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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摘要
通过使用飞机结构的端到端过程，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充分利用仿真 
功能，制造商已经能够及时、以可预测的性能提供创新产品。这让他 
们可以减少模型准备时间，缩短设计 - 分析迭代，评估不同学科之间 
的折衷方案，简化开发以便及时发货并改进设计质量。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飞机结构工程和分析 
利用集成式仿真环境

http://www.siemens.com/simcenter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白皮书 | 飞机结构工程和分析

2

内容

高层摘要 ................................................................3

航空行业面临的挑战 ..............................................4

成本压力增加 .........................................................5

飞机结构开发项目 ..................................................6

延迟理由 ................................................................7

飞机结构分析中的难题 ...........................................8

典型飞机结构过程与挑战 .......................................9

西门子用于飞机结构方面的解决方案 ....................11

结论 .....................................................................12

参考信息 ..............................................................13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白皮书 | 飞机结构工程和分析

3

高层摘要

绝大部分飞机企业工程部门都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这在飞机结构领域尤为明显，因为产品的复杂性日益 
提高，对于安全和认证的需求日益增加。机身结构分 
析的主要挑战在于自动化、标准化、追踪性和部署。

全局仿真过程意味着许多工程团队可以密切合作，从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定义到计算机辅助工程 (CAE)  
模型和应力分析。使这一过程自动化，正是加快和改 
进设计仿真迭代效率的关键所在。

此外，导致飞机认证的飞机结构尺寸调整需要计算成 
千上万个结构分析。在应力分析过程中获取正确数据 
和使用正确工程方法、共享工作成果和发布应力报告 
缺乏一致性，致使认证困难重重且历时长久。过程标 
准化通过提高一致性并降低出错风险，帮助解决这一 
问题。

过程自动化和标准化是机身结构分析的重要难题，而 
维持特定数据、模型和过程 / 方法从概念到最终产品 
的可见性和追踪性一直是一大挑战。

最后，为保持竞争优势，全球化企业可以与供应商共 
享模型，而这也为数据安全带来真正的挑战。

如何实施飞机结构全局仿真过程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提供有关飞机结 
构仿真的整套解决方案，帮助实现数据和结果的 
可追踪性，同时保持一致的全局过程控制。

Simcenter ™ 产品组合是一系列综合仿真（加高级方 
法）测试和数据管理工具，可以简化全局仿真过程， 
便于 CAD 几何体定义和提供 CAE 环境。

除了详细有限元模型 (FEM) 方法以外，最终用户可 
以使用分析工程方法库调整飞机结构组件尺寸。根据 

仿真数据和结果生成应力报告的功能，让最终用户可 
以从一致而集成的全局过程中获益，从而可以在整个 
设计周期节约时间。

越来越多要在全球化团队中处理和共享的数据和结 
果、模型、仿真结果和工具通过 Teamcenter® 仿真 
软件管理和追踪。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解决方案可以在全 
球范围内部署，因此，飞机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可以 
通过为工程师们提供具备适当方法和工具的集成式 
环境来外包工作，并在供应链中形成竞争优势。

概括而言，机身结构分析中的自动化和标准化挑战可 
以通过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产品解决， 
因为它提供涵盖整个仿真链的集成式仿真环境，重点 
关注客户数据、知识和过程的捕获和追踪。

 Data management, process and workflow management

Design

Loads

CAD Internal load FEM
Analytical

FE

FEM

Loads Detailed FEM

Stress

Customer legacy tools

Customer methods

Siemens method

图 1：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工具用于简化全局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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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行业面临的挑战

航空航天企业面临着开发成本、改进项目交付性能和 
管理创新举措，同时便于管控产品质量的挑战。对于 
试图实现效率、质量、合规和成本突破的企业而言， 
他们必须转变基于模型的工程过程。这是一个复杂而 
多维的问题，涉及不同过程、工具和组织之间的相互 
依赖。其目标是制定更为准确的决策、在项目周期中 
更早实现这些决策以及提高需求、功能、测试计划、 
验证和认证之类关键决策元素之间的关联和追踪。

