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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热固性材料应用中的阻燃性能管理
Managing Flame Retardant Performance 
in Modern Thermoset Applications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复合材料围绕。这些材料用于交通运输领域，在这些应
用中轻质结构对节省能源非常重要。此外，必须满足严格的消防安全标准，例如航空和铁路。在
这些热固性复合材料发生燃烧时，必须控制其产生的烟雾和毒性。

在所有这些应用中，热固性组件必

须通过特定的阻燃法规，在这些法规中，

热释放、火焰蔓延、烟雾和烟雾毒性的

水平得到控制。在电子电气（E&E）应

用中，要求进行 UL 94 测试，无需通过

进一步的烟雾密度和烟雾毒性测试。铁

路和飞机用复合材料需要更高的阻燃性。

欧洲铁路所用材料和部件的防火性能相

关标准为 EN 45545-2（表 1），而 FAR 
25.853 附录 F 描述了航空应用的要求。

这两个法规都控制火灾、烟雾和烟雾毒

性特性，但在使用方法上完全不同。EN 
13501 中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该标准

描述了对建筑构件的测试。

燃烧性能
复合材料的燃烧性能取决于树脂结

构。具有较高分解温度的聚合物通常更

受到青睐，但结构中的芳香族含量也很

重要。酚醛树脂具有相对较好的本征阻

燃性能，但其机械性能较差，并涉及到

Dr. Frank Osterod ,Technical manager Flame RetardantsClariant Plastics & Coatings GmbH

进一步加工的安全问题。卤代环氧树脂

有烟雾毒性限制，因此在大多数运输应

用中的使用有限。传统的阻燃策略是在

UP 树脂体系中使用大量的矿物填料来调

节其阻燃性能，导致了 UP 树脂体系的

机械性能较差。

阻燃剂可以作为添加剂添加到树脂

中，但目前将反应性阻燃剂集成到聚合

物链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些结构挥

发性较低，迁移程度较低。然而，共价

键合的阻燃结构也会影响固化热固性树

脂体系的物理性能（玻璃化转变温度）。

复合阻燃剂
这些表明，调整燃烧性能以满足要

求的阻燃性能可能是非常棘手的工作，

需要丰富经验去微调。大多数体系使用

不同阻燃剂的混合物，这些阻燃剂通常

以协同方式工作。热固性材料必须满足

EN 45545 铁路法规，所以在过去经常

使用的卤化阻燃剂与三氧化二锑复合物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根据 EN 45545，
材料必须用锥形量热计进行测试。用锥

形加热器加热 10x10cm 的样品，直到

材料达到其分解温度，然后用引燃火焰

点燃挥发性产物。分析其产生的气体浓

度，并据此计算其排气热量。这台设备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更好地了

解材料的燃烧行为。根据基本结果绘制

热量形成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可以计算

出其他各种值。如果样品显示点火时间

较晚，热形成缓慢增加，且热释放峰值

很小，则总是有益的。根据热释放曲线

（HRR），可计算平均热释放率（ARHE）
曲线，其中最大值为 EN 45545 中规定

的 MARHE 值。

优良的性能
过去，用于列车内饰的复合材料主

要含有大量氢氧化铝（ATH）。这种低

成本的阻燃剂通过初始步骤的吸热来冷

却火焰。

图 1 锥形量热计试验后
的含炭膨胀层

图 2 含 Exolit 阻燃剂的环氧
树脂复合材料的 HRR 曲线

图 3 锥形量热计中正
在燃烧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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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高负荷，有时每百树脂 ATH 
(phr) 需要超过 150 份，这就是此类材料

的机械性能差的原因。此外，这些高填

充树脂体系粘度高，因此限制了大多数

现代加工技术的应用，如真空灌注或树

脂传递模塑 (RTM)。
通过使用成炭阻燃添加剂，如聚磷

酸铵（例如 Clariant 的 Exolit®AP 422 或

AP 462），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

低热释放要求。

这些阻燃剂在较低的用量下仍具有

良好的阻燃性能，可与 ATH 等共阻燃剂

结合使用，提高体系的阻燃性能。

残炭可作为隔热层，将富氧气相与

基底分开。

有时，我们希望使用膨胀剂来增加

该绝缘层的厚度。

这些膨胀型涂层最初是为了在建筑应

用中保护钢架并增加耐火时间而开发的，

但它们也可以用于保护复合材料（图 1）。
除了用作酸源的聚磷酸铵外，膨胀

型配方还包含发泡剂和成炭成分。

图 2 中的热释放速率（HRR）曲线

显示了中含 Exolit AP 的环氧树脂复合材

料在锥形量热仪 ( 图 3) 中的测试结果。

曲线中的峰值与膨胀层的形成有关。

这额外的一层能够保护基底，从而

减少热量的释放。

欧洲铁路标准
采用这种阻燃策略，有可能通过 EN 

45545-2 欧洲铁路标准的要求。这项标

准中，不仅要控制放热，而且还要控制

火焰、烟雾的蔓延以及烟雾毒性。

由于这些基于 APP 的配方（例如

Exolit IFR 36 或 Exolit AP 740）不会产

生有毒 HCl 或 HBr 气体，因此可以很容

易地遵守EN 45545-2的烟雾毒性限值。

表 1 中显示了 HL1、HL2 和 HL3 危险等

级所需的不同试验方法。

基于上述阻燃体系，有可能制造出

符合 EN 45545-2、HL2 和 HL3 危险等

级的增强复合材料。

CRRC 在 2018 年 Innotrans 期 间

展示了 Cetrovo 列车，该列车在承重

结构中使用了大量复合材料，是未来列

车设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火车上复

合材料的高使用率仍然是新生事物，而

这些部件已经在飞机工业中使用了多

年。新型波音 787 有 50% 的主要结构

是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在这里，结合非

常高的消防安全标准的轻量化设计是非

常重要的。这一行业有三种可能造成灾

难性后果的火灾场景。坠机后和停机坪

场景描述的是飞机在地面发生的火灾，

而飞行场景描述的是机舱或飞机隐蔽区

域发生的火灾。在美国，联邦航空条例

FAR§25.853附录F描述了所需的测试。

飞机材料的阻燃性要求非常严格 , 对于

机舱内使用的材料，必须进行辐射板试

验、座垫试验、烟雾毒性试验和热释放

试验（OSU 热量计、Ohio 州立大学热

量计）（图 4）。在过去，酚醛树脂一

直是这里的标准树脂，因为它们已经提

供了低本征燃烧性能。然而，由于其机

械性能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通

过添加阻燃剂来调整其燃烧性能，则环

氧树脂是进一步的选择。

此处可以使用基于聚磷酸铵 (Exolit 
AP 422, AP 462) 的体系，并能确保烟雾

毒性和热释放在规范范围内。通常这些

阻燃混合物很复杂，需要进行微调。

更多信息：www.clariant.com

表 1：EN 45545-2,R1 要求概述

图 4：以现代飞机内饰为例，所
有复合材料部件都必须通过严格

的防火、防烟和毒性测试。

参考文献
[1] Plastic Flammability Handbook, J. Troitzsch, 3rd edition, Hanser Verlag (2004)
[2] Flame Retardants for Plastics and Textiles, E.D. Weil & S. V. Levchik, Hanser 
Verlag (2009)
[3] Novel Fire Retardant Polymers and Composites, Wang, Woodhead Publishing
[4] Schienenfahrzeuge 4, DIN Taschenbuch 491/4, Beuth Verlag (2017)
[5] Fire Properties of Polymer Composite Materials, A.P. Mouritz, A. G. Gibson, 
Springer (2006)
[6] Boeing, URL: https://www.boeing.com/commercial/787/by-design/#/advanced-
composite-use (28.09.2018)

需求集 实验方法参考和参数单位
危害等级

HL1 HL2 HL3
ISO 5658-2( 火焰蔓延 )

R1 ISO 5658-2/CFE(kW/m2) 20 20 20
ISO 5658-2 25 和 50 kW/m2 ( 烟雾密度和毒性 )

