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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永恒文明

终极轻量化结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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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芯板，由两块不锈钢钢板夹极薄的芯管阵列，经1100℃铜钎焊而成。芯板力学性能与宇宙飞船蜂窝板类似

· 因芯管阵列有空隙，可以吹入热风进行钎焊，受热极为均匀，可焊制巨大板材而平整如镜。而宇宙飞船蜂窝板密不透风，

只能热辐射进行钎焊，加热极慢，受热不均匀，成本极高，只可用于航天，连飞机也用不起

· 芯板比蜂窝板尺寸大10倍，加工成本低数十倍 —— 不难想象，远大芯板将点燃一场空前的世界轻量化结构材料革命

1. 远大芯板是一种具有宇宙飞船蜂窝板外壳超强超轻性能的板材

2. 创始人张跃是爱迪生式发明家，被联合国授予地球卫士

4. 芯板有望全面替代建筑结构、车船飞机壳体，成为全球最大产业

· 常有人说张跃是“现代达·芬奇”“中国乔布斯”，他认为自己更像爱迪生，只做人类急需而别人又没做的东西

· 他发明了466项专利，涵盖整个建筑和部分交通：从设备到系统，从结构到材料，从传感器到AI，从制造到安装……

· 他30年来一直用90%时间搞研发，这与他董事长、总裁身份似乎不符，但他认为，只有绝对投入，才有绝对创新

· 远大1988年创业以来，从未模仿过同行业技术，独创6大类数百种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如：1989无压供热锅炉、

1992非电中央空调、1996全球联网监控系统、1999废热空调、2004零阻力输配系统、2008洁净新风机、2009手机式

PM2.5检测仪、2009工厂化钢结构建筑、2014超高层工厂化建筑、2017芯板及热风铜钎焊

· 远大所有技术都以节能、节材、洁净、耐久和智能化为核心，所有产品都做到了同行业无法企及的水平。从1996年起远

大非电空调全球占有率始终第一，一天3层建楼视频屡次震惊全球，19天建57层视频点击量破5亿

· 巨大的创新投入并未破坏远大的财务稳健，1995年起20年无融资，2002年政府公布远大为中国民企纳税第一

· 不锈钢芯板建筑，使人类财富世代相传，使地震不再令人恐惧

· 不锈钢芯板桥梁，重量极轻，便于多层架设，跨度巨大，便于用高架路全面替代地面公路

· 芯板建筑、桥梁工厂预制，大幅节省人工，降低造价，且比传统施工至少快十倍

· 不锈钢芯板车壳、飞机壳、船体，有望比传统材料轻30~70%，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并延长寿命

· 芯板实行智能制造，人均年产超过8000m2，工效奇高。生产线易于复制，可迅速覆盖全球

· 远大芯板将从根部改变世界建筑交通工业

远大芯板焦点

3. 远大科技集团是中国罕有的只搞原始创新的企业

核心专利：芯板结构

核心技术：焊制芯板的1100℃热风钎焊炉，用3年多

时间投入1000多研发人员，经过100多次惨重失败才

取得成功

历史成果：远大工厂化钢结构建筑荣获“世界高层建筑

学会”2013年度创新奖，为中国建筑业摘得首枚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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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建成住宅(首幢)·远大城 4天建成企业总部·山东

一天建成世博远大馆·上海 3天建成公寓·湖北

一天建成COP16馆(总统剪彩)·墨西哥 9天建成写字楼·宁夏

13天建成综合楼·山西 3天建成文创中心·福建

19天建成城市综合体·湖南

8天建成酒店·湖南

7天建成酒店(第58幢)·陕西

· 远大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投入开发费约80亿元

· 创立于2009年，工厂设于湖南湘阴县

· 土地1.3km2，厂房23万m2，目前员工约1000人

· 2009年，受气候危机加剧及汶川地震刺激，

远大决心开发工厂化、超节能、钢结构建筑

· 一开始，远大就制定了6项可持续发展标准：

九度抗震、五倍节能、十倍寿命、百倍净化、100%钢结构、1%建筑垃圾

· 先后建成各类楼房58幢，全部实现上述6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广受褒奖：

· 由于工厂化程度极高，所建58幢楼几乎都实现一天安装3层，比全球第二名

快9倍，实拍视频屡次轰动全球，被BBC、CNN等媒体冠以“中国速度”

