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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奇公司的核心业务及优势雅奇公司的核心业务及优势
雅奇公司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并提供项目管理，供应商管理，物流
运输等延伸服务，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在洛杉矶，名古屋，首尔，
北京，上海，香港，台中，新加坡，班加罗尔，墨尔本均有分支机
构，服务亚太地区

雅奇与下述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销售世界一流的高端复合材
料，产品范围广泛、品种繁多
- Cytec -- 预浸料，胶膜，底涂和碳纤维

- Sigmatex – 碳纤维织物

- Huntsman -- 工装材料，复材树脂和胶粘剂

- Airtech – 真空袋系列材料

- Henkel – Frekote 专用脱模剂

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及运营操作规程

专业化的客服管理团队

优质的物流服务及国际物流团队

项目管理服务(OEM转包项目及新项目研发)
公司通过ISO9001:2000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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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c工程材料公司简介

CYTEC是全球航空级复合材料，胶粘

剂和碳纤维的市场和技术领导者；

具有先进的材料配方技术和丰富的产
品线；

产品满足于欧美地区航空制造企业的
材料规范，应用于几乎所有型号的飞
机；

是美国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的指定材
料供应商；

同时也是高性能赛车(F1)和超级跑

车，及美洲杯帆船赛指定材料供应
商；

全球11家工厂和4个研发中心服务于

世界各地客户，其中一家工厂在上
海；

Argosy作为Cytec的战略合作伙伴，
负责Cytec在亚太地区的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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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C材料是航太工业的领导者和驱动者

市场细分市场细分 行业地位行业地位

军用飞机复合材料和胶粘剂 #1

商用飞机胶粘剂 #1

商用飞机复合材料 #1-#2

公务机和支线飞机 #1

旋翼机 #1

火箭导弹用耐烧蚀材料 #1

航天飞机复合材料 #1

F1高性能赛车和超级跑车 #1

美洲杯帆船 #1

产品 #1

结构胶膜和底涂 #1

耐高温复合材料和胶粘剂 #1

内饰复合材料 #1

自动铺放工艺用复合材料 #1

聚丙烯腈基(PAN)航空级碳纤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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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奇公司可提供的系列产品线

模型材料
– 可加工糊状材料

– 可加工塑料板材

模具树脂
– 胶衣树脂

– 浇注树脂

– 多用途树脂

– 工装预浸布

复材产品用树脂及预浸料
– 表面胶膜

– 手糊树脂

– 真空导入树脂

– RTM树脂

– 预浸料

– 高性能树脂（多功能，双马，聚酰

 亚胺，氰酸酯）

结构胶粘剂
– 工业胶粘剂

– 航空胶粘剂

– 结构胶膜

– 胶接底涂

– 蜂窝填充/拼接/密封

脱模剂
– 洁模水

– 模型/模具表面密封剂

– 脱模剂

辅助材料
– Airtech真空袋压系列材料

– 铝蜂窝和纸蜂窝

– 碳丝/碳布

– 蜡片

– 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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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奇公司完整的材料工艺服务体系

概念建立

工程设计

模型建造

模具制造

零件制作

胶接装配

维护修理

作为 具专业的特种材料供应商,其丰富的产品体系覆盖了从产品造型,设计,试
制,量产,装配,维修,配件等各个阶段的模型,工装及产品对材料需求,为产品设计

人员及工艺人员提供了 大的自由度,缩短产品研发/制造时间,降低研发生产成

本,在众多领域内被客户认可.雅奇国际愿为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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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与传统材料的力学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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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VE/EP强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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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为什么用复合材料？

减轻重量，降低油耗，减
少尾气排放，提高装载量

高抗冲击性，能量吸收能
力强，改善安全性能，F1
已取得证明

材料可设计性及设计灵活
性，功能件和结构件相结
合，可减少零部件

可视碳纤维外观，美观时
尚

材料抗疲劳，耐腐蚀，延
长车身受命，航空业已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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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87复合材料用量已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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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应用部位

翼子板

车顶板

底盘

用于复材件装配的
结构密封剂和胶粘剂

行李箱板

门内板
轮辋

发罩
避震弹黄

其它:
传动轴
结构加强
耐热件

结构件

装饰件

功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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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在乘用车上的应用

