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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必将挣脱地球的束缚，通过载人飞行器飞向更高远的蓝天

宇宙。在人类在吸气式冲压发动机、先进气动布局设计、可重复使用热防护技术领域的不断突

破的大背景下，临近空间飞行器、空天飞行器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强调多用途、全纵深、

非接触、空天一体、信息火力一体作战飞行器呼之欲出。 

 
 

 

序言 

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必将挣脱
地球的束缚，通过载人飞行器飞向更高远的蓝
天宇宙。在人类在吸气式冲压发动机、先进气
动布局设计、可重复使用热防护技术领域的不
断突破的大背景下，临近空间飞行器、空天飞
行器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强调多用途、
全纵深、非接触、空天一体、信息火力一体作
战飞行器呼之欲出。同时，飞行器能够长时间
高速巡航，停留工作空域是将来飞行器设计的
一种发展趋势。 

立足于未来 30-80 年技术的发展，以及 
将来军事、民用发展需求，以创新的飞行动力
源、气动布局、工作区域等设计为理念指导， 
设计具有高度泛用性的新概念飞行器。 

 
 

 
飞行器设计的目标 

1、飞行器可实现长时间不补给工作，不
携带或携带少量工质,兼具空天飞机与临界空
间飞行器性质。 

2、飞行器仅依靠自身携带的发动机完成
从起飞、亚音速、跨音速、超音速和高超音速

飞行到降落的全过程。 
3、飞行器在发动机

开启时能够以 M13 的
速度在预定区域待命，
在 800km 高空处关闭
发动机作为轨道器在轨
运行，实现在太空内的
长时间停留。 

4、能够迅速的飞抵
全球任何地区，拥有远

未来新概念飞行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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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快速部署、突防侦查与精确打击的能力。 
5、能够实现对卫星的回收、捕获、在轨

维修以及卫星的运送与投放。 
依据设计任务，从未来 30‐50 年的技术

发展趋势来看，飞行器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仍将
是通过高速向后喷射流体，利用其反作用力推
动航空器或航天器飞行。然而，传统的冲压发
动机必须要携带大量燃料维持工作；正在研发
的核发动机必须携带大量工质作为推进剂，且
还无法达到小型化的目的，与航空航天工程师
们不倦追求的减轻飞行器结构重量的目标背
道而驰，并不适用于小型临界空间飞行器和空
天飞行器。 

离子发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采用一定
的方法，将原子分解为离子与电子，离子在
1000V 以上的静电场的作用下，加速喷射而
出，反向推动航天器或航空器的运行。虽然，
离子发动机也无法规避需要携带工质作为离
子 源 产 生 离 子 的 问 题 。 但 是 ， 在 地 球
70‐500km 的电离层中散布着大量的等离子
和高能电子，在外太空中也有大量离子的存在。
如果合理应用完全可以充足的供给发动机所

需离子流和电子流，并且可利用磁流体发电机
对飞行器的高能电池进行充电，从而达到维持
飞行器不间断工作，“随叫随到”的目的。同
时，由于等离子的广泛存在，在合理的设计下，
飞行器将成为兼具临近空间飞行器和空天飞
行器的特质，集攻击、侦察、防卫、运送于一
体的，具有军事上高度泛用性的应用综合体。 

飞行器预估设计参数 
空重 WE：52t 
最大起飞重量 WTO：108.3t 
有效载重 WPL：20t 
飞机任务油重 WF:10t 
最大升力系数 CLmax：1.7 
脉冲爆震发动机工作情况下整机推重比 
T/W：1.78 
升阻比 L/D：5 
机长：39m 
翼展：25.8m 
巡航高度：180km 
巡航速度：M12‐M13 
起飞距离：1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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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速兼顾的气动布局设计 

高超声速飞行器因为在极复杂气动条件
下进行高超音速甚至大机动飞行，因此其设计
要求结合多方理论，特别是做到控制系统、推
进系统和气动布局的设计统一。 

飞行器将气动布局与推进系统进行一体
化设计，采用乘波前缘 + 边条翼升力面+ 可
变形挠性三角翼 + 翼身融合的无尾布局设计，
这种布局能够很好地兼顾低速、超声速、高超
声速的飞行要求，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发动机
性能。 

 

飞行器发动机布置 

从俯视图看来，飞行器采用了典型的大后
掠边条翼升力翼面布局。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
满足传统意义上利
用边条翼卷起的涡
流来提高飞行器大
迎角起飞的升力。
同时，在高超声速
飞行时，大后掠的
边条翼与机翼组合，
使得翼根部弦长很
大，提高了雷诺数，
减少了跨音速的气
动摩擦阻力，提供
了优秀的起降和高

超音速飞行性能。这种布局还可以实现沿弦向
和展向的均匀气动载荷，减小了根部弯曲，对
以厚度相对较小的高速机翼来说，提高了结构
强度。另外，边条翼的加入也给飞行器提供了
更多内部容积，可以将超导磁流体喷气式发动
机不置于边条翼下，从而预留了更多机身内部
空间用于武器系统和生命保障系统的安装。 

机翼与机身采用翼身融合设计，整架飞机
没有明显的机翼与机身的分界线，这时机身也
最为升力面加入补充升力，从而增大了升力面
积；光滑过渡的翼身融合体还可进一步降低阻
力。作为传统的高速机翼设计布局，三角翼面
能够在高超声速是提供较好的气动特性，而且
由于机翼面积较小，减小了气动加热。同时，
在高超声速飞行时，可变形翼尖在飞行器一体
化控制系统的主动控制下可以向下弯曲，以最
有效的捕捉由机身前沿产生的激波；下弯翼尖
还能起到一定航向的稳定作用，并会产生额外
的激波升力。另外，飞机将不再安装副翼与襟
翼，其动作都将有可变形机翼替代执行完成。 

综上所述，这样的设计布局较好的结合了
低速飞行和高超音速飞行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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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典型的工作方式 

飞行器由地面起飞，依靠自身搭载的脉冲
爆震发动机将飞行器的速度提升至Ma6，并到
达距离地面50km 处。此时飞行器开启离子发
动机将飞行器送达至180km 处，加速至M13。
这时，飞行器可以执行全球定点打击任务，或
者拦截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飞行器。由于弹
道导弹及高超音速临界空间飞行器飞行高度
目前都不会超过60km 高空。在这个情况下，
飞行器无论是实施对空还是对地面目标的定
点打击，都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 

飞控、导航系统 

飞控系统：光传操纵系统代替现有的电传
操纵系统,以光导纤维代替电导线作为物理传
输媒质，应用光纤数据传输技术在飞控计算机
之间或飞控计算机与远距离终端(如舵机等)
之间传递指令和反馈信息的飞行控制系统。与
电传(FBW)相比，光纤传输技术具有许多非常
独特的优点：频带宽、信息容量大；传输损耗
低、传输距离长；抗干扰性强,使用安全，具
有很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体积小、重量轻,

便于在狭小的空间敷设；运用波分和时分技术,
光传操纵具有灵活的数据总线协议和结构。此
外，由于需要在电离层中进行长时间飞行，光
传操作系统也避免了电磁波对机载仪器的干
扰。 

控制系统：将采用纳米计算机。现代大规
模集成电路上元器件的尺寸约在350微米，而
纳米计算机基本元器件尺寸只有几到几十纳
米。电子式纳米计算机仍然利用电子运动对信
息进行处理，只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有限
电子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量子效应。 

这样一种具有仿生思路的，将含有共形天
线的智能蒙皮与纳米计算机相结合，将实现：
一是纳米电子学与计算相结合，其重点在分子
电子学与光电子学、计算架构和装配；二是传
感器精确测量，其重点为生命探测、乘务组健
康与安全、航天器健康；三是结构材料高度自
愈性，其重点在复合材料、多功能材料以及材
料的自愈。其将具有测量精度高、频率响应高、
抗电磁干扰性强等特点，而且体积小，重量轻，
耐高温，耐腐蚀，防潮，易于与基体结构集成
特点。 

飞行器典型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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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的选择及布局 

飞行器拟采用脉冲爆震发动机+离子发动
机的工作模式。脉冲爆震发动机工作方式灵活，
可工作范围宽，可以零速度启动。它可以在非
常宽的使用范围内(飞行M 数0-12M,飞行高
度 0-50km)高效地工作；加速性能也非常好，
推力可以方便地进行调解。比冲大（特别是在
M5-M6 相比其他发动机比冲最高），耗油率
低，结构简单、重量轻，推重比可达20 以上；
可靠性好，使用寿命长，而且爆震燃烧充分，
污染小。当今，脉冲爆震发动机工作频率极高，
可达千次至万次每秒，可以认为是连续工作的，
将几乎不会产生振颤问题。 

