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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确、高效的
多尺度建模降低测试成本

复材制造技术 Composites Manufacturing

Markku Palantera,
Director, Composites Business
Dev.
Altair

Reduce Testing Costs by Accurate
and Efficient Multiscale Modeling
近年来，复合材料的多尺度建模已成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可减少为得到
准确的材料特性而所需的物理测试的次数，并能够从结构分析上更好地评估
非线性材料行为和失效机制，因此能够使一次性通过的设计成为可能。

Altair Multiscale Designer改进了对复合材料发生破裂的预测。

Altair Multiscale Designer是一种精
确、高效的工具，可针对各种多尺度材料
模型进行研发和仿真，适用的材料包括连

多尺度建模框架

损伤和塑性定律，以考虑各种相材料的基
本物理行为。Multiscale Designer中的非
线性材料规律包括：脆性材料(碳纤维和

续的、织物和/或短纤维复合材料、蜂窝

虽然存在许多多尺度建模框架，

玻璃纤维)的损伤模型; 韧性材料的塑性模

芯材料、钢筋混凝土、土壤、骨骼以及其

但Multiscale Designer提供了无与伦比

型；具有脆性和韧性行为的材料（大多数

他各种异质材料。相关应用包括面向设

的计算效率和预测精度。与直接均质

聚合物）的高级混合损伤和塑性模型。

计、极限失效、基于统计的材料允许值、

化(精确但计算效率低)或其他经典均质

Multiscale Designer的表征具有明确的实

疲劳、断裂、冲击、碰撞、环境退化以及

化方法(计算效率高但不准确)不同，

验测试矩阵和程序，所需的实验测试很

多物理场仿真的多尺度材料建模，并且为

Multiscale Designer利用具有Reduced

少。此外，各种产品形态的Multiscale

OptiStruct、RADIOSS、LS-DYNA

Order Model技术的三维有限元单元来

Designer材料模型已通过几个专家数据集

实现预测精度和计算效率。

的验证，以保证预测的准确性。

和

Abaqus 等商用 FEA 求解器提供了插件，
这使得多尺度建模能够切实应用于解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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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这些都是用乙烯基树脂真空灌注工
新。这些都是用乙烯基树脂真空灌注工
艺制造的夹芯板。重要的是，生产过程
艺制造的夹芯板。重要的是，生产过程
中采用了可重复使用的硅膜技术。该技
中采用了可重复使用的硅膜技术。该技
术由SMT实施和调整，以提高产量，获
术由SMT实施和调整，以提高产量，获
得更高的再现性和质量价值，并节省材
得更高的再现性和质量价值，并节省材
料成本

料成本

这使得高端地板复合材料的生产具
这使得高端地板复合材料的生产具
有竞争力，材料浪费最小，同时达到最
有竞争力，材料浪费最小，同时达到最
高的防火安全标准，与竞争中的手工铺
高的防火安全标准，与竞争中的手工铺
设解决方案相比，其降低了98%的火焰
设解决方案相比，其降低了98%的火焰
进程，减少了57倍的烟雾产生，提高了
进程，减少了57倍的烟雾产生，提高了
12倍的抗拉强度。 12倍的抗拉强度。
Tillet赛车座椅对此也报道称，与传统
Tillet赛车座椅对此也报道称，与传统
室内LRTM工艺相比可复用膜具显著的优
室内LRTM工艺相比可复用膜具显著的优
势。在此之前，他们需要为每一个不同的
势。在此之前，他们需要为每一个不同的
纤维座椅接口处设计专有后背模具，而采
纤维座椅接口处设计专有后背模具，而采
用可复用膜一个就足够了。这就减少多个
用可复用膜一个就足够了。这就减少多个

德国铁路的城际特快列车使用了复合地板。

B面LRTM模具的需求，因为可复用膜可
B面LRTM模具的需求，因为可复用膜可

ICE列车新地板模具安装蓝色的可重复使用的膜。

以兼容一系列不同布局以及厚度的纤维
以兼容一系列不同布局以及厚度的纤维

复合模塑的全新变革
Radical Change in Composite Moulding

层。他们还报告说，该工艺显著的节省了
层。他们还报告说，该工艺显著的节省了
Bhd.的报告，可重复使用
PipecoSdn Bhd.的报告，可重复使用
树 脂 ， 即 使 6 个 相树
同脂
的，
数即
控使
修 6整个零相件同 的 PipecoSdn
数控修整零件
用户反馈

Alan Harprper,
Founder and CEO
Alan Harper
Composites

表面返修等维护。仅此，与刚性或半刚
表面返修等维护。仅此，与刚性或半刚
一个前瞻意识非常强的客户，Poly
一个前瞻意识非常强的客户，Poly
Matrix
Matrix
工艺，这需要将复杂的表面模具分成七
工艺，这需要将复杂的表面模具
性RTM/LRTM匹配工具相比，意味着
性RTM/LRTM匹配工具相比，意味着
Llc坚持在每次20分钟内用130公斤的树
Llc坚持在每次20分钟内用130公斤的树
个部分。使用一个单一无缝的3D可注塑
个部分。使用一个单一无缝的3

在其使用寿命内，所减少的成本维护费
在其使用寿命内，所减少的成本维护费
脂浇铸近50平方米的超大容器。客户仔
脂浇铸近50平方米的超大容器。客户仔
膜是可以一次注射。此外，无需任何打
膜是可以一次注射。此外，无需
很容易就接近可复用膜工具的全部成本
很容易就接近可复用膜工具的全部成本
细考虑并设计了膜处理和提升系统，这
细考虑并设计了膜处理和提升系统，这
磨 ， 内 表 面 将 很 好磨
地，
粘内
合表
到面
流将
动很
涂好
层地 粘 合 到 流

可替代复合真空模塑工艺中的真空膜(vac装袋) 消耗品的可重复使用复合膜变得
更受欢迎，因为铸模者意识到他们能够在三个模塑周期内自食其力。这一事实
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整个复合模塑行业不立即接受这项技术的进步呢？

