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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humm3®技术?
humm3® 专为复合材料加工而设计，是一种强大、安全的脉冲宽光谱加热源，非常适合用于自
动铺丝(AFP)、自动铺带(ATL)和纤维缠绕。 

humm3® 利用三个可调参数来进行热控制:能量、脉宽和频率。

脉冲能量
一次脉冲的能量

脉宽
一次脉冲的长度（毫秒级）

脉冲频率
指定时间的脉冲数量。 humm3® 
通常工作在60赫兹或更高。

 
你知道吗？

“humm”来源于英语蜂鸟
(hummbird)一词,部分原因
是该技术和蜂鸟一样具有精
确、高速和连续运动的特性；
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蜂鸟的
翅膀在飞翔时的形态与闪光
灯发出的光（每秒60次闪烁）
相似。“3”代表3个可调热控
参数(脉宽，能量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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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3® 技术如何工作？
为了将脉冲能量引导到正确的位置，我们使用透明的导光块，它的作用就像一个大型光纤，收集来自闪光灯的能量并将其集中到加热
区域。对于自动铺丝(AFP)的应用，这通常是一个滚轮与基底之间靠近的起轧点(nip point)的区域。导光块的末端可以改变形状，以优
化能量分布，来适用于更宽或更紧凑的 加热区。如下图所示

图1:灯罩和导光块的位置 图2：这是一幅铺叠干丝板底层的技术特写照片，末端使用
humm3®的科里奥利(Coriolis)设备

图3：相同几何形状的热成像图，显示能量集中在起轧点
(nip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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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带来改变
2012年，英国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正在寻找一种强大的、可控的加热源，它可安全地用
于需要更高能量的工业材料，如热塑性塑料和干丝。

对于NCC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是加热源必须在工业环境下的使用安全。激光经常用
于这些材料，它的性能良好，但是安全成本高。为了减轻这种成本负担，促使NCC寻找替代加
热源。

这与贺利氏特种光源的愿望不谋而合。位于剑桥的氙灯制造团队正在研究新产品的应用方
式及应用领域，而复合材料加工正是其首选。

新研发的humm3®可快速加热和冷却，适用于复合材料的加热。它是一种安全的宽光谱辐射
器，不需要4级激光罩。灵活的模块头部结构紧凑，可用于复杂的模具与形状。它具备高能量
和温度输出的特性，宽度亦可扩展。目前完成项目的最大加热宽度为300毫米，也可根据客户
需求增加。

为什么要使用氙灯加热?

技术差距：

•	 激光-加热非常快，也能提供高温。大
量的激光镜片造成复杂排列问题。使
用4级激光产品时，安全成本非常高，
因为没有联锁防护罩就不能使用它。
特别是当全盘考虑到安全罩和额外
的安全工作环境管理和维护时，最终
会导致成本很高。

•	 红外辐射器-便宜而且体积很小，但是
与激光和氙灯相比，它的加热和冷却
速度较慢。对于干丝和热塑性复合材
料来说，红外辐射器不能提供精确地
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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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测试

“Wet Horace”——是水冷氙气加热系统样机的昵称。
最初的实验从“Wet Horace”开始，它包含了氙灯、灯
罩、电源、控制和监控输出的示波器。研究小组发现
他们可以在仅仅几毫秒内通过一次闪烁就能让一块
复合材料从室温加热到220°C。

‘Wet Horace’ 

原型机版本-“Wet Horace”更新后的创新设计。它
结构更为紧凑、坚固和安全。首次集成到自动铺丝

（AFP）机械臂系统上，实现更高层次的集成。 该版
本尚未使用humm3®系统中的导光块 - 当时研发团
队并未发现该方式的独特益处。

第一个动态试验台 - 该动态试验是一个静态闪光灯
和一个大滚筒在水平方向上以18转/分(1.5米/秒)
的速度旋转。闪光灯加热附着在滚筒外围的干丝。
试验台可以完全控制速度，偏移量，脉冲能量，脉宽
和频率。

原型机 首个动态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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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3® 在运转
 

点击这里查看
humm3® 在法国工程师学
院复合工业材料实验平台

(Compositadour)的运转情况

点击这里查看
humm3®在科里奥利
(Coriolis)的运转情况

 

该系统位于在法国工程师学院复合工业材料实
验平台(Compositadour)。图中显示的是8根1/4
英寸干丝丝束的层叠（Hexel品牌 high tape系
列)。该图像显示了工艺开始的控制。随着闪烁开
始，humm3®系统接近凹面部分，然后减速，在每
秒一米的速度后加速离开，始终保持最佳温度。

