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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数字孪生在飞行试验中的应用问题，对数字孪生的内涵和特点进行研究分析，利用试飞

对象行为和性能的映射，完成飞行试验需求开发与总体规划、试飞任务设计、一体化测试改装、试

飞组织实施、快速维修保障、试飞工程师培训 6 个试飞数字孪生典型应用场景设计，实现了试飞过

程中数字模型和物理实体间的同步更新、并行验证和螺旋演进，构建了“预测-飞行-比较”智能试飞

模式，是飞行试验数字孪生的工程应用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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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win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Flight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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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Test General Technology Institute, CFTE, Xi’an 710089, China) 

Abstrac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wins in flight tests, the connotation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twin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Six flight test digital twins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such 
as the requirements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planning of flight test, the flight test mission designing, the 
integrated testing and modification of flight test, the flight test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fast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and the training of flight test engineers have been designed by mapping th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of flight test objects. The synchronize updates, parallel validation and spiral 
evolution were achieved between the digital models and physical objects during the flight test. The 
intelligent flight test mode of prediction-flight test-comparison was built. It was an breakthrough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flight test digital twins. 
Keywords: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flight test;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 synchronize updates;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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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军事装备试验鉴定，是指通过规范化的组织形

式和试验活动，对装备战术技术性能、作战效能和

保障效能进行全面考核的综合性活动，贯穿于装备

发展全寿命过程，是发现装备问题缺陷、改进提升

装备性能、确保装备实战适用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

段[1]。因为装备试验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成本高、

难以精准评估等特点，故如何促进装备试验鉴定能

力，成为提升我国军事实力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随着信息处理技术、新型传感技术以

及计算机软硬件能力的提升，数字孪生技术已经引

起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等多个行业的广

泛关注[2-4]。该技术是由密歇根大学 Michael Grieves

教授于 2002 年提出的[5]，数字孪生(Digital Twin)

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实时采集数据、历史运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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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通过多变量、多尺度、多概率计算机仿真过

