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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结构设计为轻量化
工程开辟了巨大的潜力
Sandwich Design Opens Huge
Potential for Lightweight Engineering

电动汽车的发展趋势只强化了这一点：轻量化工程长期以来一直是汽车工业的焦点。轻量化工程
对车辆的可持续性有两个积极影响。较轻的车辆在加速和摩擦阻力方面消耗较少的能量。此外，
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更少，这是对可持续移动的另一个积极贡献。

轻量化工程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风能、船舶建造、体育器材等行业，甚

至可以作为其成功的前提。轻量化工程

在汽车工业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其说是

材料成本，不如说是工艺成本。

设计师和工程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解决方案可供他们使用，这些方案在更

大的系列中已经非常成功。

采用复合夹层结构进行减重
轻量化工程有三种策略：

● 基于材料

● 基于设计

● 基于功能

复合材料夹层设计可以同时结合所

有三个轻量化工程原理，从而实现大幅

度的减重。

复合材料，比如，纤维增强塑料

（FRP），特别是那些使用纤维薄片 /
织物或单向纤维（UD）的复合材料，允

许最大限度地利用（纤维）材料特性，

这要归功于定向的连续纤维。

特定的轻质纤维可以有意地朝向负

载方向，以最大化组件的性能和最小化

重量（基于材料的轻质工程）。

下面的图 1 说明了与纤维长度和方

向相关的 FRP 材料性能的提高（以及由

此产生的轻质工程潜力）。

PhilippAngst, Global Product Director AIREX® Foams, 3A Composites Core Materials 
Jürgen Emig, Director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ÜHL PUROMER GmbH 
Mike Wienand, Process Engineer for Composites 
Pascal Albrecht, Technical Manager Composites, Henkel AG & Co. KGaA

定向连续纤维提供最大密度性能，因

此在重量方面甚至优于金属的解决方案。

图 2 显示了如何使用夹层设计来增

加承受弯曲应力的构件的强度和刚度，

而不增加其重量；或者在不影响硬度 /
刚度的情况下节省大量重量（基于设计

的轻量化工程）。

夹层材料增加了构件的静态高度（两

个面板之间的距离），而不会显著增加

重量。

将基于材料和基于设计的轻量化工

程相结合，即采用纤维增强面板和轻质

刚性泡沫芯的夹层设计，可以大大减轻

重量。

在单独的应用中，如汽车行业的内

饰或地板部件，如果功能集成，部件的

图 1：不同的纤维增强体：定向连续纤维（织物 / 薄片，
UD）提供优异的机械性能（冲压工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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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可以减轻得更多。夹层固有的隔热

和隔音性能，以及其出色的碰撞性能，

可以消除对额外特定部件的需求，从而

进一步降低重量（和成本）（基于功能

的轻质设计）。

夹层结构非常轻，因为与 FRP 面

板（1.5-2 kg/dm3）相比，密度约为 0.1 
kg/dm3（100 kg/m3）的刚性泡沫芯材

料的重量低得多。图 3 显示，泡沫密度

为 0.1kg/dm3（剪切模量约为 25mpa）
足以实现最佳夹层刚度。

只有组件的外层能够承受高应力，

以确保组件的硬度和刚度能够承受弯曲

应力，而显著降低的材料性能足以满足

组件中心（核心）的要求。因此，具有

刚性和实心面板、轻质硬泡沫芯的夹层

结构是重量优化组件的合理解决方案。

重量和成本节约
夹层结构可以在不影响硬度和刚度

的情况下，用硬质泡沫代替部件中心的

有价值的高性能材料。例如，环氧树脂

或聚氨酯树脂以及玻璃纤维 / 碳纤维可

以用具有成本效益的聚酯泡沫代替。这

样可以节省重量和材料成本。

在大型全球市场中
公认的高性价比

轻质夹层结构目前是许多细分市场

的主导设计。例如，风轮叶片、船只、

铁路和航空车辆以及卡车和公共汽车的

零件都是使用这种重量和材料节省技术

制造的。

基于广泛使用的连续玻璃纤维和聚

酯树脂，这些解决方案在材料方面也非

常具有成本效益。环氧树脂或聚氨酯树

脂通常用于有高要求的应用，碳纤维也

是如此。

当今广泛使用的劳动密集型和时间

密集型制造工艺（手工层压、树脂真空

灌注和预浸料）适用于中小型系列，但

不适用于汽车行业常见的大规模生产。

系列车辆中的应用示例
在汽车工业中，各种应用已经在批

量生产中。表 1 举例说明了两个方案。

两种部件（地板部件和内饰）均采

用连续玻璃纤维，具有优异的成本效益。

减重是两种应用的主要优势，每个配平

装置高达 40%。

还验证了夹层技术固有的其他优点，

如碰撞性能和绝缘性。

夹层制造工艺
上表概述了各种传统玻璃钢生产工

艺。HP-RTM（高压树脂传递模塑）、

热塑性模压和湿模压都具有周期短的特

点，特别适合汽车行业的大规模生产。

图 2：夹层结构在相同重量下增加硬度 / 刚度

图 3：芯密度超过 0.1kg/dm3 几乎不能提供额外的刚度优势。

图 4：在具有相当的硬度和刚度
的条件下，夹层结构的更轻，因
此所需的昂贵原材料更少。夹层

结构的厚度（高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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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RTM 提供了非常好的表面质量和零

