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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国内 放眼世界
输出复材新价值
——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成功举办
■本刊记者

何熹

2019 年 9 月 3 日~5 日，
“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

碳纤维、芳纶纤维、玄武岩纤维、天然纤维及其制品，

料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隆重举办。本

各类新型树脂及添加剂，拉挤、缠绕、喷射、模压、热压

届展会展出面积 5.3 万平方米，参展商数量达到 666

罐、真空注射RTM设备及技术等，全方位展示了复合

家，实际到场观众人数为 16157 人，总人次达 60406

材料各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趋势。

人次。作为国内复合材料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会，中国

今年，中国巨石是本届展会的赞助商之一，一如

国际复材展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为行业打造了国内

既往地呈现了一系列高端玻纤产品，吸引了众多参展

外复合材料行业展示舞台及专业权威交流平台，担负

观众的驻足和交流。中国巨石总裁、巨石集团董事长

起服务于行业、引领行业发展的使命。

兼CEO张毓强率领销售研发精英团队参展，展台整体

作为纤维复合材料权威媒体之一的全国玻璃纤维

以白色为基调，展台上方偌大的屏幕向来往参展观众

专业情报信息网每年都会亲历中国国际复材展现场，

展示着巨石形象，旁边古典韵味的中式屏风作为点缀，

准确地记录下展会的盛况，及时地捕捉行业企业所展

展示了中国企业的文化底蕴。本届展会，巨石主推风

示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面貌，专业、深入地分析行
业发展的新动向。

展商风采——各展所长 大放异彩
参展商作为展览会的主体，是每届展会最吸引眼
球的部分。参展范围涵盖复合材料全产业链，涉及各
种原材料、工艺设备和复合材料制品，包括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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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高压管道用等热固性产品，相较以前，这些产品在

泰山玻纤展台运用超大曲面LED屏，通过精心设

性能与客户使用上都有很大提升，进一步满足了客户

计的视频动画展示了“CTG”品牌产品在汽车、风电、

的需求。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作为全球玻

电子、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诠释了“为材料

纤行业的龙头企业，巨石一直坚持以信得过的产品质

增强，为生活提质”的使命与担当，成为复材展现场备

量和高效优质的客户服务说话。

受瞩目的焦点。在主推产品方面，泰山玻纤重点展示
了Comtex复合纤维、S-1 HM高性能纤维、磨碎纤维、
耐碱纤维及制品等一系列工艺成熟、性能稳定的创新
产品，体现了泰山玻纤在产品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等
方面的不懈追求。

欧文斯科宁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别样世界 ：更智
能、更环保、更高强、更轻质。要抓住复合材料世界的
明天，就必须把握点滴改变的今天。欧文斯科宁始终
寻求材料的创新突破，以赋予产品新的性能和新的应

此次重庆国际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推的低介

用。欧文斯科宁致力于开发更低气味的产品，推出了

电玻璃纤维，是一种介电性能优异的特种玻璃纤维，

最新产品SE4818 直接纱，适用于长纤维以及连续纤

具有介电常数（Dk）低和介电损耗因子（Df）低两大

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LFT/CFRT）工艺。通过合理

特征，广泛应用于电磁波和高频电子领域。CPIC是国

的配方设计，在不改变产品工艺性和力学性能的前提

内首家量产低介电玻璃纤维的供应商，是该领域的技

下，它能改善粒子的气味。此外，欧文斯科宁还展示

术引领者。HL产品采用全新玻璃配方设计，以及不同

了其Ultrablade X和 Ultrablade HE高模量、高性能

于传统玻璃纤维生产的特有全电熔窑炉技术，产品处

玻纤产品，以满足风电行业不断增长的对更长、更强、

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助力 5G工业应用和物联网发展。

®

®

更轻风机叶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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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强玻纤、风电叶片、立体编织物、中空特色复材、

势参与竞争角逐 ；
我国的威海光威、中复神鹰、台塑等

玻纤成套装备技术等代表性成果，获得了国内外专业

企业也各有侧重，在多项关键技术、关键装备上均取得

观众的广泛关注。中材科技南京玻纤院的 5G美化天

重要突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高强度、高

线罩还荣获本届复材展创新产品奖，5G美化罩由中

模量、智能化将成为碳纤维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

材科技南京玻纤院在国内首次研制出的中空 3D织物

同时，各种树脂基体材料也通过制品展示了其性

复合成型，产品透波率达 90%以上，可广泛应用于 5G

能及应用方面的优势，热塑性复合材料仍旧是大热的

通讯、气象预报及信号探测领域。此外，中材科技的

产品门类。各种配套机械设备也在往更加高端、更加

Sinoma85.6 海上低成本全玻纤大叶片也在本届展会

先进的方向发展。复合材料行业总体呈现出智能化、

的创新产品展示区精彩亮相。

多元化、绿色环保的发展趋势。

国际车用复合材料创新体验日——
放眼世界 把握主流
复材展同期举办的“国际车用复合材料创新体验
日”活动，包括第三届“国际车用复合材料创新研讨
会”
、
“国际车用复合材料创新体验区”及“国际车用复
合材料网络展示平台”三大内容，集中展示世界范围
内汽车复合材料产品和技术应用的集大成者，与观众
分享汽车领域的创新材料及成型工艺的最新研究成
果，展示国外先进车用复合材料、技术与设备开发的
协同创新能力，使国内观众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国际主
流车用复合材料的发展方向，从而精准定位并推动我
此外，四川威玻、山东玻纤、长海股份、江苏九鼎、
邢台金牛、重庆三磊、江西华源等国内知名玻纤企业

国车用复合材料的快速合理发展。
法国Inovev、奥迪汽车（Audi）
、德国弗劳恩霍夫

也有精彩的表现。玻璃纤维作为技术成熟度高，性价

化学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 ICT）
、法雷奥（Valeo）
、

比好的增强纤维，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恩格尔（Engel）
、迪芬巴赫（Dieffenbacher）
、克劳斯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市场环境日益严峻，市场

玛菲（KraussMaffei）和HRC先进复合材料技术中心

的竞争可能也会随之进一步加剧，此外从 2018 年以

（ACTC）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及企业的资深专家带来

来的新增产能还在逐步释放，目前玻纤产品价格承压，

精彩演讲，内容涉及提升BEV车辆启动和抗噪性能的

行业面临供需失衡的问题。

复合材料下车身设计，灵活、低成本的混合复合材料

除了玻璃纤维之外，碳纤维、芳纶纤维、石英纤维、

量产工艺，提升复合材料生产效率的最新技术、先进

玄武岩纤维和天然纤维也是卯足了劲各展所长。尤其

汽车复合材料工艺技术的发展趋势、连续纤维坯料生

是碳纤维，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展会上得到了淋漓尽

产线，及碳纤维SMC片材的应用案例等轻量化创新解

致的展示。日本三大碳纤维巨头依然是世界碳纤维市

决方案，为中外观众展示全球汽车复合材料行业发展

场发展的主力，而且都采取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不断

的最新动态。

整合优势资源 ；欧美企业也不断利用其应用和技术优

“国际车用复合材料创新体验区”通过图文展

2019 年第 5 期 玻璃纤维资讯

03

S

特别报道
PECIAL REPORT
创新产品角逐原材料、应用、工艺与技术设备三大类
奖项。本次活动，无论在展品数量、质量，还是技术水
平、应用领域，较往年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毕克助剂带来全球首款自由基固化体系碳纤维偶
联剂 ；航天海鹰展示了国内首件通过无损检测的大尺
寸国产高模碳纤维复合材料管型承力梁 ；中材叶片的
我国海上叶片中最长、兆瓦等级最大、适用风区最高
的叶片，中复连众目前全球 3.X MW最长风轮直径的
LZ76-3.X碳纤维结构风机叶片争奇斗艳 ；
国内唯一具

板、动态视频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面向公众展示

有机织中空 3D织物关键研发技术核心专利群的南京

了法国佛吉亚（Faurecia）的复材部件组装车模和电

玻纤院的 5G天线罩和宽频/毫米透波球形天线罩技术

动车顶盖部件，德国Bodo Moeller公司的引擎盖和板

含量极高 ；
赛史品威奥国内首创的SMC皮卡后斗是国

簧，德国Covestro（科思创）公司的电动汽车轮辐，

内唯一商业化量产的SMC后斗 ；
上海玻钢院国内首次

阿科玛（Arkema）公司的压力容器和车门面板，德国

用于海上发射运载火箭的复合材料保温仓、上海波客

弗劳恩霍夫化学技术研究所的电池备用外壳，英力

国内唯一一个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且获得中国航空学

士（Ineos）公司的碳纤维部件和托盘演示件，雪铁龙

会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的新一代航空复合材料结构

（SPA）公司的车门加强件等 20 余件海外汽车复合材

和强度快速迭代设计平台、上工富怡已占据全球自动

料创新产品。
此外，国际车用复合材料网络展示平台还展示
了未能到会展示的 450 余件汽车复合材料创新部件

布线机市场份额 70%的龙门结构全自动布线机等几
十件展品汇集一堂，集中展示复合材料创新产品的优
秀代表，让业内人士流连驻足、大饱眼福。

产品。

高层论坛——权威分析 经典解读
创新产品展示——推陈出新 锐意进取
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与中国国际
创新是一个行业快速发展、不断进取的源泉，也
是“中国国际复材展”多年来秉持的发展理念。本届
展会的创新产品展区共汇集了来自 45 家企业的 51 件

复材展再度联手举办第五届“碳纤维及先进复合材料
的创新应用与发展”高层论坛。
论坛邀请了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
副理事长郅晓、国家碳纤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徐
樑华、JEC复合材料杂志主编Frédéric Reux、中冶建
筑研究总院国家工业建构筑物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副总工程师杨勇新，以及苏州华特时代碳纤维有限公
司研发中心主任邸娥梅分别就“国家新材料产业技术
预测”
、
“我国碳纤维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分析”
、
“全球复合材料行业市场价值及发展趋势概览”
、
“碳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与发展”
，及“碳
纤维复合材料的设计对产品制造和成本的影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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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DFM、DFC使得碳纤维材料更具备竞争力”等发表
主旨演讲，为业内人士带来一场关于碳纤维复合材料
创新应用与发展的头脑风暴。

“上纬杯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复合材料设
计与制作大赛——激扬青春、
放飞梦想

随着全球纤维复合材料产业的蓬勃发展，纤维复
合材料边角废料、报废产品、服役期满产品等回收与

9 月 4 日下午 3 时，中国复材展新闻发布区举行了

再利用解决方案、产业化的实现、相应法规政策、标准

盛大的颁奖仪式，2019“上纬杯”第五届全国大学生

与认证体系、收集与处理模式、再到回收与再利用复

复合材料设计与制作大赛圆满落幕。
“上纬杯”比赛

合材料的各种创新应用及国内外市场发展现状，受到

展现出了当代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动手实践能力，切

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纤维复合材

身的体验和理解复合材料的设计理念。

料再生分会联合中国复材展组委会，于同期举办首届
“纤维复合材料回收与再利用”高层论坛。
本届论坛聚焦我国复合材料回收与再利用产业政
策、行业现状、技术发展前景等核心问题，剖析我国复
合材料回收与再利用行业发展的问题与挑战，探讨多
领域创新回收解决方案及产业化之路，由中国物资再
生协会纤维复合材料再生分会秘书长张荣琪、上海交
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纤维
复合材料再生分会常务副会长杨斌、河北省无机非金
属材料重点实验室主任/河北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

