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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航空航天中心发布《未来飞机结构设计白皮书》
	| 宋刚

近日，荷兰航空航天中心（NLR）
发布了《未来飞机结构设计白皮书》（下
称《白皮书》）。NLR 是欧洲最具竞争
力的航空科研机构之一，主要开展军
民用航空技术的研发和试验验证工作，
以提高航空器的安全性、可持续性和
高效性，具备完整的航空结构设计、
分析和试验能力。

《白皮书》针对当前飞机结构设计
现状与需求，提出了结合绿色疲劳设
计理念、虚拟试验、数字孪生系统和
新材料新工艺的结构完整性设计方法，
以突破传统飞机结构设计采用半经验
设计准则和保守的安全系数的局面，使
飞机结构设计兼具集成性、可制造性、
可监测性、可修复性、可回收性等特点，
为进一步减轻结构重量、提高承载效
率、准确预测结构寿命提供可能。

《白皮书》发布背景

未来飞机对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
越苛刻，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主要有
两种 ：一是在传统飞机设计的基础上
进一步减轻重量 ；二是采用新概念构
型和创新推进系统，革命性提高飞机
效率。轻量化设计面临着安全设计精
细化的挑战。“为减轻每一克重量而奋
斗”是飞机结构设计一贯的追求。然而，
在使用寿命期间，飞机结构承受着复
杂的载荷工况，除极限载荷导致的失
效外，还必须考虑在复杂循环载荷下
的结构疲劳问题。目前对于疲劳裂纹
的萌生、扩展与结构寿命预测的能力
有限，为保证安全性，结构设计不可

避免地趋于保守。如何高效、可靠地
将疲劳特性集成到飞机结构优化设计
之初，成为未来提高飞机结构精细化
设计水平的一个关键。

新概念构型和创新推进系统将对
飞机的结构布局和设计产生颠覆性影
响。以当前研究热点电动飞机为例，美
国航空航天局研究认为，电动飞机有
望节能 60%、减排 90%、降噪 65%。
但是，电动飞机可能将采用新的飞机
总体构型，推动飞机结构设计逐步从
传统的圆柱机身加机翼形式向翼身融
合体／飞翼、垂直起降等新形式发展，
新构型下的结构设计、制造和认证将

成为挑战。

飞机结构完整性设计方法

《白皮书》提出，随着计算机、数
据存储、传感器、模拟仿真等能力的
提升，未来飞机结构设计将突破种种
限制，甚至可以设计出像自然界中的
鸟类一样完美的飞行器。设想中的未
来飞机结构完整性设计过程将包含如
下内容 ：

创建具有百万数量级设计变量的
优化算法。这种先进算法的优化目标
将包括飞机的性能、乘客舒适程度、
飞机噪声等级、制造成本、运行成本、

环境影响等 ；针对任务剖面进行超级
计算优化。给定一个或多个任务剖面，
并针对这些剖面使用量子计算机进行
多目标优化，求最优解 ；进行虚拟飞
行试验。通过虚拟试飞，根据结构、
预期任务工况和动态响应来确定整个
使用寿命期间每个结构位置的疲劳损
伤和静强度 ；建立飞机的数字孪生系
统。为此，需使用大量传感器监测飞
机承受的载荷和运行情况，将数据实
时更新至数字孪生系统，对结构开展
按需维修。

关键技术

《白皮书》提出，未来飞机结构设
计需要在设计理论、虚拟试验、数字
孪生、新材料新工艺等关键技术上取
得突破。

《白皮书》认为，关于结构疲劳裂
纹的萌生、扩展与结构应力之间的关
系，目前使用的公式均不是根据第一
性原理导出，缺乏物理依据，结构设
计只能采取保守的设计思想，带来的
后果就是飞机结构减重困难。未来飞
机结构完整性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引入新的疲劳设计理念，实现更有效
的减重，同时保持当前的结构安全水
平。《白皮书》进一步提出，目前的损
伤容限疲劳设计理念通常假设在关键
结构点预先存在一个保守尺寸的裂纹，
忽略了在严格质量标准下结构部件不
存在较大缺陷的情况。绿色疲劳设计
理论认同初始的不连续状态和缺陷分
布，并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加载频率
和变振幅疲劳载荷，可弥补目前损伤
容限设计方法存在的明显不足。

