同时缩短生产周期。

在 过 去 的 四 年 中，Composite 
Integration 公司与多家公司合作，进行了

一系列项目的研发以确定需要开发和优

化的领域，其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证明树

脂传递模塑（RTM）和液体树脂灌注成

型（LRI）等 OoA 工艺可以用于生产高质

量的复合材料组件，其纤维体积和孔隙率

与预浸料和热压罐固化等效相当。

通过 Composite Integration 公司与

SafranAircelle 和诺丁汉大学在 AMSCI
资助的项目下开展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确定了 LRI 是制造主要航空航天结构件

完全可行的工艺。

工艺流程图
这个两年期项目的关键成果之一是

“工艺流程图”，它定义了一系列应遵

循的步骤和需要通过的“关卡”，以便

显著降低工艺失败的风险（图 1）。

一个被认为是成功灌注的关键因素

是在整个过程中精细控制和监控注射参

Will Harris ,Business Development Engineer, Composite Integration

数的能力。高水平的过程控制，特别是树

脂入口压力的智能调节（以及由此产生的

纤维压实）可以实现高质量部件的制造。

为了促进工艺的可重复性，开发

了一系列专门用于在实验室 / 小型生

产环境中加工高温环氧树脂的机械。

Composite Integration 公 司 的 Ciject 
3TM 系列设备使用基于压力容器的喷射

系统，该系统与 PID 控制的压力调节相

结合。在注射入口使用高分辨率工业压

力传感器，可以直接反馈到压力容器，

从而使机器能够动态调节树脂流入模具

的流量。这对于多入口灌注策略尤其重

要，当新的进料管线打开时，袋内的真

空条件迅速变化。

随着航空航天制造商开始逐步提高

技术成熟等级（TRL），现在需要扩大

整个灌注过程的规模，以在全尺寸组件

上展示在测试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大型树脂灌注设备
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复合材料中心