件复杂性。湿压和 HP-RTM 允许使用反

应性高性能树脂，而普通热塑性树脂的

性能范围仍然限制热塑性零件的特定轻

质工程潜力。

HR-RTM 的挑战
HP-RTM 以其高循环潜力和高性能

反应树脂的应用，是一种极具发展前景

的玻璃钢制造工艺。然而，过程控制具

有挑战性，尤其是对于泡沫芯夹层。

优化的真空管理对于完美的纤维润

湿至关重要。需要高压以确保适当的纤

维体积含量、表面质量和树脂流动速度

（循环时间）。然而，芯泡沫只能承受

有限的静水压力。高温也有利于降低树

脂粘度（树脂流动）和树脂固化时间。

然而，再加上较高的压力，这对成本效

益高的核心材料提出了挑战

因此，树脂系统和 HP-RTM 工艺参

数（树脂流量、刀具温度和压力）需要

进行优化，以便在温度和压力受到夹层

相关限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较短的循

环时间。在泡沫芯的温度下，内模压力

应始终低于泡沫的抗压强度（抗压强度

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由于轻质硬泡沫是一种良好的隔热

材料，因此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

加工机会：如果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完成

树脂注入，而泡沫芯由于其隔热性能而以

较低的速率加热，则可以在较高的压力下

完成该过程，从而缩短循环时间。

如图 5 所示。

短的注射时间允许
使用性价比高的硬质泡沫

示例中的注射大约需要 20 秒（图 5
中以灰色突出显示），在此期间达到最

大压力。然后，树脂的快速固化过程开始，

在此过程中压力稳步下降。刚性泡沫在

大约 60 秒（模具温度 100℃）时达到软

化点（TG），这使得在注射过程中利用

几乎没有加热的泡沫的高压缩强度成为

可能，并允许使用具有高性价比的刚性

泡沫。

应用 汽车平台 纤维材料 树脂 芯材 制造工艺 优点

内部地板

通用的克

尔维特和

凯迪拉克

均匀玻璃

纤维
热固性 AIREX T92 湿压法

重量

侧面冲击

隔音

车门饰板 未报道

无纺布

混杂玻璃

纤维

聚丙烯热

塑性
AIREX T92 热压法

重量

( 降低 40%)
碰撞行为

隔热

表 1. 夹层设计在批量生产中的示范应用

表 2. 玻璃钢 (FRP) 夹层生产工艺综述与评价

手工层压 树脂灌注 预浸料 湿压 高压 -RTM 热塑性压制

材料成本 + +/- - +/- - +/-

人力成本 - - +/- +

投资成本 + + +/- +/- - +/-

部件质量 +/- + + + + +/-

循环电位 - - +/- + +

部件复杂性 + + +/- +/- + +/-

图 5: HP-RTM 夹层工艺的压力 - 时间曲线图，显示内部模
具压力（左侧橙色和蓝色线条）、100℃下树脂固化 / 粘度（绿

色线条）和泡沫内部温度（深蓝色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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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泡沫芯压缩性的
过程控制

正如上面所解释的那样，轻质泡沫

芯在 HP-RTM 工艺的加工过程中遇到了

挑战，但它也提供了有趣的工艺优势。

例如，尽管有一定的材料和切割公差，

泡沫的可压缩性可以很容易地以有针对

性的方式得到利用，以达到模具中始终

如一的最高压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系统地注入少量过量的树脂，使泡沫以

可控的方式稍微压缩。因此，模具内部

压力可以可靠地达到 ( 恒定 ) 芯抗压强

度，从而实现表面质量和纤维体积含量

的控制。

最佳树脂的选择
EP 和 PU 树脂非常适合作为快速固

化反应型 HP-RTM 树脂。夹层应用的聚

氨酯树脂具有吸引人的优点，其具有有

竞争力的成本结构。

例如，PU 树脂可以通过这样的配

方在相对较低的温度 ( 如 70℃ ) 下具有

非常低的粘度 ( 见图 6)，同时由于具有

快速固化行为，可以快速固化。低粘度

也是碳纤维加工的一个优势。

这一特点允许保持模具压力和温度

低，而固化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30 秒 )
完成，使高性价比的泡沫芯，模具和冲

床可以使用。

成功的测试系列
表 3 列出了本研究中成功制造 HP-

RTM 夹层零件所用的各种树脂系统和工

艺参数。这表明，即使在极低的压力和

温度下，也可以实现较低的循环时间。

使用三种不同的树脂系统和三种不

同的HP-RTM系统进行了多个试验系列，

结果表明，温度（70-120℃）和压力（4-10
巴）都允许有较温和的加工窗口，这表

明工艺稳定性很好。

复合夹层已经足够成熟，
可以显著减轻汽车的重量

研究表明，具有挑战性的 HP-RTM

工艺除了适用于湿压和热压加工外，还适

用于复合材料夹层的生产。用聚氨酯树脂

生产高容量 HP-RTM 夹层是非常有前途

的，因为它具有非常低的粘度和非常快的

快干固化，即使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当

温度为 60-70℃时，注射时间达到 10-30
秒，因此总过程时间约为 3 分钟。

树脂 泡沫芯 纤维 温度

压力

注射时间

注射速率

循环时间

Henkel Loctite 
MAX2

AIREX®

TX.110
玻纤和碳纤

模具：

60-70℃
树脂 :
52℃

4 bar
10 秒
30 gr/s

到达：

6 分钟

潜在的：

3 分钟

Ruhl 
Puropreg

AIREX®

TX.170
玻纤

模具 : 
70-120℃
树脂 : 
60 ℃

6-10 bar
12 秒
7 gr/s

到达： 
8 分钟

潜在的：

4 分钟

Huntsman's 
Vitrox on 

Frimo system

AIREX®

TX.100
玻纤

模具 :
100℃
树脂 : 
35℃

< 5bar
35 秒
20 gr/s

到达： 
8 分钟

潜在的：

3 分钟

图 6:Loctite Max 2 在 70℃模具温度下的固化行为示意图。
固化开始前那段时间的特点为低粘度（如虚线所示）。反

应和循环时间可以通过固化剂的量来调整。这样即使在 60-
70℃的低温下也可以允许快的固化。

表 3： HP-RTM 夹层零件制造用树脂系统和工艺参数

这些工艺参数还允许使用在 0.1-
0.2kg/dm3 低密度范围的高性价比的泡

沫芯。因此，复合材料夹层结构技术在

汽车工业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更多信息，请见网站

www.3ACcorematerials.com
www.composite-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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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复合自行车车架
Innovative Composite Bicycle Frame