F-1 赛车

（定制车辆）

大限度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性能安全和轻量化是其驱动力

大胆使用新材料新工艺,为量产

车进行技术积累

超级跑车

(> USD150 K) 

20,000  辆

 
/ 年

技术源自F1

安全，高性能，轻量化，

豪华是其设计制造驱动力

复材用量>50%

高价值车

(> USD50 K)

100万辆

 
/ 年

技术源自限产车辆

驱动力是技术领先，安

全和轻量化

应用成熟的复材技术

技术发展趋势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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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在商用汽车上的应用

技术发展趋势技术发展趋势

重型卡车

 
(>5 吨)

 200万辆

 
/ 年

驱动力是轻量化和经济性

应用复合材料部件的主要

市场

SMC的覆盖件居多

大巴车

 200万辆

 
/ 年

通过车身轻量化来提高

燃油经济性和安全性

大量应用绿色环保技术

夹芯结构用量较多

胶接取代机械连接

轻型卡车

 1600万辆

 
/ 年

技术源自重型卡车

对制造成本非常敏感

SMC制件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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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赛车使用的材料

使用CYTEC材料的车队
Ferrari
Willianms
Renault
Mclaren
Red Bull
Toyota
Lotus

使用的材料
工装碳纤维预浸布

车身碳纤维预浸料

粘接胶膜

RTM树脂

复材表面胶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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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赛车要承受巨大的冲击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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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载车身结构件

A、B、C柱，顶
板，翼子板、前围、
侧围、后围、顶梁
和底板等构成的车
身封闭结构框架。

由于是汽车的主要
承载部件，为了确
保足够的安全性
能，汽车厂商通常
要选择强度，刚性
及耐冲击性能均很
高的材料用于制作
主承力结构件，通
常是环氧/碳纤维
层合实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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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载结构的材料

环氧树脂碳纤维增强的
复合材料

材料具有可设计性

质轻高强，与同体积的
铝合金构件相比减重可
达50%

耐冲击，耐腐蚀，抗疲
劳, 材料寿命长

此类材料制作的车身，
不仅大大提高了汽车的
安全性，而且降低了车
重，减少了燃油消耗，
提高了经济性，另外还
改善了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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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承力结构件

车门，发罩，行李舱门，前后杠，

翼子板，扰流板等部件；

其结构大都为层合实体结构和复合

材料三明治夹心结构；

三明治结构特点：

蒙皮选用高强度高模量材料制作，

承受较大的弯曲负荷；

芯材选用一定刚度和强度的低密度

材料，其抗剪切性能突出，可承受

较大的冲击载荷；

胶结层将蒙皮和芯材连接在一起，

承受剪切应力；

由于选用低密度芯材，重量会进一

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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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袋
透气毡 剥离布

tool

三明治夹心结构

胶膜

预浸料积层
芯材

芯材上下面与蒙皮胶接
芯材有蜂窝，泡沫和轻木等
表面膜应用在蒙皮表面
胶膜与蒙皮一同共固化
高剪切，高剥离强度
胶接一致性好，孔隙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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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制作的车用零部件

复材制作的零部件，如前后保险杠，传动轴，轮毂，座椅
骨架等，主要目的就是减重；

制作工艺多种多样，如SMC，RTM，缠绕，LFT等；



用于制作车身结构的
 主要制造工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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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加工工艺技术

预浸料袋压/热压罐 (Autoclave)

真空灌注/固化炉(Infusion)

树脂传递模塑 (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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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浸料真空袋压+热压罐工艺

纤维预先被树脂浸润，制
成半固化态材料

纤维和树脂含量可控；

手工积层，干法操作，易
于施工，环境友好

制品表面精度高，孔隙率
低，品质高

热压罐加压固化，层间结
合紧密，机械强度优

目前应用 广泛的工艺，
高端复合材料必备工艺

材料需要低温运输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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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根据铺层设计和工艺规范在模具上手工逐层干法铺贴；

制袋密封，使其内部处于真空并产生负压，消除气泡；

送入热压罐，在一定的温度，压力，时间下固化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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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铺贴积层/制袋/固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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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传递模塑(RTM)

