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19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专业评审组： 序号：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编号： C15-4002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项目
名称

项目名称 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

公布名 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 王彬文，段世慧，董登科，牟让科，杨胜春，韩克岑，王正龙，聂小华，弓云
昭，陈先民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中航
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审查机构

学科分类

名称

1 飞行器结构力学 代码 5901030

2 航空器地面试验 代码 5905010

3 计算机辅助设计 代码 5206050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交通运输业

任务来源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部委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1.民机机身整体壁板结构综合设计、分析与试验技术，科工三司[2005]1585号;
2.民用飞机机身结构和内部设施适坠性分析评估和设计与验证技术研究，科工计[2007]580号；
3.全尺寸飞机结构强度虚拟试验基础技术研究，科工计[2005]1337号；
4.航空六二三所总体建设规划暨一期建设项目，科工计[2005]1160号；
5.大型运输机第二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重联[2010]19号。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20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36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06年1月1日 完成：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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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提名者 中国航空学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2号院中国航空学
会320房间

邮政编码 100012

联 系 人 余策 联系电话 84924387

电子邮箱 yuce@csaa.org.cn 传    真 010-84923942

提名意见：
研制大型飞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性项目，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国防能力、加速产业转型和增
强国际影响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意义。大型飞机强度关键技
术是研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能否成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是拥有良好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和
舒适性的根本保障。
该项目提出了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的耐久性/损伤容限分析方法，突破了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技术，研
制了大型壁板和可动翼面实验系统，满足了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的研制要求；提出了主干材料动态力学性能
表征方法，攻克了适坠性、离散源冲击和多轮多支柱起落架落震分析/实验技术，研制了系列冲击实验系
统，保障了安全性和舒适性的研制要求；提出了全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方法，攻克了集加载/测量/分析于一
体的虚拟实验技术，研发了超大规模虚拟实验软件，确保了验证安全性和研制高效性的要求。该项目在耐
久性与损伤容限、结构冲击和虚拟实验方面有重大创新，创建了我国大型飞机研制强度技术体系和实验能
力，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C919、运20和AG600飞机研制中，已推广应用于航天和高
铁等领域，效益显著。
该项目申报材料客观真实，内容完整，附件齐全，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排名无异议。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
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
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2019年度提名书预览版



三、项目简介 

大飞机重大专项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

力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确定的 16个重大专项之一。大型飞机研制对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带动产业

升级、促进科技进步和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等意义重大，是实现国家战略

空军和航空强国目标的重要保障。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是大飞机能否成

功飞上蓝天的决定性因素。美欧大型飞机研制已历经 60余年，相继建立了完整

的大型飞机强度技术体系和验证能力，有力地支撑了大型飞机的研制。我国研

制大型飞机意味着短期内要实现最大起飞重量从 60 吨到 200 吨级的跨越式发

展，强度技术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寿命 90000 飞行小时、可靠性 10-9、冲

击 0-300 米/秒、500 吨载荷和 3.5米变形等。能否突破所用新材料/新工艺/新

结构耐久性与损伤容限技术以保证飞机长寿命和高可靠性？能否攻克结构冲击

技术以确保遭遇冲击载荷时具备良好安全性和舒适性？能否构建大型复杂结构

虚拟实验体系以提升验证安全性和研制高效性？这是三大世界性难题，需要揭

示若干机理、提出一批方法、突破技术难点和形成实验能力，为大型飞机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和舒适性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 

项目组历时 10年，通过航空科学基金、国防基础科研、国家民机科研、关

键技术攻关和国家能力建设等渠道 16个项目的深入研究，攻克了大型飞机研制

强度关键技术，创建了我国大型飞机强度技术体系和实验能力。主要创新点如

下：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技术。揭示了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失效机理，提出了

全寿命区间耐久性统一分析模型，突破了大型整体壁板和复杂可动翼面耐久性

与损伤容限分析与实验技术，研制了考虑复杂边界条件和结构弹性变形的实验

系统。大型复杂结构冲击技术。提出了中低应变率范围下材料元件动态力学性

能表征方法，突破了离散源冲击精确分析与实验技术，攻克了应急着陆适坠性

和多轮多支柱起落架缓冲性能分析/优化/实验/评估难题，研制了系列冲击实验

系统。全机强度虚拟实验技术。攻克了全机结构静强度物理实验系统协同仿真、

全机结构多层级跨尺度建模和渐进式破坏分析等关键技术，研制了超大规模虚

拟实验软件平台，开创了大型飞机全机强度虚拟实验与物理实验并行融合的新

模式。经专家鉴定一致认为：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空白，总体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成功创建了我国大型飞机研制强度技术体系和实验能力。本项

目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3项，实用新型 16 项，软件著作权 20项，出版专著 2

部，发表 SCI/EI及核心期刊论文 52篇，获 2018 年航空学会科学技术成果一等

奖。相关技术已成功应用于 C919、运 20和 AG600 飞机研制，推广应用于 CR929

和 MA700 等飞机研制，延伸应用于航天、兵器、高铁、石油、汽车等工业领域，

取得了巨大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先后编著设计与分析手册 3 部、完成各

类强度分析/虚拟实验/物理实验共计 508项，其中分析 18项、虚拟实验 8项、

物理实验 48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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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一突破了满足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研制要求的耐久性/损伤容限关键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飞行器结构力学、航空器地面试验 

