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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了世界上先进的大型民机发展和研究计划后，分析和总结了大型民用飞机结构技术发展的总 

体趋势。介绍 了用于先进大型 飞机 中选材 、结构设计 、先进的制造技 术、机构强度 分析、防雷击 技术的现状 和 

趋势。结论是复合材料将代替金属结构，而金属结构的设计、制造也将随之发展，以解决采用复合材料带来的 

新挑战；先进的数字化结构设计和仿真正代替传统的图纸设计。相应的分析和仿真工具如 CFD等将应用到 

数字化设计中，在新型飞机设计中，将大大减少试验并改善质量 ；一些新概念的结构将广泛应用到飞机结构 

中，如智能材料结构在机翼上的应用，以改善空气动力、飞机的气动弹性控制和结构的健康监控。 

关键词：民用大飞机 ；结构技术 ；民机选材 ；结 构分 析；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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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struc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or 

large commercial aircraf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dvanced commercial aircraft and their research plans in the 

world．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tendency in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structure design，manufacturing 

technology，structure strength analysis，and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for advanced large commercial air— 

craft are introduced．The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 composite materials will replace metal structure，and the de 

sign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metal structure will also be developed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 brought 

by the use of composite materials．Advanced digital structure design and simulation technology will replace tra— 

ditional design on paper．The relevant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tools such as CFD will be introduced into digital 

design，resulting in great reduction of testing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during the R & D of a new aircraft． 

Some new concept structures will be used in aircraft structure widely；for example，smart structure will be 

used in the aircraft wing tO improve aerodynamics，aircraft aero—elastic control and structure health monito 

ring． 

Key words：large commercial aircraft；structure technology；material selection； structure strength analysis； 

composites 

1 概 况 

结构设计是一 门很老 的航空技术专业 ，曾取 

得巨大成功并对航空做出巨大的贡献 。随着技术 

的发展，这一专业还继续走着探索的道路 ，书写着 

辉煌 。 

结构设计的总体要求是，在满足飞机总体对 

结构设计的要求前提下 ，做到重量最轻 。 

随着技术的发展 ，飞机的性能不断提高 ，飞机 

的设备和载油系数不断提高，要求飞机结构重量 

系数不断降低。图 1描述 了随着时 间历程 的变 

化 ，战斗机各重量 系数的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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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战斗机的各主要重量系数随年代的变化情况 ] 

Fig．1 Change of weight distribution with time for a 

fighter aircraft[ ] 

目前战斗机的结构重量已降低到飞机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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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 以下。而飞机的性能却不断提高 ，这样对飞 

机结构设计工程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减轻 

每一克结构重量而奋斗”不仅是口号，而且成为每 

个飞机设计师必须遵守的准则。 

据介绍，为减轻苏 27战斗机的结构重量 ，飞 

机采用 9O 的载荷进行设计，采用 100 的载荷 

进行强度试研 ，这样结构出现提前破坏。然后 ，对 

破坏结构进行增强，继续试验 。这样反复试验、修 

补，直到试验飞机无法继续进行修补的情况下，重 

新按照修补的情况制造一架新的静力试验飞机 ， 

再进行试验。这样反复进行，直到第 4架静力试 

验飞机才通过 100 载荷的试验。通过付出4架 

飞机的代价，经历 4架飞机静力试验 的时间和努 

力，对于近3o吨的飞机，最终减轻结构重量 800 

kg。另一例子是，由于 3种型号的F35(JSF)飞机 

都面临超重问题 ，2004年 1月五角大楼宣布，对 

为期 1O年的 F～35项 目增拨 5O亿美元，并使其交 

付时间延长 1年 ，以达到减重的目标 ，这说明了减 

轻飞机结构重量对研制高性能飞机的重要性 。前 

苏联、美国政府和设计师对减轻结构重量付出了 

巨大努力。 

在民用飞机研制上，当前正在研制的最新客 

机 A350和波音 787飞机为减轻结构重量，也采 

取的一系列新技术和新材料，特别是大量采用复 

合材料结构。 

2 飞机总体对结构设计的要求和结构发 

展 动向 

对于民用飞机结构设计的 目标是满足飞机 

总体设 计 要求 的基 础上 ，实 现结 构重 量 最 轻。 

飞机总体对结构设 计有如 下要求 ：①能满 足静 

强度要求 ，即能 承受飞机 各种飞行 和地 面的设 

计载荷 ；②能满足飞机使用 寿命 要求 ；③能满 足 

振动和噪声 要求 ；④能满 足气动 力对飞 机结构 

的要求 ；⑤能满足飞机气 动弹性 要求 ；⑥能满 足 

安全性和适 航的要求 ；⑦ 能满足 飞机舒适 性 的 

要求 ；⑧能满足飞机结构工艺性 的要求 ；⑨能满 

足飞机使用维护性及可靠性的要求；⑩能满足 

飞机结构的经济性要求。 

围绕着结构设计 的总体要求 ，结构技术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结构选材的变化；结构 

