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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复合材料通用飞机结构形式和设计概述 
梁旺胜 张凌虎 李 翔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目前，全复合材料飞机通常是通用飞机或小轻型飞机。本文给出不同复合材料飞机设计采用的一些结构设计形式，对于目前全复 

合材料结构设计进行总结．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某国产全复合材料飞机型号的实际，分析总结目前全复合材料飞机结构的设计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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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A11 Composite General Aircraft in Structure Design and Process 

LIANG W ang—sheng ZHANG Ling—hu LI Xiang 

(Institute of China Aviation Indmtry of General Aircraft，Zhuhai Guangdong 519000。China) 

【Abstract]Nowadays，all composite planes are often general aircraft or small、light aircraft．In this paper，we described the structural design forms 
about different type of all composite aircraft and make a summary for them．In consideration of actual situation of native—produced composite aircraft 

type．the method on all composite aireraft structural design and process i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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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用航空是民航运输业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 在欧美发达国家，通用航空器占到民用航空的 90％以上。 

不仅如此．通用航空还可为民航运输业和军事航空提供物质基础、人 

才基础和工程经验l】1。在通用飞机制造领域．新型飞机设计随着复合材 

料及其加工技术的快速进步．越来越多地采用复合材料．统计表明， 

2012年通用飞机上复合材料的用量．在总材料用量中所占比例已经 

高达 57％ ．在以后这一数字还会逐步上升．发展全复合材料通用飞机 

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1 全复合材料通用飞机的现状 

现代通用飞机安全性和舒适性的提高也带来了飞机结构重量的 

增加。为了降低飞机的结构重量．需要提高复合材料结构的应用范围。 

随着复合材料技术的不断成熟 ．从复合材料零件发展到复合材料部 

件．例如美国霍克比奇公司在 2O世纪 9O年代研制的两款喷气公务机 

“首相”I、“霍克”4000显著的特征是采用了全复合材料机身日．而世界 

上第一架采用全复合材料机身的大型客机波音 787尚未交付用户 ．不 

仅仅机身．世界先进通用飞机制造商相继研制出已经量产的全复合材 

料飞机．它们主要有奥地利钻石飞机公司的DA系列 ．美国西锐公司 

的 sR系列．亚当公司的超轻型喷气机 A700．利尔螺旋桨 2100、星舟 

号飞机、爱芙迭克(Avtek)400、“航行者”号(Voyager)和 陕速鸭翼”飞 

机(Speed Canard)等目，下面简要介绍几个典型型号如下： 

1．1 DA40 

钻石飞机公司的特点是用湿法制造飞机 ．DA40主要采用玻璃纤 

维蒙皮夹层结构。机身由沿纵向左右两半部分组成．将玻璃或碳布增 

强体放在精确定量的环氧树脂槽内浸渍 经浸渍的织物置放在可脱模 

的层板上，然后送入模内进行铺层．．在受力高的区域铺上无纬的碳纤 

维预浸带条(trill窗的周边)以增加刚度及强度．芯子为闭孔泡沫。厚 

度大约 12．5毫米。有助于降噪及隔声。当铺层完成后 ．工件进行真空 

袋加压然后在 38℃烘箱中固化。工件脱模及切边后进行黏结，然后分 

组件送回烘箱在达到80。C后固化 18小时 
1．2 A7oo 

A700其载客数为 6～7人，飞机夫部分是由碳纤维增强 Nomax蜂窝 

夹心复合材料制成．部分地方使用 了，玻璃纤维增强．用 AGATE认证的 

预浸料进行拼接(预浸料来自东丽公司)，复合材料层合板是碳纤维或玻 

璃纤维织物增强 Nomax夹心材料．真空袋成型．从机头到机尾的舱壁、 

翼梁底座、窗户框和门框都是共固化成型的 翼梁则由单向碳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制造而成．而翼梁抗剪腹板则是有多向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 

材料制成目。为了消除闪电击中的电弧作用．燃料箱是由玻璃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制成．碳纤维翼梁与蒙皮之间也用了一层玻璃纤维隔开 

1．3 利尔螺旋桨(Lear Fan)2100 

利尔螺旋桨 (Lear Fan)2100是第一架全复合材料机体结构的飞 

机。碳纤维，环氧和Kevlar／环氧复合材料的应用使结构重量减轻 40％， 

为避免电位腐蚀 ．碳纤维／环氧的主要固定连接都使用钛合金。机身结 

构的大块蒙皮壁板胶结在壳体上．风挡和舱门框架以及增压舱隔框 ． 

同时采用胶结和机械连接。机翼蒙皮由织物制成，单向带加强槽型梁 

以传递弯曲载荷，整个机翼结构采用胶结，在高剪切载荷区．用紧固件 

增强蒙皮和翼梁之间的胶结连接；方向舵、升降舵、襟翼和副翼由 

Kevlar／环氧夹层蒙皮和Nomex蜂窝夹芯组成 

1．4 爱芙迭克(Avtek) 

