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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上的广泛应用 

李映红，赵智姝，韩 勐 

(海军飞行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001) 

摘 要：论述了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上的适用场合和基本要求，同时对常用材料和金属材料性能作了比较。在回顾我 

国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该技术在飞机制造业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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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先进飞机性能的高要求，使得复合材 

料在航空领域的应用突飞猛进，尤其是 2005年，世 

界航空复合材料技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对要求 

具有高强度质量比和高刚度质量比的结构，复合材 

料是最理想的材料。飞机和航天飞机的结构，是典型 

的对总质量敏感的结构。 

1 复合材料是飞机理想的应用材料 

以碳纤维为增强体的先进复合材料，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问世 ，70年代初即开始应用于飞机结 

构。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 ，对飞机结构轻质化、模块 

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复合材料设计和制造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先进复合材料在军、民用飞 

机上的用量也在不断扩大。复合材料用量的剧增，带 

动了复合材料产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使先进 

复合材料正在逐步成为一种成熟、稳定的航空材料。 

目前，复合材料和铝、钢、钛一起 ，已发展成为四大航 

空结构材料。 

现代先进飞机机体结构复合材料用量越来越 

大。经过数个阶段的发展，已实现了从非承力、次承 

力构件，到尾翼主承力、再到机翼与机身主承力构件 

应用。这是飞机性能的要求，也是商业成功和市场竞 

争的需要。 

由于复合材料其高比强度、比刚度等优异特性， 

越来越广泛应用于飞机结构。目前国内外新研制的 

飞机，不但在水平安定面、副翼、垂尾等结构采用了 

复合材料，而且机身、机翼翼盒等主结构，也采用复 

合材料，使得结构一体化程度高，系统安装较为简 

单，减少零部件数，缩短总装时间。复合材料非比寻 

常的物理特性和可设计性，以及近年来生产成本的 

降低 ，加速了飞行器结构选材从金属材料向复合材 

料转变的进程。 

复合材料的应用具有可使飞机结构减重 1O％～ 

40％、结构设计成本降低 15％～30％的优势。面对 

较高的燃油价格和越来越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复合材料能使飞机减重的优点，显得尤为重要。 

2 复合材料特性与金属材料对比 

先进复合材料最普遍采用的纤维是碳、石墨、芳 

纶和硼 ，其中碳纤维是用如人造丝、聚丙烯睛或石油 

沥青这类有机物热解制作的。通常，当这类纤维弹性 

模量增大时，抗拉强度却会减小。在这类纤维中，碳 

纤维是先进加强件上最通用的纤维材料 ，而且被飞 

机和航天飞机最广泛的应用着，尤其作为预浸单向 

带或织布产品很适用。大量的产品可供选择为裁材 

料和构型，几乎适用于各种用途。 

为粘接纤维加强件而采用的先进复合材料、基 

本材料和增强纤维种类一样繁多，树脂、塑料、金属、 

基本陶瓷材料，都可用作基本材料。现在，环氧树脂 

是用于飞行器结构和航天领域的基本热固性复合材 

料基体。对于全部热固性材料来说，就是通过时间、 

温度和压力使其变化 ，而变成按预期载荷方向排列 

增强纤维，达到密实低空隙结构的要求。 

确定材料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鉴定把纤 

维粘接在一起的基体部分。选择了机体组分，就确定 

了固化周期，并对如蠕变、抗压强度、耐热性、湿度敏 

感性、紫外线敏感性等给予影响，这些因素将影响复 

合材料长期稳定性。热塑性树脂基体超过热固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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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基体的主要优点是：使用温度高，生产周期较短 ， 