本文介绍了通过增材制造和编织物优化自行车复合车架，大大减少了工业废料以及产品重量。

Santa Cruz 自 行 车（SCB） 为 职

业车手 Danny MacAskill 设计和制造了

一辆复合材料自行车，其利用熔融沉

积模型（FDM™) 技术和准各向同性织

物，创建了一种高效的制造方法。依

靠 FDM™，该公司通过 3D 打印技术用

ULTEM™ 1010 树脂制作了芯轴。这些

芯轴用于生产框架零件形状的乳胶袋。

通常，用于低容量应用的定制乳

胶袋成本高昂，主要在于制造乳胶袋

所需的铝芯轴的加工成本和耗时。使用

FDM™，开发工具和乳胶袋产品是可以

接受的，并行之有效的。相对于一次性

的传统乳胶袋模具，乳胶袋可使用多达

50 次。使用 0，+/-60°的织物，SCB
满足了极端设计要求，并减少了自行车

的车架重量 1.8 公斤。虽然 Danny 的定

制自行车是一个小批量项目，但 SCB 利

用它为大批量平台创建了一个制造解决

方案，该解决方案计划应用在其在中国

的碳材料工厂。

增材制造和编织物
自行车车架可用复合乳胶袋制造的，

通过加热和挤压 ULTEM 1010 树脂热塑

性长丝逐层制造芯轴，增材制造使之成

为可能。Stratasys 的芯轴送到 Piercan
公司之后，Piercan 公司开发了一种将

ULTEM 1010 树脂芯轴浸在液态乳胶中

的专利工艺。与 CNC 加工芯轴相反，打

印芯轴开启了设计空间，实现了通过快

速、廉价的形状迭代来构建复杂的几何

图形。以前，所需的迭代是不可能创建

的，或者只能通过极其昂贵的成本以及

耗费大量时。此外，使用乳胶袋可以减

少 80% 的工业废料。为了制造叠层预制

件，先用玻璃珠填充料袋，然后抽真空

Nic McCrae, R&D Manager, Senior Composites Engineer Santa Cruz Bicycles

获得刚性材料。随后，将 0°，+/-60°
预浸料碳纤维编织物直接铺在乳胶袋上。

这种 0°，+/-60°的织物在单层中是平

衡并且对称的，与单向织物或织造物相

比，几层叠加就可达到必要的强度和刚

度，从而优化材料使用。用碳纤维布包

好后，将每个乳胶袋放入模具中后，玻

璃珠则释放出来。胶乳袋充气加压，固化，

零部件脱模，移走乳胶袋。芯轴的设计

灵活性和编织织物的简易叠放使得框架

设计必要修改更为便利。工程团队突破

了自行车设计的极限，最终的车架只有

1600 克，而要被取代的合金车架重量是

2300g，这使得 Danny 能够跳得更高，

更好地控制平衡，更有信心的挑战极限。

高效的制造工艺
Santa Cruz 在定制自行车车架的制

造中采用了增材制造技术，并结合准各

向同性编织织物，使其能够开发出更高

效的制造工艺，并将其转化为大批量生

产设施。SCB 采用 0，+/-60°面料进

行设计，并使用熔融沉积模型创建定制

和可重复使用的乳胶袋，现在能够在 5
周内创建完全定制的、更轻的复合自行

车车架，而使用传统方法则需要在 12
周内创建，同时还减少了 80% 以上的

工业废料。从小规模开始，该公司可证

明这种创新制造技术的可行性和效益，

然后在其海外制造设施扩大其制备规

模。在内部开发新的、更高效的工艺可

以降低将这些新的制造习惯输送给工业

伙伴的风险和困难。一旦成功过渡，每

月工业废料的总减少量将减少数吨。但

仍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例如在高产量

下稳定乳胶袋填充和排空，但利用增材

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自行车市场的综合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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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来创建定制的叠层工具、辅助工具

和预制件将有助于这一新工艺的成功实

施。丹尼自行车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

一步。

EPS 芯轴和尼龙袋
Santa Cruz 自行车公司分析了其

常规的批量生产流程，并确定了在何处

更改工艺以减少浪费并提高产品性能。

该公司梳理了两个关键方面：EPS 芯轴

和尼龙袋，以及在叠层中使用的材料。

可重复使用的乳胶袋用来代替尼龙袋，

但公司仍需要找出如何制作芯轴和更

换 EPS 芯。芯轴解决方案如下：打印

ULTEM1010 芯轴，可具有更高的复杂

度、更快的周转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对

于 EPS 预制件，SCB 使用玻璃微珠作

为填充物，并在叠层过程中使用真空来

硬化成型。对于此类材料，我们选择了

最坚硬的材料——单层准各向同性编织

物。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公司的实验室展

开的，材料和工具都是在公司内部设计

并在当地采购的。制作了三个原始原型

并提交给实验室做破坏性试验计划。这

次生产的三个叠层原型比以前的合金框

架轻 20% 以上，冲击试验强度高 35%，

疲劳寿命高 10 倍。Danny MacAskill 在
苏格兰测试了第一辆自行车，结果把它

弄坏了。SCB 改进了所有关键区域的叠

层技术，并生产了三辆自行车，丹尼今

天仍然在骑。

逐步增长的市场
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自行车市场的

综合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4%。自行车

行业内的技术进步，包括 SCB 在制造技

术方面的进步，将使公司能够在这个不

断增长的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开发

的新制造技术将通过降低单位成本和提

高性能更好的自行车的交付速度来增加

其市场份额。传统的复合材料自行车车

架是用配套的模具制造的，并用加压尼

龙袋加固。这种传统的制造方法可被挑

战的，因为在新框架项目的研发阶段由

创新的关键利益 公司背景
● 显著减少工业废料

● 缩短上市周期

● 优化材料使用

● 先进的自行车车架生产，耗时短，

成本低，性能更优

Santa Cruz 自行车公司（SCB）成立于 1994 年，一直专注于山地自行车的制造，

直到 2017 年，该公司增加了车轮生产线。2015 年，该公司被 PON 收购，PON
是一个全球品牌集团，提供任何市场上最好的自行车。此次收购推动了 SCB 的

发展和特殊工程项目，如 2016 年复合材料原型开发实验室的成立。SCB 现在能

够设计、制造和测试复合材料零部件和原型，从简单的管和板到复杂的空心零件，

如框架和组件。它与中国的多个复合材料制造厂合作。它的产品线包括各种各样

的高性能自行车，涵盖从硬尾山地车到 8.5 英寸的旅行降速车的一切。它的碳材

料自行车是由一个独家制造厂生产的。该公司还生产高端碳材料车轮，为强度和

可靠性设定了新标准。它的使命是给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就不会有“错

失良机”，并在环保设施中生产他们的自行车。

于昂贵和耗时的工具而造成成本高。直

到最近，在航空航天和汽车工业推动了

增材制造在复合材料模具中的应用。这

一创新体现了增材制造应用于其他复合

材料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促进了更有效

的研发计划转化为更好的大规模生产过

程的可能性。

主要合作伙伴
Stratasys 的应用工程师与 SCB 合

作，设计和制造用于定制复合自行车车

架的乳胶袋的工具。该模具由一系列

3D 打印芯轴组成，这些芯轴被浸入乳

胶浴中以制造乳胶袋。然后，这些气乳

胶袋作为复合材料自行车车架零件的叠

层工具。

A&P 设计并开发了一种准各向同性

0°，+/-60°碳纤维，QISO®，用于制

造丹尼自行车。QISO 在各个方向上材

料量都是相等的（按重量计），便于铺

设，无需调整铺层的方向。通过与纺织

物层压板的对比测试，准各向同性编织

物在拉伸、压缩和冲击事件中的性能均

胜一筹。

美国 Piercan 就定制适合他们新

型自行车车架的乳胶袋一事咨询了

Santa Cruz 自行车公司。SCB 协助并

向其团队提供制造和提供有关 3D 芯轴

的信息，该芯轴是 Piercan 制造过程

中的关键部件。

更多信息 www.santacruzbicycl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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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ing 汽车有限公司
采用先进的轻量化设计软件
Roding Automobile Gmbh Uses 
Advanced Lightweight Design Software

利用 Fibersim 软件，可以方便快捷地开发纤维增强塑料产品生产轻量化零部件，以满足政府在
排放和燃油经济性法规方面的要求。此外，还需要在纤维增强塑料加工方面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并对成本进行系统级评估。这就是 Roding 汽车有限公司如何能开发出世界领先的轻型的可在大
街上行驶的敞篷跑车，并将轻型设计服务范围拓展到汽车行业之外的原因。

Roding 汽车有限公司不仅是一家技

术公司，也是跑车的制造商，Roding 跑

车是 2008 年推出的一款独家碳轻型敞

篷跑车。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轻质结构的开发和

制造，为汽车、工业机械和航空航天行

业的客户提供服务。

替代材料的潜力
直到几年前，钢铁还是大多数制造

业的首选材料，尤其是在汽车行业。设

计师把这种材料牢牢地固定在他们的材

料数据库中。但是，对更高能源效率的

需求导致了对更轻车辆和替代材料的需

求增加。铝和镁，以及一系列创新塑料

包括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因此在许

多设计师的作品中越来越普遍。最先进

Laurence Dupiczak, Marketing officer, Siemens PLM Software

的三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的

先进功能使这些材料的精确计算和详细

设计成为可能。因此，碳纤维增强塑料

（CFRP）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FRP）
等纤维增强材料作为一种高性能、轻量

