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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升国产民机国内外市场的综合后勤保障能力，降低航材配置数量与航材运营保障成

本，提出了基于航材共享模式，考虑各航站航材库存量与响应时间的航站组航材配置方法。 采用泊松

过程描述航材在研究时间内不同需求量的概率；依据航站间的运输时间关系构建航材共享组；采用边

际分析法对共享组内所有航站中，航材期望短期量最大的航站进行航材配置，直至满足机队可用度需

求，实现航材共享下的航材配置技术。 研究表明：在规定机队可用度下，采用航材共享条件下航材配

置技术可以减少各航站的航材数量；在相同配置数量条件下能提高机队可用度；共享条件下航站组内

的初始库存量可维持在较低水平。 研究工作对完善国产民机维修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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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材是飞机维修保障的主要物质基础，科学合

理的航材配置供应模式能在保障飞机航材维修需求

的前提下降低航材配置成本，提升飞机后勤保障的

综合能力，进而提高飞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国产

民机传统的周转件航材保障模式为基地对航站的直

接航材供应补给。 航站根据相关航材类型与制定的

库存模式，向基地申请不同类型的航材与数量；基地

根据申请的订单与库存的情况，调整备件生产计划，
选择合理的物流方式将航材运送至需求航站。 对于

高价的航线可更换单元（ ｌｉｎｅ ｒｅｐａｉｒａｂｌｅ ｕｎｉｔ，ＬＲＵ）
备件，如果在飞机运营的航站中数量配置过多，将会

大幅度增加飞机运营商的资金压力；若数量配置不

足又将在产生备件需求时出现缺件现象，造成飞机

停场待件，降低飞机的放行签派率。 一个合理的

ＬＲＵ 配置模式将在满足规定的飞机机队保障率前

提下，使飞机的保障成本最低。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

开展考虑各航站间航材共享的配置方法，形成具有

经济性与高效性的 ＬＲＵ 备件库存配置方案，开拓国

产民机航材共享下的航材配置技术，为国产民机开

拓国内外市场，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材库存

优化配置提供参考。
国外对航材库存配置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相关研

究，相关航材配置的理论与方法都对目前的航材配

置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Ｃｌａｒｋ 等［１］ 较早提出考

虑备件的采购提前期、采购成本、需求分配与持有和

短缺成本等库存的优化配置问题；Ｓｈｅｒｂｒｏｏｋｅ［２］提出

的周转件多级库存控制技术，首次构建了航材配置

的经典模型 －ＭＥＴＲＩＣ （ｍｕｌｔｉ⁃ｅｃｈｅｌ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ｉ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模型，较为详细地对基地、
航站等多级库存的配置构建了库存补给数学模型，
能够确定一组备件在基地与航站满足设定目标下的

库存水平，在特定的投资水平下能够优化库存系统

的备件供应能力。 后续的多级航材周转件的配置模

型大多基于 ＭＥＴＲＩＣ 模型进行改进与优化，该模型

的提出为航材配置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基于 ＭＥＴＲＩＣ 模型，Ｈｉｌｌｅｓｔａｄ［３］ 发表了动态

多级配置技术模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ｕｌｔｉ⁃ｅｃｈｅｌ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ｌｅ ｉｔｅ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ｙｎａ⁃ＭＥＴＲＩＣ），在时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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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约束下，结合飞机运行的备件需求与备件购买