纤维经预成型，预编织处理，纤

维铺放可设计，制品受力合理

预成型纤维体预先铺放在模具型

腔内，合模后通过设备用压力将

树脂注入模腔，浸润纤维，固化

成型

闭模操作，不污染环境

多模，多工位机械注射模式，生

产效率高

需要树脂灌注设备及多套模具

适于中等至大批量生产方式

制品双面光，尺寸精度高

可做结构复杂零件及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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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M 工艺特点

树脂灌注设备

模具（多套，金
属/复材）

模具自带加热系
统或进烘箱，加
热固化，提供生
产效率

纤维预成型技术
(定型剂/模压成
型)

一台灌注设备注
射多套模具作业
方式

复材模具制造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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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 T5用RTM工艺量产车顶

喷涂胶衣 铺放纤维 合模注射

固化脱模 加工完毕的成品 安装完毕的车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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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导入/固化炉

开模/袋压工艺

树脂在真空负压的作用下，被
吸入型腔，浸润纤维

树脂用量可减少20%(比手糊)
可精确控制制品的含胶量

产品性能得到改善,如无气泡, 孔
隙率降低，力学性能得到保证, 
厚度均匀,重量轻等

均匀施压, 产品性能一致

加快积层速率,提高生产效率

特别适于制作底盘，顶板，门
板，发罩等部件

产品在封闭状态下成型, 减少挥
发物对人体的伤害

降低劳动量及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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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真空导入工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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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导入工艺制作的发罩

Honda CRV 引擎罩

2层12K/T300 平纹织物

耐UV透明胶衣

室温下230cps的低粘度树脂

灌注浸润时间：5-6分钟

操作时间：2h/1人

固化：25C/20h+80C/6h

模具：耐温120C的复材模具

左右翼子板与发罩一体化设
计，简化了零件数量

碳纤维质感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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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导入工艺制作的整体式车身

车身材料：环氧/碳纤维
制作工艺：真空导入
固化工艺：4h/80C
车身重量：3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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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材的胶接装配

通过不同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部
件，通过胶接工艺组装成一体

胶接工艺 -- 结构胶粘剂

精密胶接 – 胶膜

缝隙填充 – 糊状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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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胶粘剂的特点及优势

高剥离强度

耐冲击, 韧性好

抗疲劳, 抗蠕变

耐候性佳

耐化学品

阻燃, 防烟, 无毒(FST)

无卤配方

改善疲劳特性

提高损伤容限

改善抗腐蚀性

改善阻燃特性

降低构件重量

降低材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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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复材座舱胶接图例

5件(绿)RTM制件
2件(红)热压罐制件

胶接装配完毕进罐固化
镶嵌紧固件共固粘接

该座舱由7件复材件通过胶接
装配在一起。



碳纤维预浸料在一些
 超级跑车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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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ariFerrari
F50 – 1994
第一辆全复材汽车

Cytec为F50开发新材料 --
Cycom759系列材料

Cytec 被选为主承载结构材料供应商

底盘 Cycom 759, 
车身 Cycom 759 
内饰 Cycom 759F
胶粘剂 FM87-1
模具 Cyform777

Enzo – 2001
Cytec 是Enzo主承载材料的唯一

供应商

表面膜SM202首次被用于覆盖
件，达到A级表面

所有外覆盖件使用Cycom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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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orghiniLamborghini

Murcielago – 2001

金属底盘，复材车身

Cytec 被选为主承载材料供应

商

车身 Cycom 759 

内饰 Cycom 759F

胶粘剂 FM87-1和FM94

表面膜 SM202

所有外覆盖件使用Cycom759

下一型号Veloce仍然选用Cytec
材料作主承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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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schePorsche
Carrera GT – 2003

Cytec为该车型供应如下材料：

底盘/发动机支架 - Cycom 997 -2

驾驶舱 - Cycom977-6

车身 - Cycom 759 和 SM202

内饰 - Cycom 759F

胶膜 - FM94 & FM87-1

通过该车型，与Porsche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

911 GT3 仍使用Cytec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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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attiBugatti

