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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缠绕软件的开发
Developments in Filament Winding Software

纤维缠绕是为数不多的几种用于复合材料制造的自动化工艺之一，可以在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生
产出高重复性、高质量的部件。纤维缠绕的一大优点是它使用连续的纤维，这使得材料在强度和
硬度方面都有很好的性能。还可以确定“优化”复合材料的纤维方向。高纤维体积分数是可能的，
它可以使用最简单 ( 成本最低 ) 的材料 - 纤维粗纱和树脂缠绕准确，可重复，并提供高质量的内表面。

Andrew Priestley, Director, Cadfil

Cadfil 公司主要是开发纤维缠绕过

程的软件工具。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们就开始使用 Cadfil，这是第一个用

于纤维缠绕的软件系统，它并不完全与

机器制造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 30 多

年里，软件和硬件的能力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如今，缠绕已经是一个成熟

的过程，用户越来越希望缠绕过程能够

无缝地集成到他们的数字化设计和开发

过程中。

一些历程
纤维缠绕并不是一种新的工艺，第

一台商用缠绕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出现。这些机器是笨重的，机械系统需

要改变齿轮、皮带 / 链条，以改变缠绕

角或缠绕长度。这些主要用于制造管子。

为压力容器开发了特殊机器，包括“滚

筒式”缠绕机和极性（球形）缠绕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第一台计算机控

制的缠绕机开始出现。起初，这些机器

不是最可靠的，而且很难编程。编程方

法包括计算、试错和示教，其中机器是

手动控制的，例如使用操纵杆，并记录

机器位置。

要取得接近好的结果，需要一些技

巧和多次尝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CNC 缠绕机开始出现。Bosch, Fanuc, 
NUM & Siemens. 等公司的控制技术发

展迅速。

这些控制系统主要用于金属切削 (铣
削和车削 )，但也可用于纤维缠绕。

显然需要改进方案拟订方法以利用

新技术。

1983 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两位

教授成立了 CADFIL® 公司 (Crescent 
Consultants Ltd.)。

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大学

里有许多关于纤维缠绕的研究项目，制

备了一台 5 轴 Pultrex CNC 缠绕机。

人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探索缠绕的能力

和开发编程技术上，其中一个成果就是

CADFIL 软件系统（纤维缠绕的计算机

辅助设计）。

1984 年出售了第一个 CADFIL 软

件，这是第一个独立可用的纤维缠绕离

线编程系统，可运行在带有 MS-DOS 的

新 IBM PC 上，它具有图形用户界面。

为什么我们需要纤维缠绕软件？

这是最简单的 CNC 缠绕机，有两

轴制管的缠绕机可以通过手工计算、电

子表格计算和公式的使用来编程。

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需要相当多

的知识加上一些数学技能和实际经验在

选择控制系统上。

即使这样，您也可以通过一些捷径

来简化编程过程。

毫无疑问，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获

得正确的操作条件（如果你曾经做对了），

而且你将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花费时间在缠

绕设备上，才可能用于生产产品。

更糟的是，您可能会制定次优程序，

在转弯区域消耗更多的材料，而这些材

料通常不是最终产品的一部分，而且您

siemens 的现代 CNC 缠绕机，图片由 cnc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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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无法最小化缠绕时间。

考虑到纤维和树脂的成本，在长期

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损失可能相当可观。

在生产压力容器、储罐或更复杂的

轴对称形状等零件时，手动编程活动变

得更加困难，协调 4 个机器轴同时运动

的问题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专业的软件系

统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大量的时间将浪

费在编程上，并且将得到糟糕的结果。

让程序离线远离生产设备也有好处。

当涉及到协调 6 轴机器或多轴机器

人进行缠绕时，使用仿真高级编程软件

的情况变得势不可当。

3D 动画模拟和碰撞检测，以确保缠

绕机机头不与芯轴或机器其他部件碰撞，

变得越来越有用。

内置机器仿真
在一些高端的 CAD 和自动化软件包

中进行机器模拟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

系统似乎配制比较高，这与大多数纤维

缠绕工艺的工业用户不兼容。因此，我

们选择在 CADFIL 软件包中包含完整的

3D 运动模拟。

实用的方法就是，将分配纤维的机

头建模为一系列简单的实体图元，根据

所选的机器控制策略，这些图元可以具

有三个线性（XYZ）自由度和两个旋转

自由度，这两个自由度相当于布置辊轴

和偏航轴（BC）。机头只需定义一次，

且有多种标准定义可供选择。

缠绕机的常规运行环境中是可以在

任何标准 CAD 软件包（如 Solidworks
或 Catia）中进行实体建模的，然后导出

为简单的 STL 文件（STL 通常用于快速

原型机的输入）。

从屏幕图像中可以看到，一些机器

硬件已经在 CAD 中建模 ( 橙色部分 )，
芯轴 ( 红色 ) 和机器动态头 ( 蓝色 ) 在
Cadfil 中建模。

如果需要，可以运行机器运动的实

时模拟并将其保存为短片，如果需要，

也可以执行和查看碰撞检测。

虽然这里没有什么新技术，但它是

以一种实用、方便和最重要的负担得起

的方式呈现给 Cadfil 缠绕机的。

如今，设计师通常与生产车间不在

同一位置，因此要求能够模拟和可视化，

以检测和纠正任何问题，而不需要在生

产设施上浪费宝贵的时间，这一点越来

越有用。

缠绕机控制与配置
缠绕机上使用的控制系统有很多种，

大多数都是 G 码型控制器，在 CNC 铣

床和车床上也有应用。除了 CNC 风格的

控制器外，许多运动系统都有自己的专

有语言，例如Kuka机器人是KRL（Kuka
机器人语言），ABB 机器人使用 RAPID
语言。

与此相关，还有一系列机械配置，

具有 2 到 6 个运动自由度，标准车床式

配置，铰接式机械臂和带摆臂轴的机器。

为了应对这种多样性和其他实际考虑，

如正在缠绕的材料，Cadfil 有几个用户

可选择的控制策略。为机器提供的控制

输出是所选择的控制策略和用户配置文

件的组合。为了在 Cadfil 中获得最大的

灵活性，我们创建了自己的配置语言，

这允许用户能够配置和输出几乎任何类

型的缠绕机和控制器的样式和格式。

该系统的一大优势是，用户可以有

几个完全不同的风机，但只要选择合适

的机器配置，就可以在任何一台机器上

为同一套缠绕机编制程序。一些用户充

分利用了这种配置的巨大灵活性和可行

性，将缠绕程序高度集成到制造系统中，

这样诸如材料类型和批次、缠绕机所选

的工具、标签印刷、烤箱设置等都与缠

绕联系在一起通过高端控制器程序本身。

这样可以消除因用户错误而导致的各种

故障可能性，在汽车、航空航天和国防

等质量领先的行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关健缠绕技术的发展
以弯头管件的缠绕为例，可以很

好地说明机械设计与弹性软件控制策

略的交互作用。图 3 所示为一个直径

600mm、弯 90 度的弯管。缠绕此类零

件的挑战之一是获得良好的轴向强度。

采用大角度（环形）缠绕很容易获得很

高的径向爆破压力。但是，如果用封闭

端盖进行压力测试，我们有很大的弯曲

力试图“咬住”弯头，为了有效地应对

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一些低角度缠绕。

低角度缠绕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

纤维只是横跨内部的弯曲。一个好的解

决方案是使用 (0/90) 织物预浸料。对于

带碰撞检测的 Cadfil 缠绕模拟 /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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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零件，用 200mm 宽的胶带缠绕

