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设计与先进制造技术· 姚 铭 余雄庆 张绥远 飞机结构与内部装载布置的·⋯·· 37 

飞机结构与内部装载布置的 CAD模型的快速生成 

姚 铭，余雄庆，张绥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飞行器先进设计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飞机结构布置与内部装载布置是飞机总体设计的重要环节，设计周期较长，而采用 G IA 

的二次开发技术可使飞机 CAD模型快速生成从而有效解决该问题，缩短设计周期。以一个飞翼 

布局的无人飞机为例阐述了该方法。该方法有 3个关键点：(1)飞机结构布置与内部装载布置的 

参数化描述；(2)结构件模板的设计；(3)内部装载干涉检查和位置调整算法。结果表明，所提出 

的方法能快速生成飞机结构布置与内部装载布置的C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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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布置与内部装载布置是飞机总体设 

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飞机总体设计阶段， 

结构布置是指对主要承力件(翼梁、翼肋、机身框、 

纵梁等)进行初步布置。而飞机内部装载布置主要 

包括动力装置和燃油系统布置、有效载荷布置、起 

落架、各种电子设备布置等。由于在总体设计阶段 

飞机外形经常需要修改，因而相应的飞机结构布置 

与内部装载布置也要进行修改。这是一个繁琐而 

且费时的工作。如果能实现结构和内部装载的快 

速布置，则可以有效缩短设计周期，提高工作效率。 

关于如何实现在 CAD环境下快速地完成飞机结构 

布置与内部装载布置的问题，在国外的飞机设计研 

究中已得到了重视l1．2 J，而在国内还研究得很少。 

本文以一个飞翼布局的无人机为例，说明如何应用 

CATIA的二次开发技术实现飞机结构布置与内部 

装载布置的 CAD 模型的快速生成，以验证该方法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1 CATIA的二次开发方法 
CATIA为使用基于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COM)技术的自动化(Automation)提 

供二次开发接 口_3 J。COM 是一种二进制兼容规 

范，使不同语言开发的组件在二进制可执行代码级 

基础上相互通信，增强了代码的重用，提供对外访 

问接 口。自动化是一种在解释环境下执行，在 

COM基础上实现，它继承了 COM 的与语言无关、 

进程透明的特点，简化了 COM 的底层细节，应用 

更广泛。CATIA Automation描述如图 1所示。 

图 1 CATIA二次开发的方式 

从图1可以看出使用 Automation技术，CATI— 

A可 与外 部应用程 序共 享对象，向 VB 、VC、 

VC++等开发工具和 VB脚本、Java脚本语言以 

及 HTML等语言提供编程接 口，同时也可访问外 

部应用程序对象。CATIA提供的自动化接口在扩 

展名为TLB(Type Library，类型库)的二进制文件 

中，包含接口的全局惟一标识和接口名。安装时注 

册在Windows的注册表中，在安装 目录下可以找 

到这些文件，由于是二进制文件无法直接看到其内 

容，需要在编程时引入到程序所在的工程中。 

本文采用 VBA(Visual Basic Automation)技 

术，利用 CATIA Automation接口，对 CATIA进行 

二次开发，实现飞机结构布置与 内部装载布置 

CAD模型的快速生成。 

2 结构布置 CAD模型的快速生成 

飞机的主要结构件包括机身框、翼肋、翼梁、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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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连接处隔板、发动机纵向安装板。飞翼无人机结 