运输决策，研究在可选的后勤策略下机队运输保障

能力的影响。 Ｃˇ ｅｆｋｏ 等［４］ 基于多级库存优化模型，
为供应链中的库存优化提出解决方案，保持一定服

务水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使库存模型在

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上述研究成果对航材库存的配

置优化理论与方法应用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

果对本文在航材共享条件下航材配置技术的实现有

较好的参考作用。
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在 ＭＥＴＲＩＣ 模型的基础

上进行方法的改进，以适应于特定的应用条件与场

景航材备件配置。 孙蕾［５］ 较早依据 ＭＥＴＲＩＣ 的多

级库存配置理论，以提高民机的签派可靠性为目的，
研究了在多种情况下的航材库存配置问题；针对高

价周转件的低需求、随机性、不确定特性，改进了

ＭＥＴＲＩＣ 模型的航材需求计算方法，针对周转件的

多级库存配置，采用边际分析法进行库存优化求解，
并改进了横向供应的多级库存优化模型。 冯蕴雯

等［６］对现行的航材预测与航材配置方法进行总结，
并指出航材预测与配置是综合后勤保障的重要部

分。 此外，冯蕴雯等［７］ 建立了考虑维修比例的民机

备件多级库存配置研究模型，针对工程实际中不同

航站的维修能力、基地航站的运输距离与费用等约

束，提出考虑周转件维修比例的航材库存配置技术；
针对航站可能存在的航材横向供应问题，冯蕴雯

等［８］研究了基于横向供应与维修比例的民机备件

配置优化技术，并对冗余、横向供应的多级航材库存

配置技术的理论基础与案例分析进行详细阐述。 针

对航线维修资源的配置问题，唐庭均［９］ 综合考虑航

材、维修组与支援设备，构建排队论模型，以最小费

率与最大可用度为目标进行多维资源优化配置；张
家维等［１０］结合多目标蚁狮算法对航材的多目标决

策进行配置，实现航材的优化配置；徐常凯等［１１］ 采

用强化学习的马尔科夫决策过程对 ２ 级库存的航材

供应进行优化配置；田静等［１２］采用改进粒子群算法

对波音飞机的初始航材进行配置优化；邵雨晗等［１３］

提出一种人工鱼群算法，对航空装备进行配置优化，
满足规定的可用度条件下费用最少经济性要求。 上

述研究对各种约束下航材库存配置进行了模型构建

与算法改进应用方面的探索，对本文考虑航材共享

条件下的航材库存配置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在经

济性与敏捷性的约束下提升后勤保障的综合能力，
是国产民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有力保障。 针对日

趋成熟的航材共享技术，是未来国产民机的后勤保

障体系建立航材供给时可以广泛采用的新形式，因
此考虑建立航材共享条件下的航材配置模型与方法

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本文在构建航材共享航站组的

基础上，考虑航站间的运输时间、机队规模、年均飞

行小时、航材装机数量与机队保障率，采用边际分析

法对各航站进行航材配置。

１　 航材配置问题假设与描述

目前，国产民机多采用 ２ 级航材维修保障体系，
即航站级与基地级。 当国产民机产生航材需求时，
若航站仓库有需求航材的库存，则直接使用库存的

航材满足需求；若库存没有需求的航材，用户向主制

造商或供应商所在基地提出航材需求申请，由基地

向航站供应需求的航材，整个过程耗时较长。 待件

飞机处于飞机停场（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ＡＯＧ）状态，
频繁的 ＡＯＧ 现象会显著降低飞机的可用率。 从客

户提出航材申请至签收航材为备件响应时间，根据

国内民机主制造商的工程经验，当前航材配置模式

下备件响应平均时间为 ４５ 天。 若各航站间能形成

航材共享关系，彼此共用共享组内的各类航材，产生

航材需求时从共享组内的航材库存向需求航站调

运，可减少需求航站获得航材的响应时间，降低飞机

ＡＯＧ 时间，提升飞机可用度。 结合工程实际，调研

发现国产民机用户的航站大多未具备 ＬＲＵ 备件的

修理能力，本文航材共享下的航材配置将不考虑航

站的修理能力。 此外在分析航材种类时，以 ＬＲＵ 为

例开展航材共享下的航站航材库存配置技术研究。
航材共享是由一家或多家大型航空公司、维修

单位或航材供应商、分销商共同投入资源，由多方建

立的共享“航材池”，共享一个航材资源系统，由设

定的管理单位以长期服务协议的模式向航空公司、
维修单位等需要航材保障的企业提供航材共享服

务，以低成本实现库存齐全管理，高质高效地解决航

材保障［１４］。 常见的几种航材共享模式有常规购销、
租赁、寄售、交换与 ＡＯＧ 支援［１５］。 在形成航站与基

地的航材共享的航材支援模式后，航材仓库的配置

技术必然与不考虑航材共享的配置技术有所区别；
郑超［１６］通过构建航材库存虚拟化管理模式，采用库

存共享优化共享理论进行备件库存的总成本的优

化，研究表明航材共享模式对航材库存业务的成本

控制具有较大的优势。 研究航材共享条件下的航材

·７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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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技术具有理论与工程的实际意义，国内关于航

