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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转静子碰摩问题是发动机在过渡态时发生振动超标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对其进行更为有效地

考核验证与分析,从碰摩实验装置、测试技术及涂层可磨耗试验验证方面阐述了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并分

析了主要差距。结合发动机真实工况,提出了碰摩试验的发展需求。本文研究对于发展我国军/民用航空发动

机封严涂层适航审定技术具有重要的工程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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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aticrotorrub灢impactproblemisoneofthemainreasonsofvibrationover灢standardfailuredur灢
ingtransitionmodeofengine.Inordertocarryoutmoreeffectiveassessmentverificationandanalysis,thecur灢
rentdomesticandabroadresearchstatusintheaspectsoffrictiontestdevice,testtechnologyandcoatingwear

testverificationisdescribed,andthemaindifferenceisanalyzed.Incombinationwiththerealoperatingcondi灢
tionsoftheengine,thedevelopmentneedsoffrictiontestareputforward.Thisstudyisofimportantengineer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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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空发动机属于典型高速旋转机械部件,与发

动机性能和寿命紧密相关的部件工作状态、强度、
封严间隙、叶间间隙等都受过渡态转子系统和气动

性能变化的影响。涡轮机效率、功率和油耗与转子

叶片-机匣之间的径向间隙密切相关:径向间隙每

增大 0.13 mm,发 动 机 单 位 耗 油 量 大 约 增 加

0.5%;反之每减少0.25mm,涡轮效率大约提高

1%[1]。可见,间隙过大会降低发动机效率、质量流



量及喘振裕度,也使得转静间隙越来越小。然而,
过小的间隙下,过渡态发动机工作状态突变会导致

转静子碰摩、封严涂层磨损、卡滞等现象。美国运

输部报道,20世纪60~70年代,4.17暳109 飞行小

时中,由转静子之间碰摩引起的发动机事故占

10.2%;1994~1996年,4架F灢16战斗机因发动机

碰摩故障导致失事,另有直接或间接引发动机碰摩

故障而被迫停飞的有339架次[2]。因此,探索碰摩

故障发生机理和演化规律,对发动机设计和适航审

定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航空发动机通常在静转子间隙部分加入封严

涂层,也叫密封涂层[3],以减小气路密封间隙,从而

改善发动机气路密封,提高发动机性能。封严涂层

一般应用在转子轴、鼓筒、轴承、机匣内壁、转子叶

片叶尖,既要保证工作间隙最小,提高发动机性能,
又要有效阻止刮削损伤,以免引起发动机转静子碰

摩故障。当发动机转子叶片与机匣内壁发生碰摩

时,涂层将代替机匣与叶片接触,避免叶片与机匣

发生硬碰撞引起损伤,同时为了确保发动机性能,
可以保持较小的气路间隙。

FAA在2014年发布的 FAR33.15支持文件

AC33灢11中说明:涂层需要在与工作环境相似的试

验条件下进行符合性验证[4]。封严涂层除高温结

构强度、稳定性、结合强度等指标外,可磨耗性也是

重要性能指标之一,封严涂层的可磨耗性研究依然

主要依靠试验技术。相比早期的划痕法、车削法、
冲击刮削法和滑动磨损法等方法,近年来,越来越

多地采用模拟实际工况的高温高速碰摩可磨耗试

验方法,可以更贴近发动机实际工况对封严涂层的

可磨耗性进行评测。
本文从碰摩试验台、碰摩试验测试技术与涂层

可磨耗试验方法三个角度分析目前叶片-涂层机

匣碰摩试验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及发展需求。

1暋高温高速叶片-机匣碰摩试验台

研制现状

航空发动机实际运转工况的表征比较复杂,涡
轮叶片在高达1200曟以上的高温环境下高速旋

转,高速高温的气流冲刷着封严涂层材料,同时转

静子之间碰摩线速度能达到500m/s[5]。要实现

涂层在尽可能模拟真实工况下的碰摩磨耗研究,叶

尖线速度、涂层温度与实际工作状态的吻合为

最佳。

1.1暋国外研究现状

在封严涂层可磨耗考核验证研究方面,瑞士

SulzerMetco公司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988年

开始研制并不断改进涂层可磨耗性评价试验系统,
测试参数范围与评价体系都较为全面。Sulzer

Metco公司试验台如图1所示[6],试验机最高线速

度达410m/s,涂层试样进给速率1~2000毺m/s,
涂层加热温度最高能达到1200 曟。碰摩过程采

用单叶片断续刮削方式,即涡轮盘上安装一个模拟

叶片与涂层进行刮削,在对称榫槽位置安装配重叶

片,用以校正转子系统动平衡。试验机驱动系统采

用两级齿轮箱增速,由一台2MW 交流电机驱动

轮盘至目标叶尖线速度。涂层试样安装于两台步

进电机双向驱动的进给平台上,通过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实现入侵深度和速率的改变。氧气和丙烷烧

燃烧产生高温火焰,通过压缩空气加速,对涂层试

样表面进行加热,同时通过光学高温计和在涂层试

样基板上安装的热电偶来测量试样温度变化。三

向测力仪和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用来测量刮削过

程中的碰摩力和振动冲击强度,高速数据采集仪采

集、显示并存储涂层试样温度、进给速率及振动加

速度等数据。同时为更加直观分析刮削过程,试验

系统通过高速摄像设备记录每次刮削过程叶片叶

尖和涂层表面的变化。

图1暋SulzerMetco高温可磨耗试验台

Fig.1暋SulzerMetcohightemperature

weartestbench

荷兰宇航院(NLR)模拟实际发动机工况条

件,研制的试验装置如图2所示[7],最高使用温度

760曟,最高使用线速度36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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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荷兰 NLR试验装置

Fig.2暋NLRexpermentaldevice

加拿 大 国 家 研 究 委 员 会 航 空 航 天 研 究 所

(NRC)燃气轮机实验室在自建的可磨耗试验机上

测试涂层在模拟服役温度情况下的高温可磨耗性,
试验机总体如图3所示[8]。空气涡轮驱动混合支

撑的转子轮盘至最高40000r/min,对应最高叶尖

线速度425m/s,安装有涂层试样的平台由径向和

轴向安装的两台伺服电机驱动,进给速率范围为

2.54~762毺m/s,涂层试样可采用平板型和圆弧

形,通过在涂层试样背面安装电阻丝加热器可将涂

层试样加热至最高600曟工况下测试涂层的可磨

耗性能。

图3暋NRC可磨耗试验机

Fig.3暋NRCweartestbench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燃气轮发动机研究所联

合通用电气航空发动机部门和 MachineryVibra灢
tions公司在其SPF设备上进行“叶片-机匣暠的
碰摩试验研究。试验装置采用轮盘高速旋转,试样

沿径向入侵方式模拟真实工况下的碰摩过程,动力

系统主要是可逆气动马达驱动高刚度中空主轴,试
验轮盘通过转接器悬挂于主轴下方,最高试验转速

达20000r/min,入侵增量为5毺m,整体试验台如

图4所示[9]。

图4暋俄亥俄州立大学立式旋转碰磨试验台

Fig.4暋Ohiouniversityverticalrotatinggrindinglab

美国PWA公司设计了一套专用于涡轮叶片

刮磨试验的高速试验装置,如图5所示[10]。该试

验台可在轮盘上喷涂可刮削涂层,通过高转速电机

带动轮盘旋转,通过进给电机模拟叶片径向生长,
进行刮磨试验,通过试验可获得刮磨过程中刮磨层

的刮磨温度及刮磨扭矩。

图5暋美国PWA公司的高速试验装置

Fig.5暋PWAhigh灢speedexperimentaldevice

美国 NASA研制了一套高速刮磨试验设备,
如图6所示[11]。该设备采用2.24kW 异步电机作

为主轴驱动电机。转子直径 191 mm,材料 Ti灢
6Al灢4V,叶片宽度12.7mm,厚度3.175mm,模拟

叶片 数 量 12。叶 尖 (迷 宫 齿 外 缘)线 速 度 达

320m/s。涂层试样进给速率最小2.54毺m,采用

红外测温仪测量叶尖/刃口处的温度,摩擦部位后

90曘位置测量温度。在变速器与轮盘直径的主轴上

设置扭矩传感器,测量摩擦力矩表征摩擦力。在试

样工装上安装应变片,测量径向载荷,表征正向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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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美国 NASALewis的可刮削试验台架示意图

Fig.6暋NASALewisweartestbench

英国Sheffield大学研制了一台高速碰摩试验

装置,如图7所示[12],其通过电主轴驱动转子-轮

盘系统最高能到21000rpm,可实现刮擦线速度

110~200m/s,进给速率达到3.4~2000毺m/s。

图7暋英国Sheffield大学试验装置

Fig.7暋Sheffieldtestbench

1.2暋国内研究现状

天津大学和中国民航大学联合研制了一台可

用于模拟压气机转子高速旋转时叶片与机匣发生

碰摩故障从而磨耗机匣内壁图层的试验台,如图8
所示[13]。

图8暋天津大学和民航大学研制的高速碰摩试验装置

Fig.8暋TJU & CAUChigh灢speedgrinding

experimentaldevice

试验台由电机通过齿轮升速箱驱动转子-圆

盘系统高速旋转,设计的圆盘直径为800mm,在转

盘圆周设置叶片安装榫槽,将钛合金叶片安装在榫

槽中定位。通过驱动转盘高速旋转使叶片边缘达

到最大线速度400m/s,与此同时,碰摩伺服升降

装置可将制备有封严涂层的碰摩板以2毺m/s进

给精度向高速旋转的叶片进给,实现碰摩故障的模

拟。为采集碰摩力、转盘叶片线速度、转盘轴端位

移、轴承座振动、升速箱振动等数据,在测试位置布

置相应传感器,利用自主开发的测控系统实现数据

的采集和试验过程的实时控制。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专用材料与器件研究

部自主研发了一套模拟高速高温工况下评价封严

涂层服役性能的刮擦式摩擦磨损试验机PWW,如

图9所示[14]。通过采用电主轴直接驱动负载主轴

至最高 18000r/min,可 实 现 刮 擦 线 速 度 高 达

160m/s,进给速率范围2~3000毺m/s。该试验

机采用辐照聚光加热,最高加热温度1200曟。

图9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试验装置

Fig.9暋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experimentaldevice

航空工业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哈尔

滨工业大学研制了一台航空发动机封严涂层刮削

式试验机,如图10所示[15]。试验机以S7灢200CN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控制高频变频器驱动电主轴,电

主轴实际最高转速达23500r/min,同时 PLC输

出模拟量信号作为伺服驱动器控制信号,配合大速

比减速器,可实现径向1~2000毺m/s,轴向500~

2000毺m/s的进给速率范围。选用陶瓷纤维加热

器对涂层试样所在局部范围加热,经仿真计算涂层

可达1150曟,实际测试只能加热至最高300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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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暋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和哈工大刮削式试验机

Fig.10暋BPEI& HITexperimentaldevice

浙江大学联合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研制的能够

模拟高速高温碰摩工况的封严涂层可磨耗试验机,

设计 的 最 大 叶 尖 半 径 250 mm,叶 尖 线 速 度

450m/s,高速高温氧气-丙烷火焰直接加热涂层

试样及基板,通过调节氧气和乙炔的流量控制火焰

燃烧强度,调整火焰与试样基板之间的距离,配合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加热温度的准确控制,

加热温度可达到1000曟以上。整个试验装置如

图11所示[16]。

图11暋浙江大学及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可磨耗试验机

Fig.11暋ZJU &BGRIMMexperimentaldevice

国内外典型碰摩磨耗试验台性能参数对比如

表1所示。

表1暋国内外典型磨耗试验设备性能参数

Table1暋Performanceparametersoftypicalexpermientalequipmentathomeandabroad

研制单位 叶尖最高线速/(m·s-1) 试样进给速率/(毺m·s-1) 加热方式 最高温度/曟

SulzerMetco 410 2~2000 氧-乙炔 1200

NLR 365 未知 未知 760

NRC 125 2.54~762 电阻丝 600

NASA 320 2.54~762 - 25

浙江大学 & 北矿院 450 2~2000 氧-丙烷 1200

天津大学 & 民航大学 400 2~2000 - 25

中科院金属所 160 2~3000 辐照 1200

2暋叶片-涂层机匣碰摩试验测试技

术研究现状

封严涂层与叶片刮擦磨耗产生径向与切向的

碰摩力,对于研究其磨耗机理有重要的作用,不仅

可以用来表征涂层可磨耗性的优劣,也可以结合刮

擦接触能量理论进行深入的磨耗机理研究。由于

该力作用时间极短,而且由于叶片与涂层磨耗刮擦

作用切入至切出过程中角度的改变、试验进给导致

刮擦切削深度的改变,涂层材料的不均匀性和磨耗

作用过程中可能出现致密化现象,使得在刮擦过程

中沿圆周方向和径向都会出现变化,这样给碰摩力

的测量带来了困难。在叶片涂层高速碰摩产生的

动态高频碰摩力测试方面,国内外主要采用压电式

力传感器配合信号调理模块和高速数据采集系统

进行测量。

2.1暋国外研究现状

瑞士SulzerMetco公司研制的高温可磨耗试

验机测试方案如图12所示[6],采用由若干个三向

压电式力传感器组成的测力平台测量碰摩过程中

试件受到的碰摩力,通过安装在涂层试件基板上的

热电偶测量试样温度变化,利用安装在进给机构上

的位置传感器测量进给深度,并使用高速数据采集

仪采集、显示并存储涂层试件温度、进给速率、进给

深度、叶尖速度及碰摩力等数据。同时,试验系统

还通过高速摄像设备记录每次刮削过程叶片叶尖

和涂层表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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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暋SulzerMetco公司碰摩测试方案

Fig.12暋SulzerMetcotestscenarios

德国学者 Ahrens等将力传感器沿径向布置

在碰摩试件的背部,并安装在进给平台上组成测力

单元,以测量不同侵入深度时的碰摩力,如图13
所示[17]。

图13暋德国 Ahrens的碰摩力测试方案

Fig.13暋Ahrenstestscenarios

2.2暋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高温环境下的碰摩力测量,浙江大学与瑞

士SulzerMetco公司采用了相似的测试方案,利
用 Kistler9257B测力计配合5080A多通道电荷放

大器及采样频率高达2MHz的高速数采卡测量碰

摩力,如图14所示[18]。

图14暋浙江大学碰摩力测试方案

Fig.14暋ZhejiangUniversitytestscenarios

该测力计为板状结构,由4个三向压电式力传

感器组成,可同时测量碰摩过程中试件受到的径

向、切向、轴向力及力矩,而且使用该测力计进给平

台在承受碰摩力时不易变形,有效保障了测试精

度,为满足测力计的工作温度要求,试件与测力计

之间采用水冷板连接和隔离。
东北大学设计了如图15所示[19]的碰摩力测

试方案,其将一个 Kistler9367C 三向压电式力传

感器布置在模拟机匣后方用于测量径向及切向高

频碰摩力。

图15暋东北大学碰摩力测试方案

Fig.15暋NortheasternUniversitytestscenarios

3暋封严涂层可磨耗试验验证方法研

究现状

由于封严涂层结构(金属骨架、润滑相、孔隙)
的复杂性及其工况(高速、高温)的特殊性,涂层与

叶片在刮擦过程中涉及多种磨损机制,并且可能发

生磨损机制的转变。因此评价封严涂层的性能需

要综合多方面的指标,包括强(硬)度、弹性模量、韧
性、导热性、高温强度等理化和力学表征,也包括摩

擦因数、磨损量、冲蚀率、摩擦功耗、疲劳极限、耐蚀

性等行为表现。这些性能有的是由材料的成分、组
织和结构等决定的固有特性,有的是与工况条件密

切相关的服役特性,它们相互关联并且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
为评价封严涂层在具体工况下的使役性能,将

“可磨耗性(Abradability)暠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指

标,是指封严涂层与叶片发生刮擦时涂层的被磨耗

能力,也称为“可刮削性暠[14],也是评价封严涂层性

能的关键指标。对于可刮削性的最基本要求是封

严涂层优先被刮削,叶片不磨损或者少量磨损,刮
削时摩擦副的能量损失小。可刮削性是气路密封

配副摩擦学特性的表达,既与涂层和叶片材料性能

有关,又与磨损过程中的载荷、速度、环境及表面温

度的演变影响密切相关,反映了系统特征,尤为重

要的是体现入侵深度、入侵速率、刮擦频率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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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封严涂层的可刮

削性区别于通常所说的材料耐磨性,其定量数据不

仅与磨损量有关,还包括反映气路密封配副在高速

高温条件下的刮擦力变化、能量损耗、表面状态改

变以及磨损产物特性等相关内容。

FAA、EASA等机构对于封严涂层可磨耗性

能考核验证试验方法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我国

现有的现有工业标准(HB7236)只有涂层机械性

能指标,没有综合考虑环境影响。

3.1暋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长时间研究发现,作为材料的服役性能,
模拟工况下进行磨损试验得到的数据,在用于表征

和评价封严涂层上更为有效。虽然目前对封严涂

层的可磨耗性评价尚未建立起公认的标准或试验

方法,但其趋势是模拟高速高温条件下的摩擦磨损

试验,以期寻求评价封严涂层的有效判据。
美国 NASALewis研究中心对多种封严材料

的刮擦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栙封严涂层尤其是低

密度封严涂层的刮擦性能对刮擦速度、入侵速率、
叶尖外形等因素十分敏感;栚低密度材料通过离散

颗粒的流失适应刮擦作用,发生涂抹时摩擦产热速

率会显著提高(约两个数量级),可用于指示磨损方

式是否发生变化;栛致密易塑性变形材料刮擦行为

较稳定,硬度作为首要筛选指标[11],并提出相关指

数值(CorrelatingNumber)N,N 值越小,材料可

刮削性越好,叶片磨损量越小。

暋N=极限抗张强度暳延伸率暳密度暳热容量暳
热加工温度 (1)

对于封严材料的评价,开始是综合各测量值

(力、温度、磨损量等)和金相分析结果进行定性评

价,最终将可刮削性定义为体积磨损量的比值,即:

N=殼Vb

殼Vs
(2)

式中:殼Vb 为叶片的体积磨损量;殼Vs 封严涂层的

体积磨损量。
期望转子(叶片或刀口)的磨损量很小,理想状

态下转子磨损量为零,则封严材料的可刮削性

最好。
美国 PWA(Pratt& WhitneyAircraft)公司

以敷有涂层的圆盘为高速转动部件,以叶片为径向

进给样品,通过测定可刮削封严材料与模拟叶片叶

尖刮擦过程的能耗,利用测得的温度分布和一维运

动鳍片模型,计算出传给叶片、可刮削涂层和磨屑

的能量分数,并命名该研究内容为“刮擦能量学暠
(RubEnergetics)。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栙按自变

量对封严涂层刮擦行为的影响大小排序依次为:入
侵速率、刮擦速度和叶片厚度、入侵深度和封严涂

层密度。栚低入侵速率时,低能耗、低叶片磨损;中
高入侵速率时,封严材料向叶片转移;高入侵速率

时,高能耗、高叶片磨损[20]。

SulzerMetco公司设计制造的高温刮擦试验

装置的入侵速率由施加的载荷决定,采用丙烷-氧

气喷灯环加热(温度高达1100曟),涂层与旋转叶

片接触形成环形刮擦痕[21]。在试验过程中,仅使

用两个涡轮叶片,而且叶片与涂层稳定接触,所以

试验条件较工况恶劣。涂层的可刮削性定义为涂

层与叶片磨损量的比值,即涂层磨痕深度与叶片磨

损高度之比。
华盛顿大学 E.P.Petrov[22]参考 NASA 实验

装置,对多种叶片材料和叶片外形条件下80%Ni
20% Cr封严涂层的刮擦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

与前人的相一致,并定义致密化因子:

Sd=Wg-Ws

Wg
(3)

式中:Wg 为与所产生磨痕体积相等的封严涂层的

质量;Ws 为 刮 擦 过 程 中 封 严 涂 层 的 实 际 质 量

损失。
将使役条件下封严涂层的致密化因子与实验

室数据、图形相结合,即可得到其使役过程中的工

况条件。将封严涂层的有效性(可刮削性)定义为

磨损质量比值,即涂层磨损质量与叶片磨损质量之

比。其值越大,说明封严涂层的可刮削性越好,由
于测量方便,计算简单,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封严涂层的可刮削性评价经历了从定性到定

量的发展过程,以能耗、动态硬度或叶片与涂层磨

损量的比值作为评价指标,近年来则多以涂层的三

维磨损机制图了解发生磨损机理转变与刮擦试验

的运动参数间的联系,从而用于指导热喷涂工艺或

封严涂层的选择,甚至开发新型涂层。

SulzerMetco公司利用建成的高速刮擦试验

装置已成功开发出多个系列的高性能涂层[23],如
可用于450曟的 AlSi金属基涂层,650 曟的金属

陶瓷基涂层(DurableTM26XX),850 曟的 CoNi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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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lY基涂层等。近年来,欧共体着手对封严涂

层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主要步骤有:栙采用图像分

析软件和统计学方法对现有的封严涂层形貌、显微

结构,特别是对金属框架、固体润滑相和孔隙的形

状、大小及分布进行分析并以模拟的方法将图像叠

加形成封严涂层等效图;栚通过测定涂层的准静态

力学和热学性能,摩擦学特性(如冲蚀率),再与高

温高速刮擦台架上测得的可刮削性联系,以便组合

几种性能参数准确表达对应于不同温度和速度下

最佳可刮削性的有效判据;栛探索通过涂层制备工

艺参数和原料3种成份的配比、粒度等以获得最佳

涂层的方法,目前尚未见到具有成功经验和研究结

果的报导。

3.2暋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西安交通大学易茂中等[24]采

用 M灢200磨损试验机研究多种中温封严涂层在不

同载荷 下 可 磨 耗 性 及 磨 损 机 理 并 分 析 M313、

M310等几种封严涂层的摩擦行为和可刮削性,并
对其进行排序;西安交通大学陆明珠等[25]等利用

自制电子冲击刮削试验机,对封严涂层进行了可刮

削性测试,得到刮削载荷-位移曲线,对封严涂层

可磨耗性和结合性能进行评价。21世纪初,中科

院金属研究所高禩洋等[26]利用单摆冲击划痕法研

究了三种封严涂层的冲击刮削性能,通过对比能耗

曲线判断其刮削性能,同时已完成高速/高温多功

能摩擦磨损试验机研制,并利用该试验机对封严涂

层的可刮削性进行了相关研究。近些年来,数值模

拟技术开始应用在封严涂层可刮削性研究中。

4暋结束语

通过对比国外高温高速可磨耗试验台发现,瑞
士SulzerMetco公司研制的设备处于比较领先的

地位,与其相比,国内试验台在试样进给速率、加热

温度以及叶尖线速度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且试验工

况与发动机真实工况存在一定差异。在封严涂层

可磨耗性考核验证方面,国外FAA、EASA等机构

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我国现有的工业标准(HB
7236)只有涂层机械性能指标,没有综合考虑环境

影响。
因此,需要研制与涂层使用工况相似的高温高

速叶片-涂层机匣碰摩试验台,形成接近发动机真

实工况的封严涂层可磨耗性能考核验证试验方法,
探索叶片-机匣碰摩过程中转子系统动力学特性

及故障演化机理,从而加快实现高性能航空发动机

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增强我国经济和国防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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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空中加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国空军实力,该技术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硬式空中

加油机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硬式空中加油机的划代概念。结合五代空中加油机的特点和性能,给出硬式空中加

油机的主要技术特征,指出硬式空中加油技术的发展趋势,总结出硬式加油装置研究的总体布局设计技术、结

构和机构设计技术、控制系统设计技术等关键技术,为未来装备变革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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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rrefuelingtechnologyreflectsthestrengthofacountry暞sairforcetoacertainextent,andhasbeen

widelyconcerned.Thedevelopmenthistoryofhardtypeairtankerissummarizedinthispaper.Thena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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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现代空中加油技术已经给空中作战的力量部

署、机动和使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增强了航空

兵的远程作战、快速反应和持续作战能力,使整个

空战能力提升了一个新台阶[1]。

鉴于当前我国空中作战能力的拓展,有必要对

硬式加油机以及硬式加油装置发展历程进行研究。

本文分析硬式空中加油的发展趋势,提炼出硬式加

油装置设计主要关键技术,以期为我国发展和建立

大型空中加受油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1暋硬式空中加油机简介

硬式加油设备也称为伸缩管式空中加油设备,

这一设备最早是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的,在1949年

末开始投入市场应用。其主要结构是一根刚性伸

缩管,位于机体内部,在需要实施空中加油任务的

情况下伸出来,伸缩管中包含一个130曘的舵形面,

可以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伸缩活动。在相关任务

执行的过程中,受油机在信号指引下逐渐向加油机

靠近,当距离达到一定数值时,加油机操作员可以

进行操作,使得双方加油管能够连接,并锁定加油

杆。完成加油任务后,受油方减速慢行,这时加油

杆锁解开,两机随即分离[2]。针对硬式加油机,美

军空军实验室设计“三步走暠战略:第一步是驾驶硬

式加油机,构建加油平台,实施空中加油试飞;第二

步是驾驶硬式加油机,通过变稳定性飞行模拟器实

施空中加油试飞;第三步是无人机空中加油试飞。

现阶段,美国空军实验室已经完成第一步的设计工

作,正在积极开展第二步研究设计工作[3]。2012
年9月,美国国防部预防研究局已经完成了两架改

进型硬式加油机的飞行测试工作,硬式空中加油技

术相应的理论研究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例

如,英国 Bristol大学的 ThomasRichardson提出

的应用于增大算法可容许运动范围的组成图像正

反算法,C.Giampiero教授以机器视觉为基础针对

加油机的具体特征进行提取和配对研究[4]。

我国在加油机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也

取得了一定成效。1997年,卢成文[5]针对硬式空

中加油杆的建模和仿真模型,研究基于输入和输出

非线性反馈线性方案对加油机的空中飞行姿态进

行控制和解耦,为加油机的控制方案提供了参考;

2000年,槐之杰[6]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为基础,

研究了加油机尾部涡流场建模方案,为硬式加油机

的相关加油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2002年,李浩

源[7]针对战机的保姆———空中加油机,对于硬式加

油机的近距离导航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基于双目

视觉的导航算法,并通过三维实景仿真,进行了加

油杆的精确测量和位置状态等信息的检测方案设

计;2008年,赵仲武[8]以 KC灢45空中加油机为例,

分析空中加油机的特性。

近年来,对于空中加油加的研究也比较多,主

要研究集中在空中加油机的技术经验总结和未来

发展展望方面。2014年,萧萧[9]基于美俄大型空

中加油机研究两国在空中加油机技术上的异同,分

析我国空中加油机在其中可以借鉴的技术和经验;

2017年,程龙[10]对于世界空中加油机的发展史进

行了阐述,进一步分析了空中加油机的发展动态和

方向,研究空中加油机的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

车海林等[11]提出空中加油机的发展使命,进一步

奠定空中加油技术的研究基础和方向;2018年,顾

俊[12]研究分析了空中加油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为我国的空中加油机研究奠定了方向。

就硬式空中加油机的主要研究优势来看,研究

总结出现阶段的硬式空中加油具有以下优势:伸缩

管由刚性材料组成,在加油过程中受到阵风、紊流

等对其影响较小,且在加油过程中不会产生太大的

变形;另外,伸缩管半径较软管大,能够一次性快速

完成大量加油,尤其是在战争中,能够快速完成加

油极为重要;此外,加油机上有专门的加油员来操

纵伸缩管完成与受油机的对接过程,降低了受油机

驾驶员编队飞行的难度,节省了飞行员训练成本;

除了采用加油员手工完成对接外,硬式受油系统还

有辅助的自动控制系统来完成对接,为实现硬式空

中加油自动化提供了条件,并在紧急情况下减小损

失。基于这些优点,硬式空中加油技术是未来空中

加油的发展趋势,在未来作战使用中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13]。

2暋硬式空中加油机发展

美国空军自成立以来,非常重视空中加油机的

发展和运用,巅峰时期曾装备各型空中加油机

1300余架。美国空军强大的空中加油能力现已成

为美国实现“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暠的关

键性支援保障力量[4]。本文以典型机型为代表进

行分析,提炼硬式加油装置发展的主要技术特征。

2.1暋第一代硬式空中加油机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要求波音公司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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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气动控制的、可以转动和伸缩的硬式加油管,称

之为伸缩管式加油系统,即硬式加油系统。从而诞

生了第一代硬式空中加油机 KB灢29P(如图1所

示[14]),在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空军大量使用。

KB灢29P加油操作员在飞机尾部炮塔中操作

硬式伸缩管的 V 形小翼,将加油嘴伸到受油机机

身上的受油口中。伸缩管根部装有一组指示信号

灯,帮助受油机辨认与加油机的相对位置。

第一代硬式空中加油机典型特征是以轰炸机

为改装平台,受到载机有效载荷的限制,只能提供

有限的外供油量。

图1暋第一代硬式空中加油机(KB灢29P)

Fig.1暋Firstgenerationhardtypeairtanker(KB灢29P)

2.2暋第二代硬式空中加油机

新研制的飞机速度更快、航程更远,KB灢29P
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空军的需求,并被新研制的 KC灢

97所取代(如图2所示[15])。KC灢97所做的改进主

要是更快的飞行速度和改进的伸缩管位置,以便于

更准确的实施加油。KC灢97仍然是一架螺旋桨式

飞机,在1956年~1965年服役。

第二代硬式空中加油机典型特征是在运输机

上进行改装,有效的外供油量增加,并为当时速度

快的受油机进行加油。

图2暋第二代硬式空中加油机(KC灢97)

Fig.2暋Secondgenerationhardtypeairtanker(KC灢97)

2.3暋第三代硬式空中加油机

由于具有远航程和大运载能力的大型喷气式

客机出现,KC灢97P很快于1957年被 KC灢135喷

气式空中加油机取代(如图3所示[16])。KC灢135
的主要任务是给远程轰炸机空中加油,同时向空

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盟国飞机提供空中加油

支援。

图3暋KC灢135加油机及其后部加油控制舱

Fig.3暋KC灢135tankeranditsrearrefuelingcontrolmodule

KC灢135主要的空中加油手段是机身后部的硬

式加油装置。在伸缩套管的末端安装一个软管锥

套适配器(Boom DrogueAdapter,简称 BDA),以

满足装备软式受油的飞机加油需要。加油操作员

在机身后部控制舱内操纵伸缩加油管。KC灢135的

加油系统全部位于飞机机舱地板以下,因此飞机机

舱可以用来运送货物或人员[16]。

第三代硬式空中加油机具有一定的运输能力,

配置了先进的硬式加油装置系统,并设置了专用加

油操作员,但是加油操作环境简陋,加油环境、加油

方式、加油点单一。

2.4暋第四代硬式空中加油机

为了实现空军力量尽可能快速地投入战场,美

国空军提出了“先进加油/货运飞机暠(Advanced

Tanker/CargoAircraft,简称 ATCA)计划,要求新

的加油机在实现更高的空中加油能力的同时,具有

较大的载货能力,由此发展出了在 DC灢10基础上

改进而来的 KC灢10加油机(如图4所示[17])。

KC灢10加油机的硬式加油系统具有操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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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效率和加油率等方面的优势。其设计特点还包

括:更大的控制包线,独立的断开能力,数字电传主

动控制,自动卸荷,位置速度感知,轻便的精确手动

控制和操作员选择的断开限制。

第四代硬式空中加油机兼有一定的货物运输

能力,向软式、硬式三点加油方向发展,具有先进的

硬式加油装置系统,加油员可直接观察到受油机,

操作环境舒适[17]。

图4暋KC灢10加油机及其硬式空中加油装置

Fig.4暋KC灢10tankeranditsrefuelingboom

2.5暋第五代新型多用途空中加油机

为了在未来逐步替换结构早已老化的 KC灢135
等现有加油机机型,美军提出了第五代 KC灢X空中

加油机计划[4],要求必须具有软式和硬式加油能

力,空中受油能力,货物、人员运输和医疗后送能

力,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网络中心能力和高生存

能力等,加油员操作环境具有良好的人机工效。目

前主要机型有 KC灢30和 KC灢46A。

KC灢30(如图5(a)所示[18])基于空客A330灢200
多用途加油机研制,第一架 KC灢30于2007年9月

25日完成首飞。其多点式加油系统由加油吊舱、

机身软式加油管和机体尾部的硬式加油装置组成。

两套数字式FRL905E加油吊舱最大加油速率为

1900L/min,可兼容美国和北约具有软式加油能

力的飞机。先进的硬式加油系统使用电传控制技

术,包括自动卸荷系统、独立断开功能和冗余作动

器等,硬式加油装置的加油运动包线可根据各种受

油机自动设定,加油操作方式具有良好的人机界

面,对加油操作员提供了全天候的三维视景增强

系统[17]。

(a)KC灢30加油机方案

(b)KC灢46A加油机方案

图5暋第五代新型多用途加油机方案

Fig.5暋Projectofthefifthgenerationnewtype

multipurposetanker

波音公司的 KC灢46A 加油机方案(如图5(b)

所示[18])基于波音767灢200LR远程货机,装备电传

操纵的硬式加油装置和新型加油吊舱,以及机身中

线加油平台,并可以对这三个软式加油点进行任意

组合配置;采用移植的波音787客机驾驶舱,以及

视频遥控加油系统,使用摄像机为操纵员提供三维

监控加油情况。波音公司对 KC灢46A 加油机的伸

缩套管的处理更加细腻,零部件比原来少2600
个,采用新型伸缩管和滚轮系统,改进了伸缩套管

的绞车,加装电操纵系统、自动减荷和位置传感器

及独立的脱离系统等新部件。

2.6暋硬式空中加油机主要技术特征

由上述分析可知,硬式空中加油机随着载机平

台而发展[4灢5],主要技术特征如表1所示。

从平台来看,第一代、第二代主要由轰炸机、运
输机改装而来,但由于受到当时平台的限制,只能

提供有限的外供油量。从第三代直到最新的 KC灢
X计划,加油机由大型飞机改装,具有较大的载油

量,可进行多点加油,并兼有一定的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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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硬式空中加油机的主要技术特征

Table1暋Maintechnicalcharacteristicsofrefuelingboom

型号
首飞/服

役时间

飞机特征及

改装/专用

功能匹

配性
加油点

加油

方式

加油流量/(L·min-1)

硬式 软式 中心线

航程/
km

最大载

油量/t
外供油

量/t
硬式加油

操作方式

第一代

KB灢29P
/

螺旋桨飞机,B灢
29轰炸机改装,
平台已退役

第二代

KC灢97
1956年服役

螺旋桨飞机,C灢
97飞机改装

第三代

KC灢135

1954年7月

首飞,1957
年前服役

Boeing 707 客

机改装,平台已

退役

第四代

KC灢10

1980年7月

12日首飞,
1981年3月

17日服役

DC灢10灢30CF 大

型客机改装,平
台已退役

第五代

KC灢30
2007年9月

25日首飞

A330 客 机 改

装,平 台 性 能

优越

第五代

KC灢46A
2005年5月

21日首飞

Boeing767 改

装,平 台 性 能

先进

加油单一

具 有 一 定

的 货 物 运

输能力

具 备 运 输/
加 油 多 功

能性

具 备 现 役

及 未 来 型

号适应性

3
硬式/
软式

/ / / 5663 / /

1 硬式 / / / 6920 32 16

1 硬式 3360 1500 / 17766 90 46(A)