（NCC）委托 Composite Integration 公

司开发和供应能够注入 400 公斤单组分

或双组分航空级环氧树脂系统的设备，

根据 iCAP 计划，NCC 将在十项数字制

造技术上投资 3670 万英镑。

大型树脂灌注设备（图 2）的购置

使 NCC 能够将 LCM 工艺的适用范围扩

大到更多组件。作为下一代机翼技术发

展的一部分，这项技术的首次应用将使

完整机翼部件的灌注成为可能。

图 1：关键工艺条件。

集成加热系统和真空泵
这种创新设备使用两个工艺罐来储

存和调节树脂和硬化剂系统。一个集成

的加热系统和真空泵允许在注射前对材

料进行完全脱气和加热。模块化泵送系

统允许处理单组分或双组分树脂系统。

在单泵配置中，可实现高达 4 升 / 分钟

的流量。当泵模块被改变以允许双组分

泵送时，最大流速增加到 20 升 / 分钟。

在这两种配置中，PID 控制的压力

反馈回路有助于树脂进入模具的精确调

节。使用精密流量计可以在整个灌注过

程中监测和控制流速和过程体积。

展望未来，随着工业 4.0 在未来 5-7
年的持续发展并成为现实，灌注处理无

疑需要实现全自动化。

集中控制和全面整合
在“传统的”灌注过程中，操作者

必须在整个灌注过程中选择在特定时间

打开某些输液管。虽然可以实现手动控

制系统，但这一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

是主观的。

随着与航空航天灌注相关的规模、

复杂性和成本开始增加，在灌注过程中

由于主观决策而导致的部件故障是需要

极力避免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与 NCC 一

起完成的工作外，Composite Integration
公司还开发了一种用于将树脂分配到多

个注射入口的新系统，并获得了专利。

树脂通过适当加热和压力额定的管

道输送到模块化歧管站。每个歧管端口

关于 Composite Integration

关于 NCC

Composite Integration 公司为复合材料行业提供市场领先的解决方案，专业从

事树脂传递模塑和树脂灌注工艺。公司立足于实践经验和有针对性的开发，提

供全方位的 RTM 和灌注机械，以及配套设备和材料，并提供综合性的工装和培

训服务。

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提供先进的数字制造技术，帮助英国各地的公司加

快新的复合材料产品和工艺的设计、开发和规模化。

在其布里斯托尔工厂，超过 350 名复合材料专业工程师与工业界和大学合作，

促进基于复合材料的高价值、可持续工程解决方案的应用，将技术从实验室引

入大规模生产。

都可以通过与喷射机械的远程连接打开

和关闭。注射完成后，可以自动冲洗歧管，

以便在下一个注射循环中使用。操作员

在注射机界面执行的所有操作都记录在

数据采集系统上。

这种方法可以集中控制和充分整合

灌注过程。这反过来又提高了过程的一

致性和可重复性。

无操作员输入的智能控制
该项目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采用集

成灌注系统（注射机械和歧管系统），

并将其与额外的模内仪器相结合，以提

供灌注进展的实时反馈。当与适当的

SCADA系统结合时，对于整个系统来说，

目的是能够在无需操作员输入的情况下

智能地控制灌注。

随着机器尺寸的增加，建造它们所

需的空间也随之增加。由于过去四年与

欧洲航空航天业开展的工作，加上可再

生能源部门正在进行的工作，Composite 
Integration 正经历一个加速增长期，最

近在英国 Saltash 购买了土地用以建设

新的更大的厂房（图 3）。

这座占地 1500 平方米的工厂将在

未来十年内实现进一步的业务扩张，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造，使其适合

制造用于复合材料行业的高质量大型

设备。

www.composite-integration.co.uk
www.nccuk.com

图 2：能够注入高达 400 公斤树脂的
大型树脂灌注（LSRI）设备。

图 3：Composite Integration 支持
其发展的最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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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化，航空航天的解决方案
Lightweight aerospace solutions

航空工业正在寻求在不损害结
构完整性的情况下减轻重量的
方法。英国铝基复合材料制造
商 Alvant 正在为一个需要逐步
改变性能以满足燃油消耗和碳
排放方面日益严格的市场和立
法要求的行业提供解决方案。

