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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航空工业强度所结构
冲击动力学航空重点实验室结合无人机
及其叶片运行场景，首创性地开展了无
人机叶片对地面人员的刺伤割伤、无人
机水平飞撞击地面人员、无人机跌落撞
击地面人员试验，填补了国内在无人机
对地面人员碰撞安全领域内的研究空
白。

该试验是强度所承担的重点研究
项目“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碰撞安全特性
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任务。
作为无人机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研究部
分，项目围绕碰撞环境下无人机被动安
全设计、无人机被动安全验证和无人机
被动安全规范和标准制定等开展研究工
作。该项目致力于建立基于损伤的无人
机被动安全分级分类标准，形成无人机
被动安全验证的能力和方法体系，提供

无人机被动安全性设计的方法、工具
和流程，制定碰撞安全特性的无人机
设计、验证和运行的规范和标准，为
提升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的公共安全特
性提供技术支撑。

凝聚共识　
组建“产学研”项目团队

本项目由强度所牵头，参研单位
包括航空工业综合所、深圳市大疆创
新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京东天鸿科技
有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涵

盖 “顶层需求论证、方法 / 理论攻关、
权威标准制定、研究成果集成应用”

等关键技术环节，建立了一支协同优
势明显的产学研用联合研究团队。

在项目研制过程中，融合了
综合所在航空工业标准化技术

的行业优势，西北工业大学
在航空科学与技术的科学

研究、知识创新方面的科
技优势，以及京东天鸿

在形成物流无人机研

发体系的研发和应用优势，以及大疆创
新科技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
统、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优势。
创新、领先、互补的项目团队将共同保
障本项目预期目标、指标和成果的顺利
实现。

搭建平台　
构建无人机碰撞验证和评估体系

目前，被动安全领域内技术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滞后于轻小型无人机行业的
发展步伐，也正是由于缺少相关的数据
支撑，使得无人机管理法规等的制定遇
到不少困难。比如，会遇到轻小型无人
机碰撞风险因素尚未充分识别、碰撞损
伤判据和损伤等级的划分有待明确、碰
撞安全验证与评估的能力不够完善等问

题。
强 度 所 应 需 求 牵 引， 从 2017 年

11 月就开展了无人机撞击的摸底试验
研究，初步掌握了典型无人机的动态建
模方法、撞击试验方法和撞击人体 / 结
构的动响应预计方法，识别了典型民用
轻小型无人机运营和使用中的碰撞安全
因素 ；先后完成了三款典型型号轻小

型无人机的构建和
验证，搭建了一套
从材料—部件—组
件—整机的无人机
有限元模型构建和
验证体系，丰富了
无人机碰撞的试验
能力 ；试验系统不
仅涵盖了无人机地
面撞击场景，同时
也包括部分无人机
的空中碰撞场景，
形 成 一 套 集“ 试
验—评估—反馈—
优化—再验证”的无人机碰撞安全验证、
评估、优化迭代体系，填补了我国在相
关试验方面的能力空白。

着眼标准  抢占国际无人机
碰撞安全研究话语权

就目前的国内外针对轻小型无人
机碰撞安全研究的现状而言，国内与国
外之间仍然具有一定差距，国外对于无

人机碰撞安全性、重要性和复杂性有较
早的认识，其管理当局和和工业部门能
够更好地理解无人机在不同应用场景下
的应用风险，无人机对不同碰撞对象的
损伤情况。但从其发布的研究报告结果
上来看，作为近几年刚兴起的研究项目，
国外对于轻小型无人机碰撞安全研究并
不是特别充分，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的成
果并未较好的融合，国际上无人机碰撞
安全相关的实验、分析验证的国际标准
也处于待定状态。

