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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涌动新生的源泉
——记航空工业西飞民机2020年第一季度“新舟”之星张琦

|| 本报通讯员　汪湾

“我喜欢从事技术工作，总装让我
找到自己的价值。”谈到全机的交付计
划，就不乏出现张琦的名字，一份责
任担在肩头，深沉却不厚重，源自对
这份工作的热爱。

张琦凭借从业以来积累的丰富经
验，加之技术能力过硬，组织管理协
调力强，得到同事们的一致认可。自

2011 年 7 月参加工作起，张琦就在西
飞民机总装厂任职，先后参与了“新
舟”60 标准型飞机的工艺工作，并组
织开展了“新舟”60 以及“新舟”700
飞机研制的工艺准备及生产规划。工
作中，他善于钻研、勤奋学习、大胆
创新、富有极强的责任感与事业心。

起初，张琦主要从事民机总装厂
“新舟”60 系列飞机研制的技术工作，
带头研究新工艺、新技术，分析飞机
差异性特点，解决全机气密、电缆敷

设干涉等 40 余项问题。
如今面对“新舟”700 的项目研制，

工艺团队需要有一套全新的研制思路
和方法。工艺团队在他的带领下开展
飞机研制总装阶段的创新设计，包括
工艺流程设计、站位规划方案设计、
生产线设计、生产管控系统设计、生
产综合设计以及总装生产排产等。与
此同时，他还承担着两项民机专项科
研课题任务，涉及民用飞机生产线关
键技术、“新舟”700 大部件对接等。

创新标兵

张琦日益在自己的工作中展现创
新能力。针对“新舟”700 的研制工作，
他参与完成了飞机总装配工艺流程、工
艺总方案、生产规划方案等多项成果。
合理的生产线规划设计，可以有效地
控制生产节奏，把握现场情况，减少
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提高生产
的科学性，确保飞机大部件依照生产
计划的节点下架，从而贴合交付的时

间节点，完成部件的生产任务。
此外，张琦还组织集成交付中心

开展“新舟”700 飞机的 4 项科研课
题及其他科研工作，形成技术报告及
论文 20 余项。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申
请“新舟”700 飞机研报项目 31 项，“新
舟”60 改造项目 6 项。2016 年发表的
论文《民用飞机全机电缆自动化测试
系统研究》收录于专业学术期刊。当然，
除了发表研究论文和科研项目的研究，
他最出彩的成绩是研制出一种“方向
舵位置调整测量夹具”，并获得了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布的实用新型专利的证
书。在飞机研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使他多次评选为研制先进个人。

新机研制

2015 年起，张琦作为“新舟”700
项目的重要参与人员参与完成了飞机
脉动生产线规划方案的制定，带领工
艺团队进行生产线的 3P 模拟和精益设
计工作，完成缩比沙盘模拟和三维模

拟验证。这期间，他发现并解决百余
条生产线设计问题，运用新的工艺流
程和设计理念，进行“新舟”700 飞
机工艺流程的规划，组织完成飞机总
装工艺方案和各站位的详细设计方案、
飞机各系统装配和通电流程设计等，
形成总装配的工艺流程，并通过公司
级的评审。在目前飞机的状态下，初
步确定根据总部装站位划分情况的模
块划分原则，进行各系统的模块划分，
为后续飞机三机构型数模模块划分奠
定基础。

模拟设计有很大的虚拟性，一定
程度上就会导致三维仿真设备与实际
的现场工装不符，这就需要张琦和团
队通过测量找出数模差异，提高工艺
数模的协调性。在“新舟”700 系统运
行过程中，使用了新式的平台，面对
首次出现的各种问题，张琦做了记录，
多次和系统开发商核对更改，以工人
现场的操作实际为依据，重新编制三
维指令，使生产研制系统更加直观，

指导性更强。
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有

助于传递生产信息，解决人工操作难以
处理的问题，促进生产的迭代与优化。
而生产现场的精益更改，还有效地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不必
要的浪费。同时，为了让生产工人更
快地掌握新技术的应用，快速融入到
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中。全新的操作
平台，不但提升了管理人员的系统化
管理能力，还加强了预警和监控水平，
加上对操作人员的专项培训，可以让
操作人员更快地上手使用先进的设备
工装。