起飞时，飞行器机背后部的活动式二元矩
形横截面楔形进气道将会打开，凭借生物燃料，
使用脉冲爆震发动机将速度加至M6 并且到
达距离地面50km 的高空处。之后，脉冲发动
机进气口收起；同时脉冲爆震发动机关闭，作
为抵抗气动焦点后移的配重使用。 

从50km高空处开始，飞行器将采用离子
发动机作为动力源。由于中国在离子发动机的
研发方面还处于
起步阶段，认识
大都停留在推力
在40‐200N 级
的等离子发动机，
因此对于大比冲、
大功率、大推重
比的离子发动机
知之甚少。实际
上，美国、日本
等国早已开始了
大比冲级离子发
动机的研究。 

目前，美国正在研究的可变比冲磁致离子
浆火箭(Variable‐specific‐impulse 
magnetoplasmarocket,VASIMR)有望使火
星之旅缩短为39 天。其采用核能供电，其动
力是太阳能发动机的1000 倍。同时，美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也在同步开展超大功率
离子发动机的研究。根据VASIMR 的现有数据，
50kw 功率将提供1磅推力。 

 
就此推算，只要能够解决离子发动机供能

需求量大的问题，如利用小型核反应堆或核电
池供能，105-106kw级甚至更小功率的发动机
即可产生大于20 的推重比。因此，在未来
30-80年内，随着理论、技术和材料的突破，
一定将会有大推重比、大比冲的离子发动机问
世，为飞行器提供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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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结构、工艺与制造 
由于飞行器设计巡航区域在富含大量高

能电子的电离层，且需要完成单级入轨任务。
会面临外表面充电现象等大量影响飞行器航
行安全的问题。因此，将采用的最为先进的材
料、结构、工艺与制造技术将完成电离层中飞
行器机体维护以及乘员生命保障任务。 

为了实现以上描述的功能，飞行器整体全
部采用轻质复合材料，那么这些复合材料就需
要具备下列几个特点：高强度、高比刚度、高
强韧性、高能量吸收性。 

飞行器机身将一改传统的硬壳式结构，采
用高强度桁架架构，使用复合材料包裹在机身
骨架上，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整体热压成型。
这样的设计将避免由多层复合材料组成的机
身再被施加高载荷时，各层复合材料会相应地
伸展和牵拉相邻的另一层，由此产生出一些空
隙和气泡现象。从而可有效地防止飞机在高超
音速飞行时，剧烈的高温引发气泡爆炸，破坏
机身结构的现象。该复合材料需要满足下列几
个性质：高强度、高透波性、防止外表静电、
良好导电性并能引流到储能装置、具有抗辐射
特性能保证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因此纳米碳管

级金属基复合材料如钛合金、镍氢合金等材料
将是良好选择。 

为满足高超声速飞行需要，同时满足可变
形的特点，机翼将采用纳米管复合纤维增强陶
瓷复合材料构成的桁架蜂窝结构，对材料的要
求有下列几点：具有一定挠度，为可变形材料、
高强度。变形机翼将使激励器、作动器、传感
器以及锁件机构与软件和控制这些机构的电
源能够完全无缝地综合在一起，具有体积非常
小、功效却很大。而最重要的记忆蒙皮材料，
将采用形状记忆聚合物（SMP）的特殊材料，
SMP 具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功能，当它受热、
高频光或电激励后将变成一种低模量弹性体，
从而可被作动器和特殊的控制装置伸展成不
同的形状，当它再次被激励后，它将恢复到它
的原来的高模量形态。 
结束语 

飞行器兼具临近空间飞行器和空天飞行
器的特质，集攻击、侦察、防卫、运送于一体
的，具有军事上高度泛用性的应用综合体。既
能对地对空精确打击、突防侦察，又能上天揽 
月，运载、捕获卫星；集攻击、侦察、防卫、
运送于一体的，是具有军事和民用上高度泛用 

性的应
用综合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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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16 日在广东珠海举行，阿联酋

骑士飞行表演队和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及中国的八一飞行表演队，献上精彩飞行大戏。 

 

 

 

 

 

 

 

第十届珠海航展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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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的科幻著作《三体》可谓中国科幻近年来的扛鼎之作。该书讲述了外星人——也

就是“三体人”与地球人类之间长达百年的故事。它所蕴含的庞大设定，对宇宙的恢宏描写以

及跌宕起伏的剧情，无一不深深抓住了读者的心。 

  既然是关于地球和宇宙的故事，书中自然不乏刘慈欣对未来航天科技的设想。这里，我们

将探讨书中提到的航天技术，比如太空电梯、核聚变火箭和曲率驱动，并对这些航天科技进行

或现实、或科幻的考据。 
 
 
 

引力跳板 

在现实中，的确有航天器不带燃料却能加
速飞行的方式，这就是“引力跳板”技术。因
为航天器是借助航线上经过的行星加速，所以
引力跳板也被形象地称作“借力飞行”。 

只要飞船飞越行星的速度和位置合适，就
能利用行星引力跳板加速。但能量不会凭空产
生，利用引力跳板加速的航天器，是从哪里
“借”来的动能呢？ 

行星并非真的静止不动，自转和公转使其
携带了巨大的角动量。在太阳系整体角动量中，
太阳自身的角动量只占 2%，其它 98%的角动
量掌握在围绕太阳的星体
手中。当飞船切入行星轨道
后，它也分得了行星的一部
分角动量。转移的角动量体
现在飞船飞出行星引力场
时的速度变化中。以太阳为
参照物，此时飞船飞出行星
的速度不仅改变了方向，也
增加了大小。根据能量守恒
定律，航天器增加的动能也 

 
就是行星减少的动能。只不过行星的动能太过
庞大，小小的航天器分得的动能与之相比 
不过九牛一毛而已，并不会影响行星的运转。
这就好比我们使用风力发电机从空气流动中
获取能量，却不必担心风会因此停止一样。 

引力跳板可以节省探测器所带的燃料，大
大缩短行星际航行时间。如果航天器选择最经
济的双切椭圆轨道飞行，飞向土星需要 6 年，
飞向天王星需要 16 年，飞抵海王星需要 31
年。而假如使用木星做引力跳板，飞抵土星只
需 3～4 年，飞到天王星只需 8～9 年，飞抵海
王星也只需 12 年。 

 

从科幻到现实 

《三体》中对于未来新技术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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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 1”号和“旅行者 2”号探测器
就曾利用 1982 年“九星联珠”的机会，先后
把木星、土星、天王星当作“跳板”，一次又
一次地从木星跳到土星，又从土星跳到天王星，
继而跳到海王星。成为探测行星最多的探测器。
1990 年发射的“尤利西斯”号太阳探测器，
在飞近木星之后借助木星引力，偏转 90 度而
跳入太阳极区，对从未近距接触过的太阳两极
进行了探测。1997 年发射的“卡西尼”号土
星探测器质量太大，运载火箭无法将其直接发
往土星，遂采用引力跳板。它两次掠过金星，
而后又掠过地球和木星，最后才飞往土星。地
球距土星只有 12.5 亿公里，“卡西尼”号的
行程却达 32 亿公里。2006 年发射的“新视野”
号探测器也借助木星飞向冥王星，若不绕过木
星加速、直飞冥王星的话反而会多用四年时间。 

太阳帆飞船 

“宇宙 1 号”由美国行星学会、俄罗斯科
学院和莫斯科拉沃奇金太空工业设计所花费
数年联合建造而成，重 50 公斤，由 8 片长度
为 15 米的三角形聚酯薄膜帆板组成花瓣形，
帆板总面积 600 平方米。每张帆板的厚度比普
通的塑料垃圾袋还薄，但它们异常牢固，并且
表面上涂满了高效反光物
质。帆板与支撑杆的结构
就像直升机旋翼一样，可
以通过调整来改变飞船的
飞行方向和速度。 

据计算，在阳光微弱
的压力推动下，“宇宙 1
号”太阳帆将会以每秒 1
毫米的速度慢慢地加速移
动。在帆面展开 24 小时后，
太阳帆的速度将增至每小

时 100 英里；到第 100 天时，它的速度将达
到每小时 1 万英里。如果“宇宙 1 号”能持续
飞行 3 年，速度会提升到每小时 10 万英里，
这是任何人造飞行器都没有达到过的速度，相
当于目前飞得最远的“旅行者号”探测器飞
行速度的 3 倍。如果用“宇宙 1 号”来探测冥
王星的话，可以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完成从地
球到冥王星的旅程，而美国宇航局使用常规推
进技术探测冥王星的“地平线计划”预期需
要的时间却是十多年。 