铝基复合材料（AMC）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因其在汽车制动盘中的应用

而广为人知。

当时，它们还处于生产应用程序开

发的早期阶段。

有远见的工程师们发现，他们的性

能往往未经验证，有时优势被过度夸大，

成本 / 性能收益从未真正实现。因此，

AMC 的声誉和采用往往受到影响，碳复

合材料变得流行和更容易获得。看来那

些期望更多的工程师们会忘记 AMC。
大约 30 年后，由于一段时间的高强

度研发和对如何制造这一系列复合材料的

更好理解，再加上立法、环境监管和回收

更多外来复合材料的挑战，AMC 重新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包括汽车、医疗、体

育以及越来越多的航空航天等广泛领域。

什么是 AMC ？
AMC 是一种先进的复合材料，其中

铝由第二种高性能材料增强，适用于常

规金属接近或超过其性能极限的应用。

与传统材料相比，AMC 可显著减轻

重量，为制造商提供了在保持可靠性和

降低终身拥有成本的同时，应对减轻重

量和燃料消耗的挑战的机会。

AMC 用于制造适用于恶劣环境的

耐用轻量化部件，与非增强金属相比，

AMC 具有更高的强度、更大的刚度、更

低的重量、更好的耐磨性、更低的热膨

Richard Thompson, 
Commercial director，Alvant

胀系数和更高的导电性。

与碳复合材料等聚合物纤维增强材

料相比，AMC 具有很多优点，包括较高

的横向强度和刚度、较高的热工作范围、

较好的耐磨性、优异的损伤容限、更容

易修复和更多的回收机会。

AMC 的生产准备就绪之际，商业上

对多种运输方式以及工业和消费者应用

中的坚固而轻便的部件的需求不断增加。

航空、汽车、船舶和消费品制造商都在

寻找提高产品能力和性能的方法，同时

实现燃油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宏伟目标。

AMC 的发展
率先发展 AMC 的是一家英国公

司 Alvant，最初成立于 2003 年，名为

CMT。Alvant 的重点是探索液体压力成

形（LPF）作为制造 AMC 的一种可行工

艺的潜力。这就产生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工

艺，称为高级液体压力成形（ALPF）。

ALPF 将铝作为基体与高强度增强材料相

结合，形成四种 AMC 材料系列，即 AlXal
（发音为 Al-Zal）——一种连续纤维增强

AMC；ParXal——一种颗粒加载 AMC；
AerXal——一种铝复合泡沫；CorXal，一

种独特的高性能多相 AMC，类似于三明

治材料，但采用单次喷射工艺制造，提供

超高硬度和低密度（~1.5g/cc）。

为了管理成本和复杂性，组件不必

完全由铝基复合材料制造；例如，如果

它们具有不需要增强机械性能的低应力

区域。在需要更高性能的截面中，可以

使用一种称为混合 AMC 的方法在特定

位置加固构件。在这种应用中，通过在

较大的铝部件中使用 AMC 插件，可以

在需要的地方精确地添加加强件。这限

密度 3.4 g/cm3
AMC 在减少一半的重量条件下仍然具有比钢更高的
强度。

杨氏模量 250 GPa
这种刚度测量表明了材料在荷载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
力。AMC 的性能优于大多数钢铁 （2OO GPa）。

极限抗拉强度 1230 MPa
AMC 在失效前所能承受的力是结构钢的两倍（大约
600 MPa）。

压缩模量 250 GPa
与单向高模碳纤维（135 GPa）相比，AMC 具有更
大的压缩弹性，具有更好的抗冲击性能。

压缩强度 1530 MPa
AMC的抗压强度大于碳纤维 (取决于碳纤维的等级，
其值在 850-1200 MPa 之间 )。由于纤维在铝中形成
复杂的强化机制，AMC 的压缩比拉伸强度大。

250℃下的杨氏

模量
230 GPa

AMC 的刚度在高温下仅略有降低，而大多数碳复合
材料的刚度在 125℃左右大大降低。

横向的 1150 MPa
在极高的温度下，AMC 的强度仅略有下降，在 350-
400℃左右不会显著下降，而碳纤维在 125℃左右会
失去大部分强度。

杨氏模量 160 GPa 该方向的刚度远大于碳纤维（10-15GPa）。

极限抗拉强度 150 MPa 这个方向的强度也远大于碳纤维（40-50 MPa）。

材料性能的表格

制了纤维含量，简化了 AMC 插入几何

结构，可以降低总体成本，同时提高组

件的性能和能力 .
ALPF AMC 制造过程的所有权现在

由 Alvant 持有。这一突破已经吸引了航

空航天、国防和汽车等领域一些大牌公

司的兴趣。至关重要的是，对于 Alvant
正在合作的这些项目来说，它们标志着

从研发到商业可行性的转变

应用领域和不断增长的
航空航天实例

在安全性和可靠性必不可少的应用

中，AMC 可用于性能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的许多应用中。在汽车应用中，AMC 正