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发展；结构分析技术的突破 ；结 

构试验技术的改进。 

欧洲 GARTEUR联合研究机 构，启动 的航 

空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可体现目前国际结构 

技术发展的动 向。其中部分研究项 目有 ：①复合 

材料铺层和结构疲劳失效分析 ，铺层结构断面特 

性研究。②复合材料结构冲击损伤和复合材料结 

构的修补研究 ；及结构后屈曲和压损破坏分析 ，包 

括金属和复合材料结构后屈曲分析技术研究 。③ 

智能结构技术的研究。 

飞机设计的 3个 阶段 中，结构设计主要完成 

以下的任务 ： 

(1)在方案设 计阶段的 飞机结 构布局的确 

定 。主要是进行全机结构总体布局设计及选择飞 

机结构分离面 ，确定各部件的主要结构形式。确 

定选材原则和强度计算原则。 

(2)在初步设计阶段的结构主要传力路线和 

结构形式 的确定。在给定结构载荷的基础上，进 
一 步确定各部件的主承力结构形式及传力路线， 

布置其主要受力构件。 

(3)详细设计阶段的结构细节设计。详细设 

计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结构有好的耐久性，在结 

构元件优化的基础上，对结构的细节精心设计，如 

开孔 ，连接 ，圆角等的设计。 

实现减轻结构重量 目标的主要方法是采用新 

技术和精心设计。主要体现在：①确定合理的飞 

机结构布局和选材原则；②精确确定飞机载荷与 

安全系数 ；③准确分析结构工作应力 ；④提高结构 

许用承载能力，特别是结构受压面的稳定性承载 

能力。⑤做好结构细节设计 ，提高结构耐久性；⑥ 

进行结构优化的研究 。 

3 结构选材的变化 

波音 787飞机是首架为减轻结构重量主要使 

用复合材料建造 的客机，复合材料的耐久性使波 

音 787客机的维护间隔达到 1 000 h，而波音 767 

只有 500 h。波音 787采用了健康监控技术。波 

音 787型客机将 比目前 现役客机节约 2O 的燃 

料。飞机座舱压力从相当 2 400 m降至 1 800 m 

高度，改善了舒适性，提高了结构设计要求 j。 

空客 A35O飞机为有效减轻结构重量 ，采用 

了更多的先进材料——包括各种先进的铝合金和 

先进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用量达到 52 9／6。使 

飞机变得更轻 、更牢固和更可靠 ；每座空重比波音 

777降低了l4 ，同时大大改善了可维修性，机体 

维修成本降低了 1O [3]。 

飞机选材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高的结构效率 ； 

长寿命高可靠性；低成本；工艺性好；便于修理和 

维护。其中高结构效率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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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技术 、制造技术和结构技术的发展，飞机结构 

选材有了巨大的发展。表 1与图 2给出了其变化 

情况。 

表 1 主要 民用飞机的选材变化情况 

Table 1 Changes in commercial aircraft material selection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年代 