“上纬杯”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复合材料设计与制

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封孝信、台湾永虹先进材料股份有

作大赛吸引了 30 所高校的 64 支队伍参赛，大赛以

限公司总经理王智永、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陕西

“复合材料吸能柱”为题，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原

龙宾立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程焕全、山东

则下，经过角逐，华东理工大学一队获得复合材料吸

龙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泽晓等业内专家、学者、

能柱竞赛一等奖，东华大学CCAC三队和同济大学 2

企业家分别就“我国纤维复合材料回收落地现状及后

队获得复合材料吸能柱竞赛二等奖，同济大学 1 队、同

市场开发需求”
、
“ 碳纤维复合材料回收再利用现状及

济大学 3 队和中山大学强人队获得复合材料吸能柱竞

前景分析”
、
“ 利用玻璃钢废弃物制备建筑陶粒和沥青

赛三等奖。

路面材料的研究”
、
“ 微波热解技术在碳纤维复合材料

在优秀海报评比中，西北工业大学卓新队获得一

回收的产业化应用”
、
“ 聚合物复合短切纤维的制备与

等奖、武汉理工大学 1 队获得二等奖、西安航空学院二

新型建筑材料应用技术”
、
“ 退役风电机叶片回收处理

队获得三等奖。同时，在网络评选中南京晓庄学院天

再利用建设项目”等主题带来复合材料回收与再利用

工开物队获得最佳人气奖。

最前瞻性的报告。
“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创办至今，见证了中国复合材料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复合
材料行业也将以此平台为窗口，在行业转型升级的当下，向全世界展示复合材料技术、市场和价值的中
国风采。中国复合材料产业在国际市场格局不断变化、我国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会有更
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成果输出也必将超乎展会本身，彰显复合材料产业更深远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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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复合材料开启轻量化新时代
■本刊记者

贺林竞

复合材料由于其质量轻、强度高的特点，越来越

量和体积性能。

多地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复合材料替代金
属等传统材料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鉴于近年来节能
减排和轻量化趋势的倡导，复合材料在汽车、航空航
天等需要减重增效的领域大显身手，以提高相关终端
产品的综合性能。
电池盖

车用复合材料潜力可期
在提高燃料效率和减轻车身重量的需求下，车用
复合材料在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
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少展商都展示了相关应
用，在电池件、板簧、保险杠、车门、车顶、发动机罩盖、
仪表板、尾翼等部件上使用复合材料以提高部件强度
的同时减轻重量。
·复合材料电池部件
在汽车各部分的结构件中，使用纤维复合材料作

汽车电池组-结构板

山东双一科技推出了SMC工艺电池盖。该产品
实现了大尺寸电池盖的轻量化，产品厚度约 2mm，重
量低于 7.5kg，既体现了复合材料部件高强轻质的性
能特点，又满足车用部件的指标要求。

为原材料的电池部件比较受欢迎。
法国佛吉亚公司重点展示了复合材料在汽车电
池件上的应用。其电池盖使用热固性树脂，用玻璃纤
维作为增强材料，用模压工艺进行加工。SMC的上
部外壳提供具有自适应厚度的结构性能，高度适应大
型电池组和复杂形状。其电池组-结构板采用芳纶
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具有轻量化、体积小、高
性能和成本低的优势。佛吉亚全电池外壳为BEV和
PHEV提供优化的包装解决方案，寻求同类最佳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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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汽车壳体。该产品为玻纤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注塑

固的位置进行准确有效的加固，便可以打造更轻的结

成型获得的电池壳部件，材料密度低，部件生产集成

构，这种技术大大改善了车身设计，如减轻车身重量、

性高，简化工艺，降低成本，适合批量生产。

改善耐用性、提高刚性和改善冲击性能。CBS可以提
高汽车NVH性能相关的连接件和组件的刚性，同时也
可以实现组件的整体性和优化承重设计。

·复合材料板簧
复合材料板簧的冲击性能优异,抗疲劳性能也较
金属板簧较高，因此复合材料板簧如今也受到了生产
商的青睐。

·热塑性后尾门模块
对运动型多用途车和越野车需求的持续增长，加
之全球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已促使许多汽车制造商
开始采用轻量化的热塑性后尾门模块。美国麦格纳在
热塑尾门进行了创新，采用注塑成型和粘结剂粘结加

惠铂新材料科技公司的玻纤复材板簧利用快速固

工，具有轻量化、成本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低油耗

化环氧树脂与HP-RTM工艺，较钢板簧减轻 85%，自

等优势。由于SUV和跨界车的销量高，全球尾门市场

动化预成型效率高、树脂固化速度快、工艺周期短，且

正在爆炸性增长。全新 2019 款Jeep Cherokee跨界

材料成本低，适合批量化生产。

车就使用了麦格纳热塑性尾门模块。

德国BODO MOLLER CHEMIE公司的GFRP板簧
使用玻璃纤维进行增强，混合树脂粘度较低，浸润性

·GFRP赛车后翼

较好，易操作，产品柔韧性好，已经实现量产。

速度和安全性是赛车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而复合

·复合材料车身

材料可以在减轻重量的情况之下，又能提高耐用性，

L&L Products公司在汽车、商用车应用领域内的

因此赛车生产商也十分重视对复合材料的使用。美国

结构性增强件及复合材料部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Innegra公司的GFRP赛车后翼用于一级方程式赛车。

位。此次展会上，L&L Products重点展示了复合材料

Innegra是一种高度耐用纤维，与碳或者玻璃纤维结合

技术中的结构增强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复合材料车身

使用，将Innegra材料应用于关键部件可为零部件增加

解决方案，L＆L CBS增强材料在车辆结构中对需要加

更多的耐用性和抗冲击性，使赛车的安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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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碳纤维SMC片材
明安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高性能碳纤
维SMC复杂结构实验件充分考虑了未来汽车行业加

·复合保险杠
东丽展示了用于雷克萨斯RC-F的复合保险杠，

强筋等各种应用的工艺复杂性，采用明安公司碳纤维

该产品使用T700S/#2300 快速固化型预浸料，用铝

SMC片材，使用快速固化环氧树脂以及乙烯基酯树脂

BumpRP内侧的手工铺层，固化炉固化粘结成型。针

配方制造而成。在 70%左右的铺盖率下，两种碳纤维

对冲撞时产生的张力，使用CFRP材料补强。与加厚铝

SMC片材都可以实现充分的波动，并能够完整脱模。

材补强相比，增加重量控制在 20%，适用于要求短时

该产品的强度和模量等性能大幅提升，由于减少了人

间内完成加工成型的汽车部件的快速固化预浸料。

工及设备投入，成本显著降低。

·SE4818 低气味玻纤粒子
为了完善用户的驾乘体验，降低汽车内饰气味一
直是汽车行业追求的目标。欧文斯科宁作为原材料
供应商也一直致力于开发更低气味的产品。SE4818
直接纱就是欧文斯专门针对此需求而开发的适用
于长纤维以及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LFT/
CFRT）工艺的最新产品。通过合理的配方设计，在
·碳纤维复合材料汽车过滤盒总成

不改变产品工艺性和力学性能的前提下，它能改善粒

恒瑞开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汽车过滤盒总成结

子的气味，已被证实能达到复合材料汽车内饰件低气

构复杂，刚度和强度能够满足动力强劲车型的要求。

味的标准。第三方的气味评估结果显示 ：基于Q/JLY

该产品结合运用了预浸料模压、真空袋模压、碳纤维

J7110538D-2018 标准，玻璃纤维的气味可以达到

SMC和热压罐工艺 4 种工艺制造而成，达到国际先进

6.0 ；基于PV3900(2000)标准，气味结果为 3.5。该产

水平。该过滤盒重量不足 1kg，目前已在沃尔沃高端

品用于改性粒子时对气味的改善也得到了下游客户的

车型应用，市场前景广阔。

认可，客户反馈基于PV3900 的标准，通过多次验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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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粒子的气味等级基本可以下降 0.5 左右。该产品与
聚苯烯有优异的相容性，由欧文斯科宁采用享有专利
技术的Advantex E-CR玻璃制成，耐腐蚀性能优异。
SE4818 特别适合于有低气味需求的汽车内饰件应
用，同时也适合于其他需要低气味的应用。

同时在满足传统合金钢波形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
重量。该系统不局限于复合材料波形弹簧的正向受
力，使波形弹簧的侧向同时受力，充分发挥了其结构
目前复合材料产业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现在

特点。

也正是汽车需求量不断增长的阶段，复合材料在汽车

·Divinycell芯材

上的应用可解决目前汽车行业所面临的轻量化需求，

作为聚合物泡沫芯材和三明治夹芯复合材料解

使得复合材料得到了汽车领域极为广泛的关注。

决方案的领导者，戴铂（Diab）为航空航天领域供应
材料超过 30 年，其产品能优化生命周期成本和降低

复合材料助力航空航天发展

环境影响。戴铂展示了Divinycell芯材，这是一种适用
于航空航天应用的理想芯材，尤其适用于商用飞机的

航天航空领域对产品的稳定性、重量和强度有极

内饰件，Divinycell是少数能提供超凡热释放性能的夹

高的要求。随着新一代航空航天飞行器，特别是如波

芯材料之一，符合商用飞机内饰的全球规范要求。它

音 787、空客A350 等民用客机的需求日益增多以及环

还在高温的传统真空袋压工艺和树脂导流工艺中表现

保问题的日益突出，复合材料成为解决上述问题较好

良好，尤其适合自由形状部件，可应用于雷达罩、行李

的解决方案，这也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箱、休息舱、座椅壳体等。

航空航天用复合材料在本届复材展上同样占有一席之
地，展商们致力于展示先进复合材料在高精尖领域的
使用。
·复合材料波形弹簧座椅防坠撞系统
安全性是航空航天领域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复合
材料在航空航天部件上的防撞性就成了生产商最关注
的问题。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展示了一种复合材料波
形弹簧座椅防坠撞系统。该产品首次将复合材料波形
弹簧飞机座椅的减震设计。与其他弹簧相比，复合材

·L-9007 发泡粘结剂技术

料波形弹簧具有可铺设面积大、抗疲劳性等优异性能，

L&L Products专为航空航天市场研发的技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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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打造更轻量、更坚固的飞机内饰，主要用于减震