程，在虚拟空间完成实际物理空间映射，从而可以

反应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6]。目前，数字孪

生技术已经开始在新产品设计、装配制造、市场服

务等多领域进行了探索性应用。具体的，法国达索

公司建立了基于数字孪生的模拟体验系统，利用客

户持续交互反馈的信息改进、优化虚拟空间中的产

品设计模型，随后反馈到真实世界中对物理实体进

行改造升级[7]。目前，数字孪生技术已用于新型战

斗机研发和产品生产能力提升等领域。洛马公司提

出“Product Digiverse”的发展理念，集成了人员、过

程、设备、材料、环境等要素，构建出数字生态系

统，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数字孪生，通过其将物

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相连接，来反应产品的全生命周

期过程；波音从供应链、生产链，再到服务客户的

整个工程和研发系统，为产品建立了数字生命周

期，对机器进行全域感知、运行监测，并整合历史

积累数据进行运算，快速及时地输出信息；空客公

司在法国图卢兹工厂建立装配线的数字孪生模型，

实现对数万平米空间和数千个对象的实时精准跟

踪、定位和监测，并借助模型优化运行绩效，已在

A350XWB，A330，A400M 等型号装配线上不同程

度地应用；西门子公司使用数字孪生技术为其生产

制造全流程建立了系统模型并结合产品运行场景，

模拟各种可能性，进行虚拟分析，对其产品制造提

供全面的技术支持[8]，GE 公司将数字孪生应用于

航空发动机的故障预测和维修服务中，使得航空运

营变得更安全、高效和经济[9]。 

可见，数字孪生技术具有提高精度，降低

风险，压缩周期和成本的优势，然而我国目前

在装备试验鉴定领域，还未形成数字孪生应用

体系，基于此，本文将数字孪生概念和内涵引

入装备的试验鉴定领域，对数字孪生在飞行试

验的典型应用场景进行了设计和探讨， 后给

出了飞行试验全生命周期的建设路线，以期为

我国军事装备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快、更安全、

更经济的支撑与保障。 

1  装备试验数字孪生的内涵和特点 

1.1 装备试验数字孪生内涵 

新形势下，武器装备试验鉴定的原则是“面向

实战、全程覆盖，独立公正”，即突出复杂作战环

境和近似实战环境，坚持把试验鉴定贯穿于装备发

展的全寿命过程，同时确保试验鉴定结论精准、结

论客观公正。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孪生作为一种通用的使

能技术，通过被试装备、陪试系统、使用环境仿真

建模，数据采集、高速互联等智能感知，数据挖掘、

模型优化等信息计算处理技术，通过物理空间与赛

博空间的镜像和交互映射，实现对装备实体进行客

观描述、准确诊断、精准预测、高效决策。其中，

数据是基础、模型是核心，软件是载体[10]。 

1.2 装备试验数字孪生特点 

NASA 在《未来 NASA 和美国空军航空装备

数字孪生体系》书中以九宫格方式给出了数字孪生

的特点，面向飞行器或系统的，集成多物理、多尺

度、概率仿真模型，利用当前 好的物理模型、

新的传感器数据和历史数据等来反映与该模型对

应的实体状态。在此基础上，结合装备试验鉴定的

原则和特征，总结了数字孪生的五大特点，分别是：

完整定义性、连续传递性、全面仿真性、实时映射

性、智能驱动性。 

(1) 完整定义 

数字孪生是物理实体在虚拟空间的映射，其在

装备试验鉴定领域的应用关键在于数字孪生模型

的保真程度。完整定义就是要对装备物理实体的各

种要素包括几何特性、物理属性、运行机理等基于

模型的方式进行描述和定义，通过模型及其之间关

系的联接，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模型网络，从而可

以准确描述装备实体的功能、性能以及使用维护特

性。图 1 是某型战斗机的数字孪生体模型，用于加

载不同的工况和场景，以实现对飞机全生命周期活

动的仿真分析、评估和决策，使物理产品获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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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制造性、装配性、检测性和保障性。 

(2) 连续传递 

建立了基于装备的完整模型后，需要基于模

型的方式传递数据信息，包括结构、功能、性能

以及行为等动态信息，使试验实施过程中的各类

专业和技术领域人员能够更加直观和准确的感

知，实现跨阶段、跨单位、跨层级的模型紧密耦

合，有利于实体对象在全寿命周期内数据的连续

传递，模型一旦建立，随处可用，确保全程传递

和使用的是同一模型。 

实现数字孪生需要打通“端到端”的数字信息

流，确保数字链条中的数字信息无缝、连续的顺畅

流转。图 2 是基于模型的产品设计数据信息连续传

递的示意图，实现了产品研制全生命周期跨阶段、

跨部门、跨专业、跨层级基于模型的数据信息连续

传递，支撑不同专业/场景/工况下虚实融合的持续

验证与追溯，实现产品的一次成功率。 

(3) 全面仿真 

装备试验鉴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数字孪

生不仅需要从多学科、多专业的角度来描述物理实

体的特性，还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反应实体

的特性。基于多物理学科、多物理尺度集成模型的

仿真结果能够更加精确的反应物理实体在现实环

境中的真实状态和行为能力，使得在虚拟环境中检

测物理实体的功能和性能并 终代替物理实体试

验成为可能。图 3 所示的是装备试验的全面仿真示

意图，给出了飞机从概念→系统→样机在不同学

科、不同工况环境、不同尺度下全过程的虚实仿真

研制视图。 

 
图 1  F-15C 数字孪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F-15C digital twin 

 
图 2  基于模型的数据信息连续传递 

Fig. 2  Model-based data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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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装备试验的全面仿真 

