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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cart公司开发可同时
运送4件包裹的货运无人机

日 前，Skycart 公 司 宣 布， 正
在开发世界首架可同时运送 4 件包
裹的 Nimbus 货运无人机。

Skycart 公 司 的 Nimbus 无 人
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可同时执行多个
运送任务的货运无人机，能够通过
自主云网络一次性完成 4 件包裹的
交付。该公司申请的多包裹自平衡
技术使 Nimbus 无人机成为市场上
最先进的货运无人机，能够将运送
成本降低 30%，并将对空中航路的
占用降低 75%。

Nimbus 通过迭代设计，保证
了其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高效性，
用更低的排放达到更快的速度。与

其他无人机不同，Nimbus 前部采
用鸭翼布局，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
少空气阻力，使无人机飞得更快，
并使失速风险降到最低。就像固定
翼飞机一样，Nimbus 的鸭翼和机
翼可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稳定它，
并产生升力。Nimbus 还具有旋翼
机特性，可以通过发动机旋转使其
悬停在空中。得益于模块化设计，
Nimbus 的每个部件出现问题时都
可以更换，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了
可扩展性，并大大减少了维护成本。

Nimbus 的吊舱专门为降低空
气阻力并为所运送包裹提供安全的
存储空间而设计，它可容纳 4 个包

裹，并内置一个机架，机架底部有
个小门，可精确投放每个包裹，轻
松完成包裹的装卸任务。此外，每
架 Nimbus 都内置多个由 AI 系统
支持的摄像头，可检测障碍物并完
成避障操作，保证其安全。

Nimbus 使用充电电池提供能
量，由 Skycart 公司的无人机云管
理 系 统 Skycart Cumulus Cloud
进行控制，使用 4G 蜂窝网络进行
通讯，当蜂窝信号丢失时，转由卫
星信号通讯。此外，Nimbus 还集
成了冗余的处理器、传感器，故障
保险和紧急恢复系统等。

Nimbus 无人机可使对空中航
路的占用降低 75% ；降低 52.5% 的
人员成本 ；与具有类似运力的竞品
无人机相比，可降低 75% 的维护成
本 ；降低交付每个包裹的成本 ；为
受疫情影响的社区提供即时援助 ；
使无人机应用到各行各业。

Nimbus 无人机自主、环保且
在云网络上运行，可促进有意义的
社会变革。当前医疗保健领域迫切
需要技术创新，Nimbus 将向有需
要的社区及时有效地提供疫苗和药
品。 （李浩天）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将优化飞机维护流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将优化飞机维护流程
	| 陈蕾		张阳帆

近日，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荷 兰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实 验 室（NLR）
正在与多家航空公司讨论其人工智
能（AI）算法 FlexPlan 的持续开发
问题，旨在解决预防性维护计划中
的飞机维护问题。NLR 是获得欧洲
航空安全局（EASA）产品认证和飞
行标准批准的合格实体，参与了一
系列研究项目与计划。其在 2021 年
2 月与代尔夫特工业大学共同发布的
白皮书中阐明了其对 AI 等特定技术
和研究与开发的愿景，以期在 2050
年前实现气候中性的欧洲航空运输
系统。

NLR开发 FlexPlan 项目应用
AI 优化飞机的预防性维护

NLR 的空中交通管制研究模拟
器团队目前正在进行空中交通软件
原型的研究和开发、测试新的安全
功能并为屏幕雷达显示设计新的方
案等多项研发工作。

在诸多研发项目中，FlexPlan
是他们的第一个主要研究项目，致
力于使用 AI 技术进行飞机维护。当
前针对 FlexPlan 进行测试的算法能
够读取维护计划文档，解释文档中
每个单独组件或系统驱动任务的适
用性，然后自动生成与特定航空公
司的航班时刻表、机队类型、路径
规划相匹配的飞机维护程序。该算
法的关键功能在于，如果在航班时
刻表在最后时刻发生更改，可以实

时更新维护时段。FlexPlan 将调度
问题分为多个子问题，并使用无监
督学习、混合整数线性规划、动态
规划和自主开发的启发式技术来解
决 / 优化每一个子问题。FlexPlan
的界面为用户简化到只需要指定其
机队详细信息、任务数据、航班时
刻表和可用维护资源，而用户无需
指定算法参数，各个求解器之间的
优化流程将自动进行。

NLR 维护工程、管理和技术项
目 经 理 Arjan de Jong 博 士 表 示，
FlexPlan 算法的任务旨在满足航空
航天业界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对于
预防性维护计划，NLR 开发了一系
列算法，每个算法都解决了预防性
维护计划的一个子问题。优化流程
能够有效地评估许多选项，并为飞
机机队构建有效的维护计划。目前，
NLR 已经在通用的可演示工具中实
现了 FlexPlan 算法。