大角度是非常实用的，这为主应力提供

了最佳的纤维方向，同时保持环向的连

续长丝和轴向方向的超长纤维丝。另一

个好处是，我们还可以在更短的生产时

间内获得较高的材料使用率。然而，还

有一个技术挑战：在快速变化的弯管双

曲度上，很难处理宽织物预浸料。预浸

料需要精确地控制在卷辊上。在预浸料

中很容易产生剪切，这会严重扭曲横向

纤维，造成波纹、缝隙和大角度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预浸料是否需要保持

在辊的中心位置，因为偏离边缘会使预

浸料自身折叠，也会降低芯轴应用的准

确性和一致性。缠绕预浸料也会导致类

似的一系列问题。

在 TSW 图中可以看到扭曲和剪切

的图解，Cadfil 可以分析和输出任何所

选控制策略的位置信息。

将其与使用预浸料的工作参数进行

比较，得出结论：任务需要五轴或六轴

机器，除了芯轴旋转和正常轴向、径向

线性轴外，还需要在输出端上有两个旋

转自由度（轴和偏航）的机器。我们的

目标是使这种缠绕机不超过 4 轴，因为

这样可以获得更优的机器成本，最终，

在 24/7 生产环境中，机器更简单则可以

提供更好的长期稳定性和长期维护成本。

通过与已成立的缠绕机制造商 CNC 技术

有限公司（印度 Hyderabad）合作，我

们得出结论：通过使用新型轴配置，可

以使这些部件仅使用 4 个控制轴，同时

保持对预浸料的精确控制。解决方案涉

及到使用旋转臂，在旋转臂上安装预浸

料树脂浴的每个眼 / 头辊轴。这还有一个

好处，即保持预浸料路径非常简单，在

导辊之间没有弯曲或扭曲，这是一个重

要的考虑因素，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摩擦

和纤维损坏的可能性。由于 Cadfil 系统

的模块化软件设计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

情，为这种机械输出创建一个稳定的控

制策略，然后在外置后处理器内部配置。

将缠绕工艺集成到
设计系统中

将纤维缠绕工艺融入整体设计过程

中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领域之一。例如，

在压力容器的穹顶上，单个层压板的角度

和厚度是不断变化的。一个高性能的压

力容器可以由许多层组成，并且试图通过

手动过程建模纤维结构是非常耗时的。

因此，绕组程序生成与分析系统的接口

对于高效的设计过程非常重要。目前有

三种方法将来自 Cadfil 的轴对称绕组数据

与 FEA 建模器进行接口。第一种方法是

通过 Nastran 批量数据格式创建一个 shell
模型，其中包含每个元素的完整层压板

堆栈数据。这种格式是行业标准，在许多

分析系统可以直接读入，如 mscpatran/
Nastran。第二种选择是输出一个层压板

用于 90 度弯曲弯头的编织预浸料 于宽幅织物预浸料，准确控制捻度和剪切非常重要

表格，该表格由芯轴表面的网格点和每个

网格点上的每个层的角度厚度 / 材料 / 记
录数据组成。ANSYS composite modeller
等系统可以导入这样的表，然后通过插

值将其映射到该系统中的现有网格中。

ABAQUS 也有类似的功能。这是一种更

好的方法，因为网格可以在专门设计的软

件系统中定义和细化，而不是使用专门设

计缠绕程序的系统中定义的网格。也可以

( 例如在 Patran 中 ) 制作宏，将坐标与元

素 ID导出到文件中，将其导入到Cadfil中，

其中可以自动与设计相关联，因此可以创

建与原始 FEA 模型中每个元素 ID 关联的

层压板数据表。对于具有重要部件（如储

罐 / 压力罐上的法兰和侧端口）的组件 ,
这是一种相当强大的方法，因为层压板数

据只与分析模型的适当部分相关联，而无

需用户进行大量手动干预。目前的发展将

很快包括轴对称型输出，其中材料特性通

过单元的厚度变化，而不是基于层压壳。

未来…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

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们的 Cadfil 纤
维缠绕软件的开发领域，然而，这项工

作一直没有完成，我们总是可以改进与

设计、系统和先进的机器技术的集成。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 30 年。

更多信息：

www.cadf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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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拓扑优化的 CFRP 结构设计
Designing CFRP Structures with the Aid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拓扑优化是一种可以用来优化零件形状的仿真结果。纤维增强塑料是一种允许在需要时特别增加
强度设计的材料。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设计出更大程度上利用材料各向异性特性的CFRP零件。
Hanyuda 正在致力于这项实用技术的公开实现。

Riku Hanyuda, Director, Hanyuda Co., Ltd

拓扑优化是利用计算机模拟来解决

基于负载 / 约束条件的材料分配问题，

在一定的设计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尺寸和

方向参数。该技术可用于为具有复杂要

求的零件（或结构）设计最佳形状。

CFRP 是一种材料，通过组合 / 选
择纤维取向，或通过纤维本身来设计适

合其用途的零件，从而为设计零件的内

部结构和性能提供充足的空间。

这两方面设计的协同效应将获得前

所未有的自由设计。

拓扑优化在 CFRP 设
计中的应用

采用拓扑优化设计的零件形状复

杂，只能通过 3D 打印机输出。然而，

通过将仿真设计范围限制在可以使用

CFRP 实现 ( 或容易实现 ) 的表面形状，

即使用 CFRP，也可以输出可制造的

图 1：优化前的三维模型

图 2( 左 )：
设计区域设置

图 3( 右上 )：
优化后的三维模型

图 4( 右下 )：
模塑制品

形状的仿真结果。

成型方法
在 Hanyuda 目前使用的成型方法

中，热成型是在树脂浸渍到中间基材后

进行的，这种中间基材是通过使用可以

缝纫碳纤维的刺绣装置来任意定位纤维

而生成的。

该方法便于手工生成原型，并能有效

地进行实验。此外，目的是验证和创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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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使用成型方法的基本技术，在该方法中，

随后进行树脂浸渍。同一方法可用于各种

类型的自动化 RTM 工艺设备。

简单评估仿真结果
Hanyuda 进 行 了 一 个 简 单 的 实

验，以检查在模拟结果的帮助下形成的

CFRP 是否显示出预期的趋势。

采用翼型模型（图 1），设计范围

如图 2 所示。图 3 显示了通过固定叶根

并向叶尖施加 100N 弯曲载荷和 5Nm
扭转载荷获得的拓扑优化结果创建的形

状。在模拟结果的基础上制作了预制件。

采用上述方法形成 TFP2、TFP4 和预

浸料三种形状并进行组装 ( 图 4)。进行

弯曲和扭转试验，结果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TFP2 和 TFP4 分别有两个和