（平均约160英镑/平方米，平均每平方
（平均约160英镑/平方米，平均每平方
样一旦所有纤维都铺好，在树脂连接和
样一旦所有纤维都铺好，在树脂连接和
上。在分屏工具设计中，为防止凝胶层
上。在分屏工具设计中，为防止
米的制造时间为两个工时）。可复用膜
米的制造时间为两个工时）。可复用膜
灌注过程之前，两个人就可以在不到15
灌注过程之前，两个人就可以在不到15
流出，则要求用法兰密封保证密封层和
流出，则要求用法兰密封保证密

可重复使用膜可以在各种应用中使用，
可重复使用膜可以在各种应用中使用，
是有人抵制变革，仍然有潜在的
总是有人抵制变革，仍然有潜在的
息，即可重复使用膜作为一种替代的
息，即可重复使用膜作为一种替代的

如下面的用户案例
如中
下所
面述
的。
用德
户国
案的
例中所述。德国的
为，如果可重复使用的膜和他们
客户认为，如果可重复使用的膜和他们
成型工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让
成型工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让

Forster System Montage
Forster
Technik
SystemGmbH
Montage Technik GmbH
一样好，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个人
声称的一样好，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个人
这个叙述绝对清楚，应该指出，没有
这个叙述绝对清楚，应该指出，没有

处理复杂几何结构模具的能力是难以置
处理复杂几何结构模具的能力是难以置
分钟内真空密封可重复使用的膜。更令
分钟内真空密封可重复使用的膜。更令
凝胶层之间为真空。凝胶层之间为真空。
信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负压或是暗挖
信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在负压或是暗挖
人感兴趣的是，
人感兴趣的是，
可复用膜可以按顺序放置在干燥纤
可复用膜可以按顺序放置在

设计中，它们也是无缝真空安全的，并
设计中，它们也是无缝真空安全的，并
该模塑机所使用的内置树脂浇注系
该模塑机所使用的内置树脂浇注系
维层上，这意味着干扰干燥纤维预制件
维层上，这意味着干扰干燥纤维
使他们能够展现自己的优异性能。
使他们能够展现自己的优异性能。
统，是来自Alan Harper复合材料公司的
统，是来自Alan Harper复合材料公司的
并将其推离原位的可能性更小。此性能
并将其推离原位的可能性更小。

（SMT）因其对城际特快火车翻新的贡
人 声 称 可 重 复 使 用人
的声
真称
空可
膜重
是复
替使
代用 的 （SMT）因其对城际特快火车翻新的贡
真空膜是替代

Morphing™树脂流道，包括支线在内长度
Morphing™树脂流道，包括支线在内长度

献而入围今年的“杰克创新奖”。城际
献而入围今年的“杰克创新奖”。城际
重复使用的膜正在改变复合材料
可重复使用的膜正在改变复合材料
RTM、LRTM或传统输液工艺的灵丹
RTM、LRTM或传统输液工艺的灵丹

共35m。这些流道消除了剥离层和耗时、
共35m。这些流道消除了剥离层和耗时、

特快列车是德国铁路车队中速度最快的
特快列车是德国铁路车队中速度最快的
成为最可行的替代高成本的RTM
行业，成为最可行的替代高成本的RTM
妙药。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显
妙药。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显

浪费和难以去除的一次性消耗性螺旋缠
浪费和难以去除的一次性消耗性螺旋缠

它们呢？ 都在使用它们呢？

列车，有超过66辆列车都在使用。
列车，有超过66辆列车都在使用。
闭模工艺和不健全的一次性消
和LRTM闭模工艺和不健全的一次性消
著的材料和劳动力节约以及较低的工
著的材料和劳动力节约以及较低的工

绕树脂浇注的必要性。使用Morphing浇
绕树脂浇注的必要性。使用Morphing浇

该车队于2000年启用，为了翻新车
该车队于2000年启用，为了翻新车
空 袋 输 注 。耗
变的
革真
的空
闸袋
门输
正注
在。
打变 革具摊销成本，每个过程都可以以较低
的闸门正在打
具摊销成本，每个过程都可以以较低

注系统的结果是，在固化后不需要在部
注系统的结果是，在固化后不需要在部

厢以达到现代舒适标准，对包括乘客娱乐
厢以达到现代舒适标准，对包括乘客娱乐
些认为这只是一种时尚的人可能
开，那些认为这只是一种时尚的人可能
的成本执行。如果硬要说可重复使用
的成本执行。如果硬要说可重复使用

件后面再浇注硬化树脂。这归因于流体
件后面再浇注硬化树脂。这归因于流体

和空调系统等内部进行了升级。这增加了
和空调系统等内部进行了升级。这增加了
认为，这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商业
会这样认为，这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商业
膜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不能在
膜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不能在

树脂填充纤维腔之后，膜中的通道可压
树脂填充纤维腔之后，膜中的通道可压

车辆额外的重量，必须由先进的轻量化解
车辆额外的重量，必须由先进的轻量化解
an Harper复合材料公司在真空
风险。Alan Harper复合材料公司在真空
模制部件的两面提供完全光滑的工程
模制部件的两面提供完全光滑的工程

决方案来补偿，包括轻质地板系统。
决方案来补偿，包括轻质地板系统。
使用膜行业从事了7年多，但在
可重复使用膜行业从事了7年多，但在
表面，而只能在一个面上。
表面，而只能在一个面上。

5年里，它一直是封闭式RTM和
过去的25年里，它一直是封闭式RTM和

各种应用
域的专家，它认为这是绝对正
LRTM领域的专家，它认为这是绝对正

各种应用

整 个 地 板 系 统 的 平整
均个
面地
板板
尺系
寸统
为的 平 均 面 板 尺 寸 为

平层压材料。

主要优势

平层压材料。

主要优势

2400 x 1200 mm，通过将以前的重型胶
2400 x 1200 mm，通过将以前的重型胶

那么，可重复性使用带来的主要优
那么，可重复性使用带来的主要优

Harper复合材料公司生产的
Alan Harper复合材料公司生产的
合 板 更 换 为 轻 质 玻合
璃板
纤更
维换
板为
进轻
行质
了玻
更璃 纤 维 板 进 行 了 更
实 的 ， 因 为确
它和
带真
来实
了的
一，
个因
好为
消它 带 来 了Alan
一个好
消