春去冬来，张琦参与“新舟”700
项目已经 5 年了。作为西飞民机的奋
斗者，他想为民机未来的发展出一份
自己的力，这份关怀和努力，不分大小，
在未来民机的发展与改革中，都会有
自己特殊的位置和角色。

高熵合金有望改变未来
装备材料发展的“游戏规则”
|| 胡燕萍　陈济桁

高熵合金是近年来合金领域的研究新热点。
2020 年 5 月，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开发出一种
Fe-Mn-Co-Cr-Si 新型不锈钢相变高熵合金。
该合金延伸率提高了 50%，同时强度超过 1 吉
帕，体现出远超传统不锈钢的综合性能。高熵
合金优异的综合性能有望突破传统合金材料的
应用瓶颈，为未来先进装备带来新型用材。

高熵合金具有多种优异性能

传统合金一般由多个元素合金化而成，单
一主元素原子占比在 90% 左右，材料在宏观上
体现主元素的特性。高熵合金通常是指将 4 种
及以上金属元素均作为主元素，按相等或相近
的原子占比合金化而成的一种金属材料。由于
包含多种金属元素，高熵合金可同时表现出各
种金属特性 ：一是高熵效应。高熵效应会使高
熵合金具备高硬度。二是晶格应变效应。晶格
会出现晶格扭曲和应变现象，从而具有高韧性。
三是延迟扩散效应。在高温下不易产生晶粒粗
化、再结晶等结构变化现象，具有更好的热稳
定性。四是“鸡尾酒效应”。高熵合金特性与组
成元素有强相关性，加入轻质元素可显著降低
密度 ；加入耐氧化元素可提高抗氧化能力 ；加
入耐高温元素可提升高温强度。该合金还已被
证明具有耐磨、耐辐射、耐腐蚀、软磁性等特性。

国外高熵合金研究现状

高熵合金概念自提出到现在已有 20 多年
的历史，目前还处于材料基础研究和应用探索
的早期阶段。但高熵合金独特的性能和广泛的
合金种类，为其结构化和功能化应用提供了基
础。美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 2017 年对一项名
为“可彻底变革飞机结构制造”的新一代材料
研究项目进行资助，而研究的重点正是高熵合
金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研发战略中心则在 2017
年发布的《研究开发俯瞰报告 2017》中，将高
熵合金列为世界关注的重要技术。2017 年 12
月，美国《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曾发表了一
个重要观点 ：应大力发展新一代可提升飞机或
其他应用领域的结构性能材料，而高熵合金有
潜力改变未来结构和功能材料发展的游戏规则。

高熵合金的基础研究围绕合金成分设计开
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代高熵合金主
要指由 5 种或以上金属元素，按照等原子比组
成的单相成分复杂合金 ；第二代高熵合金一般
含 4 种或以上金属元素，但原子比可不相等，
相结构为双相或多相的复杂固溶体合金 ；第三
阶段就是近几年才兴起的高熵薄膜或陶瓷。

目前，国外高熵合金已发展了 7 个合金系
列 ：3D 过渡金属 ；难熔金属 ；轻金属 ；镧系
元素过渡金属 ；黄铜和青铜 ；贵金属 ；硼化物、
碳化物和氮化物等间隙化合物。每个合金系列
包括6～7种元素，已产生了超过408种新合金。
在这408种合金中含有648种不同的微观结构。

合金元素数量和加工条件对其显微结构有显著
的影响。不同结构的高熵合金，呈现出不同的
结构性能和功能特点。

高熵合金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类是以难熔金属元素为主的合金，称
为难熔高熵合金，具有耐高温、高强度、抗腐
蚀等特征，其性能优于已有的镍基高温合金 ；
一类是以铝及第四周期元素等为主的合金，称
为轻质高熵合金。

难熔高熵合金被认为是很有潜力的高温合
金替代材料，组成该类合金的主要组元为熔点
高于 1650℃的金属元素，包括钛等。2010 年，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采用真空电弧熔炼技术获得
了两种难熔高熵合金。这两种合金具有单一的
体心立方无序固溶体结构，分别具有高达 4.5
兆帕和 5.3 兆帕的维氏硬度，加工硬化能力明
显，后者的熔点更是大于 2800℃。在温度高
达 1400℃时，两种合金仍能保持结构稳定性 ；
在温度达到 1600℃时，两种合金的屈服强度
仍可分别保持 405 兆帕和 477 兆帕，比最先进
的日本第五代单晶高温合金 TMS-196 熔点高
出 200℃。2015 年，瑞士研制出在纳米尺寸下
屈服强度超过 10 吉帕的 Nb25Mo25Ta25W25
高熵合金，压缩塑性应变可达 30% 以上，其压
缩强度是目前已报道的所有微／纳米金属材料
中最高的。