Veyron – 2003
Cytec为该车型供应如下材料：

底盘/发动机 - Cycom 997 -2

驾驶舱 - Cycom977-6

车身 - Cycom 759 和 SM202

内饰 - Cycom 759F

胶膜 - FM94 & FM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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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aren SLR
McLaren SLR
车身:   Cycom759
内饰： Cycom759F
胶粘剂：FM94和FM87-1
表面膜：SM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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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欧洲部分品牌使用碳纤维复材概况

车型品牌 产量/年 复材部件及使用工艺

Lamborghini Murcielago 550 车身/底盘/内饰

 
(autoclave)

Ferrari Enzo 150 车身/底盘/内饰

 
(autoclave)

Porsche Carrera GT 180 车身/底盘/内饰

 
(autoclave)

Mercedes Mclaren SLR 500 车身/底盘

 
(autoclave) 车门(Infusion)

Aston Martin Vaniquish 400 发罩/翼子板/前后杠

 
(Infusion/RTM)

BMW M3 CSL 1000 发罩/翼子板/车顶

 
(Infusion/RTM)

MG X-Power SV 250 车身板/尾翼

 
(Infusion/RTM)

Morgan Aero 8 300 车身板/尾翼

 
(Infusion/RTM)

Koenigsegg CC 50 车身/底盘/座舱

 
(autoclave/RTM)

TVR Tuscan R 50 车身/底盘/座舱

 
(autoclave/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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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使用碳纤维制作车身的基本情况

主要客户：

– F1车队

– 超级跑车制造商

– 定制/改装车商

– 主要汽车制造商

客户分布：

– 欧洲

– 北美

– 日本

碳纤维应用部位：

– 车身板

– 主承载结构

– 功能件

– 装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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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复合材料的发展趋势

碳纤维复合材料被广泛使用在今
天的高性能汽车车身上，目前还
没有可替代的材料能够既有高强
度，高硬度，抗冲击，又重量
轻，耐腐蚀，寿命长

自动化加工技术应用，降低了铺
层成本，改善了积层质量，提高
了生产效率

设计制造合并零部件 － 降低制造

成本

热塑塑料研发，旨在降低材料成
本及改善可回收性

低温固化/非热压罐固化工艺的发

展，旨在减少对热压罐工艺的依
赖，降低制造成本



主模型加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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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材料的用途

设计模型
工艺模型
比例模型
展示模型
风洞模型
主模型
数据控制模型
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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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材料 -- 可加工塑料

可提供0.1-1.3范围内不同密度的

可加工塑料

分板材和糊状材料，糊状树脂又

分手工混合施涂和机器混合施涂

经数控加工成形，尺寸稳定, 精

度高

机械加工性能优良,加工速度快，

表面光滑细腻, 质感好

边缘强度高，不易损坏

不受温度湿度影响, 可长期保存

是对产品进行 佳的直观表现，

是模型制作的理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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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糊状树脂制作1:5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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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工塑料板(代木)
裁切粘接固化成毛坯

机械加工性能极佳

尺寸精度稳定

表面质量好

边缘强度高

加工时低粉尘

加工速度快，刀具损耗低

多种的密度和性能的板材
可供选择

用专用胶水粘接毛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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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模型的制作

ＰＵ芯体加工

模型糊的施涂

加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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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部件模型

在加工完毕的主模型上制作模具

铺贴模具用预浸料，完毕，进罐固化



汽车复材成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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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c 工装材料系列

Cytec 可以提供环氧/双马系列的
专用工装材料；

Cyform22和Cyform777环氧工装预
浸布，适于177C固化的复材成型
模具，其寿命可达350次；

优良的操作工艺性和极佳的表面
质量是该系列材料突出的特点；

模具主要用于使用热压罐或固化
炉工艺的复材成型模和真空导入
模具；

该材料在航空航天，F1赛车和美
洲杯帆船制造领域，有众多客
户，超过20年的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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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c环氧系列工装材料

Cyform22/7777环氧系统

可操作时间Cyform22– 2-3天，
Cyform777– 10天；

初始固化温度55-65C，后固化温
度200C；

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在热压罐中
固化（55-65C, 好在热压罐内施
加90+psi/ 6kg/cm2的压力) 
脱模后在烘箱内进行后固化(固化
温度可到200C)，在无任何支撑的
自由状态下，可保持自身的尺寸
稳定性，