它的设计首要特征是使用串联双翼(鸭式)布局．并且所使用的制 

造方法与其他复合材料飞机截然不同 壳体有 Nomex蜂窝和 Kevlar 

布组成的夹芯结构 ．干态室温环境下铺贴．在凹模上手动浸润树脂 模 

具被加热到 1210C简易固化 ．而不用昂贵的热压罐 Nomex蜂窝和 

Kevlar布．而不是预浸料．不要求冷冻储藏或者在昂贵的加热金属模 

具或热压罐中固化．树脂应用了一种具有低玻璃花转变温度的新型树 

脂以减小吸湿率 结构设计使用夹层结构从而避免采用框架和长桁布 

局。根据局部应力水平不同．壁板厚度和材料有所不同 

1．5 “航行者”~(Voyager) 

它是一种大展弦比、长航程的飞机 ，基本结构重量 9381b，而起飞 

重量可达 97601b 机翼翼梁采用热压罐固化．由碳纤维单向带凸缘和 

蜂窝夹层加筋腹板共固化而成：壳体壁板为蜂窝夹芯．碳纤维单向带／ 

环氧和 Nomex蜂窝在凹模铺贴后 ．采用真空袋在烤箱中固化．为了密 

封，内表面刷环氧树脂胶，油箱内部不留有通道．使得整个翼盒都能储 

藏燃油．因此所有的控制盒电导线都布置在前缘和后缘 机身是典型 

的夹层壳体结构．蜂窝夹芯和编制芳纶纤维或碳纤维编织布面板在环 

氧树脂中浸润，前后防火墙由玻璃纤维／聚酰亚胺蜂窝夹层和浸润聚 

酰亚胺的陶瓷布制成．可以承受高温 

1．6 “快速鸭翼”飞机 

它所有复合材料结构由 PVC泡沫盒玻璃、Kevlar或少量的碳纤 

维组成，在模具内真空、600C条件下固化 8小时．紧接着进行模具外 

800C下固化 15小时。它的载荷在所有区域几乎不严重．只需 1根翼 

梁 ，单翼梁机翼夹层壳由玻璃纤维／环氧树脂和 PVC泡沫组成．在凸缘 

上有碳纤维粗纱布 

某研制中的国产全复合材料飞机型号．在借鉴国内外飞机的研制 

经验 ，充分发挥我国航空工业的整体制造技术 ．在参与结构研制过程 

中，也大量吸收借鉴上述机型的结构设计的形式和方法 

2 全复合材料小轻型飞机 

小轻型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原理相比较复杂的高性能飞机更加强 

调简易性和费用低。简易性、经济性、气动因素和外观样式都表明．复 

合材料是唯一适用于小轻型飞机的机体材料 早起的小轻型飞机复合 

材料机体结构制造采用源于普通“造船技术”的室温固化、湿法铺层体 

系 。然而，由于质量保证的互换性和机体结构的长寿命要求，这种体 

系已不适用于如今高性能小轻型飞机 基于高温树脂的复合材料已开 

始应用于整个小型飞机制造，例如翼梁、机身大梁等主承力结构上 小 

作者介绍：梁~hg-(1985--)，男，广东江门人，硕士，主要从事飞机结构设计和复合材料应用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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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飞机的结构必须是完整可靠的，这需要在分析、实验、研究和发展 

等方面进一步的工作 

批量化的预浸料因生产质量和体积含量比较稳定．可应用于小轻 

型飞机．材料供应商对预浸料进行严格的检验．可保证材料具有证券 

的树脂含量．且树脂和纤维完全混合 小轻型飞机所用的材料必须符 

合可追溯性、均匀性 ，质量保证和寿命标准 ，以保证结构整体性 。以 

Cirrus VK30为例．基本机体结构是真空袋成型乙烯基树脂，玻璃纤维 

夹层板，夹芯材料是聚亚胺酯和PVC泡沫。机翼、安定面、机身和控制 

面以及其他选定的构件为保证结构完整性和尺寸精度．均采用凹模成 

形。高载荷区用碳纤维单向带增强。为了增加结构刚度、减重和节约成 

本．平尾和方向舵采用 Kevlar织物．襟翼采用碳纤维。 

3 复合材料设计制造方法介绍 

飞机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强度满足前提下．尽量使重量轻． 

在过去传统的金属飞机广泛使用了纵向加强件、桁条 、翼肋或隔框等 

结构 ．但如前所述的复合材料飞机 。都共性的采用了在上下层合板间 

添加起稳定作用中间层的夹芯结构．层合板可用玻璃纤维、碳纤维或 

Kevlar制成．其中在通用飞机中最常用的夹芯有 Nomex蜂窝和 PVC 

泡沫．玻璃纤维由于高性价比．广泛用于运动飞机和通用飞机的主结 

构．在性能要求高的位置上使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不同于金属．它的性能很大程度与制造工艺相关．可以 