势 是 什 么 ？ 首 先势
，是
根什
据么
马？
来首
西先
亚， 根 据 马 来 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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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空膜可以使用1200次以上。在其
的真空膜可以使用1200次以上。在其
（700克）彼此重量相差不超过10克。
（700克）彼此重量相差不超过10克。
汽车造型Truckman集团为了实现他
汽车造型Truckman集团为了
使用寿命内，不需要使用任何脱模剂或
使用寿命内，不需要使用任何脱模剂或
Alan Harper复合材料匈牙利经销商
Alan Harper复合材料匈牙利经销商
们的汽车雨篷一次性成型而开发了一个
们的汽车雨篷一次性成型而开发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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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垂直模具壁上的干纤维尤为重要。
对于垂直模具壁上的干纤维尤为

可在同一
膜下成型
不同纤维
包的Tillet
赛车座
椅。

与半刚性RTM型工具一样，可复用
与半刚性RTM型工具一样，

膜可以无需担心地精确处理不同的纤维
膜可以无需担心地精确处理不同

组分负载量和芯样变化。如果用户更改
组分负载量和芯样变化。如果用

叠层计划，或者更糟的，夹层的预加工
叠层计划，或者更糟的，夹层的

芯样材料不准确，则由于预测流量的变
芯样材料不准确，则由于预测流

化会使得半刚性RTM型工具无法工作。
化会使得半刚性RTM型工具无法
针对Hoshino

Impul有限公司（原日
针对Hoshino Impul有限公

产）Serena MPV车型新前端的复杂8部分
产）Serena MPV车型新前端的复

模具，马来西亚技术领先的汽车零部件制
模具，马来西亚技术领先的汽车

造商CTIM选择了真空压力灌注（VPI）。
造商CTIM选择了真空压力灌注（
CTIM的总经理Raymond
CTIM的总经理Raymond
Siew表

7

复材制造技术 Composites Manufacturing

复材制造技术 Composites Manufacturing

示，“在使用可复用真空膜的封闭式

助材料，并有助于局部强化任何角落

不需要进行后期精加工。我们也只用了

VPI工艺中，可成功地生产出如此复杂

或其他细节，否则这些部位可能需要

四名工人就完成了这一切。”

的零件，我们会进一步开发并将这项技

使用传统一次性套袋进行“袋装”桥

目前，该公司使用可重复使用材料生

术应用于生产许多其他流线型汽车零

接。所用的ACC硅胶VBS26-35最高使

产一切产品，从小型复杂的滑水道形状，

件。该技术比以前的手工铺层操作重复

用温度可达240℃。

到大型筏船和原木水槽。“即使在员工只

性更好，生产速度更快，几乎是净尺

Conneely，加拿大卑诗省

拥有一般技能的情况下，也能始终如一地

寸，低损耗模塑。”CTIM有关VPI的技

Kelowna的Formashape/白水复合材料

生产高质量的零件，它所能提供的简约实

术培训在马来西亚Chera的Alan Harper

的加工经理，解释说他们从2013年开

在是太好了，以至于无法让人放弃”。仅

复合材料公司SIFT技术中心进行的。

始使用可复用的膜系统。从小型开

2018一年，Formashape就可能消耗超过1

CTIM更为关注实现最复杂的闭式液态模

始，在一条12个模具（每个模具有两

吨的硅胶建筑膜，比2013年消耗的120升

塑复合材料零件系列化生产过程中细节

个膜）的生产线上使用，他们使用该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和卓越技术。

系统每周产生200个复杂零件，在客户

Dartford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英国）

的计划中，总共生产9600个，而不复

两年前开始使用硅胶可重复使用材料。

制任何模具。

据总经理Mark Silvestor说，虽然员工最

Norco复合材料公司预浸料项目经理
Henry Nicolson Cole表示，预浸料的在

Sean

进入下一阶段之前，必须在一个真空环

Formashape认为，这项技术比传

初对它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但一旦使用

境中进行加固即“去毛刺”工艺，从质

统的LRTM制造更能发挥作用。最近他

它，他们就意识到使用起来方便多了。

量和成本两个角度来看，这一工艺从根

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信塔项目中

每天的生产的物品数量取决于许多因

本上为可复用的硅胶膜创造了有利条

的一块超大表面面板上开发使用可复

素。该公司用10个硬模和6个硅胶模在一

件。一些预浸料零件可能需要大量的去

用膜，可重复使用的VPI注塑系统对树

级阻燃树脂中铸造了5000多个座椅外

毛刺（大约每3-4层去毛刺一次），特别

脂与纤维比率的一致控制已被证实，

壳。两人每天成型30件，废品率低于

是在高压釜外工作时，无法使用6Bar高

它能提供部件各组份之间精确的厚度

1.5%。这些废品通常是可以节约下来

压釜压力进行加固。因此，可复用材料

和重量。“我们真的只是取消了第一

的。使用这些模具的两个人都是不熟练

尤为重要。

部分，因为这也是一个学习锻炼的过

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经验。每周用PMR

即使不计算节省的工时，硅胶膜的

程，”Conneely说。“一旦在这个过

处理基模。不需要对硅胶进行处理。一

回报在大约铸造六个部件后突然之间变

程中启动，我们可以用五个不同的模

旦工作设置正确，一个主要的好处就是

得明显。形状越复杂，可复用的真空膜

具生产了50个非常大的独特的形状。

可以让废料大量减少，而此时每个座位

工艺就越利。该膜也可用作最终固化辅

除轻微修整和孔分度外，每个零件都

大约只产生150克废料。
北爱尔兰的Wrightbus传统上使用手
糊或LRTM来制造产品内外部的复合材料
零件。由于它所带来的优势，该公司倾向
于在封闭成型工艺中制造所有零件。
但是，由于工具成本的原因，这只
可能在数量有限的零件上使用，其中数
量与预期寿命之比形成了一个合适的业
务案例。
他们自2014年开始采用的硅胶膜技
术，由于快速硅胶膜制造B表面的成本和
速度优势，使他们能够将更多的零件转
换为封闭模塑。
除此之外，它们还能够将多个部件嵌
套在一起，从而带来更高的成本效益和产
量。在爱尔兰的复合材料制造厂中，可重
复使用的包装已成为头号封闭成型工艺，
他们预计这一趋势将继续增长。