化的金属材料替代品，正日益受到重视。

玻璃钢加工挑战
Roding 是纤维增强塑料加工领域

的开拓者之一。作为德国领先的轻型高

性能车辆制造商，该公司在玻璃钢产品

的开发和制造方面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知

识。对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成员

Georg Käsmier 来说，在 3D 计算机辅

助设计（CAD）系统中，零件设计和材

料选择的早期定义是关键。他认为，在

大规模生产中，基本上只有在设计师的

3D CAD 系统中定义的材料才能被经济

有效地使用。纤维增强塑料在这里构成

了一个特殊的挑战。扁平织物类垫子必

须正确折叠和预成型，并且只有在考虑

到纤维结构的情况下，才是可用的部件。

现在，基于设计的纤维结构计算材料特

性以确定应变和变形是有趣的。这些复

杂的过程只能通过正确的技术诀窍和软

件工具来掌握。

为了掌握设计、分析和制造玻

璃钢产品的复杂性，Roding 依赖于

Fibersim™ 复合材料工程软件组合，来

自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专家西门

子 PLM 软件。公司选择光纤作为连接

3D CAD、性能计算和生产的关键环节。

该软件除了易于操作外，还与现有的设

计和生产过程无缝集成。作为软件开发

铺层结构（© 西门子 PLM
软件公司白皮书）

复合材料最终提供了许多其他行业感兴趣的应用，如机械和设备
制造、医疗技术或消费品。（© 西门子 PLM 软件公司白皮书）



11

专栏：交通运输  Special Report: Transportation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0.6
广告



12

专栏：交通运输  Special Report: Transportation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0.6

商，西门子 PLM 软件公司是一家有能力

进行持续开发的合作伙伴。

从小众到主流
2007 年，来自慕尼黑技术大学的

四名年轻工程师与以精密技术闻名的

Stangl&Kulzer 集团的董事合作，构思出

了一款超轻跑车。Roding 汽车公司的成

立产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轻的街道法

定跑车。如今，Roding Roadster R1 以

其轻质碳设计在小批量生产中生产。

随着在汽车行业的成功，Georg 
Käsmier 希望让其他行业也了解纤维增

强塑料的可用性。

据他说，Roding Roadster R1 是碳

纤维增强塑料（CFRP）如何推进轻量

化设计的一个典型例子。因此，该公司

扩大了服务范围，并向其他行业提供专

业服务。除了汽车、航空和航天技术外，

Roding 汽车公司还是机械和工厂制造、

医疗技术和消费品行业的发展伙伴。这

是一个了解材料并评估其最有可能展示

优点的地方的问题。为了考试

例如，在汽车中用碳纤维布代替

传统材料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整个汽车总成的重量减轻产生积极

影响。

“轻量级设计螺旋”
节省了成本

因此，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会提及“轻

量级设计螺旋”。重量减轻策略不应单

独针对单个组件，因为只有采用系统轻

量化方法才能实现最佳重量减轻。此外，

要达到减肥目标，需要从一开始就设计

出更轻的重量。

减轻车身重量对整车减轻重量有着

螺旋式的影响：车身越轻，底盘越轻，

这就需要更小的发动机，这就需要更少

的电池电量或更少的油箱容量，这就需

要更少的刹车，从而导致额外的车身重量

减轻。单独来看，与钢或铝金属部件相比，

碳纤维部件减轻重量乍一看更为昂贵。但

如果考虑到整个车辆，碳纤维增强塑料的

使用在成本方面变得更加有利。

Roding Automobile 看到了更多的

机会之窗，希望在整个系统评估中包括

这些因素，并提供可靠的决策相关数据。

汽车工业正处于一个 20 年或 30 年来从

未经历过的重大变革时期。轻量化设计

是前瞻性保护自然资源的变革杠杆，每

个行业都可以从中受益。

纤维设计知识
除了重量轻、刚度高、强度大等

优点外，纤维增强塑料还具有更高的

外观价值，并具有卓越的设计灵活性。

当设计师修改玻璃钢产品时，纺织品信

息是每一个几何信息的一部分，在计算

材料性能时必须考虑。这就是 Georg 
Käsmier 看到的 Fibersim 的突出优势。

该公司正在使用纤维从几何结构到纤维

层，从设计到制造。该软件支持从 CAD
模型到成品的整个工作流程。

例如，由几何图形生成的表面补片，

精确定义了纤维层、纤维类型和纤维角

度。通过对织物的悬垂模拟，设计人员

可以使用纤维来确定是否有可能产生所

需的悬垂效果。该软件有助于用容易理

解的色阶识别出问题点。例如，红色区

域是皱纹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覆盖效果。

通过更改零件的数据、应用槽口或使用

其他材料来修正这些问题。

Fibersim 包含一个可以使用特定

材料特性修改和调整的材料数据库。例

如，它包含有关材料厚度、纤维剪切角

和机械性能的数据。结构模拟使设计师

对成品零件的性能有信心。该软件可以

为结构仿真和有限元计算程序提供输出

数据。利用 Fibersim 提供的数据，甚至

可以通过完整的模拟程序来说明制造过

程中纤维和基体材料的“结合”过程。

这就是软件的特殊优势变得显而易见的

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

提供快速的响应。作为一个合同制造商，

Roding Automobile 依靠快速的结果和卓

越的可靠性。Fibersim 是一个非常优雅

的解决方案。

转入生产
在生产方面，Fibersim 自动生成用

于叠层的铺层簿指令，以及为切割机进

行预格式化的铺层平面图案。它是 CAD
模型与产品之间的理想接口。Fibersim
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组件是定位图，即所

谓的 ply book。此操作程序确保成品毛

坯插入挤出机模具的正确位置。软件自

动生成这些位置图，并精确地呈现复合

纤维垫必须插入的方向和顺序。这样，

在加工复合材料方面的附加优势第一次

变得可行，例如在夹层复合材料中组合

不同的纤维和材料类型。

对于大规模生产，通过简化铺层形

状进一步细化工艺，以优化排料效率，

并减少材料浪费和成本。接下来，在深

拉伸过程中，将切割的加强层预制成所

需的 3D 形状。然后，3D 预制件准备好

进行树脂灌注，并转移到高压树脂传递

模塑（HD-RTM）机上，在高压下注射

的树脂在预制件上均匀分布。然后，注

入的预制件快速固化，以提供所需的复

合材料部分。

复合材料最大的
轻量化设计潜力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轻量化设

计的最大潜力在于复合材料的应用。

Fibersim 提供了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因

为它掌握了复合材料设计和计算的细节。

成功的、面向未来的设计需要对每种相

关类型的材料进行概述。多材料混合结

构明确地证明了这一能力。可供选择的

方案越多，解决方案的变化就越好。那

些能轻易确定碳、铝、钢、镁或热塑性

塑料最佳使用位置的有很大的优势。

更多信息

www.plm.automation.siemens.com

切割台接收来自 Fibersim 的信息。（© 西门子 PLM 软件公司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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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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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 1000 公里续航里程的电动车之路
The Road to the 1000-kilometre Electric Vehicle

今天开发续航里程为 1000 公里的电动汽车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随着电池功率越
来越强大，降低车辆重量将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所要克服的关键挑战。但是，制造商如何在保证
安全的同时使汽车更轻呢？由于在复合材料、工程塑料和增材制造方面的创新，汽车现在既轻又
可靠。因此，电动汽车离重大突破更近了一步。

