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不饱和聚酯树脂分会常务秘书长。赵秘书长长期从事玻璃纤维、合成树脂及其玻
璃钢复合材料的行业发展、行情分析研究工作。四十多年来，紧紧贴近行业发展动向，及时、准确地提供
情报资料和调研报告。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赵鸿汉受邀为中国复合材料网，中国玻纤
网，中国合成树脂网，风电网等协助策划各类专业和技术交流活动，受到好评。长期主编月刊《市场信息
摘要》，至今已达127期，免费发放企业和同行，予以参考和交流。自1987年已主持中国FRP技术研修班19
期，全国弟子逾千位。曾多次出访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及我国台湾，进行学术和商务考察。

赵鸿汉   

教授级高工、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顾问、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模压专业委员会主任。 
1963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非金属材料专业。 
1963年7月-1992年7月，在国家建材局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前身为建材部北京玻璃钢研究所）工

作。在此期间历任项目负责人、组长、研究室主任、科研二所所长、院专职副总工程师等职。 
1989年3月-2001年8月退休，在此期间主持创建了北京汽车玻璃钢制品总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近

十一年。 
参加工作四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玻璃钢复合材料工艺研究及产品开发、试制、生产及管理工作。出版

过四部专著，发表过十多篇学术论文。多项研究成果获部级、国家级奖。主持过国家攻关项目和重大技
改工程。所开发的产品涉及常规武器、航天、航空及特种武器领域，也涉及汽车、建筑等民用产品。 

黄家康   

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长期从
事玻纤复合材料行业的研究工作，拥有46年的行业经验，是伴随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行业成长的一代
专家。

张福祥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前中国玻璃钢工业协会常务理事。1956年考进北京请华大学，先就读于工程物
理/工程力学专业，后转入机电专业。1961年毕业之后长期在基层企业担任各类技术工作。早年就职于
汽车工厂，从技术员做起，逐步晋级直至担任总工艺师，此间历经25年时间。中年之后，相继转入汽车
灯具行业与电气开关行业。1990年率先在国内制造了第一盏带BMC反射镜的异形汽车前照灯；1996年率
先在国内创造了第一个向日本出口的全部国产的BMC塑壳断路器外壳。之后20年潜心于BMC基础材料、
BMC配方原理、BMC测试检验、BMC标准制订、BMC制备工艺、BMC捏合设备、BMC制品成型、BMC制
品模具、BMC制品设计、BMC成型设备及BMC反射镜后处理关键工艺等全方位的工厂实践与试验研究工
作。取得了系列化BMC消化吸收开发创新的技术成果和发明专利。匡伯铭教授能积极跟踪SMC/BMC的
最新前沿技术，近期围续3L（低压、低温、低密度）SMC展开了深入调研，望图使SMC/BMC实现新的起
飞。匡伯铭教授从来治学严谨，为人谦逊，乐于交流。长期在玻璃钢行业内的专业培训班授课，深得学
员的好评与欢迎。

匡伯铭  

讲座题目：湿式模压成型WCM与一分钟固化成型DFCM浅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技术部主任，中汽协会新能源汽车委员会副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201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与领域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工艺与装备、政策法规等。

何 鹏   

讲座题目：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非金属材料委员，国家科技专家
库非金属材料专家，特种纤维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阻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技术委员会委员。曾主持或组织过多项国家、省市和企业的汽车用复合材料技术开发、新产品研制和
产业化工作，参与《中国汽车轻量化发展——战略与路径》编制工作和《国家汽车轻量化技术路线图研
究》编制工作。

祝海峰   

讲座题目：汽车复合材料国内外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河南华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华美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1978年9月——1982年7月  武汉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复合材料工艺系学习
1984年8月——1990年3月  沁阳市玻璃钢冷却塔厂厂长
1990年3月——1995年11月  沁阳市玻璃钢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1995年12月至今  沁阳市华美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1999年6月  参加建设部人事教育司、建设部勘查设计司举办的“全国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岗位培训” 
2004年3月—2006年7月  清华大学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并兼任河南同学会副会长
2005年6月至今  河南省华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8年6月  河南省建设厅为其颁发建造师证书
2011.11—2014.6  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  硕士  
2011.8—2014.6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任河南同学会副会长
2015-2016年至今  河南华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多次受邀参加国家重点学术会议，多次出国考察交流，到美国、日本等地学习、掌握世界防腐行业

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 
焦作市享受政府津贴专家、多次荣获焦作市、沁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人大代表”荣誉证书。
承担了《酸性烟气输送管道及内衬施工技术规程》、《混凝土电解槽联体施工技术规程》、《建筑

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工业设备及管道标准》、《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验收规范》等规范、标准和
行业规程的编制、修订与审核工作。

