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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运动是一种最能改变人们心肺功能的耐力性有氧运动，它有开发大脑、改善体质

、瘦身减肥、减轻压力、益寿延年等作用。作为这种运动的装备-自行车，自发明以来已有
2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200年间人类在不断的尝试与研发过程中，由玩具式的木马车发展到
今日各式新颖休闲运动自行车，竞赛领域的发展使自行车研发工作不断地精益求精，以满足
选手们更好成绩表现的需求。       

1.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在自行车设计和制造中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来，
复合材料自行车逐渐成为运动自行车的发展方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复合材
料制造技术逐渐趋于成熟，纤维售价大幅度下降，促进了复合材料自行车开发研究。
经过多年的发展，以碳纤维为主的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本文所指复合材料)已成为
高、中档自行车的主流材料，受到了普遍欢迎。 由于复合材料具有强度高、模量大、
密度小、抗疲劳性能好、振动小、耐环境性能强等优点，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的
趋势可谓势不可挡。 

     

 

1.前言 



（1）主要种类及主要作用 
大类 细类 主要作用 路状 

普通自行车 通勤自行车 一般民众用来通勤单速的车，骑行姿势为弯腿站立式，优点是舒适度较高， 普通 
 
公路车 

公路车 用于竞速，如环法赛(每一赛段，约200km) 公路 

计时车 个人计时赛，12km以内，路程短 公路 

场地车 用于室内比赛，无刹车变速 公路 

草地车 用于专门比赛,也可作为冬天训练用 公路或草地 

 

山地车 
 

越野山地车 
用于竞速\爬坡,会牺牲部分舒适性,有HARDTAIL与避震两种,避震行程是80mm-120mm,
头管角度70°-71° 

山地 

全功能车 针对比较陡峭的地形,有避震.兼顾爬坡与下坡,避震行程120mm-140mm,头管角度
68°-69°. 

山地 

全山地车 针对崎岖的地形和较大的跳跃,有较长的避震行程.避震行程150mm-160mm.能爬山也
能冲山。 

山地 

自由骑 极端的路段,大的跳跃,十分崎岖的山路.不考虑爬坡,8"后避震,3"轮胎,直径8"碟盘,避
震行程170mm-180mm. 

山地 

速降山地车 专为下坡设计,前后避震150mm-200mm 63°头管角度 山地 

飞跃DJ 用于泥地跳跃或是在街道上做各种动作 山地或街道 

 
休闲车 

旅行车 又称城市车,主要用于代步 公路 

折叠车 
 

 便于携带与装进车内而设计的车种，一般折叠车有车架折叠关节和立管折叠关节

构成。 

公路 

减肥车 主要用于运动,休闲 公路 

表演车 小轮车 相比20"小轮车,手把能360°旋转,能做各种表演动作 公路 

死飞车  齿轮固定，相对我们日常的“活动飞轮”而言，大家称其飞轮为“死飞”，起源于

场地自行车 

公路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坐管高度 

（公路车） （计时车） （场地车） （草地车） （山地车） （旅行车） （减肥车） 

130 
135  

（2）几种典型自行车主要技术参数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1）通勤（普通）
自行车 
    一般民众用来通勤

单速车，骑行姿势为弯
腿站立式，优点是舒适
度较高，长时间骑行不
易疲乏。缺点是弯腿姿
势不易加速，且普通自
行车零件多采用非常普
通的零件，也难达到很
高速度。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A) 公路车 

   又称为跑车，速度，帅气！
主要特征：可减低风阻的下
弯把手、一体式刹车把、较
窄的高气压低阻力，700C公
路车胎、无避震器、专用公
路车变速系统，在公路上骑
行时效率很高，而且公路车
是最为优美的自行车。 

  （2）公路自行车  
    通常用来在平滑公路路面上使用的车种（可作竞技使用），由于平滑路面阻
力较小，公路自行车的设计更大考虑高速，往往使用可减低风阻的下弯把手，较
窄的高气压低阻力外胎，挡位较高，且轮径比一般的登山越野车都大，由于车架
和配件不需像山地车一样需要加强，所以往往重量较轻，在公路上骑行时效率很
高。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B） 计时赛自行车 