消费者对他们的汽车续航里程的期

望很高。满油箱行驶 1000 公里甚至超

过 1000 公里，已经成为当今非电动汽

车司机的常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相

当于往返于阿姆斯特丹的斯基浦机场和

巴黎的戴高乐机场之间。想要取得突破，

现代电动汽车正面临着这个巨大的挑战：

它们根本达不到这一距离——至少没有

及时的充电是不行的。

如今最受欢迎的家庭电动汽车在充

满电的情况下平均续航里程为 200 至

300 公里。这远远低于现代消费者的预

期和非电动汽车制定的标准。即使是最

具标志性的电动汽车，特斯拉 S 也只有

500 公里的续航里程。

去年 8 月，McKinsey 咨询公司进

行的一项研究提出了大幅增加电动汽车

公共充电器 [1]。

原因很简单：人们开车不仅仅只是

想去杂货店或上下班。320 公里的里程

根本达不到预期。如果不能提高汽车自

身的续航里程，更多的充电器可以成为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或者说缺乏续航里程——是它们成为主

流的巨大障碍。

为什么更轻更好？
制造续航里程 1000 公里的电动汽

车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实现这一目

标的第一步是提高电池效率。科学家们

已经开始创新 [2]，逐步提高电池能量密

度，即单位体积储存的能量。但进展缓慢，

Wilfrid Gamb ade, President, DSM Dyneema

而且提升是有限的。DSM 认为，第二步，

也是更重要的一步是使车辆更轻。

最近就影响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参

数进行的分析非常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

电动汽车的重量和电池组的尺寸对其行

驶里程的影响最大 [3]。因此，制造商不

能忽视重量对车辆续航里程的影响，以

及由此导致的电动汽车瘦身的必要性。

鉴于电动汽车往往比使用化石燃料的同

类汽车更重，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

大众高尔夫的电动版重量比其燃油型的

前代车型重 15%。

减少电动汽车的体积并提高其效率，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过去，

一些创新技术已用于减少路面上的空气

阻力和滚动摩擦。其他的实验则试图移

除特定的汽车部件来减轻重量。

但考虑到电动汽车重量上巨大的劣

势，其电池重量可达 600 公斤以上，这

还不够。改造现代汽车意味着在保持其

完整性的同时，制造必要的、更大的部件，

如底盘点火器。最大的冲击来自于用高

性能轻质材料代替钢和铝。而要真正实

现轻量化，制造商需要从单一材料转向

复合材料，包括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

航空航天引领发展方向
立足于航天工业的广泛研究和开发，

一种新的材料已经成熟到可以打入电动

汽车的世界。这些材料就是号称的连续

纤维增强塑料（CFRPs），也称之为先

进的热塑性复合材料（ATCs）。

它们比金属轻 70%，可能是未来汽

车的基石。其核心是单向预浸带（UD 预

浸带），由沿相同方向排列连续纤维（玻

璃或碳）组成，并用聚合物浸渍，形成

热塑性的带状物。

为鼓励汽车行业采用这些先进功能

如今最受欢迎的家用电动汽车在充满电的情
况下平均续航里程为 200 到 3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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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DSM 旨在通过在价值链内建立工

业伙伴关系，确保工艺周期时间、转换

成本和再加工费用及成本效益，建立可

持续的供应链。

因此，该公司相信，汽车行业将开始

接受一种新的制造汽车的材料，从而生产

出更轻、更节能的汽车，继而为续航里程

为 1000 公里的电动汽车铺平道路。

安全问题上无需妥协
与此同时，尽管减重和提高效率是

汽车行业的崇高目标，但它不能忽视安

全问题。例如，碳材料已经成功地降低

了汽车的重量，但更倾向于减轻重量而

牺牲了安全性。

碳材料可能很强，很硬，很轻，很

容易成型，但它不善于应对冲击。材料

断裂时会破碎，形成尖锐的碎片，可能

造成伤害。可以肯定地说，除了概念车

之外，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延长，但安

全性差的话，这并不是前进的方向。

通过结合碳纤维与更具韧性（能量

参考文献
[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utomotive-and-assembly/our-insights/
charging-ahead-electric-vehicle-infrastructure-demand
[2]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integration/research/newsalert/pdf/towards_
the_battery_of_the_future_FB20_en.pdf & https://www.quora.com/Is-it-true-that-
battery-energy-density-improves-5-8-per-year-Does-this-represent-an-average-
or-is-it-a-consistent-trend-each-year-Do-these-improvements-increase-the-
cost-What-has-been-the-trend-if-any-regarding-energy-to-weight-ratio & https://
www.quora.com/What-advances-have-been-made-in-terms-of-increasing-the-
energy-density-of-batteries
[3]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82021268.pdf

吸收）的高强度纤维，DSM 开发出了

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混杂复合材料——

更具体地说，混杂复合材料将碳与

Dyneema® 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既

轻又安全的材料。Dyneema® 是世界上

最强的纤维，也是唯一一种科学设计的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PE）纤维，可

克服磨损、弯曲疲劳、压缩和蠕变疲劳。

这标志着 CFRP 的发展又迈出了一

大步。将这种纤维添加到 CFRP 材料中，

吸收的冲击能量可提高 100%。锦上添

花的是，Dyneema® 混杂复合材料的碳

也比纯碳复合材料轻。

作 为 其 强 度 的 证 明，DSM 的

Dyneema® 混杂碳复合材料已经在几

家汽车制造商进行了测试。例如，2018
年 LE Mans24 小时拉力赛中，丰田运

动汽车有限公司（Toyota Motorsport 
GmbH）在一辆丰田 TS050 的底盘上使

用了它们。

最终结果怎么样了？丰田以第一

名结束比赛。其他制造商也在 Monte 

Carlo. 拉力赛中成功测试了这些混杂复

合材料。最近，Koenigsegg 在 2019 年

的新超级跑车中使用了它们。

同样，这一组合有助于使它即轻便

又安全，在赛道内外都受到追捧。

1000 公里续航里程的
电动汽车：即将来临？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增加 3D
打印技术（也称为增材制造）使重新反

思汽车制造业成为可能。增材制造可以

帮助开发使用传统方法无法实现的设计。

它的设计选项允许创造更轻和性能更好

的汽车零件。

此外，该技术还减少了验证时间，

从而缩短了开发时间，加快了设计迭代。

除了 CFRP 复合材料和 Dyneema®

之外，DSM 的增材制造部门最近开发了

第三项创新，以进一步提高车辆性能。

去年底推出的 Somos®PerFORM 
Reflect，是一种开创性的新型立体光刻

材料。

使 用 Somos®PerFORM Reflect 进
行 3D 打印，通过充分利用设计和生产

功能，可以更快地创建风洞模型。

除了节省成本之外，这项技术还节省

了 40% 的时间。因此，工程师可以更有

效地验证他们的设计，这将获得更多创新

以及更轻的汽车，也增加了续航里程。在

不久的将来，CFRP 将成为 DSM 中增材

制造技术的一部分，增加复合材料的当前

选项。通过不断开发这些新技术，该公司

正与汽车制造商合作，为消费者提供可靠、

轻便的电动汽车。这辆 1000 公里续航里

程的电动汽车不久将在掌控之中了。

更多信息 www.dsm.com

电动汽车的重量和电池组的大小对其
续航里程的影响最大。

采用 Dyneema® 复合材料制备的碳材
料比纯碳复合材料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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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塑性预浸带为特色的
汽车面板生产的革命性变化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Vehicle Panel 
Production Featuring Thermoplastic Tape