第一项要求就是支持不同团队之间的端到端数字化连 
通和集成，让他们可以无缝执行业务工作，协同合作 
并在整个设计周期中管理数据访问。另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创建产品架构、设计需求、测试计划和执行、仿 
真和验证、CAE 数据和过程管理之类不同学科和主题 
的数字化线程。

行业创新和领导企业正在构建和发起一些策略，用于 
关联业务目标与过程改进，此外还在制定能够产生短 
期价值和实现目标状态的特定举措。

开发成本在导致项目延迟方面存在的挑战，对于飞机 
结构领域尤为明显，因为产品的复杂性日益提高，对 
于安全和认证的需求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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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压力增加

航空航天企业面临着开发成本、改进项目交付性能和 
管理创新举措并确保产品质量方面的挑战。

将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规划控制在预算和计划范围内， 
对于任何一家飞机制造商而言都是一项挑战。飞机企 
业可能经历长达五年的项目延迟，这使制造商的工程 

时间显著延长，成本超支可能高达上亿美元。如图 3  
所示，成本超支可能高达 48%。同时，制造商需要向 
客户支付的违约金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见图 3）。

图 2：飞机开发成本和违约金示例。

Exhibit 1: Recent aircraft program development costs,
from preliminary design to 2014
US$ Billions

3.0

At
conception

Source: Company reports, Oliver Wyman analysis

At
project launch

During the
inaugural flight

Latest estimate

Cost increase: 48%

3.4

3.9

4.4

Aircraft development project 1

Waiting clients > 50 Waiting clients > 20

Delay to date > 42 months Delay to date > 36 months

Penalties to date > $4.5 billion

$0 $1 $2 $3 $4 $0 $1 $2 $3 $4

Penalties to date > $4.0 billion

Aircraft development project 2

Source: Company reports, Oliver Wyma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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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开发项目

Feasibilty

• Explore aircraft
 architecture,
 configurations
 and technology

> Aircraft level > Assembly level > Component level > Aircraft level

• Explore structural
 topology and
 design principles

• Define structural
 details

• Justification

• Certification

• Maintenance

• Repair

Concept Definition Development In-service

图 3：飞机结构开发项目的典型阶段。

在可行性分析阶段，几种可能的飞机配置和匹配的机 
身架构和技术得以探索。例如，可以评估将引擎放在 
后部还是机翼盒上，或是评估对于结构使用复合材料 
还是金属。

一旦选定某种配置，我们就会转到概念阶段，将重点 
关注到结构拓扑和设计原则上（例如，结构框架的数 
量）。完整的飞机结构通过权衡研究逐步定义，从而 
评价几种准则之间的最佳权衡。

总体机架一旦确定，就可以开始结构细节定义的最终 
设计。例如，考虑减层的堆叠顺序或详细桁条剖面（如 
腹板高度、腹板和支柱厚度）。

确定飞机的详细尺寸之后，权威机构将根据关键文档 
评估飞机的审批和认证。这属于开发阶段。

在每个环节，都时常需要对设计和载荷更新进行迭代 
和返工，以便实现最佳设计和认证需求，而这也导致 
额外延迟并影响整个开发过程。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白皮书 | 飞机结构工程和分析

7

对于结构分析过程的影响

由于飞机制造商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新厂商的不断涌 
现，以更短的交付周期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交付，这 
方面的压力倍增。

此外，材料和设计复杂性的不断提高，导致结构分析 
需求增加。工程比已经从 5 个设计师：1 个应力工 
程师增加到 1 个工程师：2 个应力工程师。

除此以外，认证环境和安全标准也越来越严格。

图 4：商用飞机按大小划分的竞争格局（Cay-Bernhard Frank 与 A.T.Kearney 
联合研究）。

图 5：波音工程师主管兼项目经理基恩 · 巴森海耶认为复杂性推动了分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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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分析中的难题