2005 年 6 月 21 日，“宇宙 1 号”于从位
于巴伦支海水下的俄罗斯核潜艇上通过“波
浪”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不幸的是，火箭在发
射升空后 83 秒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太阳帆试验是日本
2010 年发射的“伊卡洛斯”号试验太阳帆。
2011 年 1 月，完全依靠太阳能驱动的“伊卡
洛斯”已成功完成全部实验项目，包括利用阳
光实现加速和改变轨道等。“伊卡洛斯”有一
面对角线长度 20 米的方形帆，由聚酰亚胺树
脂材料制成，厚度仅 0.0075 毫米。它在飞行
中将不断旋转，依靠离心力使帆保持张力。 

  除了在太阳系内飞行，太阳帆还可以作为
恒星际探测器。因为成本低、飞行速度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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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低技术条件下飞出太阳系、飞
向恒星空间的首选航天器。1984
年罗伯特-弗沃德做出的工程分析
表明，进行长期太空飞行的最佳方
法是向一个大型薄帆发射大功率激
光。当激光帆采用整体式圆盘布局
并搭载 1 吨的有效载荷时，最大速
度能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飞抵半
人马座 α 星仅需 40 年或更少的时
间。此时的光帆直径为 3.6 公里，
帆面材料为纯铝镜面。 

巴萨德冲压发动机 

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的物理
学家罗伯特•巴萨德（Robert Bussard）发表
了一篇名为《星际物质与星际飞行》的论文，
里面构想了一种全新的航天器推进方式——
飞船前方漏斗状的收集器收集星际物质中的
氢元素，氢元素可作为飞船核聚变发动机的燃
料使用。飞船飞行速度越高，收集效率也越高，
这就像是蓝鲸张开大口过滤海洋中的浮游生
物一样。 

这种航天发动机被后人命名为“巴萨德
冲压发动机”。其理论基础是在恒星间并非完
全的真空，通常都有一种稀薄的气体弥漫其间，
这就是星际物质。虽然这种物质密度极低（每
立方厘米约有 100 个氢原子），但聊胜于无。
如果能采集无处不在的星际物质作为发动机
燃料，则飞船的理论续航能
力可以达到无限远。 

目前得到公认的巴萨
德冲压发动机是一种冲压
核聚变反应堆，它利用巨大
的电磁场（直径从数公里至
数千公里不等）作为“漏斗”

来收集并压缩星际物质中的氢，飞船前方的漏
斗吸入沿途的星际物质，极高的相对速度和磁
场作用使反应物质在核反应腔中压缩，直到温
度和密度足以发生核聚变。这样产生的巨大能
量再通过另一个磁场导引至发动机的排气方
向，并借反作用力原理推进飞船。如果该飞船
能够保持 10 米/秒 2 的加速度（略大于地球表
面的重力加速度），不到一年时间，速度即可
达到光速的 77%。 

星际间的尘埃颗粒对高速飞行的飞船船
体是一个巨大威胁，除此之外，星际物质中的
带电粒子也会给船员的健康和电子设备带来
致命的损伤。具体来说，以光速 30%运动的一
千克物体蕴含的动能相当于百万吨 TNT 炸药
的能量；以亚光速飞行的飞船，撞上静止的尘
埃颗粒也会因巨大的相对速度而被击毁。而没
能被磁漏斗阻挡的带电粒子则会形成高能粒
子雨，损伤船员的 DNA 和精密电子设备。 



曲率驱动 

要理解
（或曲速）
理，不妨设
幅场景：你
坐在一张地
猫以速度
它在地毯上
到的最高速
然拽动地毯
拽到跟前。
c+z——超
并移动的，
度极限。现
成宇宙空间
把 c 设为光
景。 

2008
学家宣布，
的维度，并
率驱动飞船
夫（Gera
相对论和弦
宙大爆炸发

解空间曲率
）驱动的原
设想这样一
你和一只猫
地毯的两端
c（这也是

上奔跑能达
速度）向你跑
毯，把地毯和

在拽地毯
超过了 c，但

它并没有超
现在，把猫替
间，把拽地毯
光速，你就得

年 7 月，美
人类可以借

并最终开发出
船。其中一
ld Cleave

弦理论研制
发生后的很

C

率
原
一
猫
端，
是
达

跑来，这时
和在地毯上
时，猫相对
但猫与猫脚
超过自己在
替换成飞船
毯的动作替
得到了曲率

美国贝勒大
借助巨大的
出速度可以

一位物理学家
er）认为，
出这种曲率

很短时间内，

CPA 控制面板

时你以速度
上跑动的猫一
对于你的速度
脚下的地毯是
在那块区域的
船，把地毯替
替换成曲率驱
率驱动的基本

大学的两名物
的能量控制更
以超过光速的
家格罗德•克

可以根据广
率驱动飞船

空间构造的

板组件及相关

z 猛
一并
度是
是一
的速
替换
驱动，
本图

物理
更高
的曲
克里
广义

船。宇
的运

行速
在飞
个提
如何
空间
（R
空间
维空
一个
缩小
这些
运动
能够
但是
得而

关技术 第三期

速度比光速
飞船四周重
提法在理论
何扩充飞船
间。克里夫
Richard O
间就可以构
空间是 M 理
个特殊构想
小，那么就
些暗物质能
动。与此同
够降低光的
是如何对 1
而知。 

 
 
 

期 

要快，航天
建这个宇宙
上没有破绽

船后面的空
夫和他的合
Obousy）认
构造出这种能

理论（弦理
。如果飞船

就可以构造出
能随着时间

时，在飞船
速度。这两
1 维进行扩

天工程师所要
宙膨胀期而
绽，但接下来
间和缩小飞

合作者理查德
认为，通过
能否拉伸的

理论的后继理
船背后的 1
出包含暗物
的推移而使

船前面扩充
两个步骤需要
扩充和缩小，

本文编

未来趋势

13 

要做的只是
而已。尽管这

来的问题是
飞船前面的
德•奥伯斯

过操控 11 维
的空间。11
理论）中的
1 维空间能

物质的气泡，
使宇宙加速

充 11 维空间
要独立进行
，目前还不

编辑：邵俊

势 

是
这
是
的
斯
维
1

的
能
，

速
间
行，
不

 

俊 



未来趋势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三期 

14 

 

 

 

 

2012 年，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委托，三家全球顶级飞行器研发机构开始设计一种未来

概念飞行器，并将在 2025 年左右设计定型。这种飞行器突出了精简、绿色的特征。基本指标

将比现有的飞行器油耗标准减少 50%、减少 75%的有害气体排放以及减少 83%由于飞行器噪

音而受限的机场数量。 

 

 

在过去一年的“绿色飞行挑战”中，NASA
世纪挑战项目的建设者创造了超高效的个人
飞行器，利用 3D 空间方式寻找到了新的解决
方案；现在，NASA 的工作方向则是更好的未
来商业飞行器。下面通过一组 Cnet 提供的图
片，来了解一下这些概念飞行器的样子吧。 

1）波音公司高级概念设计之一，旨在更
好的利用气动效率，尽可能减少阻力。这款飞
行器的机翼设计与无人机 X-48 相仿。这种设
计可达到降噪效果，提高燃料效率，预计在
2025 年投产。 

 

2）该设计出自 Lockheed Martin 之手，
采用了非金属的轻量级复合材料，超风扇引擎
使用了最先进的涡扇技术，最大限度实现旁路
比率，比当前引擎性能提高了 5 倍。 

 

3）由加州理工学院设计的混合动力翼身
类亚音速飞行器 AMELIA。能够处理陡峭或较
短距离的起飞和降落，对机场的噪声影响较大。 

 

4）D8 或叫做“double bubble”，由麻
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宽大机身设计，可提供额外

 

概念飞行器优秀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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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力，并较少阻力，阻止部分噪音。目前该
设计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缩比模型测试。 

 
5）Northrop Grumman 设计的概念飞

行器，目标是高效，超静音。Northrop 
Grumman 飞行器嵌入了劳斯莱斯引擎，提供
了最大的噪音屏蔽，从军用飞机演变来的尾翼
设计，是首次应用到商用航空市场设计中。 

 

6）艺术家的概念图，未来亚音速飞机，
右翼特别设计，以减少阻力，增加燃油效率。 

 

7）X-45A 无人作战机的概念设计是在密
苏里州的一次特别展会上发布的，同时被公布
的还有该无人作战机系统的其他两个要素，即
一个任务控制系统和一个飞行器存储系统。 

 

8）“超音速绿色飞机” 
这个概念是由洛克希德马丁设计的，该公

司在去年 4 月份向美国宇航局提交了这种设
计，其设计宗旨是进行超音速陆上飞行。这种
概念设计使用了反 V 字形的发动机，可降低音
爆的强度。 

 

 