支撑证明材料：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中第 2、4、5、6、10条。 

现代大型飞机结构具有大载荷、大尺寸和超复杂等典型特征，为满足其日

益严酷的长寿命和高可靠性设计要求，国际上普遍采用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工艺

/新结构和先进的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以保证其目标特性的实现。我国大型飞

机研制采用了以铝锂合金、摩擦焊接和大型壁板为代表的新材料/新工艺/新结

构，但同时也面临着先进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方面诸多不可逾越的严峻挑战。

失效机理尚不明晰，强度评估方法尚未建立，影响着工艺参量和工艺规范科学

制定；大型壁板的疲劳规律尚未掌握，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尚未攻克，使大型

壁板的设计和分析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满足多工况载荷和超复杂边界的大

型壁板实验技术和实验系统尚未突破，满足机体强度刚度边界和实时随动协调

加载的可动翼面实验技术和实验系统尚属空白，影响着飞机设计和分析的充分

验证。主要技术创新如下： 

揭示了摩擦焊力学行为机理，突破了性能评估技术。以搅拌摩擦焊、线性

摩擦焊、惯性摩擦焊三种摩擦焊接头为对象，综合考虑了摩擦焊温度场、应力

场、塑性流动等因素的特征，辨识了接头显微组织和焊接工艺参数对耐久性/损

伤容限性能的影响规律；揭示了摩擦焊接力学性能与关键工艺参数的量化关系，

为工艺规范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使焊接区耐久性能达到母材的 83.3%，较传

统焊接方式提升了两倍以上；确定了摩擦焊接头耐久性/损伤容限分析方法的关

键参数，研制了摩擦焊接头力学性能评估软件。 

提出了整体壁板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设计分析方法。针对载荷谱特点和细

节 S-N 曲线特征，建立全寿命范围[103，108]概率分析模型,提出了基于不确定

性的分析方法，解决了不同区间模型不同、不同条件方法不同、分析精度低和

连续性差的问题；以二阶裂纹转折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以提高裂纹扩展寿命和

剩余强度为目标的裂纹转折和止裂技术，解决了止裂性能差的问题；在摩擦焊

力学性能评估技术基础上，通过分析整体结构力学参量和几何参量对耐久性/损

伤容限性能的影响规律，建立了疲劳敏感性分析方法，实现了整体壁板力学性

能优化设计与综合分析。编写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

容限设计分析手册，成功应用于 C919和 AG600 等飞机研制中。 

突破了复杂载荷下大型壁板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技术。基于典型机身疲劳

失效机理和关键影响因素，突破了多种载荷干涉分离、复杂边界准确模拟和一

体化自平衡设计等技术，解决了用壁板代替全尺寸机身进行设计选型和验证实

验的技术难题，可在一套装置上实现拉伸、压缩、剪切及内压等 4种载荷 11种

工况、机身半径在 1500mm-3500mm范围内的壁板复杂载荷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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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应用于运 20、C919、ARJ21和 MA700飞机机身壁板选型与验证实验。  

攻克了考虑机体刚度的可动翼面耐久性实验技术。对于大型飞机普遍采用

的复杂可动翼面，在综合考虑支持边界、运动轨迹和载荷谱要求的基础上，创

新设计了机翼大变形随动调节装置，解决了可动翼面复杂边界刚度模拟技术；

依据大偏角襟/缝翼运动规律，对可动翼面气动载荷进行了解耦化和离散化，采

用自主创新的先进拉压垫双向加载技术，实现了气动载荷在时空维度的精确协

调加载；研制了大型飞机复杂可动翼面耐久性实验系统，状态控制误差在 1％以

内。已成功应用于运 20、C919、ARJ21飞机研制中。 

创新点二攻克了满足安全性和舒适性研制要求的结构冲击分析/实验/评估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飞行器结构力学、航空器地面试验 

支撑证明材料：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中第 3、9条。 

大型飞机在运营过程中承受着陆、应急坠撞、离散源(砂石、冰雹、轮胎碎

片和飞鸟)等严酷的冲击载荷作用，冲击速度在 0-300m/s 之间，其分析/实验/

评估是世界性难题。大型飞机起落架是否具有良好的缓冲性能和冲击耐久性？

在应急着陆时机身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吸收能量以保护乘员安全？关键部位结构

是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佳的抗鸟撞品质？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技术体系是大

型飞机研制的前提条件，结构冲击分析/实验/评估技术是大型飞机安全性的根

本保障。美国和欧洲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对大型飞机结构冲击专业技术进行了近

60 年的系统研究，构建了完备的专业技术体系，形成了成熟的技术能力。本世

纪初我国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专业基本尚属空白，大型飞机结构分析/实验/评

估技术亟待攻克。主要技术创新如下： 

突破了主干材料中低应变率动态力学性能表征技术。以大型飞机研制所用

主干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静态标定与变形辨识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材料高

速拉伸下冲击载荷的测量难题，建立了材料动态力学性能本构方程和动态失效

判据；通过近十万件元件级材料实验探索和宏/细观失效机制研究，结合实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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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揭示了加载速率、应力状态和环境温度等因素对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

影响规律；自主开发了集精确测量、数据处理、参数拟合和反馈寻优于一体的

动态力学性能评定软件，构建了我国航空主干材料的动态力学性能实验数据库，

国内首次系统突破了材料中低应变率（0.1 s-1-1000 s-1）动态力学性能表征技术，

为结构冲击设计与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攻克了应急着陆工况下适坠性分析/实验/评估技术。在考虑材料/几何/接

触非线性基础之上，以机身典型框段（含内部设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积

木式规划、精细建模和逐级确认技术，攻克了大型飞机适坠性分析的难题，适

坠性分析与实验时域历程相关性大于 90%；在攻克机身姿态控制、多物理量同步

触发测量和大尺寸高量程测力平台设计等关键技术基础之上，成功研制了大型

飞机适坠性实验系统，状态控制误差小于 1%，测量误差小于 1%；通过对元件/

组件/部件的逐级分析和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基于加权指数模型的大

型飞机适坠性综合评估方法。创建了集分析/实验/评估于一体的适坠性专业分

支，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大型飞机适坠性设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突破了大型飞机结构离散源冲击精确分析/实验技术。以材料动态力学性能

为基础，以典型构件离散源冲击实验为依据，以结构法向变形为优化目标，采

用广义下降梯度方法准确识别了鸟体本构参数，实现了精确离散源分析和人工

鸟研制；研制了国内首套满足适航要求的离散源冲击实验系统，其弹着点的速

度误差小于 2%，弹着点位置误差小于 20mm，指标均优于欧美水平；成果已应用

于 3 型大飞机 18 个部件的 60 次离散源分析或实验中，推广应用于 8 型其它飞

机或航空发动机 56个部件的 129次离散源分析或实验中，实验系统研制技术推

广应用于飞机黑匣子强冲击实验室和核九院冲击实验室建设中。 

攻克了多轮多支柱起落架冲击分析/优化/实验技术。构建了考虑机体弹性

的飞机起落架地面载荷动力学分析理论体系和数学模型，研发了地面载荷分析

软件，能对多轮多支柱起落架着陆运动过程进行高精度仿真分析，分析结果误

差小于 3%；在考虑下沉速度和着陆姿态的前提下，基于面响应和能量等效等方

法，揭示了缓冲器气体压缩多变指数变化和地面载荷分配等规律，提出了载荷

优化方法，降低飞机着陆载荷峰值达 10-20%；在攻克了大量程高精度三向测力

平台设计、多姿态实时模拟、多机轮同速带转和数据分析软件研制等关键技术

基础之上，成功研制了大型飞机多轮多支柱起落架落震实验系统，加载能力达

800KJ，地面载荷量程达 2000KN，状态控制误差小于 1%，测量误差小于 1%，先

后完成了 3型起落架 96个工况的研究性和验证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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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了我国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专业。以预先研究为基础，以能力建设为