材共享条件下的航材配置的研究分析还处于探索阶

段，本文尝试考虑航材共享条件下，在一定的航材可

用度的约束下探讨国产民机航材配置技术的实现。
目前的国产民机航材库存配置主要由航站及其

仓库、基地及其仓库与维修点组成。 常规的基地－
航站航材库存配置模式为航站向基地提出航材需求

申请，拆下的 ＬＲＵ 送回基地维修点，根据需求航材

的库存模式进行补货，由基地仓库进行点对点的航

材后勤保障。 常规航材配置方式不考虑航站间的航

材共享关系。 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配置模式中，将
２ 个以上的航站组成航材共享组，组内的航站产生

航材需求时，若需求航站自身仓库具有该航材，直接

从仓库获得的航材满足需求，拆下的 ＬＲＵ 送到基地

进行维修；若自身仓库没有需求航材，从共享组内最

近的储备该航材的航站仓库选择共享方式使用该航

材，拆下的 ＬＲＵ 送到基地进行维修，根据需求航材

的库存模式进行补货；若共享组内仓库均无需求航

材，从基地申请调运该航材，根据需求航材的库存模

式进行补货，并完善共享组内的航材配置。 常规的

航材配置模式、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配置模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２ 种航材配置模式示意图

国产民机航材在当前常规的基地－航站航材库

存配置过程中，仓库对 ＬＲＵ 备件的库存补货策略为

库存减少 １ 件补货 １ 件的 （Ｓ － １，Ｓ） 策略。 在航材

共享模式下，基地对各航站的仓库库存进行统一管

理，对各航站仓库的 ＬＲＵ 备件的库存补货策略为库

存减少１件补货１件的（Ｓ － １，Ｓ） 策略。 各航站仓库

的库存量满足以下平衡公式［５］

ｓ ＝ ｓＯＨ ＋ ｓＤＩ － ｓＢＯ （１）
式中： ｓ 为仓库的初始库存数量；ｓＯＨ 为某一时刻的

仓库库存量；ｓＤＩ 为某一时刻的仓库供应渠道数；ｓＢＯ
为某一时刻仓库 ＬＲＵ 的短缺数量。

为了便于对航材需求与航材配置过程进行数学

描述，对常规与航材共享模式下的航材配置的备件

库存优化模型作出以下假设：
１） 例子中涉及的 ＬＲＵ 均为可修件，不同 ＬＲＵ

的故障独立，互不关联；
２） 例子中涉及的 ＬＲＵ 的航材重要性（ＥＳＳ 码）

一致；
３） 共享组内的 ＬＲＵ 航材备件可以实现共享，

即航站可从共享组内的其他航站或者基地获得需求

的航材，暂不考虑从其他渠道获得所需航材；
４） 考虑航材共享时，若存在多个航站仓库可提

供需求航材，在航材共享的协议内，综合考虑运输时

间、费用，从最优的航站仓库获得需求航材；２ 个发

生航材需求与航材供给的共享航站的后续备件的补

货由基地根据库存补货策略及配置方法决定航材共

享组内航材仓库补货的数量；
５） ＬＲＵ 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发生故障。

２　 航材共享下的航材配置模型

２．１　 机队 ＬＲＵ 年均需求量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发现，飞机 ＬＲＵ 年均需求

量与飞行机队的数量、年均飞行小时、机队规模、装
机数量、平均拆换间隔有关，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ＬＲＵ 年均的需求量可由以下公式计算［２］