四个定向碳纤维束。图中的预浸料是一

个原型，其表面层用两层 1 mm 斜纹预

浸料（T300/ 环氧树脂）层压而成，而

零件内部则是沿着横梁中心线的两层 1 
mm UD 预浸料（T700/ 环氧树脂）。

将预浸料与 TFP2 和 TFP4 进行比较是

没有意义的。

结果表明，TFP2 与 TFP4 的重量

相差约 7.8%，弯曲强度提高 48%，扭

转强度提高 39%。

当梁的刚度增加时，由优化模拟产

生的结构，使其承受弯曲和扭转，其抗

弯曲和扭转能力会增强。因此，可以说，

在限制条件下，平面和梁组成的拓扑优

化模拟的结果也是优化结构的模拟结果，

该结构由在零件内部具有指定宽度和厚

度的梁组成。

尽管考虑到各向异性的可视化软件

已经可用，Hanyuda 目前的设计还是基

于经验法则的模拟结果。

然而，这个软件还没有成为主流，

操作也不便利。当它可以在通常的工业

中合理使用时，就可以轻松地进行高级

优化。

技术发展和公共实施
为了减少在日本国内使用 CFRP 的

障碍，Hanyuda 正在运营一个复合材料

图 5：弯曲试验结果

图 5：弯曲试验结果

中心，该中心支持设计和开发各种类型

结构的 CFRP 应用。通过与复合材料中

心合作，在验证特定产品的 CFRP 零件

中使用拓扑优化方面取得进展，公司的

目标是使这项技术适用于各个领域。

本文的内容只是这项技术的一个起

点。通过上述公开实施活动，Hanyuda

正在迎接技术挑战，将拓扑优化作为一

种能够保证质量的设计 / 成型技术，并

继续努力使这项技术在许多行业中得到

有效的应用。

更多信息：

www.hanyuda.co.jp
www.hanyud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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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碳纤维制造的新型半成品
Innovative Semi-Products Made of Recycled Carbon Fibers

I2M 实验室启动了一个项目，开发一种特殊的解织 / 重组 / 整合机，以便将片状的碳
纤维织物转换成连续的重新排列的碳纤维条。这种工艺是独一无二的，是两项 I2M 专
利的主题。该设备适用于有机基复合材料。

Matthieu Ayfre, Business Developer / Sciences project manager, Aquitaine Science Transfert®
Olivier Mantaux, Head of the research group, Recycling of composite material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Bordeaux

在全球范围内，可回收的碳纤维数

量将迅速增加，而工业 OEMs 在制造过

程中产生碳纤维废料时，需要将这方面

纳入产品的生命周期。就使用报废产品

而言，通过溶剂分解或热解回收干净的

碳纤维现在是可能的，即使在工业水平

上也是如此。

但是，为了生产出性能优良的再生

纤维复合材料，纤维取向和长度仍然是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良好的定向处理，再生碳纤维

（RCF）有望用于制造结构件 [1]。
I2M 实验室（Bordeaux 大学工程力

学研究所）开发了一种专利工艺 [2]，将

RCF 重塑为连续单向预浸料（图 1）。

这项技术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

●该工艺可处理长度在 40 - 250 毫

米之间的纤维 ;
●该预浸料可以粉碎，并与粘合剂

或甚至热塑性基体重组 ;
● 极 高 的 取 向 率（ 取 向 散 射

0°±10°）使得制造高纤维含量（65%）

的复合材料成为可能（图 2 和图 3）；

●这一过程非常温和，很少发生纤

维断裂 ;
●风险水平（电或健康）和碳纤维

生成一样低，并可避免。I2M 的研究人

员现在可以制造出展示品来证明结构部

件可以使用校准的 RCF 制造 [3,4,5]。

重组 RCF 的优势
基于定向 RCF 的预浸料提供了许多

优点：

●由于定位合理 (10 °散射 )，
RRCF 零件刚度优异，可达到 115GPa;

●纤维的平行排列使它们之间的空

间很小。结果表明，复合材料中纤维体

积分数较高（60-65%）； 
●含有 2%PA 粘合剂的不连续纤维

制成的胶带易于处理，且易于匹配复杂

形状；

●这种连续的半成品在制造复合材

料的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很少。

如图 4 所示，以颗粒形式存在的

RCF 可以得到性能略高于 GFRC 的复

合材料；经 RCF 梳纹的复合材料具有与

金属相似的特殊性能（比模量 ~40GPa.
dm3/kg； 比 强 度 ~300GPa.dm3/kg)，

图 1: 支持 RCF 重组的 I2M 半工业设施

图 2：RCF 在预浸料中的对齐散射 图 3：重新排列的 RCF 制成连续预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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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真正提供创新机会，而定向 RCF
（RRCF）的使用产生了金属与原始碳

纤维复合材料之间具有高比性能的新型

复合材料。

从预浸料到预制件
胶带与热塑性粉末（接近未来的基

体）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很容易连

接在一起制造预制件。首先，并排放置

预浸料，用红外灯加热。用手动滚轴轻

轻压碎，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生产预制

件。这些预制件用环氧树脂浸渍后放入

模具中。在 UD 和 0℃ -90-90-0℃板上

进行拉伸试验，测定了材料的力学性能。

强度和硬度如表 1 所示。

计算表明 [6]，在相同硬度条件下，

用 RRFC 复合材料替代 GFRC 可减少

约 55% 的重量。使用相同层数的尺寸

可以得到与 GFRC 相同强度，但重量

减少约 18%。

当前发展
I2M 的研究人员已经制作出了大量

的展品，包括自行车赛车踏板、国产风

力涡轮机叶片、冲浪鳍 [7]、马术套鞋和

赛艇部件 [6]。专利工艺和原型由 I2M 实

验室技术转让办公室 Aquitaine Science 
transfer 资助。他们正在寻找工业合作伙

伴（最终用户）来实现这一过程的工业

化，并使用定向 RCF 生产小批量的新型

部件。

更多信息：

www.ast-innovati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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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由定向回收碳纤维制备的复合材

料的机械性能

强度（MPa） 硬度（GPa）

UD 0˚ 450-850 100-115

0o-90-90-0 ˚ 200-500 50-60

图 4：高性能材料的比强度和硬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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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Rafale II 学生团队建造
碳纤维 / 环氧 C 级水翼双体船
ETS Rafale II Student Team Builds 
Carbon/Epoxy C-Class Hydrofoil Catamaran

一个来自加拿大 Montréal 高等技术学院工科学生团队，由 16 名本科生和硕士组成的，最近完成
了“Rafale II”的建造。这是一艘全复合的 C 级水翼船。“Rafale II”的特点是重新设计的碳纤
维 / 环氧预浸料外壳和横梁，更加坚固，重量减轻 25%，排量增加 15%。通过设计更轻、更结实、
性能更好的新型环氧 / 碳纤维 L 型金属薄片匕首板和 T 型舵水翼船，速度和操纵性也得到了改善，
这两种水翼船为其提供了更高的“升力 / 阻力”比和更好的稳定性。

Jon Stowell, Global Business Manager-Adhesives, Scott Bader Company Limited

第一个 ETS“Rafale”项目始于

2014 年初，预算相对较小，只有 13
万美元，大大低于现有的 C 级团队。

然而，学生们从 40 多个项目赞助者提

供的大量支持和技术建议中受益匪浅。

其中包括加拿大复合材料生产商 Scott 
Bader North America( 当 时 的 Scott 
Bader ATC)，该公司成为“Rafale”I
和 II 的主要赞助商，提供各种高性能

复合树脂、工具和结构粘合剂产品，

并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支 ETS 队伍是在借鉴 Rafale 
I 团队的关键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该团队是有史以来第一支参加国际 C 级

双体船锦标赛（ICCCC）竞赛帆船比

赛的学生队伍，该比赛被称为“Little 
America’s Cup” 或“Little Cup”。 
这项赛事获得这个绰号是因为多年来，

C 级双体船建造商一直处于复合材料技

术和设计的前沿，影响了世界速度帆船

委员会的创建和现代竞赛游艇设计，包

括美洲杯级 AC72、AC45（翼帆设计）

和 AC50 双体船。

低预算高科技项目的挑战
在“Rafale I ”和“Rafale II”的

设计和生产阶段，除了赞助商之外，

新型碳纤维 / 环氧船体的有限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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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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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的学生们还在 ETS 工程学院的三