蜂窝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

和提高局部结构性增强。其展出的L-9007 发泡粘结

用，一直以来都是航空航天尖端工业青睐的优质结构

剂技术主要用于各种蜂窝芯材的精加工。此外，这些

材料。苏州芳磊蜂窝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展示了一种飞

粘结剂还可方便地用于边缘密封和转角处增强。根据

机舷窗蜂窝板，该产品使用玻纤预浸料，芯材密度为

所选的固化周期，L-9007 膨胀率为 120%。该粘结剂

48kg/m3，厚度为 3mm，其重量仅为 2.3kg，保障了其

技术已获空客、FACC认证。

强度重量比和刚性重量比，具有优良的抗压、抗弯、轻
质等性能。

固瑞特是领先的航天级预浸料的开发者。这些材
料拥有多样的特性，可以提供优良的机械性能，并且
满足最高的针对于火、烟、毒性(FST)和热释放的国际
防火(JAR/FAR)保护条例要求。固瑞特展示了一个典
型的A380 高性能客机地板，其正是采用固瑞特的环
氧预浸料系统EP137。该系统为低烟密度环氧体系，
其热/湿稳定性得到改善，与夹芯材料有优异的结合性
能，可在室温下存储 15 天。

航空航天作为高精尖领域，对新型材料同样有着
巨大的需求。在追求轻质、高强、耐用的材料的大环
境之下，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同样具有巨大的发
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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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更轻、更强：
风电叶片材料不断突破
  ■本刊记者

何熹

根据相关机构预测，2019 至 2050 年全球发电资

高性能玻纤产品，以满足风电行业对生产更长、更强、

产新增投资将达到 13.3 万亿美元，其中风电占比最高，

更轻风机叶片不断增长的需求。这对增强风能行业的

约为 40% ；
到 2050 年风电、光伏两类可再生能源发电

竞争力、延长复合材料的使用寿命从而支持新能源的

量占比接近全球发电量一半，其中风电占比由 2018 年

应用至关重要。在本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材料工业技

的 5.5%增长至 26%，成为全球主体电力之一。

术展览会上，欧文斯科宁推出了新的风电用增强材料。

通过加大风轮叶片长度增加扫风面积，增加低风

其中，Ultrablade® X是欧文斯科宁为实现叶片更

速下的发电效率已经成为风电行业的趋势，全世界的

轻更长打造的玻碳混杂织物解决方案，是公司的专利

风机制造商竞相制造更长的风机叶片以捕捉更多风

技术。这款织物在不改变灌注工艺的前提下能够结合

能。叶片的风能捕捉效率与叶片长度的平方成正比，

玻纤和碳纤的优势，提供更好的力学性能如模量以及

而叶片的质量与叶片长度的 3 次方成正比，这就导致

疲劳性能，适用于叶片主梁的应用。

长度增加的同时，叶片重量增加的更加显著。质量的

此外，Ultrablade®HE是欧文斯科宁为提高叶片的

大幅度增加会给叶片的设计带来很多难题 ：主梁帽与

灌注效率而推出的大克重织物，该产品可以显著降低

蒙皮之间分层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叶片的固有频率与

铺层时间和人力成本，降低树脂消耗，最终为叶片客

旋转频率更加接近，叶片的运输与吊装难度大幅度增

户提高效率且节约成本。

加，机组需要承受更大的载荷等。
如何在增加叶片长度的同时，避免叶片质量的大
幅度增加成为目前风电叶片制造业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无疑对风电叶片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刚刚成
功举行的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
上，有不少优秀的企业都展示了其用于风电叶片的创
新产品，也深刻地反映了风电领域对更长、更轻、强度
更高的叶片的不懈追求。

欧文斯科宁 ：玻碳混编织物为更长、
更轻叶片提供解决方案
欧文斯科宁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研发高模量、

中国巨石 ：超大风力叶片用纱 390
中国巨石在本届展会的技术讲座中介绍了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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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模量风力叶片用纱E8-390”
。390 风电纱采用E8

年 4 月，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CPIC

玻璃料方，产品模量达到 95GPa，其特点是毛羽少，具

聚氨酯织物灌注新研制的 2.2 兆瓦世界最长新型高性

有更优异的使用工艺性能，具有更快的浸穿速度和优

能聚氨酯树脂体系风机叶片在其株洲光明工厂下线。

良的浸透效果，更高的 90 度拉伸强度，还具有极佳的

这批叶片经过远景现场验收并实现了批量交付，终于

耐老化和耐存储性能和更优的层压板力学性能，其复

从聚氨酯叶片试验实现了商业化销售。

合材料的强度可提升 20~30%，适合制造超大兆瓦级
的风力叶片。
此前，由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自主研制的海上风电
叶片S84 在连云港顺利通过全尺寸静力测试。该叶片
长达 84 米，是全球最长的纯玻纤风力叶片，使用中国
巨石专属定制的 390 超高性能玻璃纤维，结合了中国
恒石专业织造工艺制造。

风机叶片轻量化和大型化是风电领域发展的趋
势，未来随着风电上网标杆电价不断下调，风电平价时
代渐行渐近，成本压力也促使行业寻找新材料替代的
途径。传统的环氧树脂材料在风电叶片上的大规模应
用已超过 30 年，但随着低风速风电开发的兴起，风机
叶片越做越长，环氧树脂材料叶片在价格、工艺等方面
的瓶颈已经显现。聚氨酯材料的优势在于 ：机械性能
好，具有比环氧树脂更低的粘度和更好的流动性 ；
放热
峰低于环氧树脂，可以降低树脂放热对泡沫芯材的影
响；
能更好地与玻璃纤维进行结合，具有更好的长期抗
疲劳性能。这些优势使得聚氨酯材料能制成更轻更长
的风机叶片，带来更高发电效率并降低发电成本，因此
聚氨酯叶片替代部分环氧叶片成为了一种趋势。
未来随着CPIC的TMII玻璃的升级，浸润剂配方
468GS、469LG和 467W的开发，以及F11 线全球最大
高模量生产线的投产，CPIC风电产品在产品性能、产
品质量、生产效率上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CPIC ：聚氨酯叶片已实现批量交付

泰山玻纤 ：高模玻纤助力风电叶片
大型化发展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在风电纱领域一
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产品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客户的

通过提高原材料的性能来实现叶片质量的减轻是

批量使用，风电纱也是CPIC一直以来的拳头产品。今

一条有效的途径，高模玻纤成为各玻纤厂商的开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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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ma85.6 叶 片 适 用 于I类 风 区、6.45MW/8 MW系
列海上锋利发电机组，是大功率的全玻纤海上叶片。
Sinoma85.6 叶片完全自主设计开发，是当时我国海上
叶片中最长、兆瓦等级最大、适用风区最高的叶片，产
品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点。泰山玻纤的HMG高强高模玻纤和S-1HMTM粗纱
正是用于风电叶片的主打产品。
HMG玻纤是一种高模量高强度玻璃纤维，其拉伸

设计技术方面，从外形设计到模具工装设计，均
考虑叶片族的设计理念 ；采用玻璃纤维环氧树脂体

强度达到 2700~2900MPa，拉伸模量达 88~90GPa，

系，降低材料成本 ；结构型式采用蛋壳式单层蒙皮设

与传统的E玻璃纤维相比，具有更高的抗拉强度、弹性

计技术，降低叶片设计重量和叶片成本。

模量、抗冲击性能、耐化学腐蚀性以及耐疲劳强度，在
大功率风电叶片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叶片性能方面，基于海上高盐雾浓度、易腐蚀特
点，进行气动设计 ；基于海上运行环境与海上维护成
本高的特点，采用先进的防腐技术与避雷技术来提升
叶片在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
工艺方面，主梁层数是全玻纤叶片产品系列里层数
最多的；
一体灌注工艺，是公司工艺技术的又一突破。
该叶片在气动设计、结构设计、叶根预埋技术方

S-1HMTM粗 纱 集AGY S-Series®玻 纤 工 艺 与 泰

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正在模具生产阶段。

山的丰富制造经验，以满足风能市场的高端需求。专
有的玻璃配方设计使性能达到最佳，同时兼具大批量
生产及经济性制造。与传统E玻纤相比S-1HMTM粗

中复连众 ：LZ76-3.X国产碳纤维
结构风电叶片

纱的拉伸模量高达 90GPa，提高了 20%，即在不增加
重量的情况下叶片可以更长，亦或在同等长度的叶片

中复连众展示的LZ76-3.X国产碳纤维结构风电

下减少其重量 ；其抗拉强度提高了 50%，能承载更高

叶片，长 75.8m，最大弦长 4.7m，叶尖预弯 4.5m，重量

负荷 ；抗疲劳能力提高了 10 倍，可以提高产品的可靠

18.3t，是目前全球 3.X MW最长风轮直径的叶片。适

性，并降低风场业主的总成本。

用于平原、高原、山地、低风速等多种路上风场 3.XMW
风力发电机组。

中材科技 ：Sinoma85.6 海上低成
本全玻纤大叶片

该产品主梁采用部分碳纤维结构设计，采用预浸
料工艺成型。以国产碳纤维预浸料为原材料，综合利
用了碳纤维高模量、高拉伸强度和玻璃纤维高压缩强

在 本 届 展 会 的 创 新 产 品 展 示 区，中 材 科 技 展
示 了 其Sinoma85.6 海 上 低 成 本 全 玻 纤 大 叶 片。

度的特点，很好地平衡了减重效果和成本增加的矛盾。
叶片减重 15%，成本上升 10%，但整机综合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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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10%，达到了预期效果。
中复连众完成了该产品的首件试制及全尺寸静
载测试，测试应变及变形满足《GL-Guideline 2010》
和《IEC 61400》标准规范要求。同时，该产品已于
2019 年 4 月获得了国际权威认证公司TUV-Nord的认
证。该产品为中复连众自主研发制造，已申请 1 项发
明专利。
目前，该产品已获得了金风科技 100 套订单，配套
金风科技GW155-3.3MW风力发电机组，已经于 2019
年 4 月在新疆哈密挂机，并在今年 6 月份并网运行。

为目前国内长度最长的风电叶片。
B910A型叶片主要配套公司 7MW等级海上风力
发电机组，适用于多种风区环境。采用气动性能优异
的翼型族，运用先进的理论设计气动外形，有效降低
叶片载荷 ；结构上采用高性能纤维增强材料，配合全
新的结构形式，有效降低叶片重量 ；防雷系统采用双
回路雷电流通道，通过对叶片防雷系统全方位仿真分
析和实物测试，充分验证防雷的可靠性，有效降低叶
片遭受雷击的风险。该叶片具有气动性能优异、载荷
低、可靠性高、综合性能好、扫风面积大、风能利用率
高等特点。

91 米！国内最长风电叶片下线！

B910A型叶片的成功下线，标志着东方风电在
7MW等级叶片研发制造领域，率先冲破单支长度 90

9 月 4 日，复材展第一天，风电行业又传喜讯。由

米关卡，实现了海上风电叶片自主品牌的历史性突破，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自主设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再次验证了东方风电在大功率海上风电叶片的研发设