λ ｉ ＝
ＴＦＨ × Ｑｉ × Ｎ

ｍｉ
（２）

式中： λ ｉ 为第 ｉ个 ＬＲＵ 的年均需求量；ＴＦＨ 为飞机年

均飞行小时；Ｑｉ 为第 ｉ个 ＬＲＵ的单机装机数量；Ｎ为

机队规模；ｍｉ 为第 ｉ 个 ＬＲＵ 的平均拆换间隔。
２．２　 机队 ＬＲＵ 期望短缺量

假设研究时间 ｔ 内，ＬＲＵ 的需求件数 ｎ 符合泊

松过程。 描述 ＬＲＵ 的需求量与时间的关系，如（３）
式所示

Ｐ（Ｆ（ ｔ） ＝ ｎ） ＝ （λｔ） ｎｅ －λｔ

ｎ！
（３）

式中： Ｐ（Ｆ（ ｔ） ＝ ｎ） 为研究时间 ｔ 内，航材 ＬＲＵ 的需

求量 Ｆ（ ｔ） 为 ｎ 的概率；λ 为 ＬＲＵ 的年均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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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 ｔ内ＬＲＵ的需求量Ｆ（ ｔ） 不超过 ｎ的累

计概率分布为

Ｐ（Ｆ（ ｔ） ≤ ｎ） ＝ ∑
ｎ

０

（λｔ） ｎｅ －λｔ

ｎ！
（４）

　 　 则航站在航材供货时间 ｔ 内，航材 ＬＲＵ 的库存

量为 ｓ 时，该 ＬＲＵ 备件的期望短缺数为

Ｅｓ
ｉ ＝ ∑

∞

ｘ ＝ ｓ＋１
（ｘ － ｓ）Ｐ（Ｆ（ ｔ） ＝ ｘ） （５）

　 　 Ｅｓ
ｉ 表示研究时间 ｔ内，库存量为 ｓ时第 ｉ 个 ＬＲＵ

的期望短缺量。
２．３　 航站 ＬＲＵ 期望需求量

航站的期望需求量由航站的年均需求量与该备

件在航站的期望需求短缺量组成。 在航材共享条件

下，考虑各航站采用与航材种类、使用时限、费用等

约束下相匹配的共享模式，在航站间的航材运输时

间达到预定的时间要求时，将航站纳入航材共享组

中，共享组内的所有航站的航材可根据运输条件实

现相互调运，达到共享目的。
为说明共享组内的航站的航材共享的实现方

式，构建拥有 ４ 个航站的航材共享组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Ｔｉｊ 为航站 ｉ 到航站 ｊ 的航材平均运输时间，根
据航站间的运输时间分配各航站的年均 ＬＲＵ 的需

求量。

图 ２　 航材共享组内航站间运输时间

航站的第 ｋ 个 ＬＲＵ 年均的需求量按照运向该

航站的运输时间总和占共享组内的总运输时间的比

例进行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ｌ ｊｋ ＝
∑

Ｊ

ｉ ＝ １，ｉ≠ｊ
Ｔｉｊ

∑
Ｊ

ｊ ＝ １
∑

Ｊ

ｉ ＝ １，ｉ≠ｊ
Ｔｉｊ

λｋ ＋ Ｅｓ
ｋ （６）

式中： ｌ ｊｋ 为第 ｋ个ＬＲＵ在航站 ｊ的期望需求量；Ｊ为航

站的个数总和；λ 为第 ｋ 个 ＬＲＵ 的年均需求量。
２．４　 机队可用度

机队的可用度 Ａ 反映各项 ＬＲＵ 的在给定的库

存量与航站的配置数量下，航材的整体保障水平。
计算公式如（７）式所示

Ａ ＝ ∏
ｋ

ｉ ＝ １
１ －

Ｅｓ
ｉ

Ｎ × Ｑｉ

æ

è
ç

ö

ø
÷

Ｑｉ

（７）

式中： Ａ为机队的可用度；Ｑｉ 为第 ｉ个 ＬＲＵ的单机装

机数量；Ｎ 为机队规模；Ｅｓ
ｉ 表示库存量为 ｓ 时第 ｉ 个

ＬＲＵ 的期望短缺量。

３　 考虑共享的航材库存配置流程

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配置主要是研究航站在发

生航材需求时，产生需求的航站根据自身的航材库

存状况，利用自身与共享组内其他航站的航材库存

共同为需求航站提供航材支持。 结合共享组内的航

材配置，将航材库存配置优化流程整理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考虑共享下航材配置流程