构布置示意图如图 2所示。因为同一类型的结构 

件生成原理相同，区别只是布置的位置不同，所以 

飞机结构布置的CAD模型快速生成可采取模板设 

计方法，也就是将生成原理相同的结构件采用同一 

模板程序，根据布置参数的不同将结构件生成在不 

同位置。 

图 2 结构布局 示意图 

以飞机翼肋为例，其单个翼肋生成原理如下： 

首先在 CATIA环境下读人外型文件，采用翼肋定 

位平面切割机翼外型生成翼肋的基本外廓线；然后 

将基本外廓线平移生成内廓线 ，通过这两个封闭曲 

线生成实体；最后再对实体切割生成所需的紧贴机 

翼内蒙皮的带弯边的翼肋，如图 3所示。不同的翼 

肋只是其所在位置不同以及由于位置不同而导致 

的结构件形状差异而已，因而可采用同一生成模板 

读入不同位置参数，即可生成不同位置的翼肋。 

一  
图 3 采用模板生成的单个翼肋 

其他结构件(机身框、翼梁等)的模板也采用相 

同的方法制作。 

制作好模板后 ，还需对结构件的布置进行参数 

化描述。描述结构件的布置参数定义如下 ：机身加 

强框位置布置参数为机身框距机头展向平面距离； 

翼梁位置布置在弦长的 12％，36％，60％处；翼肋 

个数为 14个，沿展向均匀分布；纵梁位置布置参数 

为纵梁距飞机中轴面距离。 

在编制好模板程序(VB程序)和完成了结构 

件布置参数定义后，只需设置各结构件位置数据， 

通过模板程序即可生成飞机结构布置的 CAD 模 

型，如图4所示。当飞机外形改变时，各结构件根 

据所给定的结构布置规则，相应地变化其位置参 

数，即可在 CATIA中自动生成新外形的结构布置 

的 模型。 

图4 自动生成的飞机结构布置的CAD模型 

3 内部装载布置的 CAD模型的快速 

生成 

飞机内部装载主要包括发动机、油箱、武器、起 

落架和各种设备等。在进行内部装载之前，需先建 

立好发动机、油箱、武器、起落架和各种设备的 

CAD 模型。 

飞机内部装载布置的基本思路是：先安排主要 

的装载，然后再逐步协调，直到把全部装载和各个 

系统安排妥当。布置的方法有 2种：(1)采用绝对 

坐标布置，即各个装载的位置全部采用飞机外型坐 

标，其布置参数全部是和飞机外型直接关联。(2) 

采用相对关系布置，即以最主要的装载为中心，其 

他装载采用层层递推的关联方式。也就是说最主 

要的装载的布置参数是和飞机外型直接关联，而其 

他装载的布置参数只和该装载周边的装载关联。 

本文采用了第 2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也有利于 

外形修改后重新布置内部装载的自动调整。 一 

对无人机而言，由于发动机对飞机的重心影响 

最大，故将发动机作为最主要的装载，然后布置武 

器、油箱、起落架等。整个内部装载布置的 模 

型的快速生成程序流程图如图 5所示。 

首先读入一个给定飞机外形 CAD模型，计算 

该机体的容积、外形纵向和展向最大尺寸，将计算 

出数值与内部装载所需最小容积与最小尺寸进行 

比较，若有任一数值小于最小容积与最小尺寸，则 

需返回修改外形。若都满足，则读入位置参数输入 

文件。位置参数输入文件包含了各个设备之间距 

离、偏转角度等位置约束数据。根据位置参数加载 

各内部装载，完成内部装载布置的 模型的初 

次生成。然后利用 CATIA的干涉检查命令(clash 

命令)检查内部装载是否存在干涉，将检查结果输 

出为结果输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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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内部装载布置的流程 图 