支撑，以型号研制为牵引，在以上技术创新基础之上，首创了涵盖材料/结构冲

击性能与损伤机理、结构适坠性分析/实验/评估、起降装置冲击分析与实验、

离散源冲击分析与实验四大研究方向，技术成熟度、研究对象和冲击速度全覆

盖的我国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专业。 

创新点三构建了满足验证安全性和研制高效性要求的全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 

所属学科分类：飞行器结构力学、计算机辅助设计 

支撑证明材料：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中第 1、7、8条。 

全机静强度实验是飞机强度设计最重要的验证手段，实验以可靠的协调加载

和精准的海量测量对飞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严酷工况进行系统的充分考

核，是飞机首飞和定型的最重要依据。大型飞机全机静强度实验具有载荷严酷

复杂、变形大、规模大、风险高和周期紧等特点，500吨最大载荷、3.5 米最大

变形、200个加载点和 50000个测量点，对实验系统的可靠性、实验飞机的安全

性和实验过程的高效性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实验系统是否具有高可靠性以

确保成功验证，强度评估是否具有高置信度以确保无意外破坏，工况和流程是

否具有最优性以提升实验效率，是大型飞机静强度实验面临的最大难题；国外

在大型飞机 C17 等研制中由于强度评估置信度低未准确把握破坏状态和风险，

实验飞机发生了意外破坏，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国内在 ARJ21 等飞机研制

中由于实验系统可靠性差和过程低效率，带来了极大风险，延误了较长周期。

采用大型飞机全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是应对挑战和解决难题的必由之路，

是安全可靠高效地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主要技术创新如下： 

突破了大型飞机静强度物理实验系统的数字化技术。系统性突破了大型飞

机全机静强度实验多通道协调加载控制参数优化、复杂工况加载装置设计和海

量测量最优配置等技术，研制了控制参数、加载装置和测量配置设计软件；提

出了模块化和可重构的物理实验系统数字化建模方法，系统性地构建了涵盖液

压控制、机械加载和采集测量的全机静强度物理实验系统数字模型；突破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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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控制/机械系统耦合仿真、加载过程随动智能预警、多通道协调控制验证等

关键技术，实现复杂载荷和大变形条件下的协调检验、干涉检查和参数校验，

解决了大型飞机静强度实验虚拟预试的难题，大大降低了实验风险，有效缩短

了预试周期达 30%。 

攻克了基于损伤演化规律进行模型参数智能匹配的渐进式破坏分析技术。基

于实验数据、破坏机理和数值仿真，提出了典型连接结构和加筋壁板结构的破

坏参数确定方法，建立了损伤定量描述和结构失效准则，揭示了其损伤演化规

律；通过典型结构实验和高精度数值分析，突破了自动化多层次分区、宏细观

跨尺度建模、多级模型边界等效、非线性刚度衰减等关键技术；以损伤演化规

律为依据，以多层次分区、跨尺度建模、边界等效和刚度衰减技术为支撑，攻

克了基于模型参数智能匹配的渐进式破坏分析技术，解决了大型飞机破坏过程

难以准确模拟的难题。与物理实验结果相比，主承载结构的虚拟实验刚度误差

小于 3%，应力误差小于 5%，破坏载荷误差小于 10%。 

开创了虚拟实验与物理实验双线并行互动融合的新模式。鉴于全机静强度

实验是对实验系统和飞机的双重严酷考核，创新性提出了“两个双线和一个评

估”的全机静强度实验新理念，即实验系统双线、实验飞机双线和一致性综合

评估；以虚拟预试、数据交互和智能预警为基础，突破了基于虚拟与物理实验

双线并行的实验系统可靠性实时评估技术；提出了基于概率统计的物理实验与

虚拟实验一致性评估准则，定义了物理实验与虚拟实验统一的关联数据结构，

突破了基于物理实验数据的模型迭代修正和危险部位实时智能评估等关键技

术，解决了基于径向基函数的云图插值、超大规模模型变形/云图显示等技术难

题，实现了统一模型标准下的物理实验和虚拟实验数据实时评估与融合显示，

大幅提升了物理实验的监控及预警能力，有效降低了实验风险。 

研制了大型复杂装备超大规模虚拟实验软件平台。构建了可扩充、易移植的

开放式虚拟实验软件架构，综合运用大型飞机静强度实验系统数字化模型构建、

复杂结构高保真建模及渐进破坏分析、物理实验与虚拟实验实时评估与预警等

技术，研发了工程数据库支持的超大规模虚拟实验软件平台，制定了集加载/测

量/分析/评估于一体的虚拟实验实施流程，已成功应用于 ARJ21-700、C919 、

AG600飞机全机静强度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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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局限性 

本项目成果是针对当前大型飞机采用的材料、工艺和结构形式所攻克的强

度关键技术，已在 C919、运 20和 AG600飞机型号研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和广泛

应用，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对未来型号可能采用的新材料（如纳米陶瓷）、新

工艺(如增材制造)、新结构（如智能结构），需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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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一）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科技成果鉴定评价(其他附件图片 1) 

中国航空学会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西安组织召开了“大型飞机研制强度

关键技术及应用”科技成果鉴定会，以张福泽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经过质询研

究形成以下鉴定意见：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空白，总体技术达到了国内

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创建了我国大型飞机研制强度技术体系和实验能力。该

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大型飞机 C919、运 20和 AG600 飞机的研制，显著缩短了实