3
硬式/
软式

4530 1500 2260 18515 162 90

3
硬式/
软式

4540 1590 2240 / 110 69

3
硬式/
软式

4540 1520 2280 12325 96 53

机 械 液 压 操

纵,操 作 员 从

飞机尾部炮塔

中操 作,一 组

信号灯指示相

对位置。

机 械 液 压 操

纵,机 体 后 端

专用加油操作

员,操 纵 条 件

简陋。

加油员可直接

观 察 到 受 油

机,操 作 环 境

较为舒适。

电传操作系统

在前 舱,由 视

频监控系统为

加油操作员提

供视 觉 反 馈,
人 机 工 效 良

好。暋

暋暋从硬式加油装置来看,从最初的机械液压操纵

向电传操纵发展,加油流量进一步增加,有利于减

少对接时间,提供加受油机生存率。从操作环境来

看,第一代、第二代没有专用的加油操作环境;从第

三代开始,设置了专用加油操作员,但是加油操作

环境简陋;而第四代加油机的加油员操作环境较为

舒适,但是空间拥挤;在最新的 KC灢X计划中,充分

考虑了加油员的操作环境的人机功效设计,有专用

的加油员操作台,提供了良好的人机界面,可为加

油员提供全天候的三维视频监控系统。

3暋硬式空中加油技术发展趋势

3.1暋发展趋势

综合国内外关于空中加油机相关研究的综述

结果,总结得出从硬式空中加油机的各项技术特征

变化,可以分析出硬式空中加油的发展趋势如下:
(1)向多用途化发展。在选择新的空中加油平

台时,普遍倾向于“一机多用暠的选择原则,看重加

油机的使用效率。选择现有大型运输机为载机平

台,充分利用其装载空间大及留空时间长的优势,

可实现以空中加油为主,兼顾运输货物、充当通信

中继平台、安装货盘化的任务设备等功能。
(2)加油过程控制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加

油过程中,多编队加、受油飞机的战术协同配合极

其复杂。为提高空中加油的效能及安全性,在研制

新型空中加油机或对现有加油机进行改装时,十分

注重提高加油系统的数字化程度,以期实现加油过

程的自动化。目前已实现了无人机的自动受油,可
以预期实现空中加油全过程自动化的将为可能。

(3)加油操作专人化。操作系统逐渐成熟,人
机工效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4)大流量多点加油的需求将带动硬式加油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新型空中加油机都采用一个硬

式、两个软式和一个中心线空中加油平台的三点加

油方式。对于如战略轰炸机、大型特种飞机等大型

飞机,为缩短加油时间,要求尽可能提高硬式空中

加油系统加油流量。

3.2暋关键技术分析

硬式空中加油技术的发展对硬式空中加油装

置的设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硬式加油装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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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精度俯仰、偏摆、滚转、大行程伸缩、动密封

与冲击压力抑制等功能,相当于一套小型化的无人

控制系统,直接影响加油机、受油机的刚性与柔性

连接体一体化,研究难度大、系统复杂、安全系数要

求高。因此需要对其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硬式加油装置总体布局设计技术

由于硬式加油装置处于机身后体强干扰区域,
飞机后体的流动比较复杂,硬式加油装置在收放、
运动过程中受到的后体流动特性、压力分布因素影

响与自由流中差别较大,使得伸缩套管受到机体振

动和尾涡多重影响;同时由于加油机与受油机存在

相对运动,加油机、加油装置和受油机之间的相互

响应也较为复杂。
(2)硬式加油装置结构和机构设计技术

硬式加油装置为大扰动细长体轻质结构,由于

控制翼面的约束和载机的影响,其伸缩管装置要在

各种复杂流场下的气动载荷、惯性载荷等作用下,
在飞机飞行包线和硬式加油装置运动区域内,要求

不变形。同时受到总体布局和重量的约束,内部空

间狭小,要保障伸缩管机构在复杂干扰的作用下进

行顺畅伸缩运动,其驱动、传动、支撑、导向等机构

的设计有很高的技术难度。
(3)硬式加油装置控制系统设计技术

硬式加油伸缩管装置犹如一架小型无人机,未
与受油装置对接前要求快速精确地定位,对接后要

求能自动适应加受油机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消除

对接应力。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各种模态的设置,形
成最优的伸缩管控制系统总体方案。

4暋结束语

空中加油机在当今地区性冲突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从联合打击到设立禁飞区,在各种重要的军

事行动中都出现了空中加油机的身影。而在未来,
空中加油机在类似任务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目

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军事强国大多装备了空中

加油机,发展包括“伙伴加油暠在内的多种空中加油

手段,并开始了下一代空中加油机的研制,使多种

作战飞机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提高其航空武器装备

作战效能。硬式空中加油机作为未来空中加油机的

发展趋势,其研究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梳理硬式空中

加油机的发展,指出相关需求变革的思路和关键技

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硬式加油装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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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随着航空发动机使用环境要求不断提升,现有热障涂层技术在热物理性能和热稳定方面难以满足现

代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需求。本文介绍了热障涂层制备工艺,热障涂层材料的设计和选择,以及热障涂层的失效

机理;归纳了热障涂层新型材料在材料热物理性能及材料稳定性方面的研究进展。指出了后续航空发动机新

型热障涂层的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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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increaseoftheoperationenvironmentrequirementsforaero灢engine,thethermalbarriercoat灢
ingtechnologyisdifficulttosatisfythedevelopmentrequirementofaero灢engineintheaspectsofthermo灢physical

propertiesandthermo灢stability.Thepreparationtechniquesofthermalbarriercoating,designandselectionof

thermalbarriercoatingmaterial,andfailuremechanismofthermalbarriercoatingareintroduced.Theup灢to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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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近年来,随着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其推重比也

不断提高。根据相关资料,推重比为10的航空发

动机燃烧室进气口温度为1900K左右,推重比为

12~15发动机进气口温度为2100K,而当推重比

达到20 时,燃烧室进气口温度将达到 2200~
2400K[1]。热障涂层技术是将耐高温,同时又具

有低导热性和高抗腐蚀性的陶瓷材料以涂层的形

式涂覆在基体材料表面的合金表面防护技术,且研

发和制造成本相对较低,工艺更加容易实现,能够

有效提高发动机整体使用寿命,是目前航空发动机



科研及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之一[2灢4]。随着

航空发动机使用环境要求不断提升,对热障涂层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热障涂层材料在热导率

和热稳定性方面难以满足航空发动机发展需求。
本文介绍了现阶段应用较为广泛的热障涂层

制备技术和材料选择,以及航空发动机新型热障涂

层材料的研究进展,提出了热障涂层抗腐蚀的几点

建议。

1暋热障涂层技术研究现状

目前,热障涂层根据不同需求,主要有双层结

构、多层结构和梯度结构三种结构形式,如图1所

示,其中双层结构应用最为广泛[5灢6]。

暋 (1)双层结构暋暋暋暋(2)多层结构暋暋 暋暋(3)梯度结构

图1暋热障涂层常见结构

Fig.1暋RegularstructuresofTBCs

1.1暋热障涂层制备工艺

随着热障涂层制备工艺的不断发展,现阶段粘

接层主要采用低压等离子喷涂(LPPS)、真空电弧

离子镀(VAIP)、化学气相沉积(CVD)等方法,而
陶瓷层常用的具有代表性的工艺有等离子喷涂

(PS)和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B灢PVD)等方法。
低压等离子喷涂也称作真空等离子喷涂,是将

等离子喷涂在低压保护气体中进行操作,从而获得

涂层的制备方法。但低压气体等离子射流的加热

效率过低,导致此技术不易喷涂高熔点的材料。
真空电弧离子镀是目前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

粘接层制备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在真空状态下,
将零件作为阳极,靶材作为阴极,阴极产生高度离

化、有较高能量的等离子体,随后等离子体在零件

表面沉积从而形成涂层。与其他工艺相比,镀层厚

度更加均匀,且沉积效率更高,同时因为腔体内各

种介质的分散能力强,复杂的零件表面也能够进行

沉积[7]。
化学气相沉积是通过气体在零件表面发生化

学反应,随后形成所需涂层的制备方法。通过对反

应气体的导流,可以对复杂零件表面或零件内部进

行涂层沉积,表面涂覆率高,不容易出现堵孔等问

题,但沉积速率较低。
等离子喷涂是通过喷枪产生等离子体,将陶瓷

靶材加热至熔融状态并喷射在基体材料表面形成

涂层。目前等离子喷涂的热障涂层在火焰筒、涡轮

叶片上均开展应用。但等离子涂层制备的涂层表

面粗糙度差,容易存在夹杂物和微裂纹等,在高温

环境下涂层的结合度容易降低,从而影响涂层整体

性能[8]。目前,针对等离子喷涂制备梯度热障涂层

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通过对优化喷涂过程模型

设计改善喷涂参数,针对单个喷枪进行送粉等方

法,能够有效改善等离子喷涂制备的梯度热障涂层

的性能[9]。
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是在真空条件下,通过电

子束激发靶材,将靶材以原子或分子的形式传递到

基体材料表面,形成涂层,是一种化学形式结合方

式。EB灢PVD制备的涂层,其显微结构为柱状晶,
柱状晶与粘结层结合,同时柱状晶的结构能够提高

涂层的抗应变能力,提高涂层寿命,此外 EB灢PVD
制备的涂层抗腐蚀性能好,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

一项技术。但因工艺限制,EB灢PVD难以实现对大

型工件和内腔存在涂层要求的进行涂层制备。

1.2暋热障涂层材料选择

根据航空发动机叶片的设计要求,较低的热导

率和密度是热障涂层材料的最基本要求,在材料设

计和选择方面,整体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材
料必须能够承受在使用过程中因热循环引起的热

膨胀而带来的形变,且涂层材料的热膨胀系数需与

金属基体材料相近;第二,涂层材料必须能够起到

抗氧化性的作用;第三,随着发动机的发展,燃烧室

的温度不断提升,叶片工作环境愈发恶劣,涂层必

须能够保证基体材料使用过程中不会超过其最高

使用温度,从而保证整体叶片在使用过程中不会

失效。
在现阶段,粘接层中的主要材料为 MCrAlY

(M 为 Ni,Co,或 Ni+Co),主要作用是增加陶瓷面

层与基体材料的结合同时依靠其中的 Al起到抗

氧化的作用[10],能够满足涂层材料抗氧化的要求。
在陶 瓷 面 层 的 选 择 方 面,通 过 对 ZrO2,T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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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O3,MgO,NiO 等 一 系 列 材 料 的 对 比,发 现

ZrO2 具有高熔点、低热传导系数等特点,同时热膨

胀系数与目前作为基体材料的镍基高温合金相近,
且密度较小,是理想的陶瓷面层材料。但因其稳定

性较差,不适合直接作为陶瓷面层材料,因此主要

选用6%~8% Y3O2 和部分稳定的ZrO2(YSZ)作
为陶瓷面层的材料。该成分是由美国NASA在20
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其材料在试验中具有最佳

性能[8,11]。

1.3暋热障涂层失效机理

热障涂层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热稳定性是重要

的性能之一,而热稳定性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在

高温下是否会失效,对于热障涂层来说,最为直接

的失效模式就是剥落,在粘接层和陶瓷层间会形成

热生长氧化物(TGO),当 TGO 达到2~4毺m 即

可引起陶瓷层的剥落[12]。TGO 引起热障涂层失

效机理主要分为三类:一是 TGO灢粘接层界面开

裂,由于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在 TGO灢粘接层界面

产生了面外拉应力,随着 TGO 厚度的增加,拉应

力增大,最终引起界面开裂;二是陶瓷层灢TGO 界

面开裂,随着 TGO厚度增加,加上蠕变变形,面内

生长应力出现局部松弛,随后 TGO 生长引起面外

应力增大,导致部分柱状晶剥落;三是在冷却时

TGO承受极大的面内应力,可能导致涂层大规模

卷曲[13]。
除 TGO引起的涂层失效外,在航空发动机运

行过程中,环境中一种主要成分为 CaO,MgO,

Al2O3,SiO2 的微粒(简称CMAS)会从热化学、力
学等多方面因素对涂层产生较大的破坏,是目前航

空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最主要的危害。YSZ会溶

解在 CMAS 中,产 生 晶 型 转 变,产 生 内 应 力;

CMAS会渗入涂层内部,由于其密实作用产生较

大的内应力导致涂层剥落失效;此外在热循环中,
由于CMAS的腐蚀作用,涂层容易产生分层和开

裂,进而造成失效[14灢15]。

2暋新型热障涂层材料研究进展

2.1暋材料热物理性能研究

2.1.1暋掺杂稀土元素改性 YSZ
在 YSZ材料中添加稀土氧化物能够增大晶格

畸变,从而降低晶格振动频率,而材料的导热系数

与晶格振动频率成正比,因此掺杂稀土元素能够有

效降低材料的热导系数,冀晓鹃等[16]通过建模计

算和XRD对掺杂摩尔分数为25%的 La,Ce,Gd,

Nd,Yb氧化物 YSZ粉末的晶格常数值进行对比,
结果在添加稀土元素后ZrO2 晶胞发生畸变,导致

X灢OZrO2 晶格常数变大,因此,掺杂稀土元素能

够有效的降低ZrO2 的热导率。此外,共价半径大

的稀土元素会造成更大的膨胀畸变,从而带来更大

的热导系数的降低[17]。ZhangYanli等[18]对一定

浓度的稀土元素氧化物共同掺杂的 YSZ材料性能

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Gd2O3 和 Yb2O 掺杂 YSZ
材料,能够在300~1600K 保持相对稳定,而在

300~1500K 其热导率明显低于 YSZ,但热膨胀

系数与 YSZ相近,同时,在1573K烧结10h后,
稀土元素氧化物共同掺杂 YSZ的收缩变形仅为

0.02%,远低于8YSZ的0.056%。M.Matsumoto
等[19]和 D.G.Giovanni等[20]分别对 YSZ中掺杂

La2O3 和 CeO2 后的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掺
杂虽然能够有效降低材料的热导率,但同时会带来

材料硬度、热循环寿命降低等问题,影响涂层性能。
掺杂16.6% Y01.5+16.6% TaO2.5在腐蚀环境下

500h仅表现出轻微的被腐蚀性,而 YSZ在50~
100h时即表现出同等的腐蚀状况[21灢23]。

2.1.2暋钙钛矿结构材料

具有钙钛矿(ABO3)结构的材料因其具有高

熔点,低热导率以及良好的化学相容性等特点也被

视为现 有 YSZ 材 料 的 替 代 材 料 之 一。马 伯 乐

等[24]对大气等离子喷涂制备的SrZrO3 涂层的热

物理性能、热循环寿命和制备工艺展开了研究,结
果表明,在喷涂距离低于90mm 或高于110mm
时,因粉末加热不良、速度小或距离过大提前降温

等原因,导致整体结合强度差,且涂层孔隙率高,涂
层性能较差。SrZrO3 涂层的热导率在1873K不

同热 处 理 时 间 如 图 2 所 示[24],可 以 看 出:在

1073~1273K,涂层热扩散系数整体呈现上升趋

势,热处理时间为0~20h时,SrZrO3 涂层的热扩

散系数随热处理时间(具体变化曲线如图 3 所

示[24])延长而逐渐增大,在100~360h时,热扩散

系数整体下降。此外,对比SrZrO3/YSZ双涂层和

SrZrO3 单涂层,双涂层的热循环次数远远大于单

层涂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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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SrZrO3 涂层1873K热处理不同时间热导率曲线

Fig.2暋DifferentthermalconductivityofSrZrO3heat

treatedby1873Kfordifferenttime

图3暋SrZrO3 涂层1873K热处理不同时间热扩散系数

Fig.3暋ThermaldiffusioncoefficientofSrZrO3heat

treatedby1873Kfordifferenttime

2.1.3暋铁磁性稀土材料

此外,一系列具有铁磁性的稀土化合物 REN灢
bO4(RE为 Nd,Sm,Gd,Dy,Er,Yb)由于较低的

热导率而被认为具有替代现有 YSZ陶瓷材料的潜

力。ZhangP等[25]对RENbO4 的性能展开了系列

研究,XRD结果表明单晶 m灢RENbO4可以成功通

过固态反应合成,同时 RENbO4 表现出了比 YSZ
更好的热性能和类似的力学性能。RENbO4 具有

更低的热导率,晶格畸变也导致了更高的热扩散系

数。同时,RENbO4 系列化合物因其良好的抗热

应变性能而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热稳定性[25]。

2.1.4暋稀土锆酸盐

La2Zr2O7、Gd2Zr2O7 作为稀土锆酸盐陶瓷,
其熔点高,热稳定强且热导率较低,能够提升材料

的稳定性,是目前 A2B2O7 型烧绿石和萤石结构化

合物中作为热障涂层材料研究较为广泛且较为理

想的替 代 材 料。La3+ 和 Zr2+ 的 半 径 比 决 定 了

Ln2Zr2O7 的烧绿石或萤石晶体结构的稳定性,当
半径比在1.46~1.78之间时,烧绿石结构在室温

至1700K 左右稳定存在,而 La2Zr2O7 作为较早

研究范围的烧绿石结构化合物,它比 YSZ具有更

低的弹性模量、热导率和热稳定性,但相较之下,热
循环性能因为热扩散系数低引起的断裂韧性差的

问题,与 YSZ有一定的差距[11,26]。李英杰等[27]通

过固相反应合成 Gd2Zr2O7灢SrZrO3(GZSZ)复合陶

瓷粉末,并对大气等离子喷涂法制备的涂层进行了

热扩散系数的表征,结果表明,涂层经过1673K
热处理5h后热扩散系数与8YSZ的热扩散系数

接近 (不 同 温 度 处 理 下 热 扩 散 系 数 如 图 4 所

示[27]),且涂层在1273K 下的热导率低于8YSZ
涂层,经过1673K 热处理360h后,热扩散系数

虽然有一定提高,但仍然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

图4暋GZSZ在不同温度下热扩散系数

Fig.4暋ThermaldiffusioncoefficientofSGZSZat

differenttemperatures

张少朋等[28]以 Gd2O3、ZrO2、CeO2 为原料,
通 过 高 温 固 相 反 应 制 备 Gd2Zr2O7 和 Gd2

(CeXZr1-X)2O7 陶瓷材料,并对其热扩散系数和热

导率进行了研究,CeO2 的掺杂能够将 Gd2Zr2O7

的晶体结构变为缺陷萤石结构,无序度增加,从而

降低热导率,具体变化如图5~图6所示[28]。

图5暋不同温度下热扩散系数

Fig.5暋Thermaldiffusioncoefficientat

different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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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不同温度下热导率

Fig.6暋Thermalconductivitycoefficientat

differenttemperatures

2.2暋材料热稳定性研究

R.Amarendra 等[29]发 现 在 保 护 涂 层 不 受

CMAS腐蚀时,在原有涂层外涂覆一层湿润的涂

层,能够减少涂层和熔融CMAS的接触,从而减少

CMAS对涂层的影响,并且当湿润涂层为 Pd灢Ag
(20~80wt%)、Pd、Pt、AlN、BN、SiC、MoSi2、

SiO2、ZrSiO4、SiOC及其混合物时,效果最好。
周子民等[30]通过电镀和EB灢PVD的方法在高

温合金表面制备带有 Pt、Dy掺杂 NiAl粘接层的

双层陶瓷结构的热障涂层,顶层为La2Ce2O7,底层

为 YSZ,结果表明,在1473K 条件下1000次热

循环后,掺杂的涂层界面结合良好,仅在顶层出现

少量微裂纹,如图7所示[30]。

暋暋暋暋暋(a)LCO/YSZ暋暋暋暋暋(b)LCO/YSZ+Pt

暋暋暋暋(a)LCO/YSZ+Dy暋暋 暋(d)LCO/YSZ+Pt/Dy

图7暋四种样品热循环500次后截面形貌

Fig.7暋Microstructureofsamplesafter500timesheatcycle

从图7可以看出:不掺杂的涂层在500次循环

后已出现大量微裂纹。因此,在粘接层中加入 Pt
等元素也能有效地对热障涂层进行改良,延缓涂层

的退化。

WANGL 等[31]在 YSZ 涂层表面通过 EB灢
PVD涂覆了Pt/Gd2Zr2O7 层,并在1500K 左右

经历4hCMAS侵蚀,观察其化学成分和微观结

构。结果表明,产生的致密的Pt层能够有效的阻

止CMAS从而起到防护作用。

M.D.Kadir等[32]进行了 YSZ/Gd2Zr2O7 双

层 热 障 涂 层 的 尝 试,他 们 在 基 体 上 涂 覆

CoNiCrAlY作为粘接层,通过 EB灢PVD 分别涂覆

YSZ、Gd2Zr2O7 和YSZ/Gd2Zr2O7 作为面层,分别

进行形貌和涂层性能的对比。三种涂层的厚度没

有明显区别,但不同的是 YSZ/Gd2Zr2O7 涂层中

YSZ和 Gd2Zr2O7 有明显的分层,两者的厚度相

当,在涂层涂覆的过程中未发现 YSZ和 Gd2Zr2O7

之间的化学反应。三种热障涂层系统在高温下均

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而涂覆 YSZ/Gd2Zr2O7 在

TGO生成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
周飞 飞 等[33]通 过 对 化 学 共 沉 积 法 合 成 的

La2Ce2O7 材料进行改进,以 La2(Zr0.75Ce0.25)2O7

粉末为原料,通过球磨、喷雾干燥和热处理工艺制

备出纳米结构 La2(Zr0.75Ce0.25)2O7 喂料,采用大

气等离子喷涂的方法制备 La2(Zr0.75Ce0.25)2O7/

8YSZ双陶瓷结构的涂层,结果表明,La2(Zr0.75灢
Ce0.25)2O7 能够对8YSZ起到很好的热防护作用。
对比8YSZ和 La2(Zr0.75Ce0.25)2O7/8YSZ双陶瓷

结构涂层,在1473、1523和1573K 下的隔热性

能,当温度高于1473K 时,双陶瓷结构涂层效果

明显优于8YSZ单涂层结构,同时对于包括不同厚

度比在内的结构设计,能够进一步提升双层结构涂

层的性能。
稀土锆酸盐材料除了具有良好的热力学性能

外,在 CMAS 防 护 方 面 也 有 突 出 的 表 现,除

Gd2Zr2O7 外,Y2Zr2O7
[34],Yb2SiO5

[35],SrZrO3
[36],

La2Ce2O7
[37]也均被发现具有抗 CMAS侵蚀的作

用。暋
A.AYSEGUL 等[38]将 摩 尔 分 数 为 20% 的

Al2O3 和5%的 TiO2 掺杂进 YSZ涂层中,并通过

SPPS进行涂覆。Al和 Ti的共同作用能够有效地

组织CMAS渗透,进而减缓了热障涂层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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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元素能够使熔融 CMAS从难结晶状态转化为

易结晶状态,而 Ti元素充当了形核的定位点,

CMAS在熔入了 Al和 Ti后,反应形成了尖晶石

及钙长石结构的 CMAS 约束层,能够有效阻止

CMAS的侵蚀[39]。
楼思余等[40]将不同成分的 Al2O3 对涂层阻抗

CMAS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对比,通过制备不同成

分的涂层,在1523K 分别进行4和24hCMAS
腐蚀试验,结合涂层的化学性能对比得出优化的成

分组合。在8YSZ 中掺杂 Al2O3 能够有效减缓

CMAS的腐蚀,随着 Al2O3 浓度的升高,减缓速率

先增后减,当浓度为30%时,减缓速率达到最大。

3暋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目前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的制备

技术和材料选择以及涂层的失效机理,同时综述了

国内外新型热障涂层技术的研究进展,满足日益提

升的航空发动机的使用要求。
新型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材料未来的研究方

向主要在:(1)在匹配热膨胀系数的前提下,具有

比 YSZ更低的热导率的替代材料;(2)比 YSZ具

有更好的抗CMAS腐蚀的替代材料。
而在抗CMAS腐蚀方面,主要考虑:(1)在涂

层表面预制保护层,降低 CMAS在原涂层表面的

湿润性,减少熔融态CMAS与原涂层的接触,例如

在原有涂层上涂覆 Pd灢Ag(20~80wt%)等具有

湿润性的涂层;(2)在涂层表面形成致密的保护

层,物理上隔绝CMAS,例如生成致密的Pt层,阻
隔CMAS;(3)与 CMAS进行反应,改变 CMAS
的状态从而达到阻隔 CMAS侵蚀的效果,例如稀

土锆酸盐或在 YSZ中掺杂 Al和 Ti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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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基于agent的作战建模与仿真是无人机集群侦察效能评估的重要方法,但以往方法中agent行为机制

和模型结构难以描述复杂任务场景下的自组织侦察行为。以反海盗侦察任务为例,提出一种面向集群自组织

侦察的作战建模与仿真方法。设计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和可组合模块化agent模型结构,通过简单行为

的组合描述复杂行为;通过信息素图模块与航路管理模块的交互,实现自组织航路规划与飞行控制;并通过仿

真算例,来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对比分析不同航路规划方法的侦察效能。结果表明:自组织航路规划对中断航

路侦察的动态事件的适应性更强;对于大区域、长时间、低目标密度的区域覆盖侦察任务,仅通过改进航路规划

方法来降低访问间隔难以显著提高目标发现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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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无人机集群可扩展性强,效费比高,部署灵活,
可用于侦察、打击、搜救等多种任务,其中,区域覆

盖侦察是一类重要的任务,任务效能评估是无人机

集群设计与使用的重要问题,而采用基于agent
(即智能体)的建模与仿真(agent灢basedmodeling
andsimulation,简称 ABMS)方法进行作战建模与

仿真是效能评估的主要方式之一[1]。
目前,国内外已开展了基于agent的无人机集

群作战建模与仿真研究,分析了无人机飞行性能、
传感器性能和网络结构等因素对任务效能的影

响[2灢4]。无人机集群的任务效能不仅取决于无人机

系统,还受集群指挥控制策略的影响。区域覆盖侦

察任务中,航路规划方法是指挥控制策略的重要要

素。典型的航路规划方法有扫描法、随机法和自组

织法等。扫描法将任务区域分割成若干分区,无人

机在各分区内沿扫描式航路运动[5灢6];随机法按一

定的随机分布律生成航路点[7];自组织法则通过无

人机对环境的感知和无人机间基于规则的协调,自
主、动 态、协 同 规 划 航 路,自 底 向 上 实 现 集 群

侦察[8灢11]。
现有文献在效能评估中考虑了航路规划方法

这一要素[2,4,12],但较少有人研究复杂任务场景下

采用自组织航路的侦察任务效能。研究自组织航

路规划方法的文献主要关注算法设计与航迹仿真,
简化了任务想定和系统模型,故大多采用基于过

程、自顶向下的建模与仿真方法,难以适用于复杂

任务场景。复杂任务场景主要体现在复杂的任务

逻辑和系统动作,从而形成作战单元的复杂行为。
复杂任务场景的建模与仿真需要采用 ABMS方

法,但研究基于agent的作战建模与仿真的文献大

多仅考虑了扫描航路等预设航路侦察的建模与仿

真,较少考虑自组织侦察。造成这一不足的主要原

因是目前的 ABMS方法缺少适合集群自组织侦察

的agent行为机制与模型结构。
行为 机 制 方 面,Tian Y 等[2]、B.Schumann

等[4]和 H.T.Tran 等[12]分 别 采 用 条 件 - 动 作

(“IF灢THEN暠)规则、有限状态机等单一行为机制

描述无人机侦察中的agent行为,但仅考虑了预设

航路点的侦察方法。对于自组织侦察,单一行为机

制难以描述环境建模、动态航路计算、航路信息共

享等复杂规划过程,需要采用复合行为机制。A.
Yang等[13]提出了基于因果网络的多层行为机制,
将推理决策与动作实施分离;LiX 等[14]将agent
的行为划分为物理信息域和认知域并分别建模;美
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也采用类似方法开发了 AFSIM
作战仿真软件[15]。上述方法将认知决策与动作执

行分离,将简单行为按任务组合,从而较好地构建

复杂行为,但大多针对面向目标、事件驱动的行为,
难以描述航路规划与飞行控制的过程。

实际上,作战建模与仿真中,航路规划与飞行

控制行为的描述可以参考无人机任务管理与飞行

控制软件的运行机制。K.Giles等[16]提出一种可

组合控制结构,将简单指令按不同任务的组合形成

复杂指令,但缺少针对航路侦察的控制设计;E.
Pastor等[17]设计了一种三层飞行控制结构,实现

了多种场景下的自主动态航路规划与飞行控制;

P.Doherty等[18]进一步考虑了目标追踪等任务,
设计了一种混合机制无人机任务管理系统;Y.
Jiang等[19]设计了一种互动型机器人控制结构,进
一步区分了基于规则的决策和基于规划的决策。
上述机制可以较好地描述自主动态航路规划的过

程,但大多针对单个无人机,难以描述无人机之间

共享信息、协调航路的过程。
模型结构方面,ABMS采用面向对象建模,用

类描述agent模型。LiX等[14]针对复合行为机制

提出一种可组合模型结构,用于武器装备体系的网

络化作战建模与仿真;AFSIM 作战仿真软件也采

用了类似的组件化模型结构[15]。但上述模型结构

缺少支持无人机之间共享信息、协调航路的模块与

结构,难以用于自组织侦察的建模与仿真。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反海盗侦察任务为例,

提出一种面向集群自组织侦察的作战建模与仿真

方法。以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和可组合模

块化agent模型结构为核心,在综合以往方法的基

础上,针对自组织航路规划的特点,设计实现a灢
gent环境信息建模和航路信息共享的行为机制和

模型结构;根据上述方法开发相应的仿真平台,通
过仿真算例验证方法的有效性,并对比不同航路规

划方法的侦察任务效能。

1暋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以一个反海盗侦察任务为例进行作战建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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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方法的研究。无人机集群部署在一个沿海区

域,如图1所示,侦察该区域出现的海盗,保护商船

通航。商船和海盗数目不定,随机进入任务区域。
商船出现后航行穿过任务区域。海盗出现后随机

拦截并袭击一艘商船,然后离开。商船航线、海盗

进入位置和两者的到达率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无人机搭载光电成像传感器,且具备理想通信条

件,即通信距离足够远、无时延,传输成功率为

100%。无人机从基地出发入场后,沿航路飞行侦

察。发现海盗后,盘旋飞行追踪海盗;当海盗发现

被追踪后,放弃袭击并离开;若无人机在追踪途中

返回基地,则海盗重新选择商船袭击。无人机燃油

不足或发生故障时返回基地,完成检修和加油后等

待派出。为了保证空中始终有无人机侦察,无人机

以一定间隔依次派出。其余场景和假设的细节同

文献[11]。

图1暋反海盗侦察任务场景示意图

Fig.1暋Demonstrationoftheanti灢piratemissionscenario

侦察任务的目标是在海盗袭击商船之前发现

并驱逐海盗。因此,以海盗袭击成功率rattack为效

能指标,定义为

rattack=
nattack

npirate
(1)

式中:npirate为任务期间出现的海盗数;nattack为海盗

在被发现之前成功袭击商船的次数。

2暋无人机集群侦察航路规划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侦察过程的建模与仿真,因此选

用以往文献中的航路规划方法。以自组织法的建

模与仿真为主,同时考虑扫描法和随机法用作对比

分析。
假设无人机飞行高度、速度和转弯半径恒定,

忽略起飞和着陆过程。商船和海盗船的运动为匀

速直线,忽略转弯半径。将agent简化为质点,采
用三自由度运动方程描述agent的运动。地面坐

标系的定义如图1所示。运动状态用地面坐标系

下位置坐标(x,y,z)和速度向量(x·,y·,z·)表示,以
过载为运动控制的输入。其他细节详见文献[20]。

传感器视场在地面的投影为梯形,如图2所

示。定义传感器视轴与地面的交点为视场投影中

心。当目标进入视场时即认为探测到目标。

图2暋传感器视场

Fig.2暋Sensorfieldofview

扫描法的基本原理如图3所示。首先,将任务

区域按无人机数目分割成分区;然后,在各分区内

计算生成平行、直线的扫描航路。典型的区域分割

方法见文献[6],扫描航路的生成方法见文献[5]。
本文中,各分区均为矩形且面积相同,以视场投影

后缘宽度为扫描宽度。

图3暋扫描法的基本原理

Fig.3暋Principlesofthesweepmethod

随机法中,无人机每次按一定的随机分布律计

算一个航路点,到达后再计算新的航路点,以此循

环。随机法有多种形式,本文采用 L湪vy游走法

(L湪vyWalk)。新航路点相对于当前航路点的方

向在0曘~360曘之间均匀分布,距离l服从幂律分

布,概率密度函数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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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cx-毩 (2)
式中:c为归一化常数,用于将概率密度函数的积

分值归一化;指数毩 取 2。其 他 细 节 详 见 文 献

[21]。
自组织是一种无需集中控制,通过简单个体之

间的交互自底向上形成复杂群体行为的机制[22]。
基于环境感知的自主规划和基于规则的相互协调

是自组织航路规划的两个基本要素。扫描法和随

机法缺少对环境的感知和agent间的协调,当航路

侦察被燃油不足、系统故障、目标追踪等动态事件

中断时,一些位置会长时间空置,而自组织法则可

以及时响应,调整航路,适应性更强。
本文采用信息素法[11],信息素法模拟蚁群觅

食行为,用二维网格化的信息素图作为“虚拟环

境暠,无人机根据网格中的信息素值动态规划航路,
通过在信息素图上标记信息相互协调。

以视场投影后缘宽度为网格单元宽度,沿地面

坐标系x、y方向等距划分正方形网格。当视场投

影中心落入网格单元内时,认为该网格单元被访

问。在理想通信假设下,可进一步假设无人机之间

共享同步的、完整的统一信息素图,忽略信息素图

共享的具体实现方式。信息素图周期性更新,由此

产生的离散时间步(简称时步)记为氂。网格中有

两种信息素。访问信息素氄vst用于标记已访问的

网格单元以防止重复访问。当无人机访问网格单

元c后,访问信息素置为基准值氄0。随后,访问信

息素随时步衰减,直至等于0,规律为

氄vst(c,氂)=(1-evst)·氄vst(c,氂-1) (3)
式中:evst为访问衰减因子。

召集信息素氄cnv用于标记长期未访问的网格

单元以吸引更快访问。当网格单元c在超过一定

时步后仍未有新的访问,则召集信息素置为一极小

值,而后随时步增强,直至等于氄0,规律为

氄cnv(c,氂)=(1+ecnv)·氄cnv(c,氂-1) (4)
式中:ecnv为召集增强因子。

当网格再次被访问后,召集信息素置为0。网

格的总信息素等于召集信息素减去访问信息素,即

氄sum(c,氂)=氄cnv(c,氂)-氄vst(c,氂) (5)
无人机在规划访问的网格单元上标记预约信

息Irsv=<ID,氂r>,其中ID为无人机的身份信息,

氂r 为预测访问的时步。根据预约信息,无人机可

预知其他无人机将于何时访问何网格单元,以预测

未来的信息素值。按照贪婪算法选择下一步访问

的网格单元:首先预测访问当前网格单元周围8个

邻单元的时步,再根据信息素的更新规律与预约信

息预测未来该时步的信息素值,选择总信息素最大

的网格单元;然后,沿基于 Dubins曲线的轨迹飞

行,访问网格单元,进而规划新的航路。其他细节

详见文献[9,11]。信息素法的基本原理如图4所

示,图中网格内的数字是信息素值的示例,“+暠为
召集信息素,“-暠为访问信息素。

图4暋信息素法的基本原理

Fig.4暋Principlesofthepheromone灢basedmethod

目标分配采用简单的“先到先得暠规则,一艘海

盗船仅用一架无人机追踪,由指挥控制中心分配。
追踪过程中,无人机绕海盗船盘旋飞行,并假设传

感器锁定于海盗船,无法探测其他区域。采用基于

距离/距离变化率的盘旋导引律,指令过载是无人

机与目标之间距离和距离变化率的函数,具体细节

见文献[23]。

3暋面向集群自组织侦察的作战建模

与仿真方法

AMBS方法将作战单元视为有自主决策与行

为能力的agent,通过描述agent的属性与行为、

agent之间的交互以及agent与环境的交互,自底

向上构建整个群体的行为。agent的行为机制与

相应的模型结构是 AMBS方法的核心。复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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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下无人机集群侦察的建模与仿真需要考虑单

个agent的复杂任务逻辑、系统动作以及多agent
的信息共享、协同规划两个方面建模仿真的需求。
本文提出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和可组合模

块化agent模型结构,以实现上述两方面的建模与

仿真。

3.1暋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

本文的任务场景中,无人机、海盗、商船可视为

agent。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如图5所示。
对于单个agent,综合agent行为分解原理[14,16]和