产权的B910A型叶片在天津叶片公司江苏生产基地成

计、制造实力，树立了做强做优做大风电产业又一重

功下线。该叶片长 91 米，刷新了国内最长的纪录，成

要里程碑，将有力助推中国海上风电发展。

2019 年 5 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确定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
价改为指导价，同时下调 2019 年陆上风电指导价至 0.34~0.52 元/KWh、下调 2020 年陆上风电指导价至
0.29~0.47 元/KWh。政策同时明确 2019~2020 年新核准项目要在 2021 年底之前并网，否则国家将不再
补贴，这也会加速新核准项目的转化速度，加剧 2019~2020 年“抢装”热度。2019~2020 年有望迎来新一
轮风电“抢装潮”
，装机规模或逼近 2015 年高点，对叶片行业及叶片材料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利好期。
2018 年我国新增装机平均功率 2.2MW，较 2007 年的 1.06MW提升了 108%，大型化趋势明显。预计
到 2021 年风电叶片主要以 55~59.9 米的为主，60 米以上的叶片占比达到近 30%。在叶片大型化趋势下，
叶片的载荷和重量不断增大，轻量化、高强度、低成本成为未来风电叶片的发展方向，也为原材料制造商带
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高模量玻纤、碳纤维等新材料需要不断实现自身性能的突破，从而满足风电叶片更
长、更轻、更强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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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复合材料
在建筑和基建领域应用前景可期
■本刊记者

张逸筠

纤维复合材料因其具有耐高温、耐酸碱、自重

装配式建筑是目前建筑行业大力推广的技术，

轻、高模量等优点，更好地契合了当前建筑工程对新

FRP保温墙体连接件是此类建筑中的关键部件。FRP

型建筑材料的需求，也有助于提高建设工程的施工效

保温墙体连接件由外部套管及内部杆体组成。套管

率，为建设工程解决了很多难题，在建筑和基建领域

材质是聚乙烯，方便定位、施工 ；内部杆体为玻纤增

得到了广泛应用，前景良好。

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品，形状与钢筋相仿，与水泥

在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

结合力强，螺纹深度及螺距可依用户需求在一定范围

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纤维复合材料企业对其建筑和基

内调整。该产品强度高、性能好，主要强度性能达到

建用创新性产品进行展示，充分展现出中国复合材料

或超过欧美同类产品，可替代进口应用于夹心三明治

行业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景象。

保温外墙和叠合式剪力墙。目前该产品已在国内多
家施工工程单位获得应用。

FRP保温墙体连接件
威海无境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是自主研发与生产
制造FRP保温墙体连接件的生产实体，十多年专注于
FRP纤维增强螺纹筋和GRP全螺纹锚杆杆体拉挤成
型制造技术和生产装备及专用设备的创新研发制造。
在此次展会上，该公司推出其主导产品——FRP保温
墙体连接件。

FRP保温墙体连接件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 ：
·抗拉强度、抗弯强度、层间剪切强度、弹性模量
及弯曲模量等力学性能远超同类产品 ；
·玻璃纤维占体积质量 75%以上，显著提高了产
品的力学性能 ；
·通体螺纹构造，一次成型 ；
·有效提高产品与混凝土的结合力
·降低了能耗，提高了安全可靠性，延长了工程
寿命。

聚氨酯复合门窗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与浙江德毅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出一款集保温、承载、耐火
功能于一体的连续玻璃纤维增强聚氨酯复合材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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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聚氨酯保温耐火窗。
聚氨酯保温耐火窗为采用无碱玻璃纤维增强聚
氨酯复合材料上产的聚氨酯门窗型材，通过闭模注射
拉挤工艺成型，集保温、承载、耐火于一体，能够很好
地兼顾耐火性能和保温性能。该产品可广泛应用于
防火等级较高的建筑物窗框领域。目前，聚氨酯保
温耐火窗已在国内众多项目上广泛使用，应用前景
良好。
聚氨酯保温耐火窗主要有三大创新点 ：
·聚氨酯树脂的特性，确保其拉挤复材的纤维含
量达 80%，大大提高了型材的力学性能。向火面遇
火时，型材的表面处理层与表层聚氨酯材料相继燃
烧，由数百万根玻纤束构成防火墙的层层帘障能有
效减缓燃烧向室内侧蔓延。尽管向火侧逐渐升温至

纤节能门窗导热系数为 0.114W/m·K，是铝合金的

800℃以上，此类非金属承载型材可以降低往背火侧

1/1300，所制成的门窗真正做到了门窗“全断桥”。

的传热 ；同时玻纤还未液化，留有较好的力学承载能

此外，复合材料耐气候性很强，耐酸耐碱，在临海的

力维持框体结构，避免变形过量产生缝隙。

环境下还能耐盐雾。同时，该门窗VOC排放几乎为

·新一代水性环保聚氨酯涂料，专门用于玻纤增
强聚氨酯型材表面的装饰和保护。
·局部增强设计与无机密封材料在实现耐火增
强的同时，对保温性能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此外，亨斯迈聚氨酯（中国）有限公司也推出了
节能增效的聚氨酯复合材料产品——聚氨酯玻纤节
能门窗。

0，这有效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VOC排放，大大改善
了生产环节里的空气质量，同时也降低了使用端接触
VOC的风险。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良好的性能给使
用者带来实际的好处，复合材料门窗的比较优势也突
显了出来。
聚氨酯玻纤节能门窗强度高，气密性、水密性、
抗风压、隔声性能均十分出色，并可制成超大面积高

这种聚氨酯玻纤节能门窗也采用玻纤增强聚氨

视野门。此外，该门窗采用了资源和能源友好型材

酯复合材料，替代了断桥铝合金和PVC型材等门窗

料。据测算，如果把中国需要改造的既有建筑门窗和

材料，与传统的铝门窗和PVG门窗相比，聚氨酯玻

新增建筑门窗全部换成欧洲标准的聚氨酯节能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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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4.2 亿吨，相当于中国全年
煤炭总量的 20%，大力促进节能减排，促进未来低碳
环保生活。

Tenax®碳纤维在建筑中的应用

重，一种新的方式是使用格栅构筑物进行加固，格栅
构筑物可以浇灌喷射混凝土，此方式的使用量正在迅
帝人集团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高性能纤维、化学

速增加。碳纤维不会腐蚀生锈，因此碳纤维混凝土层

品、复合成形材料、医药、家庭医疗、IT等业务的集团

可以减薄很多，因为没有钢芯需要考虑防腐，这样极

企业。

大减少了建筑物的混凝土使用量，同时还附带其他益

在此次展会上，帝人集团展示了Tenax 碳纤维

处，譬如减少成本，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干燥时间等。

及相关制品Tenax 碳纤维预浸布、Tenax 碳纤维编

此外，Tenax®碳纤维也是推动创新的动力。可

织布、带等的独特性能及其在建筑、汽车、风电等领

用于屏蔽电磁干扰，因为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可以传

域的应用。

递楼宇参数信息，成为智能楼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

®

据报道，由帝人集团Tenax®碳纤维制成的复合
板已经用于荷兰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馆的正面
和新翼的顶棚。Tenax®碳纤维与复合层压板中的乙
烯基酯树脂结合，形成具有PIR泡沫芯的复合夹层结
构的外皮。据报道，Tenax®碳纤维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收缩，与膨胀树脂不同，它确保了板材的最小热膨
胀，同时提供结构稳定性。
Tenax 是将以聚丙烯腈（PAN）为主要原料的
®

特殊PAN纤维经耐火处理、碳化、表面处理后生产出

SMC材料用于住宅设施用和市政工程

来的碳纤维，因其具有耐腐蚀性、抗药性等特征，且

江苏富利德航通新材科技有限公司，由江苏富仕

强度极高、柔软易铺，在土建领域用途十分广泛，常

德科技发展（集团）企业控股投资设立而成。公司主

被用作建筑补强材料，可用于修补加固建筑物，使其

要从事以“高新技术复合纤维为主导”与“特种功能

如同全新建筑物。

性高端复合材料”相关的新材料的科研、开发、生产。

碳纤维层压板可广泛用于提高楼板和柱子的承

其自主研究开发的很多产品被广泛应用在航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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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工、核电、电子通讯、交通工具、新能源、建筑、
石化、海工、环保、电力等高科技领域以及其他特殊
领域。
此次展会上，公司对其住宅设施用SMC材料、市
政和工程用SMC材料等主要产品进行了展示。
SMC材料是玻璃钢的一种，主要原料由SMC专

浴墙板、室内天花板、净化槽、化粪池、窨井盖、高架
路花盆、隔音板等。

用纱、不饱和树脂、低收缩添加剂，填料及各种助剂
组成。SMC具有优越的电气性能、耐腐蚀性能、质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土

及工程设计容易、灵活等优点，其机械性能可以与部

木建筑工程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保证

分金属材料相媲美，因而广泛应用于住宅设施、市政

建筑物的舒适安全，还要满足能源节约、环保美观等

工程等领域。江苏富利德推出的住宅设施用和市政

要求。而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可以达到这些标准，将

工程用SMC材料，具有尺寸稳定性好、表面光洁度

其用于建筑和基建领域中，可以发挥其本身的优势，

好、耐候性好、安装方便、强度高、韧性强（含碳纤维、

高效完成建设工程，推动我国建筑和基建行业的健康

玄武岩纤维）等性能特征，可用于生产卫浴底盘、卫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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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创造美好生活
■本刊记者

郑佩琪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

料制造的体育器材、休闲用品均有展出。

提高，体育休闲已经逐渐深入人类生活中，成为人们

三菱化学集团

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促进了体育休闲产品和日常消费

三 菱 化 学 集 团 携 带PYROFILTM短 切 碳 纤 系 列

品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对体育休闲产品提出了更

产 品 在 今 年 的 中 国 国 际 复 合 材 料 展 览 会 上 亮 相。

高的要求，也对生产体育休闲用品的原材料带来新的

PYROFILTM短切碳纤维是用高性能大丝束碳纤维生

挑战。相比于木质、金属等传统材料，纤维增强复合

产而成的高性能短切纤维。产品具有多种型号，可适

材料为体育休闲用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

用于ABS、PC、PBT、PA、PPS、POM、PPE等不同品种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具有轻质的特点。

的树脂体系。

人们在使用体育器材锻炼的时候，轻质有助于使

PYROFILTM短切碳纤维作为增强材料，可显著提

用者更好地发挥水平。像球拍类、球杆类、滑板类等

高材料的强度和模量、耐磨性和润滑性以及抗疲劳和

器材的轻质可以为运动者带来方便 ；帆船、赛车等需

抗蠕变性能，同时由于其热膨胀系数小，成品尺寸稳

要借助动力的机械类体育器材的轻质，可以大大减少

定性高，因而所制成的复合材料可设计性极高，这些

动力要求，节约燃料。而复合材料在这方面有不可比

优势使其颇受休闲体育用品的青睐。

拟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运动轻便性。

三菱化学在本次展览会上展出了棒球棍、射箭箭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良好。

头、滑雪杆、自行车框架、高尔夫球杆等碳纤维复合材

其强度、弹性、韧性、耐腐蚀性皆是材料界的“佼

料制品，它们都具有轻质、耐磨、时尚的特点。

佼者”
，这与体育器材使用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力学性能
不谋而合，因此是体育用品制造的绝佳材料。不仅如
此，复合材料易加工、可塑性强，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材
料的设计局限，将产品打造得更加时尚美观，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使用者的体验感受。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环保性能更好。
可持续性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词，复合材料的
环保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育器材的成本，对环境
也更加友好。
在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上，