R1

EN ISO 5659-2/50 kW/m2 Ds(4) 600 300 150
EN ISO 5659-2/50 kW/m2 VOF4 1200 600 300
EN ISO 5659-2/50 kW/m2 4 分钟

或者 8 分钟后的 CIT
1.2 0.9 0.75

ISO 5660-1( 锥形量热计 )
R1 Iso 5660-1/50 kW/m2 - 9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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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新材料发展之路
Changing the Way New Materials are Developed

提高效率、降低排放和减少燃料消耗是目前正在改变交通运输业的全球趋势。通过用更轻的复合
材料代替金属部件进行轻量化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方法。然而，随着结构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
和要求越来越高，新型复合材料的发展一直难以跟上，从而减缓了轻量化的采用。

材料供应商开发一种新型结构航空

航天材料的时长可能达到 5 年，成本最

高可达 5000 万美元，而 OEM 认证这种

材料的成本可能更高。这些时间和成本

的限制部分归因于繁琐的材料测试过程，

因而导致了整个行业新材料开发的停滞。

许多人的目标致力于用计算分析来补充

这种测试，但由于复合材料所呈现的独

特性能和挑战，这一测试变得复杂起来。

模拟在实现轻量化中的作用
Solvay 的科学家们都知道，模拟将

是一种关键的工具，使新材料开发更快，

成本更低。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来处理纤

维体积分数、纤维方向、界面效应、树

脂延展性和材料变异性等输入。没有任

何现有的商业模拟工具能够处理研究组

为正确定义和测试新材料而需要的显式

输入量。

此外，Solvay 的科学家们还需要一

种工具，可以快速提供洞察在组成材料层

Flavio Souza, President & CTO, MultiMechanics

面上的变化如何影响复合材料层面上的整

体机械性能。新复合材料的物理测试往往

是繁琐的，而且由于相互竞争的机制和复

杂的失效模式，大多数新材料的设计在物

理测试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该公司正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以

缩短从新的成分合成到复合材料性能确

定的反馈循环，并且不想浪费时间和资

源开发新的复合材料，否则最终将无法

通过艰难而繁琐的认证过程。

解决方案
Matthew Jackson, Solvay 高级研究

员，他的团队花了数年时间寻找能够满

足他们要求的模拟工具。MultiMech 是

一个工具，可以让研究组更深入地了解

他们的材料，并能够从组成材料的性质，

预测部分比例的复合材料性质。利用该

软件研究小组能够测试他们在材料开发

过程中改变输入的影响。它通过考虑多

种竞争性损伤机制，包括纤维断裂、树

脂开裂和纤维 - 树脂脱粘，准确地预测

了复合材料的失效。

除了损伤机制，MultiMech 还捕获

了材料对速率的依赖，这使得团队能够

微调给定的材料，以在不同的加载场景

下表现出预期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MultiMech 不仅让研

究组了解到材料什么时候会失效，还让

他们了解到为什么会失效。

虽然大多数工具只是简单的估计结

果，但它提供了独特的，准确的洞察，

确切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损害。

这使得工程师不仅能够成功地创造

新材料，而且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

改进它们。

新材料开发时间和
成本降低 40%

通过实施 MultiMech, Solvay 估计

开发和认证新材料的时间和成本可以降

低 40%。

该团队现在可以发送新的材料想法

进行物理测试，更有信心他们的新设计

能通过测试。他们还能准确地了解损害

将如何、何时、何地发生，以及他们能

做些什么来减轻损害。

“我们的复合材料全球业务部门

仔细审查了所有建模解决方案，到目前

为止，复合力学提供了最好的结果。” 
Solvay 首 席 技 术 官 Nicolas Cudre 
Mauroux 表示，“多元力学所提供的精

度和速度，以及它与常用的商业有限元

软件包的高效集成，正在改变我们开发

新材料以及与客户互动的方式。”

更多信息：www.multimechanics.com例如，软件可以预测复合材料失效。

真实损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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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 FRP 加固混凝土
建筑和桥梁的结构性能
lmproving the Structural Behaviour of Concrete 
Buildings and Bridges Using FRP

由于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抗拉
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能
量吸收能力强等优良性能，许
多形式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
改善混凝土建筑物和桥梁的结
构性能，从而使加固后的混凝
土结构的振动显著降低。

复合材料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主

要作用是抗弯、抗剪加固以及减小变形。

除了增加强度外，这些材料还有助于改

善框架结构在减振、应力分布等方面的

性能。

图 1 展示了混凝土的结构性能，

CFRP 在改善结构性能方面的应用，以

及 FRP 复合材料的性能。

一般情况下，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正

常使用条件和环境下的使用寿命不会低于

50 年。然而，如果结构发生老化，使用

寿命会比预期的短。图 2 展示了混凝土

结构的退化机理。在正常的退化率下，其

使用寿命不会小于 50 年，并具有足够的

安全系数。但在恶劣的环境下，如腐蚀或

不适当的结构行为，退化速度将加快，导

致结构的使用寿命比预期短得多。适当使

用复合材料进行结构加固和结构性能改

善，可提高现有结构的强度和正常的磨损

率。从而延长了结构的使用寿命。

为了改善现有混凝土的结构性能，

必须考虑管理和工程之间的平衡，以及

Tham Kulprapha，
Managing Director，
Nontri Company Limited

图 2：混凝土结构的老化

图 1：混凝土结构的结构性能，用 CFRP 改善性能，以及 CFRP 的性能。

荷载引起的变形

( 静态 / 动态 )
● 偏转

● 扭曲

● 裂纹扩展

● 沉降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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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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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抗拉强度

高拉伸模量

高比强度和模量 ( 强度

与重量 )
蠕变和疲劳性能阻尼

耐用

低维护

可根据具体要求和设计

定制

安装方便

混凝土结构的结构性能 用 CFRP 改善性能 CFRP 性能及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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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如图 3 所示。

因此，在加固或修改结构的结构性

能时，尤其是那些已经显示出结构缺陷

迹象的结构，需要使用各种技术，以尽

可能了解现有结构的实际情况。

通常，作者会运用以下技术：

● 超声波脉冲速度测试 (UPT) 用于

确定混凝土强度和质量，以及混凝土构

件内部的裂缝、空洞等缺陷；

● 探地雷达 (GPR) 定位混凝土构件

内钢筋的方向、数量和深度；

● 红外热像仪 (IR) 用于检测缺陷区

域和识别不同的材料，并在大面积湿铺

CFRP 之前控制混凝土表面的水分；

● 通过荷载试验研究不同加载条件

下的实际结构性能，并将结果用于实用

和优化 CFRP 设计；

● 裂缝监测研究裂缝宽度和长度的

增长速度，这是衡量整个结构强度和稳

定性的良好指标。

● 结构健康监测利用安装在不同位

置的各种传感器确定主要元件或特定区

域的长期结构行为，并收集数据采集系

统中获得的实时值。为长期有效的工程

分析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这些技术对现有结构的实际情况进

行了深度剖析。根据所获得的数据，可

以用 FRP 材料进行精确的结构加固设

计，并对设计与现有结构的实际性能和

状况具有高度的信任。

Nontri 在使用 CFRP 改善泰国现有

混凝土桥梁和建筑物的结构性能方面有

着丰富的经验，如下例所述。

铁路拱桥修复
建于 50 年前的 TA 钢筋混凝土铁路

桥已被泰国美术系注册为历史文物保护

遗址。这座桥的主要用途是方便原油从

港口运输到当地的炼油厂。由于钢筋已

经被腐蚀，拱门、横梁、吊架柱和桥板

下面也出现了许多裂缝，泰国国家铁路

公司决定修复这一结构。桥梁超载和长

期使用是导致其老化的原因。他们还希

望提高桥梁的承载能力，以满足更大的

承重要求。该项目于 1999 年 5 月开工，

1999 年 8 月竣工。这是东南亚第一个使

用复合材料加固现有混凝土结构的桥梁

修复和加固项目。

这座桥的自由跨度为 40 米，宽 4.6
米，桥的两侧为钢筋混凝土拱门。两个

拱门由钢筋混凝土横梁连接，铁轨铺设

在混凝土包裹的吊架柱上的板上。可供

工作的空间有限，经常有货运列车在桥

面上行驶，驳船在下面经过。涨潮时，

船底的工作空间变得更狭小。

在完成混凝土修补工程后，采用湿

铺碳纤维复合材料对拱、梁、板和吊柱

进行加固。通过对比加固前后主要构件

的应变和挠度，进行了现场荷载试验，

以评估加固后的承载能力。在静态和动

态方案中，均采用重型机车作为主动载

图 3：在选择结构性能改善方案前应考虑的因素

图 4：适用于混凝土结构的荷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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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由此产生的应变和挠度值显著降低，