· 7年时间共开发了5代技术：第一、二代为斜撑式，适合100米以下高度，第

三代为超高层结构，其中202层世界第一高楼已于2014年4月通过中国国家

超限委员会评审，第四、五代按流水化生产和全球低价运输设计

· 为实现终极使命，2015年10月远大狠心终止钢结构建筑，全力开发芯板

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工厂化钢结构建筑

《财富》全球25位环保创新榜样、《商业周刊》全球最激动人心
的40大创新，CTBUH“年度创新奖”，并成为剑桥大学可持续
发展案例、达沃斯论坛“全球建筑发展年度报告”案例

世界高层建筑学会CTBUH评审团对远
大评价：
很多年前，高层建筑的设计者曾预制
过建筑的部分部件，但从来没有将整
个大楼的预制化达到如此程度。这是
建筑结构和机械工程领域积极应对世
界快速城市化的行动，整合了包括螺
栓安装，三层玻璃，自动遮光和空气
过滤等技术系统。远大可持续建筑为
人类从根本上重新认识高层建筑的建
造，提供了一个清晰又具创新的方法。
同时，这种方法对未来极为负责

2009~2015年，创立全球建筑最高标准



· 2015年10月10日启动研发，经过3年多时间，

投入1000多研发人员，运用远大科技集团30

年积累的机械、真空、热工、流体、材料、 

传感器和智控的独特经验

· 2017年4月30日取得热风铜钎焊原理成功，

2018年10月取得钎焊设备及智控的全面成功

· 先后尝试过5种技术模式，开发过10种

炉型，寻找及发明了上百种耐高温材

料，并经历了100多次损失惨重的失败

· 每次失败，员工们垂头丧气，张跃却

暗喜：又排除一条错路！乐见失败，

是远大30年创新无一不成功的奥秘

或许，100年后，

人们在评选21世纪

最重要的发明时，

首先想到的是芯板

及热风铜钎焊

芯板起源故事—宇宙飞船外壳芯板起源故事—宇宙飞船外壳 芯板技术难题：1100℃热风铜钎焊，这是世上从未有人想过的科技

芯板智能制造体系基本成型，具备小批量生产能力

1996年12月27日，一个寒冷的日子。在美国的飞机之

城威奇塔，远大创始人张跃考察里尔飞机公司 (Learjet) 生产

线，因是第一次有中国人要买私人飞机，对方出动总裁和厂

长全程接待。

考察中，张跃看到飞机外壳材料是用胶粘接的铝合金蜂

窝板，很担心胶会松脱、会老化。正在这时，生产线旁边一

块银白色、非常漂亮的材料吸引了张跃目光：“那是什么？”

厂长介绍，那是NASA订制的宇宙飞船外壳。“你感兴趣，可

以抬一抬试试”。张跃看见它约有1.5米见方、10公分厚，以

为很重，两手一抬，差点闪着腰，“哇，这么轻！”

厂长说，这叫钎焊不锈钢蜂窝板，是地球上力学性能最

佳的材料。张跃问：“为什么不用它做飞机壳？”厂长极不好

意思地连声说太贵！太贵！“究竟多贵？”张紧追不舍，直到

吃晚饭，里尔的销售总监才悄悄告诉他：“每平米3万美元。

飞机绝对用不起，别再想了。”