碳纤维棒球棍、射箭箭杆  

碳纤维滑雪杆、冰球杆

复合材料在休闲体育行业大放异彩，各类使用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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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自行车框架
专业竞赛型碳纤维自行车

通过加入TUBALL单壁碳纳米管，在冲击强度
的测试当中，车架的落锤高度从原来的 360mm提高
到 480mm，轮圈的冲击变形量从 0.2 降低到 0.04，
大幅度提高了冲击韧性。同时，车架重量减轻了近
200 克。
由于单壁碳纳米管可以有效地提高复材的力学性
碳纤维高尔夫球杆

能，因而对冲击性能要求较高的头盔、球拍等碳纤维
制品市场，TUBALL单壁碳纳米管提供了更先进的材

OCSiAl公司
总部位于卢森堡的跨国科技公司OCSiAl在第 25

料选择。

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展览会上展示了单壁碳纳米管在
复合材料和纤维制品领域的最新解决方案。
单壁碳纳米管在复合材料应用的优势主要为两
点 ：提升机械性能以及抗静电。OCSiAl在本次展会
重点推介的新品是专为碳纤维制品机械性能增强、
减重而全新研发的碳纤维复材解决方案 ：TUBALL™
MATRIX 212 beta。该产品是含 2.31%的单壁碳纳米
管分散体，可广泛应用于复合材料领域。

碳纤维头盔

除此之外，OCSiAl公司推出的TUBAL™ MATRIX
301/204 ：
一系列基于单壁碳纳米管浓缩液，可用作复
合材料的导电添加剂。在不影响产品原始颜色或机械
性能的情况下，可赋予复合材料持续稳定的导电性能。
适合于SMC、缠绕、RTM、拉挤等工艺。这款色泽鲜艳
的玻璃纤维滑梯所用防静电彩色胶衣即是一个典型的
碳纤维自行车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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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体育用品

Dreamatex系列碳纤维让黑色不再是碳纤维的唯一
儿童玻璃纤维滑梯

选择，以技术突破受限，令碳纤维编织布在保有绝对的
高质感、高稳定性的情况下，变化出各种梦幻色调。据

台湾电缘股份有限公司（TEi）

介绍，TEi目前可以实现粉红色、紫色、粉蓝、粉绿等多彩

InterLight系列碳纤维材料是台湾电缘股份有限

缤纷的色系，让世人看到，碳纤维极致的色彩演绎。

公司（TEi）在本次展览会上的主推产品，相对于传统
碳纤维材料，其重量减轻了 20%以上，且不破坏甚至
超越纤维材料的原有特性。

TEi展位的显眼处展示的InterLight系列材料打造
的冰球杆轻质且坚固耐用。
可实现的碳纤维色彩

展览会上展出的脚蹼产品就不再局限于单调的黑
色，让人眼前一亮。

复合材料冰球杆

碳纤维脚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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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碳纤维，TEi还生产玻璃纤维、芳纶纤维、混
编纤维等材料，展位上展出了各种纤维编织布制成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还可制成乐器，这款排箫的音质
就很出众，且产品可复制性好，可成批制造。

鞋垫，轻质耐磨且色彩鲜艳。

碳纤维排箫

青岛现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现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展位上陈列了各种
贴近生活的玻璃纤维制品、碳纤维制品等复合材料制
品，吸引很多观众驻足欣赏。
各种纤维布编织鞋垫

这些外型美观且色彩多样化的大提琴盒、鞋子、滑
轮、高尔夫球包、钱包、雨伞等皆是复合材料的“杰作”
。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展会上也展出
了很多有趣的复合材料制品，其中不乏我们日常用品
的身影。
由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刚性好，不易折断，并且
具有时尚高端的外形，因而可以制成精美耐用且颇有
复合材料大提琴盒     纤维编织高尔夫球包

纹路质感的书签。

纤维编织鞋        复合材料滑轮鞋
碳纤维书签

碳纤维复合材料重量轻、耐腐蚀的特点显著，制
成的车载烟灰缸便于携带且寿命长久。

纤维编织钱包

山东中航泰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中航泰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碳纤维车载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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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手机壳、雪茄盒、卡夹虽然只有小巧的体积，
但碳纤维赋予了他们极高的质感。

制品。

   碳纤维手机壳

碳纤维旅行箱       碳纤维电脑外壳
                碳纤维卡夹
   碳纤维雪茄盒

其中这个迷彩色的收纳盒很吸睛，它不仅拥有碳
纤维复合材料轻质耐磨的优点，而且还可以通过特殊
碳纤维机器人手臂

工艺呈现特色花纹的外观。

广州聚欣盈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聚欣盈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纤维材料箱包、琴盒等生活用品研发、生产的企业。
在本次复材展上，聚欣盈也是充分展示了纤维复合材
料在休闲体育和生活用品领域的广泛应用。
从玻璃纤维琴盒、碳纤维球拍，到芳纶纤维旅行
箱，这些复合材料制品无一不体现重量轻、耐冲击、强
度好的优势。

碳纤维收纳盒

我们不难看出，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不再局限于
遥远的风电能源、航空航天，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些展出案例中可以发现，复合材
料已经占据了休闲体育和生活用品的很大市场，并且
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基础，得到更多人的选择和肯定。

复合材料琴盒、背包     复合材料旅行箱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对
产品使用的要求和品味只增不减，而复合材料恰恰顺
应了发展的浪潮，必定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让我们
一起期待吧！

碳纤维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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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

锐意进取

——第 25 届中国国际复材展创新产品奖

2019 年 9 月 3 日中国国际复材展在上海世博展

抗冲击性能，成型效率高，加工周期在 1~2min以内。

览馆隆重开幕。今年中国复材展走过了 25 个春秋，作

可集成更多的功能和模块，节省了多个子部件的生产

为展会的重头戏，创新产品评选的颁奖仪式顺利结束。

安装以及多道焊接工艺，进一步降低了门系统总成的

经过角逐共有 12 件产品从 45 家参展商带来的 51 件

重量成本和装配工作量。

展品中脱颖而出。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创新点 ：

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刘标为颁奖仪式致词。

本产品适用于模压注塑混合一体成型，模压注塑
混合成型技术是创新轻量化的工艺方案，与传统普通

1.产品名称 ：
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有机板

注塑相比最高可减重 40%左右。
力学性能更优，铺层结构设计更灵活。

参展单位 ：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浸渍效果优秀，力学性能显著提高。
自动化程度高、连续生产、人工成本低、生产能耗低。
目前，该产品已在新福特福克斯门基板、新福特
福克斯水箱防护板、东风汽车工具箱等汽车部件上实
现量产。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2.产品名称 ：光固化纤维增强复合片材及其施工
技术
由广州金发开发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预浸片复

参展单位 ：
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合制成的有机板（Organo-sheet）
，可与纤维增强改

该产品是在“华昌聚合物-美丽坚”在役油罐内

性塑料一起采用模压/注塑一体成型的方式加工成混

衬修复技术基础之上，将光固化树脂基体和玻纤进行

杂结构，用于汽车门基板、防撞梁、座椅骨架等汽车零

机械化预浸后形成的一种基本无苯乙烯挥发的防腐蚀

部件，替代金属件。减重可达 30%以上，具有极高的

预浸料片材，可在不同温度下通过UV光照实现快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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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广泛应用领域为加油站储油罐、油田、石化、天

能渗透，可以有效解决风电叶片成型过程中叶片发白

然气、煤化工等化工工程及工业。

问题。适用于聚酯、环氧树脂体系。
创新点 ：
透气性好 ；
≥ 18ml/min ；
工艺可靠性高，持续稳定 ；
获得精准恒定的纤维体积含量 ；
树脂流速均匀 ；
制件无干斑或空隙。
该产品已投入生产，市场前景广阔。

创新点 ：

4.产品名称 ：BYK-C8013 偶联剂助剂

是一种主要以UP和VE树脂为基体、添加防腐型

参展单位 ：
毕克助剂（上海）有限公司

功能性填料、以玻璃纤维为增强体的玻璃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
采用UV固化技术，固化时间短，20min内能实现
完全固化。
工厂预浸，可以长期储存，使用时再进行UV固化。
根据要求，现场可以随意切割。
固化后的片材具有材质致密、轻盈强韧、耐腐蚀
的特点。
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多个领域的内衬

BYK-C8013 是专为自由基固化树脂体系（不饱

改造施工过程，得到业主的高度认可，逐步取得了市

和/乙烯基）与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而开发的偶联剂助

场的认可。

剂，不适用于玻璃纤维。
BYK-C8013 通过化学偶联方式，大幅提升自由

3.产品名称 ：
单向透气膜BM9130

基固化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静态和动态性能，同时缩窄

参展单位 ：
上海沥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体系力学性能的波动。
BYK-C8013 是 100%固含的液体偶联剂产品，
可以直接喷射在碳纤维织物表面，也可以直接添加在
不饱和聚酯树脂中。作为碳纤维上浆剂使用时可以和
其它碳纤维处理剂同时混合使用。
BYK-C8013 属于零VOC排放的产品，在复合材
料中可用于手糊工艺、RTM、SMC/BMC和拉挤成型
工艺。
可用于碳纤维上浆剂（一次浸润剂）
、碳纤织物二

该产品是一种由涤纶基布与聚氨酯涂层复合而成
的单向透气膜，可以透过空气分子，但是树脂分子不

次浸润剂及其他复合材料生产时，加入自由基固化树
脂体系中，提升最终复合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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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技术正在德国和中国申请相关产品专

6.产品名称 ：5G美化天线罩

利。正在给复合材料客户、碳纤维生产企业和树脂生

参展单位 ：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产制造企业发送样品，即将进入全面试用阶段。

合作单位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西安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5.产品名称 ：
大尺寸管型复合材料承力梁
参展单位 ：
航天海鹰（镇江）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5G美化罩由中空 3D织物复合成型，广泛应用于
5G通讯、气象预报及信号探测领域，产品透波率 90%
以上。中空 3D织物是中材科技南玻院以国防项目为
依托，在国内首次研制出的逆向交织结构，其结构设
计及制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创新点 ：
中空 3D织物复合材料兼具结构强度和良好的减
重效果。
突破材料透波局限性，大大改善了传统天线罩电
磁辐射损耗大、增益损失大等缺陷。