表明结构的强度或承载能力实际上得到

了提高。

该项目获得了国际混凝土修理研

究所颁发的 ICRI 2000 年优秀奖 ( 运
输类 )，并发表在《Concrete Repair 
Bulletin》期刊上。

校舍改造
在泰国 Lopburi 省的一座大型教

学楼中，发现在第三层楼有 70 多根混

凝土梁严重疲软，此外，由于施工不

善和屋顶板超载（混凝土面层浇筑重

量过大）而出现许多裂缝。所有混凝

土梁的强度都很低，质量也很差。使

用超声波脉冲速度试验和对芯材试样

进行压缩试验的详细研究表明，混凝

土强度低于 90 ksc。
通过多种荷载试验方案，研究了建

筑构件的结构行为，包括荷载传递路径、

不同加载条件下的变形、混凝土和 FRP
的应力分布等。采用湿铺碳纤维织物在

控制应力水平范围内对混凝土梁进行加

固，以防止脱胶。CFRP 筋也与近表面

安装（NSM）加固方案一起使用。试验

结果表明，加固梁的承载能力得到了提

高，混凝土与 FRP 具有良好的应变相

容性。

本项目的挑战在于使用 FRP 加固低

强度混凝土结构，许多标准都禁止这一

铁路拱桥修复工程 校舍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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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为混凝土强度可能不足以将表面剪应

力转移到外部 FRP 加固层上，最终可能导致

脱胶和分层。但根据本项目多次试验的详细

调研，NSM 法和湿铺法的结合，以及本项目

开发的一种特殊的应力传递机制，效果良好。

荷载试验还揭示出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可

纳入最终阶段的总强度计算和评估中。

在三楼的结构改造过程中，仍有 1000
多名师生在较低楼层正常使用，需要采取特

殊的安全管理措施。

该项目获得了国际混凝土修理学会颁发

的 2002 年 ICRI 优质奖 ( 低层建筑类 )，并发

表在《Concrete Repair Bulletin》杂志上。

加固 ROC Bangkok
国家体育场

2012 年，泰国体育当局和泰国政府在

Rajamangala 国家体育场组织了一个著名

的比赛项目“冠军比赛”。一条总重量超

过 4000 吨的临时铺砌道路，建在一块高架

地板上，这层地板曾是足球场和慢跑跑道。

升高的楼层比地面停车场高出 8 米。由于

承重能力有限，必须对高架地板进行加固，

以承受沉重的临时道路重量。采用 UPT、
GPR、IR 等无损检测方法对现有混凝土结

构进行缺陷检测。所有的重大缺陷都被修复

到良好的状态。

在开始重型施工过程之前，安装了一个

实时光学应变测量系统 (DST 系统 )，以监测

和防止混凝土结构在所有过程中的过度应力，

包括从建筑材料进入区域，铺装，直到完成。

施工开始前，沿临时道路剖面在地板下湿铺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安装在碳

纤维布上的光学应变传感器显示了来自上述

荷载运动的应变效应，是碳纤维布与混凝土

结构之间的兼容相互作用。

加固预应力梁：
普吉岛旧 Sarasin 大桥

2005 年，在普吉岛的旧 Sarasin 大桥

上，一个 30 米长的主梁和一个 50 米长的主

梁内的预应力筋因腐蚀而断裂。采用混凝土

修补工艺，防止混凝土腐蚀，并恢复混凝土

强度。在主梁上安装湿铺碳纤维复合材料， Rajamangala 国家体育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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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替断裂钢筋束的拉力，提高承载能力，同时

减少振动和挠度。采用现场真空装袋工艺，提高

了 CFRP 与混凝土表面的粘结性。

预应力梁加固：
Chonburi 铁路桥

2005 年，一辆重型货运火车在这里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 4 根预应力梁严重损坏。在主梁沿线

发现了大裂缝，其中一些裂缝位于预应力筋内部。

在混凝土修复程序（包括环氧树脂注入）后，

在四根梁上安装湿铺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提高其

弯曲和剪切强度。

在加固前后，用同一台火车头作为主动荷载

进行动载试验。由此产生的应变和挠度值显著降

低，表明预应力梁结构的强度或承载能力实际上

得到了提高。

历史悠久的铁路
双拱桥修复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从

Bangkok 到泰国北部省份的铁路干线上修建了一

座桥，促进了该地区的繁荣。2000 年，泰国国家

铁路公司 (SRT) 发现，由于长期使用和外部钢构

件 ( 来自过去的加固工程 ) 的严重腐蚀，桥梁结构

严重受损。日益增长的运输负荷造成了进一步的

恶化。

2001 年，该桥采用了多种无损检测和结构性

能监测技术，以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便进行详细

设计和 FEM. 分析。

碳纤维复合材料安装在铁轨下方的纵梁上，

取代原有的外部钢筋构件 (40 年前已有的工程 )。
提高了纵梁的抗弯、抗剪承载力，以满足新的荷

载要求。其余混凝土构件如拱、横梁等均按优化

设计进行了 CFRP 加固。

加固后的动载试验表明，该桥的固有频率发

生了变化，整体刚度有所提高。混凝土结构的应

变和挠度值显著降低。

2016 年，在 2001 年未处理的混凝土构件上

发现一些裂缝，SRT 决定使用 CFRP 加固所有剩

余结构。调查结果表明，2001 年采用 CFRP 加固

后的结构整体状况良好，无需处理。

因此，在混凝土修复程序后，仅使用湿铺碳

纤维复合材料对吊柱和外缘梁进行加固。

更多信息：www.nontrico.com

老 Sarasin 桥项目

铁路梁桥工程的预应力

铁路梁桥工程的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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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解决方案
——更轻、更长的风力发电机叶片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Lighter and Longer Wind Turbine Blades

提出了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的新设计和材料解决方案，作为降
低能源成本的有效途径。创新的叶片设计采用了不对称的蒙皮
和翼梁帽，这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降低了总的材料用量和成本，
特别是对于超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新的设计工具是由 NREL
开发的 FAST 与定制的 HyBlade 和 MMFatigue 模块相结合的
多尺度方法。本文通过四个设计实例来说明新的解决方案。来
自 Chomarat 的 C-PLY™ 非卷曲织物（NCF）现已投放市场，
以适应这种独特的性能，特别是对于大型叶片。

风电机组市场发展迅速，竞争日趋

激烈。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公用事业规模的风力发电机的规模得到

了增加。除了尺寸，未来公用事业规模

的风力发电机将安装在海上，这意味着

它们的日常检查和维护将是困难、昂贵

和耗时的。因此，发电机需要尽可能安

全地设计，以承受随机风和波浪引起的

疲劳载荷，并在其设计寿命内承受恶劣

SungKyu HA,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anyang University
Gaëtan Mouton, R&T Project Manager Chomarat
Philippe Sanial, R&T Group Director, Chomarat