李向才

1992-9至1995-7  开封职工大学中文系学习
2007-8至2009-7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华商书院商界领袖博学班学习
1995年创办开封市玻璃钢复合材料厂任厂长
 2009年担任博学班华商书院河南校友会会长
2010年自购土地迁入河南省荥阳市道北国际服装产业园，更名为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12年3月至今担任河南省开封市政协委员
2012年3月至今开封市禹王台区政协委员
任职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期间，为社会提供了多项工作岗位，为国家创收利税，到德国、法

国、日本等地考察交流，把公司产品推向国际。

张迎春

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厦门市泰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主管市场营销及结构优化设计。 1978年创始于中国台湾，
1988年在中国厦门全面投产，是目前福建省最大生产框架龙门式油压（液压）成型机为主的生产厂家，一
直以来以生产高精密高品质油压\液压机著称，迄今已在国内外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与信用，专业生产
1-16000T各种模压机，并已全面通过ISO9001:2008，SGS，CE，CSA专业认证。

刘青田   
讲座题目：如何正确选型LFT一D模压生产线及周边设施合理配套

韩国忠南大学高分子工学博士、淄博鲁凯树脂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韩国CHEMBASE株式会社研究所
所长。

1992年10月10日--1996年12月31日 韩国爱敬化学 UPR合成 技术部；
1997年01月02日--2005年07月30日 韩国爱敬化学 胶衣生产技术部长；
2005年08月01 日--2008年07月31日 青岛爱敬化学 总工程师；
2008年08月05日--至现在 韩国CHEMBASE株式会社 技术理事；
2010年08月01日--至现在 韩国CHEMBASE株式会社研究所所长；
2010年11月01日--2013年10月30日 企业部研究所 政府课题 课题负责人；
2011年06月01日--2013年05月31日 韩国政府技术革新课题负责人；
2015年12月01日开始任淄博鲁凯树脂有限公司技术部总监。

金应禄 
讲座题目：韩国汽车复合材料的应用介绍

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顾问，汽车复合材料河南省
工程实验室主任，学术带头人。河南省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郑州大学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模具优化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理论、技术和产品设计
的研究工作。近5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SCI、EI论文收录近30篇，曾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1等奖3项，河南省自然科学学术论文1等奖3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

吴海宏

讲座题目：长纤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制备及应用关键技术



广东百汇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200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随后进入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任职。
2007年担任福田化学公司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管理，筹建福田化学工业（广东肇庆）自动化

工厂项目。
2009年福田化学工业集团（广东肇庆 ）自动化工厂建成投产，随后调任房地产项目公司，筹建（广

东肇庆国家高新区）领域88房地产项目。
2010年担任广东肇庆市万致明居房地产有限公司招商经理。
201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高等教育学院EMBA研修班。
2016年调任广东百汇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任职招商总监，至今。

郭毅津
讲座题目：百汇达模压复合材料产业园—助力轨道交通及汽车轻量化
                  创新发展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2002年7月吉林大学工业设计（车身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至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从事

技术工作至今。期间做过多款客车造型设计和多个系列内饰结构设计；在内饰件的复合材料应用和轻量
化方面有比较丰富经验。现任技术中心车身附件室副主任。

黄 威 

讲座题目：复合材料在客车上的应用

江苏诚盟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LFT-D 项目负责人。在挤出机行业从业十余年；2012 年代表公司与国
内知名院校及液压机厂家共同研发 LFT-D 长纤增强热塑性材料在线模压成型国家项目，项目中我公司主
要负责挤出系统部分。LFT-D 长纤增强热塑性材料在线模压成型项目于 2014 年研发成功并投入实验阶
段，2015 年起负责我公司 LFT-D 长纤增强热塑性材料在线模压成型项目的市场推广，并在同年与多家液
压机厂家合作，成功推广销售多台 LFT-D 长纤增强热塑性材料在线模压成型装备生产线，在长纤增强热
塑性材料及相关设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王文东
讲座题目：LFT-D在线模压挤出工艺研究及设备支持



高级工程师，河北浩正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经在国家玻璃钢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工作5年时间，在北京玻璃钢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作14

年；北京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作4年时间；2014年起在河北浩正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是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委员会土木工程复合材料及纤维分技术委员会（SAC/TC39/SC01）委员；

国标委任命为交通运输复合材料标准化工作组（SAC/TC39/W07)组长。
起草、参加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制修订10余个；
参与了《复合材料制品设计及应用》及《中国材料工程大典》的编著；
2010年被评为建材系统标准化工作先进工作者。
制订了《GB/T27799-2011 载货汽车用复合材料覆盖件》；曾经成功开发过复合材料覆盖件、发动机

周边热塑性部件等，在汽车用复合材料热固性及热塑性制品的开发有丰富的经验。
目前主要从事复合材料/玻璃钢材料及制品的检验检测、新产品的CAE设计验证及开发、复合材料制品

应用在线监测系统的开发，复合材料性能数据库的建设等。

张荣琪  
讲座题目：复合材料发动机部件设计关键及研发程序

金陵力联思树脂有限公司 smc/bmc方向的应用研究经理， 在金陵力联思树脂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10
年，目前主要负责力联思树脂在smc/bmc上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支持工作。