不断加强与 IT 业的合作
将先进算法引入飞机维护流程

越来越多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运
营商已经开始与航空原始设备制造
商（OEM）和 IT 行业供应商合作，
将采用 AI 和机器学习（ML）的应
用程序和算法整合到飞机维护过程
中。

由于应用界面的可用性不断扩
展，使得航空公司能够更轻松地架
设由飞机产生的数据与机器学习模
型和算法之间的桥梁。机器学习模
型和算法可以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有

价值、可执行的结论。维修技术人
员可以根据数据转化结果，抉择例
如工作单或零件的更换需求。

提供 AI 与 ML 算法及应用程序
的航空和 IT 公司通过相互竞争与学
习，不断开拓新见解和认知，探索
这些先进算法在飞机维护中应用的
意义所在。

NLR 的 De Jong 博士表示，要
把产品投入生产并将其集成到现实
环境中，需不断地建立合作关系。由
于每家航空公司都有具体的运营限
制和业务逻辑，因此需要在实施过
程中解决这些问题。据 De Jong 称，
FlexPlan 从开发阶段过渡到运营阶
段将需要与航空公司、维护组织和

“软件库”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提供了包括维护计划文件、
飞行时间表、飞机配置以及维护中
心的位置等数据集，NLR 则基于数
据集实现对该算法的研发。

航 空 业 公 司 与 IT 解 决 方 案 提
供商之间的其他一些合作伙伴关系
也在逐渐通过自动化方法将 AI 应
用程序提供给航空公司维修团队和
OEM，例如，通过网络界面向他们
提供机器学习模型，从而允许航空
公司维修团队自定义数据类型。

汉莎建立了基于机器学习的
预测性维护平台

汉莎集团的运维（MRO）部门
汉莎技术公司与数据工程和分析提
供商 Cloudera 合作开发了预测性维
护平台，该平台在其 800 个 MRO

设施的全球网络中为 5000 架飞机提
供机队服务。去年发布的 Cloudera
数据平台基于数据集构建了预测性
维护模型，可以训练机器学习模型
来确定特定飞机部件何时接近故障。

根 据 两 名 Cloudera 工 程 师 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发布的博客文章，
训练数据集使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预
测发动机组件何时接近故障。在一
个示例中，Cloudera 工程师展示了
如何从 Kaggle（开源平台，为开发
商和数据科学家提供举办机器学习
竞赛、托管数据库、编写和分享代码）
平台获取 NASA 的模拟数据集用以
测量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发动机部件
疲劳老化，通过将输入的各项发动
机参数集成到模型中，显示根据不
同参数计算得到的发动机温度、燃
油消耗、振动或燃油与氧气的混合
物的传感器值，从而可以预测发动
机故障是否将会发生。

Cloudera 博客文章称，在海平
面等所有飞行条件下的每组训练数
据都会显示每次飞行过程中的发动
机参数，直到发动机组件发出故障
信号为止。这些数据将用于训练模
型，可以预测给定发动机在出现故
障之前可以进行多少次飞行。

贝尔直升机与 IBM合作探索
应用人工智能

部分云计算提供商和航空 OEM
也开始着手为军用飞机维护开发人
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贝尔直升
机公司正在与 IBM 的全球商业服务

部合作，希望变革美国陆军使用飞
机传感器数据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机队的战备能力。2020 年，贝
尔的 V-280 倾转旋翼机作为“黑鹰”
直升机的潜在替代品参与了美国陆
军“未来远程突击飞机”项目的竞标。

贝尔的未来垂直升降数字系统
部门负责人彼得·舒尔茨在 2020 年
8 月的博客文章中介绍了直升机制造
商如何与 IBM 合作开发例如深度学
习等 AI 技术用于发现和预测飞机濒
临故障的零部件，从而不会对飞行
器性能和战备状态造成风险影响。

随着航空公司对飞机零部件的
实时健康监控变得越来越普遍，类似
NLR 提供的智能算法技术有可能通
过改善机翼或飞机维护来优化维修
计划，减少对飞行计划的干扰。如今，
大多数飞机维护计划表都是根据系
统已经捕获的数据或异常情况制定
的，而 NLR 的算法会根据飞行计划
表的变化定期更新维护计划。