的海洋环境。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风电机组市场中，

开发大型叶片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大

型叶片提供了降低能源成本（CoE）的

最有效方法。市场上已经有长达 70m、

额定功率高达 7MW 的叶片，预计在不

久的将来还会增长。为了用最少的材料

获得更大的叶片，当前的叶片设计需要

以更创新的方式进行优化。

 本文着重介绍了用于叶片压力侧

（PS）和吸入侧（SS）的创新蒙皮和翼

梁帽，通过仿真证明它们非常经济有效。

根据当前的研究，发现 PS 和 SS 的浅纤

维角（例如 30 度）在两侧都大于 45 度，

因为 30 度的层板表现出更大的抗拉性，

而 45 度的层板表现出更大的抗压曲性。

同样地，由于玻璃纤维的高失效应变，

玻璃纤维被发现更具成本效益，而碳纤

维则更适合用于 PS 的立柱盖。在传统

的叶片设计中，相同的叠层和材料长期

以来一直用于叶片的压力和吸力（前或

后）侧。图 1 显示了常规蒙皮和翼梁帽

叠层叶片的典型应力和变形分布。

然而，这通常会导致叶片产生更多

的应力，导致使用更多的材料。

在新的设计中，叶片可以更大，

CoE 可以被降低。例如，新设计的 10
兆瓦风力机叶片与传统设计相比，可节

省 10~30% 的材料和成本。在这个设计

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即

多尺度方法，节省了开发时间，减少了

描述设计过程中使用的材料特性所需的

材料试验次数。传统的复合材料结构设

计大多基于试验数据。

为了提高厚单向碳纤维织物的透

气性，开发了一种新的缝合方式，这

对厚翼梁帽的灌注工艺至关重要。针对

新型叶片蒙皮，开发了浅角无卷曲织物

（NCF），较好地满足了拉伸和压缩过

程中的应变分布。这些类型的 NCF 现在

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并且可以定制以更

好地满足设计规范。

设计研究
叶片的压力面对着风，叶片像横梁

一样弯曲。图 1：常规蒙皮和翼梁盖叠层叶片的典型应力和变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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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侧（PS）处于拉伸状态，而吸

入侧（SS）处于压缩状态。

为了证明新型设计的有效性，考虑

到单向碳翼梁帽和浅角度蒙皮，对 10 兆

瓦叶片进行了设计研究，考虑了压力和

吸入侧蒙皮和翼梁盖的各种 NCF 组合。

图 2 显示了新型蒙皮和翼梁帽设计

中使用的浅纤维角 NCF 和混杂翼梁帽。

设计案例总结见表 1。
案例 1 是一个参考案例，其中压力

侧和吸入侧蒙皮使用 45 度双轴角和 E-
玻璃单向 NCF 作为压力侧和吸入侧翼梁

帽。在案例 2 中，压力侧蒙皮使用浅角

度蒙皮，这更容易受到张力的影响。吸

入侧通常受到压缩，采用 45 度蒙皮，

这被证明是更抗压曲。在案例 3 中，碳

NCF 仅用于压力侧。最后，在案例 4 中，

压力侧和吸入侧均使用碳 NCF。

设计程序和工具
对 10-MW 叶片进行了多体动力学分

析，研究了浅层和碳翼梁帽对叶片整体性

能的影响。在 11.4 m/s 的额定风速下，

迎风、三叶、变速和总距调节的 10-MW
风力发电机转子达到 12.1 RPM 的额定转

速。有关其他风力发电机部件（如风塔、

轮毂和风舱）的信息，请参阅 [4]。
对于时域多体分析，使用了 NREL

软件包 [4,5]，包括用于多体模拟器的

FAST；用于计算空气动力载荷（即升力、

阻力和俯仰力矩）的 AeroDyn；以及用

于产生风的 TurbSym。

然后，使用微观力学计算微观成分

级的应力，并在 MMFatigue 模块中对每

个成分进行疲劳分析。

组装了 FAST-HyBlade-MMFatigue 工

具系列，数据可以自动输入和输出（图3）。

刚度和强度设计实例的比较
四种设计情况（见表 1）的变形和

应力是使用 FAST-HyBlade-MMFatigue
工具计算的。在对比案例 1 中，最大失

效指数出现在 PS 侧，因为 TX45 的拉

伸破坏应变小于压缩破坏应变，如图 4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叶片的弯曲变形

和应变分布主要由翼梁帽的刚度决定。

因此，使用特定的材料和叠层角度可以

降低 PS 侧的整体失效指数。因此，使

用浅角 NCF 的例 2 降低了 PS 侧的失效

指数，即例 2 的最大失效指数为参考情

况的78%。但是，由于梁帽与图5中相同，

因此挠度不会改变。

为了研究碳翼梁帽对叶片整体变形

图 2：浅纤维角 NCF 和混合梁帽

表 1：设计案例

参照
UNSYM 
蒙皮

UNSYM 蒙皮

& 翼梁帽

UNSYM 蒙皮

&SYM 碳纤翼

梁帽

案例 1 案例 1 案例 3 案例 4

蒙皮
SS 45 度 45 度 45 度 45 度

PS 45 度 45 度 30 度 30 度

翼梁帽
SS 无碱玻璃纤维 无碱玻璃纤维 无碱玻璃纤维 碳纤维

PS 无碱玻璃纤维 无碱玻璃纤维 碳纤维 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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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arge Wind Turbine Blades," SAND2002-1879,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Albuquerque, NM, 2002.  
(2] D. T. Griffith and T. D. Ashwill, "The Sandia 100-meter all-glass baseline wind 
turbine blade: SNL 100-00," lnforme Te cnico,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2011  
(3] J. Peeringa, A. Brood, 0. Ceyhan, W. Engels, and G.D. Winkel, "Upwind 20 MW 
Wind Turbine Pre-Design," ECN, Paper No. ECN-E - 11-017, 2011.  
(4] S. K. Ha, K. Hayat, and L. Xu, "Effect of shallow-angled skins on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large-scale wind turbine blade," Renewable energy, 2014 
[5]J. M. Jonkman, S. Butterfield, W. Musial, and G. Scott, Definition of a 5-MW 
reference wind turbine for offshore system development: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Golden, CO, 2009
[6]W. Turbines, "Part 1: Design Requirements, IEC 61400-1," ed: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Geneva, Switzerland, 2005
[7]Sung K. Ha, Effects of shallow angle on static strength and fatigue life of multi-
directional laminates for wind turbine blades, Journal of Composites Materials 51 (18), 
October 2016.



图 3：总体设计程序和工具

图 4： 失效指数等值线的比较

图 5：失效指数和最大挠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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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效指标的影响，在例 3 中用碳翼梁

帽代替 PS 侧的玻璃翼梁帽。碳翼梁帽

肯定比玻璃翼梁帽更坚硬，例 3 显示失

效指数降低（63%）和叶尖挠度显著降

低（约为参考情况的 60%）。在例 4 中，

PS 和 SS 侧均使用碳翼梁帽。由于 UD
碳的压缩应变低于 UD 玻璃，因此在压

缩状态下，SS 翼梁帽的失效指数最大。

因此，例 3 的失效指数最低。显然，由

于弯曲刚度较高，例 4 的挠度比例 3 的

挠度小。

疲劳损伤指数
疲劳载荷包括重力、离心和空气动

力（即推力和扭矩）载荷。发电机工况

是疲劳损伤的主要来源，因此在进行疲

劳分析时考虑了发电机发电工况。发电

机发电条件指的是 IEC 61400-1 标准 [6]
的设计荷载工况（DLC）1.2，它体现了

发电机在整个使用寿命内正常运行期间

的荷载要求。

计算了各设计工况下基体、纤维和

界面的疲劳损伤指标。纤维损伤的轮廓

如图 6所示。与极限强度破坏指标不同，

最大疲劳损伤主要发生在前缘和后缘，

这主要是由于转子旋转引起的沿程力矩。

然而，例 2 仍然降低了参考案例的疲劳

损伤指数。压力侧的碳翼梁帽比吸入侧

的碳翼梁帽更有效

减重
图 7 比较了每种情况下可实现的重

量减轻。在案例 2 中，由于 PS 蒙皮中

使用的浅角度，通过降低翼梁盖的厚度

和降低的失效指数来降低叶片重量。在

这个过程中，挠度需要满足叶尖和塔架

之间的最小间隙。

叶片重量主要取决于梁帽。在案例

3 和案例 4 中，由于碳柱盖，叶片重量

降低。

减轻叶片重量不仅可以降低叶片的

材料成本，还可以降低转子轮毂、发电机、

塔架和基础设施等费用。

创新的无卷曲面料
在设计实例中介绍了两种 NCF 可以

有效地提高大型长叶片的性能：用于翼梁

盖的单向碳 NCF 和浅角非平衡 NCF。
Chomarat 最近开发出具有高渗透

性的 C-PLY™ UD 厚翼梁盖和具有定制

的两个角度的 C-PLY™ BX 和 TX。
●超厚层压板的 C-PLY™ UD

C-PLY™ UD 材料是作为厚 UD 碳

纤维织物开发的，具有特殊的缝合技术，

提供高渗透性（图 8）。

虽然厚玻璃层压板的灌注工艺已经

很成熟，但由于碳纤维的直径较小，很

难通过灌注形成厚的碳纤维部件。

为了帮助风电市场更广泛地使用碳

材料，Chomarat 开发了一种碳 UD，专

门用于在C-PLY™品牌下进行厚的灌注。



图 6：疲劳损伤指数分布比较。

图 7：减重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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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殊的缝合组合，新的C-PLY™ 
UD 允许超厚层压板灌注，最大为 90 
mm（150 层堆叠和灌注，无任何内部流