验周期，提高了实验效率，降低了实验风险和研制成本，大大提升了我国飞机

研制的强度技术总体水平和关键能力。延伸应用于 ARJ21-700、 MA700和 CR929

飞机研制，推广应用于航天、兵器、高铁、石油、汽车等工业领域，具有巨大

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获得的科技成果奖励（其他附件图片 2） 

获 2018年中国航空学会科技成果一等奖。 

（三）科技查新报告（其他附件图片 3） 

主要结论“经检索并对相关文献分析对比结果表明：上述国内外的相关文

献报道基本该查新项目的部分研究内容，但除该课题组发表的文献外，国内外

均未见与该查新项目查新点相同的文献报道。” 

（四）媒体评价（其他附件图片 6-图片 10） 

2017年 5月，人民网、科技网、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广州日报等 10余家

主流媒体刊发了强度所助力 C919大型飞机首飞成功的新闻，指出强度所研发了

多项新方法和新技术，使我国大型飞机强度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中国科技网新闻频刊发文章指出强度所突破了大型飞

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为多个飞机型号的研制提供了技术支撑，标志着我国大

型飞机强度技术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这些先进技术在军民融合道路

上找到了契合点，为我国世界最先进高铁车体研制保驾护航。 

2019 年 1 月 4 日，科技日报刊发了题为“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技术实现三

融三通推广应用”的报道，文中指出强度所大型飞机结构冲击关键技术，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在 C919、运 20、AG600 等十余型飞机的研制中进行了成功应

用，在大航空、大防务和大工业领域得到了大量的推广应用，溢出效应显著。 

2018年 12月 20 日，科技日报对飞机虚拟试验进行了报道，“创建的大型飞

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可实现最大变形误差小于 3%，应力误差小于 5%，破坏载

荷误差小于 10%，已成功应用于 ARJ21-700、C919、AG600 等飞机全机静力实验

中，大大提高了实验精度，缩短实验周期近 30%”。 

2018 年 8 月《大国鲲鹏》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栏目

首播，该片第二集全方位、立体式呈现了强度所大型飞机强度关键技术在运 20

飞机研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2018 年 9 月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大型科学实验

节目《加油向未来》、2018年 12月央视科教频道 CCTV10《创新一线》栏目“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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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极限考验”两期节目全面展示了强度所大型飞机强度关键技术在 C919 飞机

研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明确指出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五）用户评价（其他附件 PDF 2- PDF 16）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项目的研究成果为

ARJ21-700 飞机和 C919 飞机的研制及适航验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后续大型

宽体客机的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项目的研究

成果为运 20飞机的地面试验验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取得了显著的军事和

社会效益”；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研究成果为 AG600飞机的研制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六）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 

序

号 
创新内容（技术指标） 国内同行 国际 

关键技

术对比 

1 

 

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 

 摩擦焊力学行为机理，性能评估技术； 

 整体壁板耐久性/损伤容限分析方法； 

 大型壁板实验技术，满足 1.5-3.5米半

径、4种载荷 11种工况要求； 

 考虑机体刚度的可动翼面耐久性实验技

术，控制误差小于 1%。 

 独家首创； 

 独家首创； 

 独家拥有； 

 独家首创。 

 德国 IMA满足 3种载

荷，7种工况； 

 德国 FFT加载方案

复杂，控制精度差。 

国际先

进，国

内领先 

 

2 

结构冲击分析/实验/评估技术 

 中低应变率动态力学性能表征技术； 

 适坠性分析/实验/评估技术： 

 分析/实验时域历程相关性>90%，状态控

制误差<1%，测量误差<1%； 

 离散源冲击精确分析/实验技术： 

 速度误差<2%，位置误差<20mm； 

 大型起落架冲击分析/优化/实验技术： 

 分析结果误差<3%，状态控制误差<1%，

测量误差<1%。 

 未见拥有； 

 独家首创； 

 独家拥有； 

 独家首创。 

 波音：适坠性分析/

实验时域历程相关

性>85%，误差>2%； 

 空客：离散源冲击速

度误差<4%，位置误

差<50mm； 

 俄罗斯：起落架冲击

分析结果误差<5%，

状态控制误差<2%，

测量误差<2%。 

国际先

进，国

内领先 

3 

全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 

 物理实验系统的数字化技术：缩短了预

试周期达 30%； 

 渐进式破坏分析技术：刚度误差<3%，应

力误差<5%，破坏载荷误差<10%； 

 双线并行互动融合的新模式； 

 超大规模虚拟实验软件平台。 

 未见研究； 

 独家首创； 

 独家首创； 

 规模最大。 

 未见虚拟预试文献； 

 破坏分析误差<10%； 

 未见双线并行文献； 

 未见虚拟实验软件

研制相关文献。 

国际先

进，国

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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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项目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大型飞机研制，推广应用于多型军民用飞机、国防

武器和工业装备的研制中，覆盖了航空、航天、兵器、石油、高铁、汽车等领

域，效益显著。主要情况如下： 

1) 支撑多型军民飞机研制，确保了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舒适性。 

创新成果直接应用于运 20、C919和 AG600 飞机研制，支撑了顺利首飞，保

障了成功研制。推广应用于直 10、ARJ21-700、Y-28、CJ-1000等多型航空装备

研制中。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为各类在役飞机的安全使用和装备定寿提供了技

术支撑，材料动态力学性能实验技术、结构抗冲击技术应用于特性材料拦阻系

统、轻量化航空座椅系统等民用航空产品的研制中，累计成功应用于 22 家航空

类企业或院所，实现了“以航融航”的推广效应。 

2) 支撑国防武器装备研制，解决了行业技术瓶颈和系统实验难题。 

大型复杂结构高保真建模及渐进破坏分析技术应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研

制，离散源冲击技术应用于战斗部毁伤平台和能源靶发射系统研制，摩擦焊失

效机理与强度评估技术应用于某型导弹研制，累计为非航军工 18家单位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实现了“以军融军”的溢出效应。 

3) 支撑民用工业装备研制，突破了技术跨越障碍和品质提升路径。 

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设计技术应用于轻量化高铁车体设计，结构冲击技术

应用于耐撞性汽车车体研制，协同仿真及一致性评估技术应用于全尺寸石油管

材复合加载实验台研制，累计为高铁、汽车、能源化工等大工业领域的 89家单

位，实现了“以军融民”的辐射效应。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

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上海飞机设计

研究院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结构抗冲击/静强

度虚拟实验等技术 

ARJ21、C919 飞

机全机及部件 

2007年

—至今 

李正强

/18019191609 

2.  
中航通飞研究

院有限公司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结构抗冲击/静强

度虚拟实验等技术 

AG600 飞机全机

及部件 

2012年

—至今 

周华刚

/13928091311 

3.  
西安飞机设计

研究所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结构抗冲击等技

术 

运 20飞机部件 
2008年

—至今 

宁  宇

/18502947587 

4.  