而张跃一直在想，想了19年。2015年10月10日，马上

就要过55岁生日的张跃，决定今天什么也不干，专心思考人

生终极问题……凌晨4点，张跃提笔写下一个计划：全力开发

宇宙飞船那种蜂窝板，终止钢结构建筑。他相信，只要破釜

沉舟，自己一定能找到一种低成本制造方法。

接下来3年发生的事够写几本书，看几个数字就知有多

惨：1000多人、整整3年时间只花钱不赚一分钱、100多次重

大损失的失败，其中一次一秒钟损失过千万。

2018年10月，远大终于开发成功“芯板”和生产芯板的

“热风铜钎焊炉”。

远大芯板与宇宙飞船蜂窝板一样轻，不同的是，每平米

不是3万美元，而是大约2000元人民币。伟大的科技总有相

似之处：过去20年计算机芯片价格也是降低百倍。

张跃常想，如果有一天，地球上每个角落遍布芯板建造

的楼房、桥梁、车辆、飞机，那首先得感谢里尔飞机公司。

2016~2018年，发明终极结构材料：芯板

热风铜钎焊炉：

每炉焊接36立方米

芯板，年产40～200

万m2，每班1人巡视

注：因技术保密，

不可拍照，无法

让读者看见炉体

芯板钎焊前钣金加

工流水线，每条线

年产80万m2，采用

智能制造，每班 3人

巡视

生产流程：

制芯
制箔
面板开平

植芯

堆叠

钎焊

出厂运输：芯板出厂按40英尺集装箱尺寸组合，

每组500m2，实现低成本全球运输

2018年6月5日一天建成全球首座芯板示范建筑



过去150年，世界科技飞速进步，
但结构材料科技，停滞不前

未来20年，远大与各行业
领袖携手，发动芯板革命

芯板建筑革命
让人类
住上真正好房

芯板路桥革命
让高速公路
不再割裂大自然

芯板车辆革命
让车辆轻如飞机
使交通更少污染

芯板海运革命
让船舶永不沉没
使巨轮内河通航

芯板航空革命
让飞机更轻更强
使飞行低碳平安

年产量
市占率

年产量
市占率

年产量
市占率

2000万m2

/
2亿m2

5%
20亿m2

50%

200公里
/

2000公里
5%

2万公里
50%

1万辆
/

50万辆
1%

1000万辆
20%

20万载重吨
/

500万载重吨
7%

5000万载重吨
70%

试飞 (大飞机)

/
10架
1%

300架
30%

2023 2028 2038
 年

法国人发明了钢筋混凝土，

并建造了楼房。

今天，全世界仍用它造楼

1867

 年

纽约布鲁克林大桥，用角钢、

槽钢、工字钢及厚钢板建造。

今天，全世界仍用它造桥

1883

 年

福特造出T型车，

用压型钢板做车身。

今天，全世界仍用它造车

1908

 年

英国造出泰坦尼克号巨轮，

用厚钢板做船身。

今天，全世界仍用它造船

1912

 年

波音造出707飞机，

用金属龙骨架及胶粘铝蜂窝

板做机身、机翼。

今天，全世界仍用它造飞机

1958

2019~2038年，发动世界芯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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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所见：芯管极薄

来自宇宙的定律：万物皆为圆 焊接极强、尺寸巨大、发明简单而重大

铜箔(焊料)

厚0.1~0.15mm

芯管
直径16~140mm
厚0.09~1.5mm

芯板结构

· 芯板是由众多圆管组成支撑结构，通过铜钎焊，将上下两块面板连结成

一个牢固的整体

· 宇宙间，圆是万物的形状，圆是终极力学性能。所以，芯管可以极薄，极轻

· 一种看似极为简单的结构，却实现了人类永恒愿望：物尽其用——用最少

材料达到最大强度，这有如爱因斯坦发现的 E=mc2，科学是简单的

· 另外，芯管两端有扳边，焊接面积扩大约10倍，使芯管与面板连接极为牢

固，芯管即使被拉断，焊接处也不会脱离

· 最重要的是，芯管之间有空隙，可以吹入能熔化铜的热风进行焊接

· 远大芯板于2016年10月31日申报国际PCT专利。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