力联思系cvc投资公司和皇家帝斯曼的合资公司，总部位于瑞士沙夫豪森。作为中国的生产、销售及
研发和技术服务基地，金陵力联思将继续与客户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突破复合材料部件制造的应用范
围，承续其注于品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吴 飞    
讲座题目：Smc作为汽车轻量化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和遇到的主要问题

博士，欧文斯科宁复合材料中国有限公司  亚太研发部门经理。 浙江大学本科，美国特拉华大学博
士，2012年6月加入欧文斯科宁美国研发总部，任职高级工程师。2013年7月调到欧文斯科宁位于上海的
研发中心，先后任职资深工程师、中国复材应用开发部门经理、亚太复材研发部门经理，带领团队从事
复合材料的设计、工艺、测试、应用开发、技术支持以及市场开发。

陆宗文   

讲座题目：LFT工艺玻璃纤维的选择及工艺过程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
作，任塑性加工学会塑性成形理论与数字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力学学会产学研工作委员会委员。发表SCI
论文5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15项，软件著作权6项，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优秀成
果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大永   
讲座题目：一种新型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成形及应用展望

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7月加入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专业领域为锻压装备流体传动与自动控制技术，历任液

压设计室设计员、室主任、重庆事务所副所长、技术中心主任，现任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分管技术
研发。

主持和参与高马赫数飞行器复杂构件超高温成形装备及关键技术、复合材料汽车关键零部件在线模
压成形技术与装备等多项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重庆市重点技术创
新项目高精度模具研配液压机研发、重庆市科技攻关项目35MN全自动薄板冲压生产线研发及国家重点产
业振兴项目YJK71系列玻璃钢快速数控液压机。

刘雪飞    

讲座题目：节能环保伺服技术在复材模压设备的应用

王琳，现任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
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机械
设备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建材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陶瓷机械分会技术委员会委员兼副
秘书长。

王 琳   
讲座题目：福建海源玻纤及碳纤复合材料技术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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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田公司概况及发展历程泰田公司概况及发展历程

13306039118 taitian@tt-machine.com xm-taitian www.tt-machine.com

LFT D

LFT D

LFT D

13306039118 taitian@tt-machine.com xm-taitian www.tt-machine.com

LFT DLFT D

LFT DLFT D

4000 3000mm

2500mm

3000mm

LFT DLFT D

LFT DLFT D LFT DLF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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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T DLFT D LFT DLFT D

13306039118 taitian@tt-machine.com xm-taitian www.tt-machine.com

LFT D

13306039118 taitian@tt-machine.com xm-taitian www.tt-machine.com

泰田液压泰田液压

真诚为您服务真诚为您服务

上接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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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P+30%LGF
•

3.0mm V1
• LFT-D

13667679323 lxffest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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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M
基本原理

维基媒体解说
Wet compression moulding.png

                     Wet compression molding. Cold press and hot press moulding.
1 Lower mould. 2 Inlay (fibers). 3 Resin. 4 Upper mould. 5 Trim final part. 6 Final part.

有别于普通RTM的树脂注入

湿式模压成型WCM与

一分钟固化成型的DFCM浅析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模压专业委员会

匡伯铭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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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放织物叠层

液体树脂涂覆

涂湿的叠层织物转移至热模
抽真空加压成型

固化60秒启模取出

亨司迈公司注释结构件湿式模压成型工艺流程

树脂浸渍淋涂织物的方式

Spraying pouring

道化字公司在推介它的树脂时, 展示的湿式模压成型的图例
道化字公司在推介它的树脂时, 展示的湿式模压成型的图例

道化学公司在推介它的树脂时, 展示的湿式模压成型的图例

KraussMaffei介绍的湿式模压成型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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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版的BMW i8已采用湿式模压的零部件

WCM湿式模压

主要设备

迪芬巴赫为BMWi7建造的净形的预成型体机 迪芬巴赫为BMWi7建造的5条湿式模压生产线

克劳斯玛菲为韩国客户提供的通用型湿压机

德国 IKV实验室展示的

用于湿式模压的压机和相应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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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M与PH-RTM

方法对比

同样的环氧树脂系统
HP-RTM与湿式模压成型工艺的对照表

预成型体
型体铺放时间
模具温度

树脂注入时间
固化时间
脱模时间

生产周期

HP-RTM与WET COMPRESSION的
进一步对比

1.由于树脂已水平铺开只需垂直浸渍,
故不一定强调须预成型体
2.纤维合量可以更高,达到60%以上
3.过程的时间可以更短
4.成型压力仅30bar
5.与传统的模压工艺比较有更好的自
由度