位关键人员的支持和技术建议下应对了

许多项目挑战。复合材料结构博士，

ETS 自动化生产工程部讲师和研究学

者，Simon Joncas 教授是该团队的导

师，为 ETS 工程部门设施中的 Rafale 
II 项目团队提供组件设计和新制造流程

的大部分技术指导。Julien Chaussee
是一名有资质的航空航天工程师，也是

英国“Invictus”C 级双体船团队的前

成员，他为团队提供了有限元建模和梁

优化方面的建议。Xavier Grossmann
是设计工程概念顾问，他在机械工程方

面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Rafale I”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最

初设计用于船体的碳纤维复合层板非常坚

固，在实验室测试中达到了 1800 kg/cm²
的极限抗拉强度 (UTS) (176.5 MPa)，但

对于这种极限比赛来说，它太重了。为了

减轻重量，船体必须完全重新设计，使用

FEA 和 CAD 技术为基础的碳纤维 / 环氧

树脂预浸体系的新船体层压板。

Rafale II的新型碳纤维 /环氧预浸料

船体分两段采用高压釜真空装袋（OoA）
成型，模具停留温度为 93° C，历时

10 小时。为了将重量降至最低，在第二

生们第一次在没有使用任何其他固定件

的情况下大规模粘合复合材料部件。

无紧固件装配
Crestabond M1-30 被 ETS 团队选

为最合适的结构粘合剂，用于粘合新型

碳纤维 / 环氧预浸料船体和横梁。因为

相对其它粘合剂来说，其在使用中不需

要任何机械紧固件。该粘合剂有助于这

个由 6 名学生组成的团队更容易、更快

地组装。这种粘合剂是一种增韧的双组

分 10：1 无底漆丙烯酸结构粘合剂，由

Scott Bader 自行开发，用于结构粘接复

合材料、热塑性塑料和金属，旨在满足

大多数装配操作的粘合要求。

考虑到 C 级船体必须应对的极端性

能条件，为了确保最大的粘合强度，环

氧树脂层压板粘合表面首先用 220 级纸

打磨，然后用丙酮清洗。作为一种无底

漆的粘合剂，Crestabond 产品只需要对

被粘接的基材进行最低程度的表面清洁。

在 20° C 环境条件下，使用手动喷枪

从 400ml 同轴筒中挤出 Crestabond M1-
30，工作时间为 40 分钟，固定时间为

85 分钟。

根据已发表的技术资料，该结构

胶具有优良的冲击、剥离、剪切和抗压

强度以及抗疲劳性能。Scott Bader 的
技术数据表中列出了拉伸强度为 17-20 
MPa、 拉 伸 模 量 为 750-1000 MPa、
伸长率大于 100% 的典型材料性能

加热船体模具施工中 成品加热船体模具，在转角处使
用了 Crestomer®1152PA。

2018 年 2 月美国 Foiling Week 赛船会上的“Rafale II”

阶段装配过程中，使用 Scott Bader 的
Crestabond®M1-30 结构粘合剂将两段

船体粘合在一起，新的碳纤维横梁截面

也是如此；横梁是通过铺层缠绕在挤压

铝型材上制成的，使用的环氧预浸树脂

等级与船壳指定的相同。

新的 L 形护板和 T 形舵箔蒙皮采用

与船体相同的制造方式，将碳纤维 / 环
氧树脂预浸料分两部分成型，然后使用

结构粘合剂将 3D 打印的主要部件进行

组装。组装 7.62 米长的船体对 ETS 团

队来说的确是一项真正的挑战，这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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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根据 ASTM D638 进行测试）。

Crestabond M1-30 是 DNV-GL 批 准 的

一种“硬质”粘合剂，适用于船用部件

的连接，并通过测试标准，满足 DNV-
GL 在规定操作范围内的 FRP 造船结构

粘接应用性能，以及特定基材（即铝、

玻璃纤维增强聚酯树脂和玻璃纤维增强

环氧树脂）的性能。

由于环氧预浸料粘合剂用于组装第

一组 T 型舵和 L 型翼片，因此目前正在

试验粘合剂，以在结构上粘合新的环氧

树脂 / 碳纤维水翼半部分；同样，在设

计中没有使用紧固件。

创意工具
用于新船壳和舵的 MDF 插头是由

两家专业的工具制造公司在外部制造的，

然后由 ETS 的学生完成，他们制作了所

有单独的模具。Poly-Fair®F24VE 乙烯

基酯树脂整流罩化合物用于新船体的部

分加热的模具中，以在第二次模具注入

前覆盖新船体部分的导线元件。

不 同 寻 常 的 是，Scott Bader 的

Crestomer®1152PA 聚氨酯丙烯酸酯基

结构胶粘剂也用于船体、方向舵和护板

模具，主要是为了消除边缘的应力区域，

特别是薄箔，并防止在注入过程中在任

何干燥区域或角落夹杂空气。弯曲的圆

角也有助于纤维排列，，并避免了在灌

注阶段施加真空时凝胶层的位移。

学 生 还 发 现， 在 角 部 使 用

Crestomer 1152PA，不仅避免了成品零

件中的应力集中点，而且还是一种非常

坚韧、灵活的产品，其附加好处是可以

生产出更耐用的模具，在零件脱模过程

中不易发生角部损坏。

C 级起源
C 级帆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

初，当时英国和美国对于哪个国家生产

的双体船最快存在分歧。第一届国际双

体船挑战赛（ICCT）于 1961 年举行，

一直持续到 1996 年。2004 年，人们对

C 级双体船比赛的兴趣再度高涨，随后

的 ICCCC 赛事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双

体船设计师、造船师和水手。现在世界

各地有许多不同级别的帆船比赛。

C 级是一种公认的“开发赛车级”

双手双吊架双体船，具有三个关键的最

大测量极限：7.62 米长，4.26 米横梁，

27.87 平方米帆面积。这些超级轻型双

体船是为纯速度设计的，重量不超过

220 公斤，被一些航海专家称为“世界

上效率最高的帆船机器”，虽然航行困难，

但能达到实际风速的三倍以上。

为 Rafale II 组装新型碳纤维 / 环氧船体。

近距离观察——使用 Crestabond®M1-30 来
组装 RafaleII 新型碳纤维 / 环氧船体。

水翼船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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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丰富的船员在正确的航行条