发明，却可能成为世界发明史上一个里程碑

· 远大芯板于2020年11月17日通过中国《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与钢板对比

A 15A 50A

架空12米，中间站20人也几乎不弯曲 (实拍A1.5芯板)

重量： 1 1.16 1.29
结构强度 (刚度)： 1 630 7350

结构强度对比



远大芯板钎焊工艺：上下两块钢板，中间夹非常薄的

芯管阵列，芯管端垫铜箔，经1100℃热风钎焊而成

· 远大芯板铜钎焊的突出特点，是以热风作介质，而非传统的热辐射
· 芯管阵列有空隙，以极高速度吹入热风，使芯板整体受热极为均匀
· 因受热均匀，可焊制巨大板材而平整如镜，且永久不产生应力变形

传统蜂窝板 远大芯板

钎焊小知识：钎焊指焊材熔点低于母材的焊接工艺。比如芯板，焊材是铜，熔点1083℃，母材是钢，熔点1454~1600℃

铜钎焊对比

对比项： 钎焊工艺 焊件尺寸 每炉产量 钎焊时间(估) 钎焊成本(估)

传统蜂窝板： 热辐射1100℃ 长宽＜1.5m ＜2m2 ＞12小时 ＞100元/kg

远大芯板： 热风1100℃ 长12m 宽2m ≥240m2 ≤4小时 ＜5元/kg

核心技术：铜钎焊



为什么是“终极结构材料”？

类别  传统材料  远大芯板

建筑 钢筋混凝

土结构

1. 混凝土抗震性极差，2008汶川地震死6.9万人

2. 钢筋会锈，建筑寿命≤60年，未来财富变垃圾，

城市变废墟

不锈钢芯板

结构

1. 不锈钢芯板材料极轻，且延伸率20~40%，

遇任何地震绝不会倒塌

2. 不锈钢1000年寿命，比碳钢耐用20倍以上

桥梁 钢筋混凝

土桥体

1. 重量大，施工成本高，工期长、抗震性差

2. 钢筋会锈，且无法防锈，寿命短，寿命到期拆与

不拆很纠结，2018年意大利热那亚51年大桥倒塌，

死50多人

芯板桥面板 1. 不锈钢芯板桥造价与传统桥相当

2. 由于工厂预制，现场工期快10倍以上，且对周边干扰小

3. 金属材料韧性强，遇地震、地陷只会变形，不会倒塌

4. 因不用混凝土，重量极轻，易于多层架设。且跨径大，

双层可间隔72米设墩，宜普遍用高架路替代地面公路，

保护土地和生态
全钢桥体 1. 桥身采用型钢及厚钢板，钢耗高，工期较长

2. 桥面采用钢筋混凝土，重量大

车壳

飞机

壳轻

量化

不锈钢

蜂窝板

1. 力学性能好，但热辐射铜钎焊极其昂贵

2. 尺寸极小，后期拼接成本高

不锈钢芯板 1. 力学性能与不锈钢蜂窝板类似，但钎焊成本低20倍以上

2. 尺寸巨大，后期拼接成本低

铝蜂窝板 1. 高强铝合金延伸率≤5%，不耐冲击，不耐疲劳

2. 只可用胶粘接，不牢、不耐久，怕受潮

不锈钢芯板 1. 直接用芯板作结构，不需另加龙骨架，实现终极轻量化目标

2. 延伸率≥40%，受到任何冲击只会变形，不会撕裂

3. 接缝采用激光电焊，与母材等强、等寿

船舶 单层钢板

船身

1. 如船体受重创进水或倾覆，必沉没

2. 船身采用厚钢板及厚加强筋，重量大，运行能耗高，

且吃水深 (10万吨级吃水大于12米，无法进入内河)

