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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复合材料更多应用于飞机设计生物复合材料更多应用于飞机设计
	| 陈济桁

轻质和高强的先进材料在低能
耗、高性能飞机制造过程中一直发挥
着关键作用。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
人类不断呼吁关注气候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在航空全产业链执行“脱碳”
策略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近年来，从
自然界生物中获得的原材料，以及由
此制成的生物复合材料，为飞机设计
师和材料工程师提供了改善未来飞行
器气动性能和环境性能的新选择。

50 年前，超过 70％的飞机都是
由一种材料制成的，即铝。大到机身
和机体结构部件，小到发动机的主要
零件，随处可见铝合金的身影。铝合
金重量轻、成本低廉的特点，使其在
航空工业中拥有了广泛应用基础。从
那时起，一代又一代金属材料（钛、钢、
新型铝合金、高温合金），先进复合
材料（碳纤维、玻璃纤维、聚合物树脂）
以及其他尖端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和应
用，持续改善飞机结构设计和燃油效
率。近年来，随着工程师致力于进一
步释放未来飞机的潜力，新兴的一类
高性能材料——生物复合材料正在为
进一步改善飞行性能和环境性能提供
更多可能。

近日，空客公司官网刊文，对目
前应用较多、未来应用前景较好的生
物复合材料进行了介绍。

生物复合材料：轻质且可回收

正如目前广泛应用于飞机制造的
复合材料一样，生物复合材料也是由
基体（树脂）和增强体（纤维）构成，
不过所有的基体和增强体都来自自然
生物，或由自然界中的生物质转化制
造而成。由于具有众多的优势——轻
质、灵活、经济、高效且可回收的特点，
生物复合材料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应用。

生物复合材料的原材料来自可再
生资源 ：如生物质、植物、农作物、
微生物、动物、矿物质甚至是生物废
料等。这些原材料需要通过物理、化
学手段转化为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复
合材料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传统
材料（如碳纤维、玻璃纤维等）互补
使用。

常见的生物复合材料可由以下一
种或几种组成 ：

天然纤维 ：可从动物、植物或矿
物质中获得的纤维，不过不需要碳化
过程（即将有机物质转化为碳或含碳
残留物的过程）。

生物质碳纤维：生物质（如藻类、
纤维素、木质素）主要用于生产原料
以及进一步转化为纤维和树脂的原材
料。

生物树脂 ：树脂是高粘性物质，
可以转化为聚合物。生物树脂来自生

物体，主要来源包括植物油、生物质
或生物废物等。

在航空航天工业中，生物复合材
料可用于以下领域 ：

客舱和货舱 ：客舱和货舱内零部
件需要符合可燃性、烟密度和毒性以
及散热性等相关要求。

一级和二级结构 ：这些部位涉及
较高的结构载荷，因此需要改善机械
性能和疲劳性能。

辅料 ：主要应用于飞机非主承力
结构来实现辅助性功能的材料，或在
工厂中生产复合材料部件所需的辅助
材料。

生物复合材料中常用的原材料

甘蔗废料也称为“蔗渣”，由甘
蔗茎中提取汁液后获得，是一种干燥
纸浆状材料。由于甘蔗是太阳能的“高
效转换器”，因此能够产生大量的生
物质。

甘蔗废料是纤维素纤维的重要优
质来源，可用作生物复合材料的“填
充剂”，也可通过化学转化或生物精
炼的方式获得生物基呋喃树脂。呋喃
生物基聚合物与恰当的天然纤维或回
收的纤维（例如，回收得到碳纤维等）
结合使用，可应用到飞机内饰结构中。

无论是微观物种还是大型海藻，
水藻类都是简单的光合作用生物，能
够结合大气中的二氧化铁并将其转移

为生物质。
就像其他生物质一样，水藻可作

为碳原料，主要用于生产目前在传统
复合材料中应用碳纤维的前驱体或树
脂的单体。利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物
复合材料可以提供与当前应用在飞机
上的现有复合材料相同的机械性能。