日产Serena前端由复杂的8部分面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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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竞争力的超大型一次成型
零部件RTM制造工艺的开发

Cédric Tano,
R & T Project
Manager
IRT JULES
VERNE

Developing a Competitive RTM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Oversized One-shot Parts

注射模拟实例

IRT-JV的缩减全尺寸模具的图片。

为解决工业生产方面的现存问题而组建一个由不同专业领域背景的区
域合作伙伴组成的团队的初衷促成了Hobit项目的诞生，该项目旨在开
发一种可用于系列生产海流涡轮叶片的新工艺。

小型企业都是Albatros经济利
这些中小型企业都是Albatros经济利

)的成员，该集团是由项目赞助
益集团(EIG)的成员，该集团是由项目赞助

项目范围

叶片设计/机械模型
与制造之间联系的演示。

ne技术研究所(IRT
商JulesJules
Verne技术研究所(IRT
Verne
Jules Verne
research institute)发起的。在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发起的。在

中，他们从现有的叶片设计开
Hobit项目中，他们从现有的叶片设计开

何形状、结构和附件。
始，调整几何形状、结构和附件。

预浸渍原型

年的时间里，合作伙伴解决了
在两年的时间里，合作伙伴解决了

战:

项目（http://www.eu-WALiD.com）开发
项目（http://www.eu-WALiD.com）开发
域，从而形成一个容易泄漏的奇异点。
域，从而形成一个容易泄漏的奇异点。
（ 气 囊 足 够 坚 硬 ， 能（
够气
将囊
翼足
梁够
固坚
定硬
到， 能 够 将 翼

以下技术挑战:

88米长热塑性叶片的制造技术后，该公
88米长热塑性叶片的制造技术后，该公
Hobit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包含
Hobit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包含
位，并且操作员可以使用气囊对叶片的
位，并且操作员可以使用气囊

海洋结构的机械和水动力可靠
●开发使海洋结构的机械和水动力可靠

司选择继续其补充技术的工作，并增加了
司选择继续其补充技术的工作，并增加了
充气/可抽出芯的解决方案，以便使用
充气/可抽出芯的解决方案，以便使用
上表皮进行叠层），硅胶气囊中填充了
上表皮进行叠层），硅胶气囊

可能的工具；
性建模成为可能的工具；

心复合材料零部件叠层的规划
●开发空心复合材料零部件叠层的规划

一些主要挑战：即，对船用涡轮叶片的一
一些主要挑战：即，对船用涡轮叶片的一
灌注工艺制造零件，因为叶片填充材料
灌注工艺制造零件，因为叶片填充材料
热塑性泡沫。比例为1:3的演示器上的试
热塑性泡沫。比例为1:3的演示

使可变厚度（10-60mm）的
方法，以便使可变厚度（10-60mm）的

次性注射工艺年产量为1000件.
次性注射工艺年产量为1000件.
的使用与市场的技术和经济需求不兼
的使用与市场的技术和经济需求不兼
验用于调整泡沫密度，使内核能够充分
验用于调整泡沫密度，使内核

Loiretech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设计和
Loiretech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设计和
容。叶片内部形状的复杂性—3米长而
容。叶片内部形状的复杂性—3米长而
收缩以便移除，并使操作员能够在叠层
收缩以便移除，并使操作员能

实现自动化；
预成型过程实现自动化；

种低成本、高产量的新型制造
●开发一种低成本、高产量的新型制造

制造模具，能够通过一次注射生产出一个
制造模具，能够通过一次注射生产出一个
人无法进入（而“大规模生产”的叶片
人无法进入（而“大规模生产”的叶片
时跪在气囊上。

及配备加热带和传感器的创新
工艺，以及配备加热带和传感器的创新

3米长的带集成翼梁的空心叶片。
3米长的带集成翼梁的空心叶片。
一般为8-9米）——再加上机械设计要
一般为8-9米）——再加上机械设计要
以1:3的比例验证了这些概念，为缩
以1:3的比例验证了这些概

时跪在气囊上。

1000叶片/年的目标产量和选择需要
1000叶片/年的目标产量和选择需要
求的加强件的存在,导致无法使用定制
求的加强件的存在,导致无法使用定制
减全尺寸模具的设计提供了依据。
减全尺寸模具的设计提供了依

模具；

部件聚合有关的限制。在Hobit项目里，
部件聚合有关的限制。在Hobit项目里，
用标准工艺是无法达到这种产量的，
用标准工艺是无法达到这种产量的，
开发一种适用于小批量特定叶
●研究和开发一种适用于小批量特定叶
在Tecnitas- Hydrocean流体力学性能分
在Tecnitas- Hydrocean流体力学性能分
因此有必要开发新的自动化工艺。
因此有必要开发新的自动化工艺。
浸液；
片的复合预浸液；

使用加热系统的树脂，使固化时间与产量
使用加热系统的树脂，使固化时间与产量
的薄气囊。在1:7比例的演示器上进行
的薄气囊。在1:7比例的演示器上进行
工作完成后，Pinette做了一项初步
工作完成后，Pinette做了

析 的 帮 助 下 ， M E C A析
设的
计帮
了助
一下
种，
适M
应E C A 设 计 了 一 种 适 应
该项目考虑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玻
该项目考虑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玻
成型1:7, 1:3和中空截形的全
●创建一次成型1:7, 1:3和中空截形的全
RTM工艺的新型的叶片底座。利用可靠
RTM工艺的新型的叶片底座。利用可靠
璃 纤 维 / 碳 纤 维 混 合璃
配纤
置维
的/干
碳织
纤物
维混合
配置的干织物
，验证了采用整体加强筋的低
尺寸叶片，验证了采用整体加强筋的低