件下，C 级双体船在水面上达到了 34 节

(~63 公里每小时 ) 的航行速度。

变形翼帆设计

一艘 C 级双体船靠双水翼 J 形护板

可在水面上“飞行”， 它可以通过相连

的 T 形水翼舵在每个船身上安装一套。

然而，现代 C 级船真正的设计差异

在于风能的利用方式上，它借鉴了航空

工程和自然界中进化的鸟翼设计。

与典型的帆船不同，现代 C 级双体

船没有传统的帆，而是由刚性、对称的

翼帆提供动力，翼帆通常由轻质、高性

能的复合材料制成。

为“Rafale 1”开发的翼帆设计目

前正在“Rafale 2”上使用，但也有不

一样的部分，性能也不同。翼帆的前端

部分是刚性的，采用气动碳纤维增强的

u 型前缘部分。

为了提供更好的空气动力学和更高

的速度，ETS 翼帆设计包括在机翼后部

的下方有一个“变形”后缘以及可移动的

襟翼后上部。这种变形的机翼后缘部分不

断改变形状和弯曲，以响应施加的风力，

轻微弯曲的方式类似于鸟儿拍打翅膀的方

式，从而增加了向前推力。变形翼航空设

计的优化设计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领域，

正在进行的项目正在研究具有改进飞行性

能的下一代变形飞机的设计。

除了结构粘合剂外，碳纤维兼容

的 Crestapol® 高性能聚氨酯丙烯酸酯

树脂也被广泛用于制造 28m² 大型翼帆

的关键结构部件。前缘和后缘、襟翼翼

梁、翼箔箱整流罩和舱壁面板均采用

Crestapol®1250LV 进行真空灌注。刚

性舱壁由 Crestabond®M1-05 和 M7-05
结构粘合剂组装而成，这些粘合剂也用

于粘接机翼上的各种 FRP 和金属部件。

9.75 米的中心碳纤维桅杆，直径 120 毫

米，重量只有 16 公斤，是翼帆的主要结

构部件，当完全组装后，它可以提供 13
米的帆高。桅杆通常由钢丝撑杆支撑。

最初的“Rafale I”帆现在被用在了

“Rafale II”上，因为它于 2015 年最后

一次 ICCCC 比赛中在日内瓦湖上表现非

常出色。然而，目前的 ETS 团队正在改

进设计，为 2018 年 9 月蒙特利尔 C 级

公开赛制造新的翼帆。

未来的展望
2018 年 2 月，在 Miami 举行的美

国 Foiling Week 活动上，Rafale II 首次

亮相。该活动是为世界各地举行的所有

级别的“foiling”帆船和有竞争力的水

手举办的 Foiling Week 帆船赛和技术论

坛活动之一。在 Miami 举行的 foiling 赛

吸引了顶尖的赛界人士，包括一名 GB 
Laser 队的奥运金牌得主、美国国家队

的 Moth 级锡箔水手，以及一名前美国

杯冠军水手。现任 C 级协会主席 Steve 
Clark 接受了 ETS 团队的邀请，并出席

了活动，观看了 Rafale II 的比赛。

和 2015 年 ICCCC 活动一样，ETS 
Rafale 是唯一的学生团队，但在这一次

也是 foiling 周活动中唯一的 C 级团队。

这艘船以及由 Maxime Loiselle ( 掌舵 )
和 Olivier Leduc ( 船员 ) 组成的两人小

组表现都非常出色，超出了预期。令他

们惊喜的是，在周末的比赛中，Rafale 
II 队获得了一等奖，以表彰其在赛船会

上的出色表现。目前，该赛队正期待着

在计划于 2018 年 9 月举行的 Montreal
公开赛上与其他 C 级队进行比赛，并最

终参加下一届 Little Americas Cup ICCC
赛事，届时“Rafale II”将与世界上最

好的赛队一决高下。

更多信息 :www.scottbader.com

最初的 Rafale I 对称“变形”翼帆正在建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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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海洋工程复材的研发与创新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Composite 
Marine and Offshore Applications

复合材料在海洋和离岸应用中的巨大潜力为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通过参与研究项目，
Bureau Veritas 为造船工业复合材料的发展和标准化作出贡献。

Stéphane Paboeuf, Head of Section Composite Materials, Bureau Veritas

作为世界上领先的船级社和海上安

全和检验机构之一，Bureau Veritas 与

客户紧密合作，以达到海上安全和性能

的要求。该公司从事海洋和离岸复合材

料应用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并提供了一

系列规则和指南，为这些材料在海运行

业的使用提供了要求和建议。虽然复合

材料具有许多优势，但海事部门尚未充

分利用其潜力。近年来，在研究和开发

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在海军的首次

应用表明，轻型材料和其他先进材料在

海事部门的应用前景广阔。

除了支持船东、造船厂、设计办公

室和技术开发人员的项目外，Bureau 
Veritas 国际集团还参与了许多旨在制定

新规则和标准以提高船舶安全性和效率

的研究项目。最近，国际海事组织（IMO）

发布了 MSC.1/Circ.1574 船舶结构中使

用纤维增强塑料（FRP）构件的临时指南。

正在进行的项目应展示海洋和近海工业

建造与金属结构一样安全的复合结构的

能力。这些研究将加速复合材料在造船

中的应用

复合螺旋桨
复合材料在海洋和离岸的许多应用

都是成功的例子，例如井道、门、护栏、

格栅、甲板面板、洗涤塔等。复合材料

具有多种优势：循环利用率约为 75%，

无腐蚀，维护成本较低，水下噪音低，

磁信号低，持续优良的监测能力和结构

轻量化。这些优势可以降低燃料消耗和

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增加货运能力。

Bureau Veritas 对 FabHeli 研究项

目做出了贡献，该项目于 2015 年启动，

部分资金由法国国防部 (DGA) 提供。本

项目旨在设计、制造并在真实条件下测

试复合螺旋桨。这个成功的项目证明了

这种类型的螺旋桨的亮点，并得到了全

尺寸海上试验的证实。结果表明，能耗

降低了约 15%，制造成本和维护成本估

计也降低了，而且水力学效率也有所提

高。

这些有希望的结果说服了合作伙

伴在接下来的一年准备一个更雄心勃勃

的项目，以确认成果并开发制造工艺。

Veritas Bureau 目前正在开发复合螺旋

桨的指导说明。FabHeli 项目获得了 J 
2018年亚洲 JEC海洋类创新奖，见图 1。

粘接接头和修补
复合材料造船厂通常采用粘接技术

来装配所有类型的船舶构件，无论是否

为结构材料。一般来说，重叠是这一行

业的常态，但趋势是通过使用二次粘结

来减少制造时间和成本。在二次粘结的

情况下，应证明粘合剂和粘结接头能够

承受一定的荷载并适应应变。值得注意

的是，粘接接头的优势也吸引了金属造

船厂：无热变形、多材料装配、高强度、

高成本效益等。

为 了 支 持 这 一 发 展 Bureau 
Veritas 参 与 了 由 Certicole 和 FIDAC图 1：FabHeli 项目开发的复合材料螺旋桨 -2018 年 JEC 亚洲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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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的 研 究 项 目（Fiabilisation du 
Dimensionnement des Assemblages 
Collés，由 IRT Jules Verne 管理），并

于 2015 年 5 月发布了 NI613《粘接接

头和修补》指南。本说明提供了评估粘

合接缝和修补的要求和建议。

此说明适用于对船舶结构、水密性

和防火完整性无影响的多种材料粘合接

头或修补。为了改进该文件，Bureau 
Veritas 目前正在参与两个 2018 年亚洲

国际贸易展的研究项目，见图 1。该项

目追求三个主要目标：

1）在典型的操作和环境条件下，评

估胶粘混合接头（金属船体和复合材料

上部结构）的长期结构性能；

2）开发一套可靠的混合胶结接头检

测和维护方法；

3）为海洋应用的主要结构中的粘结

混合接头制定鉴定程序。

该项目的目标是填补这一领域空白，

使制定这样的指导方针能够促进混合接

头在海洋环境的主要结构中的使用。

除 了 参 与 研 究 项 目 外，Bureau 
Veritas 于 2018 年 9 月通过了一项使用

粘结加固解决方案的 FPSO( 浮式生产储

存和卸载 ) 甲板修复工程的第一阶段认

证。几个 ColdShield 维修面板安装在一

个大的甲板表面。这种粘合增强材料的

工业应用构成了 FPSO 的世界首创。

大型复合管路
2017 年 6 月，一部分由欧盟委员

会在 H2020 计划框架内资助的两个创新

行动项目启动，重点关注水上交通运输

研究和复合材料：RAMSSES（可持续

和高效船舶的先进材料解决方案的实现

和示范——基金项目 723246）和纤维

（大长度基于纤维的船舶完整建造的工

程、生产和生命周期管理——基金项目

723360）。

Bureau Veritas 是这些研究项目的

积极合作伙伴，并为开发复合结构的方

法和指南做出了贡献。在这些项目中，

从结构和消防安全两方面进行了调查。

在 RAMSSES 项目的四年期间，将

开发和建造 13 个示范项目，以证明在造

船中引入创新材料的可行性和效率，见

图 2。
使用复合材料和高强度钢等新材料

的目的是降低船舶的重量，并与传统材

料相比提高其性能。

FIBRESHIP 的目标是通过技术上的

挑战，用纤维增强塑料 (FRP) 材料建造

长型、远洋和内河船舶的整个船体和上

层结构，见图 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项目将开

发、验证和审核用于海洋的新型 FRP
材料，建立新的设计和生产指导方针

和程序，设计有效的生产和检验方

法，并开发新的计算分析工具。在

FIBRESHIP 中产生的不同技术将通过

先进的模拟技术和全尺寸结构的实验

测试进行验证和演示。

图 2：RAMSSES 项目示范案例

图 3：FIBRESHIP 项目——被调查船舶类别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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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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涡轮叶片
潮汐涡轮机是一项新兴技术，它为开发可再生