在 3 月份的上一届 JEC 世界大会上，Sabic 宣布了一项新的尖端技术，利用其一种单向纤维增强
热塑性复合材料 UDMAX™ 预浸带，生产轻质、经济、可回收的汽车面板 。

Sabic 的创新技术旨在取代在汽车

内部和外部应用的传统金属和热固性面

板。它将很快在全球汽车市场大批量生

产的轻型商用车（LCV）的隔板中商业化。

隔板是由 Sabic、英国工程服务商

RLE international、意大利工具制造商

AMA Composites 和德国织布商 Setex 
Textil GmbH 共同开发的。

一次性工艺
采用 UDMAX™ 预浸带制造的车辆

Mr Gino Francato, Global Business Leader Composites，Sabic

面板兼有强度和抗冲击性、重量轻等特

性，与金属部件相比，内板重量可降低

35%。对于外部面板，采用复合材料可

减轻重量高达 50%。这些面板都是采用

高效的一次性层压和低压成型工艺生产。

UDMAX™ 预浸带为汽车行业提供

了一个强大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不断面

临的减轻重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可持续

性的挑战。轻型商用车隔板是第一例在

结构应用中选用这种创新材料，结合新

的加工方法，可以在不影响安全性、耐

用性和燃料或能源使用的情况下帮助客

户实现更轻重量的挑战。通过这一独特

的工程师、设计师和技术专家团队在材

料和转换过程中的持续合作，Sabic 打

算探索更多的方法来扩大热塑性复合材

料技术的应用。

减重以及流水线生产
在许多应用中，使用热塑性复合材

料可以显著减轻重量。对于隔板，在零

部件中通过层压 UDMAX™ 预浸带替换

传统的金属部件，重量减轻了 35%。重

量更轻使得大型隔板更容易处理，这有

助于加速车辆装配。

在不牺牲部件耐冲击性能的情况下

实现这种减重，这对于保护乘客免受货

物移动造成的伤害至关重要。

根据 RLE International 规定，用于

运输 LCVs 中固定货物的隔板必须符合

ISO27956 标准。UDMAX™ 的工艺建立

与拉伸强度是优化隔板抗冲击性能的主

要因素。

与传统多片隔板的金属或注塑件相

比，由 RLE International 构思、开发和

设计的新方法相对注塑工具，可将工具

成本降低 80%。这笔节省来自能够用较

低成本的低压工具替换昂贵的高压工具。

总的来说，LCV 隔板的供应成本可以比

它取代的传统金属隔板低 10%。

这项技术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复杂

性，也代表了汽车面板生产的革命性变化。

隔板采用高效、一
次性层压和低压成
型工艺制造，采
用 UDMAX™ 预浸
带可减轻 35% 的
重量，符合 ISO 
27956 标准，以确
保货物在运送车辆
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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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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型周期不超过两分钟，这种流水线工艺避免了传统上在

不同供应商采购和组装多个部件，以及二次喷漆和装饰操作。

Setex编织了具有超宽UDMAX™ 预浸带内核的专有层压，

并在一次压缩步骤中融入了美感。这一过程还可以改变面板厚

度，以提高噪音、振动和不平顺性（NHV）水平，有助于降低

车内噪音。AMA复合材料创造了这个工具，并塑造了概念零件。

用 UDMAX™ 热塑性复合预浸带生产板材的新技术为汽

车工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一个例子是电动汽车行业，降低

面板重量可以扩大驾驶范围，较低的成本工具可以减少初创

企业的资本投资。RLE International 随时准备协助汽车制造

商掌握这一新流程，以便他们能够代表其原始设备制造商客

户提升其优势。

更多信息 www.sabic.com

UDMAX ™ 分条预浸带（交叉缠绕）

UDMAX™ 分条预浸带制成的层压板（织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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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tom 将交付世界上
最大的氢燃料电池动车组
Alstom to Deliver the World's Largest
Fleet of Hydrogen Fuel Cell Powered Trains

5 月 21 日，Alstom 宣布了 Rhein Main Verkehrsverbund（RMV）的子公司 Fahma 交付氢燃
料电池列车的订单。该合同价值约 5 亿欧元，其中 Alstom 3.6 亿欧元。从 2022 年开始，这 27
列列车将取代德国 Taunus Hesse 地区 4 条支线列车上的柴油动车组（DMU）。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RMV 子公司

Fahma 的在全欧洲招标 27 氢燃料电

池动力列车的成功候选人。法国供应

商 Alstom 通 将 于 2022 年 开 始 交 付

Coradia iLint 动车组。合同还包括未来

25 年的氢气供应、维护和储备能力的提

供。因为加油站位于Höchst工业园区内，

所以氢气将会与 Infraserv GmbH&Co.
Höchst KG 共同合作提供。

世界上最大的氢燃料
电池动车组

燃料电池牵引是昂贵的电力牵引的

替代品，而且还可迅速实现。

在 Hesse 地区，三分之一的温室气

体排放来源于交通运输，因此每个人都

非常乐意用蒸汽替换碳烟。

新的燃料电池列车将取代以下线路

上的现有柴油列车：RB11（Frankfurt-
Höchst – Bad Soden）、RB12（Frankfurt 
– Königstein）、RB15（Frankfurt – 
Bad Homburg – Brandoberndorf） 和

RB16（Friedrichsdorf – Friedberg）。

订单总额共计 5 亿欧元。

Höchst 工业园的
氢燃料加气站

新火车将会在 Höchst 工业园区内加

氢，由于其配置现有的氢基础设施，这

里是一个理想的加气站。

火车加氢站将与公共汽车和卡车加

氢设施一起运行。

世界上第一列氢动力火车
Coradia iLint 是世界上第一列由氢

燃料电池的电能提供动力的客运列车。

火车像郊区的火车一样安静。因为它们

只向环境中释放蒸汽和液态水，所以不

会生成当地污染物。

Alstom 将 预 生 产 列 车 交 付 给

Xperion，其油箱系统将由 Wystrach
提供。Wystrach 继而将压力罐交付给

Nproxx，该压力罐是一种 4 型压力缸，

带有塑料衬里，外部结构由纤维缠绕的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Nproxx 是世

界领先的 4 型高压储氢压力容器的设计 /
开发 / 生产商之一。

碳纤维压力罐安全、耐用、重量轻

且坚固。这类车辆展示了许多创新之处，

例如清洁能源转换、电池的灵活储能、

牵引力和可用能源的智能管理，以及适

当的驾驶员辅助系统。由于 iLint 是专门

为非电气化线路开发的，列车运行是清

洁并可持续的，因而对 iLint 客户来说具

有很高的成本效益。

Fahma 公司，RMV 的子公司，已经从 Alstom
公司订购了世界上最大的燃料电池动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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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节车厢 160 个座位
自 2018 年 9 月以来，世界上第一