动介质），而传统 UD NCF 结构仅允许

20-25 层。

该开发是与主要叶片制造商密切合

作进行的，以定制 C-PLY™ UD 使其符

合他们的要求和制造方法。

主要目的是增加渗透性，同时保持

高纤维体积分数。在如此厚和长的部件

中（长达 80 米），纤维体积分数每减少

1%，就会额外消耗约 100 公斤的树脂。

新的 C-PLY™ UD 是高渗透性和高纤维

体积分数之间的完美平衡。

图 9 显示了在 Chomarat 实验室进

行的两项试验。根据制造参数的不同，

渗透性可以大大提高。新版 C-PLY™ 
UD 中当纤维体积分数保持在较高水平

时，其渗透率达到最大。

● C 层 ™ 为量身定制的性能

C 层 ™ 考虑到各种设计要求，即在

双轴和三轴 NCF、不平衡玻璃纤维和碳

纤维混杂织物中的各种角度（25 到 85
度）。可以在纵向和扭转刚度和强度之

间比较浅角度 NCF[7]。非平衡 NCF 可

以有效地应用于弯扭耦合（BTC）叶片，

特别是大型叶片，可以有效地转移风荷

载，延长疲劳寿命。Chomarat 在 2011
年初启动了一项最适合 BTC 叶片的研发

计划（图 10）。

结论
采用不对称蒙皮和翼梁帽的创新叶

片设计被证明非常有效，降低了总材料

和成本，特别是对于超大型风力发电机

叶片。一个非对称的碳纤 / 玻纤混合式

翼梁帽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基于多尺

度的叶片设计方法有助于创新叶片设计，

最大限度地减少所需的试验次数（浅角

蒙皮和碳或混合式翼梁帽）。

现在，市面上已经可以购买到采用

Chomarat 的 C-PLY™ NCF 生产的更大

的叶片了。

更多信息请见：www.chomarat.com
www.hanyang.ac.kr

图 8：（左）具有特定缝合以增加渗透性的 C-PLY 纯 UD；（右）
150 层层板的特写（平均厚度 92mm，孔隙率水平低于 1%）。

图 9 左：设计用于厚灌注的两
种碳纤维 UD 的几个参数比较。
图 10 右：C-PLY™ 混合结构
（碳纤 / 玻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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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增强混凝土在建筑中的应用
Opportunities for Carbon-Reinforced Concrete
in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e

碳纤维增强混凝土减少了混凝土的用量，使结构更加纤细优雅，并避免了钢筋的限制。虽然并不
是针对每个问题都有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但它为新的体系结构和结构概念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这解决了热带特大城市的一些典型挑战：腐蚀、建筑材料进口、预制 /
PPVC 和高层建筑的重量（打桩、运输、吊装）。
本文将会重点介绍这些优势，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为了更好地了解典型案例，我们还会展示三
个应用实例。

钢筋混凝土是一种优良的建筑材料。

它坚固耐用，价格实惠，多年来一直为

人所知。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出

现了新的机遇，例如用连续纤维增强取

代钢筋。“复合材料”已经在建筑业中

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玻璃纤维增强聚

合物 (GFRP) 主要用于元素设计、包层

或圆顶，如清真寺。

碳增强混凝土 -严格来说也是结构、

Dr. Florian Doetzer，Managing Director，Composite Cluster Singapore (CCS)

可连续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本文使用

碳纤维增强混凝土作为这类材料的简化

名称，它也可以用于结构构件。

在理想情况下，钢筋混凝土墙的厚

度可以大大降低，从而减少混凝土材料

的使用量。这样可以减少材料消耗和部

件重量。反过来，这也可以降低基础成

本和预制组件的运输成本。而且还能让

建筑师探索开创性的新设计，这可能会

对建筑产生比单独的结构构件更深远的

影响。

热带城市
以新加坡为例， 它是一座建于海边

的热带大城市，就像该地区其他许多城

市一样。热带降雨和海洋附近的海水造

成了亟需解决的腐蚀问题。建筑材料，

如用于高强混凝土的沙子需要进口，减

采用碳纤维增强混凝土的模块化立面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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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高层建筑所需的数量是可取的。由于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结构部件质量要求

的不断提高，传统上对廉价劳动力的依

赖已无法维持。更高效的预制建筑概念，

包括预制再加工体积结构（PPVC），

抵消了在受控工厂环境中的高效、甚至

自动化的制造成本，以及运输、吊装和

安装成本。

虽然人们认为重量在施工中不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但它确实有影响，不仅

对运输、吊装和安装成本有影响，而且

对基础和整体结构设计也有影响。在许

多城市都需要打桩作为基础，这直接关

系到它需要支撑的整体结构的重量。高

层建筑结构显然还需要支撑楼上的重量。

在理想情况下碳纤维增强混凝土可

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腐蚀就不是一

个问题，因为碳混凝土中使用的材料都

不会受到通常意义上的腐蚀。这也是结

构部件可能比钢筋混凝土构件更薄的主

要原因：不需要混凝土覆盖层来保护钢

筋以免受到水的影响。

这样可以节省高达 50% 的材料。这

不仅减少了原材料的进口量，而且也影

响了整体结构的重量。这反过来又会对

运输成本产生积极影响，并允许对整个

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事实上，对

于“唾手可得的果实”而言，这种节省

不会像这些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引人注目，

但却难以忽视。

尽管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可能

是引入碳混凝土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

应该关注美学和设计方面的问题。利用

弯曲的形状和更复杂的设计，结合更薄

的部件，建筑师可以探索新的设计。

特别是如果它们结合了装饰和结构

组件，碳混凝土则开辟了新的可行性，

比如 Florian Schaetz 开发的模块化立面

系统。

案例、产品和解决方案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市场上已经

有许多知名公司的产品，如 Saertex、
Chomara t、Evon i k  I ndus t r i es、
SGL Carbon、Compos i te  Rebar 
Technologies 等。此外，新成立的公司