和可预测的海洋资源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然而，它

们在海上的开发带来了重大的设计挑战，特别是在

新材料和组件方面。事实上，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益

相关者需要对创新材料的强度充满信心，尤其是在

没有适用标准的情况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 Bureau Veritas 的参与

下法国和欧洲启动了几个研究项目，以评估复合材

料叶片的疲劳和老化性能。

Veritas Bureau 目前正与工业和学术上的合作

伙伴们合作，评估环境（如海水、温度等）及其机

械耦合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在 VICOMTE 项目 ( 由 IRT Jules Verne 管理的

VIeillissement COMposiTE) 中，研究了加速老化试

验，以预测材料随时间的降解情况。

REALTIDE 项目（不稳定、高度动荡的现实

潮汐环境中潮汐装置的先进监测、模拟和控制——

基金项目 727689）由 Bureau Veritas 配合，欧盟

Horizon 2020 项目研究和创新计划资助，研究了海

上潮汐涡轮机的主要失效原因，旨在为关键部件（叶

片和动力输出系统）的设计提供一个阶段性的改变。

先进的监测系统将被整合到这些已确定的子系统中，

并与维护策略一起从设计阶段开始实施，以提高潮

汐涡轮机整个使用寿命的可靠性和性能。

结论
Bureau Veritas 积极参与复合材料和胶粘剂的

研究，以支持海洋和离岸工业的挑战。

创新材料及其广泛使用可以在提高造船和海运

结构的生命周期性能、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使该

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具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更多信息：

www.bureauveritas.com

关于 Bureau Veritas
Bureau Veritas 作为一家海运保险公司成立于 1828

年。它在 Antwerp 注册为 Bureau de Renseignements 
pour les Assurances Maritimes，有一个简单的目标 : 通
过向承保人提供最新的船舶跟踪信息，使航运更加安全。

这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方法来评估船舶和设备的风险。如今，

Bureau Veritas 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在大多数行业和领

域提供行业领先的检测、检验和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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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高性能索具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Rigging

AEROsix 是一款最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气动索具系统，它是专为大奖赛和高性能超
级游艇开发的，它结合了固体碳板和多股碳棒。

JonathanDuval, Head of R&D, Future Fibres

AEROsix 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有

望成为下一代高性能索具，是强度元件

的新概念。这种空气动力学索具有一个

椭圆形，结合了多股电缆的可靠性和强

度与固体碳的性能属性，创造了市场上

的终极索具选择。由于采用了多股棒，

该产品非常灵活，能够弯曲，因此电缆

绝对不会出现压缩故障的风险。多股棒

在撞击过程中也会吸收能量，因此损伤

不会穿过整个电缆，而实心板则在尽可

能小的空间内为设计提供了稳健性，因

为它减少了整个电缆束中所含的空气量。

因此，电缆的横截面积减小。索具的另

一个优点是可以通过改变板的形状来改

变管束的外部形状。由于其延伸椭圆形

状，AEROsix 在市场上所有碳索具产品

中具有最高的椭圆性能比。这意味着该

产品显著降低了阻力系数，高度实现了

空气动力学。多股碳棒也已被证明具有

非常低的振动，这样，在航行时以相同

的功率可以获得更高的速度，但仍然保

持安全性和稳健性。这项创新涉及到一

种新的方法来组织电缆内部的纤维，同

时也涉及到索具行业中制造横截面的新

方法。每根棒材都会影响缆绳中张力的

分布，因此有必要按照棒型进行战略性

布置。

重量轻，直径小，
几何形状复杂

碳纤维的主要优点是它给船带来

的轻巧。在高性能船上，这是最关键的

方面之一，也是大多数造船者选择碳纤

维索具的原因。使用复合材料可以使纤

维在最大应力方向对齐，从而减少索具

的重量和直径。碳纤维的使用提供了塑

造复杂几何形状结构的能力。用树脂预

浸碳纤维，得到一个坚固的板，使电缆

具有刚性，并且由于纤维的压缩，电缆

的尺寸减小了。此外，复合碳纤维以棒

的形式产生细丝，使索具具有高抗冲击

性、多强度和优异的柔韧性。航行时，

电缆会暴露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因此，

碳的使用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因为它能

承受高温而不变形，并能保持水分。

AEROsix 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够弯曲电缆

而不会损坏电缆。这在使用和设置过程

中非常重要，因为电缆必须遵循吊具的

曲线，并且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可以盘

绕。此外，碳纤维电缆要求低维护，易

于维修，可缩放到不同的尺寸，具有优

异的耐用性。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就产

生了这款超级安全的产品，这是复合材

料以外的其他材料无法做到的。

可靠性和强度
AEROsix 最初开发的目的是生产

一种空气动力学产品，该产品结合了

Future Fibres 公司自己的多股索具 EC6
的可靠性和强度，以及固体碳的性能属

性，如Future Fibers公司的RAZR索具。

为了获得最佳形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来自 Future Fibres 公司的新型
AEROsix 索具：一种空气动力学
的椭圆形索具，为大奖赛和高性

能超级游艇开发。

AEROsix 的横截面显示了多股碳棒和固体碳板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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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风洞研究，在那里测量了阻力并

确定了阻力系数。在研究中，使用相同

的材料、流体密度和风速（平均 22 节），

在不同的主风向角和不同的椭圆形状下

测量驱动力和侧向力。将这些结果应用

于不同的游艇模型，证明了扩展椭圆

（2.7:1）是性能最好的选择，可以显著

节省游艇在赛道上的时间。AEROsix 现
在是一款获得专利并经过验证的产品，

最近推出之后市场反响非常好。索具首

先在 Magic Carpet 3 号超级游艇上进行

了测试，之后参加了一次高性能赛艇会，

效果非常好。

利基市场
AEROsix 索具有可能应用于所有高

性能赛车游艇。首先，索具供应将瞄准

高质量船只的利基市场，目的是提高船

只的性能，同时提供最大的安全性。它

有潜力将游艇比赛发展为一项运动，推

动创新的边界。本发明还可以更广泛地

涉及建筑、土木工程或其他结构由低阻

力系数的受拉构件支撑或加强的领域。

超长寿命
AEROsix 用于竞争激烈的体育市

场，因此，这项创新有助于发展这项运动，

不仅适用于直接涉及索具的游艇，而且

也有助于整个帆船界，因为它还可以激

励水手和该领域的其他创新者。这种索

具使用寿命极长，是 PBO 索具的两倍，

而且在航行中也带来了额外的安全，有

利于船员的健康和安全。如果一些多股

棒或碳板在航行中断裂，缆绳仍能正常

工作，使游艇安全返回陆地。索具缆绳

从制造厂运到船上，也从船到车间进行

维修或维修。因此，一个索具产品，有

一个减少的电缆卷绕直径，可以在运输

中容易地堆叠在箱子里，减少了所需的

运输量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

还正在研究新的潜在市场，如土木工程

或建筑业，以及可以用更轻的电缆提升

重量的建筑业，因此需要更少的燃料消

耗。这本身就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更多信息请见：

www.futurefibres.com

主要优势
●显著的性能提升

●额外的安全性

●稳健性

●灵活性

●最小索具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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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技术指标
保障安全性？
When Technical 
Properties 
Guarantee Safety?