在轻质合金领域，2018 年 11 月，我国香
港城市大学利用纳米颗粒的大量沉积，开发出
高熵合金 Al7Ti7，强度高达 1.5 吉帕，是相同
比例的铁钴镍基合金的 5 倍，常温延展率高达
50%，使高熵合金兼具高强度和良好延展性。
这种新型合金在 -200℃至 1000℃的温度范围
内展现出优良的性能和应用潜力，可为进一步
发展低温装置、飞行器及其他系统结构奠定基
础。

|
高熵合金发展的技术难点和影响

高熵合金的研发技术难点有三 ：一是高熵
合金成形机理复杂，难以精准预测材料结构性
能。高熵合金可选元素种类众多，因成分以及
制备工艺不同，材料内部会形成千变万化的复
杂微观结构，进而造成材料宏观性能上的差异。
二是高熵合金固溶强化效果强烈，材料塑性较
差。高熵合金多个主元之间的固溶强化效应会
显著提高合金强度和硬度，但同时也导致材料
塑性降低。三是难熔高熵合金熔点高，加工难
度大。难熔高熵合金在高温领域应用前景广泛，
但难熔高熵合金的高熔点、高硬度优势导致采
用传统冶金、铸造、机械加工等技术难以获得
复杂零件。

高熵合金的发展，将给材料理论、新型金
属材料产品和未来装备性能等带来重大影响。
一是深入阐释材料内部微观机制，完善材料基
础理论知识。高熵合金的多主元合金的设计概
念，突破了现有单主元合金理论，为揭示材料
成分、结构、性能关系提供了更明确的证据，

深化了对基础材料理论知识的理解。随着对高
熵合金研究的深入，它将进一步完善材料基础
理论知识。二是扩展补充材料体系，为金属材
料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高熵合金的出现，可
将现有合金体系扩展至成千上万种，为金属材
料带来了巨大的新机遇。除了对现有金属结构
材料性能的优化、补充或替代之外，高熵合金
更带来了新材料研发理念和规则的改变。理论
上，这一概念也可扩展到其他材料领域，例如
陶瓷和半导体材料等。三是解决装备用材急需，
为装备应用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目前主流的
30 种传统合金体系发展已进入平台期，无法完
全满足越来越严苛的装备应用需求，高熵合金
可通过成分设计在一定范围内满足高温、轻质
的使用要求，除高超声速飞行器关键部件、发
动机涡轮叶片等航空领域外，在其他军事、核
能等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如小型核岛保护
层、金属构件表面涂层等。

|
启示建议

国内开展高熵合金研究已近 20 年，已从
最初的简单调配元素种类及原子比例，拓展到
利用计算材料技术研究高熵合金元素对合金固
溶体结构及力学性能的影响，从而进行成分设
计 ；采用先进制备工艺和热处理技术控制高熵
合金的相组成 ；依赖多重性能表征工具探索高
熵合金的抗氧化、耐磨、抗辐照等性能，发展
历程和水平与国外基本同步。为争取形成技术
领先优势，保障我国未来武器装备结构用材所
需，建议我国采取以下三个方面措施，提前布
局高熵合金发展重点，形成并巩固技术优势，
推进高熵合金工程化应用。

一是采用高通量计算，加快成分和性能预
测。高熵合金可选择的组元种类众多，组成方
式多样，利用传统试错方式效率太低。建议采
用、推广和优化高通量计算，并结合数据库技
术发展，加速高性能高熵合金的成分筛选和性
能预测，同时带动我国计算材料工程能力的发
展，形成自主创新研发和优化高熵合金的能力
及态势，在高熵合金材料牌号、性能、产能等
方面都争取形成领先优势。

二是优化制备工艺，加速应用研究。高熵
合金目前的制备工艺还未形成体系和规范。建
议针对高熵合金设立多种制备工艺探索和优化
专项或项目群，通过前瞻的探索性研究，把握
高熵合金制备工艺创新发展主动权，率先形成
制备工艺体系、规范和标准，打造独立自主的
高熵合金工艺装备和制造设备，形成强大的工
业基础。