各航站考虑航材共享的库存配置技术流程为：
１） 初始化各航站间的 ＬＲＵ 航材备件库存量，

使各航站的库存暂为 ０；
２） 依据各航站的位置、运输方式与运输时间，

将达到航材共享预设条件的航站构建成航材共

享组；
３） 按照（２）式，在收集机队的规模、年均飞行

小时、各 ＬＲＵ 的装机数量与平均拆换间隔，计算机

队的各项 ＬＲＵ 备件的年均需求量；
４） 按照（５）式计算各项 ＬＲＵ 航材备件的库存

量为 ｓ 时，各 ＬＲＵ 航材备件的期望短缺数；
５） 按照各航站的运输时间，将各项 ＬＲＵ 航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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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机队年需求量分配至对应的航站；
６） 按照（７）式计算机队可用度；
７） 比较计算的机队可用度与设定的目标机队

可用度，若大于等于设定可用度，则 ＬＲＵ 航材备件

配置满足要求，输出各航站的各 ＬＲＵ 航材备件的数

量；若小于设定可用度，计算共享组内的当前 ＬＲＵ
航材备件数量的情况下期望短缺量，选择值最大的

航站进行 ＬＲＵ 航材备件的配置；
８） 继续进行步骤 ６）至 ７），直至计算的机队可

用度大于等于设定的目标机队可用度；
９） 根据各 ＬＲＵ 航材备件在各航站的配置数

量，完成在共享条件下的航材配置技术。

４　 算例分析

本文以国产民机 ＭＡ６０ 在东南亚的 ４ 个航站为

例，以 ４ 个 ＬＲＵ 航材备件为分析对象，机队规模为 ６
架，年均飞行小时为 １ ８００ ｈ，其他 ＬＲＵ 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ＬＲＵ 航材的参数

ＬＲＵ 编号 ｍｉ Ｑｉ

１ １ ５００ ２

２ ８００ １

３ ９００ １

４ １ ２００ １

研究的 ４ 个航站间的运输时间、运输间的关系

如图 ４ 所示。 ２ 个航站间的带箭头的边表示运输方

向，边的数字表示航站间的运输时间，单位为天。

图 ４　 ４ 个航站间的运输时间

根据上述的各项 ＬＲＵ 航材备件与各航站间的

信息，结合航材共享下航材配置优化技术流程，对航

站间的不同航材库存与不同的航材响应时间的关系

进行探索分析。

４．１　 机队可用度与响应时间关系

航材共享的优势是缩短航材的响应时间，在库

存一定的条件下，航材共享的采用可大幅度提高机

队的可用度。 为探索航站间的不同航材库存与不同

的航材响应时间的关系，构建机队可用度与航材响

应时间的关系，以 ＥＳＳ 为 １ 的航材为例，在不同的航

材库存水平下分析上述 ２ 个变量间的关系，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机队可用度与航材响应时间关系

根据航材消耗历史数据统计，国产民机 ＭＡ６０
的航材响应平均时间约为 ４５ 天；若考虑航材共享方

式进行航材支援，航材响应时间可降为 ５ 天左右。
由图 ５ 曲线关系可知，若要机队维持在 ０．９ 左右的

可用度，在 ４５ 天的常规航材响应时间将需要在航站

配置 ３０％的年需求量；若采用航材共享的航材备件

支援模式，共享组内可提供相应航材的，可在该航站

不进行航材备件的配置，较大程度减少航材配置的

数量。 若航站的航材库存配置达到航材年需求量

１０％以上，航材在考虑共享模式的航材备件支援即

可实现接近 １ 的机队可用度。 综上分析可知，考虑

航材共享模式在同一库存配置水平下可显著提高机

队可用度。
４．２　 各航站的 ＬＲＵ 航材库存配置

在分析航材响应时间与机队可用度关系的基础

上，结合表 １ 的 ＬＲＵ 航材备件数据，分析各航站在

常规航材库存配置与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库存配置

技术的应用。
１） 不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库存配置技术

当前国产民机的航材库存供应是常规的（Ｓ－１，
Ｓ）库存策略，即当航站产生航材需求时，若该航站

库存中存在需求的航材，使用该航材满足航材需求；
若航站库存中不存在需求的航材，航站向基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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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航材需求申请，基地根据申请组织航材的生产、运
输等工作，一般 ４５ 天后到达申请航站的仓库。 在待

