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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现代飞机数字化柔性装配的技术特

点和发展需求，分析了基于柔性装配的飞机结构设计关

键技术，提出了在飞机结构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要素，如

部组件定位点的选取、工艺分离面的划分和装配开敞性

要求、适宜自动化装配技术的结构形式及连接形式等。

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建议，为飞机数字化柔性

装配技术的实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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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制造过程中，装配工作工作量大、周期长、

占用的场地多、工作效率低，占了整个飞机制造劳动量

的40％一50％⋯，因此，减小装配难度和工作量、缩短装配

时间、提高装配质量是飞机制造行业正在致力解决的问

题。国内航空业仍采用手工装配、半机械化与机械化装

配相结合的传统装配方式，使用大量较复杂的专用型架

定位和夹紧的非精益化装配方法，技术陈旧、落后，与西

方航空大国差距明显。由于飞机客户的需求在不断变

化，现代飞机正在进入构型多、批量少、更新换代快的时

代，因此，传统的装配模式与方法已不能满足要求，迫切

需要引进一种灵活通用、快速适应、自动化程度高和成

本低廉的飞机装配新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航空产品数字化定义与

虚拟设计技术的发展，国外先进航空企业提出了飞机柔

性装配技术这一概念，目前国外的许多飞机制造业已经

开始在现代飞机上应用这一技术，并且发展了数字化柔

性装配，使装配工装适应范围广，装配过程简化，所需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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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减少，并且大大提高了装配精度和装配质量。由于

种种原因，国内数字化柔性装配的关键技术尚未突破，

我国对该技术的应用尚在探索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很

多。

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实现的途径是将传统装配模

式下的模拟量传递模式转变为数字量传递模式，而数字

量传递的基础是飞机数字化设计模型。近几年来，我国

飞机数字化设计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接近或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但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差距较大，造成这种

不匹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设计部门与制造企业体

制分割，数字化产品设计与制造脱节，基于数字化柔性

装配的飞机设计研究很少，也缺乏相应的设计规范与标

准要求。

飞机柔性装配不完全局限于装配工艺技术、工装设

计制造技术、数字化定位与检测技术，还与结构设计密

切相关，需要在结构设计时，充分考虑柔性装配的需求

与特点，设计出适宜于柔性装配的结构形式与连接形

式。目前，国内有关柔性装配的工艺技术介绍较多，而

涉及基于数字化柔性装配的结构设计的文献很少。

1 基于数字化柔性装配的飞机结构设计关键
技术

产品数字化设计和数字化装配工艺是并行工程的

两个重要方面。面向装配的设计是二者结合的产物，是

并行工程的必然要求。即在飞机结构设计阶段考虑并

解决装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确保零部件快速、

高效、低成本地进行装配。基于数字化柔性装配的飞机

结构设计关键技术主要包含4个方面：( 1)飞机装配结

构和装配性能分析；( 2)三维数字化模型预装配与装配

虚拟仿真；(3)面向柔性装配的结构特征设计；( 4)装配

公差综合与分析。

1．1 飞机装配结构和装配性能分析

飞机装配结构分析是指在飞机设计过程中就应考

虑可装配性，飞机装配性能分析是指完成飞机结构设计

之后，在满足其功能的前提下，对结构进行装配性能分

析并改进其装配结构，使其符合数字化柔性装配要求。

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

( 1)采用模块化设计。分析飞机各组成部分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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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属性，进行模块化分解与设计，以便采用通用的装配

