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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进程系统实现风力发电的创新
Innovation in Wind Power Through Multi-Process-Capable Systems

叶片工厂正展开具有多进程能力的系统和自动化创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合作伙伴正致力于解决
风能行业的问题，目的是优化转子叶片生产时间、成本和质量等方面。包括对现有的制造工艺进
行调整或新开发，与此同时努力开发一种新型工艺结构，使得不同的制造步骤能够并行化。

Dipl.-Ing. Lars Windels, Founder & 
Managing Director; M.Eng. Marc 
Loegel, Team Leader Composites; 
B.Eng. Falk Wilke, Software Engineer

2018 年 10 月，Fraunhofer IWES
作为协调者与 14 个项目伙伴共同启动

了 BladeFactory 项目。该研究项目由

BMWi出资700万欧元，计划持续3.5年。

为了缩短转子叶片的生产时间，现已经

开发了制造工艺。这些程序目前正由相

关项目伙伴进行测试和进一步开发。开

发工作在 IWES 位于 Bremerhaven 工业

化转子叶片生产示范中心进行。这个项

目是在前一个项目 BladeMaker 的框架

内开发的。

叶片工厂
该项目采用 30 米长的双门架系统。

图 1 显示了使用 SWMS Systemtechnik
的 CAESA® 软件程序的机架系统。在转

子叶片生产中，常见的壳体构造方法是

先制造两个转子壳体，然后将它们粘合

在一起。在工厂里，外壳是用预制成型

工具全自动生产的。在两个龙门帮助下，

可执行不同的过程。

该项目的核心技术是基于成熟制

造工艺开发的多工艺链。该外壳是通

过手工将玻璃纤维结构放置在成型工

具中生产的。手动放置过程非常耗时

且成本高昂，因此应该实现自动化。

BladeFactory 项目包括各种工艺技术，

从实际模具的生产开始，然后是纤维材

料的直接沉积和粘合剂的应用。

不同的项目合作伙伴为每个过程开

发了一种特殊的铺设工具，可以连接到

两个龙门架上。图 2 展示了不同的工艺

过程，其中包括相应的末端执行器。

使用两个龙门架有很大的优点。无

需更换过程，安装时间大大缩短。这些

优点有助于实现生产过程所需的并行化。

通过自动化实现新的
制造结构

多年来，叶片一直是由复合材料制

成的。因此，这项创新的核心并不是所

用的材料，而是工艺技术。由于叶片的

高度复杂性和大尺寸，其生产仍然主要

是手工操作。BladeFactory 项目的目标

是实现手动生产的自动化。

这个研究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工艺

技术的多样性。不仅使用了不同的原材

料 ( 玻璃纤维垫、胶带 )，而且应用这种

材料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简单的取放工

艺，预浸料的铺设策略和复杂的悬垂可

能性正在研究中。这些工艺也适用于风

力发电以外的一般复合材料制造。还应

提到的是，正在开发另一种工艺来连接

两个转子壳体。这一过程是需要特别的

剂量和应用粘合剂，使壳体粘在一起。

作 为 该 项 目 的 一 部 分，SWMS 
Systemtechnik 正在对集成 CAD/CAM
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进行专门研究。需要

开发 CAM 链的包括西门子 Fibersim、

CAESA® 复合材料和 NX CAM/VNCK 软

件程序（流程链如图 3 所示）。叶片的

生产周期涵盖从产品开发到虚拟制造。

沉积过程的三维性是一个重大挑战，因

为纤维材料不是在一个平面上沉积的，

而是在铺设过程中根据模具几何形状直

接定向（沉积在接近最终轮廓的位置）。

这需要六轴制造工艺。

该研究项目主要是为了推进风电产

图 1：通过 CAESA® 软件展示的 BladeFactory 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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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多/双轴向纺织品的高性能机器
专业加工玻纤、碳纤和混合无屈曲织物
(NCF)，其久经考验的技术用于风力发电、
汽车行业、体育设施和工业应用。

展纤生产线
用于将各种产业用纱线(单位面积重量为
70 – 400 g/m²)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生产方式
加工成轻质干燥的单向(UD)纤维条带。

业发展，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如果手动

叶片生产实现自动化，可以在提高生产质量的

同时降低生产周期和人力成本。与此同时，复

合材料的计算机辅助生产也将扩大，在风力发

电行业之外创造优势。

支持 CAM 的多进程系统
在自动化技术中，多进程是必须的，一

台机器常常被用来实现一个特定的生产步骤或

过程。然后，这些生产系统通常排列在一条

生产线上，根据生产顺序执行各自的工艺步

骤。成形工具的制造步骤步骤（例如，通过铣

削）、层压板生产（ATL/AFP 和取放工艺）、

半壳体的粘接工艺和磨削等，在这里用作风力

发电部门的示例。通过一种新的生产环境，

BladeFactory 项目应该能够在一台机器上实现

所有增值过程。

然而，系统使用合适的工具和末端执行

器执行不同过程的能力对自动化技术来说是一

个特殊的挑战。这增加了复杂性，但也支持

多种进程优化。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

必须以可控和一致的方式处理增加的困难。

SWMS 正在为多进程工厂开发一个与 CAM 环

境配套的连续流程。CAESA® 软件已经可以用

图 2:BladeFactory 项目的工艺链

图 3：计算机辅助制造——工艺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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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绘制复合技术的各种铺设过程。使用

BladeFactory 项目研究结果，还可以在

同一工厂中依次处理和执行几个不同的

进程。这些工艺不限于AFP或ATL技术，

而是可以根据工艺要求进行扩展和调整。

现在有必要将大量不同的过程连续

地、有序地集成起来，而不依赖于所使

用的策略和工具。更换工具和一般设置

时间也被考虑在内。整个生产序列可以

同时使用实际生产和 CAM 工艺链进行

映射。

由于这些基本上都是专门开发的过

程技术，因此必须开发一个适应性强的

软件接口。对于每一个过程，都建立了

特定的制造特征，其中可以指定对整个

过程有相应影响的相关参数。

可单独调整工艺参数是 CAM 软件

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为它们允许对

整个工艺进行数字化映射并相应的优

化。经过几年的发展，CAESA® 为 ATL
和 AFP 环境建立了独特的工艺配置。图

4 和图 5 显示了如何在虚拟环境中配置

ATL/AFP 进程，以及如何对此进行模拟。

例如，两个壳体固化后，任何潜在

的缺陷都无法逆转。粘合过程可以说明

这个问题。将两个壳粘合在一起时，务

必在正确的位置涂抹适量的粘合剂。否

则，叶片中各个壳体部件可能会产生残

余应力或粘接不足，从而导致叶片无法

使用，导致部件报废。通过自动化，工

艺参数得到特殊控制，尺寸精确。这就

减少了残次品。缺陷处理的成本仍然很

高。图 6 显示了粘合剂应用操作的流程

配置。用户可以将作业划分为单独的部

分，并根据需要进行配置。此功能有助

于优化时间和资源。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优化了循环时

间，而且还减少了返工时间。更少的缺

陷产品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节约资源。

因此，改进工艺质量和可靠性有助于减

少塑料原材料的浪费，从而显著降低对

环境的影响。

对改善环境影响作出贡献
虽然风力发电仍然是最重要的可再

生能源之一，但近年来风力发电产业明

显下降。这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败，而

是由于政治和官僚主义的原因。从选址

到开始施工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找到一

个风力发电厂的位置变得非常困难。由

于居民的担忧，与居民区的距离常常引

发讨论。当一个风电厂的合适位置被找

到，决定谁可以建造风电厂程序就开始

了。明确融资、寻找投资者和获得许可

也需要时间。即使一些国家在财政上有

可能改用风能或其他类似的能源，官僚

主义仍然是一个持续的障碍。

该项目旨在增强风力发电的竞争

力。由于它是最有效的可再生能源之一，

BladeFactory 项目引领人们重新思考能

源生产。其工艺也正在被研究，可能对

其他行业也有价值。例如，在航空航天

工业中，纤维结构的定向三维沉积也特

别重要。

总之，该研究项目为风力发电提供

了进一步发展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的机会，

也可用于改善当今的气候问题。

更多信息：www.swms.de 

图 4：预浸料铺设操作的配置 图 6:CAESA® 软件展示粘着特征

图 5：通过 CAESA® 模拟 AT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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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PRIM® 模具，采用注塑模
具生产的 1U 立方体卫星侧框。

可大规模生产的立方体卫星新结构
Redefining the Cubesat, A Structure for Mass Production
立方体卫星的日益普及推动了对低成本结构体的需求。GTM 和 Promolding
公司联合开发了一种适合大规模生产的碳纤维增强塑料结构体。

J. Frudiger, Managing Director; S. Gunnink, Design Engineer; GMT Advanced Structures

立方体卫星是一种针对各领域应用

的可进入太空的多功能小型卫星。它们

的普及率正在迅速增长；在未来十年内，

公司、空间机构以及研究所、大学和政

府等机构预计将有数千个立方体卫星被

送入轨道。这一发展使得其低成本结构

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满足这一要求，研

发了一种碳纤维增强热塑结构体。这是

立方体卫星有史以来第一个适合大规模

生产注射成型的结构体。

该项目联合了一家开发和制造高性

能聚合物产品的公司（Promolding）及一

家活跃于航空航天工业产品开发的公司

（GTM Advanced Structures），这项合

作起源于最近建立的TPY计划（见方框）。

从加工到注塑
如今，大多数立方卫星结构都是由

铝制成的。加工这些铝零件成本高，与

此同时还会造成大量的材料浪费。通过

开发注塑结构，制造成本将大大降低。

就材料使用而言，注射成型工艺的效率

显著提高，而且生产零件所需的时间会

更短。此外，复合材料结构不需要任何

特殊的表面处理以防腐蚀。这将大大降

低环境对结构体的影响。

太空环境对使用的材料要求很严格。

其中一个关键要求是排气的水平。从材

料中释放出来的气体会凝结在电子元件

和设备上，这会降低它们的性能，甚至

会使它们不能正常运转。因此，可排气

量是极其有限的。此外，还对材料的导

电性、强度、刚度和热膨胀有一定要求。

而选择这种适用于注塑工艺的碳纤维增

强聚合物可满足所有方面的指标要求。

完全重新设计
最新设计的结构体是一个 1U 立方

体卫星，尺寸为 10x10x10cm。与其前

身一样，这种新的立方体卫星必须适用

于 COTS 组件（商用现货组件）的使用，

并满足尺寸、刚度、重量等方面的所有

要求。由于塑料的设计规范与铝有很大

不同，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重新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 应特别关注的是结