件时间内，缺件飞机出现 ＡＯＧ 现象。 在假设机队可

用度分别为 ０．９３ 与 ０．９５，采用边际分析法，对航材

期望短缺量最大的航站进行配置，直至满足机队可

用度的约束。 ４ 个航站的 ４ 个 ＬＲＵ 航材配置结果如

表 ２ 所示。
表 ２　 各航站的 ＬＲＵ 航材备件的配置

航站 Ａ

不考虑航材共享

航材配置 ＬＲＵ
考虑航材共享

航材配置 ＬＲＵ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０．９３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０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０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０

１

２

３

４

０．９５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库存配置技术

在考虑航材共享的情形下，航站产生航材需求

时，若该航站的库存中存在需求的航材，使用该航材

满足航材需求；若航站的库存中不存在需求的航材，
航站向共享组内的其他航站提出航材需求申请，选
择时间、费用最优的航站航材满足航材需求，一般 ５
天后到达申请航站的仓库。 （Ｓ－１，Ｓ）库存策略下，
由基地根据实际需求向共享组内的航站进行航材配

置。 在假设机队可用度分别为 ０．９３ 与 ０．９５，采用边

际分析法，对航材期望短缺量最大的航站进行配置，
直至满足机队可用度的约束。 ４ 个航站的 ４ 个 ＬＲＵ
航材备件配置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由表 ２ 的各航站的航材配置可知，在相同的机

队可用度情况下，考虑航材共享的航站库存配置的

航材数量比不考虑共享的少；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

配置方式增加较少的航材数量即可实现提高机队可

用度的目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考虑航材共享的

航材配置技术可规定可用度下实现更少的航材备件

的配置数量。

４．３ 　 航材共享与不考虑共享的航材配置的对比

分析

结合上述 ４ 个航站的 ４ 个 ＬＲＵ 航材备件配置

的数据，分别在考虑航材共享与不考虑航材共享条

件下研究不同航材配置数量与机队可用度的关系，
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航材配置数量与可用度的关系

由图 ６ 可知，与不考虑共享的航材配置对比，考
虑航材共享的航材配置数量在配置较低时有较高的

可用度，在配置数量较高时能够最快到达可用度为

１ 的状态；航站的航材配置数量在超过 １１ 以后，采
用航材共享的配置方式下机队的可用度快速上升，
而常规的航材配置方式下在航材数量超过 １３ 以后

才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机队可用度增长；机队可用

度在超过 ０．９５ 后，随着航材配置数量的增加，２ 种航

材配置方式的机队可用度增长速率均显著下降，但
常规的航材配置方式下机队总体可用度增长速率比

共享模式下配置方式更缓慢，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

配置在提升机队可用度方面优势明显。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国产民机的航材配置问题，在航材共

享条件下，通过边际分析法进行航站共享组的航材

库存配置求解。 考虑各航站的航材库存补货策略、
航材响应时间、航站库存量与机队可用度，分析航材

共享模式下的航材配置技术，结论如下：
１） 采用泊松过程对共享组内航站的各种航材

在不同时间内的航材需求规律进行建模，合理反映

航站各航材的需求量与研究时间的关系；
２） 建立了考虑航材共享的航材库存配置模型

并进行案例求解，分析结果表明：与不考虑航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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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规航材配置方式相比，航材共享下的航材配置

技术可以实现以更少库存配置数量满足规定的机队

可用度；
３） 通过国产民机的算例分析，航材初始库存

量、航材响应时间是影响航站在航材共享条件下库

存配置数量的主要因素。 与不考虑航材共享的常规

航材配置方式相比，通过实例分析验证考虑航材共

享的航材配置技术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形成的考虑

航材共享的国产民机航材配置技术。 研究成果可为

国产民机开拓国内外市场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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