也在提供了吸引人的解决方案，如基于

Perth 的复合增强解决方案 (CRS)。
Evonik 利 用 他 们 的 VESTAMIN®

产品推出了复合钢筋解决方案。基于

VESTAMIN® 技术的复合钢筋具有高耐

碱性、抗腐蚀和节省材料 ( 混凝土 ) 的
优点。此外，它也是非电磁传导和非导

热的，能在基础板的变电站或房屋绝缘

上使用。Evonik 与一家知名设备制造

商合作，展示了复合钢筋的降低成本和

批量生产能力。

Mannheim 夹层外观和 Mexico 码头

的案例研究表明，与其他钢筋系统相比，

成本节约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节约混凝

土（立面 ) 或节省维护 ( 墙墩 )。
我们公司与 TU Dresden 轻量化工

程和聚合物技术研究所合作，研究了多

层办公楼的预制混凝土结构，并对传统

钢筋混凝土与碳混凝土进行了比较。

所分析的碳混凝土组件依赖于在 TU 
Dresden 开发的现成的 CFRP 钢筋。在

研究过程中，对梁单元和楼板单元进行

了分析，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相比，估

计梁和楼板的重量节省了 30%（梁）或

38%（楼板）。根据 Eurocode 2 的计算

结果表明，给定建筑每层预计可节省 68 
m3 的混凝土和 170 吨的质量。

另一个实例是，我们公司与新加坡

国立大学合作，研究了热带建筑围护结

构模块。其理念是将大量生产的模块化

元素堆叠起来，以创建功能性外观。这

些薄壁半结构混凝土构件用织物增强材

料加固。

Florian Schaetz 教授在 CCS 的支持

下开发的“乐高式”布局允许为特定的建

筑设置定制立面，考虑到光、风、热辐射

和强光。织物增强提供结构强度，同时允

许在大规模生产环境中形成复杂形状。

结论
本文讨论了三个实例来说明使用碳

混凝土的优势。对于建筑师来说，这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考虑这种类型的结构，

以实现全新的设计理念。主要的挑战仍

然是对实施这项新技术的过程中合作伙

伴的认识，以及在大型项目中认证 / 测
试的时间表。

无论如何，CCS 认为，业内没有人

可以忽视这种可能性，最先探索的公司

在未来将拥有巨大的优势。

还有其他即将实现的技术可能会进

一步利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如集成的传

感器或光电等功能元素。

更多信息：

www.compositecluster.com

图为来自这些公司的各类产品：C3 Consortium、Chomarat、
Composite Rebar 技术有限公司、Composite Reinforcement 

Solutions（CRS）公司、Evonik、SGL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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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米风电叶片先进技术展示
9m Wind Blade Advanced Technology Demonstrator

风力发电机市场正在寻找有助于降低能源的平均成本 (LCOE) 的材料。这些包括低成本的材料，
这些材料可以减少制造周期，提高使用耐久性，或者能报废处理。最近，一个由政府和行业合作
伙伴组成的小组合作了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在叶片的制造过程中测试了几种创新方案。

美国的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 20%
的风力发电一体化，风力发电机开发商

正朝着更大的叶片方向发展，以增加发

电机的发电量。然而，随着叶片尺寸的

增加，开发人员面临着叶片制造和运输

所需的时间和精力的挑战。风力发电机

叶片通常是由玻璃或碳纤维复合材料与

热固性树脂 ( 如环氧树脂 ) 结合而成，这

种树脂需要加热才能固化。由于材料成

本和人工成本分别占叶片总成本的 51%
和 41%，因而，注重减少周期时间和能

源消耗的制造方法可以降低整体成本。

叶片制造自动化的进步将每片叶片

的制造时间从 38 小时缩短到 24 小时；

然而，由于固化热固性基体复合材料所

需的加热过程，这些过程仍然是高能耗

和昂贵的。此外，用热固性树脂制造的

叶片还需要粘合剂来粘结低、高压叶片

表面以及叶片内部结构。粘接是一个耗

时的过程，而这些粘接会降低风力机叶

片的可靠性和寿命。

为应对这些挑战，并关注该行业的

降低能源成本需求，由田纳西大学 - 诺
克斯维尔分校和美国能源部推动的美国

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研究所（IACMI）
成立，带领一支由 11 个行业和政府合作

伙伴组成的团队制造了一种先进技术的

风力发电机叶片。示范叶片不仅长 9米，

特点是超过 50 米的多兆瓦级叶片的设计

元素，还包括大的叶根直径，板内平背

Derek Berry, Director Wind Turbines Technology Area, IACMI
David Snowb erg, Researcher V
Roby nne Murray, Research Engineer, NREL
Dana Swan,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Arkema

翼型，外部高性能翼型和碳纤维翼梁帽

等。叶片设计系统 (BSDS) 最初是为了

在较小的规模上验证新的制造概念，但

随着技术的成熟，其可扩展的信心增强。

模具和夹具由 TPI 复合材料提供。本文

重点介绍了该叶片中使用的技术 (表1)。

9m 示范叶片的目的：
●演示叶片材料和加工技术的放大

●确定低成本叶片材料

●确定减少内含能的途径

●证明模内循环时间相对于基准环氧树

脂的潜在减少

●与风电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叶片供应商

一起开展更大规模的项目

●拓展创新复合材料的商业化道路

翼梁帽
为了继续降低 LCOE，叶片制造商

正致力于增加叶片长度，而增加叶片长

度本来就需要增加其刚度。为了提供更

长叶片所需的强度和刚度，研究了碳纤

表 1：5 个月内从设计概念到产品

时间轴

2016.9 CAMX 贸易展上商业和政府合作伙伴初次见面

2016.12 在 Strongweill (Bristol, VA) 展开挤压成型试验

2016.12 在 IACMI 复合材料工学院 (CoMET) 完成板材注塑试验

2017.1 在 CoMET 采用 VARTM 织造剪切腹板和蒙皮并组装叶片组件

2017.1 在科罗拉多州 Denver 的 IACMI 冬季大会上展示叶片

图 1：注射过程中的低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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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翼梁帽。然而，碳纤维的成本在这个

市场上是令人望而却步的。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碳纤维技术中心（CFTF）最

近开发的纺织聚丙烯腈（PAN）碳纤维

与其他工业碳纤维相比，具有潜在的较

低成本（约 50%）。为了评估这项技术，

IACMI 团队与 Chomarat、DowAksa 和

CFTF 合作，提供可用于拉挤生产线的

纤维。表 2 给出了商用碳纤维和 CFTF 
PAN 纤维的典型特性。

CFTF 纺织 PAN 材料在位于 VA, 
Bristol 的 Strongwell 拉挤生产线上使用

Huntsman 的 Rimline 聚氨酯树脂进行

拉挤。拉挤过程使用了 Huntsman 公司

提供的3mm x 100mm的模具和注射盒。

模具温度为 150-165℃，生产线速度为

0.5m/min，可生产 93 米的拉挤坯料。

纺织 PAN 和陶氏 Aksa A42 纤维 (1:3 比

例 ) 的组合为最终产品提供了 58% 的纤

维体积分数。除了降低成本之外，与典

表 2：商用碳纤维和正开发纤维的典型特性

DowAksa A42 DowAksa A42
丝束尺寸 24K 24K
拉伸强度 610 ksi(4200 MPa) 610 ksi(4200 MPa)
拉伸模量 34.8 Msi(240 GPa) 34.8 Msi(240 GPa)
断裂伸长率 1.8% 1.8%
密度 1.78 1.78
重量 1.6 g/m 1.6 g/m
上浆 1.0-1.5% 1.0-1.5%

表 3：ELIUM® RT-300 树脂，室温 RTM 工艺。（碳纤维 -T700SC  12K  NCF 53% 
vol；玻璃纤维 -CHomarat 600T PW firc 600 GSM ,53% vol）

纯 ELIUM® 树脂
ELIUM® 树脂和碳纤

维（结构部分）

ELIUM® 树脂和玻璃

纤维（结构部分）
ISO 标准

拉伸强度 76 MPa 1280 MPa 557 MPa
527

拉伸模量 3300 MPa 59 GPa 27 GPa
弯曲强度 130 MPa 870 MPa 700 MPa

14125
弯曲模量 3250 MPa 65 GPa 27 GPa
压缩强度 130 MPa 480 MPa 347 MPa

14126
压缩模量 - - 54 GPa 28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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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工业碳纤维相比，纺织 PAN 还减少