芯板船身 1. 芯板密度不到水的一半，比钢轻15倍，即使倾覆，

也不会沉没

2. 由于芯板力学性好，钢耗极低

3. 由于自重轻，船体吃水浅，航行范围大幅扩展，

运行能耗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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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主要应用 代号  芯管 m2 管数  面板厚 芯板厚 重量 kg/m2

建筑楼板  A Φ51×0.3 100 1.5 150 31

大车壳、飞机壳  B Φ32×0.22 170 0.5~1.5 40~150 10.3~26

轿车壳、飞机壳  D Φ16×0.13 960 0.15~0.4 10~80 3.71~12

路桥、真空隧道、万吨轮船  H Φ89×1.6 27 6、8 150~400 110~160

标准芯板尺寸

芯板规格



终极轻量化结构材料 · 远大芯板

芯板应用4



活楼是远大发明的“不锈钢工厂化建筑”，

楼板采用远大独创的超强超轻“不锈钢芯板”，

柱梁采用不锈钢型材，整个建筑不用混凝土，

建筑结构设计寿命1000年，并消除地震威胁。

活楼采用欧洲被动房及近零能耗建筑标准，

比传统建筑减少90%的空调费用和碳排放，

采用100%全新风的“远大洁净新风机”，

室内PM2.5比室外洁净100倍，并隔绝城市噪音。

从2022年开始，地球上终于有了:

一种真正满足人类生理、心理需求的住房，

一笔保值、增值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

一项避免山石、河沙被混凝土掏空的措施，

一套避免地球被建筑垃圾堆满的解决方案，

一条快速、持久通向“全球碳中和”的道路。

活楼采用类似于汽车流水线的生产模式，

采用40呎集装箱尺寸运输 (安装后尺寸宽一倍)，

是全球第一种质量可控、工期可控、造价可控、

碳排放可控，并可全球贸易的“五可建筑”。

活楼是远大科技集团2009年启动研发，

13年时间投入1000多名员工及80多亿经费，

经过六代技术升级和100多次版本更新，

是全球技术研发最深、体系最健全的建筑。

让人类住上真正好房

芯板建筑      活楼

典型住宅户型 

活楼与传统建筑对比

No 对比科目           活楼 传统建筑

1 建造方式 工厂制造
品质有保障，施工零污染

工期极短，1天交付3层 现场施工
质量难以控制，施工污染严重

工期极长，且交付期难以控制

2 结构材料 不锈钢
千年寿命，世代传承；废弃后可循环利用
韧性材料，极为抗震 钢筋混凝土

50年寿命，浪费家庭财富、人类资源
废弃后垃圾堆满地球
脆性材料，遇地震易倒塌

3 建筑空间 灵活
非承重结构净空大(11.7×4.8m)

建成后墙、门、窗可轻易移改 固化
非承重结构净空小(长宽普遍小于4m)

建成后墙、门、窗不可移改

4 舒适节能 高舒适，低能耗
采用近零能耗建筑标准及被动房标准
节能90%(空调噪音降低90%) 低舒适，高能耗

外墙窗保温差，空调能耗高
空调系统噪音大

5 空气品质 比室外洁净100倍
采用远大洁净新风机
100%新风，99.9%过滤PM2.5 比室外差

普遍靠开窗通风

开空调时不敢开窗，室内空气差

6 室外噪音 彻底隔绝
采用4层玻璃窗，22公分外墙保温

靠新风机通风，切断室外噪音 传入室内
窗户隔音差

靠开窗通风，无法隔绝室外噪音

A4.5 板楼

B9 塔楼活楼结构示意图



· 安全可靠：因为远大芯板采用热风铜钎焊，焊接面强度高于母材，极耐疲劳，并通过250万次疲

劳荷载试验。针对中国特色，芯桥设计考虑偶尔通行150吨超载货车也不损坏

· 快捷施工：桥梁构件工厂预制，集装箱模式运输，现场螺栓连接，工期短10倍以上。由于重量极

轻，便于多层架设，且有可能在已建桥上加设，有望根治城市堵车这个世界顽症

· 极低成本：造价比传统混凝土桥及钢结构桥低20~50%，有望全面替代地面公路，保护土地和生态

让高速公路不再割裂大自然

芯板桥梁

双层悬索桥

双层公路桥

双层高架高速公路

芯板桥规格一览表
桥名 代号 桥墩 纵梁 横梁 (间距4m) 钢耗kg/m2 造价(亿元/km)