专业设备充分利用复合材料的特性来保

障个人安全性，无论是用于生产单位还是用

于灭火。

从生产单位操作员到消防员，复合材料

有助于保障人们在工业或恶劣环境下工作时

的安全。有许多类型的安全设备用于暴露于

危险环境，如极端条件 ( 化学腐蚀、电导率、

火灾条件下的高温 ) 或有潜在有害元素 ( 如
尖锐物体 ) 的地形。这些被分为两大类风险

管理。

预防性风险管理是基于对永久性环境的

评估，以定义基本的保护需求。对于工业上

的操作人员，复合材料可以用于安全鞋，结

合了保护加固帽的低重量和非金属增强材料

的非导电性能。通过加强安全门和防火门等

部件，同时降低其重量，复合材料不仅有助

于对整个建筑实施更灵敏的安全策略，而且

还提高了所用设备的可靠性。

操作风险管理的目的是为专业多用途

设备 / 机械的用户提供设备，以保证他们

在难以评估的恶劣环境中的安全。火灾是

极端高温、能见度降低和烟雾的主要危险

威胁。复合材料提供了保护，坚固和重量

轻等特性，使消防员能够在更好的条件下

工作。

个人的安全必然与财产的安全相联系。

从能够让石油行业的团队四处移动的设备

( 走道、楼梯和安全栏杆 ) 到完善的集装箱包

装解决方案，复合材料具有耐腐蚀能力，因

此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阻燃剂。

随着“零风险”成为标准，复合材料将

会随处可见。他们大量主要位于安全部门，

在那里，生产或操作的质量取决于相关人员

的工作条件。

安全攀爬
玻璃纤维增强间苯二聚酯型材制成

的楼梯可以安装在任何地方，但在腐蚀

性环境中，它们的使用是完全合理的——

在这些地方，标准材料需要经常重新喷漆

或保护。这种必要的维护变得非常昂贵。

复合材料楼梯除了具有高的耐化学腐蚀

和大气腐蚀外，其机械性能还包括变形强

度，因此在高温下不会软化。因为它们

是完全非金属的，它们也是介电的，所

以它们通常用于化工、采矿和纺织工业，

以及农业食品和造船业。www.copoly.fr

抵挡火势
Dräger 提出了其 HPS 7000 消

防员头盔，其设计创新、符合人体工

程学和运动风格，其组件可将其转变

为一个多功能的解决方案。它配有两

个头盔外壳，适合 50 到 66 厘米的

头部尺寸和不同的头部和面部形状。

基本版头盔重 1380 克，是同级

别中最轻的头盔之一。这种玻璃纤维 / 芳纶纤维增强塑料能承受极端温

度，甚至能承受火焰和闪燃的强烈辐射。www.draeger.com

轻量行走
Oliver 45 系列安全鞋的结构

包括防液皮革和非金属鞋眼，使之

成为真正的非金属靴子。Oliver 的
复合鞋头提供了高冲击力的保护，

比传统的钢制鞋头轻 40%，全天

穿着可减少疲劳。靴子是完全衬里，

带有软垫圈和鞋舌，穿着舒适。45
系列全形 TPU 鞋底技术由轻质、低密度聚氨酯制成的减

震中底组成。外底垫缓冲脚部，给每一步行走提供极好的

舒适感。

Oliver 的 AT 橡胶鞋底技术提供了优越的抵抗切割和

磨损，并且在不平坦的地形或光滑的表面具有出色的防滑

能力。鞋底耐高温高达 266° F，还能耐矿物油、酸、碱、

动物脂肪和油脂。https://safety.honey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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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你的技术装备
Containers Solution 有一系列的预制避难套件和解决方案，

以保护您的脆弱设备和材料免受外部事件影响。这种预制的夹心

板遮蔽物是有效的，可以适应各种应用（电力、电信、水处理等）。

这些预制套件屋源于预制施工现场平房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它们由夹芯板建造，夹芯板由两层镀锌钢板及其之间的一层聚氨

酯泡沫保温层组成。避风板可拆卸并平放储存 / 运输。由于这种

施工方法，预制避风板是非常坚固且高度模块化的：可以实施许

多选项或技术替代方案，以获得最适合个人需求的产品。

像模块化一样，这种夹层式的避风板已经在全世界证明了

自己。因为它们是模块化的，所以它们适用于广泛的项目，特别是出口项目。

https://shelter-solution.fr

遏制火灾
P50 系列复合灭火器采用轻质、超强的 Kevlar® 成分，为

汽车运动、军事、航空和航天工业提供创新产品。P50 系列采

用了三种创新元素：松织面料、汽缸颈安全环以及由 Kevlar 制
造的高强度罐身，其外壳由高密度聚乙烯制成，100%防紫外线。

P50 系列灭火器通过了国际认可的认证机构 Apragaz 和

BSI的EN3认证。该灭火器符合EN标准对复合材料罐的要求（压

力为 0-25bar，压力试验循环至少为 12000 次，），并且还进

行了冲击和耐压试验。根据 EN 标准，冲击试验压力必须超过

55 巴（最小值）。www.mobiak.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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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提高了机械装置
性能、操作速度和精度
Composites Increase Machine Performance, 
Operating Speeds and Accuracy

在自动化和机床应用中，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可显著提高生产率、质量和使用成本效益。然而，
它们在制造业的应用相对缓慢。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归因于设计工程师不熟悉复合材料的性能，
他们低估了复合材料的优点，却高估了其应用的成本和复杂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天生不
愿意从公认的制造方法转变为新的机械设计及制造方式。

Ondrej U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or, CompoTech

然而，实际情况是，复合材料零件

在彻底改变机械装置性能、提高操作速

度、精确度和可重复性方面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

化、高度自动化的制造工艺——轴向纤

维铺放工艺——在机床和自动化系统中

生产复合材料梁和管具有特殊的优势。

这些产品在多方面的表现都优于传

统金属，同时在成本上也极具竞争力。

机械装置性能要求
工业机械装置和自动化系统的制造

商正面临来自终端用户的压力，需要不

断提高产能、质量和生产量。这些要求

转化为若干潜在的竞争性能要求：

●更大的机械装置，带有几米长的

移动元件；

●能够高速和快速加速和减速的运

动系统；

●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准确性和重

复性。

除了在这些大型、高性能机械装置

上提供运动和控制系统所固有的挑战外，

设计师还必须选择合适的结构元件。

这些零部件不仅需要重量低，同时

仍然提供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支撑静

态和动态负载和最小的挠度。

无论设计师选择哪种材料，大型高

性能机械装置的物理要求是具有大截面

薄壁空心截面梁。这种类型的结构提供

了所需的刚度和低重量，但它们也可能

具有对机械装置性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其

他特性：

●振动：如果构件本身或它的壁材

固有频率与机械装置的工作频率过于接

近，由此产生的共振会严重损害机械装

置的性能，导致使用时不稳定或不准确 ;