大尺寸管型复合材料承力梁，是国内首件通过

中空织物是由上下表层及贯穿于其间的Z向纤维

无损检测的大尺寸国产高模碳纤维复合材料管型承

构成中空织物的类“夹芯”结构，具有优异的抗分层、

力梁，为全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结构，产品长

抗压及抗疲劳性能。

9m，内径 196mm，管壁沿轴向和环向布有局部加强
区，加强区沿梁的中心呈对称分布。

可根据天线频点设计，尽可能降低 5G美化罩对电
性能的影响。

该产品选取国产高模量碳纤维作为原材料，创新

南京玻纤院是国内唯一具有机织中空 3D织物关

地采用了预浸料阴模整体成型工艺。经检验，产品在

键研发技术核心专利群（授权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

外观质量、直线度、外形轮廓度、尺寸公差和内部质量

专利）的单位，在国内外拥有多种结构及编织工艺的

等方面均达到设计要求，完美实现了质轻、高强、高模

知识产权专利。

的太阳能无人机结构设计需求。

目前，此类产品针对不同运营商的频段、产品结

创新点 ：

构尺寸和表面要求进行设计与制备，满足定制化生产

阴模成型工艺，实现大尺寸管型复合材料结构的

的开发能力。

一次整体成型 ；
预浸料铺贴设计方案，无需传统卷管或缠绕设
备，实现管型复合材料结构的手工铺贴 ；
成型工装设计和封装方案，确保了压力传递，保
证了成型质量 ；
成型工装和脱模方案，确保了无损脱模，保证了
产品性能。
目前，该技术产品正在申请大尺寸管型复合材料
承力梁成型技术的专利，已应用于某型号太阳能无人
机的中央翼主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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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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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低风速等多种陆上风场 3.XMW风力发电机组。
该产品主梁采用部分碳纤维结构设计，采用预浸
料工艺成型。以国产碳纤维预浸料为原材料，综合利
用了碳纤维高模量、高拉伸强度和玻璃纤维高压缩强
度的特点，很好地平衡了减重效果和成本增加的矛盾。
叶片减重 15%，成本上升 10%，但整机综合成本下降
大于 10%，达到了预期效果。
目前，中复连众完成了该产品的首件试制及全尺
寸静载测试，测试应变及变形满足《IEC61400》标准
规范要求。同时，该产品已于 2019 年 4 月获得了国
际权威认证公司TUV-Nord的认证。该产品为中复连

为解决国内钣金皮卡后斗重量大、投资高、易腐
蚀的问题，赛史品威奥（CSPV）在国内首创了SMC复
合材料皮卡后斗，并已成功应用于江铃域虎皮卡车型。

众自主研发制造，已申请 1 项发明专利。
目前，该产品已获得了金风科技 100 套订单，配
套金风科技GW155-3.3MW风力发电机组，已经于

创新点 ：

2019 年 4 月在新疆哈密挂机，并计划在今年 6 月份并

专用SMC片材。片材密度 1.6~1.7g/cm3，玻纤含

网运行。

量＞ 50%，材料收缩率为 0，模压成型周期 4 分钟，具
有防紫外线特性。
升级压机系统 ：压机最大压力 4000 吨，可在 0.5
秒内完成压力建设，开合模速度为 1200mm/s，全球最
快，保证产品生产周期。创新性增加压机自动调平功
能，精度误差可控制在 0.02mm以内。
表面增加纹理 ：为提升皮卡后斗外观效果，产品
表面增加纹理，大幅提高产品抗刮擦性能。
真空密封系统 ：模压工艺引入新型真空密封技
术，模压过程中真空度保持在 0.085MPa以上。
该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9.产品名称 ：
高刚度大长径比碳纤维辊轴

一项。目前，SMC复合材料皮卡后斗已实现量产，并

参展单位 ：
淄博朗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已匹配江铃汽车域虎皮卡车型 ；国内多家主流皮卡车

以高性能碳纤维和热固性环氧树脂为原材料，结

企，也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相关工作推进中。

合经典层合板理论，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和欧
洲先进复合材料软件ComposStar进行辊轴的结构设

8.产品名称 ：LZ76-3.X国产碳纤维结构风电叶片

计及性能校核，采用比利时先进的CADWIN纤维缠绕

参展单位 ：
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模拟软件完成碳纤维辊轴的缠绕线型设计与

LZ76-3.X碳纤维结构风电叶片，长 75.8m，最大

成型工艺，结合自主研发的多项技术创新，在国内率

弦长 4.7m，叶尖预弯 4.5m，重量 18.3t，是目前全球

先制造出了一系列大长径比、高转速且力学性能优异

3.XMW最长风轮直径的叶片。适用于平原、高原、山

的碳纤维辊轴部件。该系列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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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超宽超薄薄膜机等装备的制造。

造，同时兼顾电磁性能、力学性能与耐候性能。该产

创新点 ：

品用于海上发射运载火箭用保温仓，可以节省火箭燃

通过优化纤维和树脂材料配比，显著提高了强度

料，增加火箭有效载荷，实现更远距离的装备使用。

和刚度。
通过优化轴向和环向纤维铺放工艺，提高了复合
材料的层间剪切强度，避免了部件设计载荷下的分层、
劈裂。
通过植入辅助结构支撑材料，提高了辊轴的抗载
荷变形能力。
通过加长内轴套支撑点，降低了辊轴挠度，提高
了部件的抗载荷变性能力。
采用有效表面处理，使产品表面质量和服役寿命
显著提升。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产品主要力学性能提升
30%，重量减轻 15%，高模量碳纤维用量明显减少，
制造成本显著降低。相关技术产品已申请并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目前，碳纤维辊

创新点 ：
保温舱自身具有隔热保温的功能，使舱内的温度
保持在恒定范围。
通过原材料的优选与改性设计，优化复合材料整
体性能，使其兼顾力学性能、电磁性能和耐候性能。
除了具备抵抗火箭发射时强燃气流袭击的能力，

轴产品已销往欧洲和国内多家企业，获得了客户的广

还具备抵抗强台风、强降雨、高盐雾、高湿热交变、强

泛好评。

太阳辐射等恶劣环境的能力，确保内部高精尖装备正
常稳定。
保温舱安装简便快捷，舱盖开合稳定可靠。
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用保温舱，为国内首创，填补
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该产品已正式投入使用，完成
了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发射的配套保障工作，飞行试验
获得圆满成功，得到了航天客户的认可。

11.产品名称 ：
复合材料天线耐压罩
参展单位 ：
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10.产品名称 ：
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用保温舱
参展单位 ：
上海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天线耐压罩是采用石英/氰酸酯基复合
材料研制的一种带有夹层天线的共形复合材料耐压

保温舱由多种规格的复合材料单元板块组成，充

罩。耐压罩为一端开口带有金属法兰、一端带有球形

分利用复合材料轻质高强、可设计性强的特点，运用

封头的复合材料圆柱壳体。它集结构和功能于一体，

“电性-结构-工艺-材料-模具工装”的一体化设计，

起到双向透过电磁信号、耐压保护、装载各种通信设

采用复合材料夹层与骨架加强的结构形式，制成一个

备的载体的重要作用。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

长度约 7m、宽度约 3m、高度约 3m的密封盒式舱体构

潜艇等领域的通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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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
复合材料天线耐压罩结构—电气性能设计分析技术。
金属法兰与复合材料界面过渡技术。
耐压罩低吸水率控制技术。
该技术产品已申请发明专利一项，发表相关文章
两篇。该产品在×××卫星主承力结构上应用，在尺
寸稳定性方面表现优异，卫星整体性能得到提升。

合材料结构强度校核模块等，可用于快速进行航空复
合材料结构的有限元建模、载荷处理、布局优选、铺层
优化、连接校核、强度校核、虚拟试验等，能够综合考
虑各种航空结构的强度、刚度、气动弹性、稳定性、失
效等性能指标，以及结构设计规范及复合材料铺层工
艺要求等，对优化结果进行强度校核和虚拟试验，也
可用于轨道交通车体、大型航天器主结构等采用类似
飞机复合材料壁板结构的行业。
12.产品名称 ：Aerobook结构和强度快速迭代设
计平台
参展单位 ：
上海波客实业有限公司

Aerobook及其模块已被数家航空航天应用单位
采购并使用，被列入了多家企业的航空航天复合材料
软件采购计划。同时，已在中国商飞和中航工业的大
量型号复合材料部段研发中得到了技术验证和实施应

Aerobook是基于几十个航空咨询设计项目流程
和客户研发需求，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航空复合材料
（含金属材料）结构和强度快速迭代设计平台，同空客

用，C919 机翼便是成功下线并通过多级实验验证的
部件之一。
目前，Aerobook软件平台已获得中国航空学会科

著名的ISAMI平台类似，但更加简洁优化，国内目前没

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各模块已陆续申请软件著作权，

有同类产品。

其中，Aerobook软件已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

Aerobook包括Fembook航空结构有限元建模模块、

（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

Fiberbook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优化模块、Aerocheck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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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复合材料给航空航天带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得到前

件。在一些较为特殊的轮廓及表层比较复杂的部件当

所未有的发展，同时航空航天领域对于复合材料性能

中，利用金属制造往往可行性相对较差，而应用先进

的要求不断提高，研发更高性能的复合材料成为必须

复合材料往往便可有效满足于实际的工作需求。

解决的问题，先进复合材料随之诞生。先进复合材料

（2）经济效益最大化 将先进复合材料应用于航

具有多功能性、经济效益最大化、结构整体性以及可设

空航天领域内，可实现对产品数量的大幅度精简。因

计性等众多优点，将先进复合材料应用在航空航天领

对连接复杂的部件往往不需要采取焊接、铆接等方式，

域，能够有效地提高现代航空航天的性能，首先就是与

因而对于连接传统部件的需求量也可以大大减少，进

传统钢材料、铝材料相比之下减轻了航空航天器的近

而使得材料的装配成本与时间也能够有效降低，提高

30%质量，在提高性能的同时，还能降低制造成本与

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运营养护成本。目前，先进复合材料已经成为飞船、卫
星、飞机、火箭甚至无人机等航空航天器的应用材。
我国先进复合材料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
已经开始，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先进复合材料
领域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现阶段，我国逐渐实现了
从完成了从次承力构件向主承力构件的过渡，先进复
合材料已经被运用到广大领域，进入到了实践应用阶
段。另一方面，与国外先进复合材料相比，现阶段我
国先进复合材料在设计理念、制备方法、加工设备、生
产工艺以及应用规模上都存在差距，例如，我国军用

（3）可设计性 应用纤维、树脂、复合结构等方式

战斗机中复合材料的用量低于国外先进战斗机的复合

可得到多种性能、形状存在明显差异化的复合材料，

材料用量，仅有少数的军用战斗机超过 20%。我国成

选取出适当的材料及铺层次序便可加工出没有膨胀系

功研制的C919 大型民用飞机，单架飞机的先进复合

数的复合材料，同时其尺寸稳定性也要明显优于一般

材料的用量超过 16 吨，标志着我国先进复合材料在航

的金属材料。

空航天领域的应用水平在不断提高。

（4）功能多样性 随着先进复合材料材料的不断
发展，其不断融合了许多优异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能、

先进复合材料的特性

生物性能、力学性能等。而且各类先进复合材料其本
身的构成比例也不尽相同，在功能方面也会产生出一

（1）结构整体化 先进复合材料能够被加工为整
体部件，也就是应用先进复合材料部件来取代金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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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导弹发射筒的制造上也开始采用