分层任务管理与飞行控制系统原理[17灢19],构建分

层行为机制,如图5右侧所示。将任务分解为若干

任务状态,将系统动作分解为若干基本动作,通过

行为机制的控制,在不同任务状态下,按不同规则

将基本动作组合为复杂的系统动作。agent行为

自顶向下依次分为任务逻辑、任务规划、系统控制

和系统功能4层。在任务逻辑层,采用有限状态机

模型,根据激励事件转移任务状态,在不同任务状

态下启动和关闭下层的不同功能。任务规划层根

据指定规划方法进行航路规划和目标分配,更新航

路侦察和目标追踪过程的信息与系统控制指令。
系统控制层采用条件-动作规则生成系统动作指

令,并向上层报告航路点状态和目标信息。系统功

能层按照系统功能原理,根据系统动作指令完成运

动、探测跟踪等系统动作。海盗和商船的行为简

单,因此无任务规划层和系统控制层,而是由任务

逻辑层直接控制系统功能层。

图5暋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

Fig.5暋Multi灢agenthierarchicalcompositebehaviormechanism

暋暋以无人机为例简要说明复杂任务逻辑和系统

动作的实现过程。无人机的任务逻辑如图6所示。
运动分为平飞、转弯、盘旋等基本动作,感知分为探

测、锁定等基本动作。航路侦察状态下,运动动作

的执行过程将在3.3节作详细说明;感知环节执行

探测动作,发现目标后生成目标航迹,航迹管理环

节处理目标航迹,目标管理环节确认需要追踪后,
转入目标追踪状态。然后感知环节执行锁定动作,
目标管理环节向运动控制环节提供目标航迹,运动

环节执行盘旋动作,追踪目标。海盗的任务逻辑如

图7所示,原理同无人机。运动、探测模型的具体

细节详见文献[24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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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无人机任务逻辑状态机

Fig.6暋UAV missionlogicstatemachine

图7暋海盗任务逻辑状态机

Fig.7暋Piratemissionlogicstatemachine

在综合以往文献与前期研究构建的单个agent
行为机制的基础上,在单个agent的行为层次之

外,设置任务协调层,实现全局性的协调与控制动

作,如图5左侧所示。在理想通信和统一信息素图

假设下,设置一个独立于agent的、单一的信息素

图管理环节,一方面记录和更新信息素图,是航路

规划所依据的“虚拟环境暠;另一方面作为通信“黑
板暠,共享航路协调信息。无人机agent一方面通

过信息素图管理环节获取网格单元信息并用于航

路规划,另一方面将航路规划与飞行过程中的预约

信息和访问信息交予信息素图管理环节,标记于网

格单元。指挥控制环节处理无人机调度、目标分配

等需要中心节点协调的动作,发出相应的控制指

令。图5中示例了agent1与任务协调环节的关

系,agent2、agent3、…同理。

3.2暋可组合模块化agent模型结构

为了实现多agent分层复合行为机制,采用模

块化的方法,将行为机制中各环节相应的行为和属

性分解为不同类,再通过类的对象(即模块)的组合

构建不同agent模型。参考文献[14]的模块化建

模方法,设计作战模型结构如图8所示。模型单元

类是模型的共性基类,派生出功能模组类、Agent
类、指挥控制类和信息素图类。agent按不同作战

单元派生不同子类。功能模组类派生描述行为机

制中各环节模型的子类。针对不同agent,任务逻

辑类进一步派生相应子类。agent对象由各功能

模组子类的对象组合而成,不同agent包含不同对

象。无人机的复杂行为使其需要包含四个层次全

部环节的对象;海盗和商船的行为简单,只包含任

务逻辑和系统功能层的对象。agent子类对象、指
挥控制类对象和信息素图类对象最终组合为仿真

模型。

图8暋可组合模块化agent模型结构

Fig.8暋Composablemodularagentmodelstructure

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组织侦察的

特点,设计信息图模块和航路规划模块,通过两者

的交互实现自组织航路规划。信息素图模块独立

于agent,其信息为各agent的航路规划模块所共

享。3.3节详细说明两者的属性、操作和工作原理。

3.3暋自组织航路规划与飞行控制过程

航路管理模块和信息素图模块的主要属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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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如图9所示。信息素图模块保存网格单元信

息矩阵(cells[][])。每个网格单元cell的信息表

示为

cell=<position,index,pheromones,Ivst,Irsv>
(6)

式中:position为网格单元中心的坐标;index为网

格单元在x、y方向上的序号;pheromones为当前

的信息素值;Ivst为访问信息;Irsv为预约信息。
访问信息Ivst可表示为Ivst=<ID,氂v>,其中

ID为无人机的身份信息;氂v 为访问的时步。
信息素图的操作包括更新网格单元信息(up灢

date())。计算指定时步、指定序号的网格单元信

息素值(getCellValue(timestep,indexCell)),具体

计算方法根据式(3)~式(5)。在网格单元上标记

访问信息(visit(indexCell,infoVisit))和标记预约

信息(reserve(indexCell,infoReservation)),即将

航路规划模块发出的访问和预约信息写入相应的

网格单元。信息素图按固定的周期执行update()
操作,更新网格单元的信息素值。航路管理模块保

存航路点集合(waypoints[]),主要操作包括开始

航路飞行(startPath())、终止航路飞行(endPath
())和更新航路飞行(updatePath())。

图9暋信息素图模块与航路管理模块

Fig.9暋Pheromonemapmoduleandpath

managementmodule

无人机自组织航路规划和飞行过程如图10所

示。首先,无人机逻辑模块进入航路侦察状态,向
航路管理模块发出指令;完成初始化后,循环执行

loop中的航路规划和飞行过程;每一个循环由到

达上一个航路点触发,航路管理模块计算航路点,
向运动控制模块发出指令,并将预约信息交予信息

素图模块标记;运动控制模块根据航路点、按照

Dubins曲线计算运动轨迹,生成运动指令;运动平

台模块根据运动指令,执行平飞、转弯等动作,设置

不同的过载,按照三自由度方程更新运动状态,向
航路点运动;到达航路点后,航路管理模块从传感

器模块获取当前视场投影中心位置,确定访问的网

格单元,将访问信息交予信息素图标记;然后开始

下一个循环,计算新的航路点并向航路点飞行。其

中,初始化(消息1.1)由startPath()操作完成,航
路点的计算以及相关指令的响应与发出(消息2、

3、4、5、6)由updatePath()操作完成。信息素图中

访问信息和预约信息的标记分别由visit()和re灢
serve()操作完成。

图10暋航路侦察过程模型

Fig.10暋Modelofpathsurveillanceprocess

航路点的计算(消息2)过程按照第2节中描

述的航路规划方法完成,具体如图11所示,其中,
网格单元总信息素的预测(步骤4)通过调用信息

素图模块的getCellValue()操作完成。

图11暋航路点计算过程

Fig.11暋Processofwaypointcalculation

除自组织航路外,上述模型也能描述其他航路

规划与飞行的过程。采用扫描航路时,航路管理模

块在初始化时完成全部航路点计算,每个循环开始

直接执行步骤4。采用 L湪vy游走航路时,步骤2
根据相应随机分布律计算航路点。同时,采用扫描

航路和L湪vy游走航路时无需与信息素图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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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仿真算例与分析

采用上述方法进行反海盗侦察任务的仿真算

例分析。仿真平台基于 Anylogic软件开发,Any灢

logic提供了基础的开发环境、可视化组件和仿真

引擎,具体仿真模型由用户自行建立。仿真平台界

面如图12所示。

图12暋仿真平台界面

Fig.12暋Interfaceofsimulationplatform

暋暋任务时间为7天,商船和海盗到达率服从泊松

分布,平均到达间隔分别为10min和12h。无人

机航时为6h,加油时间1h,故障检修时间3h,其
余仿真参数见文献[11]。为了辅助分析,除海盗袭

击成功率外,还应考察无人机对各网格的访问间

隔。通常访问间隔越小,发现海盗几率就越高。扫

描法和L湪vy游走法的网格与信息素法相同。定

义最大访问间隔毺tm为

毺tm = 1
Tm曇

Tm

0
毺max(t)dt (7)

毺max(t)=max
c暿C

{毺(c,t)} (8)

定义平均访问间隔毺ta为

毺ta= 1
Tm曇

Tm

0
毺ave(t)dt (9)

毺ave(t)=1
nc 暺

c暿C
毺(c,t) (10)

式中:Tm 为任务持续时间;c为任一网格;C 为任

务区域网格的集合;nc 为任务区域的网格总数;

毺(c,t)为t时刻网格c 的访问间隔,即t时刻与该

网格上一次被访问时刻的时间差;毺max(t)为t时刻

所有网格的最大访问间隔;毺ave(t)为t时刻所有网

格的平均访问间隔。访问间隔的统计采样周期等

于信息素图的更新周期。
效能指标随无人机数目的变化如图13所示。

无人机数目是指不考虑故障时预定在空中执行任

务的无人机数目。每个参数点运行多次仿真,统计

均值和置信区间。仿真重复的次数取决于预期的

置信区间,详见文献[25]。

(a)平均访问间隔

(b)最大访问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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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海盗袭击成功率

图13暋效能指标随无人机数的变化

Fig.13暋Variationofeffectivenessmetricswiththe

numberofUAVs

从图13可以看出:随着无人机数目的增大,效

能指标值逐步降低,即任务效能逐步提高,但效能

指标降低的幅度逐渐减小;三种航路中,L湪vy游走

航路的最大访问间隔和平均访问间隔都是最大的;

不同无人机数目下,信息素航路的平均访问间隔都

低于扫描航路,但随着无人机数目的增大,差值从

3.1h逐渐减小至0.2h;随着无人机数目的增大,

开始时信息素航路的最大访问间隔高于扫描航路,

1架无人机时的差值达16h,当无人机数目大于10
架时,信息素航路的最大访问间隔开始低于扫描航

路,直至30架无人机时差值为0.95h。访问间隔

的差异表明,自组织航路对中断航路侦察的动态事

件的适应性更强,自组织航路下动态事件造成的空

置时间更短。当无人机数目少于10架时,3种航

路下的袭击成功率差异不大;随着无人机数目的增

大,L湪vy游走航路下的袭击成功率逐渐大于另外

两种航路,而信息素航路仅在10架无人机时显著

低于扫描航路,大约低5.1%,随后差异又不再

显著。

部署8架无人机时,三种航路的航路点轨迹

与访问间隔分布如图14所示,图中左侧为航路

点轨迹,8架无人机的轨迹用8种不同颜色标

示,以示区分;右侧各网格单元的颜色表示访问

间隔的大小,偏向绿色则访问间隔越大,偏向红

色则越小。

(a)扫描法

(b)L湪vy游走法

(c)信息素法

图14暋不同航路规划方法的航路点轨迹与访问间隔分布

Fig.14暋Waypointtrailsandrevisitintervaldistributionby
differentpathplanningmethods

从图14可以看出:扫描法访问间隔分布较为

均衡;信息素法大多数网格的访问间隔处于较低水

平,少部分网格较大;L湪vy游走法的访问间隔分布

跨度非常大,且少数点极大。因此 L湪vy游走法的

平均访问间隔和最大访问间隔都最高。信息素法

的平均访问间隔最低,但当无人机数目较少时,受
少部分网格的影响,最大访问间隔较高;随着无人

机数目的增加,少数网格大访问间隔的影响减弱,
最大访问间隔逐渐低于扫描法。

然而,三种航路访问间隔的较大差异并没有使

海盗袭击成功率产生同等程度的差异。这是因为

不同方法访问间隔的差异与海盗出现的间隔时间

相比很小,不足以显著改变海盗袭击成功率。因

此,对于反海盗侦察这一大区域、长时间、低目标密

度的区域覆盖侦察任务,在相同无人机数目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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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进航路规划方法来降低访问间隔,是难以显

著提高目标发现概率的。

5暋结暋论

(1)针对复杂任务场景下无人机集群自组织

侦察的特点,以一个反海盗侦察的任务场景为例,
提出了一种面向集群自组织侦察的作战建模与仿

真方法,并通过仿真算例验证了该方法是可行的。
(2)L湪vy游走航路侦察的平均和最大访问间

隔都高于另外两种航路侦察;信息素航路侦察的平

均访问间隔最小;当无人机数目较少时,扫描航路

侦察的最大访问间隔最小,反之则信息素航路的最

大访问间隔最小。自组织航路对中断航路侦察的

动态事件的适应性更强。
(3)当无人机数目较少时,三种航路侦察的海

盗袭击成功率差异不大,反之则 L湪vy游走航路劣

于另外两种航路。仅当无人机数目在10架左右

时,信息素航路才比扫描航路有明显优势。对于大

区域、长时间、低目标密度的区域覆盖侦察任务,在
相同无人机数目下,仅通过改进航路规划方法来降

低访问间隔,难以显著提高目标的发现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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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军用飞机飞行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由技术因素向人为因素转变,特别针对舰载机的起降模式、飞行条

件和视觉环境等特殊情景下,减少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导致的飞行事故,对确保完成规定的飞行和作战任

务,提高舰载机飞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舰载机特点,通过对人为因素适航标准包括美军标、国标、国

军标、SAE等标准的分析,提出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适航设计准则;根据飞机研制阶段的特点,提出基于任

务的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评估方法。该方法可为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适航评估提供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适航;任务

中图分类号:V271.4+92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3.00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HumanFactorAirworthinessEvaluationMethodfor
Carrier灢basedAircraftFlightDeck

SUNShidong1,2,HUANGDan1,MAQinglin2,QIUChaoqun2

(1.School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030,China)

(2.DepartmentofAirworthinessandGeneralQualityCharacteristics,AVICTheFirstAircraft

Insitute,Xi暞an71008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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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很多,包括机体、飞行环

境、人为因素、意外因素(鸟撞)等。据美国 Plane灢
CrashInfo网站对同一时间段内发生事故的统计分

析,表明由飞行员差错导致的致命事故占比达到

58%,机械故障以17%的占比次之[1];民航资源网

统计显示,2017~2018年共发生的33起民航事故

中,人为差错导致的事故达到80%以上,飞行员人

为差错成为导致航空事故的主要原因[2]。由此可

见,如何有效提高人为因素的可靠性是飞机设计中

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人为因素研究范畴包括组

织中的人为因素和个体人为因素两部分。组织中

的人为因素包括公司政策、激励机制、企业文化,个
体人为因素包括人体机能限制、人机界面设计、人
为差错预防。其中人机界面设计和人为差错预防

属于设计因素,而其他内容属于非设计因素。本文

针对设计因素开展研究。
国外Boeing公司在Boeing777驾驶舱设计的

各个阶段,考虑飞行员的主观需求和客观生理心理

限制,提出以人(飞行员)为中心的创新设计方法

CCDP(Crew灢centeredDesignPhilosophy),指出了

基于人为因素的驾驶舱设计原则,包含飞机的最终

操控权属于飞行员,自动化设备和装置是减轻飞行

员负荷并不是代替飞行员操作等[3]。国内人为因

素研究方面,钮松等[4]总结了国内外驾驶舱人为因

素设计研究成果,构建了民用飞机人为因素设计的

准则基本框架体系;LiYinxia等[5]采用权重分析

法对飞机驾驶舱的人为因素设计相关因素进行综

合分析和重要度评价;余昆[6]研究了飞机驾驶舱的

人机交互界面,利用SHEL模型建立了人为因素

评价模型,提出了人机交互综合评价方法。以上研

究成果主要针对民用飞机,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

和参考。但舰载机的飞行条件、视觉环境与运输类

飞机差异较大,机组在进行舰面起降时,不仅需要

与航母、导引设备和起降设备等进行相互作用,还
需要与操作员、舰面管制人员进行多方沟通协调,
其驾驶舱人机交互过程比运输类飞机更为复杂。

本文在借鉴民用飞机 AMC25.1302人为因

素适航要求[7]及评估验证思路的基础上,针对舰载

机特殊的使用模式和严酷的使用环境,研究飞行操

作中的人为因素相关安全要素,确定舰载机驾驶舱

适航人为因素设计准则,提出合理的驾驶舱人为因

素评估方法,以期为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适航评

估提供思路和方法。

1暋人为因素相关标准分析

民用飞机适航标准在驾驶舱人为因素方面,

EASA和FAA在条款的细节上略有出入,但整体

思想是一致的。除了 AMC25.1302和 AC25.
1302灢1[8]之外,CAAC与FAA、EASA 的相关条款

保持一致[9]。通过对适航规章和咨询通告的分析

可知,驾驶舱人为因素的适航要求包括:(1)飞机驾

驶舱交互界面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机组可预见的

效能、能力和限制;(2)正常和非正常操作期间机组

任务和工作负荷的分配;(3)在特种天气和驾驶舱

微环境条件下飞行的时候,不会过多分散机组人员

的注意力;(4)提供信息、通过显示系统状态来清晰

反馈系统状况、故障情况、指示延迟或过多补偿的

行为等;(5)考虑高能转子发生非包容性破坏时不

会危及飞行员安全、损坏驾驶舱内关键设备。

SAE(SocietyofAutomotiveEngineers)标准

与飞 机 驾 驶 舱 人 为 因 素 相 关 的 标 准 有:SAE
ARP4101/1《驾 驶 舱 座 椅 和 约 束 系 统》,SAE
ARP4101/4《驾驶舱环境》,SAEARP4102/4《驾驶

舱报警系统》,SAEARP4102灢7《电子显示器》等。

SAE标准从飞机驾驶舱硬件设施设计、飞机驾驶

舱控制系统设计、显示系统信息显示方式等方面进

行了人为因素设计的顶层设计规划,每条标准条款

针对特定的安全要素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例如

针对系统的性能要求、接口要求和功能需求状况,
提出相应的信号特征设计要求、响应特征设计

要求。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和IEA(国际工效学协

会)共同颁布了“工效学暠国际标准ISO TC159。
结合人体生理学、工程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为

背景,以提高人使用设备的舒适性和健康程度为目

标,ISO标准从听觉、视觉、危险信号、语音信号等

方面提出了人为因素设计标准。
美国军用标准中对飞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

的标准为 MIL灢STD灢1472G《人机工程》,其余相关

的 MIL标准包括 MIL灢HDBK灢516C《美军适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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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准则》和 MIL灢HDBK灢759C《人机工效设计指导》
等。MIL灢STD灢1472G适用于军民用系统、子系统

及设备的人机工效设计,提出了例如人机工程设计

要求、失效安全设计要求、简化设计要求、交互设计

要求等一般要求,以及控制、视觉显示器、语音系

统、标记、警告、维修可达性等细节要求。
国家标准与人为因素相关的标准现已形成国

家工效学标准系列 GB/T01灢22,只是顶层的通用

性强的设计要求,没有限定具体的设计对象。
国家军用标准中与飞机驾驶舱人为设计有关

的标准为 GJB2873-97《军事装备和设施的人机

工程设计准则》、GJB3207-98《军事装备和设施

的人机工程要求》和 GJB/Z201-2001《军事装备

和设施的人机工程设计手册》。GJB2873-97和

GJB3207-98从顶层设计和实施程序领域对军用

设施人机工效设计提出了要求,GJB2873-97适

用于军用系统等的设计研究,GJB3207-98适用

于军事装备与设施的研制与订购,GJB/Z201-
2001从技术层面对军用系统、子系统和设备设施

的设计提出了规范和指导。
行业标准中与飞机驾驶舱人为因素有关的包

括:HB7587-1998《飞机座舱信息显示基本要求》,

HB7650-1999《歼击机座舱眩光基本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HB7788-2005《飞机增压座舱温度控

制系统通用规范》等。上述行业标准包含空间布

局、信息显示、控制装置和物理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物理环境方面又可以分为座舱温度和光环境两类

标准。
根据对以上标准内容的分析,从驾驶舱人为因

素设计要素和标准应用方面考虑,AC25.1302灢1、

MIL灢STD灢1472G和 GJB系列可以作为舰载机人

为因素设计准则的主要参考标准[10],并结合舰载

机飞行员在特殊海洋环境和舰面起降环境下的生

理和心理特征考虑[11],识别对安全有影响的特殊

因素与机理,对标准内容进行适当的剪裁和补充。

2暋人为因素设计准则

2.1暋安全影响因素

舰载飞机按机翼类型可分为固定翼和旋翼两

大类,按用途可分为歼击机(战斗机)、攻击机(强击

机)、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教练机、预警机、电子

战飞机、反潜机、空中加油机、武装直升机等。结合

舰载机任务需求背景,舰载机驾驶舱飞行员安全影

响因素主要包括驾驶舱人机交互信息和交互方式

等方面。
(1)舰载机驾驶舱交互信息:舰载机作为多任

务航空器,飞行员除进行常规的飞行操作外,还需

要根据交互界面提示的信息进行其他操作。不同

的飞机因为其任务需求不同,飞机结构和功能存在

一定差异,需要显示的信息内容也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结合飞行/任务的特征,采用系统功能分析法,
对各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功能进行研究,整理出各系

统的交互方式,即显示信息、控制方式等相关内容。
信息按照飞行剖面划分,主要有起飞/着陆、飞行操

纵、空陆/舰任务等状态。复杂系统的任务执行过

程中,需要在满足相应的条件后才能进行,如起降

飞行控制、预警探测控制。
(2)舰载机驾驶舱信息交互方式:信息交互方

式按照人的不同接受器官可分为视觉显示、听觉显

示和触觉显示[12]。视觉显示作为主要的显示方

式,担负着近70%的信息传递任务。而听觉、触觉

显示因其自身优势,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直接有效

地提供重要的信息。视觉显示之外的其他显现方

式一般都是作为辅助显示方式使用,但在不同的状

态下优先级不同。例如当处在海天同色的海洋环

境时,当信息所涉及的是时间形式的事件时,当视

觉系统负担过重时,当语言通道已被完全占用时,
听觉显示方式优于视觉显示方式。

2.2暋安全影响机理

通过对舰载机典型飞行任务的分析,结合飞行

员典型任务模型,影响舰载机安全的各类因素的影

响机理以及多因素耦合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
(1)飞行员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包括视

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本体觉、肌肉觉、前庭

觉等;
(2)人机交互对飞行员的影响机理,包括交互

内容及方式、驾驶舱信息输入方式、显示器和驾驶

舱控制功能等方面。

2.3暋设计准则框架及内容举例

通过对舰载机驾驶舱飞行员安全影响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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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舰载机安全的各类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合

民用飞机适航规章、MIL标准和 GJB标准,舰载机

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准则内容包括:舰载机驾驶舱

信息显示,操纵装置和供机组使用的设备。舰载机

驾驶舱操纵器件设计准则框架如表1所示。

表1暋舰载机驾驶舱操纵器件设计准则框架示例

Table1暋Theframeworkofhumanfactorcriteriononflightdeck

准则编号 准则名称 设计要点

C1 机组差错 操纵装置的设计能够减少潜在的机组差错。

C1.1 工作负荷 使用操纵装置的工作量是适当的。

C1.1.1 可用性 操纵装置是可用的。

C1.1.1.1 防误操作 操纵装置的设计能防止意外操作。

C1.1.1.2 可达性 操纵装置是视觉和物理可达的。

C1.1.1.3 移动限制 操纵装置的移动是不受限制的。

C1.1.1.4 操纵力 使用操纵装置无需过度用力。

C1.1.1.5 操作习惯 操纵装置的设计与驾驶员预期一致。

C1.1.1.6 可理解性 操纵装置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是易于理解的。

C1.1.1.7 注意力 使用操纵装置无需过度的注意力。

C1.1.2 操纵显示兼容 操纵装置与相关操纵装置和显示装置一起是可用的。

C1.1.3 疲劳 操纵装置特性不会引起疲劳。

C1.1.4 使用技巧 使用操纵装置不需特殊的技巧。

C2 负面影响 操纵装置不会使驾驶员感到讨厌。

C3 预防伤害 操纵装置的设计能够减少潜在的物理伤害。

暋暋以操纵装置的C1.1.1.1防误操作为例,在所

有预期运行条件下,操纵装置的设计需考虑防止发

生意外操作,设计准则的内容如下:

栙操纵装置应具有合适的操纵力和阻力:操纵

力的大小应是合适的,操纵装置应具有保持在设定

位置或状态的能力。

栚操纵装置应位于合适的位置:操纵装置相对

于驾驶员的位置应是合适的,操纵装置相对于其他

操纵装置的位置应是合适的。

栛操纵装置应具有合适的物理特征:操纵装置

的表面形状和材质应是合适的,操纵装置的尺寸应

是合适的。

栜操纵装置应具有合适的操作方式:使用多步

骤操作的方式,使用特定路径操作的方式。

栞操纵装置应具有合适的防护措施:使用物理

防护、锁定装置、凹槽布置等方式。

栟操纵装置应提供必要的反馈:输入响应状态

的反馈,问题、错误或故障条件的反馈。

栠操纵装置应设计为在所有运行条件下防止

意外操作:重点考虑弹射起飞,拦阻着陆,舰面复

飞,舰面晃动,执行作战任务,尾流湍流和故障

条件。

3暋人为因素评估方法

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工作评估流程主要包

括识别人为因素关注对象,确定符合性验证方法,
表明设计准则符合性和进行基于操作任务的人为

差错影响分析等几个方面。人为因素关注对象是

确定人为因素设计准则的适用对象,将设计准则落

实到关注对象方案设计中的过程;确定符合性验证

方法是确定设计方案检查、样机机上检查、模拟器

评估、飞行验证等具体的验证方法;表明设计准则

符合性和进行基于操作任务的人为差错影响分析

是对人为因素设计和验证工作的落实检查。舰载

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评估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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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评估流程

Fig.1暋Processofaircraftflightdeckhumanfactors

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评估工作包括:

栙识别出舰载机驾驶舱内供机组使用的操纵

装置、显示界面和供机组使用的设备清单。以操纵

装置对象为例,包括主飞行操纵器件(例如驾驶盘、
侧杆、脚蹬)、应急操纵器件(例如起落架应急放手

柄、开启应急出口的措施、弹射座椅、救生伞等)、任
务系统操纵器件(例如拦阻锁装置)等。

栚在舰载机研制过程中,将驾驶舱人为因素设

计准则分解到各关注对象/专业/系统,通过机载设

备、系统/专业和飞机驾驶舱布置三个层次进行设

计落实。

栛确定符合性验证方法,明确符合性说明、计
算分析、数模检查、样机检查、模拟器试验、机上检

查、试飞等具体验证方法。

栜飞机设计不同阶段,开展驾驶舱人为因素设

计落实检查、评估和验证,以不断优化驾驶舱设计。
评估和验证工作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准则符合性检查。

根 据 驾 驶 舱 人 为 因 素 设 计 准 则 编 制 评 估 检 查

单[13],对准则在设计中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减少

由设计导致的人为差错。符合性检查单的编制形

式为提问与回答形式,例如 C1.1.1.1 防误操作,
评估检查单部分内容举例如下:

栺操纵装置操作后是否会引起设备损坏、人员

伤害、系统性能下降,或导致任务关键设备系统关

闭且需要一定时间重启;

栻操纵装置意外操作后,是否有信息协助机组

识别错误;

栿操纵装置意外操作后,是否有合理的措施减

缓意外操作发生后的影响;

桇操纵装置防止意外操作的措施是否妨碍机

组执行任务或妨碍系统正常运行。
(2)基于操作任务的人为差错影响评估。根

据机组执行任务的顺序和人为反应的局限,对飞行

操作任务过程中的典型人为差错模式和差错影响

进行分析,明确飞行任务相关人为差错的消除或减

缓措施,验证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减少任务操作

流程中可能出现的人为差错,基于任务的人为差错

影响评估方法如图2所示。

图2暋基于任务的人为差错影响评估方法

Fig.2暋Evaluationmethodofcarrier灢based

aircraftflightdeckhumanfactors

基于舰载机任务的人为差错影响评估包括:

栺分析任务的目标和实施过程,明确实际操作

的步骤和相关设备;

栻识别影响人为表现的因素,包括物理方面、
系统任务、人员因素、软件/硬件和程序资料等;

栿考虑人在处理信息各阶段可能发生的人为

差错,明确人为差错产生过程可能发生的所有差错

模式;

桇分析飞行阶段、操作任务、影响人为表现的

因素、人为差错模式、影响等级等,并根据分析制定

消除/降低/控制人为差错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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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结暋论

(1)本文综合全面地分析了军用飞机和民用

飞机驾驶舱人为因素适航规章以及设计标准,得出

了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准则,同时分析舰载

机驾驶舱人为因素影响因素与机理,得出了舰载机

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的内容。
(2)针对舰载机研制的流程,将人为因素设计

的各项内容融合在各个研制过程,分阶段分层次地

规划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
(3)提出了基于任务的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

素评估方法,根据需求定义、设计和试飞阶段的特

点,形成了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评估流程。由于

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未来可以针

对飞机研制的各个阶段,细化人为因素设计准则和

相对应的评估方法,建立完整的设计-评估-改进

设计的体系,完善舰载机驾驶舱人为因素设计准则

和评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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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变温法及有限元细观计算力学(FECM)方法预测含初始缺陷的纤维束RVE有效性能参数及热残余应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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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C/SiC复合材料作为高温热结构部件的重要

候选材料已经在航空航天领域大量应用[1灢2]。该材

料由化学气相渗透工艺制备而成,在其加工和服役

过程中,由于纤维和基体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导致内

部产生的热残余应力是C/SiC复合材料在工程应

用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3]。热残余应力的存在

不仅影响基体裂纹的产生和扩展,纤维的拔出和界

面层剥落,而且影响材料的宏观力学性能。国内外

对复合材料热残余应力问题做了大量的试验研

究[4灢7]和数值模拟[8灢10]。目前,关于 C/SiC复合材

料热 残 余 应 力 预 测 的 研 究 较 少。吕 毅[11]通 过

SEM 照片精确测量建立了 C/SiC复合材料 RVE
有限元模型,采用间接耦合降温法,模拟计算了C/

SiC复合材料轴向热残余应力;姚磊江等[12]通过稳

态变温法和有限元分析,研究了C/SiC初始缺陷对

其热膨胀系数影响关系。但这类研究并未考虑初

始缺陷对热残余应力的影响,与实际情况有较大

差异。
一般认为,各类初始缺 陷 的 统 计 性 存 在 是

C/SiC复合材料性能产生分散性的根本原因,要较

为精确地预测其材料性能就必须考虑初始缺陷分

布特征的影响[13]。
本文在前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以平纹编织

C/SiC复合材料为研究对象,考虑各类初始缺陷的

分布特征,基于稳态变温法研究平纹编织 C/SiC
复合材料的初始缺陷对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

的影响关系,以期为材料研发和工程应用提供重要

支撑。

1暋C/SiC的初始缺陷

1.1暋初始缺陷分类

平纹编织C/SiC采用化学气相渗透工艺法制

备,主要组成部分为 SiC基体,C纤维和界面层。
这种制备工艺,在加工制造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初

始缺陷。

C/SiC初始缺陷SEM 图如图1所示,其内部

的初始缺陷主要包括:环绕纤维束基体裂纹(A
类)、纤维束交叉处孔洞(B 类)、界面层剥落(C
类)、环绕单丝纤维基体裂纹(D类)和单丝纤维间

孔洞(E类)。其中 A、C和D类初始缺陷为裂纹型

缺陷,主要是因为基体和纤维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

导致;B和E类初始缺陷为孔洞型缺陷,主要是因

为SiC沉积过程不均匀导致。

(a)A类缺陷

(b)B类缺陷

(c)C类缺陷

(d)D类缺陷

(e)E类缺陷

图1暋平纹编织C/SiC复合材料内部的初始缺陷SEM 图

Fig.1暋SEMofinitialdefectsinsideplain

weaveC/SiCcom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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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暋缺陷的分布特征

裂纹型初始缺陷在 C/SiC复合材料中以各种

裂纹形式存在,因此可以采用裂纹的长度L 和单

位体积的数量N 两个参数表征裂纹的分布情况。

其中,A类缺陷可以采用RVE宏观模型表征,C和

D类缺陷可以采用 RVE纤维束表征。但是,界面

层通常不会完全脱粘,而是仅有一小段圆弧剥落,

因此需要对其剥落的角度进行统计。任意选取五

个界面层剥落角度样本值列出,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暋界面层剥落角度样本值

Table1暋Samplepeelinganglevalueofinterfacelayer

样本编号 剥落角度/(曘) 样本编号 剥落角度/(曘)

1 23.1 4 38.8

2 30.4 5 44.9

3 36.0

暋暋孔洞型初始缺陷在C/SiC复合材料中以各种

孔洞形式存在,可以采用孔洞的体积含量P 和单

位体积的数量N 两个参数表征孔洞型缺陷的分布

情况。其中,B类缺陷可以采用 RVE宏观模型表

征,E类缺陷可以采用 RVE纤维束表征。对试样

的B类和 E类孔洞型初始缺陷进行统计,孔洞体

积总含量P 用百分数来表示,任意选取以上两类

孔洞型缺陷的五个孔洞体积含量样本值,结果如表

2所示。

表2暋单丝纤维间孔洞体积总含量样本值

Table2暋Sampletotalporevolumeoffibers

样本编号 B类孔洞体积含量/% E类孔洞体积含量/%

1 5.85 8.43

2 6.35 9.64

3 7.02 10.71

4 7.35 11.65

5 8.18 13.35

2暋宏观材料热残余应力的预测方法

2.1暋含初始缺陷C/SiC的RVE模型

C/SiC复合材料的初始缺陷主要包括纤维束

和宏观材料两个尺度,因此在建立模型时,需要分

别建立 RVE模型。要预测宏观材料的热残余应

力,必须得到纤维束的力学性能参数和热膨胀

系数。

宏观尺度的 RVE 模型根据材料的实际尺寸

建立,C/SiC的铺层和约束条件如图2所示,建立

C/SiC宏观RVE有限元模型如图3所示。模型由

SiC基体和纤维束组成,依据统计结果,将 A 和 B
两类初始缺陷置入其中。根据孔洞体积含量的大

小确定所需删除的单元数,采用删除网格单元法在

纤维束交叉处置入孔洞。

图2暋C/SiC铺层及约束条件

Fig.2暋C/SiClayupandconstraints

图3暋宏观材料 RVE有限元模型

Fig.3暋RVEfiniteelementmodelofmacroscopicmaterial

依据纤维直径和界面层的厚度,建立纤维束

RVE有限元模型如图4所示。参照 A 和 B类初

始缺陷的置入方法,根据统计结果,将C、D和E三

类初始缺陷置入纤维束RV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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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含初始缺陷的纤维束 RVE有限元模型

Fig.4暋RVEfiniteelementmodeloffiber

bundlewithinitialdefects

2.2暋稳态变温法预测热残余应力

利用 FECM 方法预测含缺陷的纤维束 RVE
的力学性能参数,预测含缺陷的纤维束 RVE的热

膨胀系数[14]。平纹编织C/SiC复合材料从制备温

度(1000曟)降到室温(20曟)再升到服役温度的

整个过程不是瞬时完成的,可以看作一个稳态过

程[15]。因此,通过施加当前状态的温度载荷(本文

当前温度载荷均为室温),模拟材料热残余应力的

方法称为稳态变温法。假设模型某一顶点为坐标

原点,对模型施加如下边界条件:

u(0,y,z)=0
v(x,0,z)=0
w(x,y,0)=

ì

î

í

ï
ï

ïï 0

(1)

式中:u、v、w 分别为x、y、x三个方向的平动位移。
利用图3所示的含初始缺陷宏观材料 RVE

有限元模型,按照如上所述的稳态变温法和边界条

件,以 MSC.PATRAN/NASTRAN为平台对平纹

编织C/SiC复合材料任一主轴方向的热残余应力

进行模拟,预测 C/SiC复合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

残余应力。在有限元模型中,假设1灢2方向为宏观

材料RVE有限元模型的面内方向,3方向为宏观

材料RVE有限元模型的厚度方向,计算得到宏观

材料RVE基体面内方向的热残余应力为154.45
MPa,梅辉等[16]利用无残余热应力原点法测得平

纹编织C/SiC复合材料SiC基体室温(20曟)时的

面内热残余应力为134.85 MPa,说明预测效果

较好。

3暋初始缺陷对热残余应力的影响

按照上述过程分别计算不含缺陷和含单一缺

陷时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A 和 D
类缺陷的分布稳定,因此只需各计算一次。B、C
和E类缺陷存在统计分布特征,因此按照统计样

本值需要各计算五次。计算得到不含缺陷和分别

只含 A和D类缺陷时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的热

残余应力如表3所示。

表3暋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的热残余应力

Table3暋Thein灢planedirectionthermalresidual

stressofmacro灢materialmatrix

含缺陷情况 氁/MPa

不含缺陷 160.44

含 A类缺陷 166.83

含 D类缺陷 147.50

暋暋平纹编织 C/SiC复合材料从制备温度(1000
曟)降到室温(20曟),材料整体产生收缩现象,纤
维束轴向热膨胀系数小于SiC相的热膨胀系数,在
降温过程中其变形小于SiC相的变形,SiC相受到