工装夹具。

( 2)减少零、组件数目。在满足功能和成本适度要

求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整体结构。

( 3)减少紧固件数目。紧固件过多将大大增加飞

机装配的时间和费用，不利于自动化装配。

( 4)设计多功能、多用途零件。采用多功能、多用

途零件，可使一个零件完成多个零件的功能，从而简化

装配工作量。

( 5)减少装配方向。

1．2三维数字化模型预装配与装配虚拟仿真

三维模型数字化预装配技术，主要用于进行干涉检

验及可装配性分析，以零件三维造型、产品数据管理以

及设计共享为基础，协调飞机结构、系统设计，检查零部

件的可装配与拆卸情况，以及结构、机构和系统之间相

互干涉情况，有效地减少因设计错误引起的返工和更

改。

在飞机设计过程中，借助虚拟环境和三维数字化模

型进行飞机部件对合、系统大型机载设备安装仿真，模

拟实际装配过程，检查装配施工通路、定位方法的可行

性，尽早发现问题。

1．3面向柔性装配的结构特征设计

柔性装配需要某些结构特征的相互位置关系进行空

间定位与检测，如无型架装配过程中采用激光准直定位

技术，则要求在结构上设计激光定位孔系。因此，应根据

柔性装配的要求，在结构设计时就要结合结构其他功能

(如强度、刚度等)要求完成特征设计，所确定的特征应有

必要的结构刚度，便于用于柔性装配的定位或检测。

1．4装配公差分析与综合

装配公差分析与综合建立在飞机装配模型的基础

上，以控制飞机最后装配形位精度为目标，通过人机交

互确定装配公差封闭环后，通过约束图求解可确定装配

公差的组成环，并生成尺寸链，提取尺寸及公差信息。

在此基础上，用最优化方法对装配尺寸公差进行分析与

综合，使装配公差能合理地分配，以便提高其装配性能，

从而降低装配成本。

此外，还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误差积累，增加装

配精度：

( 1)增加“补偿环”设计。在装配性能分析中考虑

到可能产生误差的环节，在每一个环节提出误差补偿方

法，尽可能减少误差积累。

( 2)在装配中尽可能统一状态控制和测量的方法。

由于不同的控制和测量方法引起的误差形式和误差大

小不同，设计中应该进行考虑和协调，使公差产生和消

除的形式简单而统一。

在飞机大部件对接装配中，对接形式多样，每种对

接形式的公差范围各有区别。常见的对接形式有半壳

式、对接面式、轴线式等。装配过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

也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分为零件制造公差和安装公差。

安装公差常常与工装定位基准的公差有关，后文对测量

基准转化问题有详细论述。此外，安装公差也与装配顺

序有关。

目前进行误差分析的较为常用的软件是3DCS。该

软件可以对选定的尺寸和公差进行分析，估算敏感公差

产生的部位，给出推荐值，从而对装配中容差分配进行

建议和指导。软件分析方法已经在中国商飞进行验证

式应用。目前在飞机设计中公差的分配大多依靠设计

与工艺之间不断的协调。在设计阶段考虑到上述公差

分配因素，形成整套的方法和体系，对提高飞机装配效

率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基于数字化柔性装配的飞机结构设计要素

2．1结构定位点选取

为了减少工装，同时又保证部件的气动外形，不仅

需要工艺进行定位点的设计，更需要结构设计人员协同

工艺人员进行设计和制造基准的定义。尽可能采用基

准孑L定位方式，少用或不用型面定位。并且在结构设计

中引入柔性装配对测量点、定位点的特殊要求，能减少

制造初期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的反复协调，缩短制造周

期，提高生产效率。

( 1)蒙皮类薄壁组件的定位点选取。

对于飞机中常见的蒙皮类薄壁组件，在柔性装配

中通常通过吸盘将薄壁组件固定。当前飞机的蒙皮还

是以铝合金为主，因飞机的减重要求，蒙皮类零件在满

足强度、刚度和疲劳性能的条件下应该尽可能轻而薄，

这样就加大了装配时的难度【2】。如何合理选取定位点

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原则上讲，由3个不在同一直线上具有矢量的空间

点就可定位曲面，但飞机薄壁组件中钣金件较多，其刚

性较差，对于飞机装配的曲面常采用多点定位。定位曲

面的点越多，在装配时曲面越精确，但同时控制定位点

的工作量也在加大，控制程序复杂，装配空间越小，因

此定位点的数目也不宜过多【2】。在结构设计时，应考虑

采用合理工艺措施，提高装配时的结构刚性。

在飞机结构设计中，应结合结构的受力情况分析所

选取的定位点是否能与结构的强度和刚度情况匹配。

( 2)框、肋类组件的定位点选取。

飞机中另一种常见的结构件是框、肋类组件，尤其

是加强框需要进行独立装配。

在飞机加强框的柔性装配上，框板、缘条和角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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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主要依靠定位工艺孔嘲。

在设计中，要考虑到不同加强框的要求设置工艺孑L

的数量和大小，工艺孔的设置不能对结构的强度、刚度

和疲劳性能造成较大的影响。

2．2适宜自动制孔与铆接的结构特征

由于飞机结构件尺寸大、形状复杂，连接件数量多。

在飞机装配中如果完全依照传统的方式手工钻铆，不仅

耗时长、效率低，加工精度和质量也难以保证，降低飞机

的疲劳寿命。

在柔性装配技术较为成熟的国家，自动装配制孔技

术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研制了不少自动钻孔和

自动钻铆系统。

自动钻铆结构须具有一定的敞开性，保证自动钻铆

装置或者钻铆机器人能够自如进出和工作。合理布置

系统校正基准孔／连接件和预定位孔布置。同时，尽量

在钻铆路线上使用同种类型的紧固件以减少钻铆头的
更换频率。

2．3分离面的划分与结构敞开性要求

飞机的分离面包括设计分离面和工艺分离面。分

离面的合理划分对柔性工装的使用和柔性装配工艺的

实现非常重要。需要在结构设计时就将这些因素考虑

在内，使结构具有很好的柔性装配工艺性。分离面的划

分应该具有规范性、便捷性、通用性和敞开I 生要求H】。

例如机身的设计分离面，应该考虑对接时机身的承

重托点与定位销位置的坐标可计算性、定位销定位的快

捷性以及螺栓连接的开敞陛；钣金件的设计要考虑多块

板材连接时工艺孑L、定位件的选择；机翼壁板连接时，

应该使多块壁板的搭接在一条线上使柔性工艺易于实

现【4】o

此外，结构设计中要考虑到定位器的位置和激光检

测系统的方位，结构不仅要满足装配敞开性要求，还要

满足柔性夹具安装敞开性要求，以及柔性装配检测方法

的敞开性要求。

2．4面向装配过程的飞机结构设计

传统的装配很少考虑装配过程中外界因素的影响，

装配误差和装配应力较大。对于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

装配精度较高，对装配过程中的精度要求也更加严格。

面向装配过程的飞机结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实现面向装配过程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因素：