结构虚拟试验技术是指能够评估
飞行器结构强度、预测结构破坏的数
值分析技术。《白皮书》提出，未来虚
拟试验技术不采用加载点简化的等效
载荷，而是将整个设计寿命期间模拟
飞行的分布式载荷施加在模型上，还
可以增加温度和湿度等环境条件。以
虚拟全尺寸疲劳试验（FSFT）为例，
可在有限元模型的每个单元上进行概
率性变幅疲劳计算，准确评估结构每
个位置的疲劳强度。虚拟试验将给出
不同设计方案的失效概率，失效类型
包括静态、疲劳、腐蚀、蠕变、磨损等。
采用虚拟试验技术后，可考虑降低安
全系数，采用失效概率作为结构设计
的依据。

《白皮书》认为，可以通过创建飞
机结构的数字孪生系统，使用传感器
持续监测飞机的载荷和运行状况，跟
踪飞机结构在飞行参数、载荷、环境、
结构更改和维修、维护等方面的历史，
结合概率失效机制计算结构的当前物
理状态，并与虚拟试验得到的数据进
行比较，实现结构的预测性维护和优
化检修方案。

《白皮书》提出，材料性能是结构
设计的基础，采用计算材料学技术可
以优化合金成分和微观结构，获得具
备更好强度和延展性的材料，从而优
化结构选材。热塑性复合材料可焊接、
可回收、更加耐损伤，非常适用于疲
劳损伤自愈，或将成为最接近于具有
血管系统特性的天然材料。增材制造
等先进的制造技术为结构设计提供了
更大的自由度，使得结构优化软件设
计出的结构形状具有更高的比刚度和

比强度，还有助于实现多功能设计。
自动丝束铺放技术与复合材料结构优
化技术相结合，可将复合材料的减重
效果最大化。

研究人员正不断更新结构设计理
念，采用综合考虑静强度、刚度、耐
久性／损伤容限的结构完整性设计思
想。《白皮书》针对当前结构疲劳只能
采用半经验公式导致设计保守的问题，
提出了绿色疲劳设计理念，弥补了损
伤容限设计在结构疲劳寿命评估方面
的缺陷。

高性能计算和仿真在结构设计、
优化、试验、保障等方面正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多目标、大变量的
结构优化设计，由于通常需要多次循
环迭代，计算时长和中间数据存储量
往往令人难以接受，超级计算机将打
破这种限制，完成百万甚至上千万设
计变量的结构优化问题，真正实现结
构精细化设计。虚拟试验和数字孪生
将提高结构强度试验、寿命评估预测
和维护维修的便利性、准确性和经济
性，变革未来飞机结构设计、试验、
保障方法，但相关技术还有待成熟。

结构设计须满足选材限制和制造
约束，新材料新工艺对于结构设计至
关重要。碳纤维复合材料已为国外减
轻飞机结构重量、提高结构抗腐蚀疲
劳等发挥重要作用，热塑性复合材料
则在可回收和可自愈结构方面展现巨
大潜力。未来结构的精细化设计将产
生各种形状的拓扑构型，增材制造技
术将成为确保结构可制造性的重要途
径。

全球多个国家放宽对跨国旅行的限制
随着防疫情况日益向好，为重

振受到严重打击的旅游业，多国开始
放宽旅行限制，逐步恢复国际旅行。

美 国 疾 控 中 心 6 月 8 日 证 实，
对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墨西
哥、俄罗斯、西班牙、瑞士、土耳其、
乌克兰、洪都拉斯、匈牙利和意大
利在内的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建
议，从最高级别四级降至三级。并对
包括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冰岛
等 50 个国家旅行建议降低至二级或
一级，列为最低新冠风险国家。此外，
美国白宫表示已成立由美国政府五
个不同部门的官员组成的政策团队，
研究关于如何放松对来自欧洲和相
邻国家非美国公民的出入境，并提
供与之相关的建议。

加拿大公共安全和应急部长比
尔·布莱尔 6 月 18 日表示，加拿大
与美国协调后，两国间跨境旅行限
制令将再次延长，至 7 月 21 日。美
国是唯一与加拿大陆地接壤的国家。
美国国内呼吁重启跨境旅行的呼声
渐高。然而，加拿大着眼疫情防控，
希望在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前完成更
多新冠疫苗接种。

法国宣布，从 6 月 9 日起对已
接种疫苗的旅客开放，西班牙也于 6

月 7 日起对已接种疫苗的游客开放，
而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以及冰岛此
前已经对游客开放，其他欧洲国家
也计划在 7 月前放宽对非公民的旅
行限制。