●热稳定性：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

工件产生的热量或在切割、加工或焊接

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机械装置可能必须

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在大跨度上，

由此产生的热膨胀会导致显著的变形 ;
●设备集成：无论其固有特性如何，

构件都必须有效地集成到机械装置的整

体结构中。这意味着它们必须为辅助设

备、轴或轴承支架或其他移动部件的轨

机器人辅助轴向长丝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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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提供适当的固定点。

这些元件中的每一个都必须提供足

够的强度和尺寸稳定性，以便可靠地运行。

机械装置用碳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

适当设计和制造碳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组件可以解决现代高性能机床设计人

员面临的许多主要挑战。在强度相同的

情况下，碳复合材料机械装置元件的重

量仅为钢的四分之一。单向碳纤维增强

层压板在纤维方向上的刚度是钢的两倍。

此外，它们的减振性能可以达到钢的 20
倍，或者在一维中达到零热膨胀。

然而，由于实际应用中很少专注于

单一的物理属性，因此，实际的碳复合

材料机械装置构件经过精确设计，以提

供一个合适的折中特性。这就需要深入

了解最终用户的需求以及不同复合材料

制造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这些技术在

设计和制造结构复合管和梁方面有着超

过 20 年的历史记录，CompoTech 在工

业用碳复合材料零件的开发和生产方面

拥有无与伦比的经验。该公司还开发和

完善了专有制造工艺，使其能够提供更

高性能和更具成本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轴向纤维铺放技术
碳纤维复合材料管和梁通常采用长

丝缠绕工艺制造。在这项技术中，纤维

被涂上树脂，然后在张力下缠绕在一个

成形的芯轴上。树脂固化后，取出芯轴，

留下中空的复合材料零件。

传统的纤维缠绕的一个关键限制是

要求所有的纤维都必须与管的纵轴成一

定角度放置。由于碳纤维只在纤维方向

提供强度和刚度，因而传统的缠绕纤维

结构牺牲了一些弯曲性能。对于弯曲载

荷至关重要的机械装置构件和其他应用，

CompoTech 采用了一种称为轴向纤维铺

放的工艺，该工艺允许纤维沿管或梁的

长度排列。该公司自 1994 年以来一直

在开发轴向纤维铺放技术，设计并制造

自己的定制生产机械装置，以及相关的

加工和控制软件。

在轴向纤维铺放过程中，在芯轴的

每一端安装一组径向大头针。纤维缠绕

在这些大头针上，沿着芯轴的长度方向

铺设，然后在另一端缠绕在相应的大头

针上。在每个大头针周围重复此过程，

●高比强度和高刚度使制造的部件具有优异的结构性能和低重量 ;
●复合结构可以制造出复杂的形状 ;
●材料组成和铺放方式的改变允许调整最终产品的物理性能以满足应用

的需要。

这些特性使得碳纤维增强材料在航空航天和国防、赛车和高端汽车产品

以及体育用品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然而，工业部门的用户也越来越多地转向使用碳纤维材料来改善机械装

置性能。

采用 t 形槽成型的 3D 网格复合材料

轴向纤维铺放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特性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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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线传递梁
复合传递梁是与 Schuler 公司合作开发的。这一概念从一个基本的方形截面

梁演变成了一个 3Dc 混合型钢 T 形槽梁。所得到的梁，其重量为原始截面的 ¼，

模量为 400GPa。
重量越轻，硬度越大，结构的固有频率越高，动力响应越小。压线速度的限

制因素是梁位移的振幅。复合梁使机器从 20 冲程 / 分钟上升到 32 冲程 / 分钟，

平均产量增加 40%。

T 型槽嵌入梁中的发展意味着标准紧固件可以放置在梁的任何位置，并且可

以转移。这增加了钢和铝型材所具有的功能元素。开发了 T 形槽型材技术意味着

其他型材很容易实现，拓宽了使用范围。

可以在零件表面铺设完整的纵向纤维层。

除了为弯曲载荷提供理想的纤维排

列外，轴向纤维铺放还允许在其结构中

创建纤维含量非常高的复合材料部件。

而且，由于纤维是非常直的，它们被优

化装载，进一步改善了成品的机械性能。

与传统的纤维缠绕技术相比，轴向纤维

铺放可以使梁和管在纤维方向上的硬度

提高 10 - 15%，弯曲强度提高 50%。

由于大多数机械装置部件都要承受

一定的载荷，所以可以在纵向纤维上缠

绕额外的纤维层，从而制造出具有理想

特性组合的部件。纤维铺好后，将零件

转移到压力机上，压力机在固化过程中

对结构施加受控的热量和压力。这个步

骤可以精确地控制成品梁的表面光洁度

和外部尺寸。

纤维的选择
在许多使用碳纤维材料的机械装

置应用中，硬度而不是极限强度是关

键的设计参数。为了使硬度最大化，

CompoTech 使用了沥青制成的石墨碳纤

维，而不是较常见的聚丙烯腈 (PAN) 纤
维。不同的微观结构意味着沥青衍生的

石墨碳纤维能比其同类材料提供更高的

杨氏模量，因此非常适合机械装置应用。

提高振动稳定性
与钢或铝替代品相比，石墨碳复合

材料的低重量和高硬度已经提供了良好

的振动和减振特性。然而，振动在许多

Eagle 激光

机器装置应用中非常重要，因此在设计

时需要特别注意。振动特性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进行优化。例如，零件的尺寸和

壁厚可以调整其固有频率。阻尼材料，

包括橡胶和软木填料，可以融入到结构

中。并包括内部泡沫增强材料，以提高

大截面零件壁的振动稳定性。

集成
为了便于将复合材料零件集成到机

器装置结构中，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在零

件结构中建立适当的固定点。这些可能

会包括额外的可加工材料层，以便钻孔，

以及添加金属嵌件或衬垫，以支撑轨道

和支架。

应用的优点
最近的一个项目可证明复合结构的

优势。光纤激光器制造商 Eagle 正在寻

求一种解决方案，以减少激光切割机中

使用的3.1米长Y轴横梁的重量和偏转。

该公司用泡沫芯增强的薄壁复合材料设

计取代了现有的钢部件。

这一改变减少了横梁 44% 的重量，

同时增加了其硬度。

Eagle 能够利用这些改进将光束峰

值加速度从 3g 提高到 6g。
这样一来，在机器上切割一张材料

的时间就减少了 30%。此外，该部件的

额外硬度和改进后的阻尼特性使精度提

高了 50%。

投资回报率
作为原材料，碳纤维比钢或铝要贵

得多。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阻止一些机

器装置设计师考虑复合材料零件。然而，

在比较复合材料零件的成本时，采取整

体方法是很重要的。现代复合材料制造

方法能够通过轻巧的后处理操作生产出

精确的部件，在准备将零件安装到机器

上时，可以显著缩小成本差距。在某些

情况下，复合材料实际上比金属材料成

本更低。通常情况下，即使复合梁的成

本略高于替代梁，通常也可以在其他地

方节省大量成本。减轻主要运动部件的

重量可以让设计者选择较小的轴承、电

机和其他运动部件。一旦机机械装置投

入使用，通过减轻重量而减少的能源成

本可以在机械装置的使用寿命内很好地

收回额外的成本。然而，在大多数应用中，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机器零件的最大好

处来自于速度、产量和质量的提高。高

性能机械装置为用户赚钱，而通过使用

复合部件实现的年度生产率回报可能比

任何一次性额外成本高出数十或数百倍。

更多信息：

www.comp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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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ec-korea.events

超过一千多位国际复合材料行业专家将参与到这个为期三天
的线上活动中来，共同推动亚太地区复材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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