基于此，强度所项目团队通过不断
地挖掘研究深度，加强研究基础，继续
加大力度开展一系列体系化研究项目，
目前已经成功立项了一项关于无人机叶
片刺伤割伤相关的国际标准。在国内率
先构建无人机碰撞安全设计与评价技术
体系，为提升民用轻小型无人机运营的
公共安全性提供技术支撑。随着项目进
一步深入研究，通过抢占国际标准的制
高点，突破国外可能对我国民用轻小型
无人机的市场封锁。

 “乘众人之智，则不任也 ；用众人
之力，则无不胜也。”在航空报国使命
的牵引下，强度所联合攻关团队将聚焦
民用航空、公众、地面高价值目标，面
向无人机公共安全，为国家轻小型无人
机碰撞安全领域贡献磅礴的强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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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强度所首创无人机碰撞安全试验 

无人机建模体系

《八佰》中“洋人的怪物”到底是
——飞艇的发展历程简述

 | 本报通讯员　戴海滨

电影《八佰》中曾出现过一种现
代不常见的飞行器，外国军事观察团
乘坐它飞在半空中观察日军对四行仓
库的进攻。电影中还出现过这样一个
场景 ：小刀看到外面日军发起进攻后，
跑回赌场向蓉姐报告，让她早做准备。
他这样描述 ：“天上飞的是洋人的怪物，
水上开的是日本人的船……”对于没见
过什么世面的彼时的中国人来说，这
能在半空飞行的东西是“洋人的怪物”，
实际上这种飞行器就叫做飞艇。

飞艇的发展历程

飞艇的出现其实比飞机还要早 100
多年，自从 18 世纪人类发明了热气球
以后，就一直在想办法操控热气球在空
中飞行或者降落。

1784 年，法国人罗伯特兄弟造出
了一艘飞艇，他们认为飞艇在空中飞翔
就跟鱼在水里游一样，于是把飞艇做
成了鱼的形状，跟今天的潜艇非常像。
他们给飞艇安装了一个类似于船桨的
东西，作为飞艇的动力设备，用来推动
飞行和控制方向。但是在升空实验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飞艇在飞到一
定高度时，由于气压增加，气囊不断膨
胀，几乎就要爆了。两人吓得赶紧用小
刀把气囊扎破，飞艇才安全地降落到了
地面。

吸取这次教训，日后人们在制作
飞艇的时候，在气囊上留了一个排气阀
门。当飞到一定高度时，就把气囊内的
氢气排放一部分，防止气囊膨胀爆破。
但是这又面临另一个问题，排出一部分
氢气以后，飞艇就没办法再升高了。直
到 1874 年，一名法国教授设计出“空
气房”，即在气囊内部再装一个独立的
气囊，这个气囊充进空气。当飞艇飞到
一定高度开始膨胀时，就把“空气房”
内的气体排出，飞艇膨胀的压力就变
小，不至于爆破。这个技术让汽艇有了
第一次飞跃。

随着新技术革命，蒸汽机、电动
机等动力设备出现，人们得以把这些动
力设备运用到汽艇上。1851 年，法国
人亨利吉法尔制造了一艘有机器动力
的飞艇，该飞艇长达 44 米，直径 12 米，
体积 2499 立方米，外型酷似一支“雪
茄烟”，由蒸汽机带动 3 叶螺旋桨驱动。
试验中，这艘飞艇以每小时 10 千米的

速度飞行了 27 千米。
随着动力问题的解决，飞艇也迎

来快速发展阶段。一战期间飞艇就被广
泛地运用于战争。德国齐柏林飞艇就经
常装载着几百吨炸药投向伦敦和巴黎
战场，英国也利用飞艇沿海岸线巡逻和
对付水下潜艇。当时的报纸上就经常出
现飞艇大战的新闻。1936 年 3 月，德
国齐柏林建造的兴登堡号飞艇投入运
营，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长
240 多米，时速达到 135 千米，并配
备了豪华的客舱。