Fig. 3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of equipment test 

(4) 实时映射 

在装备试验的全寿命过程中，仿真模型与物理

实体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进行快速交互和优化完善。

具体的，通过传感器、物联网等手段，充分运用物

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辅以历史运行数据，并集成

多种维度的模拟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

实时将物理世界中实体的运行状态信息传递至虚拟

世界，进行物理世界的精准映射，从而利用经济实

惠、安全性高的虚拟数字化环境，模拟各种特征或

行为带来的影响，推动装备试验鉴定的创新和发展。 

(5) 智能驱动 

在数字虚拟世界中进行分析计算，通过智能计

算、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智能手段，驱动现实物

理世界中任务的高效开展。在物理世界工作尚未开

展之前，通过建立数字化模型，可预先进行试验的

预演，排除和优化物理实体的故障和问题，实现对

物理世界的智能驱动。 

2  数字孪生的飞行试验应用场景 

飞行试验数字孪生利用全面映射试飞对象行

为和性能的数字样本，在飞行试验全寿命周期内实

现装备数字模型和物理实体之间的同步更新、并行

验证和螺旋演进，构建“预测﹣飞行﹣比较”试飞模

式，让飞行试验更准确、更全面、更高效、更安全。    

图 4 显示的是飞行试验全寿命周期的数字孪生，主

要分为六大场景：试飞需求验证总体规划、飞行任

务设计、一体化测试改装、试飞实施及资源调度、

快速维修保障、试飞工程师培训。 

2.1 基于数字孪生的试飞需求验证总体规划 

航空武器装备需求验证是飞行试验开展的根

本，开展需求验证的顶层总体规划是指导飞行试验

科学有序开展的必要手段。借助于数字孪生技术辅

助飞行试验总体设计开展试飞需求验证的顶层规

划和架构设计，建立由宏观到微观的装备体系需求

和装备型号需求的验证模型，通过虚拟仿真和效能

评估来评估装备需求验证总体方案的合理性和可

行性， 终利用真实的飞行试验反馈和修正装备需

求验证的整体架构；此外，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可以

支持开展先进装备设计理念、先进试飞技术等的预

先研究和演示验证。图 5 中，试飞单位接收到试飞

需求后，将试飞需求涉及的对象、环境等进行建模，

利用任务级数字模型对试飞需求进行仿真，以获得

对试飞需求的深入分析，对试飞大纲/试飞方案内

容进行建模，通过持续仿真验证与预测分析实现对

试飞大纲和试飞方案的 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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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飞行试验全寿命周期的数字孪生 

Fig. 4  Digital twin of the life cycle of the flight test 

 
图 5  需求验证顶层架构设计 

Fig. 5  Requirements verification top-level architecture design 

2.2 基于数字孪生的飞行任务设计 

通过试验对象建模仿真，能够辅助试飞工程师

进行试验任务设计、试验场景构建、基于虚实结合

试验数据驱动的模拟仿真、以及 终的试验结果评

估，从而可以预测或重现在实际物理环境下的试飞

情况，如图 6 所示。其结果与真实飞行试验结果一

起可以作为支撑航空武器装备试验鉴定的结论依

据。此外，还可借助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手段，

帮助试飞工程师试飞任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辅助

决策后续任务的设计与开展。借助于各专业仿真分

析工具，构建装备数字孪生专业模型，包括飞机性

能品质、结构强度、飞控系统、航电武器系统等模

型，利用基于物联网的数据采集和实时传输、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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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多尺度联合仿真、数据驱动的数字孪生模型动态