说设计和制造密不可分。目前无论是层合板还是夹芯结构，同等复合 

材料的性能差异很大程度取决于固化工艺过程 ．方法基本上可分为低 

压固化和高压固化两种．到底采用哪种固化方法取决于其效率和成本 

的衡量。下面对两种方法作简要描述．主要侧重于经济性的对比。 

1)低压固化(LPc)技术 

LPC技术为新一代滑翔机和电动滑翔机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做出了 

必不可少的贡献．卓越的性能使其有在通用和民用飞机上应用的趋势 

它的特． 主要包括：应用于中等到高应力水平区域、低压固化复合材料、 

室温固化、费用低和容易修理等。LPC结构通过层压法将纤维织物和湿 

环氧树脂一起在低大气压力和中等温度下固化得到。大型机体结构体固 

化温度 800C．在模具外完成 “海星”两栖飞机采用了相似的方法 

2)高压固化(HPC)技术 

该方法与 LPC相比有其独有的特性 HPC广泛应用于应力和温 

度要求较高的区域 它的特点包括：应用于高应力和高温区、高压固化 

复合材料、费用昂贵和修理困难。HPC是由纤维和机体材料组成的半 

固化预浸料板加工而成 最终的化学复合通过在特制热压罐内施加高 

温高压得到。 

很直观看出来，本质上是固化压力的不同．但清楚什么部件、什么 

时候需要多大压力．甚至比复合材料制造中的其它方面更重要。因此． 

不应草率做出高压固化的决定．只有在弄清楚成本与技术指标的前提 

下。才能决定是否要进行 HPC。有的时候 ，高压固化所带来的结构效 

率提高几乎为零．特别对于薄板和曲率半径的板。目前通用航空设计 

已经开始提高结构的应力水平．故正确地选择飞机的制造方法非常重 

要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4 结束语 

从复合材料通用飞机的发展．复合材料的用量越来越大．已经从 

复合材料机身发展到全复合材料通用飞机的程度： 

通用飞机强调简易性和费用低．复合材料是唯一适用于小轻型飞 

机的机体材料： 

在满足性能指标前提下．为了降低成本 ．慎用高压固化工艺．而低 

压固化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投资小．同时能保持复合材料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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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页)因此，想要解决权利双方的矛盾纠纷，一定要通过 

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途径去规制完善，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其服务的 

职能。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立法、执法 ，对 

于噪音侵权、公共空间权利的冲突的解决．有如下建议： 

4．1 立法方面 

相关立法机关应以客观实际为前提．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不 

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条文．明确公共空间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当 

地的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法规．规定要更加细化．明确哪些已经达到 

影响公民休息权利的标准．从而应采取何种方式去规制和惩处。 

对于在公共空间的广场舞活动．应从“限音量”、“限时段”、“限区 

域”等方面进行规制．要求开展活动不得超过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可 

以明确要求每太天 22时至次日6时为禁止使用乐器或者扬声设备的 

时段并限定活动时间．通过功能分区划定专门的健身娱乐区域与安静 

休憩区 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和加大处罚力度的规定。 

4．2 执法方面 

对于公共空间权利冲突．执法部门是化解矛盾的关键。为避免暴 

力冲突事件的发生．相关的部门应明确自己的责任范围。管理部门应 

该重点在“时间的选择”、“音量的控制”、“地点的规范”上做好引导和 

管理。可以设立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有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共同参 

与的执法检查小组．常态性地开展监督和检查。同时，当出现违反法律 

法规侵扰到他人的活动．执法部门一定要劝告和依法严惩相结合，不 

要流于形式。 

4_3 司法方面 

在有关广场舞的权利冲突中．不仅需要法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 

要重新划定双方之间的权利关系．更要采用合适的方式对矛盾冲突进 

行调节．以维护居民关系的和谐。同时由于双方矛盾造成的侵权案件， 

要根据具体情况 ．考虑其情节和手段以及造成的后果来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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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府发挥服务职能．对法规的制定与适用 

政府可采取民主的原则，组织各权益主体针对广场舞问题制定规范． 

共同协商、保证各方权利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建设和谐社区。可以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由居民代表、广场舞代表和相关部门共同制订出台了“广 

场舞公约”．对广场舞的时间选择与音量控制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公共基础设施和室内活动场所的建设不健全是出现公共空间广 

场舞引发侵权的根本原因 公共空间仅限公园和社区的小广场，场所 

有限．人们活动的地点受到局限。所以要解决权利双方的冲突仅仅靠 

法律规制不够．必须积极建设室内公共空间。可以借鉴新加坡的“邻里 

中心”建设社区中心。建立室内公共空间 社区中心的建设可以将舞蹈 

排练室等硬件设施列入功能区建设范围．能同时容纳多支舞蹈队伍活 

动娱乐 ．全天候免费为社区群众开放．使人们既拥有了完美的空间进 

行活动．也不会侵扰到小区居民 

5 结语 

和谐的社会是需要每个权利和义务主体共同构建的．当公共空间 

中各种权利交织在一起并可能引发冲突的时候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 

制、有严格执法的部门依法行政、有司法部门对侵权案件进行公正审 

理并调解。了解各权利主体的诉求，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秩 

序，稳固社会治安，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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