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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TRIZ理论是一种创新设计的理论，一种系统的方法学。通过对TRIZ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工 

程应用的介绍，结合飞机结构设计的特点和实例分析，表明TRIZ理论可以用于解决飞机结构设计中的问 

题。针对国内创新设计理论的滞后，引入TRIZ理论，可以适合国内飞机结构设计的现状，在今后的飞机结 

构设计中将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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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IZ theory is an innovation design theory嬲well as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in content of TRIZ theory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combining the trot of air- 

plane structural design and instances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RIZ theory can solve problems印 一 

pearing in airplane structural design．Aiming at the lag ofdomestic innovation design theory，TRIZ theory 

is introduced．This theory can adapt to domestic actuality of airplane structural design and has an impor- 

rant applicationforeground in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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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介绍一种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创新理论-TRIZ理论，即“发 

明问题解决理论”l】21。TRIZ理论是一种方法学，该理论可以用来 

预测产品的发展趋势，也可以用来解决产品设计中的冲突。该理 

论在俄罗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企业的产品设 

计中，在国内，该理论才被引进不久，对于该理论的应用还处于起 

步阶段。在介绍TRIZ理论内容的基础上主要研究该理论在工程 

上的应用，尤其是在国内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应用。 

2 TRIZ理论介绍 
2．1什么是 TRIZ 

国际著名的TRIZ专家，Savransky博士给出了TRIZ的定义： 

TRIZ是基于知识的、面向人的发明问题解决系统化方法学 。 

简单的说，TRIZ就是一种创新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TRIZ 

的发明者 G．S．Altshuler发现人们进行的发明创造都带有一种不 

可知性，好多产品的发明都是经过大量的试验试错后才得到的， 

这样就势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G．S．Ahshuler通过对大量的 

发明设计研究后发现：在以往不同领域的发明中所用到的原理 

(方法)并不多，不同时代的发明，不同领域的发明中所用到的原 

理(方法)被反复使用；每条发明原理(方法)并不限定应用于某一 

特殊领域，而是融合了物理的、化学的和各工程领域的原理，这些 

原理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发明创造和创新；类似的冲突或问题与该 

问题的解决原理在不同的工业及科学领域交替出现；技术系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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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模式(规律)在不同的工程及科学领域交替出现；创新设计所 

依据的科学原理往往属于其它领域[31。也就是说，在发明过程中遇 

到矛盾时，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存在且可知的，不需要进行大 

量的试验试错来得到。G．S．Ahshuler等人就是通过对全世界250 

万个发明专利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总结得到了TRIZ理论。 

2．2 TRIZ理论可以用来干什么 

TRIZ理论现在已经被很多领域所应用，本文主要关心其在 

结构设计领域中的应用。利用TRIZ分析法可以快速的发现设计 

中存在的矛盾的本质，然后利用TRIZ理论提供的原理，针对存在 

的矛盾冲突提供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利用TRIZ理论 

原理，可以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激发创新思维，同时可以改变设 

计人员往往只在本领域寻求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很少能利用其 

他领域里的知识来解决本领域里的问题。再者，利用TRIZ理论 

可以准确地预测技术系统的进化规律，预测系统进化的发展方 

向，预测系统的发展趋势，为结构设计提供设计方向。 

2．3 TRIZ理论的主要内容 

TRIZ理论包括产品的进化理论，有力的分析工具，冲突解决 

原理，物质一场分析，效应以及发明问题的标准算法ARIZ。 

2．3．1产品进化理论 

TRIZ中的产品进化理论将产品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婴 

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退出期。 

2．3．2分析 

分析是TRIZ的工具之一，包括产品的功能分析、理想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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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可用资源分析和冲突区域的确定。分析是解决问题的一个 

