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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ssembly tooling of UAV, using the flexible modularize idea, the universality of assembly
tooling of UAV is studied. And then, the typical flexible structure of UAV assembly tooling based on
the flexible modularize technology is presented. Finally, a solution to shorten the cycle and lower
the cost of UAV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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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无人机装配工装为研究对象，应用柔性模块化设计思想，对无人机各部件装配工装的通用性进行
了研究和探索，并基于柔性模块化技术，给出了无人机装配工装典型柔性结构形式，为实现无人机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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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柔性化、通用化、标准化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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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无人机在军事领域和民用领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人机装配是指将复材件、机加
件、钣金件、成品件、标准件等零部件按设计图样和技术要求在专门工艺装备上进行机体结构连接、装
配、对接、设备安装的全过程[1]。
在无人机制造过程中，装配工作量约占整个无人机制造工作量的 40%~50%以上。作为保证制造准确
度，提高装配质量和生产效率的专用工艺装备，无人机装配工装在无人机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
随着航空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对无人机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趋向于小批量、多品种，且使得企业必
须能快速反应市场需求。传统结构形式的无人机装配工装，无论是制造成本还是设计制造周期都难以满
足上述需求。
由于无人机机体结构的复杂性，不同机型或同一机型不同机体结构所需的装配工艺装备必然有所不
同。传统工装设计理念中，一套装配工装只适用于同一结构形式的无人机部件装配，从而导致装配工装
应用对象单一，数量多，研制成本高、研制周期长，并且越来越难以满足目前无人机多品种、小批量、
快速反应的研制需求[3]。因此，如何缩短无人机装配工装设计制造周期，以较低成本满足无人机因不断
改型引起的机体结构变化，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已经成为无人机制造企业面临的技术瓶颈和研究热点。
柔性装配技术是一种适应快速研制需求、低成本制造及工装可重组、模块化的先进制造技术[4]。这
种技术主要是利用可重组、模块化的工装组件，仅需要设计制造少量工装零件，就能组装完成满足不同
机型或同一机型不同结构所需的装配工装，从而大大缩短工装设计制造周期，减少工装种类和数量，显
著降低工装制造成本，实现无人机装配工装“一型多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模式[3]。
世界上先进的飞机制造企业如波音、空客等公司的装配工艺装备都广泛应用了模块化、通用化设计
思想，并进行了结构优化设计，在结构简单、轻巧的基础上，同种功能、结构的装配工装已经达到高度
的柔性化和自动化，这也是无人机装配工装设计制造的发展方向[5]。
与国外先进飞机制造企业相比，国内大部分无人机制造企业在无人机装配过程中广泛采用的仍然是
传统的专用装配工装，工装整体设计和使用模式较为落后[6]。主要表现在：工装数量多、占地面积大、
设计周期长、制造成本高、工装上的定位件缺乏标准化和模块化；工装设计虽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手
段，但未充分进行工装结构优化分析及虚拟仿真装配，工装主体结构较为笨重，在制造阶段经常需要反
复更改；无人机装配仍以手工作业为主，产品质量稳定性难以保证，产品生产效率较低。
柔性装配技术中工装可重组、模块化的设计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根据产品装配工艺
过程需求，对需要的工装模块进行功能性分析和设计，即工装模块的创建过程；然后对设计完成的工装
模块进行功能性组合和高精度安装，从而得到满足产品装配工艺过程要求的装配工装，即模块化工装的
组合过程[7]。

2. 无人机产品结构模块化分析
由于复合材料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成形工艺性好、可设计性强、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和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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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性等优点，目前世界上先进的无人机大都采用了复合材料进行机体设计和制造，甚至有些无人机已
经采用了全复合材料结构形式。因此，复合材料机体结构已经成为无人机产品结构的主体。
对于中小型无人机来说，机体大都采用了复合材料骨架和蒙皮结构形式。机身一般采用梁框式结构。
机身壁板一般采用玻璃纤维/碳纤维蜂窝夹层结构，机身梁一般采用碳纤维泡沫夹芯结构，机身框板一般
采用玻璃纤维层压结构或碳纤维复合材料夹芯结构。机身梁、框通过胶接连接在壁板上。
无人机机翼、尾翼一般采用梁、肋式结构。机翼壁板一般采用玻璃纤维/碳纤维蜂窝夹层或泡沫夹层
结构，机翼梁作为主承力结构，一般采用“U 型梁”或“工字梁”碳纤维层压结构，机翼肋一般采用碳
纤维复合材料层压结构、机加肋或钣金肋。机翼梁、肋通过胶接或铆接连接在机翼壁板上。典型无人机
机翼骨架和壁板结构如图 1、图 2 所示。
传统无人机机身、机翼装配工装通常采用铸造结构，通过整体化上下压框在部件的梁、肋和壁板胶
接区域加压(其余位置掏空减重)的方式，来满足机身梁、框板与机身壁板的胶接，以及机翼梁、肋和机翼
壁板的胶接。上述传统装配工装典型结构形式如图 3 所示。这种装配胶接方式较为单一，一套装配工装
只能对应一种类型产品，且当产品发生改变或进行升级改进时，装配工装结构更改较为困难。因此，整
体化装配工装设计思路已经难以满足竞争日益激烈的无人机产品研制周期日益缩短的需求。而且整体化
装配工装制造难度大，成本高，存储及运输不方便，已经不适于现代化的无人机生产模式。
柔性模块化设计原则是力求以尽量少的模块来装配尽可能多的产品，并在满足要求基础上使产品精
度高、性能稳定、结构简单、成本低廉，模块结构应尽量简单、规范，模块间联系尽可能简单。
对于无人机典型结构形式，机身装配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机身框、梁和壁板的胶接固化，机翼、尾翼
结构装配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机翼、尾翼梁、肋和壁板的胶接固化。从胶接结构和装配要求来说，机身部
件、机翼部件和尾翼部件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可简化为框、梁、壁板胶接工装结构形式。