      车种常用于竞技计时赛，最大
特点就是不允许使用牵引气流，
即选手必须完全通过自己的力量
来克服空气阻力，所以自行车在
设计时非常注重让选手保持一个
减小空气阻力的骑行姿势，同时
注意减小自行车自身的空气阻力。 

 车把头结构形式 刹车结构形式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C） 场地自行车  

      该车种是适用于在室内极
其平滑的椭圆形赛道上使用的
自行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
有车刹车，没有变速器，且没
有可逆转的飞轮 。 

 车把头结构形式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 3 ) 山地自行车 

     车种专门为越野(丘陵,小径,原野及砂土碎石道等)行走而设计的自行车，其主要特征是：
宽胎，直把，有前后的减震，骑行较舒适。宽而多齿的轮胎提供抓地力，有减震器吸收冲击， 
山地车具有刚度大，行走灵活等特点，各种部件均不同于普通自行车，具有缓冲作用、抗震性
能好的轮胎，牢固结实、材料刚度大的车架，不易疲劳的手把以及即使在陡峻的坡道上也能够
畅快地骑行的变速器等，使山地车更加适合爬山越野、郊游旅行。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A）越野山地车（XC）    

   由公路自行车发展而来，起源于骑手们想用一辆自行车同时征服公路和山地，于是骑手们选用较结实的
公路车架和轮子，再安装上更强的车闸和很宽的车胎，使用山地车脚踏板。越野公路车既可以在公路上实
现较高速度，也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B）全山地自行车（AM) 
      这种车比越野山地车自行车重很多，重量一般在14Kg到16Kg之间。它们拥有更
长的减震，通常是使用150mm前后减震，中高端车辆还可以调节减震的行程。
Freeride骑行运动所开发出来的减震器，使这种车辆可以和越野山地车一样上山，下山。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C）自由骑行山地车（FR） 

   

   此种车分多用途登山车 和旅游登山车，

与全山地自行车(AM)有相似之处，但不强调
轻量的需求，而是注重减震的效果， 是 DH 
和 XC 的 综合 。它的零件设计以强度为主，
因此整车重量通常有14Kg-20Kg。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D）速降山地车(DH)     

    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活动用车。骑手利用这种自行车在山坡上滑翔，甚至坠山来寻求刺
激。活动多在山脊、矿洞、雪地等地带开展。奥地利人利用DH创造出210.4Km/h的世界纪录。
一辆优良的速降车必须有以下这几个特点：①车身每个部分必须非常坚固；②前后避震的行

程要足够长，以便应付复杂的路面；③制动和变速系统要非常稳定，这样才够安全。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 

    (E)  飞跃 车(DJ) 
    表演性用车，对车的要求类似DS，硬尾，对头管强度要求高。避震行程
100mm左右.此种车界于攀爬车BMX和FR之间。前叉行程在75mm-100mm之间，
没有后减震。拥有9级飞轮，轮胎要求表面光滑或者半光滑。 
 



 (4) 休闲车 
 

   （A）折叠自行车 

    折叠自行车是为了便于
携带与装进车内而设计的车
种，一般折叠车有车架折叠
关节和立管折叠关节构成。
通过车架折叠，将前后两轮
对折在一起，可减少45%左
右的长度。整车在折叠后可
放入登机箱和折叠包内，以
及汽车的后备箱。有些地方
的铁路及航空等公共交通工
具允许旅客随身携带可折叠
收合并装袋的自行车。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B）旅行自行车 

   由公路自行车发展而来，
轻便，舒适，耐用。车架结
构要求舒适稳定、操控灵活，
骑行角度舒服，多握点的蝴
蝶把有助骑行中随时变换姿
势，有很低的档位，较宽的
车胎，阻力中等，能够负重，
可适应大多数地形，且易加
装骑行安全配件，有多功能
前后行李架设计，配件选择
方面追求可靠耐用，适合超
远程长途休闲式旅行。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5)表演车  
（A）小轮车  

   专门用于极限运动的自行车，适合特技表演，具有轻量化的车身，没有刹车，车把可以
360°旋转。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B）死飞车 