1车道

2车道

6V12/6V24

10V24/10V36

Φ530x6/Φ700x10

Φ800x12/Φ1000x16

700x133/1300x219

1400x219/1800x325

400x120/600x120

700x120/900x150

248/290

311/377

0.48~0.72

0.72~1.08

双向4车道

双向6车道

20V24/20V36

28V24/28V36

Φ1000x16/Φ1200x20

Φ1000x16/Φ1200x24

1400x219/1800x325

1400x219/1900x325

700x120/900x150

700x120/1000x150

300/360

291/340

1.44~2.16

1.92~2.88

双层2车道

双层4车道

双层6车道

6V60x2/6V72x2

10V60x2/10V72x2

14V60x2/14V72x2

Φ1000x20/Φ1200x24

Φ1100x24/Φ1200x30

Φ1200x30/Φ1300x30

1000x159/1200x159

1200x159/1300x159

1300x159/1400x219

500x120/500x120

700x120/700x120

800x120/800x120

351/363

334/359

335/353

0.96~1.44

1.44~2.16

2.34~3.51      

单位：mm

注：1.造价因工程现场及地形地质情况而定
2.桥宽10m及其倍数关系为标准产品，其余为非标产品，造价高

40呎集装箱可装载

240m2桥梁结构

(墩、梁、板)



· 彻底轻量化：车身采用不锈钢芯板，有望比传统车身轻30~70%，大幅节能

· 行驶更稳定：由于车身轻，车辆重心降低，反而比传统车更稳定、更安全

· 耐久少垃圾：车身采用不锈钢，不会因锈蚀而退役，减轻世界性汽车垃圾灾祸

· 生产成本低：由于芯板不需龙骨、衬板或压型加强，显著减少流水线工序

让车辆轻如飞机，使交通更少污染

注：远大仅作为材料供应商，为车辆制造商提供芯板材料

芯板车辆



让远程交通实现时光隧道梦想

真空列车

传统的高铁面临风阻限制，只能开到350公里时速，且因风阻消耗巨大电力。真空列车可将风阻减少

99.9%，消除由于空气摩擦造成的噪音和振动；真空列车采用磁悬浮系统，消除了高铁轮轨的摩擦噪

音及损耗，使列车达到极高的速度 (例如每小时7000公里)。最重要的是，由于风阻小，真空列车运

行能耗比高铁降低70~80%

真空列车运送乘客速度快，平稳安全，运送货物也具备极大的经济和减碳效益，因此，真空列车有望

全面替代3000公里以上的长距离交通，为全球2050~2060年实现碳中和提供保障

远大2011年提出真空列车方案，2016年开始与国防科大李杰教授团队合作，正式启动研发。2018年

申报长沙市科委真空磁浮列车试验线科技项目，2021年9月完成二期项目验收，2022年5月将完成科技

项目结题。未来计划用4年时间，投入100~120亿元，开发完成首条50公里“试验线”，测试3000公

里时速和商业运行工况。再用3年时间，投入7000～8000亿元，建成5000公里“运行线”，完成7000

公里时速验证，并投入商业运行

No. 类别 主研单位 核心能力

1 体系方案 远大集团 强烈的节能、创新文化，牢固的安全、可靠、耐久意识，33年数百项创新无一不成功

2 隧道系统 远大集团 发明超强抗负压不锈钢芯板，并具备双级真空密封性能及分段夹套检漏条件

3 真空制造 远大集团 全球最大规模真空设备“非电空调”30年数万台真空设备制造经验，发明全球最大容量真空钎焊炉

4 真空维护 远大集团 80多国30年365天24小时真空防漏、检漏、补漏能力和抽气经验

5 车体系统 远大集团 30年真空容器、室内空气品质经验，12年工厂化建筑机电、消防、装饰经验

6 闸门系统 远大集团 30年真空密封结构、密封材料经验 (包括隧门、舱门、逃生口、隧闸、移隧装置)