纤维束轴向的拉应力,因此,预测出的值均为正值。
从表3可以看出:与不含缺陷时相比,A 类缺陷使

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的热残余应力升高,D类缺

陷使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降低。
将计算得到的B、C和E类缺陷样本值对应的

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的热残余应力绘制成曲

线图。

B类缺陷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

力的影响如图5所示。

图5暋B类缺陷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的影响

Fig.5暋EffectofdefectBonin灢planethermalresidual

stressofmacroscopicmaterial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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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看出:随着B类缺陷的增大,宏观

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增大较快。

C类缺陷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

力的影响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随着C类缺陷的

增大,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急剧

减小。

图6暋C类缺陷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的影响

Fig.6暋EffectofdefectConin灢planethermalresidual
stressofmacroscopicmaterialmatrix

E类缺陷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的

影响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随着 E 类缺陷的增

大,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出现小幅

增大。

图7暋E类缺陷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的影响

Fig.7暋EffectofdefectEonin灢planethermalresidual
stressofmacroscopicmaterialmatrix

从平均意义上讲,五类初始缺陷对宏观材料基

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 D、

A、E、C、B。将各图中的曲线进行线性拟合可得到

各类初始缺陷与宏观材料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之

间的定量映射关系,即图5~图7中给出的表达

式。暋

4暋结暋论

(1)基于稳态变温法预测了平纹编织 C/SiC

复合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的热残余应力。预测值与

试验值对比效果较好,证明了预测方法的正确性和

可靠性。
(2)与不含缺陷模型相比,各类初始缺陷的存

在均对宏观材料基体面内方向热残余应力有较大

影响。从平均意义上讲,五类初始缺陷对宏观材料

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环绕

单丝纤维基体裂纹、环绕纤维束基体裂纹、单丝纤

维间孔洞、界面层剥落、纤维束交叉处孔洞。
(3)通过稳态变温法,得到了各类初始缺陷与

宏观材料基体面内热残余应力之间的映射关系,为
材料研发与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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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连续变速颤振试验的采集信号通常为非平稳信号,其频率和幅值随时间变化,尤其在亚临界状态下,

变化程度十分剧烈。常用的非平稳信号时变参数建模分析方法,在信号非平稳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难以对信号

的模态进行准确地分析和跟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结合信号非平稳度量计算方法,提出一种改进的自适应粒

子滤波算法,并通过仿真实验数据对所提算法在高非平稳度情况下的跟踪性能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与一般粒

子滤波算法相比,本文方法在高非平稳度情况下具有更高的跟踪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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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ParticleFilterAlgorismforFlutterTestwith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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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gnalcollectedinfluttertestwithvariableprogressionspeed (FTVPS)isusuallynon灢stationary,

bothitsfrequencyandamplitudechangeddramaticallywithtime,especiallyinthesub灢criticalstate.Thecom灢
monnon灢stationarysignalprocessingmethod,suchastime灢varyingparametermodelingcanhardlyanalyzeand

trackthemodeofsignalpreciselyunderhighnon灢stationarydegree.Therefore,anadaptiveparticlefiltermeth灢
odbasedonnon灢stationarydegreeisproposed.Thetrackingperformanceunderhighnon灢stationarydegreeof

thismethodisverifiedbysimulationexperimentdata.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methodproposedinthisthe灢
sishasbetterprecisionunderhighnon灢stationarydegreewhencomparedwithusualparticle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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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颤振试验数据处理的基本目的是分析实测亚

临界响应信号,完成模态参数估计(ModalParam灢
eterEstimation,简 称 MPE)和 颤 振 边 界 预 测

(FlutterBoundaryPrediction,简称 FBP)。目前

常用的风洞颤振试验方法为台阶法,即在一个台阶

时间内保持外界条件基本稳定并采集振动信号,因
信号模态参数在台阶时间内变化很小,可认为采集

的信号是近似平稳的。通过连续采集多个台阶的



振动信号并提取其模态参数,以阶梯的方式预估信

号模态参数变化的趋势,并达到预测颤振边界的目

标。此方法易于操作,但因其与颤振发生的实际原

理不符,导致预测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为了解决

台阶试验方法的问题,一种连续变速颤振试验

(FlutterTestwithVariableProgressionSpeed,简
称FTVPS)方法被提出,该方法是马赫数、速度、高
度等飞行参数个别或全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一类

颤振试验。与传统的台阶法相比,其试验周期短且

更符合实际状态。但是,试验采集的信号为非平稳

信号,在亚临界状态下,各项特征变化剧烈,为试验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带来了新的困难。

非平稳信号广泛存在于各工程应用领域[1],且

各领域的非平稳信号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使

得非平稳信号的分析处理方法通常具有很强的专

业领域限制和问题针对性。例如,用于分析切削振

动信号的经验模态分解方法[2]、时域和频域分开的

非平稳随机振动分析方法[3]以及基于最大谱的非

平稳随机振动数据分析处理方法[4]等就是针对特

定工程领域问题提出的方法,这些方法一般不具有

普适性,且多用于处理具有随机激励的振动信号,

而颤振属于自激振动,因此上述方法难以在连续变

速颤振试验数据处理中应用。

连续变速颤振试验数据处理一般使用时变参

数建模方法,主要有自适应滤波、基函数展开和粒

子滤波三种。其中,自适应滤波算法和基函数展开

算法在处理信号时,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5],因此

连续变速颤振试验数据处理中一般使用粒子滤波

算法。粒子滤波算法是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

一种基于贝叶斯采样估计的顺序重要采样滤波方

法[6],此后,N.Gordon等[7灢8]于1993年又提出了

新的基于顺序重要采样的 Bootstrap非线性滤波

算法,该方法的目标是完成目标状态的在线跟踪。

目前,在各工程领域内的非平稳信号处理中有广泛

应用,例如,王宏健等[9]提出一种改进差分粒子滤

波算法;陈志敏等[10]提出一种自适应粒子群优化

的目标跟踪算法;叶华等[11]提出一种基于稀疏表

示的粒子滤波算法;林晓梦等[12]提出改进粒子滤

波重采样算法;谌剑等[13]进行了粒子滤波算法的

权值优化组合研究;郑华等[14]提出一种用于多传

感器组合测量的粒子滤波算法。以上粒子滤波算

法都针对应用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改进。

本文针对连续变速颤振信号的特点并结合工

程实际,选用合适的非平稳度的度量方法,并将非

平稳度引入粒子滤波算法中,并通过仿真实验验证

该方法分析非平稳程度变化信号的有效性。

1暋非平稳度

平稳信号一般指信号特性时不变的信号,与之

对应的非平稳信号则是指信号特性会随时间变化

的信号。非平稳信号种类多样且都具有各自的特

点,因此很难找到一种可广泛适用的方法度量非平

稳信 号 特 性 变 化 剧 烈 程 度 (Non灢stationaryDe灢
gree,简称 ND)。目前存在的度量方法有很多,如
周期非平稳度 (DegreeofCyclostationary,简称

DCS),基于 Hilbert时频谱的 ND,基于相关积分

值的 ND 等。上述三种度量方法中,DCS一般针

对周期非平稳信号,对非周期信号不具有适用性;

第二种计算复杂,且其与平稳信号的关系不够明

确;第三种针对具体的工程问题,均不适用于处理

本文研究的问题。

连续变速颤振试验中测量信号一般为非周期

信号,且非平稳程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在亚临界

状态下变化速度明显增大。因此,本文选用文献

[15]中给出的非平稳度计算方法,该方法得到的

ND 值恒大于0,其中,平稳信号的 ND 值小于1,

非平稳信号的ND 值一般大于1且与其幅值或频

率变化速率呈近似线性关系。

2暋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

对于连续变速颤振信号这一非线性信号,数学

推导往往无法进行,一般使用粒子滤波算法结合蒙

特卡洛方法进行估计。具体方法为:以一组随机或

已知的某种分布样本来描述估计量的概率分布,再
根据得到的测量值,通过重要性函数对各样本点的

权值进行调整,以该带权值的样本序列来逼近真实

的后验概率分布,从而序贯更新状态,其核心步骤

是通过重要性函数进行的采样和调整过程,即重采

样过程。

连续变速颤振试验信号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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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幅频特性随时间非线性变化,在初始阶段变化

缓慢,在临界状态会剧烈变化直至颤振发生结构破

坏。这使得一般的粒子滤波算法在采集信号的幅

频特性变化速度增快后,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导
致最终处理结果和实际结果相差过大,无法准确预

估颤振边界。因此,需要针对其非平稳程度变化的

特点优化调整重采样过程,将非平稳度作为重要性

函数的一个变量进行综合考虑。

考虑到非平稳度增加后,需要在更广泛的状态

空间内寻找权值更大的粒子,本文的自适应滤波算

法在一般的重采样过程后,引入粒子调整步骤,依
据非平稳度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粒子数量及步长,

达到扩大或缩减粒子群在状态空间内分布的目的。

同时,为了避免非平稳度过大引起粒子数剧增,导
致无法计算,或非平稳度过小引起粒子数剧减,导
致粒子数不足的情况,对步长和粒子数调整幅度进

行限制。最终可得到如下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

步骤。

初始化:t=0
对i=1,2,…,采样x(i)

0 ~p(x0),其中,p(x0)为先验概率。

当t=1,2,…时,重复进行以下步骤:
(1)重要性采样

对i=1,2,…N,x̂(i)
t ~q(xt|x(i)

0:t-1,y1:t),设置x̂(i)
0:t灳(x(i)

0:t-1,x̂(i)
t );

对i=1,2,…N,计算权值wt=w(i)
i-1

p(yt|x̂(i)
t )p(x̂(i)

t |x(i)
t-1)

q(x̂(i)
t |x(i)

t-1,y1:t)
;

对i=1,2,…N,归一化权值w~(i)
t =w(i)

t 暺
N

j=1
w(j)[ ]t

-1 。

(2)重采样

对根据各自归一化权值w~(i)
t 的大小复制/舍弃样本x̂(i)

0:t,得到 N 个近似服从p(x(i)
0:t|y1:t)分布的样本

x(i)
0:t。对i=1,2,…N,取w(i)

t =w~(i)
t =1

N
。

(3)调整粒子

计算当前ND 值,并依据ND 值调整粒子群:

Ptnext=Pt熭毺Pt曚

毺=min[log(ND),毺max
{ ]

暋暋暋 暋(ND>1)

Ptnext=毺Pt曚

毺=max[-log(ND)-1,毺min
{ ]

暋 (0曑ND曑1)

其中,Pt曚为调整粒子集;毺为调整的步长;ND 为信号当前的非平稳度;毺max为可调整的最大步长;毺min

为可调整的最小步长。

最终期望:

E[gt(x0:t)]=曇gt(x0:t)p(x0:t旤y1:t)dx0:t 曋 1
N暺

N

i=1
gt(x(i)

0:t)

暋暋可以看出:当信号 ND 值增大时,本文方法将

对粒子集Pt进行扩充,扩充后的新粒子集粒子数

量更多,在状态空间中的分布更加分散,可在更大

范围内寻找更精确的状态;当信号 ND 值减小时,

本文方法将缩减粒子集以提高粒子的聚集程度,减

少运算量并提高运算速度。

3暋仿真试验

生成两组变ND 信号,其ND 值由初始值起,于
第2、第4和第6s时分别增加为初始值的2倍、3倍

和4倍。信号时长8s,采样频率为128Hz。生成信

号在无噪声环境下的时间历程及经由STFT求得的

时频分布分别如图1~图2所示。向两个信号中依

次混入信噪比不同的噪声后得到两组仿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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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变频变 ND 信号时频分布

Fig.1暋Time灢frequencydistributionofvariable

frequencysignal

图2暋变幅变 ND 信号时频分布

Fig.2暋Time灢frequencydistributionofvariable

amplitudesignal

分别使用一般粒子滤波算法和本文的自适应

粒子滤波算法对两组生成信号进行处理,所得的跟

踪相对误差结果如图3~图6所示,由上至下依次

为无噪声和信噪比分别是10、6、3、0dB。

图3暋一般粒子滤波算法(PF)变频信号跟踪结果

Fig.3暋VariablefrequencysignaltrackingresultofPF

图4暋一般粒子滤波算法(PF)变幅信号跟踪结果

Fig.4暋VariableamplitudesignaltrackingresultofPF

图5暋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APF)变频信号跟踪结果

Fig.5暋VariablefrequencysignaltrackingresultofAPF

图6暋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APF)变幅信号跟踪结果

Fig.6暋AmplitudevaryingsignaltrackingresultofA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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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3和图5,可以看出:对于变频变 ND
信号,无噪声条件下,本文方法跟踪精度高于一般

粒子滤波算法,其误差约为一般粒子滤波算法的

50%;有噪声时,本文方法跟踪精度与一般粒子滤

波算法相近。

对比图4和图6,可以看出:对于变幅变 ND
信号,本文方法的跟踪精度明显高于一般粒子滤波

算法,其 误 差 约 为 一 般 粒 子 滤 波 算 法 的 10%
~25%。

由实验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对于变频信号,自适应滤波算法在无噪声

条件的跟踪精度高于一般粒子滤波算法;
(2)变频变ND 信号在ND 值发生变化的瞬

间,自适应滤波算法的误差存在跳变情况;
(3)对低信噪比的变频信号,自适应滤波算法

与一般粒子滤波算法跟踪精度相近;
(4)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的跟踪精度随着

ND 值的增大而降低,随着信噪比的降低而降低;
(5)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对变幅信号的跟踪

精度优于一般粒子滤波算法。

4暋结暋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依据信号非平稳度来调整重

采样函数的自适应粒子滤波算法,对变幅变非平稳

度信号的跟踪精度优于一般粒子滤波算法,且在无

噪声条件下,对变频变非平稳度信号的跟踪也具有

更高的精度,为连续变速试验数据分析打下了基

础,也为其他领域的非平稳信号分析处理方法提供

了一种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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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准确地预测军事活动影响下的空域容量对于缓解军民航用空矛盾冲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飞机机

动动作的分析,给出飞行受限区的划设方法;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从定量的角度对军事活动影响下的空域容量

进行评估;以某机场终端区为例,对终端区容量进行仿真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遗传算法能够有效避免传统

算法计算量指数级增长的局限性,在保证准确性的同时可以提高运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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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uratelypredictingtheairspacecapacityundertheinfluenceofmilitaryactivitiesisofgreatsignifi灢
canceforeasingthecontradictionbetweenmilitaryandcivilaviation.Basedontheanalysisofaircraftmaneuver灢
ability,thedesignmethodofflightrestrictedzoneisgiven.Animprovedgeneticalgorithmisusedtoevaluate

theairspacecapacityundertheinfluenceofmilitaryactivitiesfromaquantitativeperspective.Theterminalzone

ofacertainairportistakenasanexampletoperformthesimulationexperimentofterminalzonecapacity.The

resultsshowthattheimprovedgeneticalgorithmcanavoidthelimitationofexponentialincreaseofcomputation

amountoftraditionalalgorithmeffectively,andimprovetheefficiencyofcalculationwhileensuringaccuracy.

Keywords:militaryactivities;restrictedflightarea;geneticalgorithm;capacityassessment;computersimula灢
tion

0暋引暋言

军事活动作为制约终端区容量评估有效性的

关键因素,准确地预测终端区容量对于提高空域管

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2010年,由于军用航空活

动的限制,兰州管制区内有近320架次的航班受到

军事活动的影响,其中航班盘旋最长时间达到40
分钟。2014年,东南沿海的军事演习造成了大量



的航班延误甚至取消。大量的军用航空活动,对民

航航班的飞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军事活动已经成

为终端区容量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对于军

事活动影响下的终端区容量评估的研究很少,大多

是定性的评估,定量的分析较少。军事活动性质比

较特殊,飞行流控时间较长,且占用高度层范围大,

需要在各个活动区域内不断穿越高度层,或者在不

同的活动区域内相互穿越,因此对活动区域周边的

航路航线影响较大;且军事受限区所需要考虑的因

素更加多样化,包括天气、飞机偏航、空中风、飞行

员操纵等。因此,军事受限区的划设成为一个

难点。

目前,国内外对于空域容量的评估方法主要有

四种:一是基于数学模型的评估方法;二是基于历

史数据的评估方法;三是通过计算机仿真的评估方

法;四是通过管制员工作负荷评估的方法。国外,

T.R.Inniss等[1]根据危险天气的统计数据来估算

对到达容量的影响;J.Krozel等[2]通过圆锥形空域

来模拟机场终端区,并给出了短期的确定性容量预

测及相应的概率分布;J.Zou等[3]应用最大流和最

小割定理来对危险天气影响下的空域容量进行评

估;M.Janic[4]利用管制员工作负荷量来评估容量,
并研究了不同的空中交通管制操作程序、间隔规则

和服务规则对空域容量的影响;P.Volf[5]将扇区空

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管制员工作负荷和管制员

承受能力的研究,以管制员可承受的负荷阈值作为

限制计算最大的飞行架次。国内,刘欢[6]充分考虑

了军用航空影响、天气改变等动态因素,构建了区

域动态容量评估模型,并开发出了区域容量评估系

统;王少朋等[7]分别从理论和应用方面研究了管制

员工作负荷评估,并以此构建了基于管制员工作负

荷的区域扇区容量评估模型;杨昌其等[8]基于BP
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了管制员疲劳状态的识别方

法。然而,由于军方活动的特殊性,目前还没有相

应的数学模型和历史数据库。国内外对于空域容

量的评估方法,大都不适用于军事活动影响下空域

容量评估,需要重新构建一套适用于军方活动影响

下的评估体系。
国内学者主要利用数学分析法来求解终端区

容量。但该方法随着节点的增多,计算的复杂度呈

指数型上升,且由于算法本身的限制不适合用计算

机进行大规模的编程。
本文将军事活动作为影响因素加入到流量决

策当中,利用最大流最小割理论[9灢11]从定量的角度

求解军事活动影响下的终端区容量,在分析传统算

法的特点及缺陷的基础上,用改进的遗传算法求解

军事活动影响下的终端区容量,并与传统算法进行

比较验证。

1暋基本概念

1.1暋飞行受限区

飞行受限区就是指当受到恶劣天气、军事活动

或者流量控制等因素影响时,为了保障飞行安全在

规定时间段内而禁止飞越的空域。
在本文中,将受到军事活动影响的区域作为飞

行受限区,民航航班在飞行过程中不得在该区域内

通过。

1.2暋终端区动态容量

终端区动态容量一般指在一定空域结构下考

虑管制规则和一些相关因素(如军事活动)的影响,
且一直有航空器在终端区进出的情况下,单位时间

内所能容纳的最大航空器数量。

1.3暋最大流最小割定理

在任一个网络G 的所有割集中,其最小的割

集流量之和就等于该网络最大流的流量。
目前,已经有人将最大流最小割理论应用在多

边形中,用两条边来代表源(S)和汇(T)。而在从

源(S)到汇(T)的各个通路中,其通行能力由容量

来决定。而整个网络中容量最小的部分就是网络

的最小割,也就是整个网络的咽喉部分或者瓶颈,
是决定该网络通行能力的直接因素。多边形最小

割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暋多边形最小割示意图

Fig.1暋Minimumcutofpoly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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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飞行受限区的划设

2.1暋飞行活动区的确定

军用航空飞行活动往往会受到飞行员动作误

差、空中风向的影响,不同的动作所需要的空域范

围是不同的。在确定飞行受限区时,需要确定不同

科目所需要的活动范围。本文中军用航空飞机所

需要的空域范围是利用数学模型,并结合飞行特点

来确定的,通过蒙特卡洛法确定实际的圆心和机动

半径,进而求出右侧边界的位置。

2.1.1暋转弯半径的计算

通常战斗机飞行员的动作误差服从正态分布,
其分布函数为

g(Mlast)= 1
2毿氁p

exp-
(Mlast-Mshould)2

2氁2
æ

è
ç

ö

ø
÷

p
(1)

式中:Mshould为期望动作误差;Mlast为实际动作误

差;氁p 为标准差。
在飞机飞行训练的过程中,影响飞机机动轨迹

的因素主要有机动起点、转弯的坡度、转弯的速度、
风及其导航设施的精度等,飞行轨迹图如图2所

示,其中飞机的期望机动轨迹为实线所示,然而由

于受到了全向风和动作的影响,其运动轨迹如虚线

所示。

图2暋飞行轨迹图

Fig.2暋Flightpathdiagram

通过转弯半径的计算可知转弯半径与其飞行

速度及坡度的关系为

R0= v2

gtan毭
(2)

假设 期 望 的 飞 行 速 度 v=250 m/s(900
km/h),期望转弯坡度毭=45曘,由于受到动作误差

的影响,其服从式(1)的正态分布,因此在速度误差

和转弯坡度误差影响下的转弯半径为

R曚
0=

(v曚)2

gtan毭曚 (3)

其中实际速度和实际转弯坡度服从正态分布:

f毭(毭曚)= 1
2毿氁毭

exp-
(45-毭曚)2

2氁2
æ

è
ç

ö

ø
÷

毭

fv(v曚)= 1
2毿氁v

exp-
(250-v曚)2

2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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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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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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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2暋转弯轨迹圆心计算

将实际圆心位置定义为O1(x1,y1),期望的圆

心坐标为O(xs,ys),且在机动过程中只考虑转弯

过程中的影响,则实际圆心坐标为

x1=xs+R1cos毴
y1=ys-R1sin{ 毴

(5)

式中:毴为飞机开始盘旋时的航向角。

2.1.3暋空域半径的计算

空中飞行的航空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风的影

响,然而在进行航迹估计的过程中是无法确定风向

的。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在航路划设的过程中定义

了一个对航空器最不利的风向———全向风,全向风

为转弯时垂直于飞机当前航向向外的风向。假设

全向风的风速为w,则在全向风的影响下,实时转

弯半径可以表示为

R1=R曚
0+w

a
(6)

式中:a为飞机转过的角度数。
因而最终所需的空域范围半径A 为

A=x1+R1 (7)

2.2暋飞行受限区的划设

航空器在实际飞行中,往往需要进行多种科目

的练习。为保证飞行安全,军方飞行活动空域及其

保护区内均无法通过民用航班,本文将此区域定义

为飞行受限区,通常用二维区域来表示。
划设飞行受限区主要是利用最小外接矩形法。

利用面积较小的矩形不断逼近军方活动的空域,当
矩形的边与军方活动空域相切时,形成的矩形为受

军事活动影响的空域(如图3所示)。此方法首先

需要确定军方活动空域在坐标轴上的极值,即在x
轴上的最大值xmax与最小值xmin,以及y轴上的最

大值ymax与最小值ymin。四个点形成的区域为初

始面 积 较 小 的 空 域:(xmin,ymin),(xmin,ymax),
(xmax,ymin),(xmax,ymax)。将初始扫描线的角度设

置为0,之后按照一定的增量dA 增加,扫描线为两

组相互垂直的边。将扫描线沿着目标矩形的边界

移动至与活动空域相切为止。此时形成的矩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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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扫描角度下的外接矩形。根据相关法规,军方活

动空域离航路航线需要保持10km 的水平间隔,
因此将各扫描角度下面积最小的外接矩形增加安

全间隔后定义为受军方飞行活动影响的空域,即飞

行受限区(如图3阴影区所示)。

图3暋起始外接矩形及其扫描示意图

Fig.3暋Initialexternalrectangleandits
scanningschematicdiagram

利用外接矩形划设飞行受限区的流程图,如图

4所示。

图4暋飞行受限区划设流程图

Fig.4暋Flowchartofflightrestrictionzoning

3暋终端区容量评估方法

军事活动作为影响空域容量的因素之一,通过

构建终端区容量评估模型,利用最大流最小割原理

可以找出受军事活动影响下的空域容量瓶颈,并利

用改进的遗传算法来对模型进行求解,以确定影响

下的空域容量。

3.1暋模型构建

3.1.1暋假定条件

本文将终端区看作是一个网络,其中的飞行受

限区看作网络中的多边形区域(不能流过的区域),
则利用最大流最小割理论就可以求取该终端区内

的动态容量。在此模型中,假定:
(1)航空器进离场均使用同一条跑道;
(2)进离场航线中,每条航段的距离均已给

定;暋
(3)航空器在任一条航段上均以平均速度

飞行;
(4)在每条航段上只能单向飞行,且飞行方向

已经给定;
(5)对流天气的影响区域为中间航段;
(6)在终端区没有等待区,所有航空器均是即

到即走。
在这些假设成立前提下,终端区的容量就是指

在单位时间内经过终端区入口点的最大航班量。

3.1.2暋弧容量求解

为了计算终端区的动态容量,需要计算每段弧

上所能容纳航班的最大数,即该航段的容量。具体

公式为

Cij(t)= 1
(Rn

ij -Rm
ij)PmPn

(8)

Rm
ij = Lij

Vm
ij +Wijcos毴

(9)

Rn
ij = Lij +毮mn

Vm
ij +Wijcos毴

(10)

Vn
ij =Kij·vn

AIS (11)
式中:m,n为航空器的种类,用1~3表示重型机、
中型机以及轻型机;vAIS为该机型的进近速度;Kij

为弧Aij上的速度换算因子;毴为该航空器纵轴的

方向与航段方向的夹角;Wij为该航段上的风速,算

法与程序设计中风速的算法一致;Vij为航空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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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航段上的平均速度;Lij为该航段的长度;毮mn 为

保证飞行安全而设置的安全间隔;Rij为该航空器

在航段Aij上飞行所需的时间;P 为指该机型所占

的比例。
换算因子Kij为

Kij =1.712329(273+TH)0.5

(288-0.006496H)2.628 (12)

对于换算因子Kij的计算,本文可根据高度和

温度求出,也可以通过查询换算因数表就可以得

知;如果给定的高度或者温度没有列出,可用内插

法求其值。利用以上公式,就可以计算得出航段的

容量,即网络图中的弧容量Cij(t)。

3.1.3暋评估模型构建

在计算出终端区网络示意图中每条弧的弧容

量后,将划设的飞行受限区标记在网络图中,并以

此构建在天气影响下的终端区容量的动态评估

模型。
将所需要的变量用以下符号表示:Bij(t)为t

时刻下,航段Aij上的航班数;Iij(t)为(t,t+1)时段

内,流入该航段Aij的航班数;Oij(t)为(t,t+1)时
段内,流出该航段Aij的航班数;fij(t)为(t,t+1)
时段内,该航段 Aij 净 流 出 量,即 流 量。Iij (t),

Oij(t),fij(t)三者之间的关系为

fij(t)=Oij(t)-Iij(t) (13)
本文用S 表示该网络的源,用T 表示该网络

的汇,那么航段 Aij 在时段(t,t+1)内的净输出

量为

Oij(t)-Iij(t)=暺
j
fij暋(i=S)

Oij(t)-Iij(t)=Bij(t)暋(i曎S,T)

Oij(t)-Iij(t)=-暺
k
fki暋(i=T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14)

而此规划模型中的约束条件如下:
(1)航段 Aij 上的容量约束:0曑 fij (t)曑

Cij(t);暋
(2)非负整数约束:Bij(t)曒0,fij(t)曒0。
在军方活动过程中,航班不得经过划定的飞行

受限区。为了在该模型中将军方活动的影响纳入

其中,假定如果某航段在飞行受限区内,那么该航

段暂时不允许航空器通过。本文将军事活动作为

一个变量因子毱ij(t)。
当毱ij(t)=0时,说明该航段受到了军事活动

影响;
当毱ij (t)=1时,说明该航段不受军事活动

影响。
本文将计算得到的网络最大流maxv(f)对时

间t进行求导得到最终的进场容量:

Capp=d[maxv(f)]
dt

(15)

在计算出终端区的进场容量之后,还需要求出

终端区的离场容量Cdep。同理,将跑道的离场端作

为起点,终端区的出口点作为终点建立终端区离场

网络示意图,之后参考进场容量的计算方法就可以

得到离场容量Cdep。
通过式(15),就可以计算出该终端区的动态容

量C:

C=Capp+Cdep (16)

3.2暋模型求解方法

求出终端区容量的关键是确定该网络的最大

流。根据最大流最小割定理,可以利用改进的遗传

算法进行求解。

3.2.1暋传统算法的分析比较

求解网络最大流最小割问题其实是一类组合

优化问题。目前比较常见的方法有 Ford灢Fulker灢
son标号算法[11]、预流推进类算法[12]等。Ford灢
Fulkerson是利用标号的方式来找寻增广链路。
通过不断增加增值链上的流量到无增广链为止。
其算法的复杂度为O(nm2),由于受算法的限制,
此算法不适用于大规模的编程。而预流推进算法

则是在标号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改进算法,其复杂度

为O(n2m)。可以看出,传统方法随着节点数目的

增加,计算的复杂度会呈指数上升。为避免该问

题,本文根据最大流最小割定理,结合遗传原理,设
计了求解最大流最小割问题的遗传算法。

3.2.2暋改进遗传算法的设计求解

3.2.2.1暋编码与解码方式

假设网络中共有n个顶点,其中进入点m 个,
终点p个。用(s,s)表示网络中的一个割集;s,s分

别是不同的顶点集。使用n个二进制字符来表示

可行解,如(a1,a2,…,an),其中ai 为0或者1,当

ai 为0时,该顶点位于顶点集s内,否则位于s内。
如可行解(110010)表示对应的割集(s,s),其中s=
(a1,a2,a5),s=(a3,a4,a6)。每个可行解均对应一

个割集。
初始群体:随机生成 N 个可行解作为初始群

体。对于每个个体,进入点必须为1,终点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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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其余点为随机生成的二进制代码0或者1。

3.2.2.2暋适应度函数

由于在求解终端区动态容量的过程中,需要找

出网络是最小割集容量。因此,将每个割集的容量

作为适应度,即:

D(s,s)=C(s,s)= 暺
(vi,vj)暿C(s,s)

cij (17)

对于(s,s)中顶点形成的边为(vi,vj),其中

vi暿s,vj暿s。若cij>0,则(vi,vj)暿(s,s),然后代

入式(16)中求出该割集容量,从而作为该个体的

容量。

3.2.2.3暋选择算子

在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按照一定的概率进行交

叉与变异,个体越接近最优解越容易被选择。在动

态容量求解的过程中,适应度值越小,越接近最优

解。而遗传算法求解中则是适应度值越大越容易

被选择,因此,在计算适应度以后需要对其进行归

一化处理。
将群体中适应度的最大值记为cmax,最小值为

cmin。为结合实际情况,将个体的适应度函数更

改为

F(s,s)=1- D(s,s)-cmin

cmax-cmin+0.0001
(18)

F(s,s)在0~1之间变动,割集容量越小、越接

近1,越容易被选中。在计算出每个个体的适应度

后,生成随机数r,若r<F(s,s),则该个体可以被

选中。

3.2.2.4暋交叉算子

对于选择出来的个体,需要按照相应的概率来

进行交叉操作以产生新个体。假定交叉概率为

Pc,对于选择出的两个个体,生成0~1之间的随机

数r,若r<Pc,则进行交叉操作。具体为:将父本

和母本中属于s的个体合并,其余作为s中的个

体。即:
(s,s)=(s1,s1)煪 (s2,s2)=(s1 暼s2,V-s1 暼s2)

(19)
如:(101001)煪(110001)=(111001)。

3.2.2.5暋变异操作

假定变异概率为Pm,对于每个新个体中的顶

点(非进入点或者终点),随机生成一个0~1之间

的数字r,若r<Pm,则更改该位置上的二进制数

字。若原位置上数字为1则变异为0,反之则变异

为1。

3.2.2.6暋算法步骤

Step1:初始化种群,随机生成N 个可行解。

Step2:分别计算每个可行解的适应度值,并
作归一化处理,选择其中适应度值最佳的个体遗传

到下一代个体中。

Step3:选择相应的父本和母本,根据概率Pc

的大小进行交叉操作,产生对应的个体。

Step4:对产生的新个体进行变异操作,并作

为下一代种群。

Step5:重复Step3~Step4,直至下一代种群

个体为N。

Step6:判断是否达到要求,若是则输出最优

个体和最优适应度值对应的D(s1,s1),否则转入

Step2。

4暋算例仿真

本文以某机场终端区为例,计算该机场某一时

段的离场容量。假设军方当天的训练科目为盘旋

机动和8字机动。采用蒙特卡罗法选取符合速度、
坡度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的随机数,进行n=
1000000次的军用航空飞行仿真,仿真计算的参

数如表1所示。最终位置偏差结果如图5~图6
所示,为方便显示截取了前10000次的仿真数据。

表1暋仿真相关参数

Table1暋Simulationrelatedparameters

参暋数 数暋值 参暋数 数暋值

v/(m·s-1) 250 氁毭 2

毭/(曘) 45 W/(m·s-1) 0.58

氁v 15

图5暋实际圆心横坐标位置图

Fig.5暋Actualcenterabscissa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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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实际半径图

Fig.6暋Actualradiusdiagram

通过实例仿真发现,军用航空飞机在作盘旋机

动时,圆心最大的偏离距离在横坐标上的投影为

4.732m,实 际 飞 行 过 程 中 半 径 最 大 为

6384.36m,因此当飞行在作盘旋机动时,可以将

其活动范围划定为半径为7km 的圆形区域。
对于8字机动,本文假设飞机在做完转弯机动

后,平飞时间为8min,在考虑全向风的情况下,通
过对其动作的1000000次仿真,寻求其右边界距

离坐标原点的最大距离,结合飞行半径的变化情况

确定最终的空域范围。通过对1000000次的数据

分析,其边界最远距离为15.832km,最大半径为

6.432km,因此空域范围为13km暳23km 的距形

区域。飞行动作示意图如图7所示,前10000次

最右侧的边界偏差示意图如图8所示。

图7暋动作示意图

Fig.7暋Actiondiagram

图8暋右侧边界距离图

Fig.8暋Rightboundarydistancediagram

利用最小外接距形法,将军事活动的影响区域

标记为飞行受限区,并将其影响范围标记在离场图

上,该机场的离场的结束点为 N1、N2、N3、N4;离
场的开始点为 N19;其余航路点均作为中间节点,
建立受军事活动影响的离场网络示意图,如图9
所示。

图9暋军事活动影响下的网络图

Fig.9暋Networkdiagramundertheinfluenceofmilitary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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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假设该终端区上的机型比例大致为:重型机

22.89%(其进近速度280km/h);中型机76.89%
(其进近速度为250km/h);轻型机0.22%(其进

近速度为215km/h)。
根据示意图本文可看到航段集合为

A= {A197,A711,A1110,A109,A98,A93,A83,A1918,

A1814,A1413,A1312,A128,A181,A1817,A1716,A1715,

A154,A144,A76,A65,A52}
而各航段的长度(km)依次为

L={13,54,24,10,22,17,15,11,14,28,23,39,

64,20,31,7,47,68,19,38,62}
相应的限制飞行高度(km)为

H={1.3,1.5,1.2,1.2,0.9,0.8,1.1,1.3,0.7,

2.7,1.7,1.4,1.5,1.8,1.6,1.2,4.5,3.5,1.3,

1.7,2.1}
根据温度以及各航段的高度查询换算因数表

或利用内插法计算,本文可以得到速度的换算因子

K={1.0876,1.1046,1.0723,1.0816,1.0417,

1.0326,1.0512,1.0329,1.1036,0.9876,

1.1724,1.0832,1.0952,1.1146,1.0912,

1.0716,1.2917,1.2245,1.0718,1.0972,

1.1325}
将上述各参数代入式(8)~式(12)中,求出每

个航段的静态容量。之后,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来

求解网络的最大流最小割容量。假定初始种群个

体数为N=10,迭代代数为40,进行100次重复试

验,实验结果如图10所示。

图10暋实验结果图

Fig.10暋Experimentresults

利用改进遗传算法可以求得在有军事活动影

响的情况下,该网络的最大流最小割容量Cdep=
14.5架次。利用文献[12]中的最大流最小割算法

对问题进行求解,得出的结果仍为Cdep=14.5架

次。从图10可以看出:在100次实验中仅有2次

实验结果出现误差,其他情况下均能够得出正确

结论。
而利用改进遗传算法与传统算法在运行时间

上的对比情况如图11所示。

图11暋运行时间对比图

Fig.11暋Runtimecomparisondiagram

从图11可以看出:相较于传统最大流最小割

算法,利用改进的遗传算法不仅能较为准确地预测

终端区容量,而且所需要的计算时间少于传统算

法,效率更高。利用传统的数学分析法,主要利用

固定方法求解数值,算法的复杂度会随着节点的增

多呈指数型增加;改进算法主要利用智能算法搜索

寻优的能力,算法的运算效率主要和种群规模有

关,而与节点数量关系不大,因此利用改进的遗传

算法求解终端区容量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节点增多

而引起的复杂度增长的局限性。终端区容量会由

于军事活动的影响而变化,及时地计算出终端区动

态容量能够使终端区运行更加高效合理。

5暋结暋论

(1)本文提供了一种飞行受限区的划设方法。
通过构建相应的运动模型,利用蒙特卡罗法从定量

的角度确定飞机的运动范围,进而利用外接矩形法

来确定最终的飞行受限区,为之后对军事活动的研

究提供了一种思路。
(2)借鉴传统算法中最大流最小割原理,利用

改进遗传算法进行求解,避免了传统算法随着节点

增多计算复杂度呈指数上升的局限性,在保证准确

性的同时,提高运算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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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在保证有效性的