图 2 主要民用飞机的铝合金和复合材料选材变化情况 

Fig．2 Changes of material for commercial aircraft 

随着技术的发展，同一种飞机在改型过程中， 

选材也在发生变化 。以波音 757飞机为例 ，随着 

年代的变化 ，其铝合金和钢 的比例在减少 ，钛合金 

和复合材料的比例在增加(见表 2)。 

表 2 波音 757飞机在发展过程 中的选材变化情况 

Table 2 M aterial changes of Boeing 757 

4 飞机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的发展动向 
● 

从空客 A380飞机 的结 构 选材 ，可 以看 出 

飞机结构 制造 技 术 的发 展趋 势 。该 机 在复 合 

材料用量上，首次突破了 2o ，并在机翼受力 

最大的中央翼盒 上采用 了复合材料 结构 ；首 次 

大面积采用了 GLARE复合材料结构 ；首次大 

面积采用 了高强 度铝合金焊 接壁 板结构 ；首次 

采用了 混杂 结 构 用 在 主 要 受 力部 位 (襟翼 滑 

轨)(图 3)。 

贻 材 

． ⋯ ． ． ． ． ． 一  复合材料地板梁 

复合材料方 向 
舵和升降舵 

’‘复合材料机身框 

和后增压框 

复合材料襟翼、副翼、 
扰流片 

采用焊接加筋的 复合材料 
机身F壁板 中心翼盒 热塑性复合材料 

固定前缘 

图 3 从空客 A380看大飞机结构材料应用状况 

Fig．3 Example of structure material application for 

large aircraft based on A380 

4．1 复合材料在飞机上的应用 

复合材料的应用 自 20世纪 7O年代开始 ，经 

历了从非承力构件 ，如机身 口盖 、舵面后缘等，到 

2O世纪 8O年代开始在一些非主要部件 上应用 。 

如 1982年率先在 A31O一200上采用碳纤维复合材 

料制造的扰流片、减速板、升降舵和方向舵。1987 

年，空 中客车还率先在 A32O飞机的部件水平尾 

翼和副翼上采用复合材料。此后 ，空客将复合材 

料用于 A34O飞机的垂直 尾翼 和水平尾翼 、方 向 

舵、升降舵、副翼、襟翼扰流板、起落架舱门和整流 

罩。随后又研制出 A340—500／一600的碳纤维龙骨 

梁和复合材料机身后密封框一一 这是复合材料首 

次被用于飞机的密封区结构。该机复合材料用量 

达到 1O L4 』。 

到21世纪研制的A380飞机，将复合材料进 

一 步用于非暴露的主要受力结构上。例如机翼的 

主受力 中央翼 盒 。使 得 复合 材 料 的 用量 达 到 

23 ，一架 A380所用 的复合材料重达 30 tl3]。 

维修技术、使用维护和健康监控等都提出了 

新的要求。 

美国《航空航天技术周刊}2004年 4月 26日 

报道，复合材料将在下一代飞机选材中扮演主角。 

随着波音 787和 A35O飞机的推 出，飞机机体结 

构 的金属材料正由复合材料所取代。目前研制的 

波音 787和空客 A35O飞机，复合材料已成为结 

构的最主要的材料 ]。增大复合材料结构的比例 

∞ ∞ 如 ∞ 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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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将继续下去。对复合材料结构的设计、制 

造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图 4)。 

图4 波音 787飞机的机体表面结构基本上采用了复 

合材料 和复合材料夹层结 构啪 

Fig．4 Basic structure material of Boeing 787一 com— 

posite material~7 

(1)复合材料设计技术的发展 

复合材料的应用的主要优势是可 以明显的减 

轻结构重量。复合材料使波音 787客机有效降低 

了飞机重量 ，提高 了燃油效率。预计波音 787的 

燃油消耗可比波音 767和 A330分别降低 20 。 

由于其 1 的机身结构采用 了抗疲劳 、抗腐蚀 材 

料 ，大大提高了飞机抗裂纹扩展能力 ，使外场维护 

间隔达 1 000 h，比传统飞机多 300～500 h_2 。 

但是，实践证明，不进行复合材料设计技术 

研究 ，是很 难达到 预期 的减 重效果 。根据 空客 

公司和 Cranfield大学 的研究得 出 的结 论 ，复合 

材料 的减 重 面 临 着 如 下 的挑 战：对 比铝 合 金 

7075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的比强度和比刚度的 

值 ，可以得 出复合材料减重效果是十分 明显的。 

但考虑拉、压的其他因素后，其减重效果会大打 

折扣(表 3)。 

表 3 考虑各种 因素后 ，等代设计的复合材料结构 与铝合 

金结构减重效果分析 

Table 3 W eight saving of composite material compared 

with aluminum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欧盟的科研组织 GARTEUR启动的航空结 