3. 无人机柔性模块化工装设计与布局方案
根据模块化设计思想及柔性化原则，无人机装配工装应在满足无人机同一机型不同部件或不同机型
不同部件装配技术要求的基础上，尽量进行通用性、经济性，标准化设计，即在一套通用化装配工装上
实现同一机型不同部件或不同机型不同部件的框、梁、壁板的快速定位、快速安装和快速拆卸，既要保
证型架安装精度及各部件间的整体气动外形，又要使工艺装备尽量简单，定位件和压紧件结实牢固，通
用性强，移动灵活，从而缩短无人机装配工装设计制造周期、降低工装设计制造成本。通过上述模块化
设计，可以用一套型架结构，在结构适当调整后，满足多种型号部件装配的要求，减少生产现场等待时
间，充分发挥装配工装的高效性。当产品品种发生变化时，在满足经济性前提下，具有快速转换生产机
型的自适应能力。
在无人机模块化装配工装设计当中，将装配工装结构按功能划分为静态框架结构和动态卡板结构两
大部分。静态框架结构是模块化、标准化的框架结构，由支撑底座，转动机构、标准框架和连接件等几
大模块组成，静态框架结构是模块化装配工装设计中基本不变的部分，不随产品对象的不同进行大量的
改动。动态卡板结构由纵向卡板、横向卡板、定位件和连接件等几部分组成，动态卡板结构是模块化装
配工装设计中可以大范围改动的部分，其结构随着产品对象的不同，可以进行较大改动或重新设计。
通过基于坐标孔定位思路，将模块化、标准化工装框架与坐标孔定位相结合，在应用中利用工装框
架上的坐标孔快速定位工装定位件(成套外形卡板)，实现工装框架与定位件快速插接，从而快速完成零件
定位。当更换产品时，通过更换(成套外形卡板)定位件来实现工装柔性化，快速方便。
针对无人机同一机型不同部件或不同机型不同部件，通过更换少量动态卡板结构，即可满足各型无
人机部件的装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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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ypical wing structure of UAV
图 1. 无人机机翼骨架典型结构

Figure 2. Typical wing skin structure of UAV
图 2. 无人机机翼壁板典型结构

Figure 3. Typical assembly tooling structure of UAV
图 3. 传统无人机装配工装典型结构

3.1. 静态框架结构
无人机装配工装静态框架结构由支撑底座、转动机构、标准框架和连接件等几大模块组成。
支撑底座是整个装配工装的支撑结构，用于支撑框架形成高度适合的装配工装结构，满足框架转动
所需空间尺寸要求，保证操作人员在舒适高度操作，完成产品装配工作。
转动机构置于支撑底座上，位于框架设计转动中心轴上，用于保证操作人员方便、省力的完成整个
装配工装框架的转动和固定工作。转动机构一般采用市场上的成熟产品。
标准框架是整个静态框架结构的核心，是柔性模块化工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刚性工装框架都是
整体焊接式或分散装配式结构，固定在整体地基上，强调的是框架的不可变性。标准框架一般采用矩形
框架结构，其中沿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均为长度可调节结构，用以满足同一机型不同部件或不同机型不
同部件框架轮廓外形尺寸的要求。长度可调结构可采用矩形型材嵌套式结构形式设计。
目前，随着数控加工能力的不断提高，数控加工孔的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在无
人机制造过程中，推广并应用基于基准孔定位(装配孔定位、坐标孔定位等)的装配连接方法成为可能。标
准框架为了满足不同部件骨架和蒙皮胶接定位夹紧的需求，借鉴传统划线钻孔台安装定位件的结构形式，
在标准框架与卡板的连接定位面方向，设置整数倍数的多组标准定位孔，以便于不同部件骨架结构不同
站位卡板的连接。同时，为使得骨架和蒙皮间的定位准确可靠，将标准框架的定位孔系引入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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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设计人员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骨架上框、肋站位的工艺性，从而避免了产品的反复协调更改，
大大缩短了无人机产品的研制周期。
连接件主要包括标准定位销和紧固螺栓，用以定位和固紧不同部件的连接卡板，以及标准框架在其
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进行尺寸调节后的连接和固定。