同时,尽可能改进运算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运算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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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快速抵达民用航空技术和军事发展的迫

切需求,高速飞行器技术成为近年来各航空大国追

逐的新热点[1灢2]。该类飞行器面临严酷的内、外部

热环境,热管理方案的设计和仿真成为技术人员面

临的新难题。传统民用飞行器和军用飞行器飞行

速度基本在亚声速速域,少部分战斗机具有短时超

声速飞行能力,飞行器气动加热问题并不明显,因
此目前飞行器的热管理控制方案主要针对机载设

备发热和发动机散热等[3灢4]。随着飞行马赫数的增

加,特别是飞行马赫数大于3以后,气动加热问题

愈发严重、机体表面大部分区域温度可达200曟以

上[5],同时随着机载设备数量与电子设备应用的增

加,机载设备发热功率可达数十千瓦以上,设备热

载荷不断加大[6],需要采取热防护系统和热管理系

统联合设计的综合热管理方案。而如何对综合热

管理方案进行全面和快速的仿真计算与评估也成

为技术人员面临的新挑战。

在飞行器设计过程中,各种仿真方法与试验手

段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阶段,传统三维数值仿

真方法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但时效性较差的弊端

难以满足飞行器初步方案设计阶段快速迭代的需

求。国外针对飞行器的舱内热环境仿真与热管理

控制方案评估,通常采用三维数值仿真方法,通过

复杂的仿真模型建立、网格划分和数值计算等步

骤,可对某个舱段或子系统进行精确计算、动态仿

真与效果评估。针对高速飞行器热管理的仿真研

究主要是气动热环境或某些部件、子系统的仿真计

算,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J.A.Gasner等[7]、

M.R.Glickstein等[8]便开始对高速飞行器的热管

理系统进行仿真与优化研究。国内,陈悦[9]对气动

热影响下的油箱流动换热进行了计算分析;陈刘

忠[10]对燃油换热热管理系统进行了不同方法的对

比仿真。常见的仿真方法主要集中在三维仿真和

数值计算,单次仿真计算时间往往以月计,若要对

整个综合热管理系统或全机所有舱段热控效果进

行仿真评估,所耗费时间成倍数增加。该类方法适

合在方案细化设计阶段对特定舱段或子系统开展

详细仿真和验证,但在飞行器初步方案设计阶段,

需要在短时间内对全机结构和系统方案进行多轮

迭代设计与快速可行性评估。如何对综合管理系

统方案进行快速仿真和有效评估,从而加快整个飞

行器方案迭代速度,成为飞行器设计专业所面临的

新挑战。

本文以热平衡原理和一维传热模型为理论基

础,采用模块化设计和一维简化方法,将飞行器热

源、热环境因素和热控功能组件进行模块化封装,

基于Flowmaster软件搭建高速飞行器电子设备

舱综合热管理方案的快速仿真平台。

1暋高速飞行器综合热管理方案快速

建模

设备舱是飞行器机载设备的主要舱段,舱内温

度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才能保证机载设备的正常

工作,也是热管理系统最主要的控制对象。根据所

布置设备和环境适应性要求的不同,以无人机为

例,通常分为电子设备舱、机电设备舱、起落架舱和

发动机舱等。其中电子设备舱用于布置各类机载

计算机等重要电子设备,对工作环境,特别是温度

要求往往最为严苛,本文即以电子设备舱为例对快

速仿真平台的搭建进行介绍。

高速飞行器电子设备舱的环境温度控制需要

采用综合热管理方案[11],即综合采用结构热防护

系统和舱内热管理控制系统的方案。其中舱内热

管理控制系统类似美国F灢22飞机热管理方案,以
燃油作为主要热沉,通过高/低温液体循环冷却系

统将电子设备的热量传递给燃油,对电子设备进行

冷却,并根据飞行剖面和燃油剩余热沉情况综合利

用冲压空气冷却和补充热沉冷却[12灢14]。F灢22飞机

热管理系统方案原理图如图1所示[8]。

453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图1暋F灢22热管理系统方案原理图

Fig.1暋ThermalmanagementsystemschematicofF灢22

1.1暋设备舱热管理方案物理简化模型

为便于方法研究,构建的电子设备舱简化物理

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包含3个电子设备和1个环

控设备,舱段外部由金属蒙皮和隔热材料组成封闭

结构。

图2暋设备舱简化物理模型

Fig.2暋Simplifiedmodelofequipmentcabin

在方案设计阶段对热源和传热进行估算时,无
需进行精确计算,飞行器设备舱外部蒙皮结构和进

气道结构沿蒙皮法向的传热为绝对主量,因此可将

蒙皮的传热进行一维传热近似。将图2进一步简

化为一维传热与热平衡模型,如图3所示。

图3暋一维传热与热平衡模型

Fig.3暋One灢dimensionalheattransfermodel

1.2暋设备舱热管理方案热平衡模型

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舱内空气热容的增加为

舱内机载设备、环控设备、舱外气动热传热、进气道

气动热传热等的综合结果,建立设备舱热平衡方程

如下:

Cairmair
dTair

dt =Peq+Pec+
dQsh

dt +dTaih

dt
(1)

式中:Cair、mair、Tair分别为舱内空气比热容、质量、

温度;Peq为舱内机载设备发热功率总和;Pec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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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控设备制冷功率总和;Qsh为结构蒙皮传热(即
舱外气动热流经机体结构蒙皮、隔热材料后传导到

舱内的加热量);Qaih为进气道传热(即进气道气动

热经进气道结构、隔热材料后传导到舱内的热量)。
将气动热引起的机体结构传热Qsh视为多层

平面壁传热模型[15],建立第一类边界条件下的蒙

皮与隔热材料导热方程及初始、边界条件:

毠T
毠氂=毸

c氀
毠2T
毠y2

T旤氂=0=T0

T旤y=0=Ttop

T旤y=毮=T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down

(2)

利用定解条件,可解出一维双层平面壁热传递

模型下,气动热传导到舱内的结构蒙皮传热为

Qsh=Asa·Tss-Tair

dss

kss
+dsTPS

ksTPS

(3)

式中:Asa为舱段机体结构表面积;Tss为机体结构

外层蒙皮温度,可通过查询相关飞行器资料或飞行

试验参数或其他热力学工程算法得到;dss、dsTPS分

别为机体结构蒙皮、蒙皮隔热材料厚度;kss、ksTPS分

别为机体结构蒙皮、蒙皮隔热材料导热系数。
同样,将进气道结构传热Qaih视为一维双层平

面壁热传递模型,通过建立第一类边界条件的热力

学数学模型,可得到进气道传热为

Qaih=Aai· Tais-Tair

dais

kais
+daiTPS

kaiTPS

(4)

式中:Aai为舱段内进气道表面积,由于进气道高速

飞行时内表面温度较高(可达700K以上),将其内

表面视为能温度已知的恒定温度绝热壁;Tais为进

气道蒙皮内表面温度;dais、daiTPS分别为进气道结

构、进气道隔热材料厚度;kais、kaiTPS分别为进气道

结构、进气道隔热材料导热系数。
对于设备舱内的电子或机械设备,每个设备的

发热/散热满足集总参数传热原则,将某舱段内机

载设备总热功率Peq近似为直接将热量传导给舱

内空气。示例舱段内的Peq表达式为三个设备的

发热功率之和:

Peq=Pe1+Pe2+Pe3 (5)
环控设备的作用是制冷,即带走舱内热功率。

若环控设备为液体循环冷却制冷,可将管路与舱内

空气的传热模型等效为单层或多层圆筒的管路一

维传热模型;若环控设备为制冷板,可将制冷板与

舱内空气的传热模型等效为多层平面壁的传热模

型;若环控设备为已知制冷功率设备,可直接将设

备制冷量传导给空气。本文中,环控设备对设备舱

的制冷功率Pec,即为设备舱热管理系统的制冷功

率,如式(6)所示。

Pec=Pecr·kec(t) (6)
式中:Pecr为环控设备制冷额定功率,是已知量;kec

(t)为环控设备热交换系数、设备效率系数、设备工

况等综合影响系数,其为时间变量的函数,可通过

实验或查询设备参数获得,此处作为已知量。
在合理设置边间条件和初始条件情况下,通过

数值计算或仿真可快速解出舱内空气平衡温度和

空气温度变化过程,通过判断舱内空气温度Tair是

否在舱温控制要求范围以内,从而快速评估环控方

案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暋基于Flowmaster的综合热管理方

案快速仿真平台

基于以上传热模型与热管理数学模型,以商用

一维流体热分析软件Flowmaster为平台[16],构建

模块化封装的设备舱热管理方案快速仿真平台。
仿真平台包括如下主要模块:热源模块,涉及

设备舱内、舱外热源,舱外热源主要为气动加热模

块,舱内热源主要为设备散热模块;热传递模块,包
括机体结构、隔热材料、进气道、舱间等传热模块;
热控模块,包括循环冷却、燃油热沉和补充热沉等

模块。参照图2和图3所示简化传热模型,建立全

机综合热管理方案各模块间控制逻辑与参数传递

关系,构建全机综合热管理方案快速仿真平台如图

4所示,耗时2h。
在构建仿真平台时,采取了模块化的设计思

路,即将气动加热、进气道散热、舱间传热、补充热

沉、热控等特定功能组件进行模块化封装,可减少

仿真模型间的数据传递设计与参数设置,通过相同

功能模块的复制粘贴实现仿真模型的快速搭建。
舱间传热和水蒸发补充热沉模块封装如图5~图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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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基于Flowmaster的高速飞行器电子设备舱综合热管理方案快速仿真平台

Fig.4暋Rapidsimulationplatformofhigh灢speedaircraftintegratedthermalmanagementsystembasedonFlowmaster

图5暋设备舱舱间传热模块封装

Fig.5暋Modularpackageofheattransfermodel

betweenequipmentcabins

图6暋补充热沉模块封装

Fig.6暋Modularpackageofsparemedium model

3暋仿真算例

3.1暋仿真条件设定

由于高速飞行器在起飞到巡航阶段飞行过程

较为复杂,且低速飞行时气动加热效应不明显、设
备散热可用空气作为热沉。因此主要对热环境最

为严峻的高速巡航阶段进行仿真计算,仿真条件设

置如表1所示,其中热防护系统的隔热材料为气凝

胶[17灢18],飞行条件以美国D灢21高速无人飞行器[19]

的典型飞行剖面作为仿真条件。

表1暋仿真计算条件

Table1暋Inputargumentsofsimulation

类暋别 参暋暋数 数暋值

飞行条件
(D灢21)

设备1

设备2

设备3

热防护系统

热管理

系统

巡航速度/Ma 3.3

巡航高度/km 24

巡航时间/s 1000

热功能/kW 2

热功能/kW 3

热功能/kW 3

隔热材料厚度/mm 30

制冷设备额定功率/kW 30

制冷设备效率系数 0.7

补充热沉1(冷却液)/kg 10

补充热沉2(冷却液)/kg 10

3.2暋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构建的电子设备舱综合热管理方案快速

仿真平台,对高速飞行器进行了1000s飞行的仿

真计算,软件运行时间约5min,计算结果如图7~
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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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暋气动热经蒙皮隔热材料传导到设备舱热功率

Fig.7暋Thermalpowerofaerodynamicheattransmittedto
equipmentcabinthroughskininsulationmaterial

图8暋气动热经进气道隔热材料传导到设备舱热功率

Fig.8暋Thermalpowerofaerodynamicheattransmittedto
equipmentcabinthroughinletinsulationmaterial

图9暋设备舱舱温变化

Fig.9暋Thetemperatureevolutionofequipment
cabinenvironment

图10暋油箱燃油温度变化

Fig.10暋Thetemperatureevolutionoffuel

从图7~图10可以看出:
(1)热防护系统热阻断效果明显。在气凝胶

热阻断作用下,气动热经蒙皮和进气道隔热材料传

导到设备舱内的总热功率仅约4kW。
(2)热管理系统可实现舱温有效控制。在气

动加热与设备发热影响下,设备舱内部环境温度在

飞行初期逐渐升高到设备舱最高环境温度限制(此
处暂定为70曟),在热管理系统控制下始终保持温

度限制以下,可保证舱内机载设备稳定运行。
(3)通过快速仿真表明该综合热管理方案有

效可行,且有较大优化空间。热防护系统和热管理

系统综合控制下,飞行器舱温得到有效控制,但由

图10可知燃油作为热管理系统散热介质和飞行器

主要热沉,燃油温度在飞行时间内仅由20曟增加

到约28曟,燃油热容还有较大余量(燃油温度由发

动机入口燃油温度和燃油结焦温度等决定,此处暂

定为100曟),可通过减少热防护系统结构材料厚

度和适当降低热管理系统能力等方式,充分利用燃

油热沉,降低综合热管理系统重量代价与系统复杂

度,从而提高飞行器综合性能。

4暋结暋论

(1)本文研究的高速飞行器综合热管理方案

快速仿真平台,在数小时内即可完成综合热管理方

案的模型搭建、仿真计算和方案可行性评估。
(2)该平台应用于高速飞行器初步方案设计

阶段,可对综合热管理系统方案进行快速迭代,从
而获得更优的飞行器总体设计方案。

(3)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快速仿真平台采用

了一维传热简化,目的是快速获得评估结果,进一

步的验证仍需通过高精度三维仿真或地面试验进

行。下一步,可通过在部分模块中调用已有的高精

度计算数据或实验数据,以提高平台仿真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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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流对涡桨飞机进气道气动性能影响的研究

王利敏,张彦军
(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总体气动研究所,西安710089)

摘暋要:螺旋桨滑流产生的加速效应、旋转效应、粘性效应等对于处于后方的进气道性能有显著的影响。基于

计算流体力学方法(CFD),通过求解非定常 RANS方程,采用滑移动态网格技术来模拟螺旋桨的旋转,建立考

虑螺旋桨滑流的飞机进气道气动特性数值仿真方法;以某多轴式涡桨动力系统为研究对象,对螺旋桨滑流对进

气道内流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地面与起飞两个大拉力状态下,有滑流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较无

滑流的有所提高;而巡航状态下有滑流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却降低,除地面小速度状态外,在起飞以及巡

航飞行状态下,滑流会增加进气道出口总压畸变指数。

关键词:螺旋桨滑流;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畸变系数;涡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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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SimulationsStudyontheEffectofPropellerSlipstreamon
InletFlowFieldforaTurbopropAircraft

WANGLimin,ZHANGYanjun
(GeneralConfigurationAerodynamicInstitute,AVICTheFirstAircraftInstitute,Xi暞an710089,China)

Abstract:Theacceleratingeffect,viscouseffect,androtatingeffectofthepropellerslipstreamareofsignificant
influencesontheperformanceoftheinlet.Basedon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method,anumerical
methodconsideringtheeffectofpropellerslipstreamontheinletisdevelopedbyusingtheslidingmeshtech灢
niqueandsolvingtheunsteadyRANSequations.Amulti灢axisturboproppowersystemistakenasanexampleto
studythedetailedinfluencesoftheslipstreamontheinletperformance.Theresultsshowthatinthestateofon

groundandtakeoff,theexit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withslipstreamishigherthanthatwithoutslip灢
stream,andtheexit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withslipstreamislowerthanthatwithoutslipstreamin
cruiseflight.Besidesthegroundlowspeedstate,theslipstreamcanincreasetheexittotaldistortionfactorof
theairinlet.
Keywords:propellerslipstream;inlet;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distortioncoefficient;turbopropair灢
craft

0暋引暋言

相对喷气式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具有燃

油经济性好及航线适应能力强的优点[1],目前仍然

是各种通用飞机与支线客机的主要动力装置。涡

桨发动机进气道为发动机提供空气的通道,进气道



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进入发动机气流品质的高

低。由于进气道是涡桨动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其设计技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通常情

况下,涡桨动力系统中的螺旋桨布置在进气道前方

很近的位置,而螺旋桨滑流又具有很强的非定常特

性,所以螺旋桨滑流会对涡桨动力系统进气道内的

流场品质造成显著影响。为了确保涡桨动力系统

的进气道流场品质能够满足发动机的要求,有必要

开展螺旋桨滑流对进气道内流场影响的研究[2]。
目前,螺旋桨滑流对飞机外部气动特性影响的

研究在国内开展较多,包括带滑流影响的飞机气动

力设计和计算方法,技术相对成熟,关于滑流影响

的研究有:王传斌[3]基于工程简化方法螺旋桨滑流

与飞机机翼,机身,平尾组合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陈
荣钱等[4]建立了模拟滑流对短舱影响的高精度

DES方法;王伟[5]计算了螺旋桨滑流对双发涡桨

整机气动力的影响;徐家宽等[6]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考虑滑流影响的机翼气动优化。上述文献均是关

于滑流对外流场影响的研究,而对飞机内流的影响

以及考虑滑流进气道设计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陆
浩[7]基于等效盘模型开展了螺旋桨滑流对涡桨发

动机短舱/进气道的影响;徐弘历[8]初步采用了滑

移网格方法开展了三叶螺旋桨对进气道的影响研

究。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由于使用了简化的等效

盘,或是相对简单的模型和方法,难以全面反映滑

流的作用,其结果的精度可信度相对较低,对实际

工程应用参考意义不大。
本文以多轴式涡桨发动机进气道为研究对象,

开展螺旋桨滑流对涡桨飞机进气道内流场影响的

数值模拟研究,对比有/无滑流构型的进气道内流

关键品质参数;为了尽可能准确模拟螺旋桨滑流对

进气道的影响,建立螺旋桨滑流外流场与进气道内

流场耦合的非定常流场数值模拟方法,并检验其中

螺旋桨滑流模拟方法的计算精度;利用该方法,研
究三种典型飞行状态下螺旋桨滑流对涡桨动力系

统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与总压畸变指数的影响,并
分析对应流动机理。

1暋计算模型与数值模拟方法

1.1暋计算模型

根据两种不同的涡桨发动机类型(多轴式和单

轴式),进气道可分为环形进气(单轴式)和短舱正

下方进气(多轴式)。AN灢22涡桨军用运输飞机即

采用了单轴式涡桨发动机进气道(如图1(a)所

示);而Dash8灢Q400涡桨支线客机则采用了多轴

式涡桨发动机进气道(如图1(b)所示)。

(a)AN灢22涡桨运输机

(b)Dash8灢Q400涡桨支线客机

图1暋两种典型涡桨飞机进气道示例

Fig.1暋Examplesoftwotypicalturbopropairinlets

本文的计算模型为某多轴式涡桨动力系统,其
进气口位于短舱前部正下方(如图2所示)。气流

经过螺旋桨进入进气道后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气

流向上偏转进入发动机内部,为发动机正常工作提

供空气;另一部分气流通过旁通道直接向后下方排

出,这种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物体的惯性,
将进入进气道的气流中可能携带的沙石或者冰片

等外来物在进入发动机前分离到机体外,避免外来

物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图2暋计算模型二维示意图

Fig.2暋Twodimensionalsketchofcalculationmodel

该涡桨发动机配有六叶螺旋桨,螺旋桨旋转方

向为右旋(飞行员视角)。该涡桨动力装置计算模

型的整体外观与其内部管道几何形态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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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三维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3暋Threedimensionalsketchofcalculationmodel

1.2暋数值模拟方法

对于有滑流流场的数值模拟方法,通常可分为

定常与非定常两大类。定常方法并不直接模拟螺

旋桨的转动过程,计算周期短,某些精度较高的方

法甚至能部分模拟出螺旋桨滑流尾迹的整体旋转

形态,当然这种尾迹在流场中是固定的。典型的滑

流定常模拟方法包括带旋转效应的激励盘方法[7]

与多重参考坐标系方法[9灢10]。非定常方法直接模

拟螺旋桨的旋转过程,能捕捉到滑流尾迹的强度、
形态、位置在流场中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所以计算

精度高,但计算周期也特别长。典型的滑流非定常

模拟方法包括滑移网格方法[11]与嵌套网格[12灢13]

方法。
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定常数值模拟方法不

能模拟出桨叶掠过进气道前方过程中进气道内流

场品质的实时变化情况,所以必须采用非定常方

法。为此,采用具备滑流非定常模拟能力的商业软

件CFX进行流场模拟。具体模拟策略如下:将计

算域分为如图4所示的静止与旋转域两个区域,包
裹着螺旋桨的圆盘区域即为旋转域,旋转域之外的

区域即为静止域。模拟过程中旋转域中的物面按

照螺旋桨的转速进行旋转,静止域与旋转域之间在

交界面处利用CFX提供的滑移网格技术实现相对

运动并进行流场信息交换。在计算域中CFX通过

求解非定常雷诺平均 N灢S方程实现对流场的非定

常模拟,湍流模型选用两方程的k灢氊SST模型。方

程的对流项与湍流项选用 CFX独特的 HighRes灢
olution格式进行离散,这是一种改进过的迎风格

式,可根据当地流场计算的实际情况在一阶与二阶

迎风格式之间连续变换格式的精度[14]。方程中的

瞬态项采用隐式欧拉二阶向后差分格式。在本文

所开展的所有非定常模拟中,物理时间步长均采用

螺旋桨转过1曘所需的时间,在每个瞬态物理时刻

均迭代10步,以保证充分收敛。
计算域的边界条件设置如下:远场四周采用压

力远场边界条件,远场进口面采用速度进口边界条

件,远场出口面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短舱内部

管道的末端出口处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以模拟

发动机进口条件,短舱壁面和进气道壁面均采用无

滑移壁面,螺旋桨桨叶与轮毂为旋转壁面。

(a)远场

(b)发动机

图4暋计算域分布与边界条件设置示意图

Fig.4暋Calculationdomainsandboundaryconditions

整个计算域采用非结构网格进行空间离散,旋
转域与静止域网格分开生成,两个域在交界面处的

网格采用面搭接的方式连接。为了较为精确地模

拟螺旋桨滑流流场,由于旋转域的网格密度较大,
并且均匀过渡到了远场和管道内流区域,将流场中

所有物面处附面层的第一层网格高度均设置为螺

旋桨桨叶70%半径处弦长的10-5倍,第一层网格

之外的网格高度按1.2倍的比率逐渐增长,附面层

网格层数为30层。本文计算的几个螺旋桨+发动

机短舱构型的全流场网格单元数在1980万~
2000万之间。导致不同构型网格单元数的存在微

小差异主要原因是:不同状态下螺旋桨的桨叶角不

同,桨叶附面层网格与旋转域边界之间的非结构网

格的数量会发生微小变化。作为对比,本文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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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带螺旋桨的发动机短舱构型的流场,该构型的

全流场网格单元数为1400万。一个带螺旋桨的

计算模型的表面网格以及短舱内部管道的表面网

格如图5所示。

(a)螺旋桨与短舱外表面

(b)短舱内部管道

图5暋计算构型表面网格示意图

Fig.5暋Surfacegridofcomputationalmodel

2暋滑流数值模拟方法可靠性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所采用的基于商业软件CFX的

滑流非定常模拟方法的可靠性,采用该方法对图3
中的单独螺旋桨进行了实验状态下的流场数值模

拟。计算模型的表面网格如图6所示,全流场网格

单元数为550万。实验工况为:海拔7000m 高度

标准大气,自由来流马赫数0.53,桨叶角48.42曘,
螺旋桨转速850rpm。

图6暋单桨计算模型表面网格

Fig.6暋Surfacegridofsinglepropellercomputationalmodel

计算状态下CFD模拟得到的螺旋桨拉力、功
率与实验值的结果对比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本

文所采用的基于CFX的螺旋桨滑流非定常模拟方

法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出了螺旋桨的拉力与功率(实
际反应了扭矩值),拉力误差为2.1%,功率误差为

1.8%。

表1暋单独螺旋桨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Table1暋Comparisonofsimulationresultsand

experimentalresultsforasinglepropeller

方法 拉力/kN 功率/kW

试验 13.25 2070.43

CFD 12.97 2033.16

暋暋模拟得到的单桨桨尖涡等涡量面示意图如图

7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所采用的模拟方法很好地

捕捉到了在流场中呈螺旋状分布的桨尖涡,基于

CFX的螺旋桨滑流非定常模拟方法计算精度较

高,能够满足本文研究工作的要求。

图7暋数值模拟得到的单桨桨尖涡等涡量面

Fig.7暋Iso灢vorticitysurfaceofsinglepropellertipvortex

obtainedbynumericalsimulation

3暋进气道关键性能参数与数据处理方法

涡桨发动机进气道气动性能指标主要包括进

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氁与总压畸变指数D1。

3.1暋总压恢复系数

总压恢复系数的定义为:进气道出口平均总压

与自由来流总压之比,以氁表示。

氁=
Pt1

Pt2

式中:Pt1
为进气道出口平均总压;Pt2

为自由来流

总压。

3.2暋总压畸变指数

总压畸变指数D1 是用来评估进气道出口截

面处气流均匀度的主要参数,多用于涡桨发动机对

进气道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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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Ptmax-Ptmin

Ptmax

式中:Ptmax为进气道出口处最大总压值;Ptmin为进

气道出口处最小总压值。
在本文中,Ptmax和Ptmax通过对进气道出口面

分布的43个总压监测点(发动机要求的总压监测

点分布)的总压值对比得到。进气道出口43个总

压监测点的分布图如图8所示。

图8暋进气道出口平面上43个总压监测点分布图

Fig.8暋Distributionmapofthe43totalpressure

monitorpointsontheoutletplaneofinlet

3.3暋非定常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对有滑流构型采用了非定常数值模拟方

法,并且螺旋桨会周期性的在进气道入口前方掠

过,所以模拟过程中带滑流构型的进气道总压恢复

系数与总压畸变指数会一直变化。也正是因为螺

旋桨桨叶是周期性的在进气道入口前方掠过,所以

在非定常模拟收敛后,带滑流构型的进气道总压恢

复系数与总压畸变指数也会随着模拟时间的推进

而呈现周期性变化。为此,对于有滑流构型的进气

道总压恢复系数与总压畸变指数取其非定常模拟

收敛后周期性波动的均值。

4暋计算结果及分析

为了较为全面地分析螺旋桨滑流对涡桨动力

系统进气道气动性能的影响,选取了地面、起飞以

及巡航三个典型状态进行研究。三个计算状态的

工况与动力状态参数如表2所示。

表2暋计算状态的工况与动力状态参数

Table2暋Calculationstatusandenginestate

发动机

状态
高度/km 马赫数

质量流量/
(kg·s-1)

螺旋桨

角/(曘)
旋转速

度/rpm

地面 0 0.046 13.51 34.36 1080
起飞 1 0.235 14.38 37.59 1080
巡航 6 0.578 8.83 53.79 暋870

4.1暋地面状态

地面状态下有/无滑流构型的进气道性能计算

结果对比如表3所示,有/无滑流构型进气道入口

与出口的总压分布云图如图9所示,其中图9(b)
中有滑流构型的总压云图对应螺旋桨相对于进气

道所处的位置如图10所示。

表3暋地面状态计算结果

Table3暋Groundstatecalculationresults

滑流

状态

发动机质量流

量/(kg·s-1)
旁通道质量流

量/(kg·s-1)
总压恢

复系数
畸变指数

有滑流 13.65 暋1.0251 1.041 0.0335
无滑流 13.41 -0.6230 0.997 0.0689

(a)无滑流

(b)有滑流

图9暋地面状态下有/无滑流时进气道入口与

出口截面总压云图

Fig.9暋Inletentranceandexittotalpressurecontoursat

groundstatewith/withoutslipstream

图10暋地面状态下有滑流构型某时刻的空间流线

Fig.10暋Thespaceconfigurationofground

statewithslipinamoment

从表3和图9可以看出:
(1)在地面状态,滑流带来的进气道性能改变

非常显著;相比无滑流构型结果,有滑流构型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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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总压恢复系数增加,总压畸变降低。
(2)从进气道入口与出口处的总压云图可以

看出,因螺旋桨处于大拉力状态,螺旋桨对气流做

功效应明显,所以有滑流构型进气道入口处的总压

显著大于无滑流构型。相应地,在进气道出口处,
有滑流构型的总压也大于无滑流构型,这是有滑流

构型总压恢复系数大于无滑流构型的根本原因。
还可以看出,有滑流构型进气道入口处总压分布很

不均匀,其原因在于此时刻刚好有一小股气流被一

片螺旋桨桨叶“压入暠了进气道(如图10所示)。但

是因为螺旋桨转速很高,所以图9(b)中进气道入

口处总压高的区域也会很快、均匀且周期性地出现

在进气道入口平面的其他位置,并且这些高低压区

域的气流在从进气道入口流向出口的过程中还会

发生掺混。因此,有滑流构型进气道出口处的总压

分布相对于入口处要均匀得多。
(3)在地面状态,由于滑流效应,旁通道出口

处的气流速度、压力都发生变化。因此,旁通道内

部气流的流态也随之发生改变,流量从“倒吸暠改为

顺畅排出。这也是进气道总压畸变降低的主要原

因。无滑流时,旁通道出口静压比进气道出口静压

高,出现反吸现象,将低能气流从旁通道反吸入进

气道内,使进气道出口处的总压畸变增高,降低了

气流的品质,而有滑流之后,气流从旁通道顺畅排

出,无低能气流影响,因此进气道出口的总压畸变

降低。
无滑流构型地面状态下气流经旁通道流入发

动机进气道的情形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气流从

旁通道流入进气道的过程中发生了分离,导致进气

道出口面存在小区域的低压区。正是这一现象导

致了无滑流构型进气道出口处的总压畸变高于有

滑流构型。地面状态下无滑流构型旁通道的这种

“倒吸暠现象不仅会降低流入发动机气流的品质,还
会增加发动机吸入异物的风险。

图11暋无滑流构型地面状态下气流经

旁通道流入发动机进气道的情形

Fig.11暋Noslipconfigurationofgroundstateairflows
throughthesidechannelflowintotheengineinlet

本文计算的涡桨发动机模型配有六叶螺旋桨,
因此每转过60曘流场会出现一次周期性的变化。
地面状态下带滑流构型进气道出口平面总压恢复

系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毴的变化情况如图12所

示,可以看出:在螺旋桨转过60曘相位角的过程中,
进气道出口平面上的总压恢复情况变化显著;高总

压恢复区的位置随螺旋桨相位角变化而明显变化,
而低总压恢复区的位置则基本不随螺旋桨相位角

的变化而明显移动,基本维持在进气道出口平面的

右上角。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a)毴=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毴=1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c)毴=20曘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d)毴=3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e)毴=4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f)毴=50曘

图12暋地面状态下进气道出口平面总压恢复系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的变化

Fig.12暋Thevariationofthe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attheinletplanewiththephaseangleoftheprop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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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暋起飞状态

起飞状态下有/无滑流构型进气道的总压畸变

指数与总压恢复系数随迎角毩的变化趋势对比如

图13所示;迎角为0曘时有/无滑流构型进气道入口

与出口处的总压云图如图14所示。

(a)总压恢复系数

(b)总压畸变指数

图13暋起飞状态下进气道性能随迎角变化曲线

Fig.13暋Thevariationofinletperformancewith

angleofattack

(a)无滑流构型

(b)有滑流构型

图14暋起飞状态下有/无滑流构型进气道

入口与出口截面总压云图

Fig.14暋Inlettotalpressurecontoursattakeoff

statewith/withoutentranceandexitslipconfiguration

从图13~图14可以看出:
(1)起飞状态下滑流对进气道流场品质的影

响也很显著。在所计算的迎角下,有滑流构型进气

道总压恢复系数比无滑流有所增高。导致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起飞状态下发动机仍然处于大

功率工作状态,螺旋桨对气流做功导致气流总压明

显增加。因此,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明显升

高,这一现象及其机理与地面状态的情况相似。
(2)与地面状态不同的是,起飞状态下有滑流

构型进气道的流场畸变指数明显高于无滑流构型。
在所计算的迎角下,有滑流构型进气道出口截面畸

变指数比无滑流构型有所增加。无滑流构型,进气

道内部流场分布均匀;有滑流构型,螺旋桨桨叶在进

气道前方周期性地掠过会降低进气道入口处的总压

分布均匀度,虽然在流过进气道时因为强烈的掺混

作用这种不均匀度会显著降低,但也难以完全降低

到受螺旋桨干扰前的水平。因此,起飞状态下有滑

流构型的进气道总压畸变指数要高于无滑流构型。
(3)起飞状态下,迎角变化对有滑流与无滑流

构型进气道流场品质的影响趋势存在一定差异:在
小迎角下,有滑流构型的总压恢复系数基本不随迎

角改变,而无滑流构型的总压恢复系数则随迎角增

加而减小;在大迎角下,有滑流构型的总压恢复系

数随迎角增加而减小,而无滑流构型的总压恢复系

数则基本不随迎角变化。
起飞状态下有滑流构型进气道出口平面总压

恢复系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毴的变化情况如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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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a)毴=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毴=1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c)毴=20曘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d)毴=3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e)毴=4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f)毴=50曘

图15暋起飞状态下0曘迎角时进气道出口平面总压恢复系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的变化

Fig.15暋Thevariationofthe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oftheinletwiththephaseangleofthepropellerat0曘

暋暋从图15可以看出:在一个周期内,进气道出口

平面上的总压恢复情况变化显著,高总压恢复系数

区域的位置随螺旋桨相位角变化而明显变化,而低

总压恢复系数区的位置则不随螺旋桨相位角的变

化而明显移动,基本维持在进气道出口平面的右上

角,这一现象与地面状态是一致的。

4.3暋巡航状态

巡航状态下有滑流与无滑流构型进气道总压

恢复系数与流场畸变指数随迎角毩的变化趋势对

比如图16所示;巡航状态有滑流与无滑流构型进

气道入口与出口平面处的总压云图如图17所示。

(a)总压恢复系数

(b)总压畸变指数

图16暋巡航状态下进气道性能随迎角变化曲线

Fig.16暋Thevariationofinletperformancewith

angleofattack

(a)无滑流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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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滑流构型

图17暋巡航状态下0曘迎角时进气道

入口与出口平面总压云图

Fig.17暋Thetotalpressureofinletandoutlet

planeat0degreeangleofattack

从图16~图17可以看出:
(1)巡航状态下滑流对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

数与流场畸变指数均造成不利影响。在所计算的

迎角范围内,有滑流构型进气道出口截面的总压恢

复系数比无滑流构型有所降低;有滑流构型进气道

出口截面的畸变指数比无滑流构型却有所增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分析如下:巡航状态下,发动

机处于小拉力工作状态,螺旋桨对气流做功相对较

少,并且螺旋桨上的拉力主要是径向比较靠外的桨

叶部分产生的,径向靠内的桨叶部分基本不产生拉

力,即径向比较靠内的桨叶部分对气流做功很少;
但其尾迹还会掺混进入其后方的气流中,造成附近

气流总压降低,这股总压相对较低的气流进入进气

道后一方面会降低进气道气流的总压值,同时也会

增加进气道内气流的不均匀度。
(2)在巡航状态,有滑流构型与无滑流构型进

气道总压恢复系数与总压畸变指数随迎角的变化

趋势存在差异。在所计算的迎角范围内,无滑流构

型的总压恢复系数与总压畸变指数均基本不随迎

角变化。而有滑流构型的总压恢复系数则随着迎

角增加而减小,总压畸变指数则随着迎角增加而

增加。
巡航状态下0曘迎角时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

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毴 的变化情况如图 18
所示。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a)毴=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毴=1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c)毴=20曘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d)毴=3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e)毴=40曘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f)毴=50曘

图18暋巡航状态下0曘迎角时进气道出口平面总压恢复系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的变化

Fig.18暋Thevariationofthetotalpressurerecoverycoefficientoftheinletwiththephaseangleofthepropellerat0曘ofattack

暋暋与地面状态(图12)和起飞状态(图15)的计算

结果相比,巡航状态下进气道出口面上的总压恢复

系数云图随螺旋桨相位角的变化呈现如下特点:首
先高总压恢复系数区的位置变化范围没有地面状

态与起飞状态那么大,基本维持在该平面的右方与

右下方;其次,低总压恢复系数区的位置虽然也基

本不随螺旋桨相位角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但其相

对于地面与起飞机状态来说位置向左侧移动了;最
后,整个进气道出口平面上总压恢复系数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在螺旋桨转过60曘相位角的过程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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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明显要大于地面状态与起飞状态。再次证明

了巡航状态下螺旋桨滑流对进气道流场品质造成

的不利影响是最显著的。

5暋结暋论

(1)地面与起飞状态下螺旋桨滑流能够提高

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但在巡航状态下,螺旋桨滑

流会降低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
(2)螺旋桨滑流会增加进气道流场的总压畸

变指数。
(3)在起飞与巡航状态下,无滑流构型的进气

道性能随迎角变化的情况不如有滑流构型明显。
总体上,有滑流构型的总压恢复系数随迎角增加而

减小,而总压畸变指数则随着迎角增加而增加,即
迎角增加对有滑流构型的进气道性能会造成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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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算法应用于二维、三维热传导算例,并通过 MATLAB编程进行算法实现;该模型与SIMP模型和 RAMP
模型进行对比,并应用于机载LRM 模块导热拓扑优化设计。结果表明:基于sinh函数的插值模型较SIMP插

值模型精确,较 RAMP插值模型的迭代次数少,能更好地解决热传导结构拓扑优化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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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电子设备不断增多,其散热结构是航空工

程结构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1],飞
机中的传热结构设计既要满足一定的强度和刚度

要求以达到特定的功能,又要满足散热要求,目的

是保证关键设备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出现故障。

通过热力学计算设计的传统散热装置,已无法满足

对热防护结构具有高性能要求的实际工程需求[2],

因此,寻求一种新的散热装置设计方法成为解决热

传导问题的关键。

针对热传导问题,H.Rodrigues等[3灢4]和 C.