重构和可视化分析等技术，进行试飞任务设计仿真

验证、虚拟推演、实时监控、风险与结果预测分析

及试飞技术研究等。与传统的仿真手段相比，数字

孪生能够在装备试验任务开展的全过程实现数字

孪生体对物理实体的双向数据映射与优化分析，利

用虚实交互保障试验任务的安全、高效开展，部分

虚拟试验还可替代物理试验，使物理试飞架次减少

20%以上。 

2.3 基于数字孪生的一体化测试改装 

测试改装是指在试验对象上加装数据采集、传

输以及处理设备，以及对试飞数据进行处理的过

程。具有系统交联复杂、涉及工作面繁多、时间周

期长等特点。基于数字孪生的一体化测试改装以系

统仿真为核心，构建能够模拟真实试验及与改装场

地的仿真运行环境，通过传感器采集现实测试改装

过程中的所有实时数据，真实映射测试改装过程中

的任何细节，基于这些数据，在虚拟环境中，应用

数字化模型、大数据分析、3D 虚拟仿真等方法，

可对整个过程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来促进一体

化测试改装的进行。此外借助于 AR 等技术获取测

试改装作业的实时信息，及时向工艺设计人员反

馈，并将设计人员的设计信息推送至测试改装执行

人员，有效提升一体化测试改装的效率，保障其任

务实施质量。图 7 是一体化测试改装示意图，与设

计单位的数字样机同步开展测试系统、改装工艺与

装配方案的一体化协同设计；构建数字化测试改装

环境，实现试验机、人、设备、传感器等的全场景

全工况的虚拟化和数字化；对整个测试改装过程进

行仿真，引入可视化的手段，提供基于设计数据、

历史数据等分析基础上的任务实施方案设计优化、

风险预测与施工培训演练，实现测试改装全过程可

控、可追溯，提升试飞测试改装的效率和质量，使

试验机测试改装周期缩短 30%以上。 

2.4 基于数字孪生的试飞实施和资源调度 

利用数字化孪生技术，在试飞早期根据试飞计

划进行数字化资源建模，在虚拟资源仿真优化环境

中优化资源排布，进行早期决策；通过实时掌握试

验场运行状态，相关人员在虚拟机场里既能看到现

实机场的真实情况，获取所需的信息(人员、车辆、

试验机、环境等)，实现对机场运行管理智能决策 

 
图 6  试飞任务辅助设计 

Fig. 6  Aided design of flight test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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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态势感知，辅助相关人

员及时进行合理资源调配，面向体系化试飞，综合

优化试飞资源，提高飞行保障效率及保障安全。  

图 8 是基于数字孪生的试飞实施和资源调度示意

图，利用试验配试资源数字模型和物联网技术，构

建数字虚拟试验场，支持试飞运行的模拟与推演、

风险预测、试飞资源的 优配置与智能调度、高效

试飞运行方案设计优化及试飞实施辅助决策等，有

利于合理规划试飞场次、提高试飞资源利用率，降

低试飞风险、提高试飞效率。 

 
图 7  一体化测试改装 

Fig. 7  Integrated test modification 

 
图 8  试飞实施和资源调度 

Fig. 8  Task and resource sche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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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于数字孪生的快速维修保障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试验机健康监测模