玄武岩纤维是以天然玄武岩
拉制的连续纤维，是玄武岩石料在
1450~1500℃熔融后，通过铂铑合金
拉丝漏板高速拉制而成的连续纤维。
天然玄武岩属于基性火山岩，主要存
在于地球洋壳和月球月海中，也是地
球陆壳和月球月陆的重要组成物质。
玄武岩纤维无害，具有出色的抗冲击
性和耐火性，其机械性能与玻璃纤维
相似，但由于其组分并不复杂，因此
具有制造工艺更简单的优点。

这种直接从自然玄武岩中制造
的纤维可在多领域取得不同的应用效
果。其中包括可稳定登月站 3D 打印
结构，产生隔热效果，改善过滤系统，
同时也可为宇航服提供编织材料。

竹是一种轻质、可快速生长且具
有高弹性的生物，同时也是一种天然
复合材料，主要由嵌入木质素基质中
的纤维素纤维组成。

天然竹纤维与生物基体或传统树
脂基体相结合可以带来许多好处，例
如，减少环境影响和改善机械性能等。

Stratolaunch公司完成
巨型双身运输机第二次试飞

美 国 平 流 层 发 射 系 统
（Stratolaunch）公司近日完成
了全球翼展最大的巨型双身运
输机第二次试飞。

试飞中，这架翼展 385 英
尺（129 米）的巨型双身运输
机在莫哈韦沙漠上空飞行了
3 小时 14 分钟，飞行高度达
14000 英尺（4267.2 米）。

Stratolaunch 公司表示，
此次试飞的目的在于验证该机
的操作性能、载荷能力、起落
架舱门的气密性和安全系统的
坚固性，为下一步使用该机发
射 Talon-A 高超声速飞行试
验台做准备。

Stratolaunch 公司透露，
Talon-A 高超声速飞行试验台

是种可重复使用、由液体火箭
驱动、速度可达 6 马赫的自主
性高超声速飞行器。Talon-A
长度为 28 英尺（8.5 米）、翼展
为 14 英尺（4.3 米）、发射重
量约为 6500 磅（2948 千克 )，
能提供超过 60 秒的高超声速飞
行测试状态，并能滑翔到常规
跑道自动着陆。� （曹耀国）

民航局发布指导意见 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
据中国民航局网站消息，5 月 14

日，《民航局关于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
业满意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正式发布，将有助于提升机务维
修技术进步水平，改善一线机务维修
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促进机务维修队
伍整体能力素质水平提升，为民航安
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于 2020 年开
展调查并完成了《机务维修职业满意
度调查报告》，民航局对一线机务维修
员工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要求研究
政策措施予以解决，切实增强一线机
务维修人员在民航行业和企业改革发
展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次《意见》
的出台正是民航局弘扬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关爱专业技术人才，也是民
航局响应国家构建服务型政府号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

《意见》明确了薪酬体系、疲劳管
理、生产保障、后勤支援和奖惩制度
等提高机务维修人员职业满意度的五
项主要任务，其目的在于推动航空公
司建立体现多劳多得的价值和薪酬体
系，严控维修人员疲劳水平，加强生
产设施设备和后勤支援保障，鼓励形
成正向的安全文化氛围。《意见》围绕
五项主要任务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指导
规范，如针对一线航线机务维修人员，
航空公司应当建立体现其价值和贡献
的薪酬体系，促进其不断提高技术水

平，确保飞行安全 ；应当合理排班、
及时评估人力资源情况，建立航线维
修放行人员疲劳水平分值评估制度 ；
应当明确对避免不安全事件或者做出
杰出贡献者的特殊奖励制度，鼓励勇
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好人、好事 ；应
当规范以指标为衡量的考核制度，避
免因考核压力导致发生的维修作风和
诚信问题等。

《意见》要求，航空公司要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方案计划，建立评估制度；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要做好文
件精神宣贯、督促落实和后续效果调
查工作。� （宗合）��

�

西锐CAPS系统：无忧飞行的“保护伞”
	| 戴海滨

据美媒报道，一架西锐 SR22
飞机与 SA226-TC�Metro�III 飞机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上空相撞。西锐
SR22 飞行员紧急启动了西锐整机降
落伞系统（CAPS）成功逃生。西锐
整机降落伞系统再次引起行业内外
的高度关注。

CAPS设计原理

西锐整机降落伞系统是每一架
西锐飞机的标准配置。降落伞系统
的工作原理相当于汽车上的安全气
囊。飞机一旦在空中出现紧急情况，
飞行员拉出驾驶舱头顶面板上的红
色 CAPS 手柄，降落伞存储舱里由
固体燃料带动的小火箭自动弹出，
小火箭从飞机后部携带降落伞向后
侧发射，并将嵌在机身内的 CAPS
固定背带带出。几秒钟后，直径约
20 米的伞衣即可展开，从而瞬时控
制飞机的下降速度。最终通过特制
的起落架、防滚架和西锐能量吸收
技术（CEA）座椅等着陆操作系统
进行缓冲。

半个世纪以来，通过为乘客提
供附加的安全措施，西锐整机降落

伞系统在航空安全方面造就了一次
通航产业的革新。

安全，无从博弈

近年来，对于 CAPS 的应用引
发了一些飞行技术和降落伞使用的
“博弈”思考。在国内，轻型飞机应
不应该配备整机降落伞，也一直有
争议。

业内有人认为，轻型飞机 / 超
轻型飞机起降性能好，滑翔性能好，
即使飞行中发生故障也可凭出色的
滑翔性能在公路或其他平地安全着

陆，因此没有必要配备整机降落伞
系统。但近年通用航空安全记录不
佳，发生多起机毁人亡事故。因此，
对飞机终极安全的考量再次成为人
们思考的重点。

据西锐公司前共同创始人兼首
席 执 行 官 Alan�Klapmeier 介 绍，
1985 年，他在与教员进行仪表培训
时，发生了一起空中撞击事故。幸
运的是，Alan 将飞机安全地降落。
由此，Alan 产生了在每一架西锐飞
机上安装整机降落伞的想法。

1999 年，西锐 SR20 投入市场。

这一刻，SR 系列飞机成为最早认证
的安装有整机降落伞系统的机型。

在决定加装整机降落伞的初期，
浮现在西锐设计师脑海的几项原始
考量因素，奠定了西锐整机降落伞
最终实现成功的基石 ：�稳定性、快
速开伞（5 秒钟内）、操作简易性、
体积小巧、轻便。

为此，西锐的设计师们经历了
45 次的降落伞研发投放试验、20 次
降落伞释放火箭试验、7 次平飞状
态下的开伞试验以及机身抗坠毁试
验、尾旋状况下的开伞试验后，终
获成功。

客户感受

2014 年 12 月，一名因降落伞
而得救的用户携全家到西锐公司，
向西锐员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数年如
一日驾驶西锐飞机出行。2014 年 8
月的一天，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突然
失控，在尝试了多种措施无果，经
空管中心同意后，他启动了飞机整
机降落伞，并成功获救。

据统计，截至目前，西锐公司
的西锐整机降落伞系统在全球共计
挽救了 100 余名飞行员及乘员的生

命安全。
据介绍，SR20 是西锐的首款

高性能 SR 系列飞机，于 1999 年
首次交付，它通过直观简洁的航电
仪表、突破传统规则的性能和革命
性的安全系统，包括整机降落伞系
统，对促进通航私人飞行的发展起
到了一定作用。SR 系列产品家族
包括 SR20、SR22 和涡轮增压型的
SR22T。目前，SR 系列飞机客户分
布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 / 地区，飞行
总时数超过 1100 万小时。

西 锐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Zean�
Nielsen 表示 ：“我们将致力于继续
为全球 8000 多架 SR 系列飞机用户
和超过 245 架 SF50 喷气机运营商
提供世界级的航空体验。”