    死飞车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固定齿
轮自行车”，起源于场地自行车，飞轮
是固定的，向前踩车只向前，向后踩则
车只向后，其在城市可以快速穿行，且
价格低廉，同时需要一定的骑行技术，
一般小偷无法偷走。这些特点使得它在
英美等国家的自行车爱好者中很流行，
并成为一种街头文化。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因此，各大自行车品牌供应商也积极开发及推广死飞车车种，使之在大众中逐浙
普及，成为都市最流行的-款自行车。纯粹的死飞车需要一定的技术，并有危险性，所
以这些厂商开发的产品，是死飞和活飞两用的，并装有刹车，以保证安全。 

2、运动自行车的主要种类及特性 

英国球星-贝克汉姆 意大利-比安奇 



 
         1984年，美国自行车队在洛杉矶奥运会赛车场上率先使用了

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一举夺魁，从此，碳纤维复合材料自
行车风靡世界，正式拉开了运动自行车采用复合材料的序幕。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碳纤+金属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一些自行车生产厂家开始研制碳纤维复
合材料自行车。美国加州图期订市Apex Proto公司于1974年制造了一
辆薄壁不锈钢接头粘合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车架、Exxon公司于
1976年制成了石墨纤维和铝结合而成的复合材料Graftek G一1型车架。
但由于研究、开发和销售这种复合材料的车架当时无利可图，因此公
司决定停产。 

金属 
碳纤维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1）国外的发展与应用 



            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在竞技场合的优势

凸显、生产工艺不断改进、成本大幅度下降，再度引起自行车制造
者及使用者的重视。1980年法国TVT工厂第一次出售了复合材料自行
车车架，1986年CCI公司设计的复合材料车架Kestre14000，由于设
计独特、造型新颖产生轰动。1987年美国Treak公司又推出Trek2500
型复合材料车架川Alean。同期美国peugeot，Vitus，R一aleigh等
公司也积极制造复合材料自行车。 

混杂到全碳过度 

全碳复材自行车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此后，很多国家（日本、西欧等）利用飞机部件的设计制
造方法，分析了车架的受力情况，对受力较大的部位予以增强
，使其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用内部加压的方法研制生产了
整体式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车架，整个自行车的重量可控制在
7.5kg左右，较管状粘接的车架轻20%，而刚性与铬钼车架相当
，可以避免粘接问题，摆脱了传统的菱形车架模式，制造更趋
于流线型、多样化的自行车。通过在树脂中添加适量染料，还
可使其表面更加艳丽。 

 

 气动设计、轻质美观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加拿大的“赛沃洛” 



     目前，国外研制生产自行车的厂家，在普及复合材料自行
车应用的同时，为增强企业的高科技形象，他们在发展复合材
料自行车的高档化与新颖性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法拉利的
CF4自行车，该款自行车连辐条在内的大多零部件均采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限量生产750辆，重量仅7.0kg，颜色为黑色加少量
法拉利红，英国市场价5999英磅（6万多人民币），法国TIME 
、look有的在10万以上。 

品牌 高档 新颖 独特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意大利的法拉利 美国 “闪电” 

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11-03/31/c_121249675_7.htm�


    美国德耳塔运动公司为了进一步减轻复合材料自行车的重量，研究人员利用碳
纤维网格结构来设计自行车，采用该结构制造出的轻便自行车只有2.5kg，但是
180Kg的重量级男子坐在上面，自行车也可以轻松自如地前行。该车架充分利用了
网格结构重量效率高、抗压及抗弯曲性能好、耐损伤程度高、易检测与修补等优点
，同时结构新颖，很受消费者喜欢。研究人员表示，车架的网状结构可以让碰撞的
损伤局限在单个网格中，不会在冲击压力下导致破坏。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品牌 高档 新颖 独特 



 台湾捷安特（Giant）公司与台湾材料研究室（MRL）于1985年共同开发
了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1988年，捷安特公司开始批量生产联合开发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车架，并组装整车上市。 

 

 

 
  1993年，大陆的天津飞鸽自行车（集团）公司和北京环航复合材料公

司联合投资开发粘接型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自筹
资金也在1993年底建成一个制造厂，研制出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管，生
产出可焊接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管件。但是能整体成型碳纤维复合材料
自行车的生产厂家在大陆为数不多。 

（2）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http://www.giant.com.cn/_generated/_generated_ch/bikes/models/images/2000/2011/TCR_6900_1.jpg�


浙江力霸皇集团代工的TRIACE品牌 

（3）大陆在近几年取得的进展 

     均已达到了国际标准 

福建华兴碳纤维复材科技有限公司的WIN SPACE品牌 

 
3.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的发展与应用 

 

泰山瑞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PARDUS品牌 深圳喜得盛公司的XDS品牌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A) 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影响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迅速抬头，大

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对其重要行业进行补贴以及设置贸

易障碍等措施，以保护自身产业避免与国外同行竞争。自行车行业也不

例外，例如欧盟对中国自行车实行的反倾销税率、日本对进口自行车实

行的BAA和JIS认证，技术壁垒屡屡提高、加拿大撤销了对全球自行车生

产基地的保障、就美国自行车市场来讲,虽然数量上已没有发展空间,但

对于一个几乎100%由我们国家供应的市场，我们国家却没有真正的拥有

它。因此, 自行车行业发展受外部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复合材料自行

车进入国际市场举步维艰。    

  。 

             (1) 自行车行业发展的影响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B)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目前，自行车行业一线产品正在向二、三线城市拓展，而二、三线产
品也积极进入一线城市，自行车市场的交叉势必促使行业竞争加剧。在
此过程中，性能与成本等问题的显现以及业行的竞争秩序也将影响自行
车复合材料化的正常进展。 

  (C) 产品出口退税的影响         

       2008年7月起，国家取消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退税，降低了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样一来，一些
靠退税赚取利润的自行车出口企业,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外，人民币升值对自行车出口企业也将带来较大压力。因此，企业在
无法发掘更深层的竞争力之前，行业只能靠价格和数量扩张取胜。这种
微薄的利润很难用于高附加值的复合材料自行车的研发。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由于我们国家自行车长期以贴牌生产为主，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造成我们
国家的自行车生产处于国际生产链的最低端,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高附加值
产品少,80%以上的产品为普通自行车。主要表现是： 

       (A) 大部分企业形成了来样来图复制的生产方式，开发人员多数只会模仿,
对复合材料的特性缺乏认识,甚至对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的基本方法都不清楚，难
以开展科技型自行车的开发设计。 

 
 
 
 
 
 
 
 
 
 
 
 

     
      

(2) 自行车产品结构面临的问题 

索罗门自行车 美国福特汽车E-Bike概念型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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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生产企业满足现状，不愿投向投资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造成自行车

行业研发条件差、高端开发人材匮乏，在先进复合材料方面几乎没有企业自主创

新的技术。 

法国--标致汽车公司推出新款碳纤维自行车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C) 企业各自为政的现象严重，原材料生产企业与下游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 ，

企业与科研院校的交流少，满足复合材料结构特性的产业链目前尚未形成。 
     
      (D) 纤维材料的价格高于进口同类材料，而且性能还不稳定，加上使用数据

积累少、设计人员工程经验缺乏,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不实，致使复合材料自行
车,尤其是品牌产品的贴牌生产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E)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的价格有过之而无不及，顶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
车的价格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除了优质碳纤维原材料本身的价格因素外，主要
还是因为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制造过程几乎为手工操作，并且成品率较低，造
成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A) 抗冲击性差 

       由于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车抵抗点冲击( 抗穿刺) 的能力较弱, 加上竞技自
行车追求轻量化的设计, 导致有的碳纤维车架管材过薄,在承受非正常载荷时失
效。国内比赛曾有过碳纤维复合材料车架上管被高速转动的前轮带起的石子击穿
的实例。 

刺穿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3)复合材料自行车面临的技术问题 

http://www.8264.com/batch.download.php?aid=10596�


  

  (B)接头的强度低 

       为了获得特殊的性能, 有些车架会采用几种不同的材料或工艺制造,不同部
位的连接点往往就会成为薄弱环节。例如, Delta7 公司的Arantix 山地车架就
曾出现头管接头断裂的现象, 尽管研发团队重新进行了补强设计, 但该事件仍导
致了该款车架的大幅降价。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C)应力计算复杂 

      复合材料具有明显的各向异性，这是其独特魅力的体现，但也带来了
结构设计和强度计算的复杂性，需要针对纵向刚度、横向刚度等要求进行
复杂的应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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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快先进分析和试验方法在自行车设计上的应用 

