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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 

沈 真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710065) 

摘 要：回顾了40年来碳纤维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发展过程，从成本角度分析 了影响其在飞机结构 中扩大应用的障 

碍和现状，指 出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在空客A380、A350和波音787飞机中的大范围应用为代表，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已克服 

了成本障碍，为今后在更多领域高性能结构的大范围应用提供了可能，进入了大规模工业应用的新纪元。根据飞机结构使 

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经验教训，针对国内碳纤维发展现状，指 出为扩大国产碳纤维在飞机及其他高性能结构 中的应用，碳 

纤维生产企业应努力的方向：首先是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制订符合国际规范的材料标准和验收方法；其二应 

注重对碳纤维下游产品，即复合材料及其结构研制与评定，碳纤维是否能用于飞机结构，其主要依据是碳纤维对复合材料 

结构制造的适用性和相应的性能指标；同时应注意对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的普及和人才培养。最后根据飞机结构完整性 

的要求，提出了对第二代碳纤维力学性能指标的某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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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arbon Fiber Composites in Aircraft Structures 

SHEN Zhen 

(Aircraft Streng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arbon．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aircraft structures was reviewed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the obstacle and status for carbon—fiber composites to extend their application to aircraft struc— 

tur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st driver were analyzed．The large scale of application of carbon—fiber composites 

on A3 80，A3 50 and Boeing787 is the sign of that they have come into the new era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the 

affordable composite technology．The first issue for Chinese carbon fiber to be applied into aircraft structures and 

other high—performance structures i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product quality,therefore to develop 

the strict material specifications and receival criteria．The second issue is to emphasize the evaluation of carbon—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s and their structure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requirements．The third issue 

is to train the composite structural designers who are familiar to the characterizations and features of composite 

structures．Finally,some suggestion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arbon fibers we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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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纤维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概况 

高性能纤维包括很多种类，其中在飞机结 

构中应用过或曾经应用过的有下列品种：玻璃纤 

维、硼纤维、芳纶和碳 (石墨)纤维。由于玻璃 

纤维弹性模量低，其复合材料无法满足飞机结构 

的刚度要求，因此无法用于飞机承力结构；硼纤 

维复合材料由于其加工性能差，早期曾在军机尾 

翼结构上得到过一些应用外，目前仅用于结构修 

理；芳纶复合材料在1 980年代中期一度认为有可 

收稿 日期：2010 08一l1 

稿源说明：’2010第十六届 中国国际化纤会议专题报告 

作者简介：沈真 (1943一)，男，浙江湖州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复合材料飞机结构耐久性和损伤容限、复合材料力 

学性能表征技术研究，(电话)029—88268419(电子信箱)shenzhen623@yahoo．com．cn。 





第4期 沈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 一3一 

件的成本主要部分是铺贴和装配。 

2．1 材料 

最初追求低成本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降低材料 

成本和提高材料性能。降低材料成本的途径是采 

用大丝束纤维和使用T700S这样的低成本纤维，虽 

然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效果 并不 明显 。改进后 的 

T700G得到了一些应用，但由于其性能的局限性， 

没有得到大范围应用。T800的研制是为机翼结构 

的应用提出的，初衷是希望通过采用T800与韧性 

树脂的复合材料，克服复合材料抗冲击性能差的 

弱点将压缩设计许用应变值 (∥ )由4 000提高f JJ6 

ooo，得到更好的减重效果，但最终没有实现。 

2．2 制造技术 

RTM、RFI、VARTM等非热压罐固化新工艺 

最初都被认为是低成本工艺，其中有些已在飞机 

结构成型工程中得到应用，有的如以VARTM为代 

表的液体成形丁艺已被证明确实可以降低成本， 

有 的则 尚未得 到证 明，或是取决于批量 。以ATL 

和AFP为代 表 的 自动化 铺贴 工 艺对减 少铺 贴成 

本、提 高品质和减少废 品率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 ， 

也对降低成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2．3 整体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利用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实现复杂零件 

的共同化和共胶接成型，进行整休化结构的设计 

和制造 ，大大 降低零件数和 紧固件数 ，为减重和 

降低装配成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复合材料 

低成本技术的核心。 

2．4 充分利用复合材料优异的抗疲劳和耐腐蚀性能 

复合材料优异的抗疲劳和耐腐蚀特性除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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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机结构的舒适性做出贡献外，在提高出勤率和 

降低维护成本 ，从而大大降低全寿命成本方面做 

出了重大的贡献 。 

3 国产碳纤维用于高性能结构之路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对碳纤维研制投入了巨 

资，有些已形成了批生产的规模，目前最严峻的 

形势是如何消化这些产能 ，使之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产生效益。当然技术含量较低的结构应用可以 

消化一部分产能，但作为国产高性能纤维，应在 

国产飞机结构中得到应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应用于其他高性能结构。国产碳纤维用于高性能 

结构之路 ，除了材料研制和复合材料制造工艺研 

究外还应关注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3．1 碳纤维的研制与鉴定 

传统的观念是碳纤维的抗拉伸强度和抗拉 

伸模量越高越好，在进行材料比较时经常用的指 

标是比强度 (强度与密度之比)和比刚度 (模量 

与密度之比)，因此长期以来，碳纤维研究追求 

的指标是提高抗拉伸强度和抗拉伸模量。碳纤维 

只是复合材料中起增强体作用的一种组分，其最 

终目标是用于复合材料结构，对应用日标为国产 

飞机结构用碳纤维的研制和鉴定，应以能否满足 

飞机 复合材料结构完整性为评定准则，因此在对 

碳纤维进行研制和鉴定的同时 ，必须进行适量的 

预浸料和复合材料的制造及性能测试。飞机结构 

完整性的定义是： “影响飞机安全使用和成本费 

用的机体结构件的结构强度、刚度、损伤容限、 

总成本 

图3 复合材料制件的成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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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性和功能的总称。”当然，碳纤维的性能指 

