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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2 冬奥会正在举行，名为“飞扬”的奥运火炬凭借其动感活力的外形和耐寒、抗高温的
“黑科技”，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绚丽的外壳由上海石化参与研发的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制成，属
世界首创。何为碳纤维（黑黄金）？它是怎么生产的，又是怎样制成火炬的？是什么能让这种新型
材料承受“冰与火”的双重考验？本期专题为您揭秘。 本版文图由王佳麟 胡拥军 李 智 李英豪 提供

2020年 6月，一则上级通知突然降临：应冬奥组委要求，上
海石化为火炬“飞扬”研制碳纤维外壳。

碳纤维单根仅有头发丝1/15粗细，如何将这么细的碳纤维
丝变成不同形状碳纤维复合材料呢？上海石化闻令而动，立即
组织内部攻关团队和外部合作团队，开启了编织“飞扬”梦之路。

因冬奥会火炬外飘带有“中部大两头小”特点，而且还要保
证其上半部分在800摄氏度的氢气燃烧环境下正常使用（传统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耐温一般不超过250摄氏度，更不能经受燃
烧），攻关团队通过反反复复200多次的试验和研究，最终采取
分段模具设计、分段固化成型的方式，满足了其耐燃烧及脱模需
求，同时也保证了尺寸精度。

火炬外壳分成两段：上段燃烧段和下段普通段，上下段采用
胶接的方式，形成火炬整体外壳预制件。上段采用碳纤维陶瓷
基复合材料，该材料耐高温性能优异，满足火炬上段燃烧环境的
使用；下段采用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该材料力学强度高，满
足火炬的整体使用强度。

火炬外壳旋转上升，如丝带飘舞的造型怎么做？攻关团队
几经周折，慕名找到东华大学三维编织团队。200多锭碳纤维，
从3个不同的维度像编织羊毛衫一样，成功塑造出丝带飘舞的
优美造型。

随后将上下部分通过高温黏连、固化、打磨、喷漆、镭雕、组
装，最终制成了“飞扬”外壳。

··什么是碳纤维什么是碳纤维？？

碳纤维英文名：Carbon Fiber。由原丝经过氧化炉炭化炉锤炼后，破炉而出时一身黑
亮，成为一种含碳量在95%以上高强度、高模量的新型纤维材料。

碳纤维力学性能优异，直径只有头发的1/15，比重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
倍，并且还具有耐腐蚀、高模量的特性，被称为“新材料之王”，也被称为“黑黄金”，在各行各
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小丝束碳纤维和大丝束碳纤维有什么区别小丝束碳纤维和大丝束碳纤维有什么区别？？

小丝束碳纤维指每束碳纤维基本处于1000根～12000根之间，以1K、3K、6K为主，还
包括12K和24K，一般用于航天军工等高科技领域，以及体育用品中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包
括飞机、导弹、火箭和钓鱼竿、高尔夫球杆等。

而每束碳纤维根数大于48000根（简称48K）的称为大丝束碳纤维，往往用于土木建
筑、交通运输和风电叶片等工业领域。48K大丝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
可大幅度提高碳纤维单线产能和质量性能，并实现生产低成本化，从而打破碳纤维高昂价
格带来的应用局限。

※※始于白炽灯的发明始于白炽灯的发明
碳纤维第一次被提出要追溯到 1880年，

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首次提出了用碳纤维做
电灯的灯丝。然而，由于当时的碳纤维亮度不
高、制作方法复杂、寿命比钨丝短，最终被钨丝
取代了。

※※人造丝碳纤维出现人造丝碳纤维出现
20世纪早期，粘胶和醋酯等人造纤维的

出现，把碳纤维技术引入“再发明”时代。20
世纪50年代初，美国Wright-Patterson空军
基地以粘胶纤维为原料，试制碳纤维成功，产
品用作火箭喷管和鼻锥的烧蚀材料，效果很
好。

※※PANPAN基碳纤维诞生基碳纤维诞生
20世纪 60年代初，日本大阪工业研究所

的近藤昭男发明了以聚丙烯腈（PAN）纤维为
原料制取碳纤维的方法，并取得了专利，开启
了日本的PAN基碳纤维之路。PAN基碳纤维
在军工、航空飞机部件、锂电池、体育用品领域
的广泛应用带来了 20世纪 70年代碳纤维产

业的飞速发展。

※※沥青基碳纤维问世沥青基碳纤维问世
除了人造丝、聚丙烯腈，碳纤维的三大前

驱体还有沥青。
1965年，日本大谷杉郎首先制成了聚氯乙

烯沥青基碳纤维。1970年日本吴羽化学工业
公司采用大谷杉郎的专利，首先建成年产120
吨普通型（GPCF）沥青基碳纤维的生产厂，
1978年产量增到240吨。

※※高性能高性能PANPAN基碳纤维工业化生产基碳纤维工业化生产
1969 年日本碳公司开发高性能 PAN 基

碳纤维获得成功。1971 年东丽公司将产品
Torayca投放市场。随后，产品的性能、品种、
产量不断发展，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82年起，日本、美国、英国的多家公司
先后生产出高强、超高强、高模量、超高模量、
高强中模及高强高模等类型高性能产品，使应
用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高水平阶段。