 

本文编辑：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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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豪华跑车的概念设计不断从战斗机中吸取设计元素，包括整车的外形设计和内饰，这

使得跑车的概念变得更加酷炫，而在跑车的设计领域也掀起了一阵“战斗”风。其中，雪佛兰百周
年纪念推出的 Miray 概念车和玛莎拉蒂限量跑车"鸟笼"概念车上体现了众多的“战斗”元素，在外
形和内饰吸取“战斗”元素的同时，其性能和人机功效也有大幅提升。 
 

 

 

雪佛兰百周年纪念——Miray 概念车 

这是一款外观与内饰的设计灵感均来自于
喷气式战斗机，同时强调性能、强调运动的跑车，
它完美地继承了雪佛兰的赛车传统。前脸的设计
极具攻击性，但又没丢失典型的雪佛兰风格。
Mi-ray 的双层格栅内置 LED 灯的设计，此前还
从未在车坛看到如此将日间行车照明灯融入美
感设计的手法。前后翼子板则让人想起经典的克
尔维特跑车，表达了品牌所一贯追求的运动精神，
即使是在不起眼的拐角处也精心地设计了碳纤
维的扰流器，它对于控制下压力改善车身气流有
重要辅助作用。Mi-ray 概念车身上集中地体现着
各种可能的未来。它强化着人与车之间的联系，
给人一种未来跑车的全新面貌。 

个性的车身侧面可收回盖既可以提供辅助
的气流控制作用还是把守望充电口和油箱口的
大门。雪佛兰的电动车技术全球一流，接口处还
有外部电池充电指示器，每一个后翼子板内侧都

有独立的行李舱可以
存下小件物品中。在尾
部鸭尾扰流翼的下方
是雪佛兰双元素尾灯
的最新演绎。Mi-ray 的
轮毂采用碳纤维铝合
金材料，前轮 20 英寸
后轮为 21 英寸，管状
的设计让人觉得即使
是停下时也运动性十
足。 

战斗机驾驶舱与概念跑车设计元素 



先进技术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三期 

17 

“未来派的”设计还出现在了内饰中，例如
安装在中控台上的起动按钮，另外还采用了环绕
式照明以及为驾驶者和副驾驶区域提供的双座
舱设计。 

鸟瞰角度的内饰图给人感觉乘员舱整体似
乎是钻石造型，其实它的内饰极尽雪佛兰传统赛
车风格。在雪佛兰 Mi-ray 内饰中大量运用拉丝铝，
天然皮革，白色纤维和光泽金属等材料，给人以
极强的速度感。 

由于内饰采用碳纤维的框架，在实现轻量化
的同时还有很高的强度。驾驶员和前排乘客的空
间造型流畅又略显紧张，让人想起飞机的驾驶舱。
整个坐舱又是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这让人想起经
典的雪佛兰跑车，但是乘客同样能在车内感受到
完全的驾驶乐趣。 

连接到车门的非对称座椅却在整体上给内
饰一种对称感，这种设计让驾驶者感觉与车子能
够完全融入到一体。车内的光影效果设计从中上
部仪表板开始到座椅的靠背区域，给人一种豪华

感。座椅靠垫和头枕直接固定在碳纤维的内饰框
架上，头枕区域向外与外形线条保持一致，实现
完美的气流过顶效果。 

 
设计者在信息显示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使用

后投射的方式投射到前仪表板上，驾驶者正前方
被划分为三个区域，中央为车辆性能信息，左侧
是里程右侧是导航等信息，这种设计取消了无关
的视觉信息让驾驶者更加集中于驾驶。车内中央
启动按钮也是喷气式飞机风格，当按钮被按下，
中间那一排按钮就会像华盖一样升起，这种设计
非常炫，而且有很好的人机一体互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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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拉蒂限量跑车——"鸟笼"概念车 

为了彰显梦幻跑车时代的设计精神，“鸟笼”
借鉴了玛莎拉蒂 MC12 赛车的公路赛车底盘，并
力图将超凡卓绝的速度、奢华与优雅共冶一炉，
从而打造出一款集优越功能和动感外形于一身
的梦幻跑车。“鸟笼”浑然天成的流畅造型与精
良细致的机械构造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造就了
难得一见的灵动之感。 

 

尽管设计“鸟笼”主要是为了突破传统设计
理念、探索全新的制造工艺，但这并未影响该车
的卓越性能。玛莎拉蒂为其配备了输出功率达
700 马力以上的 V12 发动机，有力体现出其设计
概念中蕴涵的赛车理念。在充分发挥创造力的前
提下，“鸟笼”设计项目先从机械部件本身入手，
并研究如何让汽车的机械构造与外观设计相辅
相成，从而打造出线条流畅、一气呵成的完美车
型。 

 

为了突显品牌的卓越传统，玛莎拉蒂还为该
车精心打造了珠宝般精巧繁复的细节，与典雅简
约的流线车身相映成趣。“鸟笼”的鼻锥设计与
Quattroporte 总裁系列精英版车型相似，采用玛
莎拉蒂传统的平视梯形设计，尖端为硕大的椭圆
形开口，两侧装有低矮的水平前大灯。开口处饰
有镀铬大三叉戟标志，内部则安装了中置散热器
和刹车散热管；这一车头开口还同时充当了汽车
产生下压力的翼面。与欧司朗光电半导体公司合
作开发的照明系统采用了全球首款配备欧司朗
模块的许可 LED 技术前灯。灯罩采用整块铝金
属碾压而成，同时还充当了高热量 LED 灯具的
冷却管道。 

 
汽车尾部设计有极厚的扩散器，扩散器上表

面装有活动的空气动力学面板，该面板会根据车
速上下移动，以提供最佳的下压力，确保跑车平
稳行驶。面板上升时，两翼会露出发动机舱的冷
却口（这些冷却口也能降低翼面下方的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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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产生更大的下压力。该车的超薄尾灯也采用
了最新 LED 技术，同时还设有热气出口，有助
于冷却发动机舱。最后，一如玛莎拉蒂的一贯传
统，“鸟笼”排气管的椭圆形尖端强韧坚固，表
层镀铬。 

无与伦比的内饰设计不仅成就了“鸟笼”概
念车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有力体现了
玛莎拉蒂的卓越传统。根据该车的设计概念，内
饰成为了汽车本身的自然延伸，与碳纤维底盘无
缝集成、融为一体。 

透明的平视显示器是“鸟笼”的核心智能装
置，其设计与周遭部件融为一体，体现了未来主
义风格。不同于显示器的虚拟特质，其三角外形
借鉴了 Birdcage Tipo 63 的内饰，简洁精练，因
此在外观风格上与汽车的机械部件可谓一脉相
承。 

该车的内饰设计充分表明，新技术也可与成
熟的现有技术相辅相成，实现无缝结合。经典的
玛莎拉蒂中央时钟则充分体现了实体构造与虚
拟技术的共存共融。 

“鸟笼”还拓展了汽车/用户界面的设计概
念，以期满足人们不断向汽车/移动通信界面迈
进的使用需求。汽车已经成为我们日常通信活动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您可以通过中置导航设
备使用个性化功能和菜单来进行导航。此外，跑
车上还装载了多个摄像头，以便您分享驾车体验。
透明平视显示器上的红外线摄像头能投放影像，
让夜间驾车更加轻松安全。 

 
“鸟笼”这款公路型概念车集巅峰水准的设

计、性能、功能及新颖理念于一体，对整个跑车
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该车既预示
了玛莎拉蒂品牌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传承了该品
牌悠久深厚的设计传统，同时还将玛莎拉蒂对先
进技术的矢志追求融入了典雅而动感的外观造
型之中。摩托罗拉的专业技术令“无缝移动通信”
变为现实，这种技术潮流也代表着新一轮互联网
革命的到来。 

结束语 
战斗机的设计元素

在概念跑车上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相对于跑车，
战斗机有着更高的可靠
性要求，所以在这些“战
斗”元素的发展的基础上，
必将回到战斗机的设计
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本文编辑：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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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目的外观，犀利的线条和具有未来感的整体风格，加上融合 V 字理念的 LED 灯光系统等凯
迪拉克家族符号的全新演绎，Converj 概念车应用创新电力驱动技术，采取全新的时尚设计理念，
并配备奢华与科技结合的内饰设计，是一款装备精良的豪华 Coupe 跑车。作为凯迪拉克的电动先
锋，Converj 不但拥有澎湃动力，而且实现零油耗、零排放，充分体现凯迪拉克在发展绿色环保产
品中所取得的成就。 

 