飞艇的原理

飞艇的原理其实跟热气球类似，
就是利用轻于空气的气体，充入一个大
型的气囊当中，使其获得升力。再在飞
艇上装上动力设备和螺旋桨，使用其推
动，准确地操控飞艇飞行。充入飞艇内
的气体一般为氢和氦。最早期的飞艇大
多使用氢，因为这种气体便宜也容易获
取，但氢是易燃气体，无形当中也为飞
艇增加了许多风险。

飞艇进入黄金发展期以后，空难
事故频频发生。1921 年，美国“R-38”
号飞艇在飞行中着火，造成 44 人遇难。

1923 年，法国“蒂斯米特”号遭雷电
引起氢气爆炸，造成 52 人遇难。直到
1937 年“兴登堡”号在 1000 多名观
众的目睹下发生空难，人们不得不思考
利用另外一种气体去替代它。氦气不会
燃烧，但是它非常昂贵且稀少，当时被
控制在美国手中，管制非常严厉，这也
制约了氦气飞艇的发展。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飞艇曾衍
生出很多种类，但其基本结构大致是一
致的。飞艇的主要结构包括 ：艇、空气
房、吊舱、艇首、飞艇起落架、推进系
统等。

飞艇的主要特点是消耗燃料低，
升空时间长，载重大，噪音小，一战期
间曾被广泛利用于战场轰炸。

飞艇发展的现状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比如飞艇的
关键材料氦气的工业化和提纯技术大
幅度进步，使得生产的难度和成本都大
幅度降低。质量轻、强度高、渗漏性低
的新型材料出现，也使得艇身有了更加
安全的保障。

中国的飞艇研究起步比较晚，上
世纪 90 年代中期曾从国外引进了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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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300 载人观光系留气球

软式飞艇等技术。目前我国已经研究
出热气飞艇、实验艇、 充氢遥控飞艇等
多种型号的飞艇，不过中国的飞艇大
多在民用领域应用。

现代研发的飞艇，一般都采用了
氦气和新式吊篮，同时还配备了高端
的电子飞行操控系统。体积也变得更
庞大，长度一般达到 122~305 米，直
径达 30~60 米。飞行续航能力也有大
幅度的提升，一般都在 72 小时以上。
其安全性和效率也大大提高，即便在
强风当中飞艇也能平稳悬停。

现代飞艇在民用领域有广阔的运
用空间。比如大型设备的整体调运，一
些石油产区大都在沙漠边缘地区，设
备运输不便，用飞艇整体运输则可以
解除这种问题。此外飞艇在旅游观光
方面也有其他设备难以取代的作用。

航空工业通飞所属特飞所是我国
唯一从事水面飞行器、浮空飞行器及
通用飞机研发的主机所，在浮空飞行
器方面有着雄厚的人才基础和技术储
备，实现了多项重大突破，着力“空
天地”一体化体系的构建，先后研制
成功了多种浮空器型号产品。

早 在 1990 年， 特 飞 所 就 为 北 京
十一届亚运会研制成功了“FK4 号”
充氦载人飞艇 ；2008 年研制的“哨兵”
系留气球执行奥运安保任务，并参加国
庆 60 周年庆典 ；2011 年，研制的新
型超视距飞艇为西安世界园博会成功

举行保驾护航。2015 年，SZ300“云
中漫步”载人观光系留气球正式诞生 ；
2017 年又开发了“云中漫步”空中单车，
并在湖北荆门爱飞客航空小镇亮相广
获好评。

2018 年 6 月，3500 立 方 米 民 用
载人飞艇研制项目（AS700）获得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立项，它
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民用载人飞艇
领域有了第一个“国家级”产品。该
艇有效载荷 840 千克，可载 10 人，飞
行航时可达 24 小时，最大航程 1000
千米，飞行高度 3050 米。通过加装无
人飞行控制系统设备，可以实现有人
驾驶到无人驾驶的快速转换，既可地
面遥控，也可程控飞行，必要时还可
快速拆除座椅等设备，以增大无人模
式下的飞艇载重或续航时间。

2020 年，AS700 项目先后通过初
步设计评审和内部详细设计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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