※※国内碳纤维国内碳纤维
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开始了碳纤

维研究，但是由于技术与装备封锁，长期发展
缓慢，工艺流程长、关键控制点多，其难度可想
而知。2000 年起碳纤维发展进入新阶段，
2007年产能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国内也相继
出现了多家碳纤维生产企业。

碳纤维和我们日常戴的口罩“同宗同
源”，它们都是亿万年前深埋在岩石地层里
的、一坨黑乎乎的——石油！

以最主流的PAN基碳纤维为例，从亿万
年前形成的原油到 2022北京冬奥会“飞扬”
的制备流程十分漫长，是一次漫长的“飞扬”
之旅。

被石油工人开采出来的石油进入炼厂之
后，经过常减压装置蒸馏处理，可以从中提取
石脑油等组分。接下来将石脑油送到乙烯装
置，在温度700~900摄氏度的乙烯裂解炉中，
将其裂解成丙烯。当丙烯与氨、氧气走到一
起，在催化剂的推波助澜之下，发生了丙烯氨
氧化反应，得到了碳纤维的原料——丙烯腈。

丙烯腈单体经过聚合反应，不断连接在
一起，形成了具有螺旋结构的聚丙烯腈大分
子长链，这些长链卷曲缠绕在一起，形成了
聚合物聚丙烯腈。聚丙烯腈不溶于水，需要
加入特殊溶剂，缠结在一起的大分子链才能
变成流动的纺丝液体。通过机械剪切和管
道输送，大分子逐渐有序排列，纺丝液从类
似于淋浴花洒一样的喷丝板的喷丝孔里高
速挤出，在特制的溶液中凝固成型。经过一
系列的机械拉伸，形成致密规整的白色原
丝。白色原丝经过氧化、高低温碳化等连续
工艺，就像生面团烤制面饼，颜色从白变黄，
再从黄变黑，纤维也越变越细，最终形成“黑
黄金”碳纤维。

上海石化是中国石化系统内唯一研发生产碳纤维
的企业，也是国内第一家率先突破48K大丝束碳纤维
产业化技术的企业。自上海石化碳纤维问世后，在各
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碳纤维抽油杆应用于采油产业。在2019年9月举
办的第 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由上海石化、胜
利油田、胜利油田新大管业3家共同申报的“以碳纤维
及其连续抽油杆研制为核心的新型高效机采系统”，获
工博会首次设立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成为一
个以开发、应用碳纤维新材料提升传统采油产业的成
功案例。目前，该系统在胜利油田进行应用，性能优
良，与国外碳纤维水平相当，完全可以取代进口。目
前，已在国内五大油田94个区块545口井进行产业化
应用，实现了直接经济效益2.45亿元。

碳纤维耐磨制件应用于腈纶纺丝机械设备。2019
年2月，由上海石化研制开发的碳纤维耐磨片被应用到
腈纶纺丝机械设备上，这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工业领
域的又一成功应用，打破了耐磨制件长期依赖进口的
被动局面。工业机械设备长期以来采用进口材质制
件，但磨损快、使用周期短等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
上海石化工业用耐磨片以碳纤维增强聚醚醚酮
（PEEK）树脂复合材料为基础，采用先进造粒技术和挤
出成型工艺加工制成，具有耐磨耐热、抗腐蚀和自润滑
等优异性能，使用寿命可延长 3～4倍，有效提高了生
产连续性，保证了腈纶丝束质量。

碳纤维补强技术应用于公路、立交桥、
高铁、隧道等基础设施维修加固工程。近年
来，上海石化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在碳
纤维复合材料补强领域携手攻关，目前，
碳纤维补强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公
路、立交桥、高铁、隧道等存

在病险的基础设施维修工程。在莫桑比克N6公路、天
津津滨高速立交桥、沈阳至丹东铁路线、辽宁蓡窝水库
等病险基础设施维修工程中，采用碳纤维拉挤板材加
固，不仅施工高效便捷，而且结构承载力明显增强。同
时，在加固修补液相丙烯、抽余碳四、火炬气、甲烷氢、
氮气、污水等石油石化管道、高腐蚀设备、化工车间受
腐蚀建筑等方面应用效果良好，形成了丰富的应用经
验，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碳纤维钢筋替代传统工程材料。2019年，一种可
替代钢筋的新型结构材料碳纤维筋成功问世，碳纤维
筋是采用了特殊拉挤工艺，将碳纤维与树脂结合，制成
形似钢筋的一种新材料，具有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
等优点。权威部门测试鉴定结果表明，制品的抗拉强
度、弹性模量等关键指标均优于国家相关规范标准。
由上海石化与中建八局、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合作
开发的碳纤维筋，不但能降低构筑物自重，而且大幅增
强了混凝土筋结构的耐海洋腐蚀性、耐水泥碱性等，能
有效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能，降低维护成本，延长使用
期限。碳纤维筋突破应用局限替代传统工程材料，表
明上海石化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在国内土木工程领
域处于领先水平。