构的易装配性。为了重新定位部件以及

进行测试，经常会对立方体卫星进行组

装和拆卸。因此，一个易于组装的结构

体将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超过最大重量限制的情况下，

新立方体卫星结构体（图 1）的刚性超

过了铝结构。此结构包括四个侧架，一

个顶部和底部。所有这些部件都易于组

装，集成的脊和间隙便于组装过程中的

定位。采用金属嵌件可以频繁紧固螺栓。

不同零件的数量是有限定的，此举有利

于大批量生产。只需要三个模具就可以

制造出一个完整的立方体结构。

3D 打印
在技术开发的各个步骤都采用了各

种 3D 打印技术。使用 3D 打印，快速迭

代，如新的几何图形和功能集成，可加

快设计过程。3D 打印功能原型提供了有

关易于组装、操作和刚性的等重要视角。

利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改进进一

步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PRIM®（3D 打印喷射模塑）是一种

特殊的 3D 打印技术，它使用 3D 打印聚

合物模具来生产小型注塑产品（图 2）。

这项独特的技术是由 Promolding 的子公

司 P3D 开发的。利用这项技术，完成了

一个真实的注射成型纤维增强塑料结构

体，使其能够在开发过程中测试装配、

收缩和牵伸等基本要素。 

下一步
最终的注塑立方体卫星结构体已

于 2019 年 3 月准备就绪。为彻底测试

和验证结构体，将对其进行振动试验和

热真空试验。在本项目顺利完成后，将

开发其他注塑立方块结构体（从 2U 到

12U）。立方体卫星结构体已在 JEC 
2019 上展出。

更多信息：www.gtm-as.com 
www.promolding.nl
www.p3d-prim.com

图 1：1U 立方体卫星结构。
（所有图片都由 GMT 及
Promolding 公司提供）



6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1.6

复材制造  Composites Manufacturing

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展的项目包

括 Jetman 公 司 的 JetWing 和 Zapata 
Industries 公司的 FlyboardAir。他们通过

挑战极限可能性而载入史册。下面我们来

回顾一下这两项创新，虽然它们的飞行方

式和最终的执行方式截然不同，但它们为

人类的垂直旅行开辟了新的视角。

Jetman，
像鸟儿一样飞翔的人

迪拜，2020 年 2 月 14 日。Vincent 
Reffet 已在发射台上就位。再过几分钟

他就会创造历史。这位被称为“Jetman”
的男子装备了一个由碳翼制成的喷气背

包，由四个小型喷气发动机推动，他将

完成第一次 100% 的自主载人飞行，包

括从地面起飞（HVTOL 人类垂直起降），

然后转为高空飞行。

在这次飞行中，飞行员加速至 240
公里 / 小时的平均速度，并在 30 秒内

爬升至 1000 米的高度。Vince Reffet 在
1800 米处做了一次环形飞行，并在空中

停留了 3 分钟，然后在 1500 米处打开

降落伞完成了飞行。之前的所有飞行都

是从人行天桥或直升机开始的，这是飞

行员第一次进行垂直起降。

自 34 岁起，这位飞行员就习惯于挑

战极限记录。2015 年，Jetmen 已经向

世人展示了他们可以通过一架双人飞机

飞越迪拜上空。第二年，三架喷气式飞

机与法国 Patrouille 号编队飞行。2019
年底，Jetmen 及其助手 Fred Fugen 飞

越了中国南方的天门。这个著名的大门

是一个高 130 米宽 30 米的开口，位于

湖南省张家界天门山公园。

由碳纤维和玻璃组成的机翼由人体

控制。发动机周围的保护壳是 Kevlar的；

内部结构的塔架是铝制的。一旦 Jetman
穿上装备，他可以达到每小时 400 公里

的速度，飞行，改变方向，并执行环形

演习，这得益于四个类似于喷气式飞机

的小型反应堆。飞行员在控制力量的同

时也控制着方向。

Vincent Reffet 在 一 份 新 闻 稿 中

说：“这是艰苦团队合作的结果，一切

都计划到最后一秒。”他对自己出色的

“Jetmen”团队表达了热烈的感谢。他

继续说，在迪拜取得的成就只是漫长系

列的第一个。“这是一个长期项目的又

一步。下一个目标之一是在高空飞行后

降落地面，而不需要打开降落伞。”他

对自己飞机的能力充满信心。

FlyboardAir，一位自学
成才探险家的自由飞翔

在远离迪拜的法国领土上，人们正

在书写这一自主飞行历史上最引以为豪

的篇章。Zapata 工业公司总部位于法国

南部，一位充满激情的探险家在此以热

Vincent Reffet 已在发射台上就位。
（图片由 Jetman Dubai 提供）

瑞士飞行家 / 发明家 Yves Rossy 是喷气式碳纤维飞行翼的先驱。他及其团

队是第一次飞行的幕后推手，对飞行翼和推进装置进行了改进。2008 年 9 月

26 日，他以大约 200 公里的时速在 10 分钟内飞越了英吉利海峡。这是他首次

在公共场合进行如此壮观的飞行，令人印象深刻。2011 年 5 月，他又历时 8 分

钟飞越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西部。接着又和 Vincent Reffet 一起在迪拜上空与

阿联酋空客 A380 编队飞行。Yves Rossy 决定在 2016 年离开 Jetman Dubai，
但仍继续与他的团队一起提升机翼，并不断改进其性能。

Yves Rossy，人类自主飞行的先驱

关于喷气式碳纤维飞行翼
材料：硬质碳纤维，Kevlar 增强机翼

翼展：2m
重量：20kg+ 燃油（55kg）
最大距离：50km
最大速度：220kts
最高海拔：6100m
飞行时间：13 分钟

推进系统：4 台微型喷气发动机（每台 50 磅推力）

天空对发明家没有限制
The Sky has No Limit for Inventors

尽管飞行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但如今它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当飞
机着陆时，再也没有人鼓掌了。虽然大众客运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探险家们
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翱翔天空，并通过个人自主飞行来彻底改变空中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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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建造、测试并不断改进自己的发明。

2019 年 8 月 4 日上午 8 点 14 分，

Franky Zapata 在位于英格兰对面的法

国海岸 Sangate 着陆，他正准备乘坐他

的悬浮滑板（Flyboard Air）第二次穿越

英吉利海峡。7 月 25 日的第一次尝试失

败了，因为在法国当局要求停靠加油的

中途发生了碰撞。然而，失败并没有动

摇飞行员或 Zapata 工业团队的决心。

第二次尝试是在这次失败仅仅两周

后进行的。在停下来加油后，Franky 
Zapata 在 22 分钟内行驶了 35 公里，于

上午 8 点 40 分左右降落在英国的圣玛格

丽特湾。他达到并保持了 160-170 公里

/ 小时的巡航速度，这个速度是通过一个

集成在直升机上的音频指示器与他交流

的，同时在 15-20 米的高度飞越水面，

在 70 米的高度达到顶峰。因此，他第一

次成功地使用他发明的机器穿越了英吉

利海峡。

的项目中研究新喷射器的使用，以降低

设备的噪声水平。

2019 年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节，上

午 10:40左右，巴黎协和广场阅兵式上，

Franky Zapata 在 VIP 看台前演示了他

的飞行器。然后，在当晚燃放烟花前，

又再次于马赛的老港口上空进行了表演。

“复合材料在 Flyboard Air 等产品

开发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

同时使用非常坚固的轻质产品。飞行板

的空气重量只有 20 公斤。复合材料在我

们的项目中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

了获得自主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我们

在所有飞行器上都使用了它们。它们帮

助我们使 Flyboard Air 成为有史以来最

轻、最安全、最灵活的个人航空系统。”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Franky Zapata
解释道。

www.jetman.com
www.zapata.com

2016 年 4 月，公司创始人 Franky 
Zapata 首次推出了他的 Flyboard Air。
这是一个由四个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驱

动的飞行板，可以让飞行员维持数分钟

的飞行时间。两次公开露面期间，他在

法国南部的 Sausset-les-Pins 创造了最

长气垫船飞行的世界纪录。2018年 5月，

他在 Le Mans 举行的法国摩托车大奖赛

上，在一排看台上方飞行，并于 2019
年 5 月返回。

2018年 11月，在国防创新论坛上，

发明者向法国特种部队展示了飞行板。

因此，在法国援助机构 RAPID（中小企

业双重创新支持机构）的框架内，法国

政府军备局（DGA）向 Zapata 工业公

司提供了 130 万欧元，以支持其在民用

和军用方面的发展。这将有助于与法国

航空航天研究中心和 Poly shape 公司合

作，对 Flyboard Air 进行改进。特别是，

将在一个名为“涡轮 Z 空气”（T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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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业供应商在增长期内面临巨大压力
Strong Pressure on the Wind Energy Supply Chain During Growth

FMG 顾问分析师 Hamid Soorghali 解释道，尽管风能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是复
合材料的重要消费市场。对于材料供应商来说，技术和财政方面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
当风能产业真正起飞时，将会创造大量机会。

Hamid SoorgHali，Consultant Analyst，FMG

风能行业正在竞相建造更长的涡轮叶片，以降低这些巨型结构所产生的电力成本。

在所有由复合材料建造的结构中，很少有比 LM Wind 
Power 为 GE 的 Haliade-x12-MW 海上风力涡轮机制造的

lm107.0p 叶片更令人惊叹的了。与高达 107 米的涡轮叶片比

起来，设计建造它的工程师就像个小矮人。据 LM Wind Power
称，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制造的最长的涡轮叶片，也是最大的单

个组件之一。然而，第一的位置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因为风

能行业正在竞相建造越来越长的涡轮叶片，这可以降低这些巨

型结构发电的成本。

这种“转子竞赛”对风能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用于

生产涡轮叶片的材料和制造工艺，以及 OEM 制造商们的供应

链和商业模式。

在过去的十年中，降低风能的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
的压力导致了 OEM 制造商之间激烈且持续的竞争，将具有更

轻更长叶片的涡轮机推向市场。叶片越长，涡轮机的发电能力

就越大。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是成功的。实际上，就 LCoE
而言，陆上风力发电计划产生的电力约为每千瓦 0.05 美元，

这比使用化石燃料的火力电力（每千瓦 0.05 至 0.17 美元）更

有竞争力。

材料开发
目前，风能行业消耗的复合材料约为 104 万吨，总价值为

30 亿美元，占复合材料销售总额的 11%。以这一标准衡量，

该行业成为复合材料（基于纤维和树脂，不包括芯材）的第四

大消费市场，仅次于运输业（9.8 亿美元，32%）和航空航天

业（2.9 亿美元，9%）。在风能行业的复材消费总量中，101
万吨（97.5%）为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其余 2.6万吨（2.5%）