      目前, 复合材料自行车的强度设计主要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复尝试和试验, 
较少采用有限元等数值分析方法。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模拟分析与试车手
试验反馈相结合的方法，有望在复合材料自行车强度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实验模
拟和实践的相结合能更好解决复杂应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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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复合材料化的几点思考          



(B)借鉴航空航天复合材料应用经验 

      复合材料技术在航空、航天科技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些领域的某些
研究成果已应用到复合材料自行车的设计和制造中, 例如网状结构、纳米碳技术以
及Vyatek 公司的IsoGrid、ExOGrid和BiFusion 等专利技术均给碳纤维复合材料自
行车的设计注入了新鲜血液，使自行车的抗冲击性能有很大的改善。若能适当地参
考其他领域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研究成果, 将有助于促进复合材料自行车生产工
艺的发展。在车架空气动力学设计方面, 风洞试验将有可能被广泛采用, 以求获得
更精确的数据和更合理的外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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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浸料下料机 纳米碳技术 
无损检测设备 

风洞试验 



 

(C) 进一步降低工程成本 

      复合材料自行车价格之所以昂贵，一是因为材料（例如碳纤维）成本较高，它占

复合材料成本的20%-25%；再者目前复合材料自行车的生产制造还没有实现机械化，

而以纯手工加工为主，它占复合材料成本的60%-65%,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化，必须

从复合材料系统性方面着手，首先是在材料方面,应大力发展大丝束碳纤维和混杂

纤维，与此同时,复合材料自行车设计和制造企业,应在大丝束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结

构设计和强度分析方面进行研究，逐步积累数据,开发新产品；在制造工艺方面,要

大胆去尝试新工艺和改良传统工艺,朝着自动化制造的方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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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 芳纶纤维 

玻璃纤维 

大丝束纤维 小丝束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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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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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自动化制造 

                                            



   (D) 开展复合材料自行车的损伤修复技术研究 

      在航空航天领域已开展了较多关于纤维复合材料修复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为

复合材料自行车损伤修复的研究基础。 

      

  

    

4、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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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加快复合材料产业链的形成 

   通过资源组合和产业链的打造,形成以品牌企业为龙头，以品牌产品为核心，以
产业链为支撑的战略联盟新格局,以带动复合材料自行车产业竞争优势的升级。 

  

（F) 加大复合材料自行车关键技术的攻关 

   复合材料自行车技术仍是集“材料、设计、制造和检测”融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应以企业为主体,加强与科研院校的紧密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突玻复合材料自行
车关键技术(例如预浸料、低成本的设计制造分析技术、性能仿真模拟、分析软件
的应用等）,快速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G) 加强与发达国家企业的联系和合作 

    虽然核心技术是无法用钱买到的,但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体系应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企业要重视复合材料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
使从事复合材料技术的人员了解国外市场,树立国际品牌意识，以逐步研发并建立
自主品牌，使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得到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2011年两轮自行车产量达到6千万辆左右，已成为世界上自

行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在世界自行车贸易量中占60%，自行车出口已成为机电产品

出口创汇的一大支柱，为我们国家外贸增长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

们国家要发展成为全球自行车的研发、制造生产基地，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特

别是复合材料运动自行车方面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材料与自行车行业要加快对国外经验的学习与吸收,积极发挥“后发优

势”，不走历史老路，高度重视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数据的积累和共享数据库的建

立。 

       (2) 要真正发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的作用，充分认识复合材料的固有

特性要求其产业链每个环节必须环环紧扣，步步关联，企业在整个复合材料产业链

领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5、结束语 



  

      
 
   

5、结束语 

    (3) 产学研各方要转变观念  提升合作的效益，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要紧密

合作,只有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的相互促进和螺旋式提升，才能真正形成一个既有

科学理论和又有实践经验的完整的科技体系。 

    (4) 企业家要目光放远，力戒浮躁，尊重科技人员，努力建立一个好的分享

机制，推动科技人员悉心去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使产业产品不断升级。 

    (5) 要加快自行车行业复合材料专业人员的培养，以新产品开发为牵引,在有

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通过一个产品的设计分析、材料选择、样品试制、

性能测试等环节的实际工作的锻炼,培养一批复合材料自行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总之,先进复合材料在运动自行车上的应用虽然在我们国家处于成长期,但随

着纤维性能的提高和复合材料技术的成熟，运动自行车复合材料化必将很快实现。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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