NLR 使用可解释的 AI 进行了
预测和诊断维护的研究。对于大型
机队的高性能喷气机，NLR 确定了
实际机翼载荷系数，基于这些信息，
NLR 开发的算法可以大大减少纠正
性维护的费用。其设想以数据为驱
动的解决方案将在未来的飞机维护
中发挥重要作用。NLR 正在设计并
测试 FlexPlan 的其他优化模块，这
些模块在构建解决方案时会添加更
多详细信息、业务逻辑和操作约束。

欧洲航空安全局与
英国民航局签署
《技术实施程序》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英国
民航局（UK CAA）已于 5 月 17 日签署

《技术实施程序（TIP）》，这将作为英国
脱欧后双方未来工作关系的基础。

这份技术实施程序为双方共同监管
英国和欧盟去年 12 月签署的《航空安全
协议》提供了支持，并对航空航天部门
必须采取的措施进行了相关规定，为英
国与欧盟之间航空航天零部件的设计和
生产提供保障。这份技术实施程序还明
确了设计和生产组织，并解决了与实施

“附件”有关的航空标准、规则、惯例、
程序和系统之间的任何差异。此外，由
于英国已脱离欧洲监管体系，该程序还
规范了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

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TCA）
中的“空中安全协定”包括涉及飞机设
计认证和生产的“附件”信息。EASA
与英国民航局自今年 1 月以来一直在谈
判的技术实施程序中提供了执行本附件
的程序，包括确定 EASA 与英国民航局
作为相关主管当局的要求和活动，以及
对协议的监管。

这份技术实施程序还详细规定了与
设计合格证、持续适航、生产、出口证
书颁发以及认证活动的技术支持和信息
交流相关的批准程序，这为航空航天组
织提供了清晰的思路，使其能够在脱欧
监管环境下高效运作。 （彩林）

波音计划明年增加737MAX产量
波音公司已拟定初步计划，

将于 2022 年秋季将 737 MAX
的月产量提升至最多 42 架，以
支持其从疫情影响中的恢复。
该计划的产量目标高于之前的
于 2022 年初月产 31 架的计划
目标，具体实施情况取决于客
户需求、供应商稳定性以及波
音能否减少库存。

据悉，波音计划于将西雅
图附近工厂的 737 MAX 月产
量由目前的个位数提升至 2021

年底的 21 架。然而，有分析认为，
波音最大的风险是供应链无法
跟上。几家美国和欧洲的供应
商对全球航空产业链的健康状
况感到担忧，认为波音的生产
计划过于乐观。

在 737 MAX 飞机复飞后，
波音公司另一畅销机型 787 飞
机也出现问题导致交付暂停，目
前仍有 486 架 787 订单尚未交
付。

波 音 公 司 透 露， 在 这 486

架未交付订单中，主要是波音
787-9， 共 有 320 架， 另 外 波
音 787-10 和 787-8 的 订 单 分
别有 126 架和 40 架。而 787-9
订单中，最大订单是交付给一
个 匿 名 客 户 的 31 架， 其 次 有
30 架将交付给阿联酋航空公司，
荷 兰 爱 尔 开 普 公 司 也 有 20 架
787-9 订单。

 （胡毅华　曾凡苍）

PD-8发动机首台
燃气发生器原型机组装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
俄罗斯联合发动机集团公司已经
完成新型 PD-8 发动机的首台燃
气发生器原型机组装，该发动机
将配装俄罗斯国产支线客机 SSJ-
NEW 上，下一阶段的工作将是进
行基准试验并确认主要设计参数。

另悉，俄罗斯联合发动机公
司已经制造完成了 PD-8 发动机
原型机的主要部件，包括高压压气
机、燃烧室和高压涡轮叶片，下
一阶段将进行组装工作。PD-8 发
动机是基于 PD-14 发动机的低推
力衍生型别，用于苏霍伊“超级
喷气”100 飞机，替代法国和俄罗
斯联合生产的 SaM146 发动机。      

据悉，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将在 2021 年莫斯科航展上展出
PD-8 发动机燃气发生器的全尺寸
样机。 （曾凡苍　羽禾）

GE航空公司完成首台
XA100变循环发动机测试

历时 5 个月，GE 航空公司已经
完成了第一台 XA100 变循环发动机
的测试，该发动机可用于 F-35 和第
六代战斗机。该机全尺寸原型机测
试在 GE 位于俄亥俄州埃文代尔的高
空台完成，相关技术开发始于 14 年
前，第 2 台原型机的组装也在进行中，
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XA100 发动机
性能和机械性能与预测一致，并且
符合美国空军开发计划的要求。

变循环发动机也称为自适应循
环发动机，与传统发动机相比能更
有效地为亚声速、跨声速和超声速

飞 行 提 供 动 力。XA100 通 过“ 第
三流”的设计，引入空气来提高燃
油效率和进行冷却，或者引至核心
机和风扇以提供额外的推力和性能。
这种发动机可提供两种模式 ：高推
力模式，实现最大功率；高效率模式，
实现最佳的燃油节省和续航时间。