商用飞机（30% 是军用飞机）有 60% 的非重复性成 
本花费在结构上，这就意味着，任何结构分析过程方 
面的改进都会对减少延迟和成本超支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突出结构分析过程方面潜在的改进，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典型飞机结构过程。

图 6：商用飞机非重复性成本分配（雅各布 · 马基什）

结构 59%

系统 24%

引擎 8%

有效载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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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飞机结构过程与挑战

下图显示了从 CAD 基础架构、内部载荷有限元模型 
（或全局有限元模型）生成到应力和结构评估分析这 
一简化过程。

典 型 的 飞 机 结 构 过 程 主 要 涉 及 四 个 不 同 学 科： 
设计 /CAD、载荷、有限元模型连同有限元模型生成 
和有限元分析、安全裕度 (MoS) 计算。

设计 – 根据公司流程对 CAD 模型进行手动更新或 
者参数化。但是，CAD 数据并不是主要用于仿真。

准备仿真几何体非常耗时，因为它可能花费 20% 的 
分析时间。能够迅速了解任何设计更改对于完整过程 
的影响，这也至关重要。 

从仿真角度对 CAD 几何体进行参数化，而不是依赖 
于设计师意图，对于在整个过程中减少几何体准备时 
间价值重大。

外部载荷计算（飞行理论，包括气动弹性学）– 外部载 
荷有限元模型用于主要结构刚度和质量效应的线性 
静态、动态和颤振分析。这帮助实现了载荷与更为 
详细的内部载荷有限元模型的映射。

通常而言，这些外部载荷在整个飞机项目中会更新三 
到五次。能够迅速了解载荷更改的影响以及载荷的不 
确定性，同样至关重要。

载荷有限元模型也称为全局有限元模型 (GFEM)。此 
有限元模型直接从 CAD 模型生成，或者是先前飞机 
项目修改而成的有限元模型。内部载荷有限元模型可 
能通过不同部分构建；如果是这样，模型会组合为一 
个装配；这就意味着，有大量模型和数据需要管理。

此模型用于每个主要结构载荷路径的线性静态分析， 
还会为主要结构的详细应力分析提供自由体载荷。

内部载荷用作详细有限元模型 (DFEM) 的有限元计算 
或是分析计算的输入（主要使用客户内部工具或标准 
手册）。

图 7：典型飞机结构过程。

 Data management

Loads

Design

GFEM

DFEM

FEM MoS

FE

Analytical

Standard methods

Customer methods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白皮书 | 飞机结构工程和分析

10

其中的难题在于，通过自动化加快模型创建、不同子 
模型必要的装配管理以及集成各种公司标准进行网格 
生成（例如，网格划分规则、质量检查等）。

详细有限元模型通常是为复杂几何结构生成的。此外， 
它还用于通过非线性分析捕获复杂现象。

安全裕度计算在结构组件分析中执行，主要通过分析 
方法进行（根据标准飞机手册或公司标准）。

内部载荷和几何体直接从 CAD 或有限元模型和结果 
中提取，安全裕度计算通过手册中的分析方法进行。 
必须确保输入数据、所用方法以及安全裕度结果的完 
全可追踪性。

其中的难题在于加快数据准备（应力工程师 30% 的 
时间用于准备数据）、使用正确的方法以及维持输入 
数据和相关认证安全裕度的可追踪性。

因此，融合不同技能（载荷 /CAD/CAE/ 安全裕度）是 
改进项目性能和打破开发成本曲线的一大挑战，也因 
而提出以下关键要求：

1. 简化结构分析过程 ➝ 过程自动化

2. 提供几何体访问权限和设计更新 ➝ 集成设计与 
     仿真，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图 8：安全裕度计算。