重要阶段。从TRIZ解决问题的流程图[41，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 

分析问题是TRIZ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分析后，如果发现冲突，利 

用原理去解决；如果问题明确，但不知道如何解决，利用效应解 

决；还有就是对待新技术进行预测，然后去评价，最后去实现。 

图 1 TRIZ解决问题的流程图 

Fig．1 TRIZ problem solving flow chart 

2．3．3冲突解决原理 

原理是获得冲突解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律。TRIZ主要研究技 

术和物理冲突。 

(1)技术冲突是指系统一个方面得到改进时，削弱了另一方 

面。创新就是消除技术冲突，消除技术冲突的过程不仅改善冲突 

的一个方面，同时又不降低对另一方面的要求。Ahshuller通过对 

250件专利进行分析，总结出了用39个通用工程参数来描述技 

术冲突，并且总结了解决这些冲突的40个原理。实际应用中，将 

这39个参数组成一个技术冲突解决矩阵嘲，矩阵的横轴代表恶化 

的技术特性，纵轴代表希望改善的技术特性，横轴与纵轴的相交处 

列出了解决该冲突的原理。其中39个通用工程参数，如表1所示。 

表 1通用工程参数表 

Tab．1 Current engineering parameter 

(2)在产品设计中，某一部分同时表现出的两种相反状态称为 

物理冲突。物理冲突是TRIZ要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TRIZ在 

研究解决物理冲突时提出了多种方法，现在TRIZ在总结物理冲突 

解决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空间分离、时间分离、基于 

条件的分离和整体与部分的分离原理解决物理冲突。40个原理，如 

表 2所示。 

表2发明原理表 
Tab．2 Invention principle 

2．3．4物质一场分析 

Ahshuller对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功能的 

物质一场描述方法与模型。其原理为：所有的功能可分解为两种物 

质和一种场，即一种功能由两种物质及一种场的三元件组成。产 

品是功能的一种实现，因此可用物质一场分析产品的功能，这种分 

析方法是 TRIZ的工具之一。 

2．3．5效应 

效应指应用本领域特别是其他领域的有关定律解决设计中 

的问题，如采用数学、化学、生物和电子等领域中的原理解决机械 

设计中的创新问题。 

2．3．6发明问题的标准算法ARIZ 

ARIZ(Algorithm for Inventive Problem Sol2ving)称为发明问 

题解决算法，是TRIZ的一种主要工具，是解决发明问题的完整算 

法，该算法采用～套逻辑过程逐步将初始问题程式化。该算法特 

别强调冲突与理想解的程式化，一方面技术系统向理想解的方向 

进化，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技术问题存在冲突需要克服，该问题就 

变成一个创新问题。ARIZ中冲突的消除有强大的效应知识库的 

支持。效应知识库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几何的等效应。作为一种 

规则，经过分析与效应的应用后问题仍无解，则认为初始问题定 

义有误 ，需对问题进行更一般化的定义。 

3 TRIZ理论在飞机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TRIZ理论是一种方法学，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且已 

经编辑成了软件一Tech-optimizer。应用 TRIZ理论解决问题的一 

般流程是：首先将需要解决的特定的问题转化为TRIZ问题，经 

过分析，找出问题的冲突本质所在，然后利用TRIZ中的工具，求 

出该TRIZ问题的普适解或模拟解，再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该问题 

的特定解。在利用TRIZ理论解决工程问题时，首先要分析冲突， 

也就是矛盾，找出冲突参数，然后根据冲突矩阵提供的解决原理， 

找出该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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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冲突分析 

飞机作为一种高端产品，表1中列出的39个通用工程参数绝 

大多数在飞机结构设计中都有所体现。而且，从飞机的研制过程、使 

用条件及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睐 看，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各种不同 

的矛盾。飞机结构设计中常用的工程参数如结构的重量、尺寸、强 

度、稳定性、可靠性、可制造性、可操纵性、复杂性、自动化程度等， 

这些参数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在飞机结构设计中最典型的冲突 

如结构的重量和强度，飞机结构设计者希望结构越强越好，但是 

结构变强了结构的重量就会增加，而结构重量增加又是不希望 

的，因而就发生了冲突。解决飞机结构设计中的这些冲突，可以利 

用冲突矩阵，找出解决冲突的原理，根据解决原理，来解决冲突。 

3．2冲突矩阵的应用介绍 

冲突解决问题矩阵的一部分，如表3所示。表中，横向和纵向 

1～39个数字代表的39个参数，每个数字代表的工程参数见表1， 

横向和纵向相交的数字代表解决这种冲突的原理，其中每个数字 

代表的原理见表2。每个原理中具体的又包括几种方法，详见[ I中 

解决原理的介绍。如希望改善参数 1，但恶化了参数38，对应到冲 

突矩阵中，横轴对应数字1，表示运动物体的重量，纵轴对应数字 

38，表示自动化程度，二者相交的数字是26，35，18，19，这是四个 

解决原理，分别表示复制、参数变化、振动、周期性作用原理，每个 

原理又包括具体的方法。 

表 3冲突矩阵表 

Tab．3 Contradiction Matfix 

工程参数 1 2 3 恶 特 

37 38 39 

4应用实例 
4．1 TRIZ解决飞机结构设计中强度与重量的冲突 

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冲突很多，最典型也是经常碰到的冲突就 

是强度与重量的冲突。本例不针对某一具体的飞机结构设计，而 

是通过这个例子说明TRIZ法的具体应用。飞机的强度是希望改 

进的，而强度的改进导致了重量的恶化，即增加了重量。利用冲突 

矩阵表，详细的冲突矩阵表 附录，发现1，8，4O，l5四个原理可以 

解决冲突。 

4．2 TRIZ在飞机结构改进设计中的应用 

波音公司在改进737设计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冲突为：即希 

望发动机增大功率，增大功率就需要吸入更多的空气，这样发动 

机罩的直径需要增大，导致发动机罩与地面的距离变小，而发动 

机罩与地面的距离又不希望减小，这就出现了技术冲突。 

根据解决原理，最后决定采用不对称原理设计方案，将发动机 

罩的下部设计成平的，如图2所示。 

原型机发动机示意图 改进型发动机不意图 

图2发动机改进示意图 

Fig．2 Mended engine sketch map 

5 TRIZ理论在国内应用前景 
(1)TRIZ理论是被事实证明可行的。TRIZ理论在前苏联的 

军事、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西方国家， 

TRIZ也为其飞机结构设计解决了许多问题，上面例子中波音 

737飞机的改进只是TRIZ法的一个简单应用。因而，TRIZ理论 

也可以在国内的飞机结构设计中应用。 

(2)在国内，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理论 

体系，而俄罗斯、美国、德国、日本都有自己的系统的理论。TRIZ 

理论可以很好的弥补国内这一方面的空缺，进而探讨建立适合国 

情的自己的创新理论体系。 

(3)最为重要的是TRIZ理论适合国内飞机结构设计的需要。 

国内飞机结构设计的研制周期长、资金少，引入TRIZ理论，可以 

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减少试验的次数，减少不必要的摸索过程， 

从而减少资金投入，缩短研制周期。 

(4)TRIZ理论，作为一个优秀的创新设计理论，可以为国内 

的飞机结构设计所用，并且可以进行广泛深入的推广。同时，国内 

在使用TRIZ理论的过程中，也可以使该理论的内容得到丰富和 

扩展。 

6小结 
通过对TRIZ理论的介绍和该理论在飞机结构设计上的应 

用研究以及该理论在国内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应用前景分析，认为 

该理论可以用来解决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冲突，尤其是可以为国内 

飞机结构设计所用、解决国内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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