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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工程模板库，集合知识工程理论并与具体软件工具相结合，使典型结构的设计过程简单化、规范化、标准化，可以大幅提升飞 
机结构设计效率。本文阐述了基于CATIA V5知识工程技术，进行飞机结构设计知识模板库建设的方法，同时结合实践对知识模板库建设的过 

程进行了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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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前 言 

随着国内航空制造业的飞速发展 。企业对研发周期要求越来越 

短，对设计质量和效率要求越来越高。三维设计的环境下．如何更进一 

步提升设计效率，成为众多企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课题 CATIA V5的 

知识工程功能．使得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智能资源以知识模板的方式 ． 

快速重用于新的设计，从而大幅提升设计效率．并提高设计质量。笔者 

所在单位，就是这一技术应用的受益者。通过笔者所在部门多位同事 

的共同努力．企业结构设计知识模板库成为提升结构设计效率的有力 

保障。 

1．与知识工程有关的概念 

1．1知识工程概念 

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KE)的概念和技术由美国斯坦福 

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费根鲍姆(FE IGENBAUM E A1教授于 1977年第五 

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它是以知识本身为处理对 

象，研究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原理和方法来设计、构造和维护知识型 

系统的一门学科。 

1．2 CAITA V5知识工程的实质 

CATIA V5知识工程是将一些诸如经验公 

式 、分析算法、优化计算 、条件控制等智能知识 

打包到一个盒子中．只留出几个条件输入参数 

接El 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时．不需要关心盒子 

中到底有哪些内容 ．而只需要知道 目标模型所 

属的类型及确定目标模型具体细节的关键几个 

输入参数即可。调用模型时，通过输入参数，调 

用打包在模型内部的一系列计算公式及判断条 

件．自动进行一系列的内部运算与调整．快速生 

成符合用户设想的几何模型 这是 CATIA V5知 

识工程的实质 

结果lI舞 

知识库中的模型在创建过程中所包含的智能信息．通过参数、公 

式、反应、检查 、规则等知识工程对象进行表达，各种对象组合应用，构 

成了知识库中智能知识的主体内容 这部分被打包的智能知识．在创 

建知识库时可以设定为用户可见与用户不可见 作为不可见的对象． 

对企业智能资产是一种很好的保护策略 

这种简单的类似于面向对象的操作．使得设计人员在设计时不需 

要关心建模的具体过程．而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真正的设计及创新 

中。 

1-3应用益处 

CATIA V5通过一系列知识工程模块．为用户提供了方便易用的 

知识工程环境 ，从而可以创建、访问及应用企业的知识库．在保存企业 

知识的同时，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经验。大量成功的应用案例表明， 

CATIA v5知识工程的应用至少可以为企业带来以下几方面的效益 ： 

①通过大量包含历史经验的组件征用，可以大幅减少设计重复， 

缩短设计周期．降低错误率 

②知识库的创建过程中，已经将制造知识集成于设计模型中．从 

而可以优化设计．减少后期因为工艺问题带来的设计更改 

③知识库创建的过程也是企业标准化的过程．通过知识工程的实 

施，促进了企业的标准化，从而有利减少库存．提升设计质量．统一设 

计风格。 

④知识库将企业以往的设计经验、参数等智能资产总结打包，可 

以最大幅度地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冲击 ．有利于新人的培训与快速成 

长，同时有利于企业技术知识的保密。 

2．知识模板库内容规划原则 

2．1内容的选取原则 

根据飞机结构设计过程中的各类零件相对于历史参照件的差异 

特性，总结出下表所示的知识模板库内容选取原则。 

类型 描述 示例 方案 

全新零 
整个零件属于全新设 l降低此种零件设 

计．以往没有零件可供 外形设计．每次新的 ：患结设计规范： 件(结构 做结构更改用
． 只有一 外形设计：往往都要 

品的设计方法学。 
改变1 些设计思路及其分解后 进行重新设计 

的结构要求参数 

整体结 
整个零部件的组成部分 连杆设计．有些连杆 
不变．多数部分的结构 可能因为长度的不 
也没有变化．尺寸有可 同考虑到加工因素 
能变化。某 个或者几 而改变截面面积．导 