在60°C的温度。所实施的原理使Loire在60°C的温度。所实施的原理使Loire技术要求。为了提高制造过程的性能
技术要求。为了提高制造过程的性能

性分析的原理来处理环境条件、材料性
性分析的原理来处理环境条件、材料性
RTM。
RTM。
量的可行性；
成本，高产量的可行性；
能和制造工艺参数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能和制造工艺参数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还探索了另一种规模缩小的预浸液
还探索了另一种规模缩小的预浸液
能抵抗恶劣环境的耐用涂层；
●开发一种能抵抗恶劣环境的耐用涂层；

可以大幅度降低叶片根部的厚度。该方
可以大幅度降低叶片根部的厚度。该方
解决方案，以便获得可比较的技术经济
解决方案，以便获得可比较的技术经济
一种自动化解决方案，用于在
●开发了一种自动化解决方案，用于在
法已提交给DNV GL认证机构进行验证。
法已提交给DNV GL认证机构进行验证。
数据，特别是在生产条件不适合投资于
数据，特别是在生产条件不适合投资于
0mm，并进行大规模的放气
刀片上钻40mm，并进行大规模的放气
作业。

tech能够吸收其他传热模式，而不是已经
tech能够吸收其他传热模式，而不是已经
控制的模式 (传热流体系统，包含热丝、
控制的模式 (传热流体系统，包含热丝、

RTM和预浸渍工艺
RTM和预浸渍工艺

R T M ： I R T - J u l eRsT-MV：
e rI nReT - J u l e s

电阻/加热车架)。热风加热解决方案的优
电阻/加热车架)。热风加热解决方案的优

（IRT-JV）技术研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
（IRT-JV）技术研究所面临的

点是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且易于适应。
点是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且易于适应。

挑 战 是 研 究 、 设 计 和挑
生战
产是
一研
种究
注、
射设
方计 和 生 产 一

叶片几何形状要求压力侧蒙皮、吸入
叶片几何形状要求压力侧蒙皮、吸入

法，这种方法将使制造全尺寸零件成为
法，这种方法将使制造全尺寸

与RTM制造工艺相结合，为Hobit项目开
与RTM制造工艺相结合，为Hobit项目开
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侧 蒙 皮 和 法 兰 区 域 使侧
用蒙
三皮
部和
分法
模兰
具区
。域 使 用 三 部 分 模 具 。

可能，并在不超过90分钟的时间内成功
可能，并在不超过90分钟的时

发的叶片底座组件构成了标准T型螺栓型
发的叶片底座组件构成了标准T型螺栓型

Loiretech开发了一种自动真空密封系
Loiretech开发了一种自动真空密封系

注射450升树脂。由于IRT-JV活动的多
注射450升树脂。由于IRT-J

统，无需密封化合物。该公司已经实施了
统，无需密封化合物。该公司已经实施了

部 门 性 质 ， 该 方 法 也部
被门
设性
计质
为，
满该
足方
汽法 也 被 设 计

一种类似的技术解决方案并申请了专利。
一种类似的技术解决方案并申请了专利。

车、航空航天和船舶部件的制造要求。
车、航空航天和船舶部件的制

Hobit项目的困难在于将运动部件（在合
Hobit项目的困难在于将运动部件（在合

因此，定制的注射方法允许使用环氧树
因此，定制的注射方法允许使

模过程中）密封在三个不同元件连接的区
模过程中）密封在三个不同元件连接的区IRT-JV的注射机器

脂和乙烯基树脂。

项目得到了GE的技术支持，以
Hobit项目得到了GE的技术支持，以

叶片的设计和数值模型
叶片的设计和数值模型
风力涡轮机组件的工业替代品。
风力涡轮机组件的工业替代品。
用的工业数据尽可能与未来的
确保所使用的工业数据尽可能与未来的
当 谈 到 增 加 船 用 涡 轮当机谈的到直增径加 船 用 涡 轮 机 的 直 径
配。因此，该项目符合直接工
应用相匹配。因此，该项目符合直接工

模具制造
模具制造
时，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叶片的超大复
时，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叶片的超大复
目标，每年可生产数千个零部
业应用的目标，每年可生产数千个零部
至于Loiretech，在启动欧洲WALiD
至于Loiretech，在启动欧洲WALiD
合底座的装配，特别是由于与这些厚
合底座的装配，特别是由于与这些厚
在不增加模具数量的情况下，
件。由于在不增加模具数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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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选择了暖风加热系统，使模具保持
兼容。选择了暖风加热系统，使模具保持
的第一次试验表明，硅胶气囊可以满足
的第一次试验表明，硅胶气囊可以满足
研究，提出了工业级设备的解决方案
研究，提出了工业级设备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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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T - J V 还 负 责 制造 所 有 原 型 零 件
（比例1:7、比例1:3和全尺寸缩减）。这
包括为每个部件构建预成型并注入它
们。在上游，研究所模拟了各种注射策
略，为模具设计收集了宝贵的数据，特
别是注射口和排气口的数量和位置。
Omega Systèmes公司为预制件制

钻孔和修整

造了所有的套件。通过参与该项目，
Omega

Sysèmes能够利用其在各个商

业部门（例如航空航天）的经验，在保
证每年1000个叶片的长期生产目标的情
况下，对可再生海洋能源（RME）所用
的材料和制造工艺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
好的掌握。
预浸渍：Multiplast已经研究RME好
几年了。随着2013年收购Plastinov，
Multiplast获得了必要的手段和经验，从
而获得了风力涡轮机叶片供应商的地
位。对于许多正在进行的风能开发项
目，Multiplast经常与负责人合作进行技
术经济研究或原型部件。
该项目使Multiplast能够研究制造空
心零件的工艺，并实现超厚零件的制造