1.设计自由度是其最大优越
2.注胶的压力就要150bar
3.必须有预成型体

湿压成型可省去上
面二个重要工序

Cannon(美国)公司的湿式模压生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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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压法是将经过树脂浸渍的碳纤维编织物在润湿的状
态下置入三维压模中，然后进行压型和硬化处理。这
样，就省去了HP-RTM中所需要的精确的预成型体。混
压法是将树脂浸渍的碳纤维编织物在润湿的状态下和
薄钢板一起置入压模中，然后进行压型和硬化处理，
形成钢和碳纤维的混合材料部件。这种混合材料部件
的重量很轻，却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刚度和优秀的碰
撞性能。两种流程都通过优化的生产工序实现了在极
短的时间内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碳纤维部件，每天
最多可达数千件。

WCM与薄钢板一起混合成型(BMWi7)

基体树脂

水的粘度1.0mPa.S
血水的粘度10mPa.S

超快固化，超低
粘度10mPa.S
在低压力状态能
迅速浸渍
极良好地湿润纤
维伴有高质量的
制品
对于大尺寸制品
成本可降低

迈腾
亨司迈
巴斯夫
道
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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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聚合物环氧树脂固化时间缩短至 2-5分钟
我们在保证材料优异性能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树脂与固化剂的反应活性，将环氧树脂的固

化时间缩短至 2-5分钟（具体工艺参数和性能见下表）：

工艺参数

粘度（40oC，mPa.s）[ASTM D-2983] 200-300

凝胶时间（60oC，热台，min） 8-12

凝胶时间（100oC，热台，min） 2-5

凝胶时间（110oC， 热台，min） 0.5-1.5

固化物力学性能

玻璃化转变温度 [ISO 11357-2, DSC, 10k/min]

10min 100 oC 105-115

弯曲性能 [ASTM D-638] 固化过程： 100oC 10min

弯曲强度（MPa） 120-140

弯曲模量（GPa） 3.2-3.5

拉伸性能 [ASTM D-638] 固化过程： 100oC 10min

拉伸强度（MPa） 75-85

伸长率（%） 5-8

弯曲模量（GPa） 3.2-3.5

应用方向

为汽车应用快速固化环氧树脂
目前市售的环氧树脂用于高速件生产

Momentive’s EPIKOTE™ 
04695-1/EPIKURE™ 05357 epoxy resi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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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台面板 电工绝缘板
替代GPO3

客车前后围
替代手糊

微波接力通信天线

无框的光伏基板 各类电气柜、箱之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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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的RTM和CM(压缩成型)由于要适应汽车大批
量快速连续生产的需求，近代发展了HP—RTM和
WCM（湿式模压成型）工艺，这还在不断更新中。

2，WCM是相对于纤维织物增強复合材料成型工艺
HP—RTM的简易补充，对于相对平坦的2.5D的结构
件来讲，是可快速上马的投资较小的一项工艺。

3，WCM工艺基本无须纤维织物的预定型、无须树脂
的高压注入、无须担心织物被冲散、成型周期更加缩
短等优点，且可直接应用原有的SMC压制模具。

4，WCM的核心技术是基体树脂（EP,PU）必须是似
水一般的超低粘度，30~60秒内固化而窗口期又足夠
长……皆由世界级大化工掌控，国内企业也开始涉足。

HUNTSMAN
动态流体模压工艺
Dynamic Fluid Compression Moulding

DFCM

几点看法供讨论
匡伯铭

13951570062
Kbm9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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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牢达®LY3031 / AD3032树脂+ DFCM工艺优
势总结：
一分钟，从一个制品到另一个的周期时间
纤维体积含量高达65％和无空穴气泡
重磅960gsm的工业用布也可简单加工
减少设备投资（低压流程）
减少飞边等浪费
满足复杂度（2.5 + D）部件

Summary of benefits from the Araldite® 
LY3031/AD3032 resin + DFCM process:

One minute part to part cycle time
Fibre volume content up to 65% and Void-
free parts
Simple processing of heavy-tow industrial 
fabrics
Reduced equipment investment (low pressure 
process)
Reduced waste
Complex (2.5+D) parts

Huntsman Advanced Materials 
Role in Two Innovation Awards

at JEC World 2016

以下摘录自
Huntsman Advanced Materials
亨斯迈先进化工材料
Joannes Chau
邹灼亮先生2015.09在镇江会上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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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
匡伯铭

13951570062
Kbm91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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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纤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结构工艺一体化设计方法

吴海宏  教授

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顾问

2016年5月郑州



28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29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30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31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32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33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34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35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1 2