构和材料方 面研究 ，其 中部 分涉及 复合 材料 的 

研究项 目：①复合 材料铺 层和结 构疲 劳失效分 

析 ，研究铺层结构断面特性 ；②复合材料结构 冲 

击损伤和 复合材料 结构 的修 补研究 。包括 ：复 

合材料结构 冲击损 伤的评估方 法 的建立 ；胶结 

结构的维修研 究 ；③复合 材料结构 后屈 曲和压 

损破坏分析。 

为了有效的发挥复合材料减重的特点 ，结构 

设计应发挥复合材料可剪裁的设计优势，将减重 

的效果发挥出来。为此要解决以下的关键技术 ： 

①提高复合材料结构承载能力的研究；②新概念 

复合材料结构形式研究；③复合材料健康监控技 

术；④复合材料的多学科优化剪裁(含气动弹性)； 

⑤ 采用先进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的设计。 

(2)提高复合材料承载能力的研究 

复合材料的承载能力主要是受到许用应变的 

限制。目前许用应变大多采用 4 000左右的微应 

变。考虑到复合材料受拉时，孔边没有塑性变形 

的应力松弛及受压时结构在湿热环境下冲击损伤 

的扩展带来的受压稳定性问题后 ，造成许 用应变 

大大降低(图 5)。 

① ② ① ② 

· ll}蕾 · lI} 
铝合金应力松驰 复合材料应力集中无塑性变形 

图 5 复合材料开孔受拉应力集中较铝合金严重，造 

成提前破坏的现象 

Fig．5 Hole side stress concentration will cause early 

breach for composite material structuref ] 

复合材料的开孔处必须局部加强 ，将应力集 

中降到适 当的水平 。在这方面的设计要比金属结 

构更为重视 。 

复合材料结构在超过一定能量低速 冲击 的 

情况下形成 的损伤 ，在受压载荷下 ，压缩强度会 

明显降低 。图 6展示 了某一板受压强 度随着 冲 

击能量变化 而降 低 的情 况。可 以看 出，损伤对 

结构的受压稳定性有着巨大的影响。研究在损 

伤情况下的复合材料的受压稳定性是决定复合 

材料承载能力的关键 。对 于带有损伤 的复合材 

料结构稳定性屈 曲和过屈 曲分析 的研究越来越 

引起重视 。 

为降低低速 冲击造成 的损伤，目前除个别部 

位采用缝纫方法 ，正在较为广泛地采用 Z型钉和 

x型钉的增强方法 ，以提高结构的承载能力。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崔德刚 ：浅谈民用 大飞机结构技术的发展 

嚷 
姆 

g 

骚 

是 

图 6 复合材料板 的冲击损伤对承载能力的影响l8] 

Fig．6 Influence of impact energy on CFR structure 

compression strength[ ] 

(3)新概念复合材料结构形式研究 

为发挥复合材料的可设计性，目前 国外利用 

缠绕 、RTM，RFI等特殊工艺方法 ，可以设计 和制 

造出有别于金属结构的新结构形式。例如机身结 

构采用缠绕成形复杂的加筋板，如图 7所示。 

图 7 缠绕 成形 复合材料机身壁板结构㈨ 

Fig．7 Carbon fiber wound panel for body section 

structurer8] 