GEBE2（专门从事机器人精加工）来

工艺自动化。使用预浸料制作了两个原

实现其专业技术。

型，以验证所考虑的工艺、技术经济研
究以及RTM与预浸渍的成本比较。
Multiplast研究了利用气囊充气模塑
生产空心零件的方法，因为这一工艺既

随着各项目合作伙伴工作的进展，
IRT合资公司对RTM工艺进行了技术经济

针对超厚(30毫米)、大直径(45毫

研究，该工艺满足1000个零件/年的产量

米)的碳/乙烯酯复合材料和玻璃/乙烯

要求。研究报告中的图片是在原型制造

酯复合材料的钻削，提出了一种自动

和制造策略设计过程中合成的。

化解决方案。

这项研究使我们能够验证项目期间开

适用于叶片（船用涡轮机及其他部件）

一个初步的步骤包括采用Europe

也适用于雷达天线组件。他们特别关注

Technologies公司的五轴机床确定最优

气囊破裂的风险和难以压缩区域的材料

的加工策略。然后，IRT Jules Verne

的健康状况。

公司利用其现有资源（一个安装在18

●利用8家中小型企业和IRT Jules Verne

对预浸带自动铺带工艺进行了研

米长轨道上的KUKA KR500机器人）以

的互补性，在短时间内（两年内）为超

究。这些带子被放进二维预制件中，然

及一个电主轴和专用工具，在最佳条件

大零件制定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一次性

后放入三维模具中。研究获得了在超厚

下进行钻孔和修整。

RTM制造流程；

部位获得令人满意的材料健康状态所需

其中的挑战包括：

发的RTM解决方案的技术和经济利益：
重量节省大约20%，周期缩短25%。
最后，Hobit项目使以下成为可能：

●预测一个能够满足工业要求的车间；

的最小压实次数。比较了自动分压和高

●在钻孔过程中避免分层

●考虑产业机会

压釜外分压结果。半自动化的使用和组

●符合加工质量

●高纤维含量零件的大规模树脂注射成

件数量的简化使得叶片的制造成本最小

●符合精度要求

型

化成为可能。

●改善循环次数

●空心零件和复杂形状的可充气/可抽出

Hobit项目中Europe Technologies公

Socomore最初致力于了解基质/表

司的目标是修整船用涡轮叶片的前缘，

面处理和表面处理/油漆涂层界面的作

并钻取连接叶片和涡轮轮毂所需的孔。

用机理。然后，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涂

Europe Technologies公司通过其两个分

层，改善了现有涂料的粘附性，减少了

活动的叶片，以及建筑和架构设计。

支机构AIC（专门从事复合材料加工）和

保护步骤的数量和循环周期。

www.irt-jules-verne.fr

12

气囊的制造
●更薄的部件
首先考虑的市场是海上可再生能源

JEC Composites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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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船用碳纤维复合螺旋桨

一种真正可以代替
传统“热”结构修复的方法

A Carbon Fibre Composite Propeller for a Passenger Ship
2018年3月19日，在法国洛里昂进行了直径1米
的复合螺旋桨海上试验。该螺旋桨以21节的速
度在Lorient和Brest之间驱动载有286名乘客的
“勒帕莱斯”号客轮。这艘船长30米，重84
吨，配备两台1100马力的发动机。

A Real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Hot” Structural Repairs
采用由巴黎Cold Pad公司开发的可粘结的复合材料产品ColdShield修复腐蚀
的海上甲板，原则上获得了DNV GL的批准（AiP），这证实了这种设计是可
行的、可实现的，并且该公司有能力证明产品的性能符合其规范，从而使其成
为第一个符合DNV GL规范可用于腐蚀的FPSO船体的非焊接结构维修系统。

▲ Le Palais: 286名乘客，84吨，功率输出2 x 1100马力
▲ 安装复合材料的螺旋桨以代替金属的
▲ 水下仪表，试航期间有一天的测试是在21节的全速航行下进行
的真实条件下试航5天
▲ 结果：螺旋桨完好
▲ 海试之后的Fabheli螺旋桨和来自Meca、海军集团、Loiretech
的代表和AML Atelier Lorientais、Bureau Veritas和DGA的嘉宾。

这一性能是FabHeli（FAB d'HELIce
的复合材料）复合螺旋桨项目的成果，
该项目由法国军备总局（DGA）资助，
由卢瓦雷特及其合作伙伴Meca和海军集
团赞助。该项目的目的是开发一种减少
环境污染的螺旋桨（特别是预计降低
15%的能耗），并在工业水平上以较低
的成本生产。其他目标是降低维护成本

和提高水动力效率。

一次性RTM
该项目于2016年4月启动，由
Meca在机械方面和海军集团在水动力
方面进行数字化和分析阶段，旨在进行
碳纤维复合螺旋桨的结构设计（比其金
属当量轻两倍）。该项目还提供了一个

公司背景
Loiretech公司成立于1988年，现有员工140人。本公司设计和制造大型复
杂模具，用于复合材料、热塑性塑料和金属零件的成型、模具、组装和检测。
它的主要市场是商业航空、汽车、国防和可再生能源。Loiretech平均每年将销
售额的7%用于研发。
Meca是一家专门从事复合材料创新结构设计和工程的公司。其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团队由材料性能、结构分析、多材料设计和流体动力学方面的专家组
成。所有这些相辅相成的技能涵盖了广泛的专业技术领域，包括:
●材料行为和多材料组装
●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
●应力和应变的定义以及相关的设计方法
●关于可靠性标准的建立规范和分析
●适用于野外条件的传感器和监测方法的集成
●失效模式与临界性分析
海军集团是具有国际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是欧洲领先的海防专家。
它设计、建造和服务潜艇和水面舰艇，也为造船厂和海军基地提供服务。该组
织还提出了可再生海洋能源的一系列解决方案。2017年，该公司销售额为37亿
欧元，拥有13429名员工。

14

ColdShield是一种专门为在恶劣环境
下工作的海上装置，例如FPSO(浮式生
产储油船)等而开发一种复合结构增强材
料。ColdShield金属设计可保护表面免受
进一步腐蚀，并使其局部强化，从而提
机会，利用新的设计方法来计算可适应
的轮廓、水动力和机械扭矩，以及铺层
优化，并获得更强大、更灵活的叶片。
目标是满足一套严格的规范。螺旋桨在
使用过程中会受到很高的机械应力，这
就需要创新的概念、生产技术和表面处
理，使其能够承受这种应力。实验室的
验证涉及大量的无损超声测试、理化测
试、力学测试（拉伸、弯曲）和冲击/碰
撞测试。
具有五叶的螺旋桨采用一次性RTM
工艺生产。