了 60% 的内含能。

叶片制造
如今，风力发电机叶片蒙皮和剪

切腹板通常采用真空辅助树脂转移模塑

（VARTM）工艺制造。这些部件中使用

的树脂化学品主要是环氧树脂或不饱和

聚酯树脂。这些热固性化学制品通常需

图 2：9m 叶片的注射铺层

图 3：在美国 Colorado, Boulder, NREL 的 CoMET9m 叶片。

要加热固化和长时间的后固化，以保证

充分的机械强度。然而，最近发布的一

种新型热塑性液体树脂 Arkema's Elium®

可使用 VARTM 工艺进行加工，而且无

需外部热源进行固化，也无需后期固化。

在固化完成后，材料保持完全热塑性，

这使得其有焊接和回收的潜力。表 3 展

示了使用 Elium® 树脂制成的复合系统可

实现的一些机械性能。

剪切腹板制造
剪切腹板是第一个 9 米的组件，

使用的是 Elium® 液体热塑性树脂，以

及 Johns Manville StarRov 076 fabric
和 ArmaFORM PET/W GR 泡沫结构。

Johns Manville 玻璃的大小适合于 Elium®

树 脂。ArmaFORM PET/W GR 泡 沫 由

Armacell 公司生产，由 Creative foam 公

司提供，叶片和剪切腹板的厚度分别为

6.25 mm 和 9.5 mm（图 1）。

这种泡沫是由 100% 的回收料 PET
制成的，与其他 PET 泡沫相比，它的内

含能低 33%。在计划铺装层压板之前，

用 ChemTrend 提供的脱模剂对模具进

行处理。

最终剪切腹板由 8.6 kg JM 076 织

物、2.1 kg 6.25 mm ArmaFORM 和 4.8 
kg Elium® 树脂系统组成。注射铺层可在

30分钟内完全湿润，凝胶时间为75分钟，

注射开始 180 分钟后脱模（图 2）

构建蒙皮
两片叶片蒙皮由 Elium® 树脂、JM 

StarRov面料和Armafoam PET泡沫制成。

此外，balsa 木材被用作核心的一

部分。使用 ChemTrend 和 Composites 
One 公司的技术支持经理提供的脱模剂

对模具进行处理。

蒙皮的层压板表由 47 层组成，包括

胶衣、面纱、织物、梁帽、balsa 木和泡沫。

每片蒙皮的湿润时间为 60 分钟，120 分

钟后部分凝胶化。注射开始4小时后脱模。

叶片粘结和抛光
叶片生产的最后一步是使用 Sika 

Axson Adekit A140 环氧粘合剂粘合叶

片部件。

首先，将剪切腹板粘结到低压壳体

的梁帽上，然后将两个壳体粘结在一起，

同时将剪切腹板粘结到高压梁帽上。

结论
9 米叶片的生产展示了许多技术，

这些技术可能用于当今的风力叶片制造，

以降低风能的交付成本。

纺织 PAN 碳纤维为低成本碳纤维提

供了一种潜力，这种低成本碳纤维仍然提

供了长叶片所需的高强度和刚度 ( 图 3)。
此外，室温固化热塑性树脂系统突

出了其减少模具内循环时间的潜力，以

及无需内部加热即可使用模具的能力。

基于 PAN 的碳纤维和 PET 泡沫核心的

低内含能，以及树脂的可回收潜力，使

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印迹更加绿色。

然而，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当一个

代表多个工业公司和政府行业的团队为

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时，可以实现

什么。

更多信息：

www.iacmi.org 
www.elium-composites.com



左：在 ThyssenKrupps 公司位于德国的罗特魏尔试验塔上安
装的轻型 MULTI® 电梯轿箱。右：MULTI® 轿厢的简易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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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概念电梯
MULTI Concept Elevator

多 功 能 电 梯 轿 厢 部 件 是 由
德 国 Composyst 公 司 与
ThyssenKrupp 公司合作开发
的，旨在集成所有必要的电子
器件。简化装配过程，并显著
减轻重量。所有零件均采用真
空辅助工艺（VAP®）技术制造。

该项目着眼于一部内部尺寸为

1.25m x 1.80m x 2.2 m( 高 ) 的电梯。电

梯轿厢可容纳 8 名乘客，包括轿厢门在

内全部由复合材料制成。

真空辅助工艺技术
轿厢由一块地板和一块夹芯板制成

的天花板、八个角部件、三块墙板（也

可用碳纤维夹芯板制造）和两个滑动玻

璃板门组成。

所有拐角和侧墙的内外表面均采用

可视化的碳材料制成，以获得吸引人的

外观。为了实现这一点，所有零件均采

用真空辅助工艺（VAP®）技术制造。与

普通设计不同，电梯的总体设计符合复

合材料的特殊要求。

VAP® 技术结合了常规真空注射技术

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益，以及预浸料的高

质量结构和低孔隙率。在注射过程中，

半透性 VAP® 膜不仅可以容纳树脂，同

Johannes Hofmiller,
Production Engineer
Composyst Gmbh

时允许空气均匀地从整个部件表面排出。

减重 350 公斤
使用 VAP® 树脂灌注技术，可以得

到非常高的纤维体积分数，从而在轻量

化的情况下达到高强度。复合材料轿厢

框架重 150 公斤，比同等金属结构轻

350 公斤。有效载荷为 630kg，因此降

低了提升驱动机器所需的功率。

轻量级模块化设计
八个角板和三个主墙都采用模块化

设计，可以非常容易并经济地调整电梯

轿厢的布局。墙壁的宽度可以调整，以

创造一个几乎为任何竖井尺寸量身定做

的轿厢。此外，MULTI® 电梯轿厢的智能

工装设计并不需要针对每个轿厢尺寸设

计新的工装套件。

在设计阶段也考虑了装配过程。两

名操作人员就足以将多轿厢组合在一起，

这要归功于它的轻量化因素。这与通常

的钢制电梯组装操作团队和设备相比，

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塔式建筑或摩天大楼
电梯主要用于塔式建筑或摩天大楼，

在这些地方，电梯必须运行很长的距离

或适应复杂的建筑形状。由于电梯的重

量很轻，可以节省很多能源，也可以实

现更大的有效载荷。

这种设计也可用于这种全复合电梯

的非凡设计发挥重要作用的应用场合，

例如在现代摩天大楼或豪华酒店中。为

了满足此类应用的高标准，Composyst
与 位 于 Dresden 的 neongrau 设 计 工

作室和 TU 合作，开发了轿厢内部设

计和照明系统的概念。这一设计是为

ThyssenKrupp 开发的 MULTI® 替代驱动

系统而设计的，它表明轿厢重量最小化

是未来电梯的基本要求。

成功的合作
建立在几十年的行业经验上，

Composyst GmbH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于

2010 年，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公司总部

在 Munich 西部的 Augsburg 航空区内的

Hurlach。公司围绕 VAP® 技术发展了自

己创新的生产和分销理念，从而在全球

市场上赢得了领先地位。

Thyssenkrupp 电梯在全球客运系统

领域开展业务，自进入市场 40 年来，已

成为全球领先的电梯公司之一。

在本项目中，Thyssenkrupp 致力于

MULTI® 概念电梯，为安全问题和技术提

供技术建议。该集团还开发了一种新的

门操作系统和碳材料门。

更多信息：www.composyst.com

MULTI® 概念电梯的
主要优势
● 结构重量减轻 50% 以上

● 增加有效载荷

● 降低能源成本

● 使用新的电气驱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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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氢飞机项目启动
Liquid Hydrogen Aircraft Project Takes Off

来自 TU Delft 大学的一个学
生小组 AeroDelft，正在研制
第一架由液态氢驱动的载人
飞 机。 去 年 4 月， 该 小 组 公
布了一个原型的设计，该原
型只产生水蒸气，不产生有
害排放物。