从碳纤维到从碳纤维到从碳纤维到从碳纤维到““““飞扬飞扬飞扬飞扬””””火炬火炬火炬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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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解密

高端推荐

碳纤维按照丝束类型分类

碳纤维的逆袭碳纤维的逆袭
被誉为“黑黄金”的神奇碳纤维，背后其实有着很曲折的逆袭历史。

发展简史

诞生记

上海石化上海石化PANPAN基碳纤维发展历程基碳纤维发展历程
十年磨出“黑黄金”，实现从12K到48K的飞跃

早 在 20 世 纪 80
年代，上海石化作为国
内最大的腈纶生产企
业，依托腈纶产业优
势，率先开展对碳纤维
的交流调研和技术研
究工作，并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为了打破技
术壁垒，上海石化在
集团公司、上海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与上海
石油化工研究院、上海
工程公司、复旦大学等
数十家科研院所、高
校、企业等一起，走出
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
的“产、学、研、用”相结
合的协同创新之路。

成绩单

●2007年，中国石化决策部署PAN基碳纤维的研发和产业化攻关工作。

●2008年11月，建成中试装置。

●2009年3月，成功研制出12K原丝。

●2012年9月，采用自主研发的国内独有的NaSCN（硫氰酸钠）湿法工艺、自主知识产权的
成套技术，上海石化年产3000吨原丝、1500吨碳纤维项目一阶段工程建成投产，形成了
每年3000吨聚合物、1500吨原丝、500吨碳纤维的工业化生产能力。一阶段500吨级碳
纤维装置开车后，其独特的NaSCN湿法原丝工艺，使生产的碳纤维具有优异的表面结构
和界面性能，可提供优越的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性能。

●2016年5月，着手进行48K大丝束的原丝工业化研究试验。

●2018年 1月，开发了大丝束碳纤维的聚合、纺丝、氧化炭化工艺技术，形成了千吨级PAN
基48K大丝束碳纤维成套技术工艺包的技术基础。2018年3月，成功试制出国内真正意
义上的48K大丝束碳纤维，并贯通工艺全流程。

●2021年5月，上海石化1000吨／年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出合格产品。二阶段项目
在建设中，国产装备应用率较一阶段项目提升了10%，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碳纤维关键核心
技术水平，增强了我国碳纤维生产的综合竞争力。

生产工艺

原油采掘 石油化学 聚合反应 PAN纺丝 氧化炭化

PAN碳纤维PAN原丝纺丝原液PAN丙烯腈

原油

应用领域

碳纤维可以用在哪碳纤维可以用在哪

2020年 8月 28日，上海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
上海石化在科技创新上推出的重要举措，他们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和产业创新，推进中高端新材料产业企地融合发展。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人才。目前，创新研究院通过内外部结合招
聘，64人中，博士8人、硕士21人、本科21人，成为上海石化名副其实的

“硅谷”。 同时，该院与上海碳纤维复合材料创新研究院、陶氏化学、华东
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新企业、高校院所开展各项技术交流，共建合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海石化碳纤维的上海石化碳纤维的““硅谷硅谷””
目前，碳纤维是上海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的工作核心，如何根据市

场需求向复合材料方向发展形成产业链，成为创新研究院面临的挑战。接
下来，创新研究院将着力开展核心技术研究，努力形成碳纤维工程化成套技
术；努力打造以碳纤维产业为核心，以聚酯、聚烯烃、弹性体、碳五下游精细
化工新材料产业为延伸的中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利用研发制造碳纤维复
合材料火炬外壳的契机，加快推进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核心技术攻关，为上
海石化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打造新引擎、汇聚新动能。

上海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总经理 林生兵

打造中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中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碳纤维团队

专家观点

从原油到碳纤维从原油到碳纤维，，
一滴石油究竟经历了什么一滴石油究竟经历了什么

上海石化碳纤维成绩单上海石化碳纤维成绩单：：
截至目前，上海石化申请碳纤维相关专利274项、授

权165项，碳纤维相关专利申请数排名全国第一、全球第
三，是国内第一家、全球第四家掌握碳纤维大丝束的企
业。

●“年产3000吨PAN原丝产业化示范工程”被列

为国家高技术项目

●“PAN基碳纤维成套技术攻关”被列为中国石化

2010~2017年十条龙项目

●“年产1500吨PAN基碳纤维项目”被列为上海

市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大项目

●共承担国家“863”项目 1项，“973”项目 1项，国

家发展改革委项目2项，上海市政府项目5项

在当今世界高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碳纤维用
途正趋向多样化，凭借着轻而强、耐高温、耐腐蚀、耐
疲劳、结构尺寸稳定性好及设计性好、可大面积整体
成型等优异性能，碳纤维已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
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下图是全球和
我国碳纤维下游需求结构图：

上海石化上海石化 PANPAN基碳纤维主要应用基碳纤维主要应用

2020年全球碳纤维下游需求结构

风电叶片

混配模成型

航空航天

压力容器

体育休闲

碳碳复材

汽车

其他

2020年中国碳纤维下游需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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