中航西飞民用

飞机有限责任

公司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结构抗冲击等技

术 

MA600 型飞机全

机、MA700 飞机

部件 

2011年

—至今 

朱高尚

/1839210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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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

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5.  

中车长春轨道

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静强度虚拟实验技

术 

红色线地铁碳

纤维复合材料

车体 

2017年 
王璐

/15843027676 

6.  

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第

702研究所 

静强度虚拟实验技

术 

新型船型系统

虚拟试验基础

平台构建 

2016年

—至今 

周炜

/0510-855511

71 

7.  

天津钢管制造

有限公司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技术 

石油管材600吨

复合加载成套

设备 

2013年

-至今 
赵盼盼

/02224801291 

8.  

海鹰航空通用

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静强度虚拟实验技

术 

飞翼布局无人

机全机 

2015年

— 2016

年 

陈鹏

/13581716759 

9.  
北京赛福斯特

技术有限公司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技术 
运 20货舱地板 

2012年

—至今 

孟强

/18210970818 

10.  

陕西千山航空

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 

结构抗冲击技术 口径 280mm 气

炮、强冲击试验

设备 

2015年

—至今 
冯九胜

/18992850393 

11.  

西安爱生技术

集团公司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

/结构抗冲击/静强

度虚拟实验等技术 

某无人机全机

及部件 

2015年

—至今 
刘斌

/13609200339 

12.  中国民航大学 结构抗冲击技术 
C919 大型客机

材料/结构 

2015年

—至今 

解江

/18622514195 

13.  
西安近代化学

研究所 

结构抗冲击技术 新型含能材料

研制及应用 

2015—

至今 

裴江锋

/15399454386 

14.  

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第一

研究院 

结构抗冲击技术 

重复使用箭体

结构冲击强度

分析与损伤评

价方法研究 

2017—

至今 

刘赛

/18910499207 

15.  

中航商用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

任公司 

结构抗冲击技术 
CJ-2000AX 复合

材料风扇叶片 

2015—

至今 

侯亮

/1852151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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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单位：万元 

自然年 完成单位 

新增产值 新增利润 

2016 26235 3148.2 

2017 20176 2421.1 

2018 24356 2922.6 

累计 70767 8491.9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本项目关键技术为航空、航天、高铁、石油等

领域提供了大量必要的技术支撑和服务。近三年基于 C919、ARJ21-700、AG600、

运 20等四种飞机型号研制，新增产值累计 70767 万元，新增利润累计 8491.9

万元。以上数据来源于 2016—2018单位财务决算数据。 

本项目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 

（1）极大推动了我国飞机强度技术的科技进步，进一步积淀了大型飞机研

制强度关键技术，彰显了 “大强度、新强度、数字强度”的技术引领。项目经

过近10年的技术攻关，在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结构抗冲击分析与实验技术、

全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和突破，进一步健全

了我国飞机强度技术体系。尤其，针对多轮多支柱起落架落震实验、全尺寸结

构抗坠撞实验等一系列大型飞机研制迫切需要的强度关键技术，十年前国内研

究基本处于空白，而国外技术封锁，通过项目研究，提出了系列强度新方法和

实验新技术，创新了强度实验验证手段和能力。通过项目研究形成了积木式、

体系化的强度技术研究能力，引领了国内飞机强度技术的进步，“大强度”体现

为研究对象覆盖了材料、结构、部件/系统、全状态飞机；“新强度”体现为研

究方向覆盖了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舒适性等多个方面；“数字强度”体现

为研究手段覆盖了基础理论、数值计算、物理实验，并创新构建了物理实验和

虚拟实验双线并行的新型研究模式，使我国飞机强度技术研究总体达到了世界

先进水平。 

（2）全力保障国家航空重器研制进程，支撑运20、C919、AG600我国大飞

机“三剑客”的成功研制，为航空装备研制提供“后墙不倒”支持，实现了“第

三棒”弯道加速，为航空装备的跨代进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大型飞机研

发离不开强度技术的支撑，项目研究形成的创新成果在运20、C919、AG600我国

三型大飞机研制中均进行了应用，强度实验作为飞机研制“设计、制造、实验、

试飞”四大环节不可或缺的“第三棒”，在型号研制周期紧迫、任务艰巨面前，

项目团队刻苦钻研，大胆创新技术，尤其开创了物理实验与虚拟实验互动融合

双线并行的新模式，缩短实验周期近30%，全力保障了国家重器的研制进程，确

保型号研制“后墙不倒”。近十年来，项目形成的技术创新还有力支撑了军机/

民机、有人机/无人机、陆基飞机/舰基飞机等共计26个型号的研制任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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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创新成果对我国航空装备的跨代进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项目产生

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 

（3）实现了大型飞机强度关键实验设施和技术能力的自主可控，掌握了

大型飞机强度适航审定的“卡脖子”核心技术。通过项目研究，自主研发建成

了大型壁板静力/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装置、大型飞机襟/缝翼运动机构疲劳可

靠性实验装置、多轮多支柱起落架落震实验系统、全机适坠性实验系统、鸟撞/

冰雹撞击实验系统、大型飞机全机静力实验系统等 6 套国内独一无二的实验设

施，并掌握了关键实验技术，使我国大型飞机研制实现了关键强度技术的自主

可控，结构强度安全性评估和适航符合性审定技术上不再受制于人，解决了结

构抗鸟撞、机体适坠性、耐久性/损伤容限等一系列“卡脖子”核心技术问题，

突破了欧美航空强国对我国大型飞机研制对关键强度技术封锁，实现了从“望

其项背”到“同台竞技”的跨越发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4）实现了大型飞机强度技术的“跨界辐射”和“持续溢出”，催化强度