上述新整体结构形式，大大降低 了零 件数量 

和装配连接，也降低 了产品加工成本。目前统计 

的西方复合材料制件的成本已接近了铝合金相应 

结构的成本。 

(4)复合材料 的健康监控 、无损检测 和维修 

技术 

广泛采用复合 材料给使用和维护这些 飞机 

的航空公 司带来一 项新 的挑战 ：在 飞机复合 材 

料结构全寿 命使用 过程 中，如何 监控 由复合 材 

料制成 的飞 机结构 件并发 现其 内部 的损伤 ，如 

何判断损伤 的部 位和程度 ，如 何及 时报警成 为 

关键技术之一。结构状态监控(SHM)是在飞机 

复合材料结构中安装传感器、激振器、光纤网络 

和处理机 ，通过一定 的软 件系统 ，可 以确定 结构 

的健康情况和损伤，并由系统报警。但要解决 

上述关键技术 ，同时又在 飞机的设计寿命期 (30 

年)内保证进入结构的系统正常工作 、具有 高可 

靠性是相当大的挑战 。国外正考虑研发一种机 

载结构状态监 控 系统，用 于大 面积使 用复合材 

料的飞机。 

确保复合材料部件产品完整性的主要手段是 

采用无损检测。出厂的产品将用无损检验做出评 

估和作为健康监控的基本数据。这些技术已开始 

在波音 787飞机上得到了首次应用_9]。 

波音 787研制中的问题之一是复合材料机 

身的维修 问题 。复合材料的强度来 自于纤维与机 

体树脂固化形成结构，一旦损伤分层或纤维断裂 ， 

结构强度就要受 到很 大的损失。复合材料破损 

后 ，很难采用修补金 属的办法来修补。研究适合 

不同工艺和材料的复合材料修补问题成为复合材 

料大面积应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目前各飞机制造 

公司都具备一定的维修手段，但都不十分满意，研 

究工作仍在进行 。 

(5)复合材料优化设计 

基于多约束、多目标的复合材料优化技术已 

成为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的重要研究方 向。其 中 

包括复合材料 的优化铺 层设计 。例 如基于强度 

和气动弹性的多 目标复合材料机翼 的铺层 拓朴 

优化 。实践证 明 ，采 用优 化技术 设计 的复合材 

料翼面 比采用常规的设计方法设计 的重量 明显 

减轻。 

复合材料的结构稳定性 ，要求优化设计铺层 

次序。复合材料稳定性对铺层次序 比较敏感。从 

表 4中可以看出几种复合材料板的铺层次序对稳 

定性影响达 50 以上。优化铺层次序是十分必 

要的。 

表 4 复合材料板 的铺 层次序 对板 的屈 曲稳定性 强度 的 

影响 

Table 4 Infiuence of lamination order on structui'e stabi． 

1ized strength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航 空 学 报 第29卷 

优化后的结构应解决其工艺实现的可行性问 

题。图 8描述 了目前正在开展 的课题 的研究结 

果 ，将复合材料优化后板的铺层通过 CAD软件 ， 

实现铺层 自动化。 

图 8 复合材料板优化后铺层通过软件系统实现自剪裁 

Fig．8 Auto-lamination software for composite mate— 

rial panel tailor 

(6)采用先进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的设计 

目前在复合材料结构中广泛采用适应复合材 

料的新技术 ，这样在结构设计中也要考虑采取适当 

的设计考虑。下面给出几种常用的新制造技术。 

① 共固化技术。复合材料 采用这一技术可 

以大大减少零件数量和装配连接 的工作量，在重 

量 、成本上也带来好处 。对于采用共 固化的结构 

设计应考虑到共固化的工艺可行性和经济性 。 

② RTM 树脂基转移技术。采用这种技术的 

结构可以实现先编制后成形的制造过程。这样有 

利于制造十分复杂的三维 曲面零件 ，提高结构的 

抗冲击损伤能力 ，但要保证这种结构有高承载能 

力 ，必须在设计上采取措施 ，以保证 注塑工艺性 

好。对于该工艺所需较高价格的模具所带来的成 

本问题，也应予以考虑。 

③ RFI树脂膜熔渗成形方法和 RTM 有类似 

之处，但是其对模具 的要求较低 ，给成本带来好 

处。但是该结构也可采取铺层 和缝纫的方法 ，这 

样在一些双 曲面的结构 ，如 A380飞机机身后增 

压框在采用这种工艺方法制造时，设计中采用 了 

只有 O。和±45。的“无皱褶”铺层方式。最后成功 

地用 RFI成型了双曲面的框结构(见图 9)。 

4．2 金属结构技术的发展 

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情 

况下 ，金属结构的设计技术也在不断发展。空客 

A380飞机就体现了这一点。 

图 9 共固化成 型的波音 787复合材料 机身壁板结构 

和用无皱布通过 RFI成型 的 A38o机身后增压 

框 。 

Fig．9 Co-cure body structure for Boeing 787 and res— 

in film infusion (RFI)with non-crimped fab— 

rics for A380 rear pressure bulkhead[ 。] 