元结构 个部分的结构发生了变 致局部结构变更 ．但 
规则变 化 ．但与其它部分的接 整个连杆各组成部 1．将此种零件向标 

J 化 口不变．不对其它部分 分的拓扑关系没有 2 僦 C用'ATI知 构成影响 实质改变 
识工程 思想创建 

3．持续不断总结完 
结构不 整个零部件的结构都没 筋板、肋板等结构单 善各类模板库。 

变．尺寸 有发生变化．只是各细 元．在不同的机型中 
改变 节尺寸发生了变化 可能都有着相同的 

结构形式．只 

1．持续提升标准化 
结构不 整个零部件的结构及尺 率： 

2．标准化考虑更多 变．尺寸 寸都没有任何变化 ．系 标准件 工程设计 与制造 
不变 同一个零件不做任何修 细节

： 改的引用。 3持续完善标准件 

库 

依据上表所述划分原则．将其中第二、三类零件纳入到知识工程 

模板库的建设内容中。以下所列内容均包括在此列：型材、系统支架 、 

翼肋 、接头、剪切角片、z型框缘对接条带、下陷、缺口等。 

2-2模板的类别划分 

根据设计模板所应用的零件及产品级别不同．将设计模板进行了 

三级划分，分别是 ： 

①特征模板：对零件中某一处的特征进行抽象、优化、封装表达， 

暴露出此特征创建的输入元素．从而可以快速创建用于自定义的“特 

征”。 

②零件模板：对某类零件进行抽象、优化、封装表达，暴露出该零 

件具体实例化时所需要的引用元素或参数．从而可以快速生成新的零 

件对象。 

③装配模板：对某典型机构的装配结构进行抽象 、优化 、封装表 

达．从而可以通过简单的输人元素变换．实现整个机构的快速建模 

2-3内容一类别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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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模板的内容与类别 ，形成以下的矩阵，用于指导实际的 

建库工作(示例)。 

模板内容列表 特征模板 零件模板 装配模板 

型材 、／ 

接头 、／ 

剪切角片 、／ 

Z型框缘对接条带 、／ 

下陷 、／ 

缺口 、／ 

锁扣机构 、／ 

3．知识模板库的建设过程 

知识模板库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 

其不仅涉及到内容规划、模板组织架构设计 、 

内容建设等重要工作．由于其作为模板的特 

殊性 ．给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能够充分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并将质量保 