为碳纤维增强塑料（CFRP）。

就复合中间材料（市场价值约 47 亿美元）的分布而言，

预浸料占 22%，用于灌注工艺的织物占 66%，其余 12% 用于

拉挤板材。

较长叶片的生产促使制造商使用比刚度更高的复合材料。

短期内，风能行业对高模量玻璃纤维的需求将大幅上升，

其市场份额将以牺牲 E-glass 为代价而增加。玻璃纤维制造商

也在做相应的准备。

例如，2018 年，Owens Corning 公司与重庆宝利通国际

有限公司（CPIC）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和供应协议，双方将在

中国建立一个产能为 110 千吨的设施，用于制造高模量玻璃纤

维产品，而中国是风能的关键市场。

对碳纤维的需求也可能增加，用于生产叶片结构的最关键

部分，即翼梁帽。目前，25% 的新一代风力涡轮机使用了碳纤

维增强塑料梁帽，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增加两倍。

自动化的需要
涡轮叶片越长，生产所需的材料越多，开发无误差制造工

艺就越关键。这一挑战推动了人们对自动化和数字化解决方案

的兴趣，这些解决方案用于管理生产环境、质量控制和物流。

数据分析技术的使用，如 GE 的数字化风电场，已经研发了可

以用来优化下一代涡轮叶片的方案。

然而到目前为止，全自动化的叶片制造过程仍不可能实现，

且在经济上来说也是不可行的，这主要是由于产品的规模。相

反，供应商不得不依赖缓慢且劳动密集型的真空灌注工艺，这

可能导致制造和交付时间过长。

OEM 制造商目前正寻求通过采用模块化方法来建造涡轮

叶片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材料供应商的支持下，他们能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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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生产较小的部件，如叶根部分。因此，材料供应商

越来越有兴趣扩展其现有专业领域，以供应半成品子部件。

例如，2018 年，Gurit 宣布以 5.2 亿丹麦克朗收购核心材

料套件供应商 JSB 集团。此次收购使 Gurit 能够用核心材料套

件和风力涡轮机叶片模具补充自己的结构核心材料系列，从而

更好地为 OEM 制造商服务。以这种方式统一涡轮叶片制造的

供应链也可降低成本。

OEM 制造商对其材料供应商的创新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这是推动整个复合材料行业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拉挤成型工艺是最近才引入市场的，被视为解决汽

轮机叶片制造过程中可能形成的材料缺陷（如梁帽褶皱）的一

种方法。与灌注和预浸料技术相比，这些工艺还有许多其他重

要的优点。它们能够整合零件，这对于生产更大的叶片至关重

要，并且稳定、可重复和经济高效。

然而，目前拉挤成型的应用仅限于碳纤维增强塑料零件

的制造。更重要的是，与这些工艺相关的供应链仍然过于分散

和复杂，无法进行大批量生产。尽管如此，碳纤维供应商，如

Excel、Zoltek 和 Epsilon，以及技术咨询公司，如 PULLWind
战略联盟，一直致力于研发高质量拉挤型材，使其机械性能、

价格和供应链安全符合风能市场的要求。

OEM 策略
OEM 制造商正在制定自己的战略，以更好地定位自己的

转子比赛。其中一个策略是轻资产扩张和能力建设，旨在抵消

价格压力，提高利润率。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将叶片制

造过程的某些部分外包给在更接近需求的地理位置运营的较小

公司。这使 OEM 制造商能够提高其生产能力并进入新市场，

而不必承担与建造此类工厂相关的高昂成本。使其能够在低成

本经济中制造非核心部件。这种方法本身也很灵活，可以降低

OEM 制造商的物流成本和运营风险。

例如，Vestas 就与 TPI 复合材料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将

其在中国以及欧洲和中东部分地区的叶片制造和交付业务外包

出去。与此同时，GE 收购 LM Wind，提高了其开发叶片的能

力和满足交付时间的能力。 
虽然许多 OEM 制造商已经开始依赖其供应商来推动其

叶片的开发，但其他 OEM 制造商正在考虑由现有风能供应链

之外的公司开发更激进的创新。例如，TPI 复合材料公司与

Arkema 建立了合作关系，评估热塑性树脂在涡轮叶片生产中

的应用。Arkema 说，它的 Elium 液态热塑性树脂可以在用于

传统热固性复合材料叶片的相同模具中热成型，同时具有热焊

接性，更容易回收利用。

随着政府对风能的大量补贴逐步取消，风能行业的利润率

开始下降，给原始设备制造商带来了压力。因此，OEM 制造

商已经将部分压力转移到材料供应商身上，要求他们降低价格，

同时通过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来奖励他们，让他们满足。这

些交易使原材料供应商的收入保持稳定，并将持续到未来，但

它们的利润率有所下降。随着前五大 OEM 制造商对市场的持

续整合，零部件和材料供应商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些较低的

利润，以换取稳固的战略关系。

从采购的角度来看，风力发电行业能够继续利用发电量来

降低成本。虽然较低的利润率对供应商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

但他们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值得期待——与火力发电成本相当的

巨大增长潜力即将释放。

增长机会
在过去十年中，风能的惊人增长是在补贴的环境下发生的，

虽然这个行业看起来相当大，但实际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

发挥其真正的潜力。新的海上风电项目将是复合材料供应商的

重要增长领域，特别是随着陆上风能开发趋于饱和，以及对涡

轮机选址和规模的限制解除。

当使用海上风力涡轮机产生的能源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

下与化石燃料相比具有成本竞争力时，将为沿价值链运营的公

司创造巨大的机会。

更多信息：http://futurematerial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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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 注塑碳纤维主梁帽
VAP® Infusion-moulded Carbon Fibre Spar Caps

为了满足对更长的风轮叶片（高达 107 米）日益增长的需求，除了成熟的单向 E - 玻
璃纤维布，Saertex 还在主梁帽领域开发了许多新材料和工艺。

Dipl.-Ing. Uwe Tiltmann, Managing Director, Composyst GmbH
Dr. Helge Haberkern, Technical Sales & Marketing Asia, Saertex

具有高碳化度 (>99%) 的聚丙烯腈

(PAN) 基碳纤维及其相应的工业生产工

艺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这

种新材料优良的机械性能 ( 拉伸 E 模量

和强度 ) 为复合材料的应用提供了新的

机会，但几十年来因其价格高昂，用途

仅局限于那些可以以高价出售的产品、

没有其他技术可替代的产品或负担得起

的行业中，例如航空航天工业。

这种情况在 21 世纪前后发生了变

化。新的供应商出现了，并以较低的价

格提供了“工业级”高丝束数碳纤维

（~240GPa/4000mpa，50K），在其他

行业也能够大量应用。

碳纤维主梁帽
风能是 2010 年前后广泛采用碳纤

维的行业之一。由于风力涡轮机产生的

功率与转子覆盖的面积成正比，因此

往往采用更长的叶片，现在已经超过

100 米 ( 例 如 GE Haliade-X, 12MW / 
107m)。然而，更长的叶片也意味着在

操作过程中需要承受更高的机械负荷和

更高的叶片重量。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种技术方法是

用碳纤维制造主梁帽——它从叶片根部

延伸到叶片顶端，承受压缩和拉伸载荷

( 图 1)。
与玻璃纤维相比，碳纤维的密度

更低 ( 约 1.8 g/cm3) 和机械性能更高

(E 模量约 240 GPa，抗拉强度约 3800 
MPa)，显著降低了主梁帽和整个叶片的

重量。此外，碳纤维主梁帽比同等技术

的玻璃纤维版本占用更少的空间。这样

就可以设计更长更硬的叶片。

现在，价格合理的碳纤维或多或少

解决了其大量使用的商业问题，仍然需

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应使用哪种碳纤

维为基础的材料和工艺来制造主梁帽。

目前市场上有3种“主要”选项可供选择：

预浸料、拉挤成型和灌注。

预浸料
碳纤维预浸料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

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由于纤维已经用

树脂预浸渍，用户不需要担心如何浸

渍材料或如何调整所需的纤维体积分数

(FVF)。此外，纤维排列整齐，在力学试

验中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至少在实验

室是这样。但也有一些缺点。在铺层过

程中，空气被夹带于各层之间，导致主

梁帽的孔隙率增加（通常为个位数），

从而降低了建造质量。这是材料和技术

固有的，无法避免（图 2）。

此外，这种材料的刚度使得通过扭

曲、预弯曲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制造

主梁帽变得更加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

预浸料的保质期有限是另一个不便之处。

拉挤成型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最新趋势是拉

图 1：风力涡轮机转子叶片的零件，
其碳纤维主梁帽由 Saertex® 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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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成型，它是由碳纤维通过模具拉伸，浸渍乙

烯基酯或环氧树脂体系，然后立即固化成型。

由此生产的标准杆的宽度从 100 -300 mm不等，

厚度在 3~5 mm 等，并可在送至制造商之前将

其缠绕在线圈上。该技术的优势是，棒材已经

固化，并提供了明确的 FVF 和良好的纤维排列，

使得机械性能良好。

然而也存在一些缺点。这些棒材需要用昂

贵的机器进行拆卷、切割和倒角。通常方形横

截面的棒材会导致零件中出现树脂聚集区，特

别是当主梁帽不是平的而是扭曲的预制件时。

此外，通常在重叠的棒材层之间引入玻璃纤维

层。与实验室测试中获得的纯拉挤杆相比，这

降低了主梁帽的机械性能。最后还有重要的一

点是，棒材的刚度也会导致其他问题，而刚度

是棒材具有良好机械性能的原因。在有明显预

弯的模具中放置材料更困难，并且还需确保在

抽真空时材料不会移动。因此，在叶片内自由

放置主梁帽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灌注
第三种选择是向干燥的单向碳纤维布在纤

维运行 0°方向上灌注来生产碳纤维主梁帽。

与预浸料和拉挤棒材相比，由 CF-UD 布和

环氧树脂体系制成的注入层压板在实验室测试

中显示机械性能更低。在设计叶片时，这一点

肯定需要加以考虑。然而所见即所得：实验室

值反映了机械性能，但也可以由此预期真正的

主梁帽。为了实现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机械性能，

模具中优异的纤维排列至关重要。由于 UD 布

比预浸料和拉挤棒材更加柔软，因此必须小心

地从模具上方运行的手推车中取出的材料进行

铺层。

UD织物预浸料的柔软性，即所谓的悬垂性，

并不是只会造成问题。它也使织物比其他材料

更容易适应模具形状，这对于预弯曲、扭转或

两者兼有的主梁帽非常重要。正是这种悬垂性

使设计师能够将主梁帽移动到最适合叶片结构

的位置。这为主梁帽概念提供了更多的设计自

图 2：预浸层压板中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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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包括后缘使用 CF-UD 预浸料。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灌注