XA100 发动机的部件使用陶瓷
基复合材料和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等
先进材料，提高耐热性并改善性能。
与之前的产品相比，XA100 发动机
的推力增加了 10%，燃油效率提高
了 25%，并具有更强的散热能。

 （何鹏）

从军机飞行表演看欧美国防教育
	| 王国新

国防教育是为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安全，对公众进行的
军事科普宣传活动。其中，强
烈震慑心魄的军机参演地方航
展类活动，可以让更多的群众
观摩体验，形成最为直观有效
的国防教育形式。

在国家颁布《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营向社会开放办法》的
基础上，目前我国除空军八一
飞行表演队每两年在珠海航展
和在特定地域明显增加向社会
开放的飞行表演外，长春空军
大学也年度性进行军机表演的
开放活动。

然而，从媒体公布的数据
看，长春空军大学开放活动举
办 7 年，观摩人数仅达 110 万，
年均受众 15 万。

冷战后美军本土和海外空
军基地下降至约 800 个，但美
国通航机场有 2 万多个，飞行
员 60 多万。美国每年常态化
保有日均观众约 5 万的中等以
上规模的航展 200 多个，近一
半在地方通航机场举办。秀肌
牍武地飞掠美国军机魅影的举
办地，涵盖了全国各类型通航

机场，每年观众量约 3000 余
万人，是我国的 200 多倍。

美国空军参演各类航展的
宗旨，是最大限度地展示美利
坚国家形象，宣传霸权实力，
进行美式爱国教育，强化公众
对美军航空兵的兴趣，激励国
民投身军旅，积淀战争潜力。
二战期间美国生产飞机 30 多
万架（日本 6.2 万），培养了歼
轰类飞行员 40 多万（日本 7.1
万），“美军飞行员越打越多，
日军飞行员越打越少”既是笑
话也是真话。

美国军机参展参演地方航
展，对国家通航的发展起到了
强劲的推动作用。每年美国通
航飞行小时超过 2700 万小时，
仅 2019 年，通用航空就给美
国创造了 856 亿美元的经济效
益。

军机赴通航机场进行飞行
表演，既是对该通航机场地位
和专属地域形象的高度认定，
也是以国家行为对该重大活动
内涵与影响的提升。最近半个
世纪以来，除了 2008 年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外，从 1964 年
第 18 届日本东京奥运会，到
2016 年第 31 届巴西里约热内

卢奥运会，日墨德加苏美韩西
美澳希英巴等各个奥运会举办
国，都派遣过该国空军飞行表
演队，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的
编队拉烟通场表演。前苏联、
美国、日本和巴西等国家空军
军机还在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进行了奥运五环图型的高空彩
绘飞行表演，并通过电视和纸
媒等传媒形式，使全世界公众
领略了现代奥运会的非凡魅
力。

西方国家空军参加地方大
型活动较为著名的有澳大利亚
空军轮盘飞行队飞越悉尼港湾
大桥 ；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
在旧金山奥克兰湾金门大桥为
公众表演 ；意大利空军三色箭
飞行队参加国际滑雪大赛庆典
表演。美国空军雷鸟飞行队参
加全美汽车大赛表演 ；美国五
代先进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
参加 EAA 飞来者大会表演的
情景，更是军机参演地方活动
靓丽的风景线。笔者也亲见过
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和美
国空军 A10 攻击机参加第十二
届世界热气球锦标赛开幕式表
演活动。这些活动拓天地时空
的广阔背景，挟乘云驾雾的宏

大气魄，竭尽炫耀国家军事力
量威武之能事。

近年来，除欧美俄罗斯等
航空强国外，日韩澳等国也在
空军向社会开放、军机参演通
航会展方面不断加大力度。作
为近中东地区最有战斗力的以
色列空军，更是推崇“让全社
会追梦空天、未来制胜空天”
的理念，竭力强化空军开放或
参演社会活动传统，对加强空
防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面对目前纷繁复杂的国际
局势，我们应对现有的国防航
空宣教态势作出必要调整，加
大中国军机参演地方航展力度
广度，在全社会唤起维护国家
空天安全的忧患意识，营造浓
厚的军事航空文化氛围，强化
国家通航产业建设和全民空防
体系观念，全方位地加强航空
国防建设。

中 国 军 机 参 演 地 方 航 展
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进行军事
航空国防科普教育新的重要形
式，我们期待着中国军机早日
有更多飒爽威武身影出现在地
方航展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