标是其复合材料性能指标的基础。为满足飞机结 

构完整性要求，飞机主结构用复合材料的选材要 

求 ，其 中力 学性 能要求 为：具 有 良好 的抗 冲击 

性能 (包括损伤阻抗和含缺陷／损伤后的剩余强 

度)，开孔与充填孔的抗拉伸与抗压缩强度以及 

抗连接挤压强度 (包括不同的环境条件)，表l给 

出了建议的选材试验矩阵。 

美国民用飞机复合材料结构适航取证的 

咨询通报AC 20．1 07B (2009年9月8日颁布) 

中明确指出： “现有阐明复合材料鉴定与等 同 

性和积木式方法 的参考文献[如复合材料手册 

(CMH．17)第1卷和第3卷，FAA技术报告DOT／ 

FAA／AR 03／191，给出了直至层压板级更详细的 

指南，涉及批次与试验数量，以及适用的统计分 

析。”HB761 8．2010《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力学性 

能数据表达准则》 (报批稿)则是参照上述文献 

制订 的我国航空工业标准 。碳纤维是否能用于国 

产飞机结构的另一关键是要保证所采购材料的性 

能稳定可靠，因此所有的原材料，从纤维 (包括 

织物)、树脂到预浸料全部都必须满足飞机制造 

业 的材料标准和相应的工艺规范，并按标准阐述 

的程序进行试验和鉴定。再由于复合材料的特点 

是材料与结构同时形成 ，工艺对材料 力学性能的 

影响非常重要，根据这一特点，除了品质保证体 

系和管理经验外，国内和国外的材料体系在用于 

国产飞机结构时，处于同一起跑线。为此建立和 

推广与国际接轨的复合材料性能表征技术及相关 

标准体系，是正确评价和指导国产碳纤维研制和 

鉴定的 首要任务。 

3．2 碳纤维用的上浆剂 

T30oN用上浆剂品种是东丽公司的核心机 

密，无法从市场上获得一 上浆剂是在制造纤维过程 

中为改善工艺性能而涂于纤维表面的物质，但其耐 

温性对复合材料的湿热性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AC 20．107B的附录中指出： “基本组分即树脂或纤 

维 (包括仅上浆剂或表面处理)中的一种或二者同 

时变化，会给出一种替代材料。”即认为即使仅上 

浆剂的变化也是一种与树脂或纤维同等重要的材料 

变化。因此在将国产碳纤维用于飞机结构的同时， 

必须关注适用的上浆剂研制和使用。 

3．3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由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性能特点与金属有巨 

大差别，其破坏机理也有天壤之别，故复合材料 

结构设计不能照搬金属结构的设计方法。若对此 

没有正确认识，用复合材料设计的结构可能不如 

金属结构，或是性能差，或是制造与使用成本远 

高于金属结构，而被用户抛弃。因此碳纤维能否 

用于飞机结构乃至其他高性能结构的关键，取决 

于是否有足够能够发挥复合材料优势，设计出性 

能和成本 (全寿命成本)优于金属结构的设计技 

术，以及是否有掌握这种技术的设计团队。波音 

7 87的成功试飞，标志着复合材料的低成本技术 

已经进入工程实用的新纪元，但遗憾的是 目前国 

内掌握这种尖端技术的设计人才只是风毛麟角， 

即使在航空航天界，这样的人才也极其稀缺。致 

使工业界在决策将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高性能结 

构时，经常因设计人才的缺失而下不了决心。 

表1 结构用复合材料选材试验矩阵 (建议 ) 
件 

(下转 第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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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单球融并成复球 (d)复球解体 (e)中间相沥青大融并体 

图29 热台偏光显微镜观察中间相沥青形成过程中形态的变化 

(未完待续) 

(上接第4页) 

因此总结并推广复合材料的设计技术，培养复合 

材料结构设计人才是当前将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 

高性能结构的关键。 

4 飞机结构用第二代碳纤维的性能指标 

4 1 关于T800的力学性能指标 

T800为飞机结构用第二代碳纤维的代表。 

T800的研制要求是在1980年代初由波音公司提出 

的，其中对纤维力学性能要求强度提高1．5倍，模 

量提高1．3倍，并要求与高韧性树脂复合后，压缩 

设计许用应变 que)由3 000~4 000提高到6 000 
～ 8 000。目前得到的信息表明，前面两项指标实 

现 了，但最为关键的第3项指标，即损伤容限要求 

并没有实现。因此T800的力学性能指标是否最佳 

组合，作者通过大量研究提出了质疑。 

4．2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抗冲击性能要求 

对飞机结构使用而言，冲击损伤始终是最为 

关心的问题 。过去通常都用CAS~ 。 作为对碳纤 

维复合材料抗冲击性能的评价指标，作者研 究认 

为，对抗冲击性能的评价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即针对中厚蒙皮使用的损伤容限性能，和对薄蒙 

皮与薄面板夹层结构使用的损伤阻抗性能。作者 

对损伤容限提出采用CA 、，m作为评定指标，对 

损伤阻抗则用最大准静态压痕力， 作为评定指 

标，二者对碳纤维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对结 

构不同部位应使用不同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从而 

要求使用不同的碳纤维。若要同时满足这两种不 

同的要求，则需对它们进行综合评定后确定相对 

应碳纤维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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