这张图片是基于法国科里奥利(Coriolis)系统生产
的立柱式演示平台。机械臂从零速度开始，先加
速，然后通过边缘时减速，然后再加速。这显示了
保持最佳工艺温度所需的精确控制水平。

https://www.heraeus.com/media/media/hng/media_hng/inxmail_deploypage/inxmail_deploypage_1/humm3_demonstrator_panel.mp4?utm_medium=display&utm_source=brochure&utm_campaign=HNGhumm3_ebook&utm_content=humm3_ebook
https://www.heraeus.com/media/media/hng/media_hng/inxmail_deploypage/inxmail_deploypage_1/humm3_demonstrator_spar.mp4?utm_medium=display&utm_source=brochure&utm_campaign=HNGhumm3_ebook&utm_content=humm3_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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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英国国家复合材料中心项目

humm3®团队目前正在开展 CLEAN SKY 2 FRAMES 计划，该
计划旨在为飞机制造热塑性复合材料尾部。 贺利氏的作用是
引领生产光学加热加速工具，可加速零件的制造过程。 我们
非常高兴能与德国航空中心(DLR)和法国工程师学院复合工
业材料试验平台(Compositadour) 合作开展这项计划。

图4:2016年英国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的开放日

图5: 2016年英国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开放日的humm3®特写

这两张照片都拍摄于2016年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的开放日。这一天意味着
两个项目之间的转换。贺利氏特种光源成功赢得英国国家航空航天技术开发计
划(NATEP)基金，从而推进重大发展。 随后，与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
(Innovate UK)”项目合作的一个科研项目，未来预期构建更大的 32kW 研发系统，使
我们能够以更大的功率探索 humm3®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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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3®系统的构成

模块头——氙灯的输送。

导光块——利用内部的反射，精确
地把能量传送到工艺流程中。

电源——一台6千瓦的单机电源

控制面板——采用数字信号控制加
热的开/关，用模拟信号来启动/停
止，以及4-20毫安信号，根据工艺
来改变输出功率

冷却装置——这个装置从热交换
器获得热量，并去除工艺区多余的
热量。

水-作为冷却剂。

图6:为实验室使用而设计的NF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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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技术比较（humm3®/激光/红外） 
 

右侧表格的测量区域比较了
三种加热方式。humm3®和
激光可以瞬间升温和冷却，

而红外线升温和冷却明显缓
慢。humm3®的模块头的冷
却水将多余的热量去除。除

去多余的热量有助于精确的
温度控制。

  humm3®, 激光和红外线的升温速率对比 - 移动速度为0.25米/秒

溫
度

-1 21.510.50-0.5

時間

humm3®

激光

红外线

移动实验显示humm3®的升温速率与激光相同，比红外线更快。冷却的情况也相同⸺ humm3®不产生热量残留。

图1: humm3®、激光和红外线的升温速率对比，移动速度为0.25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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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塑性复合材料铺放热成像图
这是热塑性复合材料铺放热成像图。右边可以看到
导光块，保持相对冷却。热量分布均匀一致，温度高
达320摄氏度。

有证据表明，与其它加热源相比，humm3®加热对
结晶度和空隙度有所改善。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在相对较大的面积上加热或冷却，可以提高成品
部件的质量。

图7：热塑性复合材料铺放热成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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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次定律
该模型是通过我们与创新英国(Innovate UK )试
验生成的，该试验使用高功率系统来测试更广泛
的 humm3®技术参数范围。图中的线条代表工艺
过程温度，被称为“幂次定律”。前面我们提到了 
humm3® 的控制功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它在动
态过程中保持精确温度的作用。

该模型使用了Hexcel品牌 High Tape系列的材料，
显示温度达到220°C(沿红线方向)。

蓝线代表热固性复合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
快速铺放，但关键要注意的是，使用 humm3® 时，
可以立即施加和去除热量，因此在过程开始或结束
时没有浪费和残留热量造成附着力差异。精确控制
及快速升温和冷却符合“幂次定律”。humm3® 的
瞬时升温和冷却响应时间可实现快速沉积速率，并
可在不同速度下进行恒温控制。

图2: 2英寸加热宽度——速度与幂次定律对比，红线是干丝在的起轧点温度，达210°C；蓝线是热固性复合材料
的起轧点温度，达50°C。注意:图表是运用幂律方程的速度大于约1000毫米/秒。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用于自动铺丝的闪光灯加热解决方案的电源控制，作者： 
Monnot, P., Williams, D. P. & Di Francesco, M., 

https://az659834.vo.msecnd.net/eventsairwesteuprod/production-pcoconvin-public/e41692322a1f4e2e9ef92d44588ce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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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工业化

