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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殳计的肇础上．璐汁埔撕足筹碰H体

婴求的结掏：机翼结构避计足指根

据指定的原始依姑．台理地选掸并结

构的受n形式．确定结冉J÷件的数毋

及R寸．布翟主要受力构件．其¨体

流程分为扣样醴汁和洋细世i I 2十

阶控“在打样醴训阶段前先对几

件进行二维^J局醋i I．然后建立t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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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航空企业普遍采用CATI A软件进行设计豹

现状，本课题对机冀结构几何模型的快速建模技术进行了

研究．结合参数化建棱方法，在CATI A软件平台开发了机

冀结构快速建模系统。

儿何模删．通过埘．维模型进行有跟

兀分§i 米坪估结构主要性能根据分

析结粜再剐二维市肘进行路改．矗到

精足要求舟』卜埘此．打样没j f幄一

个反复妊改和连步优化的过程．此外

打样蹬计确定的各零部件i 维几何

横喇也是详细设计的齄础m于打

样没汁的进代性和循环性．从j 维m

硒酷计、修改到建立二堆几何模型通

常蟹耗费结陶设计人员太盛0坩州，
曩；响r EHL的设计被率。Ⅲ此实现

t T样设汁的快速设i l 饼c程．址挺高设

i I技书的有效措施之

拓，舶§地攥领域巾．已存麻枷船

体结构快速缱横的研究”引对飞
f f LHL冤结恂设i I，笋明强尊提出基于

ACI S和l {OO] ，S平台开发的r儿蜒

0penCADS”1．宴理虮翼结蜘和整体

汕筘的快建设计及各数化调整世

趄Ope| I CADS与通用CAD软件集成

叶．需耍进行 尘换．会产生儿阿

数据n撇陷“．需要耗赞太肚的时问
对有缺陷的儿何数据进{ 7处理

钊对H前航空企业背遍采用

c．1"^款f十进行醋“的捌状，本漯

题刘目【翼结悔几何模型的t l }建建雠

技术进行了研究．结合奎觳化建模方

法．在CAI I A软件平台开发rHL翼

结掏快速建摸采统．以机舆的外I f ；曲

面为辖人．根据■维佑肺．块速，#战

机翼结尚的二维几何艇型．变成快速

n样设计为后续结构柑¨的忱化设

计、有限元分析和洋细设l 卜{】F聃

础

机一结构参数化定义

HI稍址飞机的月山而川来产’f

‘渤／I山．保证t #【枉技术坚求所墁
定的所有E衍状态下的飞{ j 性能和

饥动t E能H【鞋结构址出_} t 架和蒙

应组成的薄蚺加橱壳体．』C骨架{·甍

¨I腱向的辩朵i 之桁和莜向的嘏助等



无什鲥戚”快述建供的监键就是

要提琅结拇元蚪的几何特征和物堙

特性定义 柑关设} J骞敏．宴 现二?难

模型鸯效他描述和快建一t 成

( 1)鳃紫 ：山绿条和膻扳 组成．

儿耵擞穿上F冀晰的儿何特征冀

她和藕。F面L通常布氍为I t线，考虑

到汕莉容拱展T̂ 功两的廿昔等阁崇．

电·-I 适当弯折．同时且体宴琨洫程饕

学l g斜姑 的情M。按朋戡而不 同．缘

条打多种形式nf 仇进抖．根据昕选缘

条堤定截面各参数此外膳板厚度和

材料储性也作为建模参敲．如蝌I

所州．冀 絷采用T喇缘，馨强 过赋予

錾敦不懈的数值，-Ⅱ 以得 到H：1t 日几何

K寸的髯瓣结_|勾．

( 2)长桁 ：作为帆冀纵向 兀件．

长桁和撑仂一起对 棼皮起立撑作刑

外肜和翼桨的绿荣榍似．但各参数伉

抽对缘条蛰小

f 3)翼肋： 翼肋埘造上的 功埘是

为丁维持目L翼刮∞】所前的形状。描

述参数包括樊胁缘条Jf腥、粪肋腔扳

厚度和材料属性，垴常为r减轻矶

辫重量．露叻腹板r盯有许多碱轻

n．I q此要嚣虐减轻扎的f≈簧_l 形状

尊罄数

机■结构快速建模

1主要受力构件布置

结构仆布忖“眦判性甲rf r i 由坫

酬：．1二尝挫怍i J讯琦蠼罐提晰和K

桁由r f *持戴嘭传"【张j m缘和竹

缂处m艘陶造线作为

虐7c翼禁通常难氍

枉机翼结构高度较凡

的似性．^壕托巾“直
缱喊折线进行处理；冀

肋包括顺气流m置和

j 【：空佑性2种情况 ：长

忏j 包括囊空j ℃布置和

、P行布置2钟情触如

f q 2所示．此帆翼结均

m置包括前粱和后紫2

根直粱．挺叻任髯报酣

近采用甲行佑拦逐渐

过渡到颇气流巾趾。

2求交运算

^蛮帆翼结拇巾的

霓肋通常技 冀粱隔断．

长扦『穿过 美胁和霓曲

共同支撑荣 皮．同时舆

桨_嗍叻将繁皮分组分
块．Ⅲ此系统需蜡进行

各结构件之阿大

齄舯几何求交计

w 算．解决建摊漉

程巾的几何算法

段和’_前线殷的夹角”1兜角是锐角

I I f仃^劓裹．俄砍进行下上，等同到

砸点时I | JI J口幢封闭l x域．井输出骋证