皮拉图斯交付
第1800架PC-12公务机

继 2020 年引领涡轮动力公务机市场
之后，皮拉图斯公司近日顺利交付第 1800
架 PC-12 公务机。该机是一架新型 PC-12�
NGX 公务机，于今年 4 月底交付。

根据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发布的
《2020 年终飞机发运报告》，在 2020 年交
付的 82 架飞机中，皮拉图斯公司生产的
PC-12 公务机是涡轮公务机中受欢迎的机
型，其成本回报率当然也是同类机型中较好
的。

新型 PC-12�NGX 公务机是新一代畅
销机型，集成了新型发动机和航空电子技
术，内饰和外观都颇具特色。在 2019 年
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年会和博览会上，
NGX 公务机是涡桨飞机类别中首个采用电
子螺旋桨和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机型，其配装
的普惠 PT6-67E 发动机与全集成的自动油
门相连，大大减少了飞行员的工作量，提
高了效率，并将大修间隔时间延长了 43%。
此外，皮拉图斯公司还对 NGX 公务机进行
了额外的升级，包括更大的客舱舷窗、全新
的乘客座椅，并通过新的客舱空气分配系统
和螺旋桨低速模式降低了客舱噪音。

皮拉图斯公务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Thomas�Bosshard 表 示，PC-12 项 目 继
续超出公司最初设定的所有预期。PC-12�
NGX 公务机市场反响强烈，由于其可靠性、
性能和安全性出色，许多早期 PC-12、双
发涡桨飞机和轻型喷气机的运营商都青睐
新型 PC-12�NGX 公务机，以执行行政运
输、通勤、医疗后送、警察和边境监视、货
物运输、军事联络和支线飞行任务。截至目
前，PC-12 机队已累计飞行超过 800 万小
时，其中包括某些最恶劣环境中数十万小时
飞行。� （彩林）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航空工厂接收
首个MS-21-300飞机外翼

俄罗斯联合飞机集团公司日前
表示，伊尔库茨克航空工厂已接收
第一个 MS-21-300 飞机外翼。

该外翼长 17.5 米，使用坚固轻
巧的复合材料制成，具有大展弦比，
既可增加飞机翼展，也可提高飞机
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据悉，该机翼是通过公路从乌
里扬诺夫斯克运送到伊尔库茨克的。

伊尔库特公司和AeroComposite 公
司还为此开发了带有固定装置和传
感器系统的特殊设备，以防止运输
过程中对机翼造成损坏。

MS-21-300 是俄罗斯正在开
发的新型客机，其宽敞的客舱为机
组人员和乘客提供了更多的舒适感，
可减少登机和下机时间，从而节省
飞机在机场的周转时间。� （木可）

4月民航恢复势头更加向好 
全国航班正常率82.7%

5 月 14 日，民航局新闻发言人、航空
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通报今年 4 月民航安全
生产运行情况。

安全运行方面 ：4 月份全行业完成运输
航空飞行 98.5 万小时，同比增长 133.3% ；
通用航空飞行 11.0 万小时，同比增长
57.3%。未发生运输航空事故，行业安全生
产继续保持总体平稳态势。截至 4 月底，全
国运输航空持续安全飞行 128 个月、9269
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 47.7 亿人次。

生产运行方面 ：4 月份民航恢复势头更
加向好，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旅客
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别为 92.1 亿吨公里、
5109.4 万人次、65.5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32.8%、205.5%、35.0%。运输总周转量
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87.7%，较上月提升
了 4.0 个百分点 ；旅客运输量为 2020 年以
来月度新高，相当于 2019 年同期的 96.2%，
较上月提高了 6.8 个百分点 ；货邮运输规模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0%，较上月提升 5.3
个百分点，其中全货机完成货邮运输量 26.3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1.2%。

运行保障方面 ：4 月份共保障各类飞行
45.0 万班，日均 1.5 万班，日均同比增长
115.4%，环比增长 6.2%。全国航班正常率
为 82.7%，保持在较高水平。� （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