高整体强度。
除了可以作为一种产品之外，
ColdShield还是一种可以产生高性能的永
久性结构的解决方案，使FPSO结构恢复
到原来的性能。尽管可粘结的复合增强
材料是传统“热”结构修复的真正替代
品，但它们仍然容易受到海洋环境固有
洋条件的影响而设计的，特别是在安装
和维修的两个关键阶段。此外，通过资
格预审的安装程序已变成了一个工业化
过程，目的是在现场完全复原，以获得
可靠和可重复的性能。

系列化生产
新的复合螺旋桨取代金属螺旋桨通
过AML安装在船上，并在海上试验期间
进行了试验。在舰船最大功率输出的许
多演习中，在舰船Bureau Veritas的支持
下，验证了复合推进桨的固有特性。在
试验结束时，螺旋桨的形状看起来非常
令人满意。
这为项目的后续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在进行系列化生产之前继续优化功能和制
造工艺方面，而这也是Loiretech和Meca的
既定目标。本项目是以民防为主的。

Cold Pad旨在将FPSO结构维护从停车待检改为一般性的维护。

湿度的危害。ColdShield就是为了不受海

一种安全、可靠、
持久的解决方案
ColdShield技术是与Total和IFP
Energies

Novelles共同开发的。通过消

除了任何动火作业的技术，它为FPSO海

上结构维修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和持
久的解决方案。
AiP于5月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
OTC举行的仪式上正式移交。Cold
Pad是一家法国公司，它提供了一种创
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海上工业，
特别是FPSO（维护和寿命延长）结构
连接的可靠性。它通过冷加工技术为
包括FPSO船体和甲板修理提供了解决
方案，最大化了设备的正常生产运行
时间。

DNV GL签发的AiP是在DNV GL规
则、注释和法规（DNV GL有权执行第三
方验证）下的商定需求框架内对概念进
行的独立评估以确认一个设计是可行
的，并且没有任何主要障碍（“令人拍
手叫绝”）会阻止这个概念的实现。审
查基于与DNV GL一致同意的最小文件范
围，其中涵盖了所有与安全相关的方
面，包括影响设计评估的功能方面（例
如，用作证明安全功能合理性的假
设）。应客户要求，审查可包括对不符
合要求的文件进行审查，以减少与概念
相关的不确定性。
AiP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但随后可能
会得到船舶申请的一般批准 (GASA)。AiP

www.loiretech.fr

通常确定在详细设计阶段需要处理的技术

www.cluster-meca.fr

船体结构性修复

www.naval-group.com/fr

JEC Composites 中国

DNV GL的原则上批准

2019.11

JEC Composites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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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问题，以准备设计并获得分类批
准。www.cold-p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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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工业用复合材料的测试
Testing Composites for the Marine Industry

Dr. Geraint Havard,
Composites
Manager
R-TECH Materials

R-TECH Materials是一家屡获殊荣的英国高分子复合材料实验
室，今年是该实验室为海洋工业测试复合材料的第十个年头。
Port Talbot实验室一直和几家从事海
洋产业的主要企业合作，包括劳氏质量认
证有限公司，一个世界领先的工程技术专
业服务提供商和船级社。2012年，该公司
任命R-TECH Materials为其全球独家实验
室，测试复合材料样品、组件和产品，以
确保它们适合海洋生活。

超过100项的测试
R-TECH Materials为劳氏船级社进行
了100多项测试，包括对超级游艇的已腐
蚀的水系统，一个液化气管道和一个从码
头上伸出的摆动臂进行失效分析。
由于其固有的轻质和抗损伤性，复
合材料已经被用于制造各种各样的船

R-TECH Materials已经为几家从事海洋行业的主要公司测试了复合材料。

舶——从超级游艇的船体到大型船舶的
顶部结构。复合材料在军舰上的使用也

劳氏船级社(LR)的Mayur Jogia说:

越来越多，比如法国的La Fayette护卫舰

“LR一直以诚信、公正和技术卓越著

汽车企业合作，测试非金属材料、部件和

和瑞典的Visby级护卫舰。

R-TECH

Materials公司还与航空航天和

称。我们的合规、风险和技术咨询服

产品的机械、热和化学性能。其中包括塑

通过进行各种实验室测试，该公司

务让客户相信，他们的资产和业务是

料和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用于材料认证和

由22名高素质的工程师、材料科学家和

安全、可持续和可靠的。安全是我们

表征，以识别质量问题、解决加工问题或

化学家组成的强大团队可以确定复合材

业务的核心，这对海洋和近海结构的

确认产品失效的原因。

料的特性，检查它是否适合市场，识别

分类至关重要。用于制造LR级结构的

该公司设备齐全的复合测试实验室

质量问题，解决加工问题，并确定产品

材料必须得到LR的批准。这基本上是

包括最先进的Zwick万能测试机，其工作

失效的原因。它们可以执行逆向工程或

一个两部分的过程，包括对材料生产

温度范围在-70°C到250°C，以及Hirox数

后台工程——揭示材料是如何制成的，

地的验厂审核，以及根据我们的规则

码显微镜和蔡司扫描电子显微镜。

又是由什么制成的。

要求对材料进行认可测试。向客户提

其标准测试包括拉伸、层间剪切、

供的选择之一是由LR协调在英国进行

面内剪切、肖氏硬度、夹芯板的压缩和

与劳氏船级社的合作

认证测试。六年前，我们开始与

机械性能，以及疲劳测试(拉伸或弯曲)。

该实验室正在庆祝其为海洋工业提供

R-TECH材料公司合作，为复合树

该测试在受控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

检测材料的10周年，其中6个已被劳氏船

脂、胶衣树脂和纤维增强材料提供一

行，符合ISO和ASTM标准，所有测试均

级社作为其全球实验室，与他们就共同的

站式的认证测试。现在，这一成功的

通过英国认证机构(UKAS)的认证。

研究主题进行合作。在此期间，该公司在

合作关系已经扩展到为客户提供对止

聚合物和复合材料的独立测试和严格的测

动树脂的认可测试，不仅用于LR材料

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和国防承包商认证

试(确定机械、热学和化学性能)方面发展

认证，也用于欧盟的互认认证。”