先进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的
应用

先进的复合材料，如美国的“MX”导弹、俄罗斯的“白
杨M”导弹等。由于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所制造出的导
弹发射筒通过大幅度降低自身重量后能够显著提升导

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 ：在航空发动机的结构设计

弹的灵活性。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也开展了相关的研

中，高性能系统对于材料本身在轻型化与耐高温方面

究工作，并研发出了应用先进复合材料所制造的仪器

有着更加严苛的要求。新型材料与工艺技术的快速发

舱，能够显著提升战略导弹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有着

展是为了服务于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要求，特别

十分出色的应用效果。

是最新的先进复合材料已经大规模应用在航空发动机

在运载火箭的钢壳体材料中，某些发达国家早在

中，例如将发动机的空气流动通道中应用陶瓷基复合

上世纪 50 年代便开始应用用纤维缠绕成型的玻璃钢

材料，便可仅需少部分甚至无需冷却气体来冷却发动

壳体，相比较于传统钢壳体，应用这一材料能够减轻

机的高温部位，从而也便可促使涡轮扇发动机的重量

超过 50%以上的结构自重，在这一基础上，美国紧接

大大降低，发动机的运转效率也将达到更大水平，相

着又研发了“MX”三级发动机壳体，芳纶/环氧复合材

应的发动机性能、耐久能力、燃油经济性等也能够得

料在其壳体上的应用得到了十分优秀的效果，此种结

到大幅度的提升。

构形式的壳体重量相较于纤维缠绕成型的玻璃钢壳体
其重量又可进一步降低 50%左右。在先进复合材料
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将其应用于运载火箭发动机壳体
当中的优势价值愈发突出。当前我国在运载火箭发动
机壳体制造方面也开始逐渐采用先进复合材料，现已
能够将芳纶/环氧材料以及玻璃纤维/环氧复合材料成
功应用于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壳体之内。在运载火箭结
构设计方面充分应用先进复合材料，可实现对运载火
箭发动机重量的大幅度减小，促进其发动机性能的显
著提升。

无人机中的应用 ：在未来的航空领域发展过程

卫星结构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到卫星本身的功能

中，无人机将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无人机的

特性，针对卫星结构采取轻型化设计现已成为卫星结

主流发展趋势便是飞行高度更高、时间更长、隐身效

构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对通讯卫星的推力桶应用

果更好，要想提高无人机制造效率、较小制造成本，复
合材料的应用便将成为重要的一项技术工程。例如将
石墨/环氧复合材料应用在无人机的尾翼部位，相较于
传统的铝合金混合结构其重量可减小 60%以上。此
外，设计人员应用复合材料还能够实现传统金属材料
所难以企及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如超声速飞行的前掠
翼飞机。
导弹结构材料应用 ：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所制
成的导弹结构相较于铝结构其重量将降低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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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其重量相较于传统的铝结构可减

以使航空航天器的质量减轻 20%左右，如果以现在的

小 30%左右，所减小的重量可新增 450 条以上的电话

成绩与国外的先进复合材料减重 25%以上的成绩相

线，并且还能够大幅度降低卫星发射成本，有着极高

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原因是现阶段我国先进复合材料

的经济性效果。

的整体性能较低，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
强对复合材料强度、抗弯、抗剪能力以及整体性等方

未来先进复合材料的发展方向

面的研究，研发出整体性好、强度高和韧性高的先进
复合材料。

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已经成为评价航空航天器制
造水平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提高航空航天器结构先
进性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先导技术。由于我国先进复合
材料的应用水平和国外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先进复合材料方面的研究已经被国家通过大量投
入来强化，其发展前景良好。未来先进复合材料的发
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智能化 复合材料智能化研究，能够给国家
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未来智能型先进复合材
料会应用在航空航天器外表 ：在未来航空器表面增加

综上所述，虽然经过了 40 多年迅猛的发展，我国

各种传感器，能够对周围环境各种信息进行实时的检

先进复合材料工业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并且

测，以及通信，使用电子设备和其它飞机系统，保证飞

在航空航天领域也到了实践应用，得到了良好的反馈，

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平稳操作。

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所以我

在减小航空航天器体积的基础

国先进复合材料研究、研发人员和生产企业应该加快

上，为了满足航空航天器的突防能力要求，许多结构

先进复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生产工艺等方面的研

部件需要同时具备多种功能以及优良的性能，现阶段，

究，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和技术，解决未来

多功能先进复合材料的研究已经从双功能型向三功能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此进一步提高我国航空航天

型方向甚至多功能方向转变。

领域科技水平和技术水平。

（2）多功能化

（3）质量轻、性能高 目前，使用先进复合材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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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一种玻璃纤维加球机
公布号 ：CN106186660B

该送球辊设置在上

公布日 ：2019.04.23

段玻璃球通道与下

申请（专利权）人 ：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段玻璃球通道之间，

发明人 ：顾清波; 姜鹄; 王林; 赵建元; 冯李军

且分球器与送球机

摘要 ：本专利述及一种玻璃纤维加球机，所述加

构联动连接 ；一出球

球机包括一储球箱，一内置于储球箱的导流机构 ；一

分离机构，该出球分

玻璃球通道，该玻璃球通道倾斜设置在出球口的下

离机构设置在下段玻璃球通道的末端。本专利的优

方，所述玻璃球通道包括上段玻璃球通道和下段玻璃

点在于 ：本专利采用减压式过程结构，分层减压，使

球通道 ；一分球器，该分球器设置在上段玻璃球通道

玻璃球在球箱及流道中活动自如，将玻璃球有序送

的进料侧 ；一送球机构，所述送球机构包括送球辊，

出，也避免了出球口发生卡球现象。

中国专利：一种玻璃纤维直接纱拉丝漏板风冷设备
公布号 ：CN209338399U

以及驱动电机。本专利要点在于通过制冷风箱产生

公布日 ：2019.09.03

的冷风，通过整个管道系统输送到拉丝漏板拉丝区

申请（专利权）人 ：元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域，其中管道采用保温材料包裹，防止能量的流逝，

发明人 ：张全雷

保证制冷效果 ；锥形拉丝管和挡风板设置相同的排

摘要 ：本专利述及一种玻璃纤维直接纱拉丝漏板

数，确保内外排温度均匀无温度死角 ；出风管分为水

风冷设备，包括拉丝漏板、拉丝成型孔、锥形拉丝管、

平布置和竖向布置，保证各方向气流稳定 ；风量调节

挡风板、出风管、输风管、分配风管、支风管、风量调

旋钮调节风量大小和制冷温度，提高拉丝效率和产品

节旋钮、主风管、制冷风箱、进风口、控制调节面板、

质量。

中国专利：
一种玻璃纤维自动物流线故障的自动报警装置
公布号 ：CN209297474U

设有与电脑控制

公布日 ：2019.8.23

端连接通信的小

申请（专利权）人 ：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

车 位 置 传 感 器，

发明人 ：魏亚杰; 杨兆祥; 储培根; 杨伟忠; 万维维

对原丝小车位置

摘要 ：本专利述及一种玻璃纤维自动物流线故障

进 行 监 控，避 免

的自动报警装置，包括用来烘干玻璃纤维的烘箱、原

原丝小车相互挤压 ；通过设有故障传感器，及时发现

丝小车、用来驱动原丝小车进入烘箱的自动物流线和

故障源并切断必要驱动设备电源，避免事故继续发

报警机构 ；所述小车位置传感器和故障传感器通过导

展 ；通过设有蜂鸣报警器，及时通知操作人员，处置

线连接有烘箱控制室内的电脑控制端。本专利通过

事故减小损失。

2019 年第 5 期 玻璃纤维资讯

33

P

专利摘要
atent Abstracts

中国专利：一种玻璃纤维布涂胶前预热机构
公布号 ：CN209205709U

的内腔竖向安装有两个铜板，

公布日 ：2019.08.06

且两个铜板分别位于进料口和

申请（专利权）人 ：四川裕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出料口的左右两侧，所述进料

发明人 ：孔令勋; 李永建; 蔡鹏; 刘英

口和出料口内腔的左右两侧均

摘要 ：本专利述及玻璃纤维布加工技术领域的一

安装有导向辊，所述预热箱的

种玻璃纤维布涂胶前预热机构，包括预热箱，所述预

底部且位于出料口的底部设置

热箱的底部四角均焊接有支腿，所述预热箱的顶部开

有斜导料凹板，通过该玻璃纤

设有进料口，所述预热箱的底部开设有与进料口相适

维布涂胶前预热机构的设置，

配的出料口，所述预热箱的顶部左右两侧均插接有电

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并且玻璃纤维布从

加热管，且电加热管位于预热箱的内腔，所述预热箱

上往下被预热，预热后直接流出，效率高，实用性强。

中国专利：一种玻璃纤维针刺设备
公布号 ：CN209114120U

设 置 在 缓 冲 槽 中，两

公布日 ：2019-07-16

个缓冲槽之间设有隔

申请（专利权）人：
山东盛世鑫光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板，刺 针 的 缓 冲 套 与

发明人 ：王际文

隔板之间安装有弹簧。

摘要 ：本专利述及一种玻璃纤维针刺设备，包括

本专利中单根刺针能

机架，机架上通过传动机构连接有针刺板，针刺板上

够拆卸，便于更换，针刺板的使用寿命长 ；由于刺针

设有用于安装刺针的定位槽，定位槽是长条形，刺针

上设置了缓冲套，增加了刺针的强度，在针刺板上设

可拆卸安装在定位槽内，定位槽的数量是两个，刺针

置缓冲槽和弹簧，在刺针工作时，倾斜方向产生的力

的根部设有缓冲套 ；针刺板上还有设有两个与定位槽

通过弹簧消除，减少了刺针因倾斜穿刺造成的刺针弯

对应的缓冲槽，缓冲槽设置在定位槽的下方，缓冲套

曲或断裂现象发生。

中国专利：一种电子级玻璃纤维布表面清洁装置
公布号 ：CN109576925A

和集液箱，所述刷轮和喷液嘴均有两组，本专利通过

公布日 ：2019.04.05

设置的刷轮，淀粉酶溶液从喷液嘴喷出，与电子布面

申请（专利权）人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

接触，对布面浸润剂进行酶解处理，同时主动轮带动

公司

从动轮，使两个刷轮反向转动，从上下两面对电子布

发明人 ：李志伟;代义飞

刷洗，使淀粉酶溶液与电子布完全接触，方便批量进

摘要 ：本专利述及一种电子级玻璃纤维布表面清

行清洁工作，设置的气嘴和吸气装置，气嘴喷出高温

洁装置，包括刷洗机构和烘干机构，所述刷洗机构和

气体，对电子布烘干的同时，去除表面材料的渣料和

烘干机构两侧的中部均安装有封口带，且电子布经传

掉落的刷毛，通过吸气装置进行吸附收集，避免残留

动通过封口带之间，所述刷洗机构包括刷轮、喷液嘴

的玻璃纤维粉散落到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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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斯科宁第二季度销售额达 19 亿美元
欧文斯科宁发布 2019 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该