在对电动机和悬架部件进行评估。由于

它们对极端温度的抵抗力，它们非常适

合于电池和车辆动力系统等高压应用。

在空中，应用也同样多样化，包括机身、

发动机部件和无人驾驶飞行器。

案例研究：Safran 着陆系统

在航空航天中使用 AMC 意味着传

统上由钢、钛和铝等金属制成的高负荷

部件可以被轻量化、低惯性的部件替代，

而不会增加包装尺寸。

为 了 证 明 这 一 优 势，Alvant 与
Safran 着陆系统公司合作，这是一个为

期两年、耗资 2800 万英镑、名为“未

来大型起落架”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

目旨在将起落架组件的重量减少 30%，

并证明 AMC 可以在起落架组件的设计

和制造中挑战传统材料。

目前的起落架系统通常比必要的更

坚固和更重，约占飞机重量的 3%，对

燃料消耗也有相应的影响。

英国 Innovate 公司提供了 513,000
英镑的资助，使 Alvant 能够设计、制造

和测试一个由其 AlXal 生产的制动杆 ™
连续纤维 AMC。在保持与钢相当的强度

的同时，棒的重量比同等的钛组件减少

30%，从而在保持可靠性的同时减少燃

料消耗。

多相 AMC
该公司可定制的 ASMC 多相材料

CorXal，为铝和碳夹层复合材料提供了

一个可行的替代品。传统的夹层材料通

常是由碳复合材料或无增强金属板与各

种蜂窝芯组装而成。金属面板三明治通

常是平面的，二维面板，而碳复合材料

可以采取三维形式。

CorXal 是一种独特的高性能多相

AMC，其概念类似于三明治材料，但采

用独特的单次喷射工艺制造，具有超高的

刚度和密度，类似于碳复合材料。这种独

特的制造工艺显著提高了部件的强度和刚

度重量比，并允许可裁剪的材料特性。

多相材料方法确保产品更耐收缩、

损坏和高温，使其非常适合更恶劣的环

境。它还允许创建更复杂的形状，同时

将通常与夹层板结构相关的后处理和组

装时间减少 30%。

表层和核心的不同材料选择是可能

的，这样，AMC 多相材料的性能可以定

制，以满足最低重量的特定要求。（重

量比较，典型CorXal材料密度约为 1.9g/
cc，而铝约为 2.7g/cc，钢约为 7.9g/
cc，钛约为 4.5g/cc，碳纤维复合材料约

为 1.6g/cc。）

Alvant 目前正在探索 CorXal 在航

空航天和国防工业中的应用，然而，

CorXal 可能有利于任何面临低排放和减

轻重量挑战的行业，如汽车、高端消费

品、工业产品和医疗保健。最终用户通

常是那些寻求提高其产品能力，同时也

尊重可持续性目标，即减少排放、维护、

维修和运营成本的用户。

案例研究：机翼

Alvant 目前正在调查 CorXal 在飞机

机翼前缘以及其他各种支架和结构中的

应用。

机翼会受到温度的巨大变化，也容

易受到鸟类和雷击的影响。由于温度、

水分进入和污染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当

前材料很容易在表层和核心部件之间发

生粘结降解，这可能会对粘结的完整性

产生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倾向于设计具

有过多安全系数的部件，以补偿这种潜

在的降解。

由于 CorXal 的一次性生产，表层和

核心元素之间没有结合界面。其连续的

铝基体提供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因此产

生的零件不会屈服于环境条件，保持必

要的结构性能，与某些铝牌号相比，刚

度增加了 4 倍，与某些钢相比，重量减

少了 40% 的目标。

案例研究：复合材料在国防中的应用

Alvant 也在探索在 AMC 中创建对

抗分配器和其他安装在塔架上的光电系

统的可能性，而不是传统的较重和较低

耐温金属。

对抗装置通常通过制造诱饵闪光来

对抗红外地空或空对空热寻的导弹。重

力供给的自燃火焰与空气接触后点燃，

并在 2000 华氏度下燃烧 3 到 5 秒。

为了应对极端温度，通常是金属的，

火炬或箔条夹持器可以为喷气式飞机和

直升机增加重要重量，特别是如果并入

一个额外的综合塔架。例如，一个典型

的快速喷气机将包含几个对抗分配器，

每个分配器的重量可以达到 5 公斤。一

架较大的飞机可以在机身周围和机翼下

面的塔架上布置 10 到 20 个。

CorXal AMC 不仅耐热，轻质复合

材料意味着金属火炬分配器的总重量可

以根据类型和配置减少约 45%，这意味

着可以减轻总重量或增加其他地方的有

效载荷。www.alvant.com

AlXal，管状连续纤维 AlXal，扁平带状连续纤维 CorXal，高性能，
多用途 AMC

CorXal 特写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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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建筑业的创新和良性选择
Composite Materials: An Innovative and Virtuous Alterna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复合材料通常与航空航天或交
通运输等高科技产业相关联。
然而，从建筑业开始，这些材
料在许多其他领域也占有一席
之地。