Jog[5]将拓扑优化应用在热弹性结构中,初次实现

了拓扑优化在热传导中的应用;A.Bejan[6]在热传

导的背景下介绍了热传导通道构造理论,建立了所

谓的“体-点(VP)问题暠或“通道问题暠,并讨论了

在发热域(例如CPU)中布置固定数量的材料的需

要;LiQ等[7]明确地将ESO用于热传导问题。

现阶段应用于热传导结构的拓扑优化方法主

要有:渐进结构优化方法(ESO)、双向渐进结构优

化方法(BESO)[8]、变密度方法[9]、水平集方法[10]、

拓扑导数方法[11]。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应用

比较广泛的拓扑优化方法是变密度法。

基于变密度方法的散热结构的拓扑优化设计

主要使用:带惩罚的各向同性固体材料模型[12]

(SolidIsotropicMaterialwithPenalization,简称

SIMP)和材料属性的理性近似模型[13](Rational
Approximation of Material Properties,简 称

RAMP)。F.H.Burger等[14]利用SIMP和移动渐

近线(MMAs)的方法,探讨了体-点问题的3D解

决方案;T.VanOevelen等[15]采用SIMP模型演

示了用双层简化模型表示全三维解的共轭传热问

题的解;G.Marck等[16]使用SIMP方法进行了多

目标优化;LiJiachun等[17]使用了材料特性的理性

近似模型(RAMP),进行了热传导结构优化设计的

探索。两种模型对于导热结构的拓扑优化设计都

能得到比较好的布局,但是对于“体-点暠问题[18],

SIMP方法会产生很多树状末梢结构,这样的结果

有一定的缺点,如可制造性差,并且结果并不是最

靠近最优值的结果[19]。因此有学者通过 RAMP

方法得到了一定的改进,能过获取相对更加良好的

拓扑结果[20]。但是,这两种方法有其局限性,在解

决二维、三维均匀热源的散热问题时,SIMP方法

不够精确,RAMP方法迭代步长过多。

本文在变密度法的基础上,建立基于sinh函

数的插值模型,与SIMP和 RAMP模型的计算结

果进行对比,并将此模型应用于机载LRM 模块导

热拓扑优化设计中进行验证。

1暋基于sinh函数插值模型的拓扑优

化在热传导结构设计中的模型建立

基于变密度法的拓扑优化的关键是选择合适

的插值函数和惩罚技术,将问题的物理量表示为连

续设计变量的函数。本文采用基于sinh函数的插

值模型[19]进行求解计算。

1.1暋基于sinh函数的插值模型

基于sinh函数的插值模型,其实质是在插值

模型中应用了双曲正弦函数(sinh函数):

ki(氀i)=kmin+sinh(p氀i)
sinh(p)(k0-kmin) (1)

可以简化为

ki(氀i)=sinh(p氀i)
sinh(p)k0 (2)

sinh函数插值模型采用双曲正弦函数来对中

间密度进行惩罚,其函数关系如图1所示。

图1暋sinh插值模型

Fig.1暋Theinterpolationmodelofsinh

sinh函数插值模型的微分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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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曚
i(氀i)=pcosh(p氀i)

sinh(p)(k0-kmin) (3)

当氀=0时,

k曚
i(0)= p

sinh(p)(k0-kmin)

当氀=1时,

k曚
i(0)=pcosh(p)

sinh(p)(k0-kmin)

当惩罚因子p>0时,k曚
i(0)>0。

1.2暋sinh插值模型灵敏度分析

计算导数最好的办法是使用伴随方法,在此也

采用伴随方法推导sinh函数插值模型的目标函数

的灵敏度。

本文以热柔度为目标函数,基于sinh函数插

值模型的目标函数为

C=TTK(氀)T=暺
n

e=1
TT

e
sinh(p氀i)
sinh(p)K0Te (4)

式中:K0 为单元导热系数矩阵。

对于上面给出的热柔度目标函数,通过添加零

函数,将其重写为

C=QTT-毸T(KT-Q) (5)

式中:毸为拉格朗日乘数,是一个任意的、但是固定

的实数向量。

然后将其对设计变量求导得到:

毠C
毠氀i

=(QT -毸TK)毠T
毠氀i

-毸T 毠K
毠氀i

T (6)

当毸满足伴随方程

QT -毸TK=0 (7)

目标函数灵敏度可写为

毠C
毠氀i

=-毸T 毠K
毠氀i

T (8)

根据伴随方程,可以直接得到毸=T,因此目标

函数灵敏度为

毠C
毠氀i

=-TT 毠K
毠氀i

T (9)

其中,对于传热系数矩阵对设计变量的导数为

毠K
毠氀i

=pcosh(p氀i)
sinh(p)K0 (10)

因此,当传热系数矩阵采用sinh函数插值模

型对其进行插值,则目标函数的灵敏度为

暋 毠C
毠氀i

= -暺
n

i=1
TT

i pcosh(p氀i)
sinh(p)Ké

ë
êê

ù

û
úú0 Ti=

-p暺
n

i=1

cosh(p氀i)
sinh(p)TT

iK0Ti (11)

式中:K0 为具有单元热传导矩阵,当材料的导热系

数为k0 时,对于二维的四节点矩形单元,单元的尺

寸为单位长度,K0 可写为

K0=k0

2
3 -1

6 -1
3 -1

6

-1
6

2
3 -1

6 -1
3

-1
3 -1

6
2
3 -1

6

-1
6 -1

3 -1
6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2
3

(12)

对于三维八节点正六面体单元,单元的尺寸为

单位长度,单元导热系数矩阵K0 可写为

K0=1
12k0

4 0 -1 0 0 -1 -1 -1
0 4 0 -1 -1 0 -1 -1

-1 0 4 0 -1 -1 0 -1
0 -1 0 4 -1 -1 -1 0
0 -1 -1 -1 4 0 -1 0

-1 0 -1 -1 0 4 0 -1

-1 -1 0 -1 -1 0 4 0

-1 -1 -1 0 0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1 0 4

(13)

暋暋当惩罚因子p=3时,灵敏度随着设计变量的

变化曲线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所有的灵敏度值

都是负值,也就意味着随着导热材料的增加,目标

函数在不断地减小,导热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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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灵敏度变化曲线

Fig.2暋Sensitivitycurve

为了避免棋盘格现象和网格依赖现象,在计算

中采用灵敏度过滤技术,将灵敏度改写为

毠c
毠xe

= 1
max(毭,xe)暺

i暿Ne

Hei
暺
i暿Ne

Heixi
毠c
毠xe

Hei=max[0,rmin-殼(e,i

ì

î

í

ï
ï

ï
ï )]

(14)

式中:Hei为单元i的一个集合;毭为一个比较小的

常数,为避免分母为0,可取毭=10-3;单元i中心

到单元e的距离殼(e,i)小于最小滤波半径rmin。

1.3暋基于sinh函数插值模型的优化准则

本文以结构的散热弱度最小为目标函数,体积

分数、结构平衡方程和设计变量约束为约束条件,

建立基于sinh函数插值模型的热传导结构的拓扑

优化数学模型为

min:

C=暺
n

e=1
TT

eKe(X)Te=暺
n

e=1
TT

e
sinh(p氀i)
sinh(p)K0Te (15)

subjectto:

KT=F

暺
n

e=1
Vexe/V0 曑f

0<ximin 曑xi 曑x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max

式中:C为散热弱度;K 为结构的总体传热系数矩

阵;F为温度载荷向量;T 为节点温度向量;Ve 为

单元体积;V0 为结构初始状态下总的体积;f为体

积分数,是优化后的结构总体积与初始状态下总体

积之比;ximin为设计变量取值的下限,通常取一个

较小的数,如0.001;ximax为设计变量取值的上限,

取为ximax=1。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将多为高次多约束问题

转换为无约束最优化问题,对应于拓扑优化问题的

拉格朗日函数为

L=C+毸1(V-fV0)+毸T
2[K(X)T-F]+

毸3(xmin-x+b2
i)+毸4(x-xmax+c2

i) (16)

式中:毸1 为拉格朗日乘子;毸2,毸3,毸4 为拉格朗日乘

子向量;bi 和ci 为松弛因子;x 为xi 组成的列向

量。暋
当xi 取极值x*

i 时拉格朗日函数满足库恩-
塔克(K灢T)必要条件:

毠L
毠xi

=毠C
毠xi

+毸1
毠V
毠xi

+毸T
2
毠K(X)T

毠xi
-毸3+毸4=0

V=fV0

F=K(X)T
毸i

3(ximin-xi)=0

毸i
4(xi-ximax)=0

暋暋暋暋暋暋暋(ximin 曑xi 曑ximax,毸i
3、毸i

4 >0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

(17)

式中:毸3 为由毸i
3 组成的列向量;毸4 为毸i

4 组成的列

向量。

当ximin曑xi曑ximax时,设计变量的上下限约束

不起作用,有毸i
3=毸i

4=0;当xi=ximin时,设计变量

的下限约束作用,有毸i
3曒0,毸i

4=0;当xi=ximax时,

设计变量上限约束起作用,有毸i
3=0,毸i

4曒0。由于

毠(K(X)T-F)
毠xi

=0,热载荷与设计变量无关,故

毠K(X)T
毠xi

=0,则上述的库恩-塔克条件等价于:

毠C
毠xi

+毸1
毠V
毠xi

+毸T
2
毠K(X)T

毠xi
=0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ximin 曑xi 曑ximax)

毠C
毠xi

+毸1
毠V
毠xi

+毸T
2
毠K(X)T

毠xi
曒0暋(xi=ximin)

毠C
毠xi

+毸1
毠V
毠xi

+毸T
2
毠K(X)T

毠xi
曑0暋(xi=ximax)

V=fV0

F=K(X)T
毸i

3,毸i
4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0

(18)

考虑上式等于0的情况,并且代入C=TTK
(X)T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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毠TT

毠xi
K(X)T+TT 毠K(X)

毠xi
T+TTK(X)毠T

毠xi
+

毸1
毠V
毠xi

+毸T
2

毠K(X)
毠xi

T+毠T
毠xi

K(Xé

ë
êê

ù

û
úú)=0 (19)

利用导热系数矩阵的对称性得出:

毠TT

毠xi
[2K(X)T+毸2K(X)]+毸T

2
毠K(X)
毠xi

T+

TT 毠K(X)
毠xi

T+毸1
毠V
毠xi

=0 (20)

式中:毸2 为列矢量,其取值无限制。取毸2=-2T
代入式(20)得出:

-pcosh(p氀i)
sinh(p)TTK0T+毸1

毠V
毠xi

=0 (21)

进而得出:

Bi
k=

pcosh(p氀i)
sinh(p)TTK0T

毸1
毠V
毠xi

=1 (22)

因此可以得到基于优化准则法的迭代公式为

xi
k+1=
(Bi

k)毲xi
k暋暋暋暋暋[ximin 曑 (Bi

k)毲xi
k 曑ximax]

max(ximin,xe-m)[xeB毲
e 曑 max(ximin,xe)]

min(ximax,xe+m)

暋暋暋暋暋暋暋[min(ximax,xe+m)曑xeB毲
e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

(23)

式中:m 为移动极限,通常取一个较小的正数;毲为

阻尼系数,引入毲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数值计算的稳

定性和收敛性。

利用式(23)对设计变量进行更新,需要求解

Bi
k,而求解Bi

k 需要先求解得到拉格朗日乘子毸1,

拉格朗日乘子和设计变量的取值满足系统约束,即

xi,毸1 的取值应满足体积约束V=fV0。假设设计

变量由第k步xi
k 更新到第k+1步xi

k+1时,结构体

积由Vk 变化到Vk+1,且有Vk+1=fV0=V
~

0。Vk+1

在Vk 邻域内泰勒展开,并略去二阶及高阶项有:

Vk+1-Vk=V
~

0-Vk=暺
N

i=1

毠V
毠xi

(xi
k+1-xi

k)

(24)

记(Bi
k)毲xi

k曑ximin为集合A,(Bi
k)毲xi

k曒ximax为

集合B,ximin曑(Bi
k)毲xi

k曑ximax为集合C,则有:

V
~

0-Vk=暺
A

毠V
毠xi

(ximin-xi
k)+

暺
A

毠V
毠xi

(ximax-xi
k)+暺

c

毠V
毠xi

(Bi
kxi

k-xi
k)

(25)
将式(21)代入式(25)得到:

V
~

0-Vk-暺
A

毠V
毠xi

(ximin-xi
k)-

暺
A

毠V
毠xi

(ximax-xi
k)=暺

c

TT 毠K(X)
毠xi

T-毸1
毠V
毠xi

毸1
xi

k

(26)
通过求解上述方程便可以求解出毸1,通常采

用二分法进行求解。
设计变量通过优化准则更新,其收敛性的检查

方法如式(27)所示:

旤max(xk+1-xk)旤<毰 (27)
式中:xk+1为更新的设计变量;xk 为旧的设计变量;毰
为可行性误差,即每个单元更新后的密度值与前一

次的密度值之差的绝对值不超过规定的误差值。

2暋模型算法实现以及算例分析

2.1暋算法实现

本文在 MATLAB上进行程序编译,实现模型

功能,整体的实现步骤如图3所示。

图3暋基于sinh的热传导结构拓扑优化方法算法流程

Fig.3暋Algorithmflowoftopologyoptimization

methodofheatconductionstructurebasedonsinh

2.2暋算例分析

2.2.1暋二维算例

(1)体-点问题

算例1:整块板均匀加热,左边界中心处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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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T=0曟,其余边界绝热,其结构示意图如图4
所示。

图4暋导热板均匀加热,左侧中心处冷却模型示意图

Fig.4暋Modeldiagramofheat灢conductingplate

evenlyheatingandcoolingattheleftcenter

高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0=1W/m·曟
的假想材料,低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min=

0.001W/m·曟的假想材料,模型离散网格为180

暳180。优化参数设置为:体积分数0.4;惩罚因子

p=3;采用敏度滤波,滤波半径r=2。分别采用

SIMP模型,RAMP模型和基于sinh函数模型对

其进行优化计算,其优化结果如图5所示,对比结

果如表1所示。

暋暋暋(a)SIMP暋暋暋暋(b)RAMP暋暋暋暋(c)sinh模型

图5暋导热板均匀加热,左侧中心处冷却模型优化结果

Fig.5暋Optimizationresultsofheat灢conductingplate

evenlyheatingandcoolingattheleftcenter

表1暋导热板均匀加热,左侧中心处冷却

模型优化数据对比

Table1暋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ofheat灢conducting

plateevenlyheatingandcoolingattheleftcenter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166919 暋319 39.16

RAMP 152717 1248 153.45

sinh模型 151178 暋755 92.75

暋暋(2)均匀热源问题其他边界条件

算例2:整块板均匀加热,左边界给定温度

T=0曟,其余边界绝热,其结构示意图如图6所

示。高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0=1W/m·曟

的假想材料,低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min=

0.001W/m·曟的假想材料,优化参数设置为:体

积分数0.5;惩罚因子p=3;采用敏度滤波,滤波半

径r=3。分别采用SIMP模型,RAMP模型和基

于sinh函数模型对其进行优化计算,其优化结果

如图7所示,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图6暋导热板均匀加热,左侧边界冷却模型示意图

Fig.6暋Modeldiagramofheat灢conductingplateevenly

heating,andtheleftedgecooling

暋暋暋(a)SIMP暋暋暋暋(b)RAMP暋暋暋暋(c)sinh模型

图7暋导热板均匀加热,左侧边界冷却模型优化结果

Fig.7暋Optimizationresultsofheat灢conductingplate

evenlyheating,andtheleftedgecooling

表2暋导热板均匀加热,左侧边界冷却模型优化数据对比

Table2暋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ofheat灢conducting

plateevenlyheating,andtheleftedgecooling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1115.30 738 112.13

RAMP 暋976.14 349 53.28

sinh模型 暋958.16 354 53.68

暋暋(3)集中热源问题优化分析

算例3:平板中心加热,四个角点给定温度

T=0曟,其结构示意图如图8所示,其优化参数

与算例2一致。分别采用SIMP模型,RAMP模

型和基于sinh函数模型进行优化计算,优化结果

如图9所示,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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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暋导热板的中心加热,四个顶点冷却模型示意图

Fig.8暋Modeldiagramofheat灢conductingplate

centerheatedandfourapexescooled

暋暋暋(a)SIMP暋暋暋暋(b)RAMP暋暋暋暋暋(c)sinh模型

图9暋导热板的中心加热,四个顶点冷却模型优化结果

Fig.9暋OptimizationResultsofheat灢conducting

platecenterheatedandfourapexescooled

表3暋导热板的中心加热,四个顶点冷却模型

优化结果数据对比

Table3暋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ofheat灢

conductingplatecenterheatedandfourapexescooled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336.02 270 457.73

RAMP 336.10 231 395.82

sinh模型 336.08 162 279.01

暋暋算例4:板上有5个集中热源,四周边界给定

温度T=0曟,其结构示意图10如图所示,其优化

参数与算例2一致。高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

k0=1W/m·曟的假想材料,低热导率材料的导热

系数为kmin=0.001 W/m·曟的假想材料。优化

参数设置为:体积分数0.5;惩罚因子p=3;采用敏

度滤波,滤波半径r=2.5。分别采用SIMP模型,

RAMP模型和基于sinh函数模型进行优化计算,

优化结果如图11所示,对比结果如表4所示。

图10暋导热板上5个集中热源加热,四周边界

散热模型示意图

Fig.10暋Themodeldiagramoftheheatingof5centralized

heatsourcesonthethermalplateandtheheat

dissipationatthesurroundingboundary

暋暋暋(a)SIMP暋暋 暋暋(b)RAMP暋暋暋暋(c)sinh模型

图11暋导热板上5个集中热源加热,四周边界

散热模型优化结果

Fig.11暋Optimizationresultsoftheheatingof5

centralizedheatsourcesonthethermalplateandthe

heatdissipationatthesurroundingboundary

表4暋导热板上5个集中热源加热,四周边界

散热模型优化结果数据对比

Table4暋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oftheheatingof5

centralizedheatsourcesonthethermalplateandthe

heatdissipationatthesurroundingboundary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10.97 239 447.45

RAMP 10.97 231 435.38

sinh模型 10.97 201 378.79

2.2.2暋三维算例

(1)均匀热源问题

算例5:设计域下面均匀加热,上平面四个顶

点温度固定T=0 曟,模型示意图如图12所示。
高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0=1W/m·曟的假

想材料,低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min=0.001
W/m·曟的假想材料。优化参数设置为:体积分

数0.3;惩罚因子p=3;采用密度滤波,滤波半径

r=1.4。分别采用 SIMP模型,RAMP模型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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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sinh函数模型进行优化计算,优化结果如图13
所示,对比结果如表5所示。

图12暋下表面均匀加热,上表面四个顶点冷却模型示意图

Fig.12暋Aschematicmodelofuniformheatingofthe

lowersurfaceandcoolingofthefour

verticesoftheuppersurface

暋暋暋(a)SIMP暋暋 暋暋(b)RAMP暋 暋暋(c)sinh模型

图13暋下表面均匀加热,上表面

四个顶点冷却模型优化结果

Fig.13暋Optimizationresultsofuniformheatingofthe

lowersurfaceandcoolingofthefour

verticesoftheuppersurface

表5暋下表面均匀加热,上表面四个顶点

冷却模型优化结果数据对比

Table5暋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ofuniform

heatingofthelowersurfaceandcoolingofthe

fourverticesoftheuppersurface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267.76 500 13767.0

RAMP 267.39 345 9409.0

sinh模型 267.03 245 6682.1

暋暋(2)集中热源问题

算例6:正方体中心有集中热源,八个顶点温

度固定为T=0曟,模型示意图如图 14所示。高

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0=1W/m·曟的假想

材料,低热导率材料的导热系数为kmin=0.001
W/m·曟的假想材料。优化参数设置为:体积分

数0.3;惩罚因子p=3;采用密度滤波,滤波半径

r=1.4。分别采用 SIMP模型,RAMP模型和基

于sinh函数模型进行优化计算,优化结果如图15
所示,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

图14暋正方体中心加热,八个顶点冷却模型示意图

Fig.14暋Schematicdiagramofcubecenter

heatingandeightverticescooling

暋暋暋暋(a)SIMP暋暋暋暋(b)RAMP暋暋暋暋(c)sinh模型

图15暋正方体中心加热,八个顶点冷却模型优化结果

Fig.15暋Optimizationresultsofcubecenter

heatingandeightverticescooling

表6暋正方体中心加热,八个顶点冷却

模型优化结果数据对比

Table6暋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ofcube

centerheatingandeightverticescooling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8883.19 36 1134.79

RAMP 8877.76 59 1826.01

sinh函数 8873.36 50 1538.95

暋暋通过算例将SIMP模型和RAMP模型与基于

sinh函数的插值模型进行对比,得出基于sinh函

数的插值模型较SIMP插值模型精确,较 RAMP
插值模型的迭代步长少,计算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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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机载LRM模块导热拓扑优化设计

机载LRM(现场可更换模块)模块已成为飞机

电子系统设备的硬件标准,其优点是标准程度高、
模块功能化强、维修性好、成本低。由于机载LRM
模块是由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构成的,包含大量的

VLSI和 VHSIC芯片,而这些设备在工作时会产

生大量热量,使得LRM 模块温度急剧上升,因此,
机载 LRM 模块轻量化的冷却成为设计的首要

问题。
由于LRM 模块空间的限制,传导冷却方法被

优先考虑。此方法是通过将热量从 LRM 模块芯

片传至导热体,再经由导热体传至机架冷板,最后

通过通风冷却或通液冷却等散热形式将热量带走。
简化后的LRM 模块导热模型如图16所示,导热

体材料为铜,导热系数为377W/m·曟。

(a)侧视图

(b)顶视图

图16暋LRM 模块导热冷却示意图

Fig.16暋LRM modulethermalconductioncoolingdiagram

通过拓扑优化进行导热路径优化设计,体积分

数0.5;惩罚因子p=3;采用敏度滤波,滤波半径

r=1.2,分别采用SIMP模型、RAMP模型和基于

sinh函数的模型的优化结果如图17所示,对比结

果如表7所示。

(a)SIMP

(b)RAMP

(c)sinh模型

图17暋LRM 模块导热冷却优化结果

Fig.17暋OptimizationresultsofLRM module

thermalconductioncooling

表7暋LRM 模块导热优化数据对比

Table7暋LRM modulethermalconductivity

optimizationdatacomparison

插值模型 目标函数值 迭代步数 计算时间/s

SIMP 12.88 339 29.52

RAMP 12.89 491 42.94

sinh模型 12.87 274 23.70

暋暋通过对 LRM 模块的导热体进行拓扑优化设

计,得出本文提出的基于sinh函数的插值模型较

SIMP模型和 RAMP模型能够更加高效快捷地获

取良好的导热路径。

4暋结暋论

(1)通过二维、三维均匀热源和集中热源问题

的算例分析,与SIMP模型和 RAMP模型进行对

比,得出基于sinh函数插值模型较SIMP插值模

型精确,较RAMP插值模型的步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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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采用基于sinh函数插值模型能够更

加精确快捷地解决散热问题,同时为传热问题提供

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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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架着陆油气混合缓冲器压力分析

娄锐,折世强,鲁德发,黄立新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长沙410200)

摘暋要:飞机起落架在着陆过程中承受较大冲击载荷,致使起落架缓冲器内部承受较高的油压和气压,对缓冲

性能有较大影响。首先,在缓冲器轴向载荷的基础上推导缓冲器各腔压力公式;其次,使用二质量系统建立起

落架着陆运动微分方程;最后,应用 MATLAB/Simulink搭建起落架着陆缓冲器压力仿真模型,利用此模型分

析不同着陆速度下各腔压力随时间与缓冲器行程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正反行程回油孔面积的油腔压力对缓冲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着陆速度下,各腔的压力在着陆过程的特定时刻呈现一定规律性;正行程回油

孔不能太小,保证油液充满回油腔,反行程回油孔不能太大,保证油液充满主油腔;着陆冲击阶段的缓冲器内油

压对柱塞的稳定性有影响。

关键词:起落架;缓冲器;着陆;压力;主油腔;回油腔;气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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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o灢pneumaticMixedShockAbsorberLandingPressure
AnalysisofLandingGear

LOURui,SHEShiqiang,LUDefa,HUANGLixin
(Research& DevelopmentCenter,AVICLanding灢gearAdvancedManufacturingCorp.,Changsha410200,China)

Abstract:Thelandinggearofanaircraftbearsalargeimpactloadduringlanding,whichcausestheinternal
shockabsorbertowithstandhighoilpressureandairpressure,andthebufferperformanceisgreatlyinfluenced.
Firstly,basedontheaxialloadofthebuffer,thepressureformulaofeachcavityofthebufferisdeduced.
Then,thedifferentialequationofthelandingmotionoflandinggearisestablishedbyusingthetwomasssys灢
tem.Finally,thelandinggearbufferpressuresimulationmodelisbuiltbyusingMATLAB/Simulink,whichis
usedtoanalyzethevariationofthepressureofeachchamberwithtimeandbufferstrokeatdifferentlanding
speeds,andtheinfluenceofoilchamberpressureonthecushioningperformancewithdifferentoilreturnareas.
Theresultsshowthat,atdifferentlandingspeeds,thepressureofeachcavitypresentsacertainregularityata
specificmomentofthelandingprocess;thepositivestrokeoilreturnholeshouldnotbetoosmall,ensuringthat
theoilfillstheoilreturncavity,andthereversestrokeoilreturnholecannotbetoolargetoensurethattheoil
fillsthemainoilchamber;theoilpressureinthebufferduringlandingprocessaffectsthestabilityoftheplung灢
er.
Keywords:landinggear;shockabsorber;landing;pressure;mainchamber;recoilchamber;pneumaticcham灢
ber



0暋引暋言

现代飞机起落架大多配置油气缓冲器,气体便

于压缩储能,有较优的减震性能,油液高速通过节

流油孔耗散能量。
起落架着陆动态性能不应仅包括着陆载荷,还

应包括缓冲器内部压力特性。某些油气式缓冲器

起落架进行落震试验(尤其是储备能量落震)时,出
现了柱塞被压溃的现象[1灢2];同时,油腔压力还会对

缓冲性能有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起落架着陆

缓冲器内部压力进行分析计算。
国外,N.M.Vaezi等[3]利用 MATLAB 建立起

落架落震、滑跑、通过坡道的动力学模型,对飞机重

心速度和位移进行分析;R.Lernbeiss等[4]建立了考

虑起落架弹性的落震模型,表明起落架弹性的作用

不仅会影响作用在起落架上载荷,还会影响刹车过

程;Z.Terze等[5]建立了考虑飞机气动性能,考虑轮

胎转动的非线性起落架落震动力学模型。国内,刘
锐琛[6]、豆清波等[7]通过落震试验测量气腔压力的

方法研究了油气式起落架气体压缩多变指数的变化

规律;聂宏等[8]、隋福成等[9]、刑志伟等[10]对起落架

缓冲器的载荷数学模型进行了研究;齐丕骞等[11]结

合试验对油气式起落架气体多变指数和油孔流量系

数进行了识别;牟让科等[12]对一种基于弹簧自适应

控制油孔面积的缓冲器动力特性进行了研究,油孔

面积根据油孔上、下腔的压力差和油针弹簧刚度进

行自动调节;吴志光等[13]采用遗传算法对缓冲性能

进行优化;李占科等[14]对双气腔油气式缓冲器充填

容差进行仿真分析;浦志明等[15灢16]、邵一舟等[17]、王
成龙等[18]对油孔的阻尼特性进行研究。

上述研究中,大部分只对缓冲性能、流体参数

进行研究,并未对整个着陆过程中缓冲器内部压力

规律和压力对强度、缓冲特性的影响进行研究。
本文针对起落架着陆过程,首先推导起落架缓

冲器各腔压力;其次使用二质量系统建立起落架着

陆运动方程;然后应用 MATLAB/Simulink对某

型飞机主起落架着陆情况进行仿真并得到缓冲器

各腔压力结果;最后针对不同面积的回油孔进行压

力对比,并分析缓冲阶段油压对柱塞强度的影响。

1暋缓冲器内部压力分析

对于缓冲器内部各腔压力的研究做出如下假

设和简化:栙不考虑缓冲器内部摩擦力;栚不考虑

航向载荷的影响;栛只考虑缓冲器垂直方向运动;
栜不考虑油液的压缩和结构的膨胀。

本文研究的缓冲器构造如图1所示,特点为单

气腔、油气混合、配置油针。

图1暋缓冲器内部压力分析与构造

Fig.1暋Pressureanalysisofshockabsorberandstructure

缓冲器轴向载荷Fs 如式(1)所示[7],此公式适

用于缓冲器运动过程中,油液充满主油腔和回

油腔。
Fs=Pa暳(A1-A3)+Ph暳A3-Pr暳

暋(A1-A2)-Patm 暳A2

=Pa暳(A1-A3)+(Pa+殼Ph灢a)暳A3-
暋(Pa-殼Pa灢r)暳(A1-A2)-Patm 暳A2 (1)

式中:A1 为缓冲器外筒内径形成的面积;A2 为缓

冲器活塞杆外径形成的面积;A3 为缓冲器活塞杆

内径形成的面积,如果配置油针应去除油针截面

积;Pa 为气腔压力;Ph 为主油腔压力;Pr 为回油

腔压力;Patm为大气压力。
根据气体压缩多变过程有:

Pa=P0暳 V0

V0-S暳A
æ

è
ç

ö

ø
÷

2

n
(2)

式中:V0 为初始气体体积;P0 为缓冲器初始压力;
S为缓冲器行程。

根据流体局部节流理论,主油腔与气腔压差,
气腔与回油腔压差分别如式(3)和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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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氀为油液密度;f 为主油孔面积;Cdp、Cdn分别

为正反行程主油孔流量系数;frp、frn分别为正反行

程回油孔面积;Cdrp、Cdrn分别为正反行程回油孔流

量系数;v为缓冲器错动速度。
正 行 程 时,缓 冲 器 各 腔 压 力 关 系 为

Ph曒Pa曒Pr,反行程时,缓冲器内部的压力关系为

Pr曒Pa曒Ph。暋

2暋着陆运动微分方程

支柱式起落架着陆模型可以简化成二质量系

统,如图2所示,其中 M 为上部质量,m 为下部质

量,Fs 为缓冲器载荷,L为上部质量受到的升力,V
为轮胎垂直载荷,a1 和a2 分别为上部质量和下部

质量的加速度。

暋暋(a)二质量系统暋暋(b)上部质量受力暋暋(c)下部质量受力

图2暋二质量系统和受力分析

Fig.2暋Twomasssystemandforceanalysis

起落架着陆运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为机轮触地到缓冲器开始错动瞬间,由于缓冲器

内部充满高压气体,上部和下部质量组成一体并视

为单质量运动,运动方程为

a1=a2=V+L-(M+m)g
M +m

(5)

缓冲器轴线载荷的计算公式为

ma2=V-Fs-mg (6)
第二个阶段为缓冲器开始压缩之后,缓冲器轴

向载荷大于缓冲器高压气体载荷,缓冲器开始

错动。
上部和下部质量运动方程为

Ma1=Fs+L-Mg
ma2=V-Fs-m{ g

(7)

式中:V=(1+C毮
·
)K毮,其中C 为轮胎垂直振动当

量阻尼系数,K 为轮胎垂直刚度,毮、毮
·

分别为轮胎

变形量和变形速率。

3暋仿真模型

应用 MATLAB软件编写Equation,Kinemat灢
ic,Shockabsorber和 Tire函数文件,应用 Simu灢
link仿真模块搭建起落架着陆缓冲器内部压力仿

真模型,如图3所示。函数文件 Equation用于模

拟式(5)~式(7),函数文件Shockabsorber用于模

拟式(1)~式(4),函数文件 Tire用于模拟轮胎载

荷,函数文件 Kinematic用于模拟上部和下部质量

的运动关系。
使用某型飞机主起落架分别进行1.83、2.44、

3.05、3.66m/s下沉速度的缓冲器各腔压力仿真。
起落架上部质量 M=25000kg,下部质量 m=
400kg,升力系数为1,缓冲器初始充气压力P0=
2.6MPa,初始充气体积V0=11.3L,气体多变指

数n=1.15,活塞杆外径形成的面积24806mm2,
外筒内径形成的面积32219mm2,正行程回油孔

面积332mm2,反行程回油孔面积50mm2,油液

密度850kg/m3,油孔流量系数0.8,轮胎垂直刚度

1785 N/mm,轮 胎 垂 直 振 动 当 量 阻 尼 系 数

0.04s/m,其余的缓冲器结构参数如表1所示。

图3暋Simulink仿真框图

Fig.3暋Simulinksimulation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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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缓冲器行程相关的主油腔参数

Table1暋Mainchamberparametersrelevanttoshock

absorbertravel

缓冲器

行程/mm
主油腔压

油面积/mm2

主油腔油

孔面积/mm2

暋0 15193 745.3

10 15193 745.3

15 14771 323.2

100 14700 252.1

310 14593 144.8

360 14584 135.8

400 14460 12.3

暋暋3.05m/s下沉速度着陆撞击产生的各腔压力

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撞击发生时,由于缓冲器内

压作用,缓冲器没有错动,气腔、主油腔和回油腔三

腔压力相等并为P0;随着缓冲器压缩气体,气腔压

力开始升高,由于撞击初始缓冲器错动速度较大,

主油腔压力快速升高,回油腔压力先降低后升高,

在0.3s附近三腔压力相等,说明错动速度为0,缓

冲器行程达到最大值,缓冲器正行程结束;反行程

开始,回油腔压力升高,主油腔压力开始降低,主油

腔压力曲线和回油腔压力曲线在0.5s至0.6s之

间出现转折,说明缓冲器此刻具有压缩量,轮胎脱

离地面。

图4暋3.05m/s下沉速度缓冲器各腔压力时间历程

Fig.4暋Pressureofshockabsorberchangedwith

timeat3.05m/s

不同下沉速度下各腔压力对比如图5~图7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下沉速度的增加,气腔最大压