7 磁浮系统 国防科大 我国磁浮列车研发能力最全面的机构，承建了北京“S1线”及长沙“机场高铁接驳线”磁悬浮项目

8 电源系统 国防科大 具备与磁浮交通技术配套的电磁场分析、推进与供电等科研小组

9 控制系统 国防科大 具备与磁浮交通技术配套的悬浮控制、运行控制、信号检测、车辆与线路等科研小组

10 安保系统 专业公司 选择最佳防恐、地质灾害、气候灾害研究机构及视像技术公司

11 基墩系统 路桥设计院 选择熟悉钢结构并做过大型路桥项目勘测设计及施工管理的设计院

对比项 真空列车 高铁 飞机

巡航速度 (km/h) 7000 350 900

运行碳排放 (kg/千公里人) 9 38 165

安全性 高 高 低

建设投资 约1500亿元/千公里 1290亿元/千公里 —

研发团队

远程交通对比

磁悬浮系统

车体

隧体



2.5万吨集装箱船

10万吨集装箱船 2万吨邮轮

远远号海上城市  202303版

海上城市是采用远大不锈钢芯板作为平台的浮体。
长3102米，宽456米，厚14米，平台面积1.42平方
公里。本图布置远大活楼建筑面积135万m2，可居
住3.5万人(含工农渔业生产工人及居民)，另可接待
游客2万人。自备动力每小时移动1.5公里，海上城
市生产、生活及航行能源100%来自远大风电及电
制氢，零排放。平台设计寿命500年

10万吨集装箱船

注：远大仅作为材料供应商，为船舶制造商提供芯板材料

· 安全：芯板密度不到水的一半，比钢轻15倍，即使倾覆，也不会沉没

· 耐久：船身全部采用不锈钢，维保成本极低，寿命极长

· 低价：由于芯板力学性好，钢耗极低，即使不锈钢也不比传统碳钢船贵

· 轻量：由于自重轻，且为平底船，吃水浅，可内河通航。并且显著节能

· 扩展：可多船拼接成巨大海上平台 (在平台上面架设桁架，形成整体刚度)

让船舶永不沉没，使巨轮内河通航

芯板船舶



让飞机更轻更强，使飞行低碳平安

· 更轻便：直接用芯板作机身、机翼，不需设置金属

框架、龙骨，有望实现终极轻量化，成倍

降低能耗

· 更安全：不锈钢芯板延伸率≥40%，比高强铝合金

及碳纤维至少大10倍，耐冲击、耐疲劳

例：波音787-10对比 (估)

注：因尚未开展飞机

试制，本篇内容仅为

理论分析，尚待验证

注：远大仅作为材料供应商，为飞机制造商提供芯板材料

芯板飞机

名称 现有技术 芯板技术

空重 119吨 82吨

载客量 330人 500人

客货总商载 28吨 65吨

载油量 107吨 107吨

最大起飞重 254吨 254吨

舱体外轮廓
直径5760mm



远大芯板价值

技术价值

1. 最佳力学结构

2. 巨大尺寸

3. 低成本制造，成为

终极轻量化结构材料

社会价值

1. 人类财富世代相传

2. 建筑、路桥极抗震

车船飞机极安全

3. 从根部改变世界

建筑交通工业

环境价值

1. 建筑每m2年减碳90kg，

相当于种5棵树 

2. 车船飞机成倍节能

投资价值

1. 不可逾越的芯板专利

2. 可长久保密的钎焊设备

3. 全球最大的市场空间

(指股权投资及产业圈投资)

建设

永恒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