自身工艺。CF 织物比 GF 织物更难注

入，因为它们的长丝要薄得多。细丝之

间的空间越小，树脂流量也相应减少。

为了实现像主梁帽这样厚组件的完全湿

化，有三点很重要：良好的 z- 渗透性、

采用潜伏性树脂体系和使用 VAP® 技术

( 图 3)。
所使用的 CF UD 需要具有良好的

z- 渗透性 ( 即透平面 )，以便树脂能够从

整个织物堆栈的底部到顶部穿过所有织

物层，没有任何干燥点。SAERTEX 公

司开发了一种由 50K 纤维制成的 CF UD
织物，可灌注多达 120 层，从而获得约

73 mm的层压厚度 (图 4)。这种增强的 z-
渗透性是通过一种特殊开发的专有缝纫

技术实现的。

此外，使用潜伏性树脂体系也很重

要。这些树脂体系具有较低的粘度和较

长的保温寿命，只要它们保持在适当的

温度，因此树脂有足够的时间渗透到整

个织物层。与其他灌注和树脂体系一样，

必须遵守模具、织物叠层和混合树脂体

系的建议温度。一些潜伏性的树脂体系

也有温和放热过程，这样可以避免固化

过程中出现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 VAP® 技术的使用。

VAP® 膜位于待注入的堆栈和真空袋之

间。这种半透膜将树脂固定在材料堆内，

空气和气体可通过。此外，它有助于树

脂渗透整个材料，并确保树脂均匀分布

在整个零件上。VAP® 工艺的主要优点是

通过灌注预先计算的所需 FVF 树脂量来

控制树脂含量，并且在运行的注射过程

中具有脱气功能，可将零件中的孔隙率

降低到远低于 1%。整个过程安全可靠，

避免了非常昂贵的零件报废。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预浸料

曾经是 CF 主梁帽的首选。然而，由于

它们缺乏悬垂性，保质期有限，而且零

件的孔隙率相对较高，因而它们的使用

正在逐渐减少。

拉挤CF棒材具有较高的机械性能。

如果制造商愿意花钱购买必要的机器，

那它们就是一个有趣的选择。然而，它

们的刚度限制了在主梁帽的位置和形状

上的设计，即叶片设计必须适应这种特

殊的材料 ( 而不是反过来 )。需要解决的

几个工艺问题，如长板的处理，叶片的

定位和集成。

干纤维织物注入 VAP® 膜没有表现

出最好的性能，但较高的机械性能足以

产 CF 主梁帽。VAP® 灌注与标准灌注过

程非常相似，这意味着制造商的过渡非

常简单，仅仅是上架和工艺条件略有不

同。由于柔软的CF UD织物具有悬垂性，

此选项为设计师提供了非常高的自由度，

以生产不同的主梁帽。

下一步是什么？
目前，用 VAP 对干 CF-UD 织物

进行潜伏性树脂浸渍 ® 技术是提供最高

设计自由度和产生最低总体成本的解决

方案。材料和工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正

在进行中，因此，在未来，制造商将能

够在标准的批量生产条件下注入厚度超

过 100 mm 的主梁帽。这将使得为长

度超过 100 米的叶片注入 CF 主梁帽

成为可能。

更多信息：www.saertex.com

图 3：采用 VAP@ 技术灌注的厚
碳纤维层合板的孔隙分析 [IMA]

图 4：（左）87 米长的 VAP 注入主梁帽，
（右）最厚部分（120 层）的侧视图。

样品号：B232/13-L546[B461-L546]

样品

测试
面积

26393
mm2

测试区
孔面积

0.458
mm2

测试区
数量 19 测试区

孔隙率 1.737%

孔洞数 40

统计

数量 40 平均值 88.1933
μm

最小值 201.534
μm

标准
偏差

82.54
μm

最大值 3379.640
μm

绝对
偏差

317.8106
μm

显微镜分析

设备 Nephot32 评价 手动

描述 总面积 =300mm2

孔洞面积 =0.458 
mm2

孔隙率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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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产业正在走向免维护系统
The Wind Energy Industry on the Path to Maintenance-Free Systems

在一个由风能系统和涂层制造商组成的团队中，Covestro 正致力于开发新型原材料，特
别是用于保护风轮叶片边缘的耐用涂层。尤其是海上风电场，需要加强防护以对抗侵蚀，
维护工作更为复杂和昂贵。

Dr. mattHiaS wintermantel, Head of Marke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Coatings, Covestro

风能行业希望开发免维护系统。实

现这一目标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转子叶片

的纵边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下雨天叶片

快速转动时，雨滴高速撞击叶片的边缘

产生了大量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会破坏涂层和内部的复合材料。这种边

缘侵蚀可以使每年的能源性能降低 5%
以上。此外，必须更频繁地维修这些系

统。世界上最大的专注于风能的公共研

究机构，丹麦技术大学下属的财团，目

前正在开展一项名为 DURALEDGE（来

自Durable Leading Edges）的研究项目，

以研究侵蚀机制并开发新涂层以永久保

护转子叶片。

此外，该联盟旨在开发计算模型以

预测边缘保护的表现。科思创作为全球

领先的风能系统和涂料制造商联盟的成

员，是主要的原材料合作伙伴。该公司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可持续能源供应。

使用时间更长，
维护成本更低

该公司正致力于快速开发一种坚固

的专用涂料组合的原材料，它将显著延

长转子叶片的使用寿命，同时还可降低

维护费用和相关成本。能够更经济地使

用风力发电生产可持续能源。

开发未来转子叶片的一个目标是增

加叶片末端的峰值速度。目标是增加到

每秒 90 米以上，以改善风能系统的性

能。这也降低了将风能转换成电能的发

电成本。

关于 DURALEDGE 项目
风力涡轮机叶片侵蚀是目前叶片中最重要的问题，影响到所

有类型风力涡轮机类型和海上运营商。前缘侵蚀可使风力涡轮机

的年发电量减少 5% 以上。

侵蚀对叶片性能的影响包括增加阻力系数，降低升力系数以

获得更大的迎角，以及年发电量显著的损失。

DURALEDGE 项目的目标是通过预测、建模和了解前缘侵

蚀机理，开发新的高耐久性保护涂层和涂层开发指南，提高风力

涡轮机叶片的寿命，降低涡轮机运行期间的服务和维护成本。

DURALEDGE 项目始于 2018 年 11
月，为期三年。该项目从丹麦创新基金

获得1170万丹麦克朗 (约合157万欧元 )
的资助。

更多信息：

www.covestro.com
www.duraledge.dk/the-duraledge-
project  

风能产业的梦想是开发免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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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系于可再生能源——JEC 专家访谈
The Future Lies in renewable Energies-JEC Expert Talk

到 2040 年，收入的增加和新增的 17 亿人口将推动全球能源需求增加四分之一以上。发展中经济
体正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印度。2000 年，欧洲和美国占全球能源需求的 40% 以上，亚洲发展
中国家占 20% 左右，而到 2040 年，这些数字将完全逆转。
据 Bloomberg《2019 年新能源展望》，到 2050 年，风能和光伏发电将占全球发电量的 50%。

根据这项研究，廉价的可再生能源

和电池将从根本上重塑电力系统。

到 2050 年，风能和太阳能

将占电力供应的一半

太阳能发电量将从今天的世界发电

量的 2% 上升到 2050 年的 22%。预计

风力将从 5% 上升到 26%。研究发现，

未来 32 年，新发电资产投资 13.3 万亿

美元，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占 77%。光

伏发电量增加 14 倍，风力增加 6 倍。 
中国仍然是风能和太阳能的最大市

场，到 2050 年，中国将从 8% 增长到

48%，届时，中国将在全球安装 17% 的

光伏发电厂和三分之一的风力发电厂。

2018 年 5 月在德国 Malborn 的 Rhineland-Palatinate 组
装光伏电站。（图片由 Abo Wind 公司提供）

位于德国 Ramstein 的
Rhineland-Palatinate 光
伏发电厂。（图片由 Abo 

Wind 公司提供）

《2018 世界能源展望》指出，前十大电

力公司中有 6 家是中国公用事业：“能

源消费向亚洲的深刻转变，遍及所有燃

料和技术，也感受到能源投资。亚洲占

全球天然气增长的一半，占风能和太阳

能光伏增长的 60%。”欧洲是转型预测

最快的市场：到 2040 年，可再生能源

将覆盖 90% 的风电混合电力、80% 的

太阳能。

VDMA 光 伏 生 产 设 备 部 经 理

JuttaTrube 博士在最近的公告中指出，

与太阳能设备制造商相关的销售增长创

纪录：“去年，太阳能设备制造商的销

售额比上年增长了 8%。核心业务继续

在东亚地区开展，2018 年第四季度，

该地区占总销售额的 81%。该业务的

最大部分在中国（57%），其次是德国

（8%），美国（7%）。2018 年第四

季度最强劲的销售领域是电池（55%），

其次是薄膜技术生产设备（30%）。

10-12 月，德国光伏供应商的出口率达

到创纪录的 91%。”

JEC 与总部位于德国威斯巴登州的

Abo Wind AG 太阳能总经理 Panagiotis 
Sarris 进行了交谈。Abo Wind 成立于

1996 年，是欧洲领先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开发商之一。该公司计划、融资、交付

和维护风电场、光伏设施、沼气厂和混

合能源系统。

Abo Wind拥有 500多名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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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遍及 16 个国家，每年处理超过 3 亿欧元的新项目投资。迄

今为止，约有 700 座风力发电厂、太阳能发电厂和沼气发电厂

的总发电量约为 1.5 千兆瓦。

Panagiotis Sarris：一般来说，我们谈论两种主要的太阳

能发电技术：太阳能热发电，通过热能间接发电，和光伏发电，

直接发电。不过，主要业务是光伏。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在

容量方面的灵活性，可用于个人住宅和公用事业规模的发电厂。

我们对光电现象的理解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爱因斯坦获得诺

贝尔奖。随着2000左右德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性立法的出台，

光伏电站市场开始繁荣起来。私人家庭和大投资者越来越能负

担得起这项技术，这促使该行业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并投入大

规模生产。随着成本稳步降低了 10 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

了发展。近年来，由于运营商通过拍卖或直接向现货市场出售

电力或通过私人购电协议（PPA）获得电价，市场几乎变得没

有补贴。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更好的市场和系统集成。技术成熟，

竞争加剧。除了中国和作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的 EPAC，以

及美国、中东和南非，我们还观察到欧洲的有趣增长，主要是

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存储仍然是未来几年的最大挑战。

JEC 还 与 位 于 Ulm 和 Stuttgart（ 德 国） 的 Baden-
Württemberg 太阳能和氢气研究中心的 Michael Powalla 工程博