俄罗斯从 6 月 22 日起恢复同土
耳其之间的航班 ；从 6 月 28 日起恢
复同美国、比利时、保加利亚、约旦、
爱尔兰和意大利的航班 ；增加同奥
地利、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希腊
之间的航班 ；增加从俄罗斯飞往卡
塔尔、芬兰、克罗地亚和瑞士的航
班。此外，俄防疫指挥部决定将中国、
列支敦士登列入允许入境国家名单。

韩国政府宣布正在同多个国家
及地区密切协商，推动有条件互免隔
离的“气泡旅游”项目，从 7 月开
始将允许团队游出境。据介绍，目
前正在推动中的旅行目的地包括新
加坡、泰国、中国台湾以及关岛等。

阿联酋航空将从 6 月 23 日起恢
复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航班。7
月，阿联酋航空将恢复运营至全球
124 个目的地，接近疫情前 90% 的
航线覆盖。未来一个月内，阿联酋
航空将重启 7 个目的地的客运服务，
并开通备受期待的迪拜—迈阿密航
线。扩展空客 A380 网络至 15 个城

市，启用 30 架客机每周共运营 129
个航班。

普吉岛计划从 7 月起迎接已接
种疫苗的国际旅客，各大航空公司开
始安排飞往普吉岛的航班。泰国航
空、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新
加坡航空和以色列埃尔阿尔航空是
首批复飞的航空公司。

比利时全国协商委员会决定，
该国将从 7 月 1 日起启用包含疫苗
接种证明、核酸检测阴性或新冠康复
等信息的“欧盟新冠数字旅行证书”，
以确保夏季旅行安全。

希腊近日重启旅游业，允许欧

盟各成员国、中国、俄罗斯、美国
等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有条件入
境，不少希腊人也飞往全国各地开
启假期。

日本首相菅义伟 6 月 17 日宣布，
东京都、大阪府等 9 个都道府县将
从 6 月 21 日零时起解除紧急状态，
只有冲绳县将延长至 7 月 11 日。虽
然大部分地区解除紧急状态后还将
实施管控力度稍小的“防止蔓延等
重点措施”，由于日本的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正在稳步进行，有关夏季出
游的预约也出现了复苏的征兆。

 （宗合）

2026年全球飞机热交换器
市场总额预计将达20亿美元

全球飞机热交换器市场预计将从 2021 年的 13
亿美元增长到 2026 年的 20 亿美元，预测期内的年
复合增长率为 9.2%。商用飞机有效冷却和加热需求
以及全球多国军费开支的增加是不断推动飞机热交
换器市场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预测期内，扁管式换热器的市场规模最大。
按设计分类，飞机上使用的热交换器主要有板翅式
和扁管式两种。在预测期内，与板翅式热交换器相比，
扁管式热交换器的年复合增长率更高。此外，扁管
式热交换器将推动更换或售后市场。

在预测期内，固定翼飞机市场预计将以最高的
年复合增长率增长。按平台分类，飞机热交换器市
场可细分为固定翼飞机、旋转翼机和无人机。飞机
热交换器在不同类型飞机上的应用和配置有所不同，
窄体飞机、宽体飞机、超大型飞机和公务机的数量
也不同。预计在预测期内，固定翼市场将以最高的
年复合增长率增长。窄体商用飞机需求的增长和跨
地区的更多连通性都对飞机热交换器市场产生了积
极影响。

在预测期内，电子设备吊舱冷却占据最大的市
场份额。按应用分类，飞机热交换器市场分为环境
控制系统、发动机系统、电子设备吊舱冷却和液压
系统。飞机上使用的热交换器用于发动机、航空电
子设备和环境控制系统中，通过去除系统中的多余
热量来帮助控制热量，并保持温度。热交换器位于
燃油箱内部，用于冷却液压油。电子设备吊舱冷却
涉及电子设备，如芯片、集成电路封装和许多其他
密封封装设备的冷却。随着自动化需求的增加，更

多的电子设备封装需要安装在更小、更紧凑的空间
中，因此在预测期内年复合增长率最高。

在预测期内，售后市场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
根据供应商的不同，飞机热交换器市场分为原始设
备制造商和售后市场。售后市场包括飞机热交换器
部件和系统的维护、维修、升级和更换。由于在升
级航空电子设备系统和更换过度使用的热管理部件
和系统方面的高支出，售后市场供应商子细分市场
预计将引领飞机热交换器市场。然而，飞机交付量
的增加和国内飞机制造将推动原始设备制造商细分
市场的增长。亚太地区预计将在预测期内以最高的
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亚太地区是飞机热交换器的新兴市场之一，主
要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和中国。日本飞机热交换器
市场的增长驱动力包括日本自卫队飞机系统需要改
进，涉及日本航空自卫队、日本地面自卫队以及商
业航空公司对更好的热管理系统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政府对军事和国防的日益重视将提振印度市场。此
外，飞机热交换器制造的廉价和高技能人才等因素
也在提振亚太地区的市场。