“直立式大灯是凯迪拉克的标志，
Converj 概念车在车灯设计上全面采用
了凯迪拉克品牌特有的 LED 灯管和氙气
大灯”，同时，在大灯组的前端还使用了
特有的白天照明光束技术。突出的、流
畅的车身线条、大号的 21 英寸(前轮)和
22 英寸(后轮)轮毂更是突出了整个车身
的外型。Converj 概念车的车身外表采用
暗银色三涂层工艺，通用汽车的设计师
们把这种工艺称做“反应”。 

锋利高耸的尾部 V 型扰流板下掩藏着一
条类激光式光束，俨然告诫旁观者不可亵玩。
推开车门，富有浓郁科幻色彩的驾驶舱映入眼
帘，尽管是四座设计，但前后排的紧凑程度以 

 

及跑车时座椅的采用，令其更像是一款双人
Coupe 车型。入座其中，宛若置身美国科幻大
片场景中的未来座驾。 

蓝组合在纯白的皮革包裹中显得格外梦
幻。碳纤维的迎宾踏板，
镀铬中控盖板饰条，全
电子化的显示控件，如
同《星际迷航》中的星
际战机。 

不难看出，中控台
的设计承袭了凯迪拉
克家族的盾形风格，自
上而下的金属亮仪表
盘被设计的甚为抽象，
采用了全液晶设计，路

 

未来风貌和科技成就的概念车 

                   ——凯迪拉克conve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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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表、转速表及能量表均采用无指针式设计。
取而代之的是随之明暗变化的刻度。相信对于
大部分驾驶者而言，没有指针的日子将是个全
新的体验。 

 
仪表盘的创意和秘密决不仅仅于此。当你

对之前的圆盘指针感到厌烦了，不如替换成为
更能够被电子游戏一代所接受的条形码。而当
车主有来电接入时，仪表盘的液晶屏上将显示
来电人的信息，并通过蓝牙来完成通话。 

 
有了仪表盘的炫目设计，再来看这个多功

能方向盘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为左右分

置的多功能控件全部用 LED 灯给与修饰，科
技感极强而且非常容易操作。真皮包裹的方向
盘中央凯迪拉克标志镶嵌其中，这一部分的线
角极为考究，是凯迪拉克家族的一贯风格的延
续，对凯迪拉克来说，高科技可以不断进化，
而精湛的工艺也必须与时俱进，Converj 的材
质和工艺考究水准已经超越同级豪华车，似乎
有意树立新的豪华标杆。 

 

 

Converj 的内饰整体设计可以概括为全数
字化、液晶化、信息集成化、人性化。由于有
足够大的液晶显示区域，因此 GPS 系统、车
主信息系统和音响系统，可以同时展现在中控
处。让车主对每一条信息都一目了然。Conve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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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位设计精致考究中带有强烈的未来科技
感。设置有 P、F、N、R 四个电子档位，以湛
蓝色装点让人浮想联翩。 

Converj 概念车的内饰设计上所拥有的一
些先进性能和豪华装备，已经充分考虑到将效
率和环境因素融为一体的需求。整个车厢内部
都被颜色对比鲜明的“冬日白”山羊皮及“午夜
黑”真皮包裹，并使用铝金属饰条和木质饰条
加以点缀。此外，Converj 概念车的内饰选材
上还使用了很多可再生材料，例如，羊毛地毯，
丝质的顶棚内衬，还有用工业回收材料合成的
皮革等等。 

Converj 概念车采用先进技术的传动中心
提高了效率，减少了车载设备对电能的消耗。
主要的特点包括： 

 在仪表盘上采用的全新 LED 照明技术； 

 触控式人机界面集成导航、空调及影音娱
乐系统； 

 亮度可调的车顶照明灯； 

 独有的蓝光中控图像显示“power on”启动
系统； 

 显示屏能够实时显示制动能量回收、电池
充电情况及功率输出的情况； 

 取消了车内及外部后视镜设计；可以通过
仪表板上的显示屏来观看车载摄像头所
拍摄的车身周围全景图像； 

 一键式启动及可电动折叠的前排座椅。 
 
 

 

 

本文编辑：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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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飞行员与战斗机的交互也越来越复杂，其生理负荷和心理

负担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超过了飞行员生理和心理的限度，对战斗机和飞行员的安全产生了诸多

不确定因素。文中以大屏幕显控界面为设计环境，针对现代复杂的战斗机交互界面问题归纳总

结了战斗机驾驶舱显控界面适用的设计准则，以生态界面理论为依据抽象分析战斗机显控系统

层级，结合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思想，利用人机界面设计准则，提出了一种布局设计的方法流

程。以 F-18 战斗机的显控系统为参考，构建具体的界面设计方案，并对方案做出分析。 

关键词：战斗机；界面布局；生态界面 
 

Layout Design of Display Interface for a New Generation Fighter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ghter 
and pilot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loads of the pilot are beyond 
the capability of man．There are a lot of uncert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ilot's and fighter's safety 
under this situation．In application to large screen display，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guidelines of 
designing the interface of the fighter cockpit．Taking the ecological interface design (EID) theory as 
the basis，the abstract layers of display and control system are analyzed．A method of layout design 
is presented based on the GUI，ergonomic guidelines and the EID theory．A concrete design is made 
based on the system of F-18． 

Key words：fighter；interface layout；ecological interface design 
 

 

引言 
战斗机在近一百年中更新换代、飞速进化。

战斗机驾驶舱人机界面作为飞行员与飞机交
流与沟通的最主要的通道，在进化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驾驶舱中的显示器和控制器数量的增
多，在辅助飞行员工作的同时逐渐成为飞行员
的工作负担，甚至会影响飞行员的正确操作。
F-18 战斗机驾驶舱内一个 HUD（平视界面）
和三个 MFD（多功能显示器）上共计有 62 幅
显示画面，675 个缩写符号，其中 177 个符号
有四种不同大小，总信息量达 1000 多个。飞

行员与战斗机之间的交互信息量的增长，使得
人的因素越来越成为限制作战飞机性能进一
步提高的“瓶颈”。 

尽管战斗机驾驶舱的硬件系统已更新换
代，但是，显示界面的表达形式，图标、地图
等的形式没有与显示器的显示水平同步发展。
显示界面的视觉表达形式有待提高。 

本文从人机界面交互设计的角度出发，针
对目前战斗机驾驶舱显控系统的界面布局问
题展开研究，以生态界面理论为基础，用工业
设计中界面设计积累的经验、原则及设计方法

 

新一代战斗机显控界面布局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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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驾驶舱界面进行优化设计，使得飞行员与战
斗机的交互更为友好。 

1 战斗机的显示控制系统研究 
1.1 战斗机的显示控制系统 
研究选用 F-18 战斗机对操作界面做出分

析。选择该型号战斗机的原因有以下 4 点：一
是虽然战斗机的型号多种多样，各国战斗机在
某些功能和操作上都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战斗
机最终要求实现的战略战术上的目标是一致
的；二是战斗机驾驶舱的显控界面在三代之前
都是仪表操作为主，形式繁多的第四代战斗机
驾驶舱显控界面都是在第三代战斗机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三是该战斗机驾驶舱显控界面是
第三代战斗机中的典型方案；四是各种具体的
战斗机驾驶舱的显控界面虽然不同，但是航电

系统的功能是大致相同的，所以选择 F-18 战
斗机为分析对象，提取出战斗机大屏幕显示界
面的工作内容。 

从图 1 的战斗机显控系统的抽象提取图
可以看到，战斗机显控系统宏观上可以分成 3
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航部分，在 F-18 战斗机
显控界面上，飞行员通过屏幕周围均匀分布的
20 个按钮进行选择。20 个按钮除去 4 个 NO
项和一个 MENU，每一个对应下一级一个子项，
共 15 个选择模块。MENU 键的功能是从任何 
一个界面返回主界面；第二部分是具体界面的
第一层；第三部分是具体界面的第二层。 

 
 

 
 
 
 
 
 
 
 
 
 
 
 
 
 
 
 
 
 

 
 

图1  战斗机显控系统提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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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9.1 ACL

1.2.9.2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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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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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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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第一层共有 15 个模块，分别是水
平位置界面（HIS）、平视界面（HUD）、雷达
界面（RDR）、飞机外挂管理界面（SMS）、前
视红外图像界面（FLIR）、海用前视红外图像
界面（NFLR）、自检与测试界面（BIT）、检查
清单界面（CHK）、发动机参数界面（ENG）、
态势感知界面（SA）、自动着陆界面（ACL）、
姿态控制显示界面（ADI）、油箱界面（FUEL）、
电子战界面（EW）、飞行性能咨询系统界面
（FPAS）。这 15 个模块是飞机系统的主要功
能模块，是飞行员操控飞机、获取飞机自身信
息、联系地面系统、完成飞行与战斗任务的主
要工具。 