士、教授关于该行业的未来前景进行了交谈。

JEC：你是光伏和薄膜太阳能组件方面的专家。你能给我

们概述一下当前光伏和电化学能源技术的发展趋势吗？

MICHAEL Powalla：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储存和分配领

Panagiotis Sarris 电气工程师，理学硕士。

他在 90 年代从事电信业，17 年前进入能源行

业。自 2006 年以来，他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

包括德国、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为光伏行业的多

家国际公司工作。他目前是 ABO Wind AG 太阳能

公司的总经理。

德国机械工程工业协会（VDMA）代表 3200 多家中型

机械和工厂工程部门的公司。该行业在德国拥有 130 万名员

工，营业额为 2320 亿欧元（2018 年），是德国最大的工业

雇主，也是德国工业的主要分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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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体化的
无缝建筑。在斯图加特 ZSW 大楼的正面使用

CIGS 技术生产的薄膜光伏组件就是一个很有吸
引力的例子。（图片由 ZSW 提供）

Michael Powalla 工程博士、教授自 2008 年

起担任 ZSW 董事会成员和斯图加特光伏部门

负责人。他负责整个光伏价值链的研发问题，从

材料研究到模块和工厂技术，再到系统和电网集成。

自 2003 年以来，Powalla 教授也一直在卡尔斯鲁厄

理工学院（KIT）任教。除了担任国际顾问和评估不

同项目外，他还是德国物理学会（DPG）、材料研

究学会、MRS 以及欧洲材料研究学会（E-MRS）的

成员。

ZSW 是由德国 Baden-Württemberg 州与几所大学、研

究机构和商业公司合作于 1988 年建立的。作为一家非营利

性基金会，该公司以顾问的身份帮助政治决策者和专业协会

推动可持续的、气候友好型的电力、供热和燃料项目。促进

了研发成果向市场相关产品的转化。三十年来，ZSW 一直在

积累氢迁移的专业知识。

关于 ZSW

域工作，正在弥合政策、咨询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差距。我们在

Ulm 和 Stuttgart 有两个主要设施。燃料电池和电池的发展是

Ulm 研究的重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快速的发展主要是由电动汽车驱动

的，但也由不断增长的光伏需求。

电池的生产正在迅速扩大。碳纤维增强材料主要用于生产

汽车燃料电池。在燃料电池中，电是通过氢和氧的反应产生的，

水是燃烧的产物。这是一种非常清洁、零排放的方法，可以将

氢气转化为电能，对于汽车行业和移动行业来说是一项非常有

趣的技术，因为其容量远高于电池。燃料电池不仅可以用来为

汽车提供动力，还可以用来为火车、轮船和其他重型车辆提供

动力。日本和亚洲公司在这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 Daimler 等德国汽车品牌致力于这项技术已经有相当

长的时间了，但它们仍不愿涉足大众市场。与电池相比，燃料

电池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提供的范围更广，但是需要一个氢加注

站基础设施，这相当昂贵。因此，这在德国仍然缺乏。

如果以 Mercedes-Benz GLC F-Cell 车型为例，它集成了

两个碳纤维增强油箱，容量为 4.4 千克氢气。氢燃料的里程为

437 公里，满加注需要 1.5 小时。 
到 2019 年底，德国各地将安装大约 100 个公共加油站。

在许多领域里，电动汽车具有真正的意义。以公交车队或市内

护理服务为例，或主要供应商公司。对这些领域来说，这真的

很有意义。此外，一个人平均每天只开 40 公里左右的车。越来

越多的快速电池充电站将使电动汽车的长途旅行在未来更加方

便。不过，对于很长的距离，燃料电池驱动的汽车更适合。数

字化为控制电力治理和监测供需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还对新

的燃料替代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JEC: 你如何展望光伏和储能的未来？

M.P.: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光伏发电量已经达到了 500G
瓦。仅在 2018 年，就增加了 100 千兆瓦。这代表着全球 20%
到 25% 的增长率。总的来说，光伏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

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 10% 的潜力得到了开发。

我们在实施新技术方面太慢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决策者

需要建立一个坚实的框架，以鼓励该行业投资于这些新的能源

收集机会。举个例子，如果你采用电力多元化燃料技术，有各

种各样的政策障碍，阻止快速开发这一有趣的环保技术。ZSW
开发了 P2G® 技术，一种季节性的储存方法，将多余的风能和

太阳能转化为氢气或甲烷，实现气候友好的移动。我们灯塔项

目 -Baden-Württemberg 的目标是生产适合燃料电池汽车的可

再生氢。

更多信息：www.zsw-bw.de/en
位于德国 Baden 州南部 Wyhlen 水电站的“电产气”

工厂。（图片由 Energiedienst/Fol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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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ion现在可以为采用RTM或VAP
工艺制造的高性能复合部件提供成熟的

技术支持。除了为高Tg应用提供合格的

树脂系统——EPIKOTE™ system 600，
Hexion还提供了双组分环氧树脂制造技

术。Hexion还开发了专门的在线分析控

制，以便在加工中的任何时刻都能有效

和准确地控制两种材料的混合比例。在

高性能RTM树脂组合的基础上，Hexion
开发了用于复杂预成型的下一代粘结剂

技术。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

Hexion公司是航空航天和汽车复合材料

航空航天业1K RTM/灌注系统的供应链。 航空航天业2K RTM/灌注系统的供应链。

双组分技术和新定型剂助力航空业
2 Components Technology and New Binders for Aerospace

用于预成型的双组分技术和新定型剂可推动先进环氧基RTM复材解决方案的开发。

PhD K. Gugula, PhD T. Hasson, Ing C. Quinten, PhD K. Yan，Hexion Inc.

行业领先的环氧树脂供应商之一。最

近，公司为符合航空航天应用要求的单

组分（1K）系统和希望通过双组分成型

交付来优化加工的汽车行业之间架起了

一座技术桥梁。因此，Hexion基于其

Epikote™ system 600环氧树脂开发了一

个双组分(2K)系统，用于主结构的RTM
和真空辅助成型工艺。以下介绍将为您

阐述该发展之重要性。随后，我们还将

详细介绍这一新的2K系统，以及Hexion
如何满足航空业OEM对确保混合树脂现

场质量的要求。最后，我们将对织物预

成型工艺技术的最新发展进行综述。

为何RTM工艺
需要使用2K树脂？

在2019年9月13日出版的《复合材料

世界》杂志上，Ginger Gardiner介绍了

模具系统专家Alpex Technologies 公司

（位于奥地利Mils）和空客旗下的复合材

料技术中心（CTC，位于德国Stade）合

作采用RTM工艺来生产复合材料飞机部

件的计划。在航空航天应用中，RTM工

艺传统上来说是一个低压过程，周期按

小时计算。Alpex和CTC的项目专注于开

发高压RTM (HP-RTM)所能提供的自动

化、快速注入和15-20分钟的循环时间。

Jan Schiller（CTC生产系统项目负责人

兼RTM技术负责人）观察到，之前所有

的RTM飞机结构都只使用了由供应商混

合的1K系统，然后由供应商对混合物进

行认证，并确保树脂满足质量要求。“现
在我们正在考虑2K系统，但挑战在于如

何确保混合质量。”他解释道，“预混1K系
统需要冷藏运输存储以防止反应，直到

零件加工。相较而言，2K系统则不仅节

省了这一开销，且可以提供更快的反应

速度及实现更快的加工速度。”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质量保证

(QA)将从树脂供应商转移到部件制造

商。“这个QA要求检测混合比例和混合后

的树脂质量，所以这也包括组分混合后

的QA。”
Hexion是为汽车复合材料HP-RTM工

艺开发快速固化环氧树脂的领导者。公

司在2019年3月于巴黎举办的JEC展会上

发表演讲，称其基于EPIKOTE™ system 
600环氧树脂开发了一套针对航空结构件

RTM工艺的2K系统。

就像预浸料一样，航空业中用于

RTM和灌注工艺的1K系统必须保持低

温，且保质期有限。通过使用2K环氧树

脂系统，避免了这些限制，且降低了相

关成本。我们已经看到2K和高活性环氧

树脂已应用于制造风叶片和汽车复合材

料部件。针对航空复合材料采用这种方

法，需要在向模具注塑前验证混合比例

是否正确。如果不这样做，零件制造商

将面临巨大风险。

如下图所示，2K技术不仅减少了冷

藏和重新加热的步骤，而且还解除了对

装运树脂容器大小的限制。使用1K系统

时，您需要将体积保持在20升以下，并

保证严格的温度，否则树脂可能会在存

储过程中慢慢老化。对于2K系统，标准

的200升桶可在不受温度限制的情况下运

输，从而降低了最终用户的风险和成

本。

分析控制
为了开发这一2K技术，Hexion与两

家德国公司进行了合作——Hübers公司

是一家混合、计量和分配(MMD)设备制

造商；Composyst公司拥有空客专利真

空辅助灌注工艺的独家许可。Hübers在
高性能MMD系统方面享有盛誉，该系统

主要用于电气电子元件制造（如变压器

的铸造树脂和浸渍部件等），而Comsyst
则是空客御用的树脂注射和灌注专家。

通过紧密合作，可以充分了解飞机OEM
在混合树脂加工和质量保证(QA)方面的

需求。

环氧树脂的A、B组分经Hübers设备

精确混合并准备引入模具后，分析控制

开始发挥作用。下图中位于Hübers MMD
系统和真空袋VAP灌注装置之间的黑管是

该分析控制系统的关键部分。这就是一

台实时控制混合比例的分析设备所放置

的地方。Hexion已证明其可以每12秒测

量一次混合比例，但也可以进行更频繁

的测量。事实上，该技术能够连续控制

混合比例，并记录在案。

该系统可进行双重控制：MMD单元

中的正常控制和顶部的预注射分析控

制。Hübers的MMD设备以其精度和准确

性而闻名。它们有一个输送双组分原料

的双泵系统，必须保证准确的体积和温

度，以及应用所需的准确混合比例。在

混合后和注射前，该分析控制单元还会

进行第二次测量，此处可设置目标预

警。如果所测得的混合比不达标，则会

触发警报。然后，系统会将混合树脂排

放到一个单独的容器中，绕过模具，使

其不会进入灌注部件。然后可以恢复过

程并继续注射。

Hexion的后混合预注射分析控制系

统提供一个独立的可溯记录，也可根据

客户的需求集成到MMD单元中。Hübers
的MMD单元可对树脂原料进行彻底脱

气，这也是电子工业所要求的，从而生

产出无空洞或孔隙的应用零件。该系统

还可保证工艺压力的实现和注料是材料

的独立流动。因此，您可以使用这种装

置实现非常好的浸渍，并缩短灌注时

间，同时满足航空业在孔隙率和纤维体

积方面的质量要求。”

