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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损伤监控系统的研究 

姬连俊 

(厦门航 空有 限公 司 机务部工程处 ，福建 厦 门 361009) 

摘 要 ：飞机结构损伤的有效记录与控制．是飞机保持持续适航 的关键。本文从基于飞机二维结构特征的 

观点提 出了飞机损伤监控 系统的新思路。该 系统涵盖 了损伤与修理的计算机特征描述 。并采用直 

观的二维损伤索引定位图，方便飞机放行人员对放行飞机损伤类别的整体 了解，达到时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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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飞机结构是飞机设计 、制造的灵魂 ，而对飞机结构 

损伤的有效控制是保证飞机持续适航 ，保持飞机 固有安 

全性水平的有效措施之一 。本文以波音 737飞机为例对 

飞机结构损伤控制进行研究。 

飞机结构损伤的基本类型主要分为可允许损伤、可修 

理损伤、不可修理损伤。主要定义如下：①可允许损伤： 

结构件中存在损伤 ，但不需要做任何修理或仅做简单修 

理；②可修理损伤：结构损伤严重，需要进行修理，这类 

损伤为可修理损伤；③不可修理损伤：结构损伤严重，已 

不能修复，或者进行修理在经济上不合算 ，在这种情况下 

需局部或整体更换损伤件 。达到排除故障的目的。 

因此 ．对飞机结构损伤的监控重点是对可允许损伤 

及可修理损伤的控制 ，本文研究的监控系统 ，其手段主 

要是通过建立基 于飞机二维结构特征的损伤 索引定位 

图．将飞机上所有可允许损伤及可修理损伤进行计算机 

描述并建数据库，以达到损伤的时时查询 、统计及报警 

(对重复性区域损伤进行警示并提醒重新评估维修方 

案 )，同时又通过直观 的二维损伤索引定位图，方便飞 

机放行人员对放行飞机损伤类别的整体了解。 

1 飞机二维结构特征损伤索引定位图原理 

1．1 损伤的详细定义 

(1)凹坑 (DENT)：由于外力作用使飞机蒙皮或部 

件外表发生局部变形 ，通常测量的数据为长×宽×深。其 

修理标准为：深度 Y最大值为 0．25英寸并且宽度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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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比 (A )小于 30。 

(2)划伤 (SCRATCH)：由于尖锐物的擦刮，导致飞 

机机身或部件外表发生横截面面积改变 ，一般表现为线状。 

(3)穿孔 (PUNCTURE)：外来物 撞击导致部件被 

穿透，一般来讲穿孔的形状不具规则性。 

(4)凿槽 (GOUGE)：较深较粗的划痕。 

(5)刻痕 (NICK)：较短小的凿痕 。 

(6)脱胶／分层 (DISBOND／DELAMINATION)：多层 

结构之间的分离。 

(7)裂纹 (CRACK)：材料 由于疲劳导致横截面出 

现断裂现象。 

(8)腐蚀 (CORROSION)：材料由于 电化学作用发 

生腐蚀现象。一般发生在部件表面、孔隙或部件之间的 

搭接面问。 

(9)磨损 (ABRASION)：由于部件的摩擦或侵蚀导 

致的损伤。 

1．2 飞机二维结构特征损伤索引定位图原理 

(1)飞机二维结构特征分类。根据维修的实际经 

验 ，将 飞机结构从结构修理常见部位进行分类 ．每一类 

别均具各自的结构特征。主要分类如下：①飞机左／右 

机身，代码定义为 FL／FR，其结构特征图参见图 1；② 

飞机上／下机翼，代码定义为 WU／WL，其结构特征图参 

见图2；③飞机货舱门，代码定义为CD，其结构特征图 

参见图3；④飞机驾驶舱风挡 (左侧／右侧)，代码定义为 

SHSR，其结构特征图参见图4；⑤飞机垂直安定面．代 

码定义为Vs，其结构特征图参见图5；⑥飞机上／下水平 

安定面 ，代码定义为 HU／HL，其结构特征 图参见 图6： 

⑦飞机发动机，代码定义为 EN，其结构特征图参见图 

7；⑧发动机叶片，代码定义为 BX，其中X为叶片编 

号。其结构特征图参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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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左，右机身结构特征图 