批两列氢动力列车已经在 Lower Saxony
的 Elbe-Weser 线路上正常商业运行。

Lower Saxony 州 的 地 方 交 通 管

理 局 Landesnahverkehrsgesellschaft 
Niedersach sen（LNVG）将于 2021 年

在这条线路上运营 14 列 Coradia iLint 列
车。因此，RMV 是第二个采用 Fahma
提供的列车组的无废气排放、环境友好

的氢能技术的运营商。

27 列新型燃料电池列车将配备综

合乘客信息系统，屏幕显示实时信息。

可放置自行车、轮椅和婴儿车，乘客在

乘车期间也可免费使用 WiFi。每节车厢

160 个座位，Taunus 交通网络的线路容

量将增加 40%，这对缓解郊区高峰交通

尤为重要。

更多信息 www.alstom.com

什么是 4 型压力罐？ 4 型油罐的优势是什么？
为了解为什么 4 型适合该项目，你

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不同类型的压力罐。

● 1 型：传统的全金属瓶，用于储存

工业过程中的液体和气体。这些产品

便宜，但很重。

● 2 型：在罐的内部圆周上增加一层

碳纤维加强层，用于与金属分担载荷。

它们更结实，重量更轻，但比1型更贵。

● 3 型：碳纤维复合材料罐，内衬为

钢或铝罐。外部由碳纤维罐支撑负载。

这种类型需要的碳纤维更多，因此它

比 2 型成本更高，但可以承受更高的

压力。

● 4 型：碳纤维罐，内衬聚乙烯塑料。

它的重量小得多，并且抗冲性更高，但

由于碳纤维的所占体积大，它相对昂贵。

虽然 1 型罐满足大多数基本储存

要求，但运输压力罐时应考虑重量因素。

金属和部分金属罐的重量增加了运输成

本，这就解释了使用碳纤维的原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度。碳纤维使

油箱具有更高的抗压强度，使其能够承

受更高的负荷。碳纤维还显著提高了压

力容器的耐腐蚀性和疲劳性，这对于安

全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体积是碳纤维在复合材料压力罐

（4 型）中的另一个重要优势。4 型压

力罐的“天然”强度使它们能够在高

压下储存氢气。这些优点的结合使得

在储氢罐中可能储存大量氢气。

资料来源：德国储氢压力容器制

造商 Nproxx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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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火车
The Train of the Future

2013 年，Elon Musk 对 Hyperloop 项目的验证为开发一种不再
是幻想的新型交通工具打开了大门。包括 TransPod 在内的几家
公司已经在法国的 Limousin 地区开始了冒险之旅。

《JEC 复合材料杂志》：Transpod
的创意是什么？

Sébastien Gendron: TransPod 萌 生

了创办自己公司的愿望，我已经有了运输

方面的专业知识，我想留在同一个领域，

从事一些有趣的工作。由大型工业集团领

导的研究和开发项目缺乏雄心壮志，当 

Elon Musk 在 2013 年证实这一想法时，

我看到一扇窗户打开了，于是就开始了。

我是从多伦多大学开始的，在那里我遇到

了我的搭档 Ryan Janzen，他是多伦多大

学的研究员。他负责技术部分，我负责执

行部分。

目前 TransPod 处在什么的阶段？

S.G.：我们正处于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访谈 Sebastien Gendron，CEO，TransPod

我们正开始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壮大。我

们还有五年的发展时间，2023-2025 年将

实现一个认证目标。我们的研究和开发活

动已经在意大利开始，我们也在多伦多进

行研究，我们应该开建在 Limoges 附近

已经得到建筑许可的试验室，并在 2019

年初开始工作。首先，一个测试轨道，用

于验证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有开发，然

后我们必须开始开发其他子系统。

你们目前的发展是只针对车辆还是

包括基础设施？

S.G.：研究主要是在车辆上进行的，

因为它是技术集中的地方，对于基础设施，

我们必须解决腐蚀、维护、管道侧面保护

等问题，但我们会说 90% 的研发都在车

辆上。基础设施相当简单，我们行车轨道

在混凝土杆上的金属管上。对于我们在意

大利正在开发的系统，先给大家简单介绍

一下，它主要有两个子系统，一个是电力

传输，另一个是通信和信号。

你的车用什么材料？

S.G.：有两种选择正在出现，有一种

是在复合材料中，不一定是碳材料，因为

碳材料导电，而我们车的工作区域在电磁

区的地方，我们将避免有导电性良好的东

西。所以选择复合材料，而不是玻璃纤维。

以及航空工业使用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如

铝 - 锂。

除了 Paris 和 Toulouse 之间正在进

行的项目外，你们还在做其他项目吗？

Spadina ©Trans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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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法国有三个地区有兴趣开

发一条走廊，我们有 Paris-Toulouse Le 

Havre-Paris线，在Rouen有一个停靠站，

并连接西部三个机场（Brest Rennes and 

Nantes）。

既然是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就必

须有新的规定？条例是谁写的？

S.G.: 它是由欧盟铁路运输委员会编

写的，正如我们没有高速列车或无人驾驶

飞机等方面的法规一样。它还不适用于自

动驾驶汽车。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专家组成

的委员会来定义这一监管框架，我们提出

了一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希望确保

政府部门同意这一方法。似乎每个人都同

意这是下一代地面运输，但由于我们使用

了许多航空工业的技术，因此我们的目标

是通过使它们适应铁路或陆路运输的监管

框架来使用相同的安全标准。

这项规定是在欧洲范围内实施，还是

更具普遍性？

S.G.：两者都有一点。会有一些国家

希望制定自己的监管框架。我们今天有机

会，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努力建立有意义

的门户和双边协议。通常，在与欧盟委员

会成立的专家委员会中，我们有来自加拿

大港口的专家，他们将是其中的一员。民

航业的监管框架是可接受的，当一架飞机

在美国获得联邦航空局的认证时，它也在

欧盟和加拿大获得了认证，我们开始采用

同样的方法，涉及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每

个人碰巧都同意。

你们的中短期挑战是什么？

S.G.：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一个管理

框架来定义这个项目。我们现在的目标是

整合我们的监管方面。好消息是，欧盟已

经开始了定义这一框架的工作。我们还与

另外三家欧洲公司（荷兰、波兰和西班牙）

合作，这三家公司正在推动它们的政府采

取共同的监管方法。

更多信息请见 www.transpod.com

吊舱的侧视图 ©Transpod

空中巨人 ©Trans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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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第一辆 3D 打印碳纤维自行车
Making the First 3D-Printed Carbon Fibre Bike

一想到 3D 打印，人们就会联想到定制的假肢、可打印的器官、甚至房屋和许多本地生产的定制
产品。然而，经过过去几年的炒作，许多人意识到，该行业仍然专注于原型和模具制造，而不是
制造功能性的最终用途部件。造成这种滞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缺点是塑料材料
本身的机械性能不佳，特别是层间的界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使用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占传统塑料