更好的加工窗口
由于混合是在静态混料器中完成，且

是在注射前的一瞬间完成，所生成的反应

性混合料拥有更长的适用期（比1K多了近

40%）。更长的加工窗口使得我们能够制

造纤维体积为60%的厚碳纤维层压板。因

为化学结构和动力结构保持不变，所以2K
和1K系统的机械性能相同。

新型预成型定型剂

为了便于采用RTM或灌注工艺来制

造大型复杂复合件，Hexion开发了下一

代定型剂技术来应对此类复杂预制件。

整个技术可分为3个不同产品类别：

● EPIKOTE™ Resin 05311是一种已被认

可的RTM定型剂树脂。它与纤维有良好

的附着力，同时具有良好的储存稳定性

和抗冷流动性。

● EPIKOTE™ Resin 05347是一种坚固的

热熔定型树脂，适用于自动化预制工艺

中的喷涂应用。它同样具有良好的纤维

附着力以及在室温至50°C之间保持粘

性。值得注意的是，可以通过自动纤维/
胶带铺放获得刚性预制件，如Coriolis 

Composites公司专有的自动预制件生产

系统。EPIKOTE™ Resin 05347仅由环

氧树脂和环氧树脂可相容的组分组成，

可与多种Hexion树脂系统无缝集成。

● EPIKOTE TEXFIX™树脂作为新一代预

成型定型剂正在开发中，旨在通过在较

宽泛的温度范围内提供优异的预成型刚

度、活化或交联、对纤维更好的附着力

和优异的热特性来改进标准粉末定型

剂。这些特性的结合将有助于大型复杂

RTM预制件的设计和处理，并提高成品

的热机械性能。

所有E P I K O T E ™及E P I K O T E 
TEXFIX™定型剂树脂都是采用Hexion的
注射树脂进行开发和测试的。

www.hexion.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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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混配计量与真空灌注装置集成的分析控制设备。

展示了采用Hübers MMD设备和Hexion 2K分析控制的灌注装置生产的2mm
厚碳纤维UD层压板。制造了一块纤维体积为60%的2cm厚碳纤维层压板。

Hexion现在可以为采用RTM或VAP
工艺制造的高性能复合部件提供成熟的

技术支持。除了为高Tg应用提供合格的

树脂系统——EPIKOTE™ system 600，
Hexion还提供了双组分环氧树脂制造技

术。Hexion还开发了专门的在线分析控

制，以便在加工中的任何时刻都能有效

和准确地控制两种材料的混合比例。在

高性能RTM树脂组合的基础上，Hexion
开发了用于复杂预成型的下一代粘结剂

技术。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

Hexion公司是航空航天和汽车复合材料

行业领先的环氧树脂供应商之一。最

近，公司为符合航空航天应用要求的单

组分（1K）系统和希望通过双组分成型

交付来优化加工的汽车行业之间架起了

一座技术桥梁。因此，Hexion基于其

Epikote™ system 600环氧树脂开发了一

个双组分(2K)系统，用于主结构的RTM
和真空辅助成型工艺。以下介绍将为您

阐述该发展之重要性。随后，我们还将

详细介绍这一新的2K系统，以及Hexion
如何满足航空业OEM对确保混合树脂现

场质量的要求。最后，我们将对织物预

成型工艺技术的最新发展进行综述。

为何RTM工艺
需要使用2K树脂？

在2019年9月13日出版的《复合材料

世界》杂志上，Ginger Gardiner介绍了

模具系统专家Alpex Technologies 公司

（位于奥地利Mils）和空客旗下的复合材

料技术中心（CTC，位于德国Stade）合

作采用RTM工艺来生产复合材料飞机部

件的计划。在航空航天应用中，RTM工

艺传统上来说是一个低压过程，周期按

小时计算。Alpex和CTC的项目专注于开

发高压RTM (HP-RTM)所能提供的自动

化、快速注入和15-20分钟的循环时间。

Jan Schiller（CTC生产系统项目负责人

兼RTM技术负责人）观察到，之前所有

的RTM飞机结构都只使用了由供应商混

合的1K系统，然后由供应商对混合物进

行认证，并确保树脂满足质量要求。“现
在我们正在考虑2K系统，但挑战在于如

何确保混合质量。”他解释道，“预混1K系
统需要冷藏运输存储以防止反应，直到

零件加工。相较而言，2K系统则不仅节

省了这一开销，且可以提供更快的反应

速度及实现更快的加工速度。”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质量保证

(QA)将从树脂供应商转移到部件制造

商。“这个QA要求检测混合比例和混合后

的树脂质量，所以这也包括组分混合后

的QA。”
Hexion是为汽车复合材料HP-RTM工

艺开发快速固化环氧树脂的领导者。公

司在2019年3月于巴黎举办的JEC展会上

发表演讲，称其基于EPIKOTE™ system 
600环氧树脂开发了一套针对航空结构件

RTM工艺的2K系统。

就像预浸料一样，航空业中用于

RTM和灌注工艺的1K系统必须保持低

温，且保质期有限。通过使用2K环氧树

脂系统，避免了这些限制，且降低了相

关成本。我们已经看到2K和高活性环氧

树脂已应用于制造风叶片和汽车复合材

料部件。针对航空复合材料采用这种方

法，需要在向模具注塑前验证混合比例

是否正确。如果不这样做，零件制造商

将面临巨大风险。

如下图所示，2K技术不仅减少了冷

藏和重新加热的步骤，而且还解除了对

装运树脂容器大小的限制。使用1K系统

时，您需要将体积保持在20升以下，并

保证严格的温度，否则树脂可能会在存

储过程中慢慢老化。对于2K系统，标准

的200升桶可在不受温度限制的情况下运

输，从而降低了最终用户的风险和成

本。

分析控制
为了开发这一2K技术，Hexion与两

家德国公司进行了合作——Hübers公司

是一家混合、计量和分配(MMD)设备制

造商；Composyst公司拥有空客专利真

空辅助灌注工艺的独家许可。Hübers在
高性能MMD系统方面享有盛誉，该系统

主要用于电气电子元件制造（如变压器

的铸造树脂和浸渍部件等），而Comsyst
则是空客御用的树脂注射和灌注专家。

通过紧密合作，可以充分了解飞机OEM
在混合树脂加工和质量保证(QA)方面的

需求。

环氧树脂的A、B组分经Hübers设备

精确混合并准备引入模具后，分析控制

开始发挥作用。下图中位于Hübers MMD
系统和真空袋VAP灌注装置之间的黑管是

该分析控制系统的关键部分。这就是一

台实时控制混合比例的分析设备所放置

的地方。Hexion已证明其可以每12秒测

量一次混合比例，但也可以进行更频繁

的测量。事实上，该技术能够连续控制

混合比例，并记录在案。

该系统可进行双重控制：MMD单元

中的正常控制和顶部的预注射分析控

制。Hübers的MMD设备以其精度和准确

性而闻名。它们有一个输送双组分原料

的双泵系统，必须保证准确的体积和温

度，以及应用所需的准确混合比例。在

混合后和注射前，该分析控制单元还会

进行第二次测量，此处可设置目标预

警。如果所测得的混合比不达标，则会

触发警报。然后，系统会将混合树脂排

放到一个单独的容器中，绕过模具，使

其不会进入灌注部件。然后可以恢复过

程并继续注射。

Hexion的后混合预注射分析控制系

统提供一个独立的可溯记录，也可根据

客户的需求集成到MMD单元中。Hübers
的MMD单元可对树脂原料进行彻底脱

气，这也是电子工业所要求的，从而生

产出无空洞或孔隙的应用零件。该系统

还可保证工艺压力的实现和注料是材料

的独立流动。因此，您可以使用这种装

置实现非常好的浸渍，并缩短灌注时

间，同时满足航空业在孔隙率和纤维体

积方面的质量要求。”

更好的加工窗口
由于混合是在静态混料器中完成，且

是在注射前的一瞬间完成，所生成的反应

性混合料拥有更长的适用期（比1K多了近

40%）。更长的加工窗口使得我们能够制

造纤维体积为60%的厚碳纤维层压板。因

为化学结构和动力结构保持不变，所以2K
和1K系统的机械性能相同。

新型预成型定型剂

为了便于采用RTM或灌注工艺来制

造大型复杂复合件，Hexion开发了下一

代定型剂技术来应对此类复杂预制件。

整个技术可分为3个不同产品类别：

● EPIKOTE™ Resin 05311是一种已被认

可的RTM定型剂树脂。它与纤维有良好

的附着力，同时具有良好的储存稳定性

和抗冷流动性。

● EPIKOTE™ Resin 05347是一种坚固的

热熔定型树脂，适用于自动化预制工艺

中的喷涂应用。它同样具有良好的纤维

附着力以及在室温至50°C之间保持粘

性。值得注意的是，可以通过自动纤维/
胶带铺放获得刚性预制件，如Coriolis 

Composites公司专有的自动预制件生产

系统。EPIKOTE™ Resin 05347仅由环

氧树脂和环氧树脂可相容的组分组成，

可与多种Hexion树脂系统无缝集成。

● EPIKOTE TEXFIX™树脂作为新一代预

成型定型剂正在开发中，旨在通过在较

宽泛的温度范围内提供优异的预成型刚

度、活化或交联、对纤维更好的附着力

和优异的热特性来改进标准粉末定型

剂。这些特性的结合将有助于大型复杂

RTM预制件的设计和处理，并提高成品

的热机械性能。

所有E P I K O T E ™及E P I K O T E 
TEXFIX™定型剂树脂都是采用Hexion的
注射树脂进行开发和测试的。

www.hexion.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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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和2K EPIKOTE™ System 600之性能比较；使用UD Tenax®-E 
HTA40 E13 6K纤维的CF层压板获得的热机械值；固化周期：以