( 1)零件在制造、装配过程中的力学性能变化，以

及理论测量基准和实际测量基准的转化。

环境温度、紧固件连接、重力因素等都可能导致零

组件的尺寸、几何外形发生变化。在设计过程中进行零

组件变形分析和力学性能变化预估是避免装配误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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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

在传统的飞机装配过程中，当设计测量基准与实际

测量基准出现偏差时，往往是由工艺人员根据生产中实

际情况与设计人员进行协调，对偏差的估算和预测缺乏

一套有效和精准的方法。适应数字化柔性装配的飞机

结构设计需要探索出进行变形分析和力学性能预估的

有效计算方法，将设计测量基准和实际测量基准统一起

来，如图1所 示。

图1测量基准的定义

Fi g．1 Def i ni t i on of measur i ng benchmark

( 2)装配中不同的连接形式对测量基准的特殊要

求。

装配中常见的对接形式有半硬壳式机身段之间的

对接，活动面等铰链对接，以及机翼、机身等大部件之间

的对接。不同的连接形式的测量基准选取方法不同。

如何保证测量基准的选取具有固定性和可靠性，最大限

度地减少制造中的误差积累，是结构设计人员在这部分

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 3)不同的制造工具和装配设备对零件结构设计

的要求。

数字化柔性装配这一新的装配方式的引进必然伴

随着新的制造工具和装配工具的出现，结构设计特性应

该适应新的工具的要求。

3问题与建议

( 1)目前，国内飞机设计模式和结构特征基本没有

考虑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的应用需求，不适应现代飞机

制造技术的发展要求。建议大力推进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一体化，增强结构设计人员对数字化柔性装配知识的

学习与了解，在设计过程中，自觉考虑数字化柔性装配

的需求。

( 2)从设计单位到制造部门虽己实现数字量传递，

但数字化制造方案缺乏系统性。建议国家加大对数字

(下转第52页)



图7改进的整体叶盘协同设计仿真流程

Fi g．7 Opt i mi zed si mul at i on pr ocess of

cooperat ed br i sk desi gn

流程中改进的要点有：

( 1)首先从产品主模型获取原始模型及新的设计

要求和目标。

( 2)根据设计要求和目标对原始模型进行气动性

能改进设计。

( 3)将气动性能设计获得的叶型曲面数据交给设

计主模型进行几何建模和相应的仿真分析，根据分析反

馈结果对气动设计数据进行修改完善。

( 4)在气动设计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方案设计，

并将结构方案设计结果交给设计模型进行几何建模和

仿真分析，以仿真分析的反馈结果进行结构方案设计的

修改并进行结构详细设计。

( 5)结构详细设计的结果同样经过设计模型进行

建模和分析处理并反馈结果。

( 6)经过若干次的设计仿真分析迭代最后产生符

合设计要求的产品设计模型。

( 7)通过WAVE技术，使得设计与仿真紧密结合，

极大缩短了设计周期同时保证设计结果的质量。

4结论

为研究复杂产品数字样机开发中的关键技术，本文

以航空发动机为例，对其数字样机的建模、装配和关联

设计方法进行了分析。

( 1)建立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三维模型，开发了

叶片类零件三维建模方法与流程。

( 2)通过三维的轻量化技术，对上述零组件进行了

单元体子装配与整机装配，并对装配模型进行了干涉检

查，从而指导三维模型的设计。

( 3)利用WAVE技术对整体叶盘的设计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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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改进，使得设计与仿真紧密结合，从而极大地缩短了

设计周期，同时保证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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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柔性装配技术应用的扶持力度，督促设计与制造部门

共同研究数字化制造特点，从而在设计阶段能够实现面

向装配设计。双方共同研究、提出面向数字化柔性装配

的结构设计要素与结构特征设计要求。规范、提高设计、
制造质量和效率。

( 3)国内军民机结构组、部件整体化与模块化程度

不高，不利于实现数字化柔性装配。建议统筹提高国内

现有制造技术水平，逐步实现飞机的整体化、模块化设

计。

( 4)配套建立、大力推行数字化建模、设计和制造

工艺标准、规范，是发展数字化柔性装配技术的当务之

急。建议结合我国航空工业产业布局的实际情况，加快

相关标准的制订宣传与贯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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