INDEX

2016 5 10
Tuesday

company profile

Auto parts branch

Connecting rod

Jiang Dong Machinery 
Co., Ltd

Hydraulic forming equipment

Evergreen Branch

CNC machine tools

Casting branch

Metal casting

Band saw Branch

Band sawing machine

YJ14 YJ14 Forging Hydraulic Press

YJ22 YJ22 Auto Stringer Press 

YJ24 YJ24  Stamping Hydraulic Press

YJ26 YJ26 Fine Blanking Press

YJ27 YJ27 Single-action Stamping 
Hydraulic Press

YJ28 YJ28 Double-action Stamping 
Hydraulic Press

YJ32 YJ32 General Hydraulic Press

YJ34 YJ34 Guard Against Theft Hydraulic 
Press

YJ41 YJ41 Single-column Correction 
Hydraulic Press

YJ43 YJ43 C-Frame Hydraulic Mounting Press

YJ45 YJ45 Gantry Straightening Press

YJ61 YJ61 Extrusion Hydraulic Press

YJ67 YJ67 Die-forging Hydraulic Press 

YJ71 YJ71 FRP Hydraulic Press

YJ78 YJ78 Grinding Wheel Hydraulic Press

YJ79 YJ79  Powder Metallurgy 
Hydraulic Press 

YJ94 YJ94Umbrella hydraulic press

YJ96 YJ96 Inner Decoration Hydraulic Press 

YJ98 YJ98 Die Spotting Press

BY BY Cardboard Hydraulic Press

YGZ YGZ Cardboard Hydraulic Press

YJZ YJZ Coil Pres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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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00iB-210F HI 

R2000iB-

210F HI

R2000iB-210F HI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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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 •

•
Ti2AlNb
1200

•

17

800mm/s 150mm/s
15-20s/ 6-10s/

5-15 /s 1000
18

5000KN D=500 d=460 T

mm/s

200 5 0.3125

50 588.75 25bar 10% 1.5 0.09375

25 85bar
30%

1 0.0625

5 250bar 1 0.0625

50 100bar 1 0.0625

50 80bar 1.5 0.09375

200 80bar 5 0.3125

16



38

2016/05/总第26期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19 20

21

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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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

.

0.1MPa
10%-100%

—

5-10dB 75dB
0

—

3000r/min

—

—

20%-
40%
250T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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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12016 5 10
Tuesday

GB/T 1447-2005
50mm
3mm/min

/mm /mm /Mpa /Mpa /Mpa
3# 1 -1 3.88 10.27 46.01 69.52 8460.37
3# 1 -2 3.87 10.23 58.04 77.03 7210.39
3# 1 -3 3.95 10.24 60.42 65.82 6898.89

3# 1 3.90 10.25 54.82 70.79 7523.22 
3# 4 -1 3.92 10.37 36.14 54.58 5535.29
3# 4 -2 3.86 10.18 57.05 64.74 8485.04
3# 4 -3 3.92 10.39 46.14 56.56 5489.67

3# 4 3.90 10.31 43.11 56.63 6503.33 
3# 4 -4 3.93 10.39 45.72 56.14 7161.73
3# 5 -1 3.96 10.33 51.39 70.52 7016.34
3# 5 -2 3.95 10.39 47.51 63.75 6781.67
3# 5 -3 3.95 10.34 48.58 68.62 6609.46

3# 5 3.95 10.35 49.16 67.63 6802.49 
7# 1 -1 4 10.17 59.93 66.57 7820.77
7# 1 -2 3.94 10.13 61.88 77.05 6697.94
7# 1 -3 3.99 10.18 51.41 72.1 7276.76

7# 1 3.98 10.16 57.74 71.91 7265.16 
7# 4 -1 3.99 10.21 50.23 53.9 5710.06
7# 4 -2 3.97 10.25 43.91 46.16 4807.99
7# 4 -3 3.98 10.19 54 68.73 6426.87
7# 4 -4 3.96 10.26 45.24 55.19 5150.31

7# 4 3.97 10.23 46.72 55.03 5461.72 
7# 5 -1 3.95 10.36 47.37 65.06 6215.51
7# 5 -2 4.04 10.29 57.73 69.5 6892.49
7# 5 -3 4.03 10.28 51.6 66.68 6659.76

7# 5 4.01 10.31 52.23 67.08 6589.25 

35% LFT-D 6.4mm
ASTM D638 68.6MPa
ASTM D790 98.1MPa
ASTM D790 3922MPa

ASTM  D256    23 35kgf.cm/cm -
10 25kgf.cm/cm                        

23 ASTM  D3763 3628N 24.5J
GB8410-2006   BR 100mm/min

ASTM  D648 150
–40 3 4H 80 2 ;

0.4
1.15

•
•

PP+30%LGF
• V0
• LFT-D

下转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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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发动机部件设计关键及研发程序

河北浩正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张荣琪    13321188117

                 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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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纤维复合材料的制备、成型及应用展望

李大永、朱正校 等

上海交通大学、余姚新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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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三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周承祥   联系电话： 0719-5716269、13597868869

邮箱：13597868869@163.com   网址：www.sanchow.com

地址： 湖北省十堰市六里坪工业园   邮政编码：442716

主营产品：SMC/BMC与拉挤用聚乙烯（PE）微粉、模压用液体内脱模剂、新一代（聚酯）拉挤内脱模剂、环氧拉挤内脱模
剂、酚醛拉挤内脱模剂。

山西海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斌   电话：18335623229

邮箱：shanxihainuo@163.com

地址：山西省高平市马村工业园区

主营产品：专业生产高性能空心玻璃微珠，目前已实现大规模生产，是国内极少数的能够替代同类进口产品的企业。产品是实
现复合材料“轻质高强”的关键填充料，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在复材模压工艺、汽车阻尼板、密封胶、保温隔热涂料等方面已
经有成熟的应用和生产。