技术的融合互通效应。以项目大量创新成果为依托，构建了融合大航空、大防

务、大工业市场领域，贯通技术、市场、人才核心要素的“三融三通”格局，

打造出了航空优势技术和优势资源推动的产业集群，搭建了以强度技术为核心

技术产业生态链，实现了在航天、高铁、石油、汽车等非航空领域的技术共享，

使飞机强度技术实现了“跨界应用”和“持续溢出”，尤其是衍生于全机静强度

技术，应用于石油油井管研制生产的复合加载实验设备形成了加载能力由500吨

到3000吨规格的系列产品，打破了国外产品垄断，在国际公开招标中胜出，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5）建立了一支潜心钻研大型飞机强度技术研究的“国家队”，构建了“基

础科研院所-主机场所”联动的核心强度技术科研梯队，为我国大型飞机研制

和改型改进提升储备强度精英人才。 

项目研究团队依托强度所为代表的基础性科研院所为主要人才班底，联动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两家主机单位联合开展项目研究，形成了“航空强度技术基础科研院所-航空主

机厂所”联动的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支国内独一无二的大型飞机强度技术研究

“国家队”，既有力支撑了运 20、C919、AG600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的研制，

又储备了近 300 名具有丰富一线研究经验的强度精英，近五年来，以项目团队

为主力的。项目团队的创新贡献获得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多个部委的表彰。

基于自主研发形成的一系列国内独一无二的大型飞机研制配套强度实验设施，

2016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高新武器装备研制重大贡献

奖”，同时获得“国防科工局 2013-2016 年度军工能力建设先进单位”；基于项

目成果为支撑我国大型飞机研制做出的突出贡献，2016年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授予强度所“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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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
（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
编号
（标
准批
准发
布部
门）

权利人
（标准
起草单

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
人）

发明专
利

（标准
）有

效状态

发明专利

一种梯度材料
宏观等效弹性
模量的计算方
法

中国
ZL2015
106543
78.8

2018年
06月05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段世慧、王立
凯、张生贵、
郭绍伟、郭瑜
超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机身壁板静力
/疲劳/损伤容
限试验加载系
统

中国
ZL2013
106607
24.4

2017年
06月06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董登科、臧伟
锋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含冲击损
伤复合材料层
压板剩余压缩
强度的测算方
法

中国
ZL2011
104426
94.0

2014年
01月22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杨宇、杨胜春
、沈真、肖迎
春、柴亚南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机身壁板复合
载荷强度试验
装置及试验方
法

中国
ZL2012
105284
13.8

2015年
01月28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臧伟锋、董登
科、王俊安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夹头式机
翼加载装置 中国

ZL2014
107270
37.4

2018年
04月10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臧伟锋、苏少
普、许飞、董
登科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中央翼试
验支持装置 中国

ZL2015
102240
52.1

2017年
05月17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魏玉龙、谢宇
航、李珊山、
董登科、张丽
红、赵斌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计算内凹
型蜂窝结构的
等效泊松比的
方法

中国
ZL2015
102240
00.4

2018年
02月02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郭瑜超、王立
凯、聂小华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杠杆系统
虚拟装配方法 中国

ZL2012
103285
95.4

2016年
12月07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黄河、张生贵
、刘钢、段世
慧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水箱式波
形发生装置 中国

ZL2014
107275
92.7

2018年
08月24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刘冲冲、刘小
川、牟让科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加筋壁板
压缩稳定试验
支持夹具支持
系数的测试方
法

中国
ZL2011
101942
05.4

2014年
12月24日

国家
知识
产权
局

中国飞机强度
研究所

常文魁、弓云
昭、杨玉恭、
陈先民

有效专
利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用于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
人的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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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王彬文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4年10月13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宝鸡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2010319741013209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航空研究院 毕业时间 2009年03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程力学

电子邮箱 asriwbw@vip.163.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868 移动电话 18091801623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技术总体方案的策划与制定，提出研究方向和方法，方案创新点的提出者与决
策者，对创新点第1～3项做出了如下创造性贡献：1、作为大型客机C919和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研制
强度试验总指挥，主持完成了全机强度实验和重大关键部件试验；2、主持攻克了大型飞机适坠性分析/实
验、离散源冲击分析/实验、多轮多支柱起落架分析/实验等关键技术，并成功研制了适坠性实验系统、离
散源冲击实验系统及落震实验系统；3、组织突破了满足大型飞机长寿命、高可靠性要求的耐久性/损伤容
限关键技术，建立了大型飞机复杂结构强度虚拟实验技术体系，并成功应用于型号研制中；4、发表论文
多篇，登记著作权多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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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段世慧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3月26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宝鸡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630326837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1年10月01日 所学专业 计算力学

电子邮箱 Duansh63@yahoo.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807 移动电话 13891917962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项目总体方案策划与制定和具体实施，组织关键技术攻关，为创新点1、
2、3做出了如下创造性贡献：1、提出了基于大型飞机的高精度模型典型结构渐进式破坏分析方法，带领
团队建立了开放式易扩充的软件平台架构，并研发了虚拟实验软件平台。2、参与攻克了大型飞机适坠性
分析方法及摩擦焊微观连接机理与强度评估技术；3、申请“一种梯度材料宏观等效弹性模量的计算方法
”发明专利1项、发表论文多篇，登记著作权多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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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董登科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12月28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乾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631228213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时间 2000年03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Dengke623@sina.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407 移动电话 13909259051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首席科学家

二级单位 三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技术总体方案的策划与制定，主要负责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方向的关键
技术攻关，对创新点第1项做出了如下创造性贡献：1、提出了全寿命范围概率疲劳分析模型与整体壁板结
构耐久性/损伤容限设计分析方法，攻克了摩擦焊微观连接机理与强度评估技术和考虑机体刚度的可动翼
面机构耐久性实验技术，成功研制了大型壁板静力/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装置；2、申请“机身壁板静力
/疲劳/损伤容限试验加载系统”等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多篇，登记著作权一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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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牟让科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6年07月14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岐山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0319660714201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04年04月01日 所学专业 流体力学