物如其名，复合材料由至少两种不

同但功能互补的材料组成：由增强纤维

（玻璃、碳、天然纤维等）制成的增强“骨

架”，以及由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制成

的基体或粘合剂。这两种材料的结合产

Nicolas Vollerin,Technical Manager for 
Products,Polieco France

生了单一材料无法提供的优越性能。其

展现了一系列优点，包括相当于金属的

机械强度、轻质、耐用、耐腐蚀、易于

维护、安装简单、快速、技术限制少等。

盖板示例
对于较小的尺寸，由复合材料制成

的盖板与标准高端材料的成本大致相同，

而对于较大的尺寸，则高出约 30%。然

而，从长远来看，选择复合材料是一项

特别有益的投资，因为这些材料为以前

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决

方案：不再产生噪音污染（没有金属叮

当声）、重量过大（复合材料比铸铁轻

70%），或化学腐蚀（复合材料具有高

的硫化氢腐蚀稳定性）；使用复合材料

可防止盗窃（无转售价值）。更重要的是，

复合材料是环境友好的，制备所需能耗

低（60° C），而将铸铁制成盖板需要

高达 1200° C 的温度。

废弃物收集和回收
由复合材料制成的产品通常更容易

运输，而且可以随时交付安装。它们也

是可回收的。虽然更广泛地使用它们是

对建立废物流的一种激励，但我们需要

强调，组织废物收集和鼓励循环利用的

良性循环将需要政府和机构参与者作出

承诺。回收的范围越广，就会有越多的

制造商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价格，并鼓

励使用可回收材料。

法国 NF 认证
在法国，整合复合材料和再生材料

仍然很复杂——政治意愿是存在的，但

实施起来仍然很困难。回收材料方面的

标准和法规进展缓慢。

获得复合材料新产品的 NF 认证是

一个真正的障碍。对于创新制造实践与

国家行政部门能力之间的差距，我们深

感失望。

更令人遗憾的是，在 80 年代塑料出

现之后，建筑业开始采用这些新型复合

材料，特别是在结构方面用以应对单纯

塑料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虽然建筑市

场现在已足够成熟来进行复合材料领域

这场革新，但仍无法顺利推进。

www.polieco.fr

法国 Polieco 公司的新趋势
法国Polieco公司是一家高密度聚乙烯双壁波纹管的制造商，

用于卫生和电线保护，现在也生产复合井盖。该公司于 1999
年由同名的意大利集团成立，拥有 80 名员工。2017 年，仅

在法国就售出 5 万个井盖，总销售额约 3000 万欧元。

今年，该集团在欧洲售出约 10 万个复合井盖，市场价值等

同于 100 万个铸铁井盖，因此潜力巨大。

Polieco 目前正集中精力和资源开发最新的项目，社区复合

井盖。继五年的研发之后，2012 年 Polieco 集团获得了使用

特定复合材料的创新工业制造工艺的专利。

目前他们开发的复合材料已用于工业生产高强度井盖和其他

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盖板，可用于卫生、电力、服务站等应用

领域。设计的井盖（由一种叫做 KIO 的复合材料制成）用来

代替标准的铸铁盖。

它的众多优点之一是重量减轻了 70%。采用专利材料和技

术，KIO 井盖由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制成。该工艺称为

KINEXT® 是唯一一种用于盖板生产的工艺，由注塑、喷射

和压缩组合而成。

框架则由玻璃长纤维增强热固性 SMC 压缩成型。KIO 技术

也可以用来生产定制的带有标志和不同颜色的盖板。

这项创新技术提供了耐腐蚀性、热绝缘和电绝缘、电磁波等

性能保障。整个系列符合 EN 124-5 标准，并以不同强度等

级类别（B125、C250 和 D400）销售。2017 年法国威立雅

环境集团证实了这一点。

复合井盖
Kio 800 级 D400，
通过 EN 124-5 认证

为 Valenciennes 会议中心排
水沟设计的高科技井盖——KIO 

900 x 500，400KN

为斯洛伐克客户定制的带标
记的 KIO 800 D400

www.jec-korea.events

加入为期三天的致力于亚太区复合材料行业发展的商务联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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