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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增材制造 PurePower® PW1100G-JM 齿轮涡轮风扇发动机的高速低压涡轮机管道镜支管台（来自 MTU Aero 
Engines）用于为 A320neo 提供动力（由 MTU Aero Engines 提供）。

实现卓越的智能策略：MTU 依靠增材制造技术生

产系列组件

挑战

优化利用现有的 EOS 设备建

造安全和高性价比的系列组

件。

解决方案

增材制造空客 A320neo 的新一

代引擎 PurePower® 

PW1100G-JM 的齿轮涡轮风扇

发动机管道镜支管台。

结果

•  灵活：几乎无限的设计自由

•  快速：大幅降低了开发、制

造和交货时间 

•  经济实惠免工具制造大大降

低了开发和生产的成本



EOS 技术促进了空客 A320neo 引擎组件的高性价比制造

简介

MTU Aero Engines（德国航

空发动机公司）是德国的一流

发动机制造商。公司历史悠

久，总部设在慕尼黑，约有

9,000名员工。该公司开发、

生产和销售民用与军用飞机引

擎组件以及燃气轮机组件。公

司还提供客户咨询和监督最终

的发动机装配和维修。

其它信息

www.mtu.de 

油耗降低 15 % ——这是制造商Airbus希望其短到中程飞机 A320neo 为客户带来的主要好处。实现

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更高效的发动机。MTU Aero Engines 是美国发动机制造商 Pratt & Whitney 的

主要供应商，对空中客车的目标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保持在技术的最前沿，慕尼黑总部的航

空发动机专家们积极支持使用创新的生产流程。增材制造在此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管道镜支管台的

生产中所示，管道镜支管台是检修涡轮机的进入点，是 MTU 依靠 EOS 技术生产的产品。 

挑战

航空航天领域是世界上最具创新

性的领域之一。仅凭借 A380 的

设计，Airbus 就申请了 380 多

项专利。适合批量生产的新材料

和新技术因为成本、重量和功能

的原因，在该行业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因此，制造商和供应商们

都在测试增材制造工艺的性能，

在该工艺中，粉末经激光逐层硬

化时便生产出组件。该方法最初

是用于原型制造的，因为它允许

快速生产个别部件。然而，虽然

其具有很多优势，技术在批量生

产中是主要因素。与该工艺相关

的优势包括提高了设计自由度和

有大量的可用原材料，从重量极

轻的防火/阻燃塑料到各种金

属。一般来说，在飞机腾空而起

那一刻，成本和安全压力都是非

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因此，在引

进新技术时选择适当的妥协非常

重要。MTU Aero Engines 是德

国一流的发动机制造商，采用了

逐步向增材制造过渡的策略。

公司目前使用七套 EOS 设备。 

“大约 10 年以前，我们就开始

制造工具和开发组件了，”MTU 

公司快速技术部总监 Karl-Heinz 

Dusel 说。“为了优化设备利用

率和实施我们的分阶段计划，我

们寻找更多可以应用该技术的领

MTU 的制造：为发动机结构生产系列组件的七套 EOS 系统之一（由 MTU 
Aero Engines 提供）。



域。”主要的挑战包括成本和安

全因素，同时还要追求战略创

新。

解决方案

管道镜支管台将用于最新一代的

发动机—齿轮涡轮风扇（GTF）

发动机—并准备用 EOS 设备生

产。“第二阶段初，我们开始生

产原组件，用于取代现有的部

件。用于 A320neo-GTFs 的低

压涡轮机的管道镜支管台就属于

这一类。”Karl-Heinz Dusel 解

释道。这些小附加组件允许技术

人员通过管道镜来检查发动机内

部的涡轮叶片的情况。这些部件

被铆接在涡轮机外壳上，形成一

个开口用于内窥镜（在航空航天

领域术语中称为管道镜）。 

耐热性和耐久性是所使用的镍基

合金的重要特性。这种高品质材

料实现了组件要求的最佳效果，

但却很难加工。幸运的是，通过

增材制造技术很轻松地解决了这

类问题。由于 MTU 还是一家原

材料生产商，该公司能够开发新

的工序链，已经趋于成熟并被集

成到制造系统中。 

整个制造工艺通过由 MTU 专门

开发的一个控制系统支撑。在线

监测可捕捉每个生产步骤和层

级。此外，还引入了新的质量保

证程序，如光学层析法。EOS 

设备甚至通过了德国联邦航空管

理局的认证。过去，管道镜支管

台是通过固体铸造或铣削的，但

用于 A320neo 的齿轮涡轮风扇

发动机的低压涡轮机是第一个可

以连续配备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

的管道镜支管台的涡轮机。最重

要的是，EOS 技术的成本优势

是决定性因素，不论是在生产过

程中还是在开发阶段。

结果

通过与 EOS 的密切与积极的合

作，MTU 的这种战略方法见到

了实效。批量生产管道镜支管台

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假设每次

作业 16 个部件，则每年总共可

达 2,000 个部件。与以前的流

程相比，节余的百分比有望达到

两位数，并且质量已达到较高的

水平。MTU 和 EOS 正在联合

进一步优化组件的表面加工，尤

其是平滑的表面，目的是实现结

构力学上的完善。

对于 Dusel 来说，优势是明显

的：“EOS 技术的特点是几乎

无限的设计自由度和显著缩短了

开发、生产和交付的时间。此

“利用增材制造技术批量生产

管道镜支管台已经取得巨大成

功。这再一次证明了 MTU 对

创新领导力的承诺。我们利用

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生产世界

上最先进的发动机之一—齿轮

涡轮风扇发动机”。 

Karl-Heinz Dusel 博士，MTU 

快速技术部总监

外，开发和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较轻重量和较大复杂性的组件可

以成为现实，并且生产需要更少

的材料和最少的工具。”

MTU 看到了生产航空发动机结

构的其他系列组件的巨大潜力，

如轴承套或涡轮机叶片，它们都

需要满足最严格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要求。MTU 的目标：15 年

内，绝大部分组件应该利用工业 

3D 打印技术生产。因此，EOS 

技术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这在世界上最苛刻的行业中已经

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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