电子邮箱 Rangkemu623@163.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306 移动电话 13991159261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副总师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技术总体方案的策划与制定，主要负责结构抗冲击方向的关键技术攻关
，对创新点第2项做出了如下创造性贡献:1、在民机结构适坠性方面，组织编写了立项论证报告和结题报
告，组织完成了所有研究内容，并完成了国内第一次民机机身段（含内部设施）坠撞实验；2、研发了多
轮多支柱起落架冲击分析/优化/实验一体化技术和大型飞机结构离散源冲击精确分析/实验技术；3、申请
“一种水箱式波形发生装置”发明专利一项，发表论文多篇，登记著作权一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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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杨胜春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5年10月25日 出  生  地 湖南省长沙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651025837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中国航空研究院 毕业时间 1989年09月01日 所学专业 工程力学

电子邮箱 shengchunyang@aliyun.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621 移动电话 15091897968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首席科学家

二级单位 科技委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项目总体方案策划与制定和具体实施，组织关键技术攻关，为创新点1、
2、3做出了如下创造性贡献：1、提出了基于大型飞机的高精度模型典型结构渐进式破坏分析方法，带领
团队建立了开放式易扩充的软件平台架构，并研发了虚拟实验软件平台；2、参与适坠性实验系统、离散
源冲击实验系统、落震实验系统及大型壁板静力/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装置研制；3、申请“一种含冲击
损伤复合材料层压板剩余压缩强度的测算方法”发明专利1项、发表论文多篇，登记著作权多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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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韩克岑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1年07月06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蓝田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419610706051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2年07月31日 所学专业 飞机设计

电子邮箱 Hankecen@comac.cc 办公电话 021-20865006 移动电话 18019191081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邮政编码 201210

工作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C919飞机研制的结构强度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C919飞机结构强度地面实验
规划，以及飞机适航符合性相关的强度技术攻关，为科技创新点1、2、3做出以下创造性贡献：
1、组织实施了C919飞机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规划和高精度评估方法的应用；
2、组织实施了C919飞机结构抗鸟撞适航符合性评估要求，提出了实验验证新方法；
3、参与了C919飞机静强度虚拟实验和物理实验相关性评估方法研究。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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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正龙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4年05月18日 出  生  地 黑龙江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23010819640518141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84年05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机强度

电子邮箱 zhenglong888@163.com 办公电话 0756-3976666 移动电话 13802671719

通讯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航空产业园金海中路999号 邮政编码 519040

工作单位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专务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广东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组织AG600飞机强度分析与验证实验规划、耐久性/损伤容限评估、结构
抗冲击实验验证、虚拟试验模型构建等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为科技创新点1、2、3做出以下贡献：
1、攻克了AG600飞机水载荷确定及满足长寿命高可靠性要求的耐久性/损伤容限评估技术；
2、突破了满足适航要求并考虑水载荷效应的结构抗冲击验证实验新技术；
3、完成AG600飞机虚拟试验数字模型优化研究，实现虚拟试验关键技术在AG600飞机全机静强度实验中
的成功应用。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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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聂小华 性别 女 排　　名 8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3年10月23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宝鸡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2119731023664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2年10月31日 所学专业 工程力学

电子邮箱 392292400@qq.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023 移动电话 1509152367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副总师

二级单位 十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者，主要参与了虚拟实验方向的关键技术攻关，对创新点3做出了以下创造性贡献
：1、成功构建了大型复杂结构的高精度模型，突破了基于先验误差估计的典型结构基准模型，提出了基
于实验数据的模型确认与修正策略,建立了多尺度建模和积木式模型验证流程，得到的虚拟实验结果刚度
误差小于3%、应力误差小于5%；2、提出了物理实验与虚拟实验一致性评估方法，确定了基于概率统计的
物理实验与虚拟实验一致性评估准则，实现了宏观统计与细节响应的定量评估；3、申请“一种计算内凹
型蜂窝结构的等效泊松比的方法”发明专利一项，发表论文多篇，登记著作权多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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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弓云昭 性别 男 排　　名 9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7年10月11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武功县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113196710118379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9年03月01日 所学专业 固体力学

电子邮箱 gyz104@sina.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917 移动电话 1331925831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主任

二级单位 科技委办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6年01月01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者，参与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方向的关键技术攻关，对创新点第1项做出以下了创
造性贡献：1、以摩擦焊接头为研究对象，结合金相组织分析、力学性能测试、概率统计方法，揭示了摩
擦焊接头失效机理建立了摩擦焊接头可靠性评定方法，实现了性能的精确控制；2、参与复杂载荷下大型
壁板静力/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装置研制；3、申请“一种加筋壁板压缩稳定试验支持夹具支持系数的测
试方法”发明专利一项，发表论文多篇，登记著作权多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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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先民 性别 男 排　　名 10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2月11日 出  生  地 山东章丘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37018119820211681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8年06月01日 所学专业 飞行器设计

电子邮箱 vitochan@163.com 办公电话 02988268405 移动电话 13474671357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邮政编码 710065

工作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行政职务 副主任

二级单位 三室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05年01月01日　至 2016年12月31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方向的关键技术攻关，对创新点第1项做出以下了创
造性贡献：
1、揭示了整体结构力学参量和结构细节几何参量对疲劳性能的影响规律，以二阶裂纹转折理论为基础
，形成了裂纹扩展路径分析方法及控制技术；2、参与了大型飞机可动翼面运动机构疲劳可靠性实验装置
研制；3、申请“一种加筋壁板压缩稳定试验支持夹具支持系数的测试方法”发明专利一项，发表论文多
篇，登记著作权多项。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
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
被提名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
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
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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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王彬文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位 传　　真 029-88214765 邮政编码 710065

通讯地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86号

联  系  人 吴慧 单位电话 029-88268721 移动电话 13892899168

电子邮箱 wh19861117@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是我国飞机结构强度研究的“国家队”，是支撑和保障我国军民机研制的基础性科研
院所，目前建成了国内飞机强度研究最为系统、全面的技术体系，在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冲击动
力学、静强度虚拟实验等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和突出的技术创新。
2006年至2015年，本单位牵头完成了“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提出了3项技术创新
，具体包括创新点一：突破了大型飞机长寿命、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要求的耐久性/损伤容限关键技术
；创新点二：首创了我国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技术体系，攻克了大型飞机研制结构冲击分析与实验关键技
术；创新点三：建立大型飞机复杂结构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体系。这些技术创新均由我单位提出，具有自
主的知识产权，已申请并获得授权专利20项，发表论文51篇，发布标准2项，编写专著2部。
本单位基于本项目的技术创新形成的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在C919、运20和AG600飞机等飞
机型号研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和广泛应用，为推动和支撑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技术成
果并推广应用到航天、兵器、高铁等其他行业，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效，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受到
CCTV1、CCTV10、人民网、经济日报、西安日报等国家和地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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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沈波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1-20860000 邮政编码 201210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5188号