(1)高强度铝合金焊接结构的首次大面积应 

用 

在 A380机身的壁板首次采用 了高强度铝合 

金 6056(7075系列)激光束焊设计。该结构形式 

可以省去加筋条用于与蒙皮连接 的弯边，可以减 

轻 5 ～1O 的结构重 量，同时也提高了机身结 

构的密封性能，而且 比传统 的铆接连接法速度更 

快，每分钟可用激光束焊接 8 m长的桁条。这种 

方法包括了一个内置的自动检测单元。在焊后的 

结构上进行测定疲劳和损伤容限的特性 。检验 已 

证实它具有常规的合金结构设计需要的性能。这 

种技术的优势之一是取消了紧固件 ，从而消除 了 

腐蚀和疲劳裂纹的主要来源之一。 

鉴于激光焊接结构在焊缝处出现的局部退火 

现象和焊接对材料的疲劳性能的降低 ，A380飞机 

将该结构形式用于机身的受压面。为了该技术的 

应用 ，空客公司曾进行 了激光焊接结构的大量疲 

劳断裂的力学特性 的研究，以确保该结构能够安 

全的在飞机上使用。 

(2)混杂结构 的应用 

在空客 A380飞机的襟翼 滑轨上采用 了“混 

杂结构”(图 10)。其特点是将复合材料、钛合金、 

钢和铝合金等多种材料混杂地应用在一个飞机的 

结构上。主要优点是在不同的受力部位可以充分 

利用各种材料的特点和优势 ，有效减轻结构重量 ， 

同时提高结构的耐用性 ，如钛合金用于滑轨面，可 

以提高结构耐磨性。该技术的应用，要解决以下 

问题 ：①不同材料间的电化腐蚀问题。②不同材 

料应力应变不协调问题 。例如钢比铝合金的模量 

高3倍，强度也高 3倍，所以混杂使用时可以协调 

的承载。但钛合金的模量是铝合金的 1．3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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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是其 3倍左右，两种材料简单的混杂使用时， 

必然造成铝合金不能充分承载 。 

铝合金上带板 钛合金滑轨 

复 

图 1O 空客 A380飞机襟翼滑轨采用 的混杂结构技术 ] 

Fig．10 Hybrid materials flap track for A380c 。] 

(3)与新工艺结合的其他结构技术 

在 A380飞机的金属结构上还 采用了以下的 

新技术：高强度铝合金的时效成型技术。在 A380 

飞机机翼 的受压下壁 板，采 用 了高 强度铝合 金 

(7075系列)的时效成型，即在 150℃情况下 ，壁 

板在模具上 ，经过 24 h的蠕变成型。其关键技术 

是准确地计算出壁板 的回弹量，在模具设计中给 

予补偿 。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壁板成型过程 中的内 

应力 ，有利于结构的疲劳特性。同时 ，该方法也可 

以节省加工成本和提高成型精度。A38o飞机只 

用这种成型方法去成型受压结构的壁板。该机翼 

的受拉壁板还是采用喷丸成 型方法 ，因为通过喷 

丸，可以提高受拉壁板的疲劳特性。 

空客飞机的机翼从 A300开始就 采用 自动 

压铆技术 。即在 机翼壁板 与加 筋条连 接 中，利 

用数控定位进行全自动的铆接。该设备实现采 

用无排削的钻孔技 术 、无 头铆 钉 的双 面成 型钉 

头的 铆 接、铣 切 掉 外 表 面钉 头 一 次 完 成 。在 

A38O飞机机翼 的连接上 ，进 一步采用 了电磁铆 

接代替了以前的机械压铆，同时采用 了一套依 

靠铆接参数确定铆接质量的软件系统。使得百 

万量级的铆接可 以自动进行质量控制 。空客 飞 

机的机翼的全部采用钛合金螺栓，替代了所有 

的钢螺栓 。其 中 8O 采用 的是过盈 螺栓 ，以提 

高结构的抗疲 劳特性。 

4．3 智能结构 

智能结构是在飞机结构中安装传感器，激振 

器，光纤网络和处理机，处理机通过一定 的软件系 

统对飞机结构进行控制。该结构研究包括“结构 

健康监控”和 “智能变形结构 ”，前者 已在 4．1节 

(5)中给予论述。其技术关键是如何通过计算分 

析，准确地确定结构损伤部位和损 伤程度。健康 

监控为复合材料 的监测打下 了技术基础 ，并在波 

音 787飞机 中得到了应用。 

“智能变形结构”主要是利用结构中的各种作 

动器对结构进行变形控制。这样可 以形成连续的 

结构变形，使得飞机有良好的气动效率。该技术 

对振动的主动抑制也十分有效 ，是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的结构技术 。图 11是正在研究的“智能变 

形结构”的机翼后缘 。 

校准支架(铝合金材料)／ ／硅树脂面板 

形状记忆合金筋腱／ ／ ／ 厂铝合金可弯曲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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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洛克西德一马丁公司研究的采用记忆合金作为 

作动器的智能结构舵面 “ 

Fig．1 1 Smart material structure demonstration using a 

memory alloy by Lockheed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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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影响该技术的主要问题是在作动器的速 