图 1 中第二层是 15 个功能模块的下一级
导航菜单或操作菜单。从导航层上不能直接来
到这一层，这一层界面是用来显示上一层的具
体信息或直接操作战斗机的层次，当然这一层
也还有子级界面，在这一层上飞行员仍然是运
用显示屏幕周围的 20 个按钮开关来与飞机交
互信息。 

各个模块界面显示的信息之间基本上是
独立的，每个模块界面都可单独观察，如自检
与测试界面（BIT）；但是，战斗机一旦处于某
个动态情境中，飞行员往往需要来自多个模块
界面的信息用以综合判断战斗机外部环境和
飞机自身状态，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
情况下，战斗机驾驶舱人机界面采用的办法是
将多个显示器同时显示或在同一显示器上通
过硬件按钮切换界面，或者重新设计一个综合
界面显示所有需要的信息，如上述举例的 F-18
战斗机中，指引地平仪界面（ADI）就是一个
综合显示界面。 

1.2 战斗机的显示界面菜单宽度及深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系统各个模块内

部功能项是垂直下行关系，15 个模块之间是
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但是，由于航空电子
技术的限制，系统只能通过分开的屏幕显示，
且各个界面的显示模式是相互替代的模式，界
面间通过按钮开关连接，这种模式在信息查询
中依赖于飞行员的记忆能力，在操作时间和准
确性上不仅依赖飞行员的记忆能力还依赖于
信息与按键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大屏幕显示器条件下，系统显示方式存
在不同的可能性，要更合理地在屏幕上显示这
些界面，首先需要确定显示界面菜单层级。 

菜单最主要的组织构建方式是层级树。菜
单的层级数代表菜单的深度，模块的数量则代
表菜单的宽度。菜单的层级越多则飞行员记忆
的负担越重，设计者可以考虑扩大菜单的宽度，
但是，宽度越大显示界面越拥挤。一般情况下
界面的显示屏幕尺寸有限，所以不能无限制地
扩大界面宽度。 

Lee 和 MacGregor（1985）提出一种定
量方法，用来模糊估计某一任务的搜索时间，
该方法的名称为 TST（Total Search Time），
公式是： T bt k c （log N/log b） 

该公式用来计算界面在一定深度和宽度
下完成某一任务的平均搜索时间。式中：T 是
搜索时间；b 为宽度；k 为人（飞行员）的反
应时间；c 为计算机响应时间；t 为每一个选
择操作的运行时间；N 为总的功能项数，即总
的备选项数。由理论推导得到：一个界面的最
优宽度大约是 4～13 个模块，且任务越依赖于
独立选项的运行，则界面深度越大，界面宽度
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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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斗机飞行攻击信息的生态界面抽象
层级分析 

对于界面信息的分类与组织，本文运用生
态界面理论，进行抽象层级分析，见图 2。 

功能目标层级：该层级表述的是总体目标
或整体期望。战斗机设计的总体期望就是保护
领空安全，这一过程又可以表述成具体的功能
目标。设定任何飞行活动的第一目标都是安全
出发，安全返航。将这一目标翻译成抽象层级
功能目标就是：保持战斗机自身安全。设计内
容中的另一目标是击落空中敌机，将这第二个
目标翻译成抽象层级功能目标就是：击毁敌机。
以下所有的分析都是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的。 

抽象功能层级的理论依据是：世界是客观
存在的，完成某些活动时要遵守一定的定律。
就战机的飞行任务而言，要实现击毁敌机同时
保证自身安全这样的功能目标，必定要遵守空
气动力学原理、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 

战斗机在起飞、爬升、巡航、机动飞行、 

进场、着陆、滑行过程中燃料转化为机械能、
热能等形式，再由机械能、热能等转化为飞机
动力，完成飞行任务；战斗机在空中要完成击
落敌机这个目标，首先要侦测目标，然后自身
做出反应，接着锁定目标，最后发射导弹，都
能归结为抽象功能中的定律。 

一般功能层级：保持战斗机自身安全的一
般步骤，是起飞、爬升、巡航、机动飞行、进
场、着陆、滑行；在空中击毁敌机的步骤简化
为侦测目标、自身做出反应、锁定目标、发射
导弹。 

物理功能层级：这一层表述的是完成一般
功能层级中动作或任务所需要的机械或仪器。
对于保持飞机自身安全这一行为所需要的是
升降副翼、升降舵、方向舵、驾驶舱控制、自
动驾驶、发动机等部件或仪器；对于击毁敌机
这一行为所需要的是雷达、平视显示器、导弹、
操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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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形式层级：上一层级中的部件或仪器
最终会以一定的形式反映给飞行员，比如空速、
方向角、位置、姿态、压力、高度等参数，这
些参数分别显示在平视界面、红外前视界面、
雷达界面、飞机外挂管理界面及其他界面上，
在物理形式层级上直接用参数显示的界面代
替参数。 

3 驾驶舱人机界面的显示布局设计 

3.1 界面布局流程 
布局问题（Packing Problem）是指给定

一个布局空间和若干待布物体，将待布物体合
理地摆放在空间中满足必要的约束，并达到某
种最优指标。借鉴 Won Chul Kim 和 James 
D．Foley 在 1993 年《为用户界面显示设计
提供一种高级控制和专家辅助的方法》一文中
的界面模块分析方法，按队列、方位、放置的
思想提出以下显示界面布局思路。Kamran D、
Ma Ziar A 和 Hosse In S F 提出可以通过经验
的积累提取一个完整的布局流程。结合前人的
研究，以下是本文提出的一种方法，用来构建
一个框架，使界面上的各种元素得到合理的排
布。 

在显示布局研究中设定以下条件：研究中
采用的界面为简单界面，即界面的元素种类是
有限的，如下例中只有 2 个元素；如果元素同
种类或不同元素间有紧密联系或对应关系，可
以将这些元素看作一个元素，即在界面布局设
计时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布局在一起；界面为静
态界面，不存在动态图片等能紧抓视觉的元素，
即每个元素对人类视觉的吸引度是一样的；界
面中元素的重要程度与其所占面积成正比，即
越重要的元素面积越大。 

 
（a） 

 
（b） 

图 3  界面布局 
显示器的面积已经由生产技术限定，元素

的重要性不同并且已经通过面积表达出来。现
在，要将这两个元素布局到既定界面中。首先，
对布局空间建立一个坐标系，见图 3（a），然
后将两个元素放入坐标系中，在坐标系中对元
素排列组合，得出它们之间有 4 种相对位置，
见图 3（b）。对于现有方案的筛选我们运用两
种方法：设计准则挑选法和眼动追踪实验法。
先运用设计准则挑选法删除明显不符合设计
规律的方案，然后用眼动追踪实验法对剩下的
不确定方案进行实验，通过实验数据对比筛选
最优方案。 

同样，在界面包含多个元素的情况下，仍
依照这种思路，根据排列组合原理，最终能将
最优方案筛选出来。该思路的缺陷正如假设条
件中所说，界面元素的种类只能是有限的且越
少越好，但是设计者可以对元素间的内在联系
和对应关系进行分析，对元素进行归类，以弥
补此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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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战斗机驾驶舱界面布局设计 
显控界面经过功能层级分析，可以看成两个组
成部分，导航层区域和主界面区域，如图 4 所
示，面积小的长方形代表导航层区域，面积大
的长方形代表主界面区域，这样界面布局就有
了 4 个方案。 

 
（a） 

 
（b） 

 
（c） 

 
（d） 

图 4  界面布局方案 
图 4（a）、（b）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两种逻辑产生对应关系，（c）、（d）按照自右
向左和自左向右的逻辑产生对应关系。参照图
示的逻辑路径，可以看到，（c）、（d）两个方
案中，会有 p 点至 q 点这样横跨整个界面的

路径，该路径远远长于（a）、（b）两个方案
中的路径 m 至 n。视觉认知的时间和路径长
度成正比，所以（c）、（d）两个方案的认知
时间必定比（a）、（b）两个方案长。因此（c）、
（d）两个方案可以舍去。 
接下来分析图 4（a）、（b）两个方案的主界面
部分。F-18 战斗机有 15 个模块，设计时不可
能将 15 个模块同时显示在界面上，选取最优
宽度为 4～13 个模块，得出如图 5（a）、（b）
的设计方案。 
 

模块 1 模块 2 模块 3 模块 4 

子界面 子界面 子界面 子界面 

（a） 
子界面 子界面 子界面 子界面 

模块 1 模块 2 模块 3 模块 4 

（b） 
图 5  界面布局方案 

图中实线将用于主界面的部分划分为左
右对称的 4 个等面积区域，同时在每个区域中
用虚线划分出较小的面积作为子层显示界面
的区域，在系统分析中可以看到有些模块的次
级界面还是较多，所以该区域还可再次划分，
用于显示多个子层界面。 