3.2. 动态卡板结构
无人机装配工装动态卡板结构有部件外形卡板、横卡板、接头定位器，钻模板等几部分组成。
部件外形卡板通过标准连接件精确定位并固定在标准框架上，在产品装配过程中，外形卡板能支撑
框架和蒙皮，同时也是保证部件、组件气动外形的重要装置。外形卡板用于夹紧对应位置骨架中的框、
肋和蒙皮，保证两者之间的胶接间隙和胶接质量，同时保证其压紧部位的理论气动外形。同时，外形卡
板也一般作为所有接头定位器的定位和连接基准。
横卡板通过标准连接件连接到外形卡板之间，用于定位骨架中的梁和蒙皮，保证两者之间的胶接间
隙和胶接质量。
接头定位器用于各部件内部有定位精度要求的零组件的装配定位，接头定位器通常采用连接角座加
接头定位器的结构形式，既满足产品零部件定位要求，又方便拆卸，便于部件装配完成后的出架。接头
定位器一般以框架为定位基准，部件内部空间的接头定位器则以外形卡板为定位基准。
钻模板主要用于部件上有定位连接关系的零组件上成组孔的定位和钻制，从而保证不同部件间连接
时，连接孔位和孔精度的协调一致性。

3.3. 柔性装配工装安装及检测方法
激光跟踪测量技术具有无接触、高速、高精度、通用等优点，能够满足无人机不同尺寸部件装配的
要求。无人机柔性模块化装配工装主要采用数字化传递方法和激光跟踪测量技术，通过在标准框架上、
卡板上、接头定位器角座上设置激光标靶点孔来完成工装各部件的高精度定位和安装。

4. 应用实例
根据上述柔性模块化工装设计原则和划分依据，本文针对某型无人机机身部件装配工装进行了设计
和制造。
根据无人机装配工装静态框架结构的理论组成，设计得到某型无人机机身装配工装静态框架结构如
图 4 所示。
根据无人机装配工装动态卡板结构的理论组成，设计得到某型无人机机身装配工装动态卡板结构如
图 5 所示。
最终，经过设计制造和激光跟踪仪安装，得到某型无人机柔性装配工装实物如图 6 所示。
通过柔性模块化工装设计制造技术应用，在无人机研制过程中取得了如下效果：1) 降低了同系列无
人机产品的工装设计制造成本；2) 使某型无人机研制周期大大缩短；3) 通过数字量传递产品设计数据，
降低了装配工装的设计制造出错率，推动了工装柔性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在企业内部的推广应用，提高
了企业的制造技术水平和批生产。

5. 结束语
为满足无人机产品研制周期越来越短，研制成本逐年降低的市场需求，本文借鉴了模块化设计思想，
以无人机装配工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无人机产品各部件装配工装的相似性，给出了基于模块化技术的
无人机柔性装配工装典型结构形式。通过实际应用，无人机柔性装配工装典型结构切实有效的缩短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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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ypical fuselage assembly tooling static structure of
UAV
图 4. 某型无人机机身装配工装静态框架结构

Figure 5. Typical fuselage assembly tooling dynamic structure
of UAV
图 5. 某型无人机机身装配工装动态卡板结构

Figure 6. Typical flexible fuselage assembly tooling structure
of UAV
图 6. 某型无人机机身柔性装配工装结构

人机产品研制周期 40%以上，降低了无人机产品研制成本 35%，为满足竞争不断激烈的市场需求提供了
一种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

327

杨铁江 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王云渤, 张关康, 冯宗律. 飞机装配工艺学[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0.

[2]

范玉青. 现代飞机制造技术[M].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1: 3-10.

[3]

马强, 王仲奇. 飞机制造工艺装备模块化设计方法的研究[J]. 现代制造工程, 2007, 5(1): 63-65.

[4]

邹方, 薛汉杰, 周万勇, 等. 飞机数字化柔性装配关键技术及其发展[J].. 航空制造技术, 2006, 20(5): 35-38.

[5]

王亮, 李东升, 刘凤贵, 等. 飞机壁板类组件数字化装配柔性工装技术及应用[J]. 航空制造技术, 2010(10): 5861.

[6]

郭洪杰. 大型飞机柔性装配技术[J]. 航空制造技术, 2010(18): 52-54.

[7]

王仲奇, 康永刚, 王辉坪, 等. 飞机部件级数字化柔性工装设计[J]. 航空制造技术, 2011(22): 101-104.

期刊投稿者将享受如下服务：
1.
2.
3.
4.
5.
6.
7.

投稿前咨询服务 (QQ、微信、邮箱皆可)
为您匹配最合适的期刊
24 小时以内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友好的在线投稿界面
专业的同行评审
知网检索
全网络覆盖式推广您的研究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met@hanspub.org

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