不需要冷藏，韧性增大，湿度敏感性低 ，不必进行化 

学固化。基体放置在水中也能被改变性质。基体与纤 

维(芳纶除外 )不同，其吸水后 ，使基体机械特性急剧 

降低，尤其受潮加高温时，更是如此。对于飞行器结 

构来说，由于环境变化剧烈，必须在设计上考虑吸收 

水分造成机械性能降低的后果。 

k e v l a r(芳纶)是一种合成有机纤维的商标名 

称 ，芳纶的0．027 5 kg／em 密度 ，使其抗拉强度比硼 

或大多数碳纤维都大。与其他像碳和硼类复合材料 

相比时，芳纶的抗压强度差。芳纶的这种固有特性 ， 

是由于内部纤维膨胀疏松的结果。但是，与其他复合 

材料相比，芳纶的抗破坏性明显较强。由于芳纶纤维 

具有吸水性，因此必须在设计中考虑到这种特性。 

高性能的先进复合材料，经常用到临界刚度。所 

以，在开发新的复合材料时，趋向是要最大限度地增 

大纵向模量 ，而保持强度、冲击韧性、应变破坏和断 

裂韧性在可接受水平上。由于其拉伸特性是纤维的 

优势，所以，可按用途来进行纤维的选择。 

单 向层压板的压缩特性与纤维和基体二者相 

关。当压缩模量与纤维无关时，要按纯基体的剪切模 

量来限定抗压强度。但对各向同性的均质材料而言， 

纯基体的剪切模量就与基体拉伸模量发生关系。所 

以，基体强度相对高时，就要防止或尽量减小复合材 

料在冲击条件下布层内出现碎裂 ，而且也要确保横 

向性能合格。断裂韧性，是使基体把裂纹和缺陷扩散 

限制最低范围的关键 ，特别对交联界面更是如此。 

冲击之后保持抗压强度和应变，是高性能复合 

材料的重要特性。尽管防破坏至关重要，但要强调指 

出，破损安全仍是最决定性的。因此，为防止过度分 

层造成扩展而产生的冲击裂纹 ，用于飞行器结构的 

复合材料，需有足够的层间断裂韧性。 

综合改进基体的准则，强调薄弱环节的经验数 

据：考虑降低性能最危险迹象的设计标准，加工工艺 

技术的限制，对纯基体性质和复合材料性质之间关 

系的估计。 

早期实验证明，复合材料和铝钛结构相比，可减 

轻总质量的 25％ ～35％，加上减少零件数量 ，是复 

合材料在多种用途中使用主要吸引力。目前影响更 

广泛的采用复合材料的障碍，是其与铝相比价格高、 

所需要的制作工艺劳动强度大、购买新一代相关生 

产设备的投资费用多。但是，劳动生产强度大，能够 

通过研制复合材料关键工艺技术，即生产制造工艺 

的自动化予以解决。 

金属都是各向同性的，而复合材料都是各向异 

性的，一块单向铺层虽在轴向具有很高的强度和刚 

度，但在横向只有很低的特性。以载荷和功能要求为 

依据的正交铺层，能使复合材料达到并超过金属的 

特性。但是，复合材料也能铺叠成准各向同性的(具 

有近乎各向同性特性)。 

3 国内复合材料结构技术的现状与差距 

我国飞机结构上对复合材料的应用 ，追随着国 

际上先进国家的脚步，发展的历程基本相同。军民用 

飞机的各类舵面上，选择复合材料结构已经很普遍。 

在运七系列支线飞机的腹鳍、方向舵等次结构上，应 

用了先进复合材料。对尾翼级结构也是在上世纪 8O 

年代末，就开始应用研究，到了9O年代中期设计、研 

制成功了运七复合材料垂尾，并取得了适航证。 

我国通过多年的预研和大量的研制实践 ，以低 

成本复合材料应用为 目标的技术研究 ，已经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 ，初步形成先进低成本复合材料制造能 

力。同时在“十一五”期间，完成了民机全尺寸复合材 

料尾翼设计、制造与试验。使国内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技术在损伤容限设计与验证、无损检测、加筋整体化 

结构制造工艺、复合材料结构适航验证等方面，上了 
一 个台阶。 

目前 ，我国已经开始进行复合材料机翼主结构 

技术的研究工作。由于机翼结构外形复杂 ，连接关系 

多，结构复杂，尺寸大，加工制造难度大。同时机翼需 

要考虑发动机吊挂接头、起落架支撑结构等集中载 

荷的影响等等。这些特殊要求 ，给设计和制造带来了 

难度。 

虽然国内在复合材料的设计制造方面，取得很 

大进步，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尤其是在复合材 

料主承力结构设计制造技术方面，还是存在相当大 

的差距。 

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上的应用情况，大致可以 

分为 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应用于受载不大的简单零件部件， 

如各类口盖、舵面阻力板、起落架舱门等； 

第二阶段，是应用于承力较大的尾翼等次级主 

承力结构，如垂直安定面、水平安定面、全动平尾、鸭 

翼等； 

第三阶段，是应用于主承力结构，如机翼盒段、 

机身等。 

这 3个阶段所涉及的复合材料制造技术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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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的层次，在载荷水平上是完全不同的，对构件 

制造技术的要求也不同，构件的尺寸和结构的复杂 

程度，也有大幅的提高。 

国内目前的技术水平 ，处于第 2阶段的水平。 

对大型复合材料整体壁板的设计制造技术，由 

于尺寸及载荷增大，使得在复合材料结构形式的选 

择与优化、设计许用值的确定、分离面的设计、机械 

连接、制造精度及工艺稳定性、试验研证方法等方 

面，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人研究。 

在制造与工艺技术方面，国内航空复合材料结 

构生产厂家除了采用预浸料 ／热压罐成型工艺生产 

复合材料构件 ，也开始采用各种低成本制造技术，生 

产不同的复合材料构件，也配备了一定的无损检测 

设备，普遍采用激光定位、自动铺带机、预浸料切割 

机、预制体编织机等复合材料制造设备，初步满足现 

阶段航空复合材料构件生产的需求。 

但对于大型飞机复合材料构件的制造，仍然是 

生疏的，特别是大型整体成形技术和手段仍然是关 

键瓶颈，从模具、材料、检验等材料体系与标准规范 

方面，国内现在还没有国产的通过适航认证的适应 

下一代先进民机复合材料的碳纤维，即使是芳纶纤 

维、玻璃纤维(布)也未经过适航认证过程。目前适 

合于先进民机复合材料构件用的环氧树脂体系，有 
一 定的基础，但数据都不完善，尚未获得适航认证。 

纵观国外复合材料技术的发展，几乎都采用了 

先预研，再在型号中应用的方法。2O世纪 80年代后 

期以来，美国和欧洲就复合材料结构技术，开展了多 

个专项计划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正是由于 

这些成果的取得 ，复合材料在民机结构中的应用 ，才 

能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随着国内先进复合材料在军民用飞机上的应用 

不断扩大，以及设计和制造技术的积累，一些代表复 

合材料发展趋势的低成本复合材料结构技术，也有 

所进展。对飞机复合材料结构的应用研究，也在持续 

开展。在碳纤维制造、复合材料结构制造设备、复合 

材料主结构设计技术、大型无损检测技术方面，已经 

有了长足的进展。 

4 结束语 

可以预期，这些持续不断的各类复合材料研究 

项目的成果，必定会在将来国内新的飞机项 目中得 

到大量的应用，从而增强我国在世界航空工业的竞 

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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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 ide Application Occations of Composite Material in the Aircraf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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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ed occasions and basic requirements of composite material in the aircraft structure were dissertated． 

The properties between composite material and metal material were compared．Based on the review o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ompo sit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the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 composite material were analyzed 

an 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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