制品的 70% 以上。虽然增强纤维的加入

减少了翘曲，但由于纤维不会跨界面桥

接，因此并没有显示出增强了界面结合。

因此，用连续纤维印刷是一种解决办法。

连续碳纤维 3D 打印
Arevo 开发了一种用连续碳纤维进

行 3D 打印的系统方法。这个生态系统

将以该公司的第一个应用为例来描述 : 
一辆 3D 打印碳纤维自行车。目前的自

行车制造过程是高度手工化的，而且时

间和成本都很高，因为它需要不同的自

行车部件的各种模具。

此外，使用热固性树脂作为基体

会使材料变脆，碰撞时会导致灾难性

的失效。

相比之下，Arevo 的增材制造工艺

基于延展性更强的热塑性基体材料，不

需要模具，并且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

况下定制自行车。

新自行车的设计和生产过程将在下

面详细说明。基于所使用的连续碳纤维

增强材料的高刚度，采用了悬臂式链条

支撑，而无需像传统自行车设计中常见

的座椅支撑。为了使用底部支架、制动

器、齿轮等标准组件，需要采用弯曲的

设计，不能平放在模板上。这就需要开

发 True3D 纤维路径，使单向碳纤维与

加载路径在三维方向上对齐。

True3D 工艺
True3D 刀具路径允许与之对齐的纤

维以这样一种方式放置，使其跟随车身

表面。此外，在表面方向上以此方式对齐，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零件的结构性能。

在增材制造中使用的标准 2.5 D 方

法中，一个单独的层是通过 xy 方向的移

动来打印的，接着是 z 方向的移动来开

始下一层，与此相反，创新的 True3D
过程允许在xyz方向的移动来沉积材料。

图 1 显示了使用链扣在 XYZ 中打印

True3D 表面的示例。根据最初的设计草

图和基于打印能力的设计特征，CAD 文

Dr.-Ing. Natalie Rudolph；Danning Zhang, PhD；Peter Woytowitz, PhD；Arevo, Inc.

Arevo 第一辆 3D 打印碳纤维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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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创建并加载到 Arevo 软件中。

使用该软件 3D 打印任何部件的一

般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基本步骤是 :
● 初始设计和拓扑优化 ;
● 刀具轨迹生成；

● 带刀具轨迹和过程模拟的增材有

限元分析（AFEA）；

● 刀轨和三维打印模拟；

● 过程数据的计量反馈。

结构有限元分析 (FEA) 需要输入材

料数据。图 3( 左 ) 显示了该工艺所得的

拉伸模量。高性能可以从低孔隙含量和

良好的均匀性 ( 见图 3，右 ) 以及良好的

界面结合的测试部件中得到。其比强度

可与其它具有相同基体材料和纤维载荷

的复合材料相比较，且优于通常用于自

行车制造的金属。

图 4 显示了通过图 2 的工作流程确

定的框架内部尺寸。可见，顶部、底部

和壁的厚度差别很大 
这些变化允许材料的最佳使用，以

及最佳的纤维取向。所需的光纤定向驱

动刀具路径。

图 5 显示了从附加有限元分析获得

的代表性结果。

Arevo 软件可以显示位移和应力等

输出。图 5 中的总位移显示最大值为 6.4 
mm，这可能与行驶性能直接相关。

几何、美学和结构挑战
在 GCode 中提供刀具路径和机床

命令之后，工作流程继续打印这三个组

件。除了前面提到的刀具路径生成挑战

外，它们每个都有自己的几何、美学和

结构挑战。首先，所有的零件都是空心

的，这通常可以通过支撑结构或工具来

解决。为了将重量减至最小，且不增加

更多的后处理步骤，该工艺设计用于在

这些空心截面（高达 120 mm）上架桥。

其次，需要小半径（小于 20 mm）和

薄（2-3 mm）单向壁面内转向的几何

结构。这些特性不能用当今的复合材料

制造技术在同样高纤维体积含量（50 
vol%）的情况下自动制造。最后但并非

最不重要的是，最小重量的目标要求具

有不同厚度（2-25 mm）的非平面层合

板，这些层合板不可能总是平衡的。因

此，需要在印刷过程中预测、最小化和

测量翘曲的策略。这些包括印刷过程的

热模拟、微观力学模拟以及与现场测量

计量学的比较。

从原型到制造
Arevo 开发的新工艺技术允许使用

至少 50 vol% 的碳纤维印刷复合材料，

这是高性能和大幅度降低组件重量所必

需的。

此外，使用激光作为加热系统会产

生无与伦比的界面强度和打印速度，从

而使这项技术从原型制作转向制造。薄

壁有时甚至与平面内转向相结合，需要

非常高的精度和对沉积的严格控制，这

是通过机器人技术和在放置过程中对张

图 1: 链条撑杆的 True3D 路径示例。

图 2:Arevo 设计软件工作流程。

图 3：左：与典型金属自行车车架材料相比，单向叠
层的比拉伸模量；右：纤维体积含量为 50% 且空隙

含量小于 1% 的 CF-PEEK 长丝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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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严格控制来实现的。

对系统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以确定任何给定材料和几何特征的最佳

工艺参数。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将材料的

激光吸收行为表征为纤维体积含量、纤

维取向（例如，衬底层）、激光波长和

图 4：优化材料厚度（F= 底部，R= 顶部，W= 壁） 图 5：承受 2000N 垂直座椅荷载的框架分析结果。

入射角的函数。

如图 6 上部所示，当激光照射和加

热长丝时，长丝会在滚筒周围弯曲。

同时，对先前沉积的基板进行加热，

以便在辊的夹点之后的界面处进行焊接。

根据激光位置，激光与基板或激光与进

来的长丝之间的入射角在 40 到 80°之

间变化。

图 6（下部）显示，当入射角大于

50°时，材料的吸收和加热受到强烈影

响。此外，波长的增加和纤维体积含量

的增加导致更好的吸收。纤维方向没有

影响，因此这里没有显示。所有测量均

采用安捷伦 Cary 6000i 紫外 / 可见光 /
近红外分光光度计（带积分球和自动偏

光镜）。

不同的打印参数
为了打印自行车部件，使用真空将

制造板安装在定位器上。对于更复杂的

曲面（如链撑），需要注册构建板轮廓，

以便机器人知道曲面的位置。零件的不

同区域使用了不同的打印参数设置。例

如，需要将屋顶层的桥接连接到前一层，

并在空心中心截面上桥接而不下垂。因

此，需要选择防止这些截面下垂的参数。

印刷完成后，需要进行机加工和打磨等

后处理步骤，以准备框架和链撑进行粘

合，然后进行喷漆和最终组装。然后自

行车就可以骑了。

到目前为止，新开发的 Arevo 工艺

允许使用 50 vol% 的碳纤维印刷复合材

料，这大大降低了组件重量，并产生了

极高的性能。随着纤维含量的增加，聚

合物和纤维材料的种类越来越多，生产

能力越来越高，几何形状越来越复杂，

开发新应用的可能性将呈指数级增长，

远远超出自行车制造业。

更多信息 www.arevo.com

图 6：上：印刷过程的示意图，包括压路机和以激光形式输入的热量——激
光与基板或传入灯丝的入射角，因此吸收会发生变化；下：激光在不同波长

下的吸收以及光纤体积含量随入射角的变化，导致更少或更多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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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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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