能量强大
我们的客户需要高平均
功率，因此我们以模块
化方式生产电源。目前
我们供应的电源最大功
率超过40千瓦。
 

集成式与分体式电源
客户希望在工艺过程中
让更高能量模块更靠近
被加热材料。-为此我们
的电源分为集成式与分
体式。分体式模块可进
行动态设置。所有布线
适用于动态集成。

可互换的模块头
工业应用需要“即插即
用”的模块头连接。这
样模块头可以迅速更
换，能最小化停机时
间，以适应工艺要求或
必要的维护。

现场总线通信
我们使用工业以太网 /
网络通讯协议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以及直观
的用户界面，来达到简
易化集成。

模拟光学辐射(AOR)
humm3®不同于激光
之处，是它的安全成本
低。我们作为行业引领
者，能够提供定量信
息，并帮助客户进行光
学模拟试验(AOR)。

服务
贺利氏作为全球
性的科技集团，服
务工程师遍及各
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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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3® 应用案例——英国国家复合材料中
心(NCC)  

在NCC，我们与创新者共同
运用复合材料技术来解决当
今时代面临的最复杂的工程
挑战。我们尤其自豪的是与
贺利氏特种光源合作，他们
的humm3®技术使企业能够
充分利用自动铺丝(AFP)技
术带来的优势，帮助我们加

速开发和领悟各行各业的复
合材料。这项技术从一个绝

妙的想法开始发展成为在英
国国家复合材料中心(NCC)

广泛应用的产品。

——恩里克·加西亚
NCC首席技术官

humm3®已经安装在NCC的AFP-ATL车间。该系
统具备处理多个工艺宽度的能力，模块头可以从
102毫米(4英寸)开始做自动铺丝(AFP)，也能在75
毫米到300毫米宽度做自动铺带(ATL)。

这是一个超高速沉积车间，它的建造是为了进行
复合材料机翼的快速生产—尤其是明日之翼项目 
(Wing of Tomorrow) 。humm3®系统有6 个可邻
接的1.5英寸模块头，可提供连续9英寸的加热宽
度，也有单独可调节的1.5英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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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m3® 应用案例——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 
在DLR的Grofi车间中，车间设有轨道系统。机械臂从维护舱移动到各种各样的放置大型工具的工作站。该车间里的系统集成了4英寸
(102毫米)加热宽度的模块头，根据工艺要求，该模块头与启动电源均可快速拆卸和安装到其他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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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umm3®技术是一种高灵活性、高可控性的加热解决方案。适用于自动铺丝(AFP)、自动铺带
(ATL)、纤维缠绕	(Filament Winding) 和其他复合材料的应用。它是一种复杂的脉冲光源解决方
案，利用三个脉冲参数可让材料在千分之几秒内达到目标温度。

humm3®的优势 

•	快速加热/冷却，无热量残留—是干丝和热塑性复合材料高温加热的理想之选
•	增强安全性—— humm3®是一种安全的宽光谱辐射器，不需要4级激光防护外罩，无相关

的安全管理成本负担
•	选择更宽的加热宽度可使沉积速率加快
•	小巧敏捷的模块头，理想的贴合复杂曲线
•	即插即用”	模块头连接——模块头可以快速更换，以适应您的工艺需求，易于维护
•	精确的动态温度控制。
 

 

 

点击这里观看我们附加的网
络研讨会: “humm3®-我们的
工业化之旅”。

了解更多关于
humm3®的信息或讨论如何
帮助您选择正确的复合材料
或工艺的加热源，请联系我
们当地的技术专家。

https://crm-adx.heraeus.com/form/H2C_Webleadcapture_SF_EN/?org=hng&suborg=af&sourcesyt=afen&nllng=en&_ga=2.135972849.1743616195.1603380077-218604096.1603380077?utm_medium=display&utm_source=brochure&utm_campaign=HNGhumm3_ebook&utm_content=humm3_ebook


为您的复合材料加热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
请联系:

尹惠中 先生
销售经理
thomas.yin@heraeus.com
+ 86 18121297882

本书由贺利氏特种光源出品

贺利氏特种光源总部位于哈瑙，在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设有子公司，在专业光源和系统的生产方面处于市场领先地位。该组织开发、制造和
销售红外和紫外线辐射器，以及提供工业制造，环境保护，医疗美容，科研和分析测量技术领域的系统和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位于英国剑桥的公司是闪光灯技术以及humm3®系统的卓越中心。在2015年，我们很自豪地获得了自动化闪光灯生产的英国女王创新奖。

heraeus-noblelight.cn          欢迎关注我们

Noblelight

https://www.heraeus.cn/cn/group/home/home.html
https://www.heraeus.cn/cn/hng/home_hng/home_noblelight.html
https://www.heraeus.cn/cn/hng/home_hng/home_noblelight.html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979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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