力、主油腔最大压力、回油腔最大压力都增大,并且

气腔压力和回油腔压力峰值提前出现;回油腔最小

压力随下沉速度增加而减小。

图5暋不同下沉速度气腔压力时间历程(Pa)

Fig.5暋Pneumaticchamberpressurechangedwith

timeatdifferentdropvelocities(Pa)

图6暋不同下沉速度主油腔压力时间历程(Ph)

Fig.6暋Mainchamberpressurechangedwith

timewithdifferentdropvelocities(Ph)

图7暋不同下沉速度回油腔压力时间历程(Pr)

Fig.7暋Recoilchamberpressurechangedwith

timeatdifferentdropvelocity(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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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柱塞和活塞杆稳定性问题

柱塞轴向稳定性问题出现在着陆时的正行程,

主要承受主油腔和气腔压力差,受压示意图如图

8(a)所示;活塞杆径向稳定性问题出现在着陆时的

反行程,承受回油腔和主油腔压力差,受压示意图

如图8(b)所示。

暋暋暋暋暋(a)柱塞受压暋暋暋暋(b)活塞杆受压

图8暋柱塞和活塞杆稳定性压力示意图

Fig.8暋Restrictedtubeandslidingtube

stabilitypressuresketch

不同下沉速度主油腔气腔压差随行程关系曲

线图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压差按照顺时针随行

程变化,最大压差随下沉速度增加而增加,最大压

差出现时的缓冲器行程随下沉速度增加而增加。

图9暋不同下沉速度主油腔气腔压差随行程关系

Fig.9暋殼Ph灢achangedwithSatdifferentdropvelocity

不同下沉速度回油腔主油腔压差随行程关系

如图10所示,可以看出:压差按照逆时针随行程变

化,最大压差随下沉速度增加而增加,最大压差出

现时的缓冲器行程随下沉速度增加而增加。

图10暋不同下沉速度回油腔主油腔压差随行程关系

Fig.10暋殼Pr灢hchangedwithSatdifferentdropvelocities

5暋回油孔面积改变分析

根据图7回油腔最小压力随着下沉速度增加

而减小的现象,进行如下预测,下沉速度增加到一

定程度或者保持下沉速度不变而正行程回油孔面

积减小到一定程度,使得回油腔压力小于零。
回油孔面积改变分析包括两方面内容:栙减小

正行程回油孔面积;栚增加反行程回油孔面积。具

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暋回油孔面积改变情况

Table2暋Situationofrecoilorificechanging

改变情况 frp/mm2 frn/mm2 vdrop/(m·s-1)

基准 332 50 3.66

减小frp 200 50 3.66

增加frn 332 100 3.66

暋暋不同正行程回油孔功量图如图11所示。

图11暋不同正行程回油孔功量图

Fig.11暋TireforcechangedwithCGtravelat

differentpositiverecoilorifices

从图11可以看出:减小frp可以增加正行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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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使得功量图更加饱满,轮胎最大载荷减小,提高

缓冲效率;frp为200mm2 的载荷较332mm2 的载

荷更小。
不同正行程回油孔回油腔压力时间历程如图

12所示,可以看出:减小frp的回油腔压力在着陆

撞击初始阶段为负,说明较快的缓冲器压缩速度或

者较小的frp使得油液不能完全充满回油腔,影响

缓冲器反行程缓冲效果,同时也说明缓冲器载荷计

算公式(1)不适用此种情况。

图12暋不同正行程回油孔回油腔压力时间历程

Fig.12暋Recoilchamberpressurechangedwith

timeatdifferentpositiverecoilorifices

不同反行程回油孔功量图如图13所示,可以

看出:增加frn使得反行程阻尼变小,反行程轮胎垂

直载荷降速变缓,因此不能判断哪条曲线更优。

图13暋不同反行程回油孔功量图

Fig.13暋TireforcechangedwithCGtravelat

differentnegativerecoilorifices

不同反行程回油孔主油腔压力时间历程如图

14所示,可以看出:增加frn的主油腔反行程压力

在轮胎脱离地面之前已经为负,说明增加frn降低

了对缓冲器伸展行程的控制,使得油液不能完全充

满主油腔,影响着陆第二次撞击的缓冲效果,同时

也说明缓冲器载荷计算公式(1)不适用此种情况。

图14暋不同反行程回油孔主油腔压力时间历程

Fig.14暋Mainchamberpressurechangedwith

timeatdifferentnegativerecoilorifices

计算起落架着陆性能时,不应仅考虑载荷,需
要综合考虑缓冲器内部压力变化情况;设计缓冲器

参数时,frp不能太小,保证正行程油液充满回油

腔,frn不能太大,保证反行程油液充满主油腔;如
果出现油液不能充满油腔的情况,公式(1)不能用

来计算缓冲器载荷。

6暋结暋论

(1)在缓冲过程中,最大气腔压力出现在最大

缓冲器行程,最大回油腔压力出现在轮胎离开地面

时刻,最小回油腔压力出现在着陆撞击开始阶段,
随着下沉速度的增加各腔最大压力和最大压差相

应增加。在0.2~0.3s附近,缓冲器正行程结束。
在0.5~0.6s附近,轮胎脱离地面。

(2)在本实例中,正行程回油孔面积frp为200
mm2 的载荷较332mm2 的载荷更小;反行程回油

孔面积frn为100mm2 的载荷较50mm2 的载荷

更小。
(3)在起落架缓冲支柱设计过程中,应综合考

虑缓冲器各腔压力结果,使得油腔压力不能出现负

值;正行程回油孔不能太小,保证油液充满回油腔,
反行程回油孔不能太大,保证油液充满主油腔。

(4)本文对起落架着陆过程中缓冲器内部压

力变化进行研究,为缓冲器内装件强度分析特别是

柱塞和活塞杆稳定性分析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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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筋板破坏载荷计算中的蒙皮有效宽度计算
方法适应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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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计算结构技术与仿真中心,西安710065)

摘暋要:飞机机身和机翼结构多采用中长加筋板,中长加筋板在轴压载荷作用下的破坏载荷一直是工程中研

究的热点;目前中长加筋板破坏载荷计算多采用Johnson灢Euler方程,涉及到蒙皮有效宽度计算。对国内外常

用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进行分析,说明其产生的根源,并通过机身加筋板试验结果对其适应性进行验证。结果

表明:对于薄蒙皮铆接Z型机身加筋板破坏载荷计算,本文介绍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都能使计算误差控制在

10%,可为飞机设计人员对轴压加筋板设计提供帮助。

关键词:加筋板;Johnson灢Euler方程;有效宽度;屈曲;破坏载荷

中图分类号:V214.8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3.0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ComputingMethodApplicabilityVerificationofEffectiveWidthof
SkinforStiffenedPanelsinCompression

WUCunli,NIEXiaohua
(ComputationStructureTechnique&SimulationCenter,AircraftStrength

ResearchInstituteofChina,Xi暞an710065,China)

Abstract:Itiswellknownthatthefuselageandwingmainlyconsistofthin灢skinstiffenedpanelsandthefailure

loadofstiffenedpanelsishottopicinaircraftengineering.Johnson灢Eulerequationisusedtoevaluatethefailure

loads,thustheeffectivewidthcomputationofskinneedstobedetermined.Severalkindsofmethodstocalcu灢
latetheeffectivewidthofskinareanalyzedtoquestforitsorigin,andtheirapplicabilityisverifiedwithtestre灢
sultsofthin灢skinstiffenedpanel.Theresultsshowthat,thecalculationerrorsoftheeffectivewidthcalculation

methodsarelessthan10%forthecalculationofrivetingZ灢typedfuselagestiffenedpanelfailureload,andthe

methodscanbehelpfultoengineerswhodesignthin灢skinstiffenedpanelsincompression.

Keywords:stiffenedpanel;Johnson灢Eulerequation;effectivewidthofskin;buckling;failureload

0暋引暋言

结构稳定性是飞机结构设计中最为关心的问

题之一,飞机薄壁静强度失效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丧失稳定性引起的,由于结构稳定性约束的限制,
飞机结构设计应力远远小于结构材料的许用应力。
因此,保持稳定性是不同薄壁结构形式的选择和设



计的主要依据。
对于金属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已经形成了一系

列分析方法,并形成了各种手册。如美国最早的

HandbookofStructuralStability,PartI灢VI[1灢5],该
手册全面讨论了平板的屈曲,组合元件的屈曲,曲
板和壳体的屈曲,板和组合元件的破坏,加筋平板

的破坏。该手册是结构稳定性分析的鼻祖,后来国

内外出版的书、手册和指南提供的关于稳定性分析

方法都来自于该手册。
我国1965年8月出版的《飞机设计员手册(第

四册)》和1983年4月出版的《飞机设计手册(下
册)》中均介绍了金属飞机结构的稳定性计算方法。
在1996年6月出版的《结构稳定性设计手册》中,
较全面地总结了我国飞机设计部门多年的设计经

验和大量试验研究数据,给出了金属飞机结构稳定

性分析的较完整的计算公式、设计曲线和实用分析

软件[6]。
金属加筋板的受压破坏形式,根据有效长度大

小可分为三种。在长柱范围内,即长加筋板,其破

坏形式呈弹性弯曲失稳破坏(又称柱失稳),在这一

区间,采用欧拉公式计算。在短柱范围内,属于塑

性压缩破坏,即压损破坏。在中长柱范围,属于塑

性失稳破坏,工程中一般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

法为抛物线近似法;第二种为Johnson灢Euler方

程。目前国内外飞机设计公司如空客、庞巴迪、中
国商飞多采用第二种方法[7灢9]。

采用Johnson灢Euler方程,必须计算蒙皮的有

效宽度。目前关于有效宽度的计算存在着多种方

法,但未见有公开的文献对计算方法的来源和适应

性进行说明。鉴于此,本文针对国内外飞机设计人

员常用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进行讨论研究,探讨其

来源,并针对Z型加筋板,说明其适应性。

1暋Johnson灢Euler方程

Johnson灢Euler方程在抛物线近似法[10灢13]基础

上简化而来,抛物线近似法为

氁co
氁f

=1- 1-氁cr
氁( )f

氁cr

氁e
(1)

式中:氁co为加筋平板的破坏应力;氁f 为加筋短板的

压损破坏应力;氁e 为加筋板的欧拉柱失稳应力;氁cr

蒙皮或筋条的局部屈曲应力。

在工程中,常近似地取氁cr=氁f/2,代入式(1),

而氁e=毿2E(氀/L曚)2,则式(1)简化为

氁co =氁f - 氁2
f

4毿2E
L曚
æ

è
ç

ö

ø
÷

氀

2
(2)

式中:氁f 为柱在L曚/氀=0时的压损应力,一般取加

筋的压损应力;氀= I/A为柱的回转半径,其中,A
和I分别为柱的剖面面积和对剖面形心轴的惯性

矩;L曚=L/c,其中,L 为加筋板长度,c为端部支

持系数。
采用Johnson灢Euler方程计算加筋与蒙皮有

效宽度组成柱的破坏应力,涉及柱的面积和惯性矩

的计算,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确定蒙皮的有效宽度,
一旦蒙皮的有效宽度已知,则采用式(2)能较为容

易的得到加筋板的许用应力。

2暋有效宽度概念和计算方法

有效宽度示意图如图1所示。假设加筋板受

到如图1(a)所示的轴压载荷,随着加载的继续,加
筋板截面上载荷分布变化情况如图1(b)所示。

在达到板的初始失稳应力之前,整个截面应力

分布比较一致。当应力超过板的初始失稳应力后,
加筋之间的薄板发生屈曲,不再承受大于临界屈曲

载荷的载荷,但是与加筋连接的这部分薄板,由于

与加筋相连仍有继续承载的能力,工程中把与加筋

相连的薄板的宽度称作有效宽度,如图1(c)所示。
在加筋之间的薄板屈曲后,加筋板截面应力分布变

得不再均匀,筋条根部应力较大,离筋条越远应力

基本保持为常值(如图1(b)所示)。工程上为了计

算方便,用一致的应力分布来代替不一致的应力分

布,取中间板的初始失稳应力和板边最大应力代替

不一致应力分布,如图1(d)所示。由以上分析可

知,当载荷继续增加,有效宽度会越来越窄,如图1
(b)所示。因此确定加筋薄板的有效宽度成为计

算加筋板破坏载荷的关键因素。

(a)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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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效宽度的取法

(c)理论有效宽度

(d)应力的近似处理

图1暋有效宽度示意图

Fig.1暋Sketchofeffectivewidthofskin

目前国内外对有效宽度计算有下列8方法。

2.1暋VonKarman有效宽度

在刚开始加载到筋条间板发生局部屈曲之前,
应力分布是均匀的,当筋条间板失稳后,应力开始

变得不再均匀,随着压缩载荷的增加,失稳的区域

越来越多,内力越来越向筋条附近转移,使其有效

宽度变窄(如图1(b)所示)。由板局部屈曲理论分

析可知,加筋板的初始屈曲应力即为两筋间板的局

部失稳应力,即

氁cr = kcE毿2

12(1-毻2)
tæ

è
ç

ö

ø
÷

b
2

(3)

式中:b为两筋条之间蒙皮宽度;t为蒙皮厚度;E
为蒙皮弹性模量;毻为材料泊松比;kc 为压缩临界

应力系数,与板的边界支持条件及长宽比(a/b)
有关。

VonKarman认为,加筋板结构的最终失稳应

力可用筋条附近的一块有效宽板的临界失稳应力

来表征[14],于是,当b为有效宽度be 时,氁cr应为筋

条的最终失稳应力氁st即,如式(4)所示。

氁st= kcE毿2

12(1-毻2)
t
b
æ

è
ç

ö

ø
÷

e

2
(4)

由式(3)和式(4)得出:

be

b = 氁cr

氁st
(5)

2.2暋Winter有效宽度

Winter对式(5)作了修正,给出的有效宽度表

达式[15]:

be

b =毼
氁cr

氁st
(6)

式中:毼为修正项,其表达式为

毼=1.0-0.25 氁cr

氁st
(7)

2.3暋牛春匀书中的有效宽度

牛春匀在《实用飞机结构应力分析及尺寸设

计》中推荐采用如下的有效宽度计算公式[16]:

be=tKceffE
氁

æ

è
ç

ö

ø
÷

st

1/2
(8)

式中:Kceff为蒙皮屈曲系数,与边界条件和蒙皮几

何尺寸相关,其表达式为

Kceff= kc毿2

12(1-毻2) (9)

对于b
t

较大的宽板,筋条的扭转刚度相对较

大,筋条对板起到固支作用,kc=6.98,因此Kceff=
6.32(毻=0.3);对于较厚的窄板,由于板的屈曲引

起筋条的局部扭转,筋条对板起到简支的作用,因
此,kc=4.0,Kceff=3.62(毻=0.3)。

2.4暋Bruhn书中的有效宽度

针对不同类型的加筋板,Bruhn在《Analysis
andDesignofFlightVehicleStructures》中采用如

下有效宽度计算方法[11]。
(a)Z和J形剖面铆接加筋板

有效宽度计算方法为

be=1.90t E
氁st

(10)

式中:t为蒙皮厚度;E 为弹性模量;氁st为筋条应力

(对于短板,氁st=氁cc)。

983第3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吴存利等:加筋板破坏载荷计算中的蒙皮有效宽度计算方法适应性验证



(b)L、栺形剖面铆接连接

对每个凸缘用双排铆接线与蒙皮连接在一起

的L、栺形剖面铆接加筋板如图2所示。在工程计

算中,一般仍按一排铆接线计算,即be 仍用式(10)
计算,如图3(a)所示。但在计算筋条压损应力时,
与蒙皮相连的缘条厚度取缘条厚度与蒙皮板厚度

之和的3/4,如图3(b)所示。

暋暋暋暋(a)L形剖面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b)栺形剖面

图2暋L和栺形剖面

Fig.2暋SectionsofLand栺

(a)情况1

(b)情况2

图3暋整体加筋

Fig.3暋Integrallystiffenedpanel

对于情况1,筋条的压损应力按 T 形截面计

算,T形截面的垂直部分视为两头简支,即be 仍用

式(10)计算,但蒙皮厚度取为t=(ts+tf)/2。
对于情况2,筋条压损应力按栺形来计算,有

效宽度be 仍用式(10)计算。
(c)蒙皮一端自由

蒙皮一端自由的有效宽度b1=0.62t E/氁st ,

或等于b曚,取两者中较小者。蒙皮总的有效宽度为

b1+be/2,如图4所示。

图4暋蒙皮一端自由

Fig.4暋Skinwithoneedgefree

如果蒙皮与筋条的材料不同,be 可用式(11)

计算。

be=1.90t(氁sh/氁st) Est/氁st (11)

式中:氁st为筋条应力;氁sh与筋条有同样应变时蒙皮

的应力;Est筋条的弹性模量。

2.5暋“民机指南暠中有效宽度

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孙侠生主编的《民用

飞机结构强度刚度设计与验证指南》,有效宽度计

算方法[12]为

be=br+1.9ts E/氁st 暋 (ts 曒3.15)

be=br+2.15ts E/氁st 暋(2.54曑ts <3.15)

be=br+2.4ts E/氁st 暋 (ts <2.54

ì

î

í

ï
ï

ï
ï )

(12)

式中:ts 为蒙皮的宽度;br 为铆钉间距,单位:mm。

2.6暋工程有效宽度简便计算方法

工程 中 采 用 如 下 简 便 的 计 算 方 法 (简 称

30t)[12],对于2024系列材料,蒙皮有效宽度为

be=br+30ts (13)

对于7075系列材料,蒙皮有效宽度为

be=br+25ts (14)

式中:ts 为蒙皮的厚度;br 为铆钉间距。

2.7暋《飞机设计手册》中有效宽度

航空工业在1998年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专家编

写了《飞机设计手册》。在手册中蒙皮有效宽度选

取方法[10]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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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桁和蒙皮材料相同的情况下,相邻蒙皮

的有效宽度为

be=0.95t E
氁st

(15)

如果蒙皮和筋条材料不同,则有

be=0.95t(氁s/氁st) Est

氁st
(16)

式中:氁s 为筋条有同样应变时蒙皮的应力;Est为筋

条的弹性模量。

2.8暋国外民机设计公司蒙皮有效宽度

空客公司在对中长加筋板强度设计时,也采用

Johnson灢Euler方程计算。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空
客手册中有效宽度计算方法,是建立在对Johnson灢
Euler方程修正的基础上,因此不具有通用性。

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在中长加筋板极限强度计

算中,蒙皮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与牛春匀介绍的一

致,因此这里不再介绍。

3暋有效宽度计算方法评述

上面介绍了蒙皮有效宽度各种计算方法。下

面将对这些计算方法进行简述。

VonKarman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是从板的

临界屈曲应力公式推导而来的,是最基础的,后面

其他计算方法都是从该方法演变而来的。

Winter在 VonKarman有效宽度计算方法的

基础上增加修正项,由于修正系数小于1,用 Win灢
ter方法计算得到有效宽度小于 VonKarman的。

牛春匀采用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与 VonKar灢
man的一致。如果将平板临界屈曲应力计算公式

氁cr=KceffE(t/b)2 代入 VonKarman计算公式,即
得到牛春匀的计算方法。

Bruhn介绍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是牛春匀方

法Kceff=3.62一种特殊情况,即认为筋条对蒙皮

的支持为简支,是牛春匀方法一种特例。
“民机指南暠中有效宽度在 VonKarman公式

的基础上按蒙皮的厚度进行了分类:当蒙皮厚大于

3.15 mm,屈 曲 系 数 取 简 支;当 蒙 皮 厚 小 于

2.54mm,屈曲系数取固支;当蒙皮厚在2.54mm
到3.15mm,取简支和固支的平均值。

《飞机设计手册》第9分册给出的有效宽度计

算方法与Bruhn给出的公式一致。
庞巴迪公司在《应力和疲劳手册》中的蒙皮有

效宽度计算方法与牛春匀介绍的一致。
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国外民机设计手册,

还是教材或科技书籍,所采用的有效宽度根源都来

自 VonKarman,不同之处是他们在 VonKarman
有效宽度的基础上增加了修正项,或是 VonKar灢
man的方法一种特例。

4暋有效宽度计算方法适应性验证

鉴于上述的分析结果,本文利用机身加筋板试

验数据,对有效宽度的 VonKarman、Winter、Bru灢
hn、“民机指南暠、工程简便计算方法适应性进行验

证,说明其计算效果。

4.1暋试验件

机身壁板的轴压试验件共有12种构型,蒙皮

曲率半径为1560.9mm。采用的材料为2524灢T3
和2524灢T4,框和筋条所用的材料为7075灢T62和

7075灢T6。
轴压壁板结构总长有542mm 和610mm 两

种,总宽有580mm 和540mm 两种,试验段分别

为492mm 和560mm,夹持高度均取25mm,长
桁间距为190mm 和180mm,蒙皮壁板为整体化

洗,最厚处为1.6mm,最薄处为1.0mm。筋条为

Z型剖面,按厚度以及形状分为5种类型。试验件

详细构型和边界条件详见参考文献[17]。轴压试

验件示意图如图5所示。

图5暋机身壁板轴压试验件尺寸

Fig.5暋Dimensionsofstiffenedpanel

193第3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吴存利等:加筋板破坏载荷计算中的蒙皮有效宽度计算方法适应性验证



4.2加筋板破坏载荷分析

采用Johnson灢Euler方程计算加筋板破坏载

荷,需要先计算加筋条的压损应力,然后通过迭代

获得加筋板的有效宽度,最后计算加筋板破坏

载荷。

4.2.1暋筋条压损应力

筋条的压损应力计算采用板元法[10灢13],依次

计算各个板元的压损应力,然后计算筋条的压损应

力。试验件5类筋条的压损应力计算值如表 1
所示。

表1暋筋条的压损应力

Table1暋CripplingstressofZsection

筋条 面积/mm2 弹性模量/MPa屈服强度/MPa压损应力/MPa

1 59.30 72400 468 355.9

2 72.67 72400 468 380.1

3 89.60 72400 468 394.3

4 146.50 72400 468 429.5

5 140.90 72400 468 421.0

4.2.2暋蒙皮有效宽度

对12种试验件构型,采用5种方法(VonKar灢
man,Winter,Bruhn,“民机指南暠,工程30t蒙皮厚

度)计算了蒙皮的有效宽度,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暋蒙皮有效宽度

Fig.6暋Efficientwidthofskin

从图6可以看出:采用 Winter方法得到的有

效宽度值最小,其次是 VonKarman方法,而采用

民机指南得到的有效宽度最大;除了民机指南方法

外,无论是 VonKarman还是 Winter或Bruhn方

法,计算得到的有效宽度差异性不大,其值大小基

本等同于30t的蒙皮厚度。

4.2.3暋壁板破坏载荷

在得到蒙皮的有效宽度后,利用Johnson灢Eul灢
er方程计算加筋板的破坏载荷。在计算中,端部

支持系数取1.6(由试验确定)。

加筋壁板的破坏载荷如图7所示。

(a)蒙皮厚度t=1.0mm

(b)蒙皮厚度t=1.3mm

图7暋破坏载荷与筋条面积关系

Fig.7暋Relationshipbetweenfailureloadand

sectionareaofstringer

从图7可以看出:除了民机指南外,采用其他

方法计算蒙皮有效宽度,然后利用Johnson灢Euler
方程得到的破坏载荷基本相同。如果采用民机指

南,计算得到破坏载荷比其他方法大约大10%。

也可以看出,在蒙皮厚度一定的情况下,加筋板的

破坏载荷随筋条面积的增加而增大。

计算值相对于试验值的误差曲线如图8所示,

试验值取自文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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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蒙皮厚度t=1.0mm

(a)蒙皮厚度t=1.3mm

图8暋加筋板破坏载荷计算误差

Fig.8暋Computationalerrorsoffailure

loadforstiffenedpanel

从图8可以看出:无论采用何种有效宽度计算

方法,除了少数几个值外,其他值都在暲10%之内,

这说明采用Johnson灢Euler方程计算得到的破坏

载荷误差大约在10%之间;对于Z字型加筋板,在

蒙皮厚度一定的情况下,计算误差随筋条的面积增

大由正变为负,这说明筋条面积越大,计算值越

保守。

5暋结暋论

(1)对于薄蒙皮铆接Z型机身加筋板,基于目

前的有效宽度计算方法,采用Johnson灢Euler方程

计算得到的破坏载荷与试验值基本吻合,误差大约

在10%之内。
(2)与试验值对比表明,采用Johnson灢Euler

方程计算破坏载荷,为了方便,蒙皮有效宽度也可

取30ts(材料2024类)。
(3)几种有效宽度计算方法中,“民机指南暠给

出的有效宽度最大,计算得到的破坏载荷也最大。

这是因为对于薄蒙皮,民机指南中蒙皮有效宽度推

导是基于筋条对蒙皮支持为固支,从而导致有效宽

度计算公式中的系数从1.9上升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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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结构寿命分散系数取值影响寿命评定的

可靠性和经济性,一般以耐久性试验加载循环次数

为基准值,除以具有相当可靠度的分散系数给出设

计使用寿命。目前,国内疲劳寿命分散系数基本上

是基于疲劳可靠性理论,主要体现在对结构分散性

和载荷分散性的研究[1灢6]。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疲劳

分析结果和疲劳试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譬如空客

公司疲劳分析报告的疲劳分散系数大部分采用8,
波音公司基本倾向采用4,全尺寸疲劳试验两者差

不多,采用2~3;国内疲劳分析的分散系数大多采



用4,试验也基本采用4。显然,直接借用国外分散

系数理论依据不充分,对基准谱和严重谱认识上存

在较大分歧。另外,为了缩短试验时间,国内近年

来对载荷谱加重有了一定探索,蒋祖国[7]、张佳佳

等[8灢9]研究了严重谱编制的方法,但其研究大部分

基于已有数据的分析处理,难以解决实测数据过程

控制以及分散性取值应用阶段的相互影响。国外

有关严重谱如何编制的标准和文献极其少见[10]。
本文从正态概率分布理论出发,研究考虑影响

分散性因素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分散系数的组合

公式,并利用飞行实测数据进行基准谱和严重谱的

折算思路研究,进行折算系数取值的比较分析。

1暋分散系数的组成

通常分散系数涉及结构分散性、载荷分散性、
计算和试验差异性。GJB67.6A-2008把耐久性

分析和验证的分散性差异定义为:严重谱下疲劳分

析分散系数取2~4,试验取2;或基准谱下疲劳分

析取不小于4的分散系数,试验周期不小于3倍的

设计使用寿命[11]。为考虑基准谱和严重谱的差

异,借鉴文献[12],飞机机群疲劳分散系数定义如

式(1)所示。

L=Ls·Ll·Lc·Ld (1)
式中:L为采用基准谱给出的中值寿命分散系数;

Ls 为结构分散系数;Ll 为载荷分散系数;Lc 为计

算分析折算系数;Ld 为基准谱对严重谱的损伤折

算系数。

1.1暋载荷分散系数和结构分散系数的计算

公式及关联

影响疲劳分散性的因素会造成分析和试验差

异性,主要涉及工作条件(载荷、服役温度、自然环

境)和结构特征(零件状态和材料特性),这些因素

与分析过程中结构简化误差、分析方法及分析参数

的不准确性等一起构成疲劳分析的分散性[13],与
试验加载的协调性、载荷简化的不确定性等一起构

成疲劳试验的分散性。正是由于分析和试验分散

性不同,张福泽[14]对疲劳分散系数的分类及其取

值进行了研究,将分散系数和试验分散系数分别对

待。通常,以中值疲劳寿命为基准,且具有一定置

信度毭和一定存活率p 下的疲劳寿命分散系数Lf

如式(2)所示[15]:

Lf =10
u毭
n-u( )p 氁 (2)

式中:u毭 为与置信度毭 有关的标准状态偏量系数;

up 为与可靠度p 有关的标准正态偏量系数;n为

疲劳试验件数;氁为对数疲劳寿命标准差。
将符合正态分布的军用飞机疲劳寿命分散系

数拆分为结构分散系数Ls 和载荷分散系数Ll
[16],

其中结构分散系数考虑加工制造、材料及几何尺寸

等不确定性因素,载荷分散性系数考虑载荷谱来

源、编谱子样大小、飞行大纲与实际使用差异、机群

内个体使用差异等不确定因素。当疲劳寿命分散

系数与结构分散系数可靠度均取P0,载荷分散系

数可靠度取Pl,置信水平均取毭、试件数为n时,疲
劳寿命分散系数与结构分散系数、载荷分散系数存

在式(3)、式(4)的关系:

氁s

氁l
=

u毭

n
-up

æ

è
ç

ö

ø
÷0

2

-
u毭

n
-up

æ

è
ç

ö

ø
÷l

2

2
u毭

n
-up

æ

è
ç

ö

ø
÷0

u毭

n
-up

æ

è
ç

ö

ø
÷l

(3)

满足式(3)时,有:

Lf =10
u毭
n-u( )p 氁2

S氁
2
l =LsLl (4)

式中:氁S 为同一载荷谱下的对数疲劳寿命标准差;

氁l 为不同载荷谱下的对数疲劳寿命标准差;Ls 为

载荷分散系数,可接受的可靠度和置信水平通常取

90%;Ll 为结构分散系数,通常可接受的可靠度取

99.87% ,置信水平取90%。
进一步研究发现,疲劳寿命分散系数Lf 取

99.87%的可靠度和90%的置信水平时,根据式

(3),n=1,氁S

氁l
曋0.53。显然,采用式(1)计算疲劳

寿命分散系数,氁l 只能取典型值中的0.15,氁S 相应

取典型值中的0.08,此时对应的疲劳寿命分散系

数方差氁0 为0.17,和我国结构件裂纹形成寿命标

准差基本相吻合。在同一载荷谱下,当n=2,氁S

氁l
曋

0.61,保持氁l 不变,氁S 可近似取0.09,疲劳寿命分

散系数方差氁0 为0.18。可以看出:栙氁0 与试验件

数n和标准差氁S、氁l 有关;栚随着试验件增加,标
准差氁S 和氁0 均有所增加,按式(2)求出的疲劳寿

命分散系数并未增大;栛氁S、氁l 的相关性限制了其

取值范围以及Ll 的使用,在编制载荷谱数据来源

确定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描述基准谱和严重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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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的折算系数。

1.2暋不同谱之间的折算系数

以严重谱与基准谱的差异来说明损伤折算系

数。美国JSSG-2006指出,耐久性分析严重谱分

散系数一般情况下可取2.67,基准谱下一般情况

下可取4.0[10]。英国国防部标准 DEF00灢970用

1.5的经验系数来考虑载荷谱严重程度[17]。据国

内飞机统计来看,谱间系数差异最大超过2.0,究
其原因可能与机队使用任务不均衡和飞机子样容

量小有关,因此直接借鉴1.5的经验系数缺乏理论

依据。要保证严重谱和基准谱下的耐久性试验同

样达到“机队90%的飞机预期满足设计使用寿命暠
要求,必须结合国内实测谱的小子样特征重新取

值。严重谱损伤大,寿命降低,但疲劳分散系数不

变[18],因此结合载荷分散系数的定义,本文引入损

伤折算系数来描述载荷谱之间的差异,损伤折算系

数和载荷分散系数不同,前者关注在载荷谱来源相

同的情况下用不同方法编制的谱之间的差异,即损

伤度,后者关注载荷谱的不同来源及获取方式不同

引入的概率统计概念,即分散性。
目前国内在试验加速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通

常采用载荷放大系数降低试验循环次数,并在复合

材料试验中多有应用。波音 B灢777尾翼复材结构

用1.25倍试验载荷放大系数使寿命分散系数缩小

到2[19],而空客 A灢340全机疲劳试验载荷放大系

数取1.1,对应寿命分散系数2.5[20]。虽然载荷放

大可以缩短试验时间[21],但是通过载荷放大得到

的载荷谱并不符合JSSG-2006和 GJB67.6A-
2008严重谱的选取或编制办法。参考寿命类比计

算公式[22],基准谱和严重谱的损伤折算系数Ld 如

式(5)所示。

Ld =毸曚

毸
(5)

式中:毸曚为使用载荷谱的平均谱循环数;毸为使用载

荷谱的严重谱循环数。

1.3暋计算和试验结果差异引入分析折算系数

由于耐久性寿命分析中结构模型简化、载荷简

化以及寿命估算方法精度等相对于通过试验引入

更多的分散性因素,而全尺寸试验由于没有模型简

化的影响以及外场数据对试验的不断修正等使试

验评定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因此,计算需要考虑

更大的分散系数来获取更佳的计算结果。疲劳寿

命计算和试验差异性能够量化的参数不多,目前可

以通过结构件和航空材料的标准差的不同进行初

步估算。比如结构标准差取0.1772,铝材料标准

差取0.2242、GC灢4标准差取0.3786[23]时,根据

式(2)计算,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计算分

散系数约为试验分散系数的1.3倍和2.8倍。试

验数据表明,铝合金对数寿命标准差最小,钛合金

较大,高强钢最大,因此,分析计算和全尺寸试验分

散性折算系数在无明确的数据支持时可折中取2;
在有试验数据支持时可取1.5;利用试验结果用类

比的方法计算寿命时可取1。

2暋基准谱和严重谱损伤比较

2.1暋损伤比较公式的建立

虽然不同谱之间存在差异,且可以通过折算来

转换。但是,目前在编谱时存在需要解决以下两个

问题:一是谱本身和使用相关,通过实测哪些科目

可以获取基准谱或严重谱;二是如何通过小子样实

测数据获取基准谱或严重谱。到目前为止,国内用

于编制飞-续-飞谱的实测载荷谱基本属于小子

样实测载荷谱,且如果实测结束后发现数据的代表

性不强,基本没有补测的机会。可用以下方法避免

这种风险,寿命的疲劳损伤计算如式(6)所示 [24]:

毸= QNp

暺
k

i=1
ni

Sai

Sa

æ

è
ç

ö

ø
÷

p

m
(6)

式中:毸为计算循环数(寿命);ni 为载荷频数;Sai为

载荷谱任意应力幅;k为载荷级数;Q 为 Miner公

式中的常数,理论上等于1;Sap为任意一个常值应

力幅;Np 为Sap 所对应的破环循环数,是任意常

数;m 为常数,由试验确定,在没有试验条件下,耐
久性寿命一般取5~10,实际上 Np 为在S灢N 曲线

的直线段任取一个Sap的对应值。
目前使用广泛的任务段编谱法是以任务段平

均应力为基准,载荷谱以重心过载谱为主,因此基

于平均应力不变的式(6)不能直接使用。任务段编

谱法通常幅值、均值用Sg-1殼gK 和S1g表示,其中,

Sg-1表示某一任务段每1g增量的应力值;殼g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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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增量;K 为相应任务段动力响应系数。对 Good灢
man等寿命经验公式进行变换,可以得到公式

(7)。

Sa2

Sai
=氁b-Sm2

氁b-氁m1
(7)

式中:氁b 为材料强度极限,如 LY12灢CZ的氁b=410

MPa;Sa1,Sm1分别为应力谱的幅值和均值;Sa2为

折算到Sm2的等效幅值载荷。

利用式(7)将载荷谱中平均应力转换为同一

值,然后用折算后的应力幅值Sa2代替Sai。

取Sm2=0,此时应力比R=-1,即满足Sm 等

于常数的S灢N 曲线的特征,又有R 等于常数S灢N
曲线的特征。借助式(7)转换,式(6)可表示为

毸= QNp

暺
k

i=1
ni

Sg-1殼giKi氁b

Sap(氁b-S1gi

é

ë
êê

ù

û
úú)
m

(8)

同理,式(5)可表示为

毸曚

毸 =
暺
k

i=1
ni

Sg-1殼giKi

(氁b-S1gi

é

ë
êê

ö

ø
÷

)
m

暺
k

i=1
n曚i Sg-1殼giKi

(氁b-S1gi

é

ë
êê

ù

û
úú)
m

(9)