Brian Chambers表示 ：
“我们的团队专注于三个

季度销售额达到 19 亿美元，利润为 1.38 亿美元，即

经营重心，即加速有机增长、提高经营效率、产生强

每股 1.26 美元。

劲的自由现金流，这就给我们带来第二季度的创纪录

欧文斯科宁表示，该季度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的收入、强劲的盈利增长以及现金流改善。 总体而

14％，当时的利润总额为 1.21 亿美元，即每股 1.08

言，我对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感到满意，并相信我

美元，去年同期销售额为 18 亿美元。

们已准备好继续把握我们的市场机遇。”

新任首席执行官Brian Chambers认为利润增长

欧文斯科宁的绝热材料部分销售额为 6.61 亿美

得益于公司的屋面材料业务和整个公司的制造业生

元，下降 3％，而其复合材料部分的销售额为 5.35 亿

产率提高。 屋面材料业务的销售额为 7.78 亿美元，

美元，下降 1％。

比去年同期增长 18％。



（Carol）

主题公园公司与美国宇航局合作
开发玻璃钢技术
总 部 位 于 美 国 罗 克 利 奇 的Entech Innovative

NASA复合材料专家合作进行研究。

Engineering公司专门从事主题公园工程项目，将开

Entech Innovative Engineering公司联合创始人

始与美国宇航局（NASA）一起开发玻璃钢技术，使

兼总工程师Marhoefer表示，玻璃钢是Entech进入航

公司进入航空航天业。

空航天业的理想工具，因为玻璃钢在航空航天、飞机

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研究和技术管理办公室的
客户技术经理Joni Richards表示，NASA技术对接项

技术、建筑和交通运输领域都有应用。 然而，此举改
变了工程公司的业务战略。
Marhoefer说 ：
“我们现在专注于开发结构透明

目预计将促进太空海岸地区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是NASA与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经济发展委员会达

和可模塑的复合材料，也就是一种玻璃钢。”他补充

成协议的结果。目标是让NASA与Entech Innovative

道，对新玻璃钢技术的需求是因为目前可用材料并没

Engineering公司合作，通过研究和开发来解决技术

有足够的经济效益。
Marhoefer预计研发成本将达到数十万美元，他

挑战。
Entech Innovative Engineering的市场经理Jeff

表示他希望该项目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并且对这

Stuckey表示，NASA技术对接项目的目的不是“将产

个机遇充满了期待。

品商业化 - 该项目只是帮助我们进行产品开发”。



（钟蕾）

Entech Innovative Engineering公 司 的 工 程 师 将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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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里碳素集团交付第一百万件
玻璃纤维板簧
西格里碳素集团

汽车行业中应用最广的复合材料部件之一。 标准钢

称，它已经交付了第

制板簧重量可达 15 公斤，相比之下类似的GFRP板簧

一百万件用于汽车悬

仅重 6 公斤，重量减轻约 65％。 除了减轻重量外，复

架的玻璃纤维增强塑

合材料板簧所需空间更少并易于操作。 此外，复合

料（GFRP）板簧。通

材料设计意味着板簧可以根据不同的型号进行定制，

过向沃尔沃汽车公司

为制造商提供高度的灵活性，同时降低成本。 GFRP

交付其第一百万件复

板簧是沃尔沃汽车全球SPA车辆平台的一部分，用于

合材料板簧，西格里

不同的沃尔沃车型。

碳素集团已经达到了

沃 尔 沃 汽 车 公 司 高 级 设 计 工 程 师Erik

纤维复合材料部件批

Johansson说 ：
“与传统钢制板簧相比，新型板簧可以

量生产历史上的里程

大幅减轻我们车型的重量。这有助于降低油耗并减

碑。 该板簧在奥地利的Innkreis工厂生产。
凭借这种基于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FRP）的全
自动、可扩展的板簧系列生产，SGL Carbon提供了

少二氧化碳排放。 此外，我们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车
型中使用少量的板簧款式，从而提高效率并实现高度
灵活性。”

（贺林竞）

BEL 公司在孟买建立新的复合材料
生产和测试工厂


BEL公司的Navi孟买单位过去一直从事避难所

和桅杆的制造以及T-72 坦克液压系统的检修。 预
计新工厂将提高该单位在复合材料方面的制造和测
试能力。 该单位将使用该工厂进行内部设计和使用
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GFRP）和碳纤维增强聚合物
（CFRP）复合材料的部件生产，用于各种海军应用、
潜水艇、飞机和避难所。
该单位已进行过复合材料项目，如用于 12.86
Bharat电子有限公司（简称BEL，位于印度卡纳
塔克邦班加罗尔）宣布在其Navi孟买单位成立进行
复合材料制造、环境测试和处理的最先进的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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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多普勒天气雷达的天线罩和用于阿卡什导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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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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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新动态
■ www.fiberglass365.com.cn

朴茨茅斯大学研究人员使用天然纤维和玄武岩纤维打造混杂
复合材料
朴茨茅斯大学工程学院工作的研究人员用天然纤维和玄武岩纤维混合物生产复合材料，该复合材
料具有很高的机械强度。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混杂材料可以替代汽车、航空航天和船舶行业中的碳纤维
和玻璃纤维。

负责该大学研究小组的Hom Nath Dhakal博士说 ：
“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使用用于结构和半结构用途
的天然增强复合材料的主要挑战。 这些轻质替代材料可以帮助减轻车辆的重量，减少燃料消耗，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由天然纤维和玄武岩纤维制成的混杂复合材料是可持续的,可生物降解的,易于回收利用，并且生产
时所需要的能量比玻璃纤维和碳纤维更少。
关于枣椰纤维的结构、物化性能和机械性能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复合材料科学与技术》和复合材料
A部分 ：应用科学与制造中。
Dhakal博士还表示，混杂复合材料解决方案将成为天然纤维复合材料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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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推出由回收塑料制成的可持续纤维
东丽宣布推出一款名为＆+的新商业纤维品牌，该公司表示将开始使用回收废旧PET瓶生产纤维。
东丽旨在利用这一品牌促进PET瓶回收，并通过提供PET瓶制成的高附加值纤维帮助实现闭环经
济。东丽计划将＆+定位成公众对回收PET瓶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象征，并将通过全球零售商向消费者
推广。 它还旨在提高用PET废料生产的高附加值纤维在全球的使用。

在推出该品牌时，东丽开发了用塑料瓶生产高附加值白色纤维的技术。 其应用包括时尚产品、运
动服、日常服装、工作服和消费品，这些领域以前都禁止使用塑料瓶回收纤维，因为废塑料可能会造成
污染。 之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塑料瓶会随着老化而变黄，因此东丽与Kyoei工业公司合作开发了污染物
过滤技术和先进的清洁技术，以去除原料中的杂质，去除黄色。
东丽还打造了专有的回收识别系统，用于检测原料中的添加剂，以确保塑料瓶中原料的可靠性。
东丽计划利用在全球现有的生产基地，在其纤维、纺织品和服装供应链中建立和扩大其PET瓶生
产纤维的使用量。东丽为了响应客户分享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将建立一个供应结构。 作为绿色创
新业务扩展项目的一部分，东丽正在建立其在节能、回收和相关领域的地位，以提供持久的环境、资源
和能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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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思创开发出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笔记本电脑外壳
最新的生命周期评估（LCA）发现，由科思创（德国勒沃库森）制造的Maezio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
复合材料笔记本电脑外壳与传统铝镁合金相比，可显著减少 70％以上的碳足迹。

LCA研究按照ISO 14040/14044 标准进行，由DEKRA Assurance Service 公司（德国斯图加特）
牵头的独立LCA专家小组审查，比较了一系列综合参数来评估由两种材料制成的A级笔记本电脑外壳的
性能。 在所有影响类别的外壳中，A级复合材料笔记本外壳从原材料提取到使用寿命结束的环境性能
都比铝镁合金外壳更好。
科思创热塑复合材料业务负责人Lisa Ketelsen表示 ：
“热塑性复合材料非常适合为满足未来需求的
IT设备生产更薄、更轻、更坚固的零部件。Maezio热塑性塑料不仅具有机械竞争力，而且具有环保优势，
这将为电子行业和许多其他行业提供强大的解决方案，以减少碳足迹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铝镁合金相比，Maezio复合材料的重量可以减轻 15%左右，与金属材料相比，复合材料A级外壳
具有类似的良好弯曲和扭转刚度。
此前，在 2017 年科思创凭借新一代笔记本复合材料A级外壳获得欧洲塑料创新奖。该开发成果获
得了“最佳轻量化创新”类别的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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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或将助力人类 2024 年登月
美国宇航局（NASA）准备在 2024 年通过Artemis计划使人类登陆月球，商业公司正在开发新技术，
并期待NASA给予帮助。 NASA已选出一些美国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行业发展空间技术，
并帮助保持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
NASA中心将与这些公司合作，免费提供专业知识、
设施、硬件和软件。 这些伙伴关系将推动商业太空领域
的发展，并有助于为市场带来新的能力。这些公司是通
过NASA于 2018 年 10 月发布的协作机会公告（ACO）
选出来的，涵盖了以下技术重点领域。
先进通信、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
·先进空间公司将与NASA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合作，推进月球导航技术的发展。
·Vulcan无线公司也将与戈达德合作测试“立方卫星”无线电转发器及其与NASA太空网络的兼容性。
先进材料
·波士顿气凝胶技术公司将与NASA的Glenn研究中心合作，改善火箭整流罩和其他航空航天应用
的柔性气凝胶的性能。
·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与NASA的Langley 研究中心合作，使用固态处理技术测试金属粉末制成的
材料，以改善在高温环境中运行的航天器的设计。
·Spirit AeroSystem公司将与NASA的Marshall 太空飞行中心合作，以提高低成本可复用火箭的耐用性。
进入、下降和着陆
· Bally Ribbon Mills将在NASA的Ames研究中心的Arc Jet Complex进行热测试。 该设施将用于
测试碳纤维织物绝热罩用的新型无缝织物。
·Blue Origin将与NASA的Johnson航天中心合作，以促进导航和制导系统的成熟，使飞行器在月球
的各个位置安全、精确地降落。
·Sierra Nevada公司将与NASA合作开展两个进入、下降和着陆项目。 该公司将与Langley合作拍
摄他们的Dream Chaser航天飞行器的红外图像。
·SpaceX将与NASA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合作，推进他们的技术，在月球上垂直着陆大型火箭。
动力
·Blue Origin将与Glenn和Johnson合作，推动该公司的蓝月亮着陆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Maxar将使用Glenn和Marshall的模拟空间环境的设施，为柔性太阳能电池板测试轻质太阳能电池。
推进
·Aererojet Rocketdyne和Marshall将使用创新的工艺和材料设计和制造轻型火箭发动机燃烧室。
·SpaceX将与Glenn和Marshall合作提升轨道转移推进剂所需的技术。
其他探索技术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与肯尼迪航天中心合作，试验自主太空植物生长系统的技术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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