联  系  人 李正强 单位电话 021-20868389 移动电话 18019191609

电子邮箱 lizhengqiang@comac.cc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是中国商飞的设计研发中心，承担着我国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ARJ 21-700，以及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设计、试验、预研及关键技术攻关
等的重要使命。
          2006年至今，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参加了“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研究工作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做出如下贡献：
          1）组织完成了制约ARJ 21-700飞机、C919飞机研制的强度关键技术，以及强度设计验证能力的提升
需求论证；
          2）作为ARJ 21-700飞机、C919飞机型号合格证申请人，完成大型飞机新材料/新结构强度关键技术积
木式验证实验规划，联合完成ARJ 21-700和C919飞机耐久性/损伤容限关键技术和结构抗冲击关键技术攻关
研究；
          3）建立可用于虚拟实验的C919飞机全机结构数字模型，联合完成C919飞机虚拟实验与物理实验一致
性评估准则确定研究。
          本项目研究所形成的大型飞机耐久性/损伤容限关键技术、结构冲击分析与实验关键技术和复杂结构
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为我院ARJ 21-700飞机、C919飞机研制和适航验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将为后续宽
体客机研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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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熊贤鹏 所  在  地 广东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756-3975626 邮政编码 0756-3975626

通讯地址 519040

联  系  人 周华刚 单位电话 0756-3976676 移动电话 13928091311

电子邮箱 zeno_moon@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我国航空工业专业从事通用飞机、水面飞行器和浮空飞行器等研究开发的科研
机构，承担着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型号的设计研究与关键技
术攻关等工作。
2006年至今，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参加了“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研究工作，对本
项目科技创新做出如下贡献：
1）联合论证了制约我国大型飞机研制的强度关键技术以及验证能力提升需求；
2）依托型号研制和适航验证要求，完成AG600飞机地面强度关键技术验证实验规划，完成大型飞机耐久
性/损伤容限和结构抗冲击关键技术在AG600飞机上的应用研究；
3）构建了AG600飞机全机数字模型，结合全机静力实验2.5G、-1G及着水等实验工况，联合完成基于实验
数据的模型确认与修正方法研究。
本项目研究所形成的大型飞机耐久性/损伤容限关键技术、结构冲击分析与实验关键技术和复杂结构静强
度虚拟实验技术，为我院AG600飞机研制和适航验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将为后续AG600飞机改进改型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
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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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和中航

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结合国家大型飞机研制重大战略目标，依托行业领域强度研究

技术优势，合作完成了“大型飞机研制强度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研究成果已在

C919、运 20、AG600、ARJ21-700等飞机研制中得到应用，并已在大航空、大防务和

大工业领域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自 2006 年起，我与段世慧、韩克岑和王正龙等同志，围绕大型飞机研制强度技

术能力需求开展了核心技术论证、重大课题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实验能力建设、型

号研制应用和研究成果推广等方面工作，共发表学术论文 52 篇，申报专利 36 项，

登记著作权 20项。2007 年起，与项目团队成员董登科、弓云昭、陈先民等共同突破

了满足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研制要求的耐久性/损伤容限关键技术，形成了我国整体壁

板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设计分析、复杂载荷下大型壁板耐久性/损伤容限实验、考虑

机体刚度的可动翼面耐久性实验等核心能力，发表学术论文 15篇，申报专利 16项，

登记著作权 1 项；与项目团队成员牟让科等共同攻克了满足安全性和舒适性研制要

求的结构冲击分析/实验/评估技术，形成了我国主干材料中低应变率动态力学性能

表征、应急着陆工况下适坠性分析/实验/评估、离散源冲击精确分析/实验、多轮多

支柱起落架冲击分析/优化/实验技术等关键能力，首创了我国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

专业，发表学术论文 22 篇，申报专利 14项，登记著作权 4项；与段世慧、杨胜春、

聂小华等共同构建了满足验证安全性和研制高效性要求的全机静强度虚拟实验技术，

形成了我国大型飞机静强度物理实验系统的数字化、基于损伤演化规律进行模型参

数智能匹配的渐进式破坏分析、全机虚拟实验与物理实验双线并行互动融合、大型复

杂装备超大规模虚拟实验软件平台研制等技术能力，发表学术论文 15篇，申报专利

6项，登记著作权 15项。 

十多年来，我带领项目研究团队，攻克了一批制约大飞机研制的世界性强度技术

难题，形成了满足大型飞机研制的强度分析/实验/评估技术能力、软件工具和实验系

统，有力保障了我国大型飞机的成功研制，极大提升了大型飞机的安全性、可靠性、

经济性和舒适性的水平，研究成果已得到广泛地推广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军

事、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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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汇总表 

 

序号 合 作 方

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共 同 立

项 

王彬文、董

登科、牟让

科 

2005-2010 科研项目 立项批复 未列入

附件 

2 共 同 立

项 

段世慧、王

彬文、聂小

华 

2005-2010 科研项目 立项批复 未列入

附件 

3 共 同 立

项 

董登科、王

彬文、段世

慧、弓云昭 

2005-2010 科研项目 立项批复 未列入

附件 

4 共 同 立

项 

牟让科、王

彬文、段世

慧 

2006-2015 科研项目 立项批复 未列入

附件 

5 共 同 立

项 

王彬文、杨

胜春、韩克

岑、王正龙 

2005-2010 研保条件

建设项目 

立项批复 未列入

附件 

6 共 同 知

识产权 

王彬文、段

世慧 

2015 软件 著作权证书 附 件

17 

7 共 同 知

识产权 

王彬文、董

登科 

2015 软件 著作权证书 附 件

18 

8 共 同 知

识产权 

王彬文、聂

小华 

2018 软件 著作权证书 附 件

19 

9 论 文 合

著 

王彬文、牟

让科 

2010 论文 飞机结构适坠

试验系统研制 

附 件

23 

9 论 文 合

著 

董登科、陈

先民 

2015 论文 Weight 

function 

method for 

computations 

of crack face 

displacements 

and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center cracks 

附 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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