1. Aircraft component focus 2. Margin of safety calculation

3. Margin of safety postprocess 4. Stress report generation

• CAD link for geometry parameters
• Load extraction from FEM

• Compute local simulations from analytical methods
• Customer or reference hand book methods

• Report generation based on                                            
   a template
• Results and pictures

• Dedicated MoS post-process
• Critical load case
• Critical criteria
• Critical MoS

3. 方法和过程标准化 ➝ 需要开放实施公司过程和 
     方法 

4. 需要可追踪性 ➝ 设计配置管理材料、载荷、有 
     限元模型管理

除这些活动以外，数据管理是指执行端到端仿真工作 
流的仿真数据管理。这方面的挑战包括：

• 捕获并管理所有仿真数据（几何体、模型、输入模 
型、载荷工况、结果、报告等）

• 捕获仿真文件及其关联元数据

• 储存并管理原有、工作中 (WIP) 和已发布仿真数据

• 管理数据库中的大型文件或者将其置于数据库之外 
并进行追踪

结构分析过程的当前方法是混合商用现货 (COTS) 和 
公司内部方法与具有专门功能的工具，并且必须具备：

• 几何体访问权限和设计更新

• 载荷访问权限和载荷循环迭代

• 标准化流程和可追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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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载荷

安全裕度

安全裕度

西门子用于飞机结构方面的解决方案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提供集成式端到 
端飞机结构解决方案，涵盖整个飞机结构过程，能够 
用于：

• 封闭从 CAD 过渡到 CAE 形成的间隙（设计更新、 
有限元装配等）

• 管理设计更改、载荷循环迭代

• 确保从概念设计到认证的可追踪性 

• 简化和标准化应力分析过程（无论是基于分析计算 
还是有限元计算）

• 结合客户方法、过程和最佳惯例定制过程

Simcenter 3D（图 9）是一系列综合仿真（加高级方法） 
和数据管理工具产品组合，可以简化从 CAD 几何体 
定义到 CAE 环境的全局仿真过程。 

越来越多要在全球化团队中共享的数据和结果、模型、 
仿真结果和工具通过 Teamcenter 仿真软件管理和追 
踪（图 9）。

图 9：从非联通系统到集成式端到端解决方案。

图 10：Simcenter 3D 集成式端到端解决方案。

Simcenter

Teamcenter for simulation data and process mangament

Design FEM MoS

Loads

Design

FEM Margin of safety

GFEM

DFEM

Standard methods

Customer methods

FE

Analytical

Integrated end-to-end solutionDisconnected systems

原有一般流程 西门子解决方案

设计

载荷

FEM

FEM 安全裕度

仿真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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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的集成式端到端过程，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充分利用仿真功能，能够及时、以可预测的性能提供 
创新产品，譬如：

• 缩短 70% 的模型准备时间
 – 通过赋能 CAE 用户修改几何体进行假设分析， 
实现瓶颈上的突破

 – 与旧程序相比，使用应用程序集成可以提高  
30% 的工作效率、改进 10:1 的设计周期时间 

 – 借助可扩展用户界面和引导式仿真，提高用户 
工作效率（新用户量产时间降低 20%） 

• 减少设计 - 分析迭代
 – 分析模型与设计几何体的关联性允许分析师在 
设计更改时迅速更新仿真

• 评估不同结构设计折衷方案（肋条数量、桁条数量 
等）

 – 集成式环境便于理解设计决策对于产品性能多 
方面的影响

• 简化开发以便及时发货 
 – 管理从设计早期到投入使用的仿真数据 

 – 确保仿真基于设计和仿真共用数据管道的正确 
数据 

 – 通过在整个企业中实施和自动化最佳惯例，提 
高仿真速度和质量

• 改进非重复性开支的质量 
 – 通过关联安全裕度、CAE 模型和 CAD 几何体实 
现认证可追踪性

 – 通过标准化过程和方法保持可追踪性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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