图 3 货舱门结构特征图 

图2 上，下机翼结构特征 图 

图 4 驾驶舱风挡 f左，右侧 ) 

结构特征图 

图 5 垂直安定面结构特征图 图 6 上，下水平安定面结构 

特征图 

图 7 发动机结构特征图 图 8发动机叶片结构特征图 

(2)基于飞机二维结构特征的飞机损伤描述 。根据 

飞机损伤的定义主要分可允许损伤描述和损伤修理描述。 

一 是可允许损伤描述 ：主要对飞机现有的可允许损 

表 1可允许损伤描述表 

伤进行描述 ，以数据表方式进行 (见表 1)。 

项号 (ITEM)： 从 1开始累计。 

位置 (POSITION)： 二维坐标定位 。 

5位代码：前 2位为飞机二维结构特征代码，后 3位为 

损伤在结构特征图的二维位置坐标值 (横坐标：1-25，纵坐 

标： )。 

示例 ：左机身静压口附近有一处凹坑 (2x2xO．5)英 

寸 。在手册范围 ，但影 响 RVSM运行。其描述见表 1， 

其它损伤描述类似。这样实现了飞机二维特征图与损伤 

位置图的交叉索引。 

二是损伤修理描述 ：主要对历史修理纪录进行描述， 

以数据表方式进行 (见表 2)。 

项号： 从 1开始累计。 

位置：二维坐标定位。 

5位代码 ：前 2位为飞机上维结构特征代码 ，后 3 

位为修理补片在结构特征图的二维位置坐标值(横坐标 ： 

1—25，纵坐标 ：A—R)。 

示例 ： 前货舱 门门框左下角腐蚀修理。其二维 位 

置代码为 FR5H，修理方案为 EO一737—53—200501，依据 

波音信 函 1—31999，其描述见表 2。这样实现了飞机 二 

维特征图与修理位置图的交叉索引。 

2 结束语 

飞机损伤监控系统以 SQL为数据库后台 。以基于飞 

机二维特征的损伤描述数据结构为算法，并以界面友好 

的 POWER BUILDER为前台进行开发 ，软件界面友好 ， 

方便输入 。同时利用数据库强大的查询、统计功能 ，对 

飞机结构损伤做到了时时查询 ，统计并警告 ，同时因飞 

项号 位置 缺陷描述 标准 RVSM 
(DENT DESCRIBE) (CRETERIA) 敏感 区 RVSM 照片 

(ITEM) (POSIT10N) (Y／N) (Y／N) (插入 ) 

长 (L)I宽 (A)l深 (Y) SRM标准 

l FL9G 2 1 2 1 0．5 4<20 Y N 

表 2损伤修理描述表 

项号 位置 修理方案 依据文件 局方批 准 RVSM RVSM 是否永久 照片 

敏感区 飞行 循环 (ITEM) (POSmON) ，sRM (渡音文件号) (8l0o_9) 性修理 (插入) 

(Y／N) (Y，N) 

EO-737- l FR5H l
一 31999 Y N Y Y O 

53-2005Ol 

机二维特征 图与损伤，修理位置图的交叉 

索引 ．使飞机损伤 的描述更直观 。从 而 

达到了民航总局对 飞机结构损伤特别是 

老龄飞机结构的监控控制要求 。并对 飞 

机维修方案的管理起到了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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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Structure Damage Monitoring Syste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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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cellent Records and Controls about aircraft structure damage are critical to maintain the safety level of the aircrafts airwor— 

thiness．The paper put forth a new concept about damage monitoring based on “two Dimension aircraft structure feature” 、This system 

covered and adopted the damage and repair description in Computer and provide a outstanding visual index for the engineer to dispatch the 

aircraft due to damage and repair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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