三是结合装备应用需求，抓紧优势材料应
用验证考核。当前的高熵合金研究还是以实验
室条件下的成分探索和性能研究为主。为加快
这些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应结合应用需求，
筛选布局部分高熵合金材料制品应用验证考核，
加深对高熵合金材料特性和性能的认识，加速
实现工程化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优质新材料
对装备性能的提升作用。

霍尼韦尔公司推出
新一代无人机航电设备实验室

霍尼韦尔公司新设一个研发实验室，
主要对无人机系统和城市空中机动市场开
发的硬件和软件技术能力进行验证。该实
验室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霍尼韦尔鹿
谷航空电子设备厂，类似一个概念型城市
空中机动驾驶舱，将用于开发、测试和演
示霍尼韦尔公司的行业领先技术，旨在简
化未来飞行器操作，是全球此类实验室中
第一个可演示真实电传飞控和飞行器航空
电子设备的实验室。

简化飞行器操作（SVO）的概念结合
了自动化和最佳人为因素实践，旨在减少
飞行机组人员安全操纵飞机负荷。该实验

室内配置传统飞机驾驶舱中常见的硬件，
在一个主显示器前面设有一个座位，另外
还配置三个大的环绕显示屏，可以观察飞
机周围模拟的外部环境。软件中内置了飞
行路线和实际控制律，可模拟飞行器的真
实运行方式。客户可以使用驾驶杆在一个
城市的高分辨率模型上操纵飞机。安装在
附近工作台上的霍尼韦尔公司计算机和舵
机可实时适应飞行员输入、风和热以及模
拟的危险。霍尼韦尔公司表示，将继续致
力于为无人机和城市空中机动提供全系列
航空电子设备、推进系统和操作系统。

（彩林）

俄罗斯启用新的伊尔-76运输机
总装自动化生产线

日前，俄罗斯联合飞机公司为伊
尔 -76MD-90A 重型运输机引进了一条新
的自动化生产线，旨在大幅提高装配进程。
这些工艺流程目前正在乌里扬诺夫斯克的
Aviastar 制造厂进行测试。该公司表示，
这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技术组装大型运输机。
与传统工艺相比，自动化生产线将使总装
所需的时间减少 4 倍，而且所涉及的复杂
性也将减少 4 倍。

该生产线由 10 个机器站位组成，单独

的机身段被装载到自动定位装置中，并使
用激光测量进行配装。配装完成后，机身
将被转移到下一个站位进行液压系统装配，
随后进行电气安装、机翼和尾翼配合，最
后将机身移动到发动机附件和系统测试区
域。这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缩短
了机身部件的装配时间。截至目前，已经
完成第一个伊尔 -76 机身装配工作，预计
每年可组装 18 架飞机，将大大增加运输机
的批产量。| （彩林）

蝙蝠飞机公司推出
货运eVTOL无人机系列

蝙蝠飞机公司近日推出了 2 型 Nuuva
系列货运电动垂直起降（eVTOL）无人飞
行器，包括重型 V300 和小型 V20。

Nuuva|V300 是蝙蝠公司货运无人机
的旗舰产品，商载可达 460 千克，采用混
合电推进系统，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可靠
性，预计于 2023 年下半年投入服务。该机
可装载多达 3 个货盘，采用自主飞行模式，
由数字飞行控制系统控制，执行预先设计
的飞行计划，并可通过通信系统确保地面
操作员管理飞行状态。

在起降阶段，该机由 8 套独立的电池
组供电，驱动蝙蝠公司自有的 E-811 电机
提供升力。电推进系统具备集成的健康监
控系统，可在潜在故障发生前进行预警。
电池组可拆卸后接入SkyCharge进行充电，
该充电站由蝙蝠公司与绿色动力公司合作。
巡航阶段动力由后机身内燃机提供。

Nuuva|V300|可针对各种任务进行定
制。对于优先考虑航程的应用场景，可适当
降低商载能力和结冰防护能力，从而装载
更多燃油，典型场景是 50 千克载荷、2500
千米航程、巡航高度 2400 米。当适当降低
巡航高度和航程时，商载可增至 460 千克。

Nuuva 系列的小型产品 V20 飞行器与
V300 有相近的架构和特征，但载荷较小（20
千克），首批交付时间预计为 2021 年。

（穆作栋）

高熵合金的四大效应

新型合金 Al7Ti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