上海海逸科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洪兵  手机：15005327860 上海公司总机：021-61813777    传真：021-61179377

邮箱：chenghb@haiyi21cn.com 公司网址： www.haiyi21cn.com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2000号中期大厦4楼西座

主营产品：德国毕克化学BYK助剂、德国赢创德固赛气相法二氧化硅、美国空气化学环氧固化剂、美国迈图（原GE东芝有机
硅）硅烷偶联剂、西班牙托尔萨水和硅酸镁、德国欧励隆色素炭黑、美国科慕（原杜邦）钛白粉等。

湖北纳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文庆  手机：13826273908  电话：0712-2283609  传真：0712-2283609

http：www.Luck-gz.com    E-mail:wwqing@luck-gz.com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银湖科技产业园孝汉大道9号

主营产品：复合材料及其产品设计、成型，复合材料技术咨询等，给航天产品配套的复合材料制品。

常州市悦腾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澄  手机：13601500217

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郑陆镇牟家村178号

主营产品：1，玻璃纤维热塑型单向片材复合机组，2，双钢带复合机组，3，双特氟龙带复合机组，4，YTR双层空间织物剑杆
织机。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付杏花  联系方式：13416538370

邮箱：fuxinghua@polyrocks.com   网址:www.polyrocks.com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B6

主营产品：聚石化学致力于汽车、电器等领域使用改性PP（适用于LFT-D工艺）、改性ABS、改性PC/ABS等热塑性复合材料
的研发、创新及生产，满足乘用车、客车等对材料轻量化、低气味、低VOC、高阻燃的热点需求，具有年产15万吨热塑性改性
塑料生产能力，拥有广东省阻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及价值2000余万元检测设备的专业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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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旺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多勇  联系电话：13808199186

Email: advs-6199@263.net  sales@sc-advs.com    Web：www.sc-advs.com

地址： 四川省都江堰经济开发区金藤大道4号

主营产品：是国内首家以双螺杆挤出机为技术核心和工艺突破口开发全自动长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LFT－D）生产线的
厂家，已成功开发了单机线和双机来完成LFT-D在线模压成型工艺。核心优势在于双螺杆挤出机齿轮箱采双侧齿轮对称驱动结
构，该结构属于世界领先技术水平，我们是中国国内第一家成功开发应用这种传动结构的挤出机厂家。

平原新东明树脂有限公司
电话：0534-5033100 传真：0534-5033000 手机：13953439619

邮箱：xindongmingshuzhi@163.com 官方微信：xdm0534网址：www.xdmresin.com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经济开发区

主营产品：平原新东明树脂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不饱和聚酯树脂、环氧乙烯基树脂和胶衣树脂等各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类别有20余种，适合各种成型工艺，如手糊、拉挤、RTM、缠绕、喷射、模压、浇注、连续层压、真空模塑等，其制
成品已在市政工程、体育器材、汽车材料、工程机械、电器家居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上海华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鲁怀利   电话：021-36393656

邮箱：huafan2002@126.com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717号1713室

主营产品：公司十几年来专注于聚氨酯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已形成全系列低、中、高压聚氨酯设备产品线，包含复合材料，聚
氨酯硬泡/软泡，聚氨酯灌注，喷涂等多种行业应用。目前上海华帆的产品已在国内服务于上千家的客户，并出口至海外多个国
家和地区。

江苏澳明威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13606111653  0510-87488820

邮箱：yx66amw@vip.163.com  网址： http://www.aomingwei.com/index.html

地址： 宜兴市丁蜀镇洛涧工业园74号  

主营产品：SMC（片状膜塑料）：通用型、低收缩、阻燃型BMC（团状膜塑料）通用型、电气型， 产品应用：东风悍马外饰
件（发动机罩）、上汽风顺外饰件、检查井、化粪池、电缆支架、天花板、除尘除菌模板、徐工操作室、卫浴、地下水收集系
统、SMC组装式水箱、电讯信号交接箱。

浙江博瑞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志强  电话：0573-88180750/13819367586

邮箱：johnny@boriscomposites.com  网址： www.chinaboris.com

地址：浙江省桐乡市环城南路1号2009室 314500

主营产品：无碱玻璃纤维粗纱、电子纱、电子布、无碱玻璃纤维方格布、无碱短切原丝毡、无碱玻璃纤维缝编毡、聚酯/玻璃纤
维复合毡、碳纤维/玻璃纤维复合毡、夹芯复合毡、热塑性短切原丝、LFT等热塑性复合材料技术方案及原材料供应、聚氨酯拉
挤复合材料解决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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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 臧福星  副总经理  TEL：0534-8211169 Mobile：13583409381