结果，如图3所圻 ．此 时“ 十H边

形封闭区域．PI N⋯¨和EdgeN, m分

圳船J‘I q成pq盐形的点浆和边颦．

M题J} 寅现成功建榄的关键

mr n一维甲而t 求交比一
维空间求空简单．所以奉澡题

呆Ⅲ枉截平晰上求交．再投影

到=维空问的疗法时各元件

进行求交运葬县体流程如下

(¨恨据输^时的顺序，为各

结构兀仆线段创建起点和终

点；f 21求出站掏元件上所靠

交点．以起点为纂准排j #．判

断楚f }存在承台室点．移脒m

台交点“3】划断多边形封闭

随域，方法灶从某点出发．以

顿时针 向刘断另外=条鳢

3几何特征参数库

通过c^11A的“智能楼板、I I I

一特征”筷块丹刖创建露紧缘条敝

嘶和长桁截丽特征参数庳．即使HJ

‘川产特征”功能对藏丽(草捌)特aI ：

进行归类行重复使用奠际建攘]：

怍中．*前选掸I 十点和1个平面作

为输人 摩数．柙· Ⅱ“动化地 ，L虚 掘辩

缘采鳆面或长桁藏而减少设计人蛄

在缝接毹张- } t的 噩复 辅^1+怍^^

攫痢r 建棋投率

4快速建模流程

撤据不I目坫拇兀什的外形特点．

鬻月I 灵插的进模 法．将符结拇元件

20l l ￥≈12m％寸q进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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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从二维线殷i 芏渡到 二三维曲线曲面模

刑，屠后生成二维宴体几坷酣刑片

流程如图4所小

宴现设i 1的全过程本辣地雠助丁

c^"^c^^=拨开发技术拄CATI A

平行下宴现了机翼结构i 维儿何模

(¨机甏结构的几何建模数槲

准备根据*【煎结构元件的都局形

式．墟过投影的方式沿翼腱方向向上

下翼向求m嚣晕和长桁曲线，沿嬷向

打向向f r蔸面求出翼肪Ⅲ臌．根据
翼葬}曲线．长桁曲 线、翼胁帅线对蒙

皮进行分块。

f 2)机冀结构的参数。扎龚结

杜J的参数包括翼粱缘条和长桁的截

而堠式．翼粱腹饭厚度、鞋叻腹板厚

度、爨粱缘泉柑料、翼紧腹板材科、真

肋材料．长桁材料渫皮厚度、蒙皮材
辩等，

( 3)机翼结掏的几何建模。翼

粱的建模流程：根据指定的上下缘

条的截面膨式．按照翼粱在上下纂而

上的帅线扫掠生成缘条．然后根摧缘

条位置．生成腹板。长桁的建模流

挫：根据指定的截面Jf；式按j ! } ! K桁

在上下爨面i 瑚曲线扫掠生成K桁。
冀肋的建模流程．按照翼叻的布硒

位置，根据翼帅在弦平面上的位置，

向上下翼呵方向进秆拉伸生成曲而．

井对翼肋曲面进行分割处理，然后生

成加厚实体模型再根据黧肋腹扳厚

度对加厚实体进行抽先处理生成冀

胁．

应用窭倒

坫T}避提出的设计思息编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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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快逑生成，丈现{J；c狴

姐F：

( 1】读取机翼外彤

曲面蚌选择弦平面作为

打样设计的革斟平而．时

各兀件进行二维布埘．其

一l r不同隧色的线段控示

小同的正件．这衅元件的

设计流群cp充分利用了

CATI A草图模块中的几

何约束和尺0对 求， 宜现

布硒设计的精确定位．

作生成机翼各结构雒件的。维曲面

攥型。

(3)针对各结钩部件的特点，整

合CAI I A“宴体建模”模块的栩羔

命夸．将。维曲面模型转换为三难几

何模型．至此机翼结构的儿何褴制创

建结求【阿6)

结束语

本课题对飞机机翼结构!维儿

何模型的快建生成杖术进行r " }究．

重点嘲建丁翼粱、括桁和龚肋的参

数化描述方法及二维儿何模刊岫实

戌流程．开发J．捷适建挺丁j I——
机器结掏快盐建模系统。奉系统以

( 2)通过整台CA+r l A“创戚式

外彤i 殳 计”模块巾的柑 关命令．将机
冀结{ { J二维布坞线段转{匕为三维空

问的线段．并使用翼粱曲线、翼胁曲

线和长桁曲线埘襞如进行分块操作

’州5)；舣据机翼结构参数化几何特

征库．选择翼粱缘条和陆桁的截而形

式．通过扫描、拉伸和分鲥等几何撵

目6±＆m■镕目=$nm口Ⅲ

CATI A CAA二次开发作为技术于

段．将快建建慎『．具无缝集成到了

CATI A软件环境中，能够实碰机冀结

构从二维布局向二维几何模型的快

速转化从I nI 提高打样进计的T怍破
牢．为后续的洋缅没汁甜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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