将具体视图界面填入上述布局框架后，得
到图 6 所示 4 个方案。界面设计中，在组织上
的每一层都要提供视觉结构和流，这主要包括
两方面：构建逻辑路径、对称和平衡。界面布
局必须采用正确而有效的逻辑路径，用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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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该路径与界面互动。人眼阅读的习惯是从上
到下，从左到右；从视觉平衡的观点来看，对
称是组织界面的一个有用工具，如果不对称，
界面会显得失衡，界面中常用的两种对称方式
为垂直轴对称和对角线对称。 

驾驶舱界面布局方案的视觉路径，按照显
控系统的层次，应该是从导航部分到主界面的
飞机外挂管理界面、雷达界面、前视红外图像
界面、参数仪表界面，再到每个界面的子界面
的顺序。图 6（a）是从上到下的顺序；图 6
（b）是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的“Λ”型顺
序；图 6（c）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V”
字型顺序；图 6（d）是从下到上的顺序。根
据人的视觉习惯及眼动实验验证，图 6（a）
为最优的界面。 

 
（a）导航置顶端、子界面置下 

 
（b）导航置底端、子界面置下 

 
（c）导航置顶端、子界面置上 

 
（d）导航置底端、子界面置上 

图 6  驾驶舱界面布局方案 
4 结束语 
本文在新一代战斗机显控界面布局设计

中，首先对战斗机显控系统层次的构架进行了
归纳，通过对显示层级的分析，对显示内容进
行了分类和合并。其次在布局设计中，综合考
虑菜单的宽度和深度，从而确定其树形结构，
就具体的界面而言，按照任务要求和视觉规律，
可以在备选方案中筛选最优布局。按照文中的
方法和流程在 F-18 的基础上给出了设计方案
的优选过程。对于复杂系统界面的布局，这一
方法是可行的。 

 
 
 
 
 
 
 
 
 
 
 
 
 
 
 
 

本文编辑：刘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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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C919顶控制板照明样机安装托架为例，论述了采用铰链及快卸锁连接内外托架
的顶控板托架设计方法。文中从总体方案、零部件设计、装配方案等设计要素出发，论述在大
型飞机顶控板托架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设计要点。经过样机验证，采用此形式的顶控板托架，可
以快速脱开内托架与外托架的连接，实现对安装在托架上的控制面板组件（简称CPA）类产
品快速维护与调试。 

关键词：控制面板组件、顶控板托架、铰链、快卸锁 

 

引言 

顶控板托架是安装在飞机驾驶舱内、为顶
部控制板类产品提供安装基面及机械接口的
安装界面。根据飞机种类不同，这一安装界面
的设计需求也有较大差异：对直升机、部分小
型固定翼飞机而言，因顶控板区域产品数量少，
采用托架与飞机固接方式；对大型运输飞机、
客机等，为满足产品快速调试、维护要求，采
用内外托架组合方式，即外托架采用螺钉或铆
钉固定在飞机上，内托架采用一侧铰链、一侧
快卸锁形式固定在外托架上，从而实现内外托
架快速脱开。 

1 顶控板托架的概念、作用及常见结构形式 
1.1 概念及作用 

概念：顶控板托架是为各类控制面板提供
机械安装接口的结构界面，其自身安装在驾舱
顶部，周围与内饰拼接以保证美观。 

作用：为各类控制面板组件提供机械安装
接口，接口形式根据需求主要有角形锁座+螺
旋锁、螺纹孔+螺钉等形式。 

1.2 常见结构形式 

固定式：顶控板托架与飞机结构采用铆接
或螺栓连接，如非必要，一般不对托架进行装
拆操作，典型案例如基于国内 X 型运输机改型
的水上灭火/救援飞机。 

活动式：当需要对控制面板系统进行调试
或排故等操作时，可以快速打开托架开展工作；
工作完成后可快速将托架复位，完成装配。典
型机型如 ARJ21-700 型飞机。 

图 1 顶控板托架典型安装示意图 

2  设计需求 

本顶控板托架需要安装在驾驶舱上部，安
装在本托架上的产品主要界面及总体尺寸如
图 2 所示。 

 

活动式顶控板托架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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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 客机 CPA&DCS 顶控板所有控制面
板重量 33 千克，上部重量 25kg，下部重量 8kg，
为方便系统调试与维护，用户要求各控制面板
安装在托架上后，内部托架要能够方便打开并
快速复原。 

 

图 2 托架上安装的控制面板示意及尺寸 

3 设计方案 

本设计方案的描述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a.总体设计：结合用户需求，从总体方案实现
的角度描述托架实现方式； 

b.部件设计：主要描述外托架、内托架、快卸
锁部件设计，并分析各部（组）件装配设计方
法； 

c.零件设计：分析各部分典型零件如安装板、
支撑架、快卸锁各零件的设计方案，并对重要
紧固件——快卸锁的锁钉、圆柱销零件进行静
强度校核，保证零件实现功能，并具有较好的
力学性能及一定的加工工艺性。 

3.1 总体设计 

基于设计需求，本托架设计分为内、外托
架，两部分一侧采用铰链连接、一侧采用快卸

锁连接的方式。铰链采用螺栓连接分别固定在
内托架和外托架上，起到内外托架连接作用及
支持内托架绕铰链转动作用。同时，因内托架
上安装的控制面板产品数量多、重量大，为方
便安装产品后内托架的开合，将内托架分为两
部分设计，两部分可分别拆装、互不干涉，如
图 3 所示。 

图 3 托架总体示意图 

3.2 部件设计及装配 
3.2.1 外托架设计 

外托架采用较大尺寸的钣金焊接的形式
加工，为方便加工，其曲面形状相对简单，需
要考虑的设计因素有以下方面： 
a.与用户预留的安装接口匹配； 
b.托架内部深度要满足控制面板安装后的深
度要求，且与飞机自身结构尺寸不得干涉； 

c.材料自身性能符合加工工艺性。 
在初始设计阶段，为追求与飞机的接口要

求及曲面美观，在飞机航向及展向均采用曲面
设计方式。在后续加工过程中，经与外协加工
单位沟通，普通钣金无法实现该曲面的加工，
必须通过模具冲压整形实现。考虑此次加工零
件为一次性制造、加工周期短、经费紧张等因
素，决定简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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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外托架尺寸在飞机展向对安装影响
小，经过模型修改、数模试装，将外托架展向
断面改为直线形式，更改前后的模型对比如图
4 所示。 

R4
00

0*

1212

图 4 外托架曲面设计更改对比图 

3.2.2 内托架设计 

内托架上、下两部分如图 5 所示，两部件
设计方案基本相同，采用厚度 δ3、O 状态的
的铝合金板 2A12 进行钣金设计。 

 

图 5 钣金形式的内托架上下两部分 

为了满足安装调试需要，各连接部位基本
采用螺钉连接，且在长度方向上出现群孔时，
采用零件加工基准孔、装配时配打孔的方式消
除可能出现的零件加工累积误差。 

在内托架下部分设计时，因控制面板界面
最下端有三个产品规格尺寸与其他区域产品
相差较大，此处采用拼接零件的形式设计其支

撑架，如图 6 所示。 

 

图 6 支撑架的使用 

3.2.3 铰链组件设计 

铰链作为半成品的采购件，因其轴端部尺
寸偏长且为手工折弯，为满足安装尺寸及功能
需要，在产品装配中需要进行补加工。补加工
前的铰链如图 7 所示。 

图 7 铰链（采购件） 
针对铰链的补加工主要有三处： 

1.根据安装尺寸限制，将铰链其中一页铣窄； 
2.将铰链轴的两端剪断至目标尺寸，并添加两
挡圈，将端部挤扁对挡圈限位。此处，增加挡
圈的目的是防止轴端挤扁后对铰链运动灵活
性造成影响。 
3.在装配过程中，补加工其与内、外托架装配
的安装孔。 

补加工后的铰链如图 8 所示： 

2.
6

打扁

图 8 铰链轴端补加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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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轴径φ4，此处设计的挡圈孔径φ4.1，
为将挡圈固定在轴端，采用打扁方式加工轴端，
设计加工后轴端厚度 2.6，而根据截面积基本
相同的原则，加工后轴端截面长度方向尺寸约
为 5.39，能够可靠保证挡圈被固定在轴上，见
图 9。 

φ412.566mm
2

2.6 5.
39

打扁

≈

12.563mm
2

图 9 铰链轴端补加工前后对比图 

3.2.4 快卸锁部件设计 

快卸锁部件是实现内、外托架快速装拆的
紧固件。在使用过程中，为满足“快卸”需要，
将快卸锁设计成图 10 形式： 

 