2K/min的升温速率从120°C升高到180°C，并在180°C保持2小时。Hexion现在可以为采用RTM或VAP
工艺制造的高性能复合部件提供成熟的

技术支持。除了为高Tg应用提供合格的

树脂系统——EPIKOTE™ system 600，
Hexion还提供了双组分环氧树脂制造技

术。Hexion还开发了专门的在线分析控

制，以便在加工中的任何时刻都能有效

和准确地控制两种材料的混合比例。在

高性能RTM树脂组合的基础上，Hexion
开发了用于复杂预成型的下一代粘结剂

技术。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

Hexion公司是航空航天和汽车复合材料

行业领先的环氧树脂供应商之一。最

近，公司为符合航空航天应用要求的单

组分（1K）系统和希望通过双组分成型

交付来优化加工的汽车行业之间架起了

一座技术桥梁。因此，Hexion基于其

Epikote™ system 600环氧树脂开发了一

个双组分(2K)系统，用于主结构的RTM
和真空辅助成型工艺。以下介绍将为您

阐述该发展之重要性。随后，我们还将

详细介绍这一新的2K系统，以及Hexion
如何满足航空业OEM对确保混合树脂现

场质量的要求。最后，我们将对织物预

成型工艺技术的最新发展进行综述。

为何RTM工艺
需要使用2K树脂？

在2019年9月13日出版的《复合材料

世界》杂志上，Ginger Gardiner介绍了

模具系统专家Alpex Technologies 公司

（位于奥地利Mils）和空客旗下的复合材

料技术中心（CTC，位于德国Stade）合

作采用RTM工艺来生产复合材料飞机部

件的计划。在航空航天应用中，RTM工

艺传统上来说是一个低压过程，周期按

小时计算。Alpex和CTC的项目专注于开

发高压RTM (HP-RTM)所能提供的自动

化、快速注入和15-20分钟的循环时间。

Jan Schiller（CTC生产系统项目负责人

兼RTM技术负责人）观察到，之前所有

的RTM飞机结构都只使用了由供应商混

合的1K系统，然后由供应商对混合物进

行认证，并确保树脂满足质量要求。“现
在我们正在考虑2K系统，但挑战在于如

何确保混合质量。”他解释道，“预混1K系
统需要冷藏运输存储以防止反应，直到

零件加工。相较而言，2K系统则不仅节

省了这一开销，且可以提供更快的反应

速度及实现更快的加工速度。”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质量保证

(QA)将从树脂供应商转移到部件制造

商。“这个QA要求检测混合比例和混合后

的树脂质量，所以这也包括组分混合后

的QA。”
Hexion是为汽车复合材料HP-RTM工

艺开发快速固化环氧树脂的领导者。公

司在2019年3月于巴黎举办的JEC展会上

发表演讲，称其基于EPIKOTE™ system 
600环氧树脂开发了一套针对航空结构件

RTM工艺的2K系统。

就像预浸料一样，航空业中用于

RTM和灌注工艺的1K系统必须保持低

温，且保质期有限。通过使用2K环氧树

脂系统，避免了这些限制，且降低了相

关成本。我们已经看到2K和高活性环氧

树脂已应用于制造风叶片和汽车复合材

料部件。针对航空复合材料采用这种方

法，需要在向模具注塑前验证混合比例

是否正确。如果不这样做，零件制造商

将面临巨大风险。

如下图所示，2K技术不仅减少了冷

藏和重新加热的步骤，而且还解除了对

装运树脂容器大小的限制。使用1K系统

时，您需要将体积保持在20升以下，并

保证严格的温度，否则树脂可能会在存

储过程中慢慢老化。对于2K系统，标准

的200升桶可在不受温度限制的情况下运

输，从而降低了最终用户的风险和成

本。

分析控制
为了开发这一2K技术，Hexion与两

家德国公司进行了合作——Hübers公司

是一家混合、计量和分配(MMD)设备制

造商；Composyst公司拥有空客专利真

空辅助灌注工艺的独家许可。Hübers在
高性能MMD系统方面享有盛誉，该系统

主要用于电气电子元件制造（如变压器

的铸造树脂和浸渍部件等），而Comsyst
则是空客御用的树脂注射和灌注专家。

通过紧密合作，可以充分了解飞机OEM
在混合树脂加工和质量保证(QA)方面的

需求。

环氧树脂的A、B组分经Hübers设备

精确混合并准备引入模具后，分析控制

开始发挥作用。下图中位于Hübers MMD
系统和真空袋VAP灌注装置之间的黑管是

该分析控制系统的关键部分。这就是一

台实时控制混合比例的分析设备所放置

的地方。Hexion已证明其可以每12秒测

量一次混合比例，但也可以进行更频繁

的测量。事实上，该技术能够连续控制

混合比例，并记录在案。

该系统可进行双重控制：MMD单元

中的正常控制和顶部的预注射分析控

制。Hübers的MMD设备以其精度和准确

性而闻名。它们有一个输送双组分原料

的双泵系统，必须保证准确的体积和温

度，以及应用所需的准确混合比例。在

混合后和注射前，该分析控制单元还会

进行第二次测量，此处可设置目标预

警。如果所测得的混合比不达标，则会

触发警报。然后，系统会将混合树脂排

放到一个单独的容器中，绕过模具，使

其不会进入灌注部件。然后可以恢复过

程并继续注射。

Hexion的后混合预注射分析控制系

统提供一个独立的可溯记录，也可根据

客户的需求集成到MMD单元中。Hübers
的MMD单元可对树脂原料进行彻底脱

气，这也是电子工业所要求的，从而生

产出无空洞或孔隙的应用零件。该系统

还可保证工艺压力的实现和注料是材料

的独立流动。因此，您可以使用这种装

置实现非常好的浸渍，并缩短灌注时

间，同时满足航空业在孔隙率和纤维体

积方面的质量要求。”

更好的加工窗口
由于混合是在静态混料器中完成，且

是在注射前的一瞬间完成，所生成的反应

性混合料拥有更长的适用期（比1K多了近

40%）。更长的加工窗口使得我们能够制

造纤维体积为60%的厚碳纤维层压板。因

为化学结构和动力结构保持不变，所以2K
和1K系统的机械性能相同。

新型预成型定型剂

为了便于采用RTM或灌注工艺来制

造大型复杂复合件，Hexion开发了下一

代定型剂技术来应对此类复杂预制件。

整个技术可分为3个不同产品类别：

● EPIKOTE™ Resin 05311是一种已被认

可的RTM定型剂树脂。它与纤维有良好

的附着力，同时具有良好的储存稳定性

和抗冷流动性。

● EPIKOTE™ Resin 05347是一种坚固的

热熔定型树脂，适用于自动化预制工艺

中的喷涂应用。它同样具有良好的纤维

附着力以及在室温至50°C之间保持粘

性。值得注意的是，可以通过自动纤维/
胶带铺放获得刚性预制件，如Coriolis 

Composites公司专有的自动预制件生产

系统。EPIKOTE™ Resin 05347仅由环

氧树脂和环氧树脂可相容的组分组成，

可与多种Hexion树脂系统无缝集成。

● EPIKOTE TEXFIX™树脂作为新一代预

成型定型剂正在开发中，旨在通过在较

宽泛的温度范围内提供优异的预成型刚

度、活化或交联、对纤维更好的附着力

和优异的热特性来改进标准粉末定型

剂。这些特性的结合将有助于大型复杂

RTM预制件的设计和处理，并提高成品

的热机械性能。

所有E P I K O T E ™及E P I K O T E 
TEXFIX™定型剂树脂都是采用Hexion的
注射树脂进行开发和测试的。

www.hexion.com/zh-CN
关于HEXION

我们是高等化学品的先锋公司。高等化学旨在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

问题。它是基于一代又一代的发明和协作铸造而成的。致力于实现安全制造和

社区参与。这种强有力的化学潜力无限，能够创造未来，也将其作为己任。这

是负责的前进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负责任的化学品公司”。



20

解决方案  Innovation Solutions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1.6

复合材料构建真实建筑
Building Reality with Composites

在历史上，建筑业可能是最早使用复合材料的行业之一。

这方面的一个完美例子就是，土坯房的墙壁在过去和现在都是

采用捏土技术建造的，这是一种将天然纤维和泥土混合在一起

的技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019-2024 年全球复合材料市场

的 JEC 观察家报告显示，建筑在消费量上排名第二，其次是运

输 (26% vs. 28%)。复合材料在该领域的市场渗透应该会加强，

因为这些材料为建筑设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正在向

低能耗结构过渡。

例如，从改进混凝土配方的结构加固到装修，复合材料有

可能融入到建筑的每个部分。它们可以在屋顶中找到，在那里

它们的防腐性能提高了结构的抗风暴能力，也可以在地震支撑

中发现，这增加了地震地区建筑物的安全性。它们还通过作为

3D 打印解决住房问题
虽然为一个四口之家建造房屋的平均完工时间需要 6 到 9 个月，但总部

位于美国 Texas 州 Austin 的 Icon 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速度是原来的 200 倍，

仅需一天就可以完工。

该公司使用一种称为 Vulcan 2 的超大型 3D 打印机来完成这一壮举，该

打印机高 11.5 英尺，宽 33 英尺（打印高度 8.5 英尺，宽 28 英尺）。

喷嘴以大约每秒 5 至 7 英寸的速度连续注入 Lavacrete II，Lavacrete II
是专门为该应用开发的组分。

该混凝土属于环氧聚合物混凝土类，在配制过程中加入添加剂，其抗压

强度为 6000psi。它是专门为抵御与天气有关的重大灾难而设计的。

这一过程由四至六人组成的工作人员监控。Icon 计划推出 800 平方米的住宅，价格为 4000 美元。Icon 希望通过此方案有效

地解决住房问题。www.iconbuild.com

用纤维增强塑料来建造更坚固更耐用的桥梁
欧洲的桥梁制造和桥梁建造公司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桥梁租赁公司，拥有

25000 多吨的模块化设备，储存在欧洲各地的 7 个快速部署储备库中。在过去

几年里，纤维增强塑料领域的技术发展相当可观。完全由复合材料制造的桥梁以

及混合结构（钢桥和玻璃纤维增强桥面板）复合材料桥梁或复合桥面板可通过真

空注射工艺（VARTM）制造。自行车桥和人行天桥的桥面采用拉挤、挤压和侵

入技术制造。这导致了直到最近才可能实现的桥梁构建应用。与钢或混凝土桥梁

相比，无论是在每年的使用成本方面，还是在抵消方面，投资都极具吸引力。

www.jansonbridging.com

装饰元素在众多装饰应用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复合材料

有助于更有效地保护公共场所。因为他们的小足迹使得加强弹

道细木工元素不是那么突兀，而定制可以使得它们完美融入装

饰中。

土木工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这些先进材料在降低

维护成本和整体建筑完工时间方面发挥了作用。为了适应紧迫

的工期，施工中使用的含有复合材料的半成品可以事先准备好，

并以“随时可用”的形式直接在现场组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它们对加固现有结构（如桥梁、公路和铁路交通）的贡献。再次，

它们使结构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如今，复合材料在这一领域

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它们也可能成为建造新设施的主要材料，

几乎可以完全取代标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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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杆改善建筑抗震
日本被称为易受地震影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建筑保护必须通过具体的设计和施工过程来实现。由于

有多种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Komatsu Seiren 纺织实验

室与建筑师 Kengo Juma 和 Ejiri 结构工程师合作，选择

将碳纤维作为抗震加固材料。

碳纤维束有助于加固建筑物，并在地震中保护建筑

物。材料坚固，也是当今世界上可选的最轻的材料。

CABKOMA 杆是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它们是在

夹层中采用碳纤维，同时外层用合成纤维和无机纤维覆

盖。最后在热塑性树脂中浸渍完成。www.kkaa.co.jp

复合材料应对任何情况
armod 设计和开发了模块化复合建筑，用于学校、

家庭和自然灾害后的应急住房。全天候，绝缘设计包括

门、墙、屋顶和模塑家具。它们是一种全复合解决方案，

在尺寸和设计上都很灵活，提供优质的耐腐蚀结构。这

些模块化房屋由复合材料制成，重量轻，易于安装，比

传统现场建造所需时间少 50-60%。这些模块化的建筑隔

热性能优异，可以降低供暖和制冷成本。

玻璃纤维建筑壳体耐候、可注塑、耐霉菌、无腐蚀、

抗化学品，并防紫外线。靠喷射清洗很容易清洁建筑内外。

如有必须修补的部分，工艺也很简单，无需专家。

https://blog.karmod.eu

订购链接     www.jeccomposites.com/e-store

€275
(VAT Excl.)

