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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一．化工材料在汽车上典型应用

二．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及市场潜力

三．电动化、智能化对非金属材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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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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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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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传统改性塑料：保险杠、门内板等用材

高性能工

程塑料

树脂基复合
材料

耐高温：发动机周边能材料

耐冲击、耐磨等功能材料

高性能覆盖件工程塑料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玄武岩增强复合材料

生物基增强复合材料

汽车用结构胶及局部加强发泡材料等

化
工
材
料

汽车非金属材料应用分析



门内板等内饰件

全塑“LIFE”系统件

B柱加强板受力件前端模块等一般结构件

保险杠等外饰件 后背门等全塑零部件

刚度

模态

碰撞

重量

零部件数量

连接个数

汽车非金属材料应用分析



2016-2020年 2021-2025年 2026-2030年

车辆整备质

量
较2015年减重10% 较2015年减重20% 较2015年减重35%

碳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

碳纤维有一定使用

量，成本比2015年

降低50%

碳纤维使用量占车重

2%，成本比上阶段

降低50%

碳纤维使用量占车重

5%，成本比上阶段

降低50%

2015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受工信部委托，组织了500多位行业专家，编

写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于2016年10月发布。

其中，该路线中汽车轻量化技术路线，明确了2015—2030年轻量化阶段

目标及技术路线：

汽车非金属材料应用分析



对化工材料

技术要求

工作环境
NVH特性

典型零部件综合成本

成形工艺

外观特性
时尚感

环保性

尺寸精度

收缩率

蠕变特性

成型工艺等

透明度

表面处理

光泽度

流动性

零件结构

成形技术

ELV

VOC

产品受环境影响
光照

接触介质

疲劳、耐久

机械性能要求
准静态数据

动态数据

质感

体积感

美感等

材料可回收等法规

汽车企业不断完善非金属材料相关技术要求，以及产品开发体系，并将用

户需求，纳入开发体系中，如下：

汽车非金属材料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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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或典型的总成件

关键复合材料零部件

材料 结构 工艺

1）复合材料零部件集成设计；

2）复合材料的典型连接技术；

典型零部件的材料-结构-工艺-性

能设计、模具设计，零部件性能

评价等；

1）材料准静态、动态等性能数据；

2）材料成形工艺-结构-性能数据；

3）材料疲劳、失效等基础数据；

4）典型结构特征与力学、性能基础数据等；

5）关键零部件及连接的有限元模型数据

材料性能

技术难点与关键技术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围绕整车轻量化开展整车轻量化目标制定、分解和组织行业资源针对轻量

化应用技术系统开发。

汽车非金属材料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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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汽车材料合作伙伴组织

（USAMP）为首的研发团队，联

合开展第三代汽车钢（如中锰钢

等）、碳纤维、连接技术等，旨在

开发新材料，建立材料预测模型、

开展钢与铝合金等连接工艺应用技

术研究。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10

与2012年比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车身 35% 45% 55% 60% 65%

动力总成 10% 20% 30% 35% 40%

底盘／悬架 25% 35% 45% 50% 55%

内饰 5% 15% 25% 30% 35%

整车 20% 30% 40% 45% 50%

美国某汽车企业中长期（2020-2025）整车、关键系统的轻量化阶段目标：

资料来自：Lightweighting and Propulsion Materials Roadmapping Workshop Outbrief

从该企业不同阶段减重目标分析，实现减重采取技术手段，仅从结构设计、

工艺优化，很难达到减重目标，必须在材料（小型化例外）上有重大突破。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2016-2020年 2021-2025年 2026-2030年

车辆整备质

量
较2015年减重10% 较2015年减重20% 较2015年减重35%

碳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

碳纤维有一定使用

量，成本比2015年

降低50%

碳纤维使用量占车重

2%，成本比上阶段

降低50%

碳纤维使用量占车重

5%，成本比上阶段

降低50%

2015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受工信部委托，组织了500多位行业专家，编

写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于2016年10月发布。

其中，该路线中汽车轻量化技术路线，明确了2015—2030年轻量化阶段

目标及技术路线：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在欧盟2000/53/EC指令（ELV）已明确要求，2015年整车回

收利用率要达到95%。

我国也将在2016年1月1日年实施的汽车回收利用法规中，整

车回收利用率95%。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短流程、低成本、高效率是汽车非金属材料成型工艺重要的技

术与产业发展趋势，由此，将带来了（原）材料体系、工艺装备

等变革。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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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技术
方向

1）薄壁化：提高材料性能，降低零部件厚度

2）低密度：降低零部件单位体积密度，如微发泡材料

3）功能性：① 高强度、高韧性，如动力系统周边用材；

②夹层结构和夹芯材料

4）精致感知：具体良好的手感、质感等

……………………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2016-2020年 2021-2025年 2026-2030年

整车产销量 3000 3500 3800

三个阶段整车产销量预测值 单位：万辆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我国汽车产销量峰值在5000万辆左右，其中国

内4000万辆，出口1000万辆

1）2017年中国全年共产销2901.54万辆和2887.89万辆汽车，连续9年居

世界第一；

2）2016年10月26日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技术路线》给出了2020年、2025年、2030年整车产销量预测值：

截止2020年，我国汽车用非金属材料及其零部件潜在市场将到上千亿

元以上的。

非金属材料发展趋势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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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汽车

纯电动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

电动化与智能化对非金属材料的影响

电动化提升：从车身结构上将，部分车身“承

载式”变成“非承载式”，车身材料应该发生

变化。

智能化提升：智能化越高，对整车结构影响越来越大，对整车

用材料将会是一种“变革”或“颠覆性”。



传统汽车

纯电动汽车

整车结构与性能变化：车身采用承载式或非承载

式，由于其对轻量化要求更高、结构和容纳成本能

力不同，对汽车用先进轻量化相关材料的能力更强；

整车续航能力：在电池能量密度一定的情况下，

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增加了整车重量，继而降低了

整车续航能力，因此，大量选用轻质材料（包括碳

纤维复合材料），也成为新能源汽车用材的重要方

向之一。

整车结构、性能与续航能力影响

电动化与智能化对非金属材料的影响



传统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化：

1）智能化越高，对整车安全性的预警能力越好，除了满足整车在碰撞过程中

安全性性要求，对其他非安全件，其用材模式将发生变化；

2）智能化提升，尤其是智能化结合电动化，在轻量化等要求下，对整车结构

影响越来越大，对整车用材料可能将会是一种“变革”或“颠覆性”，。

电动化与智能化对非金属材料的影响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

1 启动2019年联盟单位评估工作，针对新进入和已加入的企业进行评估； 1月份

2 组织行业相关企业，参加日本汽车轻量化相关会议 1/5月份

3 轻量化与汽车装备技术巡展 3\4\10月份

4 “汽车低成本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轻量化车身LIFE系统”课题阶段评审 6月份

5

2019（第十三届）中国汽车轻量化技术研讨会(900-1000人）

1）1个主会场（1天）;

2）汽车钢、铝合金、镁合金、先进工程塑料、树脂基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

与轻量化、连接技术、性能与评价（回弹、延迟断裂、成形性、失效模式等专

题）、轻量化设计、可靠性与疲劳、数学模型与模拟、商用车整车轻量化、商

用车底盘轻量化、装备与模具、研究生论坛等10多个分会场；

3）设立中日轻量化专场（待定）；

4）组织第二届唐钢杯-中国汽车轻量化设计奖、企业轻量化技术与产品对接会；

9月份

6 汽车轻量化、装备专项技术年度发展报告 12月份

7 新能源（电动汽车）汽车轻量化发展战略研究 12月份

电动化与智能化对非金属材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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