系统可提供玻纤和碳纤两种形
式，每种有表面层和背层材料；

该材料制作的模具其寿命可达350
次（177C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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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c工装预浸料特性

斜纹织物
所有的Cyform22和Cyform777工装

 预浸料都采用均衡的斜纹织物制造。

 大大地简化了铺层程序，消除了需

 要采用像缎纹织物所需的中间铺层

 转换方向。

树脂均匀分布
Cyform22和Cyform777工装预浸料

 采用一种专门的设备浸渍工艺制

 造，它保证了织物的浸渍完全，其

 挥发物含量小于1%。这意味着提

 高了操作性并更具有一致性无缺陷

 的表面状态。

热稳定性
Cyform22和Cyform777树脂系统的

 独特配方使其在350℉正常使用

 时，具有长时间的热氧化稳定性。

低收缩率
碳布和玻璃布的收缩率都很

 低，而且可以预测。把可能固

 化程序的灵活性与树脂体系结

 合在一起，可以进行特定设

 计，从各种不同的型模材料中

 生产出高精度的成型模具。

热膨胀相容性
Cytec工装模板与成型复材热膨

 胀系数一致，减少了尺寸不精

 确性和固有的残余应力。

工装使用寿命长
在350℉（177C）热压罐使

 用，超过350固化周期，该树脂

 系统不会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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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EC环氧系列的模具材料

Cyform环氧系列工装材料和Duratool双马工装材料，已被众多欧美航空航

天的客户成功应用，是制作航空产品工装和高性能赛车工装的首选材料。

一般120C/177C固化环境使用的模具，选用Cyform材料；而200C和230C固

化环境使用Duratool模具，这两种材料施工简单，表面质量高，便于改型。

双马树脂的模具材料可提供极强的耐温性能和超强的耐用性，其寿命

更长，耐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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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在汽车行业的全面应用

零件

装配

成品创意

设计

样件

设计

供应

零件生产

加工

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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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创意到产品制造全过程材料和技术支持

工装 零件生产 装配概念/设计

胶粘剂

结构胶膜
AB结构胶
密封剂
底涂

复合材料

预浸料
复材基体树脂
结构胶膜
AB结构胶
蜂窝胶
发泡胶

工装材料

可加工模具板材
可加工模具糊
模具树脂系列
工装预浸料
模具支撑系列材料
胶囊系列材料

模型材料

可加工模型
板材
可加工模型
糊

辅助材料
模型/模具密封剂，脱模剂
真空袋压/导流系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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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复合材料车身制作过程

数模建立 主模型加工 模具制作

产品制造 胶接装配 赛车制作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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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对于复合材料来说

碳纤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在大型商用飞机和高性能汽车及
F1赛车主承力结构件上的成功应用表明，复合材料完全可以
取代金属被用于汽车车身结构中。

然而，由于当前的材料和工艺设备昂贵，考虑到目前汽车生
产的工艺链和产品链，以及材料可回收重复利用等问题，综
合考量成本与效益，目前还不具备量产化的条件，导致碳纤
增强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在汽车结构件上的应用遇到很大的局
限性，这使得高强度钢板及铝合金仍然是目前汽车承载结构
的主流材料。

作为一种完全有别于金属材料的新型材料，复合材料的汽车
零部件的设计涉及结构设计、铺层设计及强度设计等多个方
面，它离不开大量的计算和经验数据的积累。要实现复合材
料汽车零部件的规模化生产，还需要制订相应的各种标准规
范，包括材料的检验和测试标准以及生产工艺规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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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对于复合材料来说

在实际的复合材料设计过程中，应根据材料的利弊特性，

针对特定的结构形状，性能，成本要求，在结构设计早期

即开始做具体的工艺方案，对遇到的问题，处理方法作尽

可能细致的分析和规划，这是实现高水平复合材料结构设

计的重要前提。

因此复合材料车身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目

前，国外很多整车厂及协作厂已建有完整的复合材料工艺

体系和设计体系，相比之下，国内的汽车企业在此方面还

处于一个空白。随着复合材料在汽车工业应用的日益增

多，建立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制定相应的材料规范和工艺规

范已成为国内汽车整车厂商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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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谢谢大家！

有何问题？

mailto:benson_chen12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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