E-mail:lxgsrf001@163.com  网址：http://www.sdlx.cc

地址：山东省武城县运河经济开发区    PC：253300

主营产品：“人民防空工程复合材料轻质人防门、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钢筋混凝土防护设备、地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和
阀门”。2013年公司成立德州市长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人防及地下工程安装、维护、售后服务。

青岛宁恩交联科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黎民乐  158 6532 7916        张树华  159 0639 2366

邮箱：  15906392366@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ningenop.com/

地址： 青岛市闽江路172号软件大厦304室

主营产品：常温有机过氧化物-固化剂  TBPB、BPO、TMCH、CHP等。

电话：400-9696-921  网址：www. cnfrp.com  邮箱：cnfrp@126.com

郑州登电玄武石纤有限公司
电话：（张总）15138909768    （销售部）15565075217       15565078215    电话/传真：   0371-60165995

E-mail:zzddcbf@126.com  网址：www.zzddxw.com

地址：河南省登封市三里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主营产品：公司是以研发、生产、销售高性能玄武岩连续纤维及后制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玄武岩连续纤维是继碳纤维、芳
伦、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之后的又一种高技术纤维，主要有玄武岩纤维无捻粗纱、玄武岩纤维复合筋、玄武岩纤维短切纱、
玄武岩纤维土工布（土工格栅）、玄武岩纤维纺织纱、玄武岩纤维防火布、玄武岩纤维过滤袋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军工、高铁、汽车、防弹、防护、道路、桥梁、工程建筑等领域。

重庆海电风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海庆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波  电话：13983631229

邮箱：874160096@qq.com

地址：重庆市石柱县工业园区C区

主营产品：风力发电机机舱罩、导流罩、叶片、机架连接件、复合管道，风电场开发，玻璃钢制品。

青岛山川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爱霞   电话：15963200888   电话： 0532 66731433

邮箱：xuaixia09@126.com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重庆中路859号             邮编：266043

主营产品：主推美国亚什兰公司的彩色胶衣、高品质树脂等；巨石集团的无碱纤维、毡、布等；蓝星化工无锡凤凰牌的环氧树
脂系列；美国硕津公司的过氧化甲乙酮、过氧化苯甲酰等高品质进口过氧化物固化剂。承接各种玻璃钢产品的生产加工。

济南绿洲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电话：4000041997 传真：0531-88817297

邮箱：jnlvzhou@163.com  网址： www.sdshuzhi.com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明水经济开发区

主营产品：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酯树脂、脱硫除湿器、专用树脂、脱硫脱磷树脂、双酚A耐腐蚀型树脂、耐高温防腐树
脂、缠绕拉挤模压树脂、耐酸型树脂、耐腐气干型树脂、阻燃树脂、抗静电树脂、间苯新戌耐腐树脂、环氧树脂、酚醛树脂、
呋喃树脂、工艺品树脂、大理石树脂、透光树脂、涂层树脂、对苯耐温耐腐树脂、食品无毒树脂、地坪乙烯基树脂、重防腐涂
料、玻璃鳞片胶泥、色糊（色浆）专用树脂P50。另外各种树脂的辅料：固化剂、促进剂、树脂色糊、脱模剂、流平剂、分散
剂、消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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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职务 姓 名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副会长兼职秘书长 张福祥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 刘长雷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 文  慧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副主编 孙红梅

中国复合材料信息网/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信息网 总经理 于  珍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顾问 黄嘉康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技术部主任 何鹏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中国不饱和聚酯树脂分会 常务秘书长 赵鸿汉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模压专业委员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匡伯铭 

河南汽车轻量化研究院 教授 吴海宏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祝海峰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车身附件室副主任 黄威

欧文斯科宁复合材料(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应用开发工程师 袁国龙

厦门市泰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青田

企划专员 蔡晓灵

淄博鲁凯树脂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金标

市场总监 郭永庆 

技术总监 金应禄

负总经理 白钟枸

翻译 李大伟

顾问 翟继业

金陵力联思树脂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杨庆春

新业务发展经理 钟源  

应用研究经理 吴飞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副所长 李大永 

总经理 朱正校

郑州翎羽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迎春

总经理 王红立

广东百汇达新材料产业园 
总经理 孔祥文

招商总监 郭毅津

冀州中意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英武

      常州市悦腾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澄

中国复合材料模压工艺
暨轨道交通及汽车轻量化应用研讨会网上报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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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顺玻璃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胜枢