证策略贯穿其中的建设过程．对于建设工作 

的成功至关重要 

实践证明．在做知识工程方案规划时．应 

当遵循以下步骤 

(1)梳理企业的设计操作流程．分析出若 

干关键结点，整理出《企业设计操作关键节点 

示意图》。 

(2)对《企业设计操作关键节点示意图》中 

分析出的关键结点做进一步分析 ．哪些结点 

可以通过宏命令代替 哪些结点可以通过对 

标准模型的修改实现，整理出《企业设计关键 

操作分析对照表》。 

(3)对《企业设计关键操作分析对照表》中的可以通过宏命令代替 

的操作列入二次开发规划．将可以通过标准模型修改实现的操作列入 

知识工程的开发计划．整理出《企业知识工程及二次开发功能需求清 

单》。 

(4)根据列入《企业知识工程及二次开发功能需求清单》知识工程 

部分的操作类型及数量等因素，制定知识库的管理、调用方案。形成 

《企业知识库管理方案》。 

f5)制定建模标准、参数命名规范、规则的注释说明要求、CATIA环 

境设置要求、知识库中元素的表达方式要求 、建模自检表等知识库创 

建规范。整理出 《企业知识工程建库操作指导手册》(含标准示例文 

件)。 

通常一个模型的几何建模规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①文件命名规定。 

②保存路径规定 

③参数命名规定。 

④关键几何元素命名规定。 

⑤规则、检验、反应、宏等知识元素的命名规定。 

⑥注释说明内容 

⑦元素间的参照与引用规定。 

⑧图层使用规定 

⑨知识特征的类型(指定为用户定义特征或超级拷贝)。 

⑩属性内容。 

(6)组织人员，进行操作培训、分配建模及建库任务，形成《企业知 

识库任务分配表》，清楚记录每个模型的建模责任人。从而保证建模质 

量并有利于模型问题的追溯。特别注意的是，一份准确而详尽的《企业 

知识库任务分配表》是十分必要的．它会促使建模责任人对自己所建 

的模型负起责任．另一方面当模型在以后发生更改或者升级时．可以 

帮助我们快速找到最合适的人(原始建模者)去做效率最高(对模型的 

结构最熟悉)的更改。如果是大规模的知识库构建，建议可以要求建模 

者签订《知识库构建建模责任书》，从而更加强化建模者的责任意识， 

保证知识库的质量。 

f7)建模、指导建模、建模者模型自检、调用调试。 

任何一个知识工程实施小组 ．都至少有一人是常组员身份．在实 

施大规模建模的过程中提供随时随地的建模指导。从而将及早发现问 

题．避免问题的最后堆积影响知识库的上线结点。 

建模者对模型 自检应当是按照建模规范提供的一份模型 自检表 

进行消项自检 发现问题要随时记录．典型问题要总结公示，以提醒其 

它建模者尽早避免 

调试调用是一个模拟调用知识模型的过程．根据预先定义好的每 

个模型的调用条件进行调用操作．并进行包括多次重复调用在内的多 

种不同情况的调用，以确定模型的健壮程度。 

(8)模型入库，搭建调用环境。 

当知识库中的内容较多时，我们往往需要一个完整、规范的调用 

环境．而不是要让设计员每次都去 自己查找。CATIA的Catalog功能， 

为搭建知识库调用平台提供了一种简洁、高效、维护方便的方法 ，而不 

需要求助于第三方进行专门的界面开发 

(9)知识库的导航实施。在小范围内进行知识库的应用，检验关键 

指标点的达标情况，针对不达标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给出修改方案 ，责 

成建模责任人进行修改 

(10)大规模上线应用。导航应用成功后．将整个知识库在所有相关 

部门推广应用 ．并责成专门人员进行线上运行的问题记录及分析整 

理．需要修改模型的要给出修改方案并责成建模责任人进行修改或者 

由建模责任人给出修改方案并进行修改 

4．总结 

通过知识模板库的建设与应用．笔者所在公司的结构设计效率总 

体提升 15％以上．其中典型结构的设计效率提升 80％以上，复杂结构 

的设计效率提升50％以上。可见．知识工程技术一旦与制造业的实际 

结合．将带来巨大的效益提升 知识模板库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个模 

板的建模工作 ．而是一个完整的项 目过程．笔者对于该过程的总结是 

基于真实的项 目经验 ．并结合了笔者的深入思考．希望能够对后来人 

起到参考与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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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纤维混凝土运输采用 自卸运输车。选择钢纤维混凝土的搅拌场 

地时尽量缩短运输距离．并注意选择合适的自卸运输车辆．以保证浇 

筑时的卸料高度不得超过 1．5m．确保混凝土卸料过程中不发生离析 

现象。同时，宜注意运输时的温度 ，避免造成混凝土的施工和易性下 

降。 

5．5摊铺与振捣 

钢纤维混凝土在浇注时，不得有明显的浇注接头．每次倒料必须 

相压 15—20em,使钢纤维混凝土保持整体连续性。钢纤维混凝土路面 

采用摊铺机摊铺。辅以人工整平。为确保钢纤维的二维分布。使用平板 

振动器振捣成型。为保证边角混凝土密实．使用插入式振动棒顺路线 

方向插入．振捣持续时间以混凝土停止下沉、不再冒气泡并泛出泥浆 

为准．同时防止过振。 

5．6抹面、压纹 

将外露的钢纤维压入混凝土中．同时在抹平的钢纤维混凝土表面 

采用滚式压纹机沿路线横断面方向压纹 1-2mm。当钢纤维混凝土养生 

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约 50％时．用切割机切缝 ，缝深 3era，缩缝设置为 

5rn／道，与旧缝对齐 并保持施工缝与胀缝或缩缝设计位置吻合，施工 

缝与路中线垂直，不设置传力杆。对胀缝、缩缝均采用 lO号石油沥青 

填缝。 

6．结语 

钢纤维混凝土自发展以来．已在公路路面、桥面、机场跑道等工程 

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除了 

具有良好的抗弯强度、抗冲击、抗开裂性能外，用钢纤维混凝土修筑旧 

混凝土路面还能达到早期强度高，提前通车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