图 10 快卸锁座部件 

快卸锁由图 11 所示五部分组成：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11 快卸锁部件爆炸图 

图中，①锁钉；②弹簧；③锁钉套；④圆
柱销；⑤快卸锁座。 

固定内外托架时，可以使用一字螺刀将锁
钉压下，并顺时针旋转 110°，此时圆柱销在锁
钉座的螺旋面上盘旋上升，并最终卡入锁钉座
的槽内（锁钉座该处的开槽尺寸依据圆柱销尺
寸确定，其长度、方向、深度均需满足加工、
装配及使用要求，具体设计过程见后续章节）。
当需要拆开内外托架的连接时，同样使用一字
螺刀逆时针 110°拧松锁钉，完成拆卸。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快卸锁工作过程图 

3.2.5 主要部件装配 
3.2.5.1 角形锁座的安装 

角形锁座是固定在各安装板上、为各控制
板提供安装接口的部件，其最终的孔位精度将
影响最终控制面板产品的安装，通过测量采购
的角形锁座尺寸可以发现，其孔位精度累积尺
寸随角形锁座的长度增大而增大，根据本托架
设计需求，其安装的角形锁座最长 552mm，
因加工导致的累积误差约为 1mm，在最终安
装角形锁座时，将导致最后几处控制面板的机
械安装接口孔位偏差严重，导致产品无法顺利
安装。 

为提高机械接口的孔位精度，此处采用分
段安装角形锁座的形式，即将整根角形锁座剪
断成两段以上，每段分别定位、安装，减少累
积误差对尺寸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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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角形锁座 

这里将角形锁座分成四段，每段分别加工
出各自的安装基准孔，则前一段角形锁座的孔
位累积误差将不再对后一段造成影响。需要注
意的一点是，在考虑剪断位置时，需要将最终
控制面板的安装孔位确定，避免出现机械接口
的安装孔位与角形锁座的切断位置冲突，导致
无法安装，如图 14 所示。 

 

图 14 角形锁座切断位置 

3.2.5.2 快卸锁的安装 

在安装快卸锁的过程中，为防止其与托架
脱开，此处使用内齿形挡圈对快卸锁进行限位，
此种止退方式在轴类零件设计时经常被用到，
是典型设计方式，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快卸锁安装图 

内齿形挡圈内径尺寸略小于快卸锁壳体
直径，在快卸锁壳体上设计一环形槽，当内齿
形挡圈到位后将卡入该环形槽内，起到止退作
用，最终实现快卸锁的固定。 

3.2.5.3 快卸锁座的安装 

快卸锁座的作用类似于螺母，其安装在快
卸锁安装板上，采用沉头螺钉形式与安装板实
现固定。 

 
图 16 快卸锁座安装图 

3.3 零件设计 
3.3.1 安装板零件设计 

托架主要组成零件为钣金加工，为保证零
件强度与刚性，本次主要采用 3mm 的 O 状态
2A12 铝板作为加工材料。图 17 为内托架的典
型安装板零件。 

 
图 17 典型安装板 

在细长类钣金零件设计时，为增强刚度，
经常采用卷边、折弯等形式进行加强。此托架
安装板的零件长度尺寸大（552mm），为保证
其刚性，在其长度方向设计有两次折弯，折弯
后的零件接缝处采用焊接方式拼接，焊缝位置
如图所示。通过折弯设计，安装板零件抗弯性
能明显增强。 

 

图 18 托架典型安装板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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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支撑架设计 

托架的安装前支撑架是一特殊零件，为满
足其尺寸及安装角形锁座的功能要求，将其设
计成图 19 所示形式。 

 

图 19 支撑架 

为保证加工精度，并减少可能的焊接缺陷
对零件强度造成影响，在加工前支撑架零件时
将焊缝布置在图示位置： 

图 20 支撑架设计及焊缝设置 

图示 F1～F3 引出位置是支撑架主要固定
点及受力，所选择的焊缝位置远离主要主要受
力点，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应力分布的集中位置，
避免可能出现的焊缝开裂等问题。 

3.3.3 锁钉设计 

AA

R0. 5

15
.5

+0
.1

1
0

φ 1. 5
+0 .02
0 (镀后)

φ3±0.0 3

2 0°

φ8

2.8 mm 2

横断面面积
A-A

 
图 21 锁钉设计图 

选材：30CrMnSiA，此种钢材是飞机制造
业广泛使用的调质钢。 

热处理状态：30CrMnSiA 钢材在淬火+高
温回火状态下具有较高的强度及足够的韧性，
此处选用材料典型热处理状态，870℃～890℃

油淬+510℃～570℃回火，油冷。热处理后强
度：拉伸强度，σb 1080MPa（相较而言，45#

钢 常 规 热 处 理 方 式 为 正 火 或 退 火 ， 其
σb 590MPa；不常使用的调质热处理方式后
σb 1059MPa，力学性能较 30CrMnSiA 钢材
差距明显）。 

强度校核：此处，考虑锁钉用于照明样机，
仅计算在静载荷境况下的应力并进行校核。锁
钉零件最薄弱处横断面积 S 锁钉=2.8mm ，通
过 CATIA 软件测算，内托架重量 m1=3kg，已
知安装的产品重量 m0=25kg，两组内托架单边
安装的快卸锁数量均为 4 颗，则每颗锁钉需要
承受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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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_

锁钉 = m m  = ≈4.7kg 

其受到的拉力值 F 锁钉=m
_

锁钉g=4.7×9.8≈45.8N。 

在此力作用下，锁钉材料受到的应力 

σmax=F 锁钉/S 锁钉=45.8N/2.8mm =16.35MPa

＜＜σ =1080MPa。 

零件强度满足使用要求。 

3.3.4 圆柱销设计 

选材：30CrMnSiA。 
热处理状态：870℃～890℃油淬+510℃～

570℃回火，油冷。 

热处理后强度：剪切强度τ=715MPa。 

7±0 .0 5

2- SR

φ
1.

5+
0

.0
5

+
0

.0
3
(
镀
后

)

 

图 22 圆柱销 

强度校核：此处，考虑零件用于照明样机，仅
计算在静载荷境况下的应力并进行校核。零件
受剪切的横断面积 S 销=1.77mm ，单颗圆柱
销承受的重量 

m
_

销=m
_

锁钉≈4.7kg 

其受到的拉力值 Fs=F 锁钉≈45.8N。 
在此力作用下，圆柱销受到的剪切应力 

Tmax=Fs/（2·S 销） 
=45.8N/（2×1.77）mm =12.94MPa＜＜τ

=715MPa。 

零件强度满足使用要求。 

3.3.5 快卸锁座设计 

快卸锁座是实现托架连接的重要零件，是
保证快卸锁正常工作的核心零件。 

选材：采用 1C18Ni9Ti 不锈钢材料。 

已知被快卸锁固定的内、外托架板厚均为
3mm，锁钉长度等相关尺寸已基本确定，圆柱
销沿快卸锁座螺旋面上升到最高点时，需保证
弹簧不得被压并，根据弹簧压并高度、综合考
虑锁钉长度及快卸锁座尺寸，最终确定螺旋面
最高点距其安装面的尺寸为 8.3mm，如图 23

示。 

 
8.

3

圆柱销上升到螺旋面最高点

8.
6

弹簧压并高度8.40
-0.8 mm

3
3

 

图 23 快卸锁座高度尺寸的设计 

此种形式快卸锁座的加工过程涉及线切
割、普通铣削及数控加工三部分，其中螺旋面
的加工难度相对较大，经过与工艺员及加工现
场沟通，选择了图 24 所示方案。 

 

 
 
 
 
 
                                 

图 24 快卸锁座的螺旋面设计 

螺旋线节距：6.2mm；

旋转角度：70°； 

螺 旋 上 升 高 度 ：

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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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防止锁钉扣紧后脱出，在快卸锁
座螺旋面后端设计一浅槽，深度 0.75，当圆柱
销旋转至浅槽位将嵌入其中，实现防脱出设计。 

4 总结 

本设计方案主要以 C919 机头照明样机需
求为出发点，涉及总体方案设计、部件实现方
式、零件设计方法，主要论述在静力作用下的
方案可行性，装配完成的样机如图 25 所示： 

 
图 25 托架与控制面板产品总体装配图 

本方案相较后续装机产品而言还存在设
计差距，从强度、工艺性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未
考虑及未验证之处，且未开展在飞机振动环境
的动载荷下强度校核，采用的钣金零件设计方
法、焊接工艺等能否满足性能需要也有待进一
步验证。因此，本文提供的是一种基本可行的
设计解决方案，经过技术细节完善、验证等环
节可达到工程实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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