率 、作动力和作动行程 尚不 能完全满足飞机结构 

变形的要求。通常采用的压电陶瓷材料作动器 ， 

其反应速率很快，但作动行程很小，力也相对小； 

另一种是钛合金记忆合金作动器 ，该作动器的变 

形和力较大，但反应速率较低 。目前在无人机上 

进行了试用 ，但在 民用飞机上尚未使用 。 

5 飞机结构分析技术的发展动向 

在 目前 的有限元分析技术广泛应用 的情况 

下 ，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 ，结构分析技术有 以下几 

方面的进展 。 

5．1 求解液 固耦合的问题 

在固体结构的有限元得到成功应用 的基 础 

上，液固耦合问题在飞机设计 中也常遇到 ，例如油 

箱中油 的晃 动等。英 国 Cranfeild大学 的 Rade 

Vignjevic教授利用有限元计算液 固耦合问题 和 

采用离散元与结构元混合算法 ，求解鸟撞到飞机 

结构上的问题、直升机着水撞击问题等，取得 了和 

试验结果相符合 的计算结果。图 12和图 13描述 

了这一方法计算的仿真情况。 

图 12 有限元方法计算的直升机着水的应力分布情 

况 

Fig．1 2 Final element method to simulate helicopter 

landing on water[ ] 

图 13 采用混合元素计算模拟的鸟撞过程t”] 

Fig．1 3 Final element method to simulate a bird strik 

ing on the wing[ ] 

5．2 结构噪声 问题的研究 

降低噪声，保护环境成为民用飞机的重要设 

计要求。NASA 从 2001年开始实施 了“安静 飞 

机技术项 目(QAT)”。该 项 目的 目标是到 2007 

年将实现飞机噪声 降至 1997年的 50 ；进一步 

研究，将实现降低噪声至 25 。欧洲的 ACARE 

(Advisory Council for Aeronautical Research in 

Europe)计划 2020年的环境 目标是 ：降低环境噪 

声 50 ，二氧化碳排放 50 ，氮化物 80 。 

自从 20世纪 90年代末，随着发动机技术的 

发展，飞机降落过程中的主要噪声已变为起落架、 

增升装置和飞机机翼机身干扰产生的噪声 。为减 

少舱外噪声 ，波音公 司和空客公司都对飞机的襟 

翼和起落架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满足增升 

效果和着陆功能的同时 ，降低进场噪声。图 14展 

示了飞机着陆过程中飞机噪声分布情况。目前各 

国开展的优化襟翼合理位置的研究和采用带包覆 

的多轮小车式起落架的研究，就是为了降低噪声。 

图 14 飞机降落时的机外噪声分布情况的仿真 

Fig．1 4 Simulation of noise distribution outside an 

aircraft during landing situation[ 。] 

5．3 结构稳定性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通常满足飞机静强度是结构设计的出发点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气动弹性等设计要求。对 

于满足静强度的设计 ，一般采用设计 的工作应力 

和结构的承载能力(许用应力)力求相等方法，即 

通常称为“满应力设计”。 

工作应力可以通过有限元方法进行计算，如 

用 NAsTRAN程序。如果模型正确，可以得到较 

高的计算精度。对于结构受拉面的许用应力，主 

要取决于材料疲劳特性和结构 的损伤容限设计 。 

但受拉面通常不是静载荷的主要破坏情况。对于 

结构受压面的许用应力 ，主要取决于结构稳定性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崔德刚 ：浅谈民用 大飞机结构技术的发展 

稳定性破坏是结构静力试验的主要破坏情况。 

15描述了上述关系。 

图 感应 电流。这种电流将会造成结构烧毁 的后果。 
一 些飞机 由于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而造成了结构 