型，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分析试验机或其设

备系统的健康状态，高效发现或预防问题， 大化

提高飞行试验的安全性和维修保障的针对性，快速

定位维保工作对象,借助于 AR 技术进行维修指导，

辅助机务人员快速进行故障的诊断与排除，降低维

护成本，改变维修保障工作模式。图 9 是基于数字

孪生快速维修保障示意图，基于试验机数字样机，

构建起相应的维修保障模型(包括可靠性、维修性、

安全性等模型)，并与飞参数据、故障信息、维修

排故经验、工具设备数据、技术资料、保障调度信

息和维修任务数据进行数据交互，实现多源数据挖

掘、健康状态管理、维修支持等各项功能，提升快

速排故、维修任务规划、维修决策与评估能力；构

建通用排故支持模型及知识体系，通过故障诊断技

术，实现故障分析、评估与快速定位；以可视化手

段支持试验机健康状态即时展示，自动预警异常情

况，提供维修辅助决策，提升故障诊断和预测水平，

提高维修保障效率。 

 
图 9  试验机快速维修保障 

Fig. 9  Quick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for test plane 

2.6 基于数字孪生的试飞工程人员培训 

利用仿真建模等数字孪生技术，同时借助 AR

和 VR 等手段，辅助试飞员、试飞工程师、机务人

员等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使培训沉浸在多维感受当

中，具备分布的可视和口头指导。并且会提供报警

和纠正在实时反馈过程中的学员错误措施。图 10

利用数字模型，构建沉浸式的培训环境，实现培训

人员在虚拟环境中完成试验机结构展示、驾驶技术

模拟训练、故障维修演示、设备拆装规划、远程协

同和考核评估，能够节约培训成本，提升试飞工程

人员的培训效果和效率。 

3  数据孪生的建设思路 

为了保障数字孪生技术在飞行试验领域的顺

利应用，其建设原则应遵循：合理规划，由易到难，

逐步推进。总体思路是：先数字化，再孪生化，

后实现集成优化。本文设计的飞行试验数据孪生的

应用架构如图 11 所示。 

 
图 10  辅助试飞技术人员培训 

Fig. 10  Flight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raining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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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飞行试验数据孪生逻辑架构 

Fig. 11  Flight test data twin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硬件层：主要是为飞行试验数字孪生提供基础

的计算、网络、数据测量、存储等硬件资源保障，

主要包含各类传感器、测试设备、GPU、网络通信

设备、安全保密设施以及各类服务器等，在符合安

全保密的前提下，可使用相关云计算技术，将硬件

资源池云化，以保证利用率的 大化。 

数据层：是为飞行试验数字孪生提供数据和算

法服务，主要包括飞行试验业务模型、逻辑算法以

及各类试飞历史数据等。通过该层将采集的各类数

据进行集成和融合，为上层提供相关的试飞业务逻

辑算法和试飞对象的孪生模型。 

平台层：是飞行试验数字孪生提供相关的数据

接入、数据分析、数据管理等功能，并通过大数据、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平台，实现飞行试

验数字孪生体的仿真优化、预测模拟以及以虚控实

等功能。 

应用层：是为各类用户提供良好的个性化应用

程序服务，针对飞行试验核心业务，主要的应用包

括试飞任务设计、智能测试改装、智能任务调度、

智能实时监控、高效维修保障等。 

数字孪生的核心技术可概括为基础应用技术

和综合应用技术。基础应用技术包括信息处理技

术、工业建模、仿真、传感技术等。综合应用技术

主要解决各种技术之间的交互接口，保证各项技术

能够互联互通。发展综合应用技术主要是实现将这

些基础应用技术整合起来实现数字孪生的目的。 

第 1 步，基础应用技术优先突破。通过智力引

进和技术交流等途径，掌握飞行试验业务全流程的

工业建模及验模技术，实现试飞对象全生命周期的

数字化以及过程管理、数据管理、风险管控实现信

息化、网络化。选择在数字化和信息化能力建设基

础条件较好的、有代表性的型号开展试点建设。 

第 2 步，攻克综合应用技术。构建飞行试验数

据孪生应用平台，利用传感器技术实现物理样机和

数字样机之间关键参数的映射，发展多学科、多尺

度、多概率的高性能仿真技术，采用数据驱动的方

法利用型号试飞的历史和实时运行数据，对虚拟模

型进行更新、修正、连接和补充，提升虚拟模型与

物理模型的统一性；构建高性能计算平台，满足系

统的实时性分析和计算要求，实现智能辅助决策。 

第 3 步，应用信息处理技术实现虚实互联。利

用 VR，AR 等技术，将飞行试验过程以超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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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展现，对试验机的各个子系统进行多领域、多

尺度的状态监测和评估，将智能监测和分析结果附

加到系统的各个子系统、部件，在完美复现实体系

统的同时将数字分析结果以虚拟映射的方式叠加

到所创造的孪生系统中，从视觉、声觉、触觉等各

个方面提供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体验，实现实时连续

的人机互动。 

4  结论 

数字孪生技术是数字化技术、仿真技术发展的

高阶阶段，是实现装备试验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途径

之一。本文构想了数据孪生技术在飞行试验领域的

六大应用场景，初步设计了该技术的应用架构和实

现路径，然而，飞行试验数据孪生的实现是一个长

期的实践过程，受到很多基础技术难点的制约，需

要技术人员充分利用先进的物联网、传感器以及大

数据等技术，一边探索和尝试，一边优化和完善，

攻克技术瓶颈，实现航空装备研制模式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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