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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创新者本质上需要拥有为所存在的工程障碍创建新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Polygon 
的定制成品气缸是其创造性解决方案之一。 自从采用复合材料以来，传统的金属
制造工艺和那些更适合复合材料的工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竞争。

逾二十年间，Polygon 一直为流体动力行业提供气缸管，即 PolySlide  。 PolySlide 
已经成为当前气缸制造商所使用的铝合金、不锈钢或黄铜等材料的更好的替代品，
并将逐步取而代之。 传统的金属气缸企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流体动力设
备设计中结合复合材料的材料特性。 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纤维路径几何和树脂性能
功能之间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各种独特的结构，便无法完全利用特定复合材料
的全部特性。

Polygon 60 多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个工程难题，为工程界提供指南并提供创造性的解
决方案是我们公司的文化和传统。 我们实际上在数年前就已注册一个专有名词，
Stress Vectored Composites  （应力向量复合材料），用它前来描述具有可以承受
特定负载的纤维路径几何结构的工程化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既非“塑料”也非“金属”，
因此要求采用新的制造和装配工艺。

-

-

Polygon 在流体动力压力容器制造领域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 (IP)。 Polygon 凭借这项
技术使得气缸企业具备将 PolySlide 气缸管结合到成品中，同时确保复合材料的特性
得到充分利用。 Polygon 为其他气缸供应商无法满足的独特市场提供成品气缸解决方
案。 Polygon 授权其他公司使用 Polygon 的基于现有和开发中的 IP（知识产权）的
丰富资源，让他们具备占有这些市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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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on 60 多年来一直在
处理这个工程难题，为工程
界提供指南并提供创造性的
解决方案是我们公司的文化
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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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合装配
对于传统市场而言，这是一项独特的设计，业内称之为“抛弃”。  
注塑成型头通过复合材料管内径的机加工沟槽进行机械锁定。 
气缸内装有热塑性楔用以固定端盖。 这一专利方法可达到的爆
裂压力大于铝合金或不锈钢轧制末端保留气缸。 本方法中结合
了一些可用标准。

销钉固定装配
在此装配设计中，使用螺栓、销钉或紧固件将气缸头机械固
定于复合材料管体。 这是非常坚固的 设计方案，它适用
于极端震动和严酷的应用环境，多年来卡车行业已有数十万
台气缸采用这种
设计。

-

压力装配
这可能是 Polygon 在此领域所创造的最独特的安装设计。 复
合材料是一种弹性材料，经过合理设计可产生持续作用力从
而将物体固定住。 通过纤维路径几何和弹性特性的结合，复
合材料能够将金属末端插入气缸并将其紧紧地固定到位。 无
需辅助条件便可以制造此压力容器。 我们每年为运输行业的
气动应用提供数千台此种气缸。

粘合装配
许多工程师对在压力容器设计中结合粘合工艺往往感到力不从
心。 在过去的几十年，航空航天业已成功向人们展示了复合材
料粘合是比金属焊接或紧固件安装方法更为优良的设计。 
Polygon 已制造出适用于液压应用的金属末端粘合 PolySlide 
气缸管，其终极爆裂压力强度达到了 68.9 N/mm2 (10,000 psi)。

咬合环

压装端盖

销钉

以 6.89 N/mm2 (1000 PSI) 的工作压力压装

压装端盖

压装设计

粘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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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咬合环装配
在类似金属元件方面，我们沿用传统的气缸制造方法。 
PolySlide® 能够加工成一定程度的螺纹沟槽机加工咬
合环沟槽，从而为气缸头提供固定作用力。 在螺纹和
咬合环几何轮廓上我们采用专用的工程化方法。 复合
材料需要制圆角以最大程度减少或助于减少定位时产
生的剪切力。

嵌入感应装配
在复合材料层压管壁上嵌入金属或感应材料方面，这
是优于任何其他设计方法的装配工艺。 Polygon 创造
出感应气缸，走在设计界的最前端。 在制造工艺中，
Polygon 结合了层压管壁、各种导电剂、金属布线和
其他电路逻辑技术，不仅制造压力容器，同时也制造
感应设备。 请联系 Polygon 的工程部门，参与这一独
特的气缸技术的研发探讨。

金属套管装配
Polygon 已开发出独特的方法，实现了在金属外管中结
合复合材料套管的混合设计。 复合材料内管承载了几乎
所有的压力，让金属外管能够保持圆形结构，使得装配
时可以采用螺纹或焊接端盖的传统方法。 可使用便宜而
低档次的铝合金或钢管作为外管，无需珩磨、电镀或其
他二次加工。

复合材料杆装配
更轻质气缸的需求促使我们将重点放在重量最大的活塞
杆上。 实心金属杆既昂贵又笨重。 Polygon 在工程化、
设计和制造复合材料活塞杆方面已有数年经验。 多年的
现场测试和实际使用证明了复合材料杆是极为成功的替
代品。 流体动力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复合材料杆，与之
相关新技术不断被采用。 装配复合材料杆有一个天生的
优点，那就是极强的耐腐蚀性。

螺纹端盖和管

在复合材料内衬中嵌入导电层金属外管

金属外管

金属护套复合材料内衬

套管配合

压装端盖

复合材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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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拉杆装配
在传统的横拉杆设计中结合复合材料是简单而自然的方式。 
在多数情况下，只需简单地卸下金属圆管便可将所有的金属
元件替换成复合材料元件。 密封件、羊角、杆和螺母等复合
材料与传统的金属横拉杆气缸完全相同。 在使用复合材料管
材时，压装横拉杆所需的扭矩力则存在细微差异。 我们出版
的材料中已包含适合这些应用的扭矩力建议。

轴承装配
PolyLube   导杆轴套是建造金属或复合材料气缸的首选产品。 
多年以来，PolyLube 导杆轴套在实际应用中有力证明了其远远
优于青铜、热塑性塑料或其他合金铸铁杆产品。 该轴承的复合
材料具有独特的半弹性适形特性，能够形成均匀和载荷均布的
磨损方式。

复合材料活塞杆
在保证最大强度前提下，除了通过圆管材料可以减轻重量外，还
可以考虑活塞杆。 Polygon 已工程化一系列的复合材料活塞杆，
可使用它们替换特定应用中的相应金属元件，从而极大地降低重
量（见右侧照片）。

Polygon Company 的复合材料活塞杆已成功实现商业应用，充分发
挥了减轻重量的作用。 另一个好处是复合材料杆具有极强的耐腐
蚀性。 在机器暴露于腐蚀性材料和/或清洁剂环境中时，这一特性
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拉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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