在过去的 120 年里，航空业的发

展是从一些梦想着进入这个行业的胆大

妄为者发展而来的，这个行业每年能使

3810 万次航班到达最终目的地。然而，

这一增长也创造了一个占所有二氧化碳

排放量 2% 的行业，主要是由燃料消耗

所排放的气体造成的。氢燃料飞机的使

用仍处于早期阶段，TU Delft 团队希望

通过证明使用氢燃料的无人驾驶飞机是

可能的，从而为其发展做出贡献。

液氢
该团队正在努力设计将氢转化为

Phoenix 号动力的脉冲系统，这是众所

Liam Megill, Team manager AeroDelft

量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这就是为什么

AeroDelft 希望利用飞机的展示来强调氢

作为燃料的潜力。航空业需要更具可持

续性。

通过向全世界展示利用液态氢飞行

是可能的，该团队希望激励世界其他国

家对液态氢的潜力进行更多的投资，提

高其生产效率。

一千四百万个孔
学生小组的工程师们计算出，这架

有人驾驶的飞机应该能够用一箱燃料从

代尔夫特飞往摩洛哥。要做到这一点，

它必须尽可能高效地飞行。实现这一目

标的一个革命性的方面是“层流边界层

吸力”系统，它涉及在机翼上加工 1400
万个小孔。这项技术确保了在普通飞

机上附着在机翼上的薄薄一层空气，即

所谓的边界层，被吸走。这样可以降低

15% 的空气阻力，降低飞机的油耗。

这个由来自 23 个不同国家的 35 名

学生组成的团队将测试这架飞机的初始

缩小版本，并希望最终版本的首次试飞

能于 2021 年在鹿特丹机场进行。

更多信息请见： www.aerodelft.nl

周知的 AeroDelft 飞机。氢是一种合乎逻

辑的选择：它是已知最轻的元素，所含

能量是汽油的三倍。利用氢来驱动车辆

显然是可能的。

氢是以液态形式在飞机上携带的，

因为液态比气态占用的空间要小得多，

并且能够实现更紧凑的储存。然而，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氢必须

在 -253℃以下才能保持液态。这意味着

储罐需要有至少 20 厘米厚的隔热壁。然

后，氢气与电池中的氧气混合，释放能

量并产生水蒸气。

爆炸危险
然而，氢的使用并不是只有优势。

它的能量如此丰富，这意味着它也可能

具有爆炸性。为了满足与航空相关的严

格安全要求，保证飞机上人员的安全，

小组打算增加从飞机上排放氢气的可能

性，以防止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爆炸的危

险。由于氢在飞行过程中会给电池充电，

因此在卸下燃料后仍有可能使飞机安全

着陆。

第二个主要挑战是使氢的生产可

持续。目前制造液态氢需要太多的能

JEC 复合材料杂志：氢燃料能否

最终在航空领域建立起来？

Liam Megill：很明显，随着全球

气温的急剧上升，航空业必须在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此，

该行业不能继续使用传统化石燃料，必

须转向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

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替代传统煤

油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生物燃料、

合成燃料、电池和氢等煤油等价物。

虽然生物燃料和合成燃料可以，

而且将在从化石燃料向绿色飞行的过

渡中发挥作用，但它们不是一个长久之

计。生物燃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所需

的作物种植面积，仅用于航空就占欧盟

面积的四分之一。合成燃料则需要大量

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耗大量的能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电池技术有

了很大的进步。虽然电池可以合理地

用来为较小的飞机提供较短的航程，

但目前的趋势是希望让较大的飞机飞

行较长的里程，这是很难实现的。此

外，目前的电池材料本身也供不应求，

不可持续。

相比之下，氢是一种长期、可持

续的解决方案。氢燃料电池已经被用

于公共汽车、轿车、卡车和火车，人

们对整个氢经济越来越感兴趣。航空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特别是

在制氢方面。氢的一个主要优点是，

它可以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

或类似设备供电的电解法持续生产。

氢也可以在现场生产，这就不需要昂

贵和 / 或不可持续的运输。

因此，氢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氢气飞机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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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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航空燃料，从而在未来 10 年内实现无排放航空。

你认为用这种能量来减轻飞机的重量更为重要吗？

L.M.：实际上，氢的单位重量能量密度是煤油的三

倍。如果考虑到燃料电池的效率（大约是涡扇发动机的

两倍），重量优势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在同一次

飞行中，氢动力飞机需要的燃料重量比传统的煤油动力

飞机少 6 到 10 倍。

氢的缺点是单位体积的能量密度，大大低于煤油。

体积越大，飞机就越大。这对飞机的燃油效率有负面影

响，因为较大的飞机会产生更多的阻力。

因此，减轻飞机重量与以往一样至关重要。更轻的

飞机更省油，即使减重一两公斤，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产生很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空客 A350 等现代客机上

看到的那样，复合材料有可能大幅减轻重量，同时也具

有非常多的用途。当然，复合材料将对航空业产生越来

越大的影响。

复合材料在你们项目中的作用是什么？

L.M.: 帆船正处于空气动力学效率的顶峰。为了减小

阻力，机翼表面必须尽可能干净。机翼蒙皮上的任何凹痕、

缺陷或铆钉都会导致边界层过早过渡，增加阻力。玻璃

纤维，以及最近的碳纤维和芳纶纤维，已经成为滑翔机

设计的标准，因为它们能够在不需要重型内部结构的情

况下，制造出坚固光滑的结构蒙皮。我们的 1:3 比例原

型和全尺寸飞机几乎全部由碳纤维或玻璃纤维组成。

你认为将来你们能更多的利用复合材料吗？

L.M.: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让航空更可持续，所以我

们也考虑了飞机生产的可持续性。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复

合材料具有许多重量和强度优势，但不能持续生产。一

般来说，金属飞机比复合飞机更可持续，因为金属更容

易回收。大多数热固性碳纤维基体不可能再利用，尽管

热塑性树脂在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有希望。即便如此，纤

维本身仍然很难再利用。

因此，我们对亚麻和其他有机复合材料的发展非常

感兴趣。在我们完成项目的当前阶段后，我们将开始研

究如何将有机复合材料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有可能重

新制造现有飞机的零件，或者开始设计一架全新的飞机。

在这件事上你们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L.M.: 使用有机复合材料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防火安

全。我们需要进行测试，向我们自己、当局和公众证明

这些材料在飞机上使用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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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使用整体复材的摩托车零件
An Exclusive Range of Two-Wheeler Parts 
Using Monolithic Composites

H-PreC 是一家家族企业，由
Cecile Crassous 和 她 的 兄
弟 Arnaud 于 2015 年 7 月 创
立。Arnaud 是材料物理学博
士，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
究 员。H-PreC 是 JEC World 
2017 首届创业助力活动的三
名获奖者之一。

JEC Composites 杂志：您能简要

介绍一下 H-PreC 吗 ?
Cécile Crassous：H-PreC 是一家

初创企业，采用两种独创工业工艺开发

和制造热固性复合材料零件，以生产从

原型到批量生产的高质量技术复合材料。

如今，我们拥有两种独家专利制造

工艺 :H-PreC One-Step®( 深拉复合件 )
和 H-PreC BloK®( 单片复合件 )。由于将

表面光洁度融入制造过程，一步法工艺

更适合航空航天市场，H-PreC Blok® 现

已进入摩托车市场。

你们最近推出了 C-BloK® 摩托车专

用技术部件系列。这些部件的主要优点

是什么？

Cécile Crassous,CEO H-PreC 专访

C.C.：摩托车制造商已经熟悉复合

材料的审美零件，正在寻找一个工业生

产和半工业化生产碳材料零部件的解决

方案，制造一系列特有设备或售后应用。

他们还需要具有重复性和完善的可

追溯性，以保证这些受力件的可靠性。

H-PreC BloK® 工艺确保了这一点，

这归因于使用连续纤维、机械化以及减

少刀具。

我们目前提供一系列约 10 个零件，

价格具有竞争力，从制动杆保护、摇臂、

三重夹钳和发动机外壳。

你们有什么设备 ? 你们有没有计划

新一轮投资来满足需求 ?
C. C：我们目前在一家通过 ISO 

9001:2015 认证的 1000 平方米工厂生

产零件。

从模具制造到零件精加工，整个生

产流水线已内部化，使我们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2018 年上半年，我们进行了第二轮

融资，也是 BPI 法国未来投资计划 (PIA)
的赢家。这笔资金将帮助我们通过机械

化和复制生产线来满足摩托车制造商的

生产要求。

H-PreC 在 中 期 的 下 一 个 挑 战 是

什么？

C . C：从中期来看，我们面临的挑

战是将我们的 C-BloK® 系列定位为两轮

车市场上碳材料零部件技术标准。

虽然这个项目仍然是保密的，但我

可以说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

为我们将参加 2018 年 11 月的世界摩托

车展 ( 米兰 EICMA)，在一家主要制造商

的展台上展示我们的产品。

更多信息：www.h-prec.com

H-PreC 两轮摩托车零部件

制动杆保护 发动机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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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复合材料行业领先的一站式展会

www.jec-world.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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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