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综述

全新的增材制造阀体由钛合金制成，性能与传统阀门相同，但重量减少 35%。（来源：Liebherr）

Airbus A380 首次采用金属 3D 打印的�

主要飞行控制液压组件

面临的挑战 

使用增材制造的零部件替代传

统的主要飞行控制液压组件 -  

满足飞行的所有认证要求。

解决方案

使用较少零部件和高效过程链

制造轻量化 3D 打印组件。

成果

• �轻量化：减重 35%

• 简化：减少 10 个零部件

• 安全：满足飞行的所有认证

要求

• 效果：与传统零部件功能�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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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S 技术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亮相

简介

Liebherr-Aerospace 是一家领先

的航空工业供应商，在此领

域 的 经 验 超 过 五 十 年 。�

Liebherr 开发、生产和维修的

航空设备包括飞行控制和驱

动系统、起落架、空气管理

系统以及齿轮和变速箱。

3D 打印液压阀门由  Liebherr 

与 Airbus 和德国开姆尼茨工

业大学合作开发，德国联邦

经济和能源部提供部分资助。

其他信息 

www.sogeti-hightech.de

如今，航空业的热点是使用工业 3D 打印技术生产飞机组件。每家公司都希望抓住机遇，在新客户

收益、潜在的成本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从市场中脱颖而出。借助 EOS 增材制造技术，Liebherr 

正在逐渐实现此目标。使用 EOS 金属 3D 打印技术生产高压液压阀体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阀体已

成功通过 Airbus A380 的飞行测试。

面临的挑战

在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燃料价格

上涨和可替代能源缺乏的时代，

航空航天工业需要开发新技术才

能保持竞争力。以粉床为基础的

工业 3D 打印有可能带来根本性

改变，推动组件的不断创新。早

在六年前，Liebherr 就推出了增材

制造计划。经过实践验证，�

EOS 金属 3D 打印技术可适用于液

压飞机歧管。Liebherr 与 Airbus 和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共

同发起了一个由联邦经济和能源

部 (BMWi) 资助的项目。其目的是

使用增材制造组件替代传统的主

要飞行组件 - 高压液压阀体。

在飞机上，众多部件相互配合，

以确保飞行安全。扰流板助力器

将扰流板推动到目标位置，以减

小飞机的升力。在生产过程中，

这些主要飞行控制组件对质量和

精度的要求极高。阀体的传统制

造过程是从锻造原材料开始，然

后进行机械加工、修整、钻孔并

最终组装。这个过程链不仅耗时

而且复杂，几乎没有优化空间。

然而，数量庞大的工艺步骤表

明，可以通过金属 3D 打印来实

现改进。显然，仅仅做简单的替

代无法满足要求；全新的零部件

必须更轻、更加节约资源和环

保，以此证明：增材制造技术具

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利用 EOS 可靠的高品

质工业 3D 打印技术面向航空工

业开发一套设计和过程链。首

先，对传统零部件进行分析。识

别液压结构，并拆除辅助部分。

根据主要组件的安装空间和接口

要求，重新设计其位置，目的是

优化智能短连接线。此举为新零

部件的设计奠定了基础。“借助

工业 3D 打印技术，复杂性传统

方法制造的阀体（左）和经过优

化的金属 3D 打印阀体（右）。

（来源：Liebherr）问题迎刃而传统方法制造的阀体（左）和经过

优化的金属 3D 打印阀体（右）。

（来源：Liebherr）



解。在 EOS M 290 系统中，组件

由大量薄层构成，每层厚度为 30 

至 60 μm，这使得我们能够构建

复杂的几何结构。”德国利勃海

尔航空（林登堡）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部增材制造技术总工程师 

Alexander Altmann 解释说。“功

能性元件使用弯管直接互连。无

需使用具有大量横向孔的复杂管

道系统，从而节省生产时间。”

钛合金作为加工材料，特别适合

于航空，因为它具有很多优点。

由于钛合金非常轻并且具有机械

稳定性和非常好的耐腐蚀性，因

此能够减轻零件重量并提高运营

中的成本效益。后期步骤包括用

于应力消除的热处理以及液压通

道的特殊处理。

“对于组件及其制造材料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我们满怀信心。借

助 EOS 技术，我们能够非常可靠

地生产最高质量的钛合金组件，

这是批量生产的前提条件。”�

Alexander Altmann 解释说。

成果

全新的增材制造阀体由钛合金制

成，性能与传统阀门相同，但重

量减少了 35％，使用的零部件

更少。可以将 10 个功能性元件

集成到新的阀体中，而不必使用

具有大量横向孔的管道系统。�

“这就是是增材制造的优势 - 以

更轻的重量和更少的零部件制造

相同的部件 - 这对于我们来说非

常重要。”Altmann 说。全新的 

3D 打印零部件已成功通过 A380 

的飞行测试。

与传统的铣削工艺相比，工业 

3D 打印复杂性更低而材料利用

率极高，最大限度避免了钛合金

的浪费。“如今，制造一台阀体

需要大约一天的时间，通过使用 

EOS M 400-4 制造时间还可能缩短 

75% 以上。”Alexander Altmann 

说。好处不止这些 - 轻量化 3D 

打印阀体和未来的 3D 打印零部

件也将有助于降低燃油消耗、减

少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我们相信，几年后，金属 

3D 打印零部件（如阀体）将

在  Lieberr-Aerospace 实现批

量 生 产 并 交 付 给 我 们 的�

客户。”

“ 3D 打印阀体已经证明，�

EOS 的增材制造技术对于构

建关键的主要飞行组件是可

行的。

Alexander Altmann， 德国利勃

海尔航空（林登堡）有限责

任公司研发部增材制造技术

总工程师

飞机组件对质量的要求非常高，

因此 Liebherr 密切关注增材制造

方法的每一个细节，从而建立

绝对可靠的生产工艺。在 EOS，�

Liebherr 派驻了技术提供者和合

作伙伴，有助于保证增材制造工

艺的质量。通过参与测试阶段，�

Liebherr 能够为 EOSTATE Exposure 

OT（EOS 监控套件的新模块，可

实现无缝和实时的组件检测）的

开发提供帮助。“这将在未来加

速工业 3D 打印过程中对材料缺

陷的识别，并减少对后续质量保

证过程（如计算机断层扫描）的

依赖。”Alexander Altmann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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