然后，程序继续读取结果输出文件的内容，如 

果无干涉，则结果输出文件内容为空，程序结束，给 

出内部装载布置的最终 G 模型。如果有干涉， 

则结果输出文件的内容不为空，其内容以以下形式 

表达： 

外形 装载 A 干涉数据 

外形 装载 B 干涉数据 

外形 装载 C 干涉数据 

前 2列数据为有干涉的外形和装载的名称，最 

后一列数据为干涉的原始数据。通过干涉数据修 

正位置参数输入文件的内容l_4j，全部修改完成后 

重新读人位置参数输入文件，再次生成内部装载布 

置的G 模型。 

内部装载的位置调整过程如下：以调整发动机 

的位置为中心，如果飞机外形和发动机有干涉，干 

涉数据在结果输出文件的第 1行给出，此时只调整 

发动机位置而不调整其他内部装载位置。调整发 

动机位置后，其他内部装载的位置也都相应 自动跟 

随调整。如果飞机外形和发动机无干涉，则其他内 

部装载的干涉数据在结果输出文件中给出，然后根 

据干涉数据调整相应内部装载位置。 

所编制的 VB程序运行过程如下。如果第 1 

行干涉结果为： 

外形 发动机 干涉数据 

则调整发动机的位置，其他内部装载的干涉数据换 

算后加入发动机的参考坐标中，更新位置参数输入 

文件中发动机的位置参数，运行内部装载的位置初 

始布置的程序(此时不处理其他的干涉结果)。生 

成新的装载布置图，生成新的结果输出文件。然后 

继续读取结果输出文件的内容。如果第 1行为： 

外形 其他内部装载 干涉数据 

则调整相应内部装载的位置，后面的干涉数据换算 

后加入该装载的对应参数坐标中，更新位置参数输 

入文件中对应的位置参数。逐行进行如上操作，直 

至最后一个装载。之后运行内部装载的位置布置 

的程序，生成新的装载布置图，相应生成新的结果 

输出文件。继续读取结果输出文件的内容，直至文 

件内容为空(即无干涉)。最终给出内部装载布置 

的CAI]模型。 

例如，在如图 6所示 的初次布置装载时，用 

CATIA的干涉检查命令发现外形与发动机、油箱、 

武器有干涉，通过运行本文编制的VB程序调整内 

部装载的位置，最后生成了无干涉的内部装载布置 

的Cp 模型，如图 7所示。 

图6 内部布置中有干涉的情况 

图7 调整后无干涉的CAD模型 

4 结束语 

飞翼无人机结构布置与内部装载布置实例验 

证表明，在本文提出的结构件模板设计和内部装载 

干涉检查算法基础上，通过应用 VB语言和 CATI— 

A的二次开发技术，可以实现飞机结构布置与内部 

装载布置的 CAD模型的快速生成，从而省去了繁 

琐的手工操作，缩短了飞机总体布置的设计周期， 

而且基于 CATIA的多种功能，还可以在以上研究 

的基础上完成进一步的基于 G D的质量重心计算 

及调整。 

(下转第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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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满足要求，且有很大的强度储备。 

6 结 论 

通过对该载轨客车转向架构架的有限元分析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a．冈0度评价。 

构架在垂直静载荷作用下，中部下盖板与内侧 

簧座相对位移很小，有较大的刚度储备。 

b．静强度评价。 

构架在各超常载荷工况作用下，各部位的应力 

均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因此该构架的静强度合 

格，有很好的强度储备。 

C．疲劳强度评价。 

基于《UIC515—4标准》，构架在各模拟运营 

载荷工况作用下，结构大应力区域疲劳点的动应力 

均未超过 Goodman疲劳极限图的允许范围，构架 

疲劳强度合格，且有大的强度储备。 

该构架的刚度、静强度和疲劳强度评价结果说 

明该构架的结构符合设计者的要求，能适应线路的 

实际需要。该分析结果为同类型转向架的开发、改 

型及优化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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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ength Analysis of Passenger Train Bogie Frame Based on AN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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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eri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assenger train bogie，analyzes 

the Ioading of the bogie in UIC regulations．Based on the meshing and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it presents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under some kinds of loading condition and the biggest stress，puts forward the reasons 

of stress 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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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Generation of CAD Models for Aircraft Structural and Internal Layout 

YAO M ing，YU Xiong—qing，ZHANG Sui—yu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Astronautics，Jiangsu 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Rapid generation of CAD models of aircraft structural and internal layout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time 

of preliminary aircraft design．This goal can be achieved by an approach using the API technique Of the CAD  

software in CATIA．It uses an unmanned air vehicle with flying—wing configuration as a test example，pre— 

sents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the approach：the param etr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aircraft structural and inter— 

nal layout；the model templates for structural elements；the clash check and position adjustment algorithm for 

internal layout．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pproach is able to rapidly generate the CAD  models of aircraft 

structural and internallayout． 

Key words：CAD；Aircraft Design；Structural Layout；Internal Layout：CAT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