的严重烧蚀 。特别是大面积采用了导电性能不好 

的复合材料机体结构情况下 ，解决 防雷击成为又 

一 关键技术 。 

空客公司 A350飞机项 目启动时，复合材料 

防雷击问题成为该机是否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 以 

代替金属结构的争议的焦点。最终空客工程技术 

人员提出了“混合结构概念”，即采用碳纤维复合 

材料壁板、加筋和接头，而机身纵向构件、梁是铝 

合金 ，以作为复合材料的导电框架 ，保证电流的良 

好通路，起到有效的雷电防护作用 。 

关于复合材料结 构的抗雷击 问题 ，至今仍在 

研究之中。铺设金属网已得到普遍应用(图 16)。 

但如何防止金属网在使用过程中的损伤仍是需研 

究问题之一 。 

图 l5 满足静强度的“满应力”准则 

Fig．1 5 Principle for static strength design[州 

结构稳定性是与结构设计密切相关的。如加 

筋板的稳定性是和加筋条的密度和参数 、翼肋 间 

距 、蒙皮和加筋条 的组合有密切的联系。解决结 

构稳定性对于提高结构承载能力，对减轻结构重 

量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加筋板进人大变形几何非 

线性的“过屈曲”的研究，是当前仍在进行 的研究 

领域。特别是复合材料的稳定性问题成为确定该 

结构承载能力的关键 ，也是该结构的损伤容 限研 

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 以欧盟仍将稳定性问题列 

为当前结构强度研究的课题之一。 

6 防雷击技术 

民用飞机飞行 的时间远远大于军用飞机 。根 

据英国宇航公司的统计，每架飞机每年将遇到一次 

雷击情况。由于飞机处于高速运动状态下 ，在通过 

雷击区时，雷击对机体直接造成的损伤要比静止的 

情况轻许多。但雷击给飞机带来了以下问题。 

(1)静 电释放 ：目前通 常采用 良好的搭铁和 

放 电刷解决 。空客公司采用镀银不锈钢螺栓作为 

搭铁与蒙皮的连接 ，以保证 电流通路质量。 

(2)雷击的直接损伤 ：通常采用金属机体前 

缘结构，增强导电性能。 

(3)雷电电磁 场对航 电设备的干扰 ：采用 电 

磁屏蔽措施 。 

(4)雷电感应电流烧蚀：当机体较长的民用 

飞机穿过雷电区的巨大磁场时，就像电动机的动 

子切割磁力线一样 ，在飞机结构 中造成了巨大 的 

抗静电打火的紧固 

图 l6 复合材料抗雷击采取的措施之一 

Fig．16 One solution for anti—lightning 

7 总 结 

7．1 复合材料取代金属结构 

过去 ，民用飞机复合材料的应用落后 于军用 

飞机，但从波音 787飞机开始 ，将复合材料作为机 

体的主要材料，大大超过 了军用飞机的用量。许 

多传统的设计方法 和手段 ，随着复合材料的广泛 

应用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由于采用 复合材料后 ，结构设计 由金属 

各向同性材料的分析方法被复合材料分层的各向 

异性计算方法所代替 。 

(2)结构设计的许用值 由金属受拉面的损伤 

容限问题转向复合材料受压面的损伤容限问题 ； 

(3)采用多零件装配的金属材料结构设计被 

复合材料共 固化 、RTM 和 RFI成 型的整体结构 

所代替 ； 

(4)结构的成 型、装 配、热表处理 、各种 防护 

属 

一＼ 螺 着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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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很大的差异 ，这样造成金属结构的许多技术 

需要在复合材料应用时得到更新； 

(5)金属结构和复合材料结构所应用的连接 

件和连接方式也有巨大的差异 ； 

(6)复合材料的健康监控、维护和维修 与金 

属材料结构有很大的变化l】 。 

7．2 先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由于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使得很多设计工作与 

仿真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分析精度，代替了部分的 

试验工作。 

(1)利用三维数字化设计 ，可以用 电子样机 

代替金属样机 ； 

(2)利用先进的仿真分析手段代替大量 的试 

验工作，如有限元仿真分析技术的应用可以代替 

部分静力和疲劳试验 ； 

(3)由于采用数字化集成技术 ，一大批更高 

度集成的软件系统被应用到结构设计 中，使得结 

构分析的效率和精度大大提高； 

(4)利用先进的多学科优化技术，有效提高 

结构效率 ，可以将 飞机结构设计提高到更高的水 

平 。 

7．3 新概念结构的研究 

随着技术发展 ，新 概念结构 ，如智 能材料结 

构，几何可变结构技术的研究 ，并开始在无人机和 

一 些飞机上得到应用，使得结构中融入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 ，使得性能和功能有很大的提高 ，为结 

构技术发展开辟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1)基于传感器 、处理机、作 动器等 融入结 

构，使得结构利用电子计算技术具有智能化 ，将结 

构功能有巨大的提高。对于结构的健康监控和连 

续变形提供了可能 ； 

(2)基于几何可变的概念 ，形成 Morphing飞 

机的结构部分设计 的基础。这一领域的研究 ，首 

先在无人机上得到了应用。 

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探索无止境 ，结构技术的 

发展也有更多空间。希望中国的航空科技工作者 

在未来飞机结构技术的发展 中，为人类做 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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