在飞机热交换器市场运营的主要公司包括美捷
特公司、AMETEK 公司、TAT 技术公司、凯旋集
团和霍尼韦尔公司。这些主要公司为商用或国防飞
机、航天器、无人机、无人战机提供飞机换热器，
并在北美、欧洲、亚太地区和全球其他地区（中东、
拉丁美洲和非洲）拥有设备齐全、强大的分销网络。
 （彩林）

Spirit AeroSystems公司
开发“珍珠”10X发动机短舱

日 前，Spirit AeroSystems 公 司
与罗罗公司签订独家开发合同，为其
最新推出的“珍珠”10X 发动机设计、
生产下一代超薄短舱。

罗罗公司“珍珠”10X 发动机是
一种功能强、效率高的发动机，计划加
装在达索公司“猎鹰”10X 公务机上，
使其以接近声速的速度长时间飞行。

Spirit AeroSystems 公 司 表 示，

公司将利用生产罗罗公司 BR725 发动
机短舱的经验，采用数字设计技术、机
器人生产技术开发新型超薄短舱。新型
超薄短舱能提高飞机的飞行性能，改善
发动机的声波阻抗。

此外，罗罗公司采用这种新型超薄
短舱，可实现“珍珠”10X 发动机的
无缝总装。 （曹耀国）

空客新型A220
全尺寸客舱模型展示

位于法国图卢兹的“空域客户
展示厅”近日推出最新型 A220 飞机
全尺寸客舱模型，展示了空客公司的
独特客舱技术，标志着空客 A220 飞
机系列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空客 A220 飞机于 2014 年完成
首飞，第一架测试飞机“FTV1”经
空客团队修复后，现已成为展示厅的
一个标志性展示机型。

A220 飞机客舱的内饰布局颇具
挑战性。在地面模型中，客舱内饰必
须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且通用性。此
外，还需要考虑客舱的配置特点，比
如光线和环境，使乘客能够获得异乎
寻常的体验。整个模型对于已选择
A220 飞机的客户和专门定制客舱的
空客团队来说非常重要。决定飞机最
终配置状态的航空公司将能够在飞
机交付前利用模型来测试选用的灯
光和座位选择。 （彩林）

阿联酋航空宣布
和华为鸿蒙展开合作

据民航资源网消息，6 月 2 日晚间，
阿联酋航空官宣成为搭载 HarmonyOS
的华为 Watch3 及 3Pro 的官方合作伙
伴。华为智能手表佩戴者可以方便快
捷地查询阿联酋航空机票预订信息和
航班状态。

这是阿联酋航空与华为长期合作
中的最新举措。佩戴者可以通过阿联
酋航空手表 App 轻松了解最新动态，

获得流畅无缝的用户体验。
阿联酋航空与华为的长期合作始

于 2020 年初 ：阿联酋航空 App 上线
华为应用市场。今年 5 月 18 日，阿联
酋航空与华为签署谅解备忘录，继续
深化双方合作，在中国、中东和非洲
等地区面向更广阔的客户群，进一步
提升品牌影响力。

霍尼韦尔为电动垂直起降
飞机开发飞控和航电系统

霍 尼 韦 尔 和 百 合 公 司 6 月 9 日
宣布，将合作开发七座电动垂直起降

（eVTOL）飞机 Lilium Jet 的航空电
子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

霍尼韦尔的紧凑型电传操纵系统
将作为该机的飞行控制系统，负责操
纵机翼中的 36 个涵道风扇，主要为
Lilium Jet 飞机提供动力和控制能力。
该操纵系统已经在其他 eVTOL 飞机
上 得 到 应 用， 比 如 Pipistrel 公 司 的
Nuuva V300 货运无人机和 Vertical 

Aerospace 公司的 VA-X4 飞机。霍
尼韦尔还将为 Lilium Jet 飞机提供一
个集成的航空电子系统，其简化的用
户界面可以减少飞行员的培训时间和
操作难度。

此外，霍尼韦尔将参与百合公司
与 Qell Acquisition Corp 公 司 合 并
后的私募股权发行，但霍尼韦尔公司
没有透露他们的投资金额。

 （纪宇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