 何为 JEC观察家  

JEC Composites 中国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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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P为攀爬机器人减负并提高其可靠性
CFRP Lower Mass, Improve Reliability of Climbing Robots

来自 International Climbing Machines（ICM）公司的机器人非常适合穿越人类难以穿越或危
险的表面，如桥梁和公路立交桥、罐体和塔体、船舶和飞机、风力涡轮机、水坝和工厂 / 炼油厂。
为了提高机器人底盘的机动性和坚固性，公司采用了由 ALLRed 公司 DragonPlateTM 材料生
产的 CFRP 组件来取代铝合金。

在过去的 15 年里，ICM 公司运用

其专业知识生产出创新、受专利保护的

攀爬机器人。当需要对早期设计的机器

人进行减重时，已熟知先进复合材料诸

多好处的 ICM 总裁 Maggio 将目光转向

了当地的 DragonPlate™ 公司，后者提

供设计和工程服务，并生产高性能碳纤

维增强塑料（CFRP）部件。CFRP 部

件的使用，将机器人的重量减半。

另一个好处是，与早期的铝设计相

比，高精度碳复合材料结构还提高了可

靠性和再现性（R&R）。ICM 公司生产

的小型攀爬机器人，灵活、耐用且易于

部署，由地面上的一名操作员进行遥控

操作。得益于 Maggio 开发的一种用于

真空的“滚动压力密封垫”专利，当这

些机器人攀爬在墙壁、天花板，并穿过

诸如螺栓头、焊缝和钢板等障碍物，或

在不平坦或高度弯曲的表面上移动时，

它们看起来似乎不受重力的影响而不会

失去抓力。在不携带工具时，标准攀爬

机器人的重量为 45 磅（20 公斤），长

约 24 英寸，宽约 21 英寸（61 厘米 x 
53 厘米），高约 9 英寸（23 厘米）（至

安装工具的平台顶部）。此外，这些机

器人还可携带重型有效载荷（高达 50 磅

/23 公斤），包括可互换的附件，如摄像

头、仪表、超声波测试设备、探地雷达、

油漆 / 涂层 / 粘合剂涂抹器、激光器、刷

子、切割机、研磨机或喷砂器 。二次真

空可有效收集废物。

人为干预的多功能替代品
这些机器人非常适合穿越人类难以

Andy MorABito, Marketing Manager, ALLRed & Assoc., Inc.

将叶片从塔架上拆下。如果你安装了刷

子、研磨器或喷砂介质，机器人就可以

清除铅漆或表面腐蚀。然后，如果你安

装一个压力辊或喷涂器，机器人可以重

新喷涂它们刚刚清洗过的表面。Maggio
先生相信，这些机器人最终将成为紧急

情况下帮助人们逃离着火建筑的重要工

具。相对其他同类产品来说，它们更为

经济且轻质，不带工具的情况下，成本

仅为 6 万 -7.5 万美元。

ICM 的攀爬机器人正在检查风力叶片。（图片由 Sam Maggio 提供）

穿越或到达的危险表面，如桥梁和公路

立交桥、罐体和塔楼、轮船和飞机、风

力涡轮机、水坝和工厂 / 炼油厂。因此，

它们使人类不必在狭窄的空间或危险的

高处工作，也不必暴露于重金属等毒素

或放射性、化学、生物或爆炸剂中。他

们可以进行无损评估（NDE）和测试

（NDT），例如在地震后检查水坝和桥

梁的应力裂缝，或评估水箱的涂层厚度，

或对风力涡轮机叶片进行小修，而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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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CM 公司

关于 ALLRed 公司

公司于 2001 年 4 月成立，总部位于纽约州伊萨卡市，专注于研发小型遥控

设备，可攀爬垂直表面，特别是带有螺栓头、焊缝、板和其他现场常见障碍物的

表面。这些遥控装置几乎可以到达任何垂直或倒置的表面，而且由于它们是在地

面上安全操作的，它们可以防止人类暴露在危险的高度或有毒环境中。ICM 这一

面向市场的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地公共、私人和政府机构执行和进行高

空作业的方式。

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总部位于纽约州埃尔布里奇。现在是一家私人控

股的多元化公司，设计和制造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完整组件。公司通过其

DragonPlate™ 制造服务部门，使用先进的复合材料生产各种形状和复杂结构，

生产量从单一原型到数万个单位，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服务——通常使用专有

的工艺和设备。DragonPlate 可为业内提供极为广泛的产品线，包括现成的碳复

合材料形状和组件。

为了保持多功能性，必须将机器人

重量控制在 60 磅（26 公斤）以下，才

能确保足够大的真空压力，使得机器人

与垂直或架空墙壁之间紧密接触。另一

个早期的问题是，最初 ICM 是使用铝制

底盘在施加真空压力下翘曲的，以确保

与顶部表面的垂直连接。Maggio 先生和

他的团队求助于 DragonPlate 公司的工

程师重新设计底盘。”DragonPlate 团

队非常成功地减轻了底盘的重量，替代

了我们一直使用的铝制系统，因此我希

望他们能重新设计上部结构，将工具固

定在机器人顶部，最后是过渡杆和前钩，

如果电源中断，前钩将机器人连接到系

绳上，“Maggio 回忆道，”我总是能从

他们那得到有力的支持。” 
Allred & Assoc 公 司 的 总 裁

J.B.Allred 回忆说，“我们非常喜欢参与

这个创新项目的发展。”Allred & Assoc
公司是 DragonPlate 的母公司。“Sam
非常专注，对自己想用机器人完成的任

务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理解。我们非常善

于与人们合作，帮助他们将碳纤维复合

材料应用到他们的应用中。我们的两个

团队在每个组件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密

切合作，以确保结构组件尽可能轻，但

能够承受高负载。我们继续密切合作，

采用 Dragonplate 碳纤维增强环氧复合材料制造的底盘。

寻找改进设计的方法，以提高性能和降

低成本。”

从铝到碳材料的转换
Dragonplate 公司的技术人员利用

各种碳复合材料和工艺生产各种组件。

所有零件均采用碳纤维增强环氧复合

材料制造。有些部件是用单向、平纹

和斜纹织物预浸料（均为标准模量、

3K 和 12K 纤维丝束）制成的，这些预

浸料是真空袋模制的或通过加热液压

机高度固结而成的，以制造非常坚固

和坚硬的板材。该小组还使用树脂传

递模塑（RTM）的预制件和制造碳纤

维编织。由于某些部件的独特形状，

它们随后被加工并与 Dragonplate 的

库存形状结合在一起。构成上部结构

一部分的“大炮”是最复杂的组件之一，

具有复杂的核心，使部件极为坚硬，

但重量很轻。对于机器人结构的关键

部件来说，从铝合金到碳复合材料的

转变带来的好处之一是尺寸变得更具

可重复性和可复制性，机器人的表现

也更为一致。“当我们使用铝制框架

底盘时，还处于我们最初开发的早期

阶段，我们希望在该阶段能够快速灵

活的调整设计，”Maggio 先生解释说，

“然而，一旦过了原型期，将所有关

键结构部件都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

确实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一致性，大

大节省了我们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时

间和麻烦。”

更多信息：www.icm.cc
http://allred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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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导海上风能
Taming the Offshore Winds

2019 年 8 月，Makani 在一个漂浮平台上演示了其 M600 发明的侧风飞行。这一以风筝为灵感的
最新原型提供了一种新型发电方法，将风力涡轮机通过高强超轻碳纤维绳索系在地面塔台上。这
是一个创新的展示，以促进风能的利用和最小化海上风力发电项目的环境足迹。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风能的使用有

可能为世界提供超过 100 倍以上的电力，

但这种能源目前只生产了全球电力的

4%。Makani( 夏威夷语，意为风 ) 是一

家位于加州的美国公司的名字，该公司

成立于 2006 年。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使

用风筝冲浪启发的翅膀来革新海上发电。

常规海上技术的局限性
有数百万人居住在距离海岸线不到

25 英里（40 公里）的地方，那里的风

力稳定而且强劲，足以用来发电。依靠

固定在海床上的风力发电厂的传统技术

面临一个问题：2/3的沿海海底要么太深，

Makani 的机载风能技术集成了航空航天工程、
材料科学和自主控制方面的进展。

要么不适合建造这种结构。因此，出于

经济和地理原因，这些区域被排除在外。

但正是在这些区域，Makani 的翅膀展现

了他们所有的潜力。

风筝冲浪，
从运动转化为能量

Makani 的加州人从 2006 年起就开

始制作风筝冲浪帆，他们想出了一个主

意，要改造他们的产品用来发电。他们

的第一个原型是由织物制成的，类似于

风筝滑板设备。最初的测试显示该装置

在操纵性和控制方面有局限性。他们决

定改用刚性帆的设计，这种设计可包括

板载转子，能利用高空的强风驱动磁电

机发电。整体设计原型逐渐从标准的风

筝帆板转向小型、坚固的飞机。

2016 年 12 月，经过 8 代原型机的

研制，该团队推出了一款新型、适销对路

的碳纤维风筝，它看起来像一架微型喷气

式飞机。对于它的首次飞行，结果是积

极的 :M600 型飞机 26 米的翼展可以产生

600 千瓦的电力（比以前的原型飞机多

30 倍），或者足够为 300 户人家供电。

第二次试飞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进行，

证实了已接近成功。Makani 的 M600 模

型被认为是可靠、稳定和有生产力的，使

用漂浮底座还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因为

不需要在沿海海床上植入水下锚。

碳材料来治导风能
Makani 的解决方案是将刚性气动机

翼固定在其基座上。旋翼最初的作用是

将风筝从基座升到空中。风把它带到最

高海拔 1000 英尺 (305 米 ) 的地方，在

那里，它开始像普通风筝一样，不借助

任何发动机，以系留侧风飞行方式绕圈。

空气使位于机翼前缘的旋翼旋转。

这些装置驱动产生电流的磁铁电机 / 发
电机，电流可通过系留电缆传输到基座，

然后到达地面电网。

机载电脑控制和引导风筝的飞行，

以便优化方向，即使在高湍流，也可引

导它回到基地。由于风筝的外壳大部分

是由碳纤维制成的，所以风筝很轻，可

以起飞并停留在空中。这种材料的强度

特性也有助于确保飞机的飞行稳定性和

可控性能。

更多信息：https://makani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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