项目(Nadcap)的批准，并与Zwick Roell合

了一项特殊的专业技术，帮助客户全面了
解他们生产的材料、组件和产品，以及它
们在海洋环境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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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和汽车
除了为海洋工业进行测试，

今年，R-TECH

Materials正在争取

作开展第二轮非常成功的复合材料机械测
试培训课程。
www.r-techmaterials.com

JEC Composites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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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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2019年单人横渡大西洋游艇比赛而正在建造的迷你650游艇，该比赛起点法国，终点巴西。

世界上第一艘
采用碳纤维增强热塑性
复合材料的3D打印游艇
World’s First 3D-printed Yacht with Carbon
Fibre-reinforced Thermoplastic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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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sco Belvisi,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Daniele Cevola, Managing
Director, Ocore

www.livreayacht.com

关于Ocore
Ocore总部位于意大利巴勒莫，是一家

Lehvoss北美公司是Lehvoss集团的成员之一，其母公司位于德国汉堡的Lehmann&Voss&Co
公司正与意大利游艇制造商Livrea Yacht合作，建造世界上第一艘3d打印帆船。
自2014年开始设计工作以来，

在进行Mini 650设计和建造工作的

维加强。此外，还对其进行了改进，使

Lehvoss集团一直在支持工艺开发，并专

同时，这两家游艇制造商与他们的

其在不翘曲印刷零件的情况下获得更高

门为该应用定制了Luvocom 3F的3D打印

Ocore公司共同开发了一种专用的直接

的耐折强度。这使得零件更坚固、更

材料。

挤压3D打印技术，为游艇提供满足质

轻、更耐用。

®

单人跨大西洋游艇比赛
这艘名为Mini 650的创新游艇是一个
雄心勃勃的项目，由两家意大利游艇制造
商牵头，参加2019年横渡大西洋的单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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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要求的零部件。除了改进打印硬

由于其具有轻质高强的3D打印部件，

件——机器人、挤出机和喷嘴——他们

该游艇将具有高度的竞争力。3D打印大大

还申请了一项使用一种受分形启发的算

减少了游艇的建造时间，也使它更经济。

这些产品扩展了聚合物的应用范围，并

法的新材料沉积策略专利。

造船公司不仅希望建造出第一艘3D打印

确保在许多行业中由它们生产的产品即使是

船，还希望赢得2019年的比赛。

在受到严格要求的情况下仍能够可靠地履行

艇比赛Mini transat，该比赛起点法国，终

高性能热塑性高分子材料

点巴西。利夫里亚游艇公司为该项目进行

Lehvoss集团设计并提供的定制的

物材料制造商。他们的赞助、额外的支

所有的模拟和评估工作，该项目得到了美

3D打印材料是基于高性能热塑性聚合

持和对技术所需专用材料的经验对推动

国杯帆船赛和沃尔沃海洋帆船赛的经验丰

物的，如PA、PPS和PEEK。为了达到

该项目有很大帮助。此外，这项技术现

富的工程师支持。

所要求的机械性能，这些聚合物用碳纤

在还可以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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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初创公司，它开发了新的生产方

Lehvoss集团是全球公认的定制聚合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19.11

化合物和3D打印材料。

其功能。
更多信息：
www.luvocom.de/en/products/
luvocom-3f-made-for-fusedfllament-fabrication.

JEC Composites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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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弹道防御系统为精英部队
提供了卓越的可操控性
Trolley-mounted Ballistic Shield System
Enables Superior Manouvrability for Elite Forces
为了增强机动性，同时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以应对一系列潜在的敌人威胁，摩根先进材
料公司开发了一种轻型、高机动性的车载系统，以补充其系列的LASA®弹道盾牌。

摩根先进材料公司(Morgan Advanced Materials)的复合材料和
防御系统业务的最新创新产品，在敌人开火时，可充当移动的防护
罩。有轨电车系统的存在确保了士兵们可以继续不受约束地行动，他
们坚信自己能够很好地躲避敌人的子弹。在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
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士兵要有充分的装备，从而能够快速有效地
应对任何潜在威胁。该系统的独特设计确保了防护罩可以迅速拆除，
并根据需要重新连接到手推车上，在不妨碍灵活性的情况下提供更多
的保护。

世界领先的
弹道学技术的先驱
摩根的LASA®系列的弹道盾牌已被证明能够提供对NIJ 0101.06 III
级及以下特殊威胁的卓越保护：7.62 x 51毫米149gr M80 FMJ；5.56 x
45mm 55gr球(M193)；及7.62 x 39mm 123gr PS球(软钢芯)。尽管所
提供的保护级别更高，但使用特殊开发的专用复合材料，可以在比市

LASA弹道盾牌提供了出色的多重命中防护性能。

场上现有的许多替代解决方案重量低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最多可达20%)

公司背景
摩根先进材料是一家设计和制造各种高规格产品的全
球材料工程公司。公司利用广泛的先进材料生产零部件、
配件和系统，能够使客户的产品和工艺的性能得到显著的
提高。其所提供的工程解决方案具有非常高的容限，而且
许多是专门为极端环境而设计的。材料科学家和应用工程
师与客户紧密合作，创造出更高效、更可靠、更持久的卓
越和高度差异化的产品。摩根先进材料在全球50多个国家
拥有超过10,000名员工，服务于能源、交通、医疗、电
子、石化和工业领域的专业市场。它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
工程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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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实现卓越的抗多重打击性能。

防护和机动性
用的复合材料
摩根先进材料公司复合材料和国防业务的技术总监Chris
Davies解释说:“通过确保精英士兵对各种威胁做出反应，这
一创新将在减少战斗中的伤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
系统是使用“最优级”复合材料，以相对较低的重量提供卓
越的防护。我们的LASA®弹道盾牌的重量轻，使精锐部队有
更大的机动性，而我们新推出的车载系统确保了能够最大限
度地发挥人力优势。”
www.morganadvanced materials.com
www.morganadvancedmaterials.com

JEC Composites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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