随州市巨鑫玻璃钢制品公司 总经理 吴飞

        山东呈祥电工电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先众

部长 陈建立

潍坊恒洋玻璃钢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玉春

生产厂长 彭涛

天津阿克苏诺贝尔过氧化物有限公司 技术发展经理 何广祥

辽宁威尔森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姚勇

湖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部长 钱红民

销售经理 朱勇强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潘忠社

江苏诚盟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宏

销售经理 王文东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正高

项目经理 陈蓬勃

河北华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张全根

生产经理 杨宝红

熙浩纺织品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焦洪举

伊川县明珠玻纤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俊博

宜兴市蓝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国兴

江苏天龙玄武岩连续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王君

总经理 薛晓薇

广西柳州市柳江县金泰玻璃钢厂 总经理 覃庆明

河北华盛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业务 杜新宁

湖北纳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汪文庆

上海航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部门经理 杨晓波

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压力机业务部副部长 万小玲

总经理助理 刘雪飞

保定迪泰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经理 庞杰

德州北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孟凡辰

四川省玻纤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品质部部长 李军

复合材料厂副厂长 李磊

复合材料厂厂长 魏明

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碳纤维复合材料项目经理 郑晓谦

青岛山川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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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耀华玻璃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泉国 

艾蒂复合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 潘庆龙

胜利油田新大管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李秀迎

事业部总经理 王华清

经理 聂大伟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车身所所长 朱思宇

产品管理部部长 郑学森

上海华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鲁怀利

浙江博瑞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卢志强

四川中旺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王多勇

格瑞德集团
副总经理 时艳玲

工程师 宋（军远）

厦门市豪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杨正才

山西海诺股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慧龙

上海海逸科贸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部门经理 程洪兵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郭松强

南通方鑫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路旭东

十堰三洲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周承祥

江西华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邱桂兰

重庆海庆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建祥

常务副总 王波

技术总监 马利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加志

总工 王琳

经理 张伟

吉林瀛豪工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曲江

郑州亚龙普特克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副总 李昕 

浙江孜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庆才

河北浩正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荣琪

副总经理 张洪毅

专业室主管 王晓曼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郝东泉

江苏澳明威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泽新 

浙江联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里 穆国强

技术工程师 李召磊

销售经理 侯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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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科健橡塑有限公司  经理   董建强

常州真优美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邹玉萍 

高级工程师 石玉明 

上海华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章三传 

销售经理 许良

邢台金牛玻纤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部副主任 李彪

宁波恒力液压股份

压机市场总监 柴洪林

技术副总 王刚

压机销售工程师 徐建轩

青岛宁恩交联科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黎民乐

技术工程师 张树华

平原新东明树脂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刘德新

业务员 肖桂猛

河北立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立新

营销总监 张伟

技术总监 公茂立

上海富晨化工有限公司 经理 王天堂

山东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姚建美

副总经理 赵福成

技术总工 崔海军 

保定屹隆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 曹宝海

总工 边玉仙

台州华诚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范顺华

惠柏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陈尚森

客户经理 贾有福

客户经理 杨福来

客户经理 何征

江阴市建恒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一栋

销售经理 钱路建

工程师 李文亚

大连环球矿产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张延大

销售部长 姜山 

余姚新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正校

重庆市都江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熊永祥

山东龙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部长 臧付星



东莞市力王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雄

南通密炼捏合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殷俊

南京光谷诺太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俊

副总经理 马新忠

副总经理 周海京

广东博皓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赖厚平

郑州登电玄武石纤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道林

销售经理 赵磊

河南华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向才

副总经理 陈秀峰

供应部长 王立卫

经营部 陈  峰

台州优普塑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宝新

东莞市奥科兴复合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国星 

营销总监 金斧

山东新明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商明新

经理 郭永清

长兴合成树脂（常熟）有限公司 营业经理 范林林

长兴材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李全能

辽宁锐翔通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职员 何鑫

职员 张宗航 

河南省华昌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晓峰

副总经理 周建涛

襄阳厚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斌杰

池州市万达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振坤

文莱商涌源技术国际商业公司  总经理 刘忠男

哈尔滨华美亿丰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中珊

技术员 刘奇

埃克赛复合材料（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平

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经理 李瑞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总工 康连顺  

工程师 胡振新

常州日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钱卫强

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司 经理 边彬辉

大连汇力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黄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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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四通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 温运收

副总经理 温运占

业务经理 刘同杰

车间主任 仝东方

中农绿波河北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志勇

西安市泰峰电器厂 总经理 肖云双

江苏垣神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战略事业部副总 郭军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肖令

常熟江南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志刚

德州盛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冯子旺

副总经理 黄殿林

优必佳树脂（常熟）有限公司 销售 刘宇

上纬（江苏）碳纤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前瞻技术部科长 简辰翰

高级研究员 胡景林

工程师 廖峰彬

经理 曾宇璨

业务主管 姜东

青岛军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乌克兰玻璃钢与纤维研究所青岛联络处
总经理 王宏新

山东美尔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本志

执行董事 朱亚鲁

销售经理 闫科举

常州汉耀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戴震安  

陕西海特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建航

副总经理 许联联

高级工程师 邓艳

四川威玻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术明

部长 何文

部长 李晓英

振石集团华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国刚

副总经理 郭正海

中国复合材料信息网 部长 易芝梅

中国复合材料信息网 经理 王晶

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信息网 经理 王一婷

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信息网 经理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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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前报名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