2.2暋严重谱编制方法及结果对比

2.2.1暋严重谱编制方法

国内实测数据积累很少,新机研制大多数通过

80~200个有效实测起落数获取使用载荷谱,这与

美国和俄罗斯等国以“大子样暠为基础的使用载荷

谱存在明显差距。在小子样飞行实测中,每种任务

剖面或代表科目的起落数通常为3~15个,因此编

制严重谱可以分成四个步骤:第一步,通过提高实

测数据严重载荷比例获取损伤较大科目的起落数,
直接利用实测或者飞参数据获取的重心过载谱数

据来计算损伤,损伤计算可以按2.1节提出的计算

公式实现。第二步,通过用每个有效实测起落形成

载荷谱对关键部位进行寿命计算,计算结果不要求

完全准确,只要能够说明寿命相对大小即可,可以

适当缩减任务段以提高计算速度;在编制载荷谱

时,也可以不进行高载外推和高低载截取。第三

步,进行基于起落数的可靠性截除,去除寿命一定

可靠性数据,保留损伤度大的剩余可靠性起落。例

如:假设仅90%的飞机满足寿命目标,取可靠度

p=10%,标准正态偏量up=1.282,计算得到10%

可靠度的对数寿命估计量 ,此时,母体中约有

10%的寿命大于x̂,约有90%的寿命小于x̂,因此

舍掉对数寿命大于 x̂ 的起落作为严重谱编制数

据[5]。第四步,按照传统的飞-续-飞编谱方法完

成试验载荷谱的编制。由于编制的试验谱是用于

飞机定寿,因此需要考虑高载截取和低载截除,包
括为获取寿命期内遇到的高载的局部外推和为获

取为实测的更严重剖面的高载的整体外推。用这

种方法编制严重谱能够有效缩减损伤较小的起落

以及小载荷的作用次数,有利于保持实测数据有效

性,提高损伤比;缩减后的起落外推曲线也更具工

程实际意义。

2.2.2暋结果对比分析

以某型飞机中空飞行剖面实测过载谱为例,选
取地面滑跑、离(进)场、爬升、平飞(阵风+机动)、
下降、着陆等主要任务段,部位取疲劳关键部位机

翼后梁下缘条疲劳载荷计算情况应力,其他参数:
材料 LY12灢CZ,氁b =410 MPa,Sap =137 MPa,

Np=5暳108,m=5,用式(6)进行计算,中空飞行剖

面56个实测起落和平均谱对数寿命如表1所示。
按严重谱编制方法计算得到对数寿命估计量

x̂=9.445+1.282暳0.59曋10.2,因此舍掉53~56
号起落数据。

从表1可以看出:用所有实测起落编制的基准

谱寿命平均值为9.445,基准谱寿命为8.918;用满

足90%寿命的实测起落来编制严重谱,寿命平均

值为9.344,严重谱寿命为8.887;通过式(9)计算

得到的基准谱和严重谱寿命折算系数为1.1。从

结果对比来看,采用小子样实测编谱,基准谱寿命

和平均寿命有一定差别。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损伤计算时基准谱过载次数是通过所有实测

起落过载次数求算术平均值获取的,而对数寿命平

均值是不同实测起落寿命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因
此,可以认为基准谱能够用来表示中值寿命。

利用式(8)和式(9)进行寿命和损伤折算,工程

应用优势明显,主要表现在:栙公式中S1g和Sg-1

表示任务段1g应力和过载增量斜率平均值,主要

任务剖面和任务段在飞机研制阶段已基本确定,作
为计算输入容易获得;栚载荷次数是实测各级载荷

实有频数,在每一实测起落结束后基本无需处理即

可获取;栛Np 和Sap在材料手册容易查到;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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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8)和式(9)不但便于载荷谱实测过程数据处

理和实测科目及时调整,而且可用于试验载荷谱编

制过程以及基准谱和严重谱折算系数计算。

表1暋实测起落和平均谱对数寿命

Table1暋Realmeasurementflightcyclesand

baselinespectrumlogarithmiclife

序暋号 寿暋命 序暋号 寿暋命

1 7.740 29 9.524

2 8.013 30 9.541

3 8.071 31 9.559

4 8.144 32 9.559

5 8.625 33 9.606

6 8.715 34 9.616

7 8.720 35 9.659

8 8.821 36 9.716

9 8.832 37 9.717

10 8.918 38 9.759

11 8.940 39 9.818

12 9.166 40 9.830

13 9.182 41 9.865

14 9.204 42 9.871

15 9.224 43 9.871

16 9.230 44 9.917

17 9.279 45 9.919

18 9.284 46 9.923

19 9.318 47 9.931

20 9.327 48 9.931

21 9.327 49 9.970

22 9.341 50 10.037

23 9.347 51 10.041

24 9.378 52 10.087

25 9.454 53 10.239

26 9.473 54 10.386

27 9.501 55 10.413

28 9.503 56 10.551

3暋结暋论

(1)无论严重谱还是基准谱从确定飞机机群

寿命安全性考虑,不同分散系数可使设计使用寿命

分析与试验结果统一。
(2)在实测过程中,简单估算能够及时调整实

测科目和增加更具代表性的起落,为编制更合理的

载荷谱提供更加全面的实测数据。
(3)实现了严重谱与基准谱两种不同谱型之

间损伤折算系数的取值。采用本文方法编制某飞

机中空飞行剖面实测过载谱,可以实现耐久性严重

谱的编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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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审查体系。在构建实验室气候试验质量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室气候试验项目的技术要求和特点,
通过对《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相关条款内容及制造符合性检查要求的分析研究,提出一种飞机实验室气

候实验的质量管控模型。经过我国第一项重点民用飞机型号实验室气候试验10个低温科目、3个湿热科目对

试验机3大系统8类结构或分系统进行气候条件下的功能、性能考核,试验项目全寿命周期未出现质量问题,
证明该模型的有效性、充分性和符合性,为局方后续介入型号验证试验审查提供实践支撑,对我国气候实验室

科研技术发展提供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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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climatictestcanformaqualityreviewsystemthatmeetstherequirementoftheadministratorandthe
needsoftheusers.Basedontheconstructionofthelaboratoryclimatictestqualitymanagementsystem,and
combiningwiththetechnicalrequirementandcharacteristicsofthelaboratoryclimatictestproject,a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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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近年来,民用飞机全球化日趋发展,飞机在运

营阶段遭遇低温、湿热、暴风雪、结冰等极端气候的

机会也逐年增大[1灢2]。极端气候可引起机体材料和

液体物理、化学性质变化,通常会降低飞机性能,甚
至使飞机结构、系统以及设备功能丧失,因此引起

各大飞机制造商对于民用飞机气候适应性的广泛

关注[3灢4]。
由于外场极端气候条件具有特有的时间窗口

且持续时间较短,难以控制和捕捉试验节点,对飞

机气候适应性的研制工作的进度和成本带来双重

压力。气候环境实验室可模拟高温、低温、湿热、淋
雨、降雪、吹风、结冰和太阳辐射等典型气候环境,
具有试验气候条件设计自由度高(多种气候条件耦

合,时间、空间精细化控制)、试验安全性高、周期

短、成本低、结果准确的优点,解决了外场试验的诸

多风险及不利影响,为我国深度开展飞机极端气候

试验提供了新的途径。
国外的麦金利作为世界首家具备飞机实验室

气候试验能力的实验室,基于FAA(美国联邦航空

管理局)的相关标准要求及美国军方有关飞机环境

适应性的要求,形成了实验室气候试验质量管理体

系,构建了完善的试验管理体系[5灢9],但是其体系只

针对一种或两种气候试验。国内对于飞机实验室

气候试验展开了包括试验管理方面多个维度的预

先研究,李冬梅[10]对气候试验科目进行综合分析,
归纳出试验过程控制、试验测试、数据管理、试验监

控等多方面综合控制管理功能;张昭[11]对国内外

军标的通用要求[12灢13]进行研究,给出了飞机实验

室气候环境试验的具体规划和试验科目顺序;吴相

甫[14]给出了飞机实验室气候试验统一管理试验项

目、试验资源、试验数据和数据库的解决方案。然

而国内并未系统地从质量控制层面进行全寿命周

期试验过程管控研究,且缺乏工程试验的支撑,有
关飞机实验室气候环境试验的质量控制研究亟待

开展。
随着各大飞机制造商对飞机气候实验室气候

实验需求与日俱增,民航当局对于实验室气候试验

的适航审查工作被提上日程。为了满足局方适航

审查的要求,本文在构建实验室气候试验质量管理

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实验室气候试验项目的技术要

求和特点,通过对《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AP灢

21灢AA灢2011灢03灢R4》(以下简称“程序暠)[15]相关条

款内容及制造符合性检查要求的分析研究,提出一

种飞机实验室气候实验的质量管控模型,将其应用

于我国第一项重点民用飞机型号实验室气候试验

的质量管控。

1暋气候试验质量管控模型构建

按照试验委托方关于试验各科目任务书及试

验技术要求,经过实验室气候试验策划、试验设计

和技术开发输出,形成项目试验大纲及各科目实施

单,试验包含2个专业项目(低温、湿热),4种试验

条件,13个试验科目,其中试验内容及条件如表1
所示。

表1暋实验室气候试验内容

Table1暋Contentoflaboratoryclimatictest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内容 试验条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低温

湿热

空调系统加温考核(工况1)

空调系统加温考核(工况2)

空调系统加温考核(工况3)

液压力系统低温考核

电源系统 RAT低温考核

机身蒙皮区域低温考核

环境舱门低温考核

燃油系统低温考核

短舱极低温考核

高升力系统高温考核

环控高温冷却考核(工况1)

环控高温冷却考核(工况2)

液压系统高温考核

升温

保持低温

降温

保持高温

1.1暋评审审查

依据“程序暠3.4.2评审组的主要职责第三条

中“审查批准验证试验大纲,现场目击重要验证试

验暠及7.5.3关键和重要特性第一条中“标识并检

验所有的关键和重要特性暠的要求,在试验设计和

试验准备阶段,确定对试验大纲,APU(辅助运力

装置)关键技术应用,试验准备状态进行理论、技
术、工艺、工程、质量、安全及标准化等综合性审查。
通过评审资料审查,确定评审专业、内容、议题、审
查判据及评审组组成,发出评审申请及会议议程;
以正式会议的形式分别对上述三项议题进行评议,
经研究和质询提出问题、意见,综合研判是否满足

进入下一阶段的要求,形成审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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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暋风险审查

参考“程序暠4.5.1.1工程验证试验第一条第k
款中“异常情况的处理暠及4.5.1.10飞行试验风险

管理中 “通过安全性审查过程确定潜在的危害性

情况,并提出规避风险的建议暠的要求[15],在正式

试验前对风险辨识的充分性、风险分析的完备性、
风险评价的科学性及风险控制措施的可行性进行

确认和验证,提出风险审查意见,修订、完善风险控

制方案。制定审查要点包括:试验节点划分,风险

评估方法,风险等级确定,风险接受准则,风险评价

流程,高风险事件的处置措施。

1.3暋工艺审查

依据“程序暠7.10.2工艺规程内容的审查中

“工程审查代表和制造符合性检查代表应审查工艺

规范的基本内容暠的要求,结合实验室气候试验的

专业特点,从13个维度对气候试验工艺文件进行

审查,制定的审查要点及基本要求如表2所示。

表2暋工艺审查要点及基本要求

Table2暋Keypointsandbasicrequirementsofreview

审查要点 基本要求

人员要求 a.责任明确、合理;b.界面清晰、连贯

工艺要求 a.原理科学;b.过程有效

设备要求
a.设备操作,检验,维护要求明确、
暋具体、可执行

原料要求
a.物理,化学性质全面、详尽;
b.状态明确、用量精准

引用标准要求 a.现行适用;b.融入工艺流程

环境要求 a.辨识全面;b.要求明晰

监视测量要求 a.方法科学;b.措施有效

过程输入要求 a.充分全面;b.控制准确

操作流程要求 a.科学合理;b.系统流程

过程输出要求 a.系统逻辑;b.判据明确

成文信息要求 a.内容完善;b.要求明确

风险控制要求 a.评价准确;b.落实到位

文件界面要求 a.协调事宜;b.表达准确

1.4暋调试审查

参照“程序暠4.5.1.1工程验证试验第四条中

“工程审查代表审查制造符合性检查代表的检查结

果,以判断试验产品、试验装置状态是否满足开展

验证试验的要求暠及第六条中“经批准的试验大纲

中所规定的试验步骤、试验仪器在试验中采集的数

据对于试验是否有效暠的要求,对实验室气候试验

进行调试审查,制定调试审查的要点包括:栙在正

式试验前对试验各系统运行状态进行确认;栚对试

验载荷谱施加、控制、测量能力进行验证;栛对试验

指挥流程合理性、工艺规范可行性进行检验。

1.5暋技术状态审查

参照“程序暠7.1.5航空器原型机的地面检查中

“地面检查的目的之一是实物验证提交审查组进行

试飞的原型机满足最低的质量要求,符合型号资料暠
的要求,结合此实验室气候试验所规定的待考核系

统,确定技术状态审查的科目为燃油、液压、发动机

短舱、襟缝翼、舱门、机身蒙皮、电源、空调8大系统,
制定审查要点包括:栙检验试验考核的飞机各系统

技术状态满足试验任务书和技术状态文件要求;栚
确认在基线环境条件下,飞机各系统性能参数符合

正常状态,能够作为后续环境载荷施加后的基准。

1.6暋制造符合性审查

依据“程序暠7.2.1检查范围的确定原则中“必
须首先确定检查范围,这取决于申请人的质量方

针、质量控制程序、生产经验、检验人员以及生产设

施、设备的能力和对供应商的控制和管理暠及7.5
制造符合性检查时应考虑的重点中“无论申请人的

经验如何,制造符合性检查代表都要负责确认申请

人已进行了完全的制造符合性检查,也要负责确认

检查结果得到了正确的记录暠的要求,结合“飞机实

验室气候试验总大纲暠的规定,对循环风、制冷等6
大基础环境模拟系统、蒸汽等动力系统及隔离门、
库板等建安设施进行制造符合性检查;以工艺规

范、安装图纸为审查基础对现场安装的最终状态进

行检查,考核主要参数为立体坐标系下的安装位

置,装置组件之间的配合情况,安装强度的符合性、
接地电阻及传感器性能的符合性;依据“实验室气

候试验控制大纲暠对各工艺控制节点进行现场检

查,考核主要参数涉及控制阈度、压力、流量计温

度;对组织内人员进行审查,其中内培资质审查包

括:试验指挥、试验设计、试验控制系统操作、试验

测量系统操作、试验安装操作、各类机械设备运行

操作、试验装置安装等,外培资质主要涉及试验相

关的特种设备;对外部人员按照相关方管理规定进

行资质审查,本项试验涉及航空机械和航空电子两

个专业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审查其资质证书并

对其机上操作记录及签字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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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暋质量管控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对工程、制造符合性的适航要求的分

析,结合本次试验项目的范围、特点、考核要求,将
适航要求通过质量管控流程,应用于评审、风险、工
艺、调试、技术状态、制造符合性6个方面融入审查

工作,确定审查要点及基本要求,构建基于适航审

查的实验室气候试验质量管控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暋基于适航审查的实验室气候实验质量管控模型

Fig.1暋Anaircraftlaboratoryclimatictestquality
controlmodelbasedonairworthinessreview

2暋气候试验质量管控模型运行实践

根据本文试验内容组织成立由各专业副总师、
适航员、技术员、工艺员、检验员、技术工组成的审查

组,下设试验评审、试验风险、试验工艺、试验调试、
技术状态、制造符合性专业组,采用基于适航审查的

实验室气候试验质量管理模型,对我国第一项重点

民用飞机型号实验室气候试验进行质量管控实践。

2.1暋实验室气候试验评审审查

本项试验设计阶段的评审审查包括:试验大

纲、APU专项。试验准备阶段的评审审查为试验

准备状态评审,具体评审审查情况如表3所示。

2.2暋实验室气候试验风险审查

本项试验的风险审查涉及试验设计、试验技术

状态管理、试验系统(设备)运行、试验装置安装、试
验调试和试验实施等6个过程。所选用的风险辨

识、评估方法为危险性与可操作性分析法、故障树分

析法及风险矩阵法的优化组合,经分析确定飞机燃

油、液压油、滑油渗漏严重等37项风险事件,其高风

险事件(R>15)9项,对高风险事件进行控制措施详

细审查,确认事故原因辨识与分析全面、合理、到位,
检查控制措施的充分性、有效性和可行性。

2.3暋实验室气候试验工艺审查

本项试验按照确定的工艺文件审查要点及基

本要求进行,各工艺规范均经5级审查,形成审查

意见通知书,给出详细修订要求,对39份工艺规范

提出179项审查意见。

表3暋实验室气候试验评审审查

Table3暋Meetingreviewoflaboratoryclimatictest

审查文件 审查意见

试验大纲评审

-实验室气候低温试验大纲

-实验室气候试验控制大纲

-实验室气候试验采集大纲

1.试验大纲内容全面、目的明确,飞机技术要求清晰,环境条件施加、控制、测量方法合理可行、试验判
据合理,能满足试验任务书的要求;
2.试验大纲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无损检测方案、应急响应装置完备,可以保证飞机、人员和设备安全;
3.试验大纲等技术文件及图纸完整,审签手续完备。

APU专项评审

-APU开车技术方案

-APU开车安全方案

1.APU开车技术方案提出的技术路线清晰、方法可行;
2.APU尾气排放装置设计合理,制造、装配合格,经调试可实现高温尾气完全引流至外界,对实验室内
环境条件无影响;
3.APU开车安全方案风险辨识充分,控制措施完备,但缺少专项消防预案及其演练。

试验准备状态评审

-试验准备工作总结

-试验调试报告

1.飞机技术状态符合试验任务书及大纲要求;
2.试验所用技术文件、图纸、工艺规程均经审签完备;
3.所用测控设备、计量器具均经校准鉴定合格,在有效期内;
4.参试人员均经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5.基础环境模拟系统、动力系统、建安设施、数据采集系统经调试运行正常,控制功能可靠,测试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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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暋实验室气候试验调试审查

本项试验针对实验室基础环境模拟系统、数据

采集系统、APU尾气排放系统,制定了专项调试方

案及对应的指挥流程,其中基础环境模拟系统调试

涉及-30、-40、-50、40曟高湿及基线环境条件5

个调试科目;数据采集系统涉及128个温度测量分

系统、36个湿度测量分系统、42个气压测试分系统

单系统及联合调试;APU 技术尾气排放系统调试

包括:实验室非密封状态、密封状态低温及密封状

态高温湿热3个调试科目,调试审查情况如表4
所示。

表4暋实验室气候试验调试审查

Table4暋Commissioningreviewoflaboratoryclimatictest

系暋统 审查意见

基础环境模拟系统
1.低温调试的目标温度均达到环境谱要求,升降温速率<3曟/h,温度允差<2曟;
2.湿热调试的目标温度和湿度均达到环境谱要求,绝对含湿量波动<2g/kg;
3.各分系统运行正常,总控系统控制指令反馈精准。

数据采集系统
1.数据采集系统主控机、交换机、UPS、上下位机等运行正常;
2.测控软件功能交互良好,运行稳定;
3.各传感器通道配置准确、运行正常、反馈灵敏、测量准确。

APU尾气排放系统
1.APU尾气排放系统排气参数均满足试验要求,入口温度<500曟,出口温度<60曟;
2.APU排气口附近环境压力<100Pa;
3.实验室补齐及压力调节均满足 APU开车试验科目的要求,室内的微正压<70Pa

2.5暋实验室气候试验技术状态审查

本项试验针对飞机的燃油、液压、发动机短舱、
襟缝翼、舱门、机身蒙皮、电源、空调8大系统/结构

的功能、性能进行技术状态审查,依照试验任务书

中的考核科目,根据技术状态审查要点逐项进行确

认,审查情况如表5所示。

表5暋实验室气候技术状态审查

Table5暋Technologystatusreviewoflaboratoryclimatictest

系暋统 审查意见

燃油系统
1.放沉淀阀动作灵敏,功能实现良好;
2.排漏阀动作灵敏,燃油箱周围未发现泄露或渗漏严重的情况。

液压系统
1.液压系统CAS告警信息的功能实现正常;操作电动泵的开启和关闭性能正常;
2.操作电动泵的开启和关闭性能正常。

发动机短舱
1.风扇罩和反推罩的打开和关闭在正常范围,未出现急速动作或卡滞,阻尼性能好;
2.把锁的开锁力均在正常范围内(20~30lbs)。

襟缝翼系统
1.操纵伸出/收回功能正常;
2.襟缝翼超控开关、液压系统上压、发动机指示与机组告警系统功能正常。

舱门系统
1.登机门、电子电气舱门、前货舱门、后货舱门在开关过程中顺畅;
2.舱门与周边结构无干涉、密封件完好,舱门内侧手柄力正常。

机身蒙皮
1.温度达到稳定状态后,各区域温度允差<1曟;
2.通过超声波无损检测,蒙皮区域裂纹或无损伤。

电源系统 1.RAT功能释放平均时间为1.96s,符合平均时间<3.63s的要求。

空调系统
1.空调系统相关性能参数及舱内温度正常;
2.空调系统稳态、快速调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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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暋实验室气候制造符合性审查

对试验准备阶段形成的安装、检验、运行、检
查、操作所保留的成文信息、计量器具清单、试验人

员资质进行审查,证明以上工作符合相应试验大

纲、工艺规范、操作规程、工程图纸及相关标准要

求,并确保实验室系统、试验装置的安装状态、试验

机技术状态、现场计量器具、岗位人员与文件资料

相符。本次共审查73份成文信息,9套工程图纸,

261份传感器校准鉴定证书,31个内部人员资质,3
个外部人员资质。

3暋审查问题及改进

3.1暋风险审查

经检查发现试验实施阶段的高风险事件“航空

煤油燃气燃爆暠的风险处置意见和措施不够完备,
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补充,审查改进意见如下:(1)
对于航空煤油蒸汽泄露后的流场仿真分析补充低

温状态下的环境载荷;(2)对于报警器调试介质应

选择接近燃油蒸汽爆炸下限的气体;(3)在飞机的

接地保护基础上,应确认实验室内测量系统的保护

措施;(4)补充应急情况下具体的指挥流程和口

令。审查组下发“技术单暠,明确责任单位、改进期

限和验证判据。

3.2暋工艺审查

对检查提出的179项审查意见进行统计分类

分析,归纳共性问题三类:(1)个别工艺条件、性能

参数、控制要求、操作步骤的规定不够具体、全面,
状态、周期、程度、判据不够明确;(2)操作、运行、
检查、维护过程中形成的成文信息内容不完善,文
件中规定的要求和步骤无法体现,要求不明确,可
能产生个别信息无法准确追溯;(3)工艺规范与质

量体系程序文件、单位标准等相关规定产生不协调

情况,且并未给予相关说明或指定处理措施。审查

组向编制单位下发修订通知书,并在规定期限内对

改进过程进行跟踪、监督和技术支持。经过多轮迭

代审查和修订,工艺规范均满足要求。

3.3暋成文信息的制造符合性

经检查发现成文信息的制造符合性检查问题

13项,针对问题进行分析,确定6类问题,按照“不
合格及纠正措施控制程序暠的相关要求逐一制定归

零措施(如表6所示),实施并验证后确保正式试验

前满足试验大纲和工艺规范等要求。

表6暋制造符合性成文信息检查问题分析及处理

Table6暋Analysisandtreatmentofmanufacturingconformityinformationinspectionproblems

问题类型 涉及表单 归零措施

检验结论缺乏定量检验判据
飞机接地试验装置安装检验记录表;飞
机系留试验装置安装检验记录表

通过“技术单暠分别对电阻及预留量等信息进行说

明,作为安装检验记录的附件

检查或操作项未进行记录

试验技术状态基线及偏离控制清单;报
警记录配置表;环模水系统检查表;压
缩空气系统检查表;管道加热器检查表

对清单进行动态补充,对未填写信息进行说明,写明

原因及保障措施

记录内容与工艺操作文件偏离
空调地面 加 热 试 验 科 目 技 术 状 态 确

认表

按照工艺规范相关要求进行说明,通过“技术协调

单暠对不符合项进行修订,并由当值试验机操作人员

会签

记录内容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 循环风系统检查表
对照工艺规范确认记录错误,现场状态正确,通过
“技术单暠对错误内容进行修正

记录内容不符合成文信息(记录)控制

程序相关要求

积液包信号检查表;燃油系统低温告警

试验技术状态确认表
通过“技术单暠对不符合内容进行修订

对故障或异 常 情 况 的 处 理 描 述 不 完

备、未说明

全自动切换氮气汇流排系统检查表;蒸
汽系统检查表

对处理判定结果进行补充描述完备;按操作规程要

求对处理结果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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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暋试验装置安装的制造符合性

经审查发现试验装置安装的制造符合性问题

8项,仅涉及测量系统,包括7个温度传感器及1
个湿度传感器,均为立体坐标系下的安装位置超

差,其中气候实验室传感器3个,机上客舱内4个,
机上驾驶舱内1个,依据“飞机实验室气候试验过

程误差控制规定暠的判据进行返工安装,并进行检

验和调试。

3.5暋实验室系统状态的制造符合性

经审查发现问题涉及制冷系统、载冷系统及动

力系统(氮气),对问题类型和影响程度进行评判,
针对性制定问题归零措施(如表7所示),实施并验

证后确保正式试验前满足试验大纲和工艺规范等

要求。

表7暋制造符合性实验室状态检查问题分析及处理

Table7暋Analysisandtreatmentofmanufacturingconformitylaboratorystatusinspectionproblems

涉及系统 问题描述 对系统的影响程度 归零措施

制冷系统

制冷机组(A3)压缩机平衡活塞供油总

阀最佳 开 度 为 28曘,经 测 量 与 实 际 偏

差3曘。

依据制冷机组工艺要求,压缩机平

衡活塞供油总阀为关键控制点,其
运行超差为中度影响。

对系统进行检查,排除调试影响,并
对其重新调节,确保精度满足工艺

要求。

载冷系统

载冷机组(B2)输入管道的吸气总阀关

闭状态,按照工艺要求应为100%,而
现场实际情况为预留约10%。

依据载冷机组工艺要求,吸气总阀

开关度对旁系机组试运行效率有影

响,在调试阶段为轻微影响。

对B2吸气总阀进行修正关闭,实现

100%关闭状态,并对试运行 B3机

组进行检查,验证其效率值。

动力系统

氮气系统(D)汇流排输出压力为70.3
MPa,不符合试验前正常压力值(90~
120MPa)。

由于 A/B/C 汇 流 阀 输 出 压 力 在

100MPa左右,因此在调试阶段几

乎无影响。
更换 D汇流排中氮气不足的气瓶。

4暋结暋论

(1)基于适航审查的质量管控模型实现了试

验方对实验室气候试验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有效管

控,通过6个维度、17个方面、51个审核项目的详

细审查与问题归零,为局方审查代表对型号资料审

查提供路径和基础支持,为申请人提交制造符合性

声明提供数据支撑和结论判据。
(2)截至目前,我国第一项重点民用飞机型号

实验室气候试验已顺利完成,经过10个科目的低

温试验、3个科目的湿热试验对试验机的3大系统

8类结构或分系统进行气候条件下的功能、性能考

核,试验项目全寿命周期未出现质量问题,证明了

基于适航审查的质量管控模型的有效性、充分性和

符合性。
(3)基于适航审查的质量管控模型的构建与

应用,为我国在研民用飞机型号开展实验室气候试

验筑牢体系基础,为局方直接介入型号验证试验审

查工作提供实践支撑,对我国气候实验室科研技术

发展与突破提供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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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空中加受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与加油机、受油机都密切相关,由于大型加油机(软式)
上单翼、大翼展、高垂尾和大型起落架整流包的特殊布局使得空中编队加受油对接过程中,加油机、软管锥套与

受油机之间相互的气动干扰变得十分复杂。通过分析国内外大型加油机、先进受油机的主要特点,总结空中加

受油对接过程中加油机、受油机之间会产生的气动干扰,研究空中加受油编队典型体系及空中加受油编队程

序,提出可能对空中加受油安全对接控制产生影响的验证要素,并对这些影响要素展开分析。安全对接控制验

证要素的分析可以为后续确定软式空中加受油安全对接流程提供理论指导,为空中加受油对接速度的选取提

供依据。
关键词:空中加受油;编队;安全对接;气动干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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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erialrefuelingisakindofcomplexsystemengineering,andtheinfluencingfactorsarecloselyre灢
latedtothetankerandthereceiver.Duetothespeciallayoutofsinglewing,largewingspan,highverticaltail
andlargelandinggearfairingonthelargetanker(softrefueling),theaerodynamicinterferenceamongthetank灢
er,hoseconesleeveandreceiverbecomesverycomplicatedduringtheprocessofrefuelingdockinginairforma灢
tionflight.Byanalyzingthemaincharacteristicsofdomesticandforeignlarge灢scaletankerandadvancedreciever
aircraft,theaerodynamicinterferencebetweentankerandreceiveraircraftintheprocessofairrefuelingdocking
issummarized,thetypicalsystemofairrefuelingandrefuelingformationflightandtheproceduresofairrefue灢
lingarestudied,andtheverificationelementspossiblyinfluencingthesafetydockingcontrolforairrefuelingare
putforwardandanalyzed.Theanalysisofsafetycontrolverificationelementscanprovidethetheoreticalguid灢
anceforthedeterminationoftheprocedureofthesoftairrefuelingandreceivingdocking,andbasisforthese灢
lectionoftheairrefuelingandreceivingdocking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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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在空中加油过程中,加、受油机快速、安全的对

接,是完成加油任务的最直接衡量标准。特别是多

机、大型加油机对不同种类的受油机对接过程的复

杂环境变化,加受油机编队的进近、进入和退出的

流程,加油机和受油机随着加油和受油油量变化引

起的飞机姿态的变化,而带来的飞机随迎角、速度、
高度等操纵控制,均对加、受油任务的成功率和安

全性具有严重影响。
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空中加受油对

接过程中,加油机产生的或尾涡[1灢2]、或翼尖涡[3]、
或下洗流[4]单独对后部受油机产生的扰动影响,或
是受油机前方气流扰动的形成机理[4],或是加/受

油过程中的加油软管和锥套在空中的运动过程[5],
或是通过设计程序及环境仿真对加受油机能否实

现精确对接控制的验证[6灢8]。相关学者用数学模型

说明了飞机尾部流场对后部受油机产生影响[1灢4],
但对其影响产生的原因没有进行详细分析。王鹏

等[5]仅对加油机尾流场对受油机产生干扰的机理

进行了总结研究;张颖等[6]通过数学模型与数字仿

真对设计的受油机对接控制系统验证其能够实现

受油插头与加油锥套进行精确跟踪及对接;刘曌

等[7]提出基于参考观测器的全状态反馈控制方法

设计了受油机的飞行控制系统,通过仿真验证加油

锥套在假定强度的阵风干扰下,控制器能够使加油

锥套与受油插头进行精跟踪对接。但并没有相关

文献通过研究受油机动态进近软式加油机全过程

中,从宏观上提出并总结对影响加受油机对接安全

控制的所有潜在验证要素且对其进行较详细分析。
本文依据大型加油机(软式)特殊布局和空中

加受油编队典型体系,对空中加受油安全对接控制

验证要素进行总结分析,以期得到对接速度对锥套

运动的影响规律,为软式空中加油的对接速度选取

提供依据。

1暋空中加受油(软式)编队

1.1暋空中加受油编队分类

空中加油/受油编队程序按作战任务类型可分

为战术编队和战略编队[9];按加油机数量可分为单

架加油机编队和多架加油机编队;按受油方式编队

可分为软式加油编队,硬式加油编队和硬管锥套适

配器编队;按受油机机型编队可分为重型受油机编

队和战斗类,轻型受油机编队;按编队布局形式可

分为密集型编队和标准型编队。

1.2暋空中加受油编队程序

空中加受油正常对接程序分为预对接、接近、
对接。

预对接位置是加油装置伸出后(软管锥套后或

硬管后)的一个稳定位置。受油机从加油机左侧观

察位置移到锥套之后(低于锥套)约15~30m 处

加油等待区域,保持稳定姿态后以0.6~3.0m/s
的追赶速度(即速度差)推进,在锥套后约1.5~
8.0m 处(根据受油机类型不同,预对接位置在加

油装置伸出后约1.5~8.0m 变化),受油机保持

在稳定的预对接位置。
当受油机保持稳定后(加油控制员通知可以安

全对接时),即可开始接近并不断靠近锥套,根据国

外软式加油机的加油经验统计,受油机必须以设定

的逼近速率约1.0~1.5m/s向前移动进入对接区

域,进行对接。
一旦受油机与软管-锥套对接成功,为使燃油

顺利流动,软管必须被推进约至少1.5m,达到规

定的最佳输油区域内,此时相应的指示灯开启,对
接成功,如图1所示。

图1暋软式加油对接程序

Fig.1暋Softrefuelingdockingprocedure

904第3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王钊等:空中加受油安全对接控制验证要素分析



2暋空中加受油安全对接控制验证要素

2.1暋空中加受油编队、加油空域确定及加

油包线匹配验证

由于大型空中加油机(机翼挂装两具吊舱和机

身下加装一具中心线加油平台)设计,如图2所

示[8]。单机加油(机翼单侧、中线加油平台)、双机

加油(机翼单侧、中心线加油平台双机或机翼两侧)
和三机同时加油任务需求的确定,需要通过空域的

数学模型进行验证,建立加、受油机相对运动的协

调性,编队的进入、退出信息和加油流程等。执行

加/受油任务时,按照既定的空中加油任务规划和

调度、加油航迹的任务分配,实施空中加油任务。
不同受油机机型、装载构型有不同的加油状态、加
油包线、高度分层,满足加/受油机机型的最优匹配

高度、速度。每一个机型都应制定适合本机型的空

中加油规程和程序,同时根据空中加油环境确定空

中加油空域。空中加油飞行轨迹最常用的是跑道

式,空域大时可用直线式,空域小时可用盘旋式。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皆要以空域安全为首要保障。

加油机和受油机在飞行包线上有充分重叠是

进行空中加油的最基本必要前提,给加油机分配的

飞行包线必须与受油机所期望的空中加油包线进

行比较,从而决定加油机、受油机飞行包线的重叠

区域,定义出空中加油时加油机、受油机组合的最

宽的潜在包线。

(a)机翼下吊舱加油点

(b)机身下中心线加油平台

图2暋大型空中加油机(软式)

Fig.2暋Largerefuelingaircraft(soft)

2.2暋空中加受油模拟空中加油动态特性飞

控验证

对于大型空中加油机(吊舱和中心线加油平台

软式)多点加油状态、复杂的流场条件下,加油过程

中的加油机、受油机、加油吊舱/中心线加油平台软

管、锥套等的气动性能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场

内各个单元的气动特性和干扰产生机理复杂,流动

控制难以把握(俄罗斯某大型加油机 CFD计算的

部分结果,如图3所示[10]),因此需要建立加油机、

受油机和加油装置的动力学模型,模拟空中包线下

的飞机动态特性飞行。由于目前多机编队试验,不

同模态与载机气动干扰及干扰耦合特种风洞试验

技术精确模拟有较大难度,在大型飞机成功对接之

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地面试验验证,以保障空中的

安全性。

图3暋俄罗斯某大型加油机CFD计算结果

Fig.3暋CFDcalculationofalargeRussiantanker

同时在受到外界干扰情况下,如阵风、突防或

系统故障时,应付空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必须在地

面进行充分验证。因为加油机—加油装置—软管/

锥套—受油装置—受油机在空中形成一个整体,每

一个环节都要保证绝对安全,必须通过地面验证,

并通过飞控实现对飞机安全性操纵,因此需要开展

地面加油机、受油机相对运动验证。

特别是作为战斗单元的受油,由于其平台本

身、带外挂载荷等不同构型的气动特性差异较大,

因此其空中受油的飞行姿态各不相同,特别是在大

型空中加油机的干扰中,受油机受到的加油机下

洗、侧 洗 引 起 的 附 加 纵 向、横 向 力 矩 更 为 复

杂[11灢15],需要进行充分验证,以降低空中加油的不

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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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油机若从大型加油机对称面正后方进入时,

在加油机下洗流场的干扰下,受油机将产生抬头力

矩,且升力有所减少。若从大型加油机的翼尖加油

吊舱后进入时,由于加油吊舱基本位于翼尖集中涡

涡核轴线的正下方,其尾涡将使受油机产生较大的

滚转力矩。当受油机逐步向加油机靠近时,干扰流

场逐步加强,到达预对接位置处两机相距很近,受
油机完全处在加油机的尾涡区内,并在尾涡的强烈

干扰下,对受油机气动特性产生很大影响。

由于加油机下洗的影响,受油机升力向后倾

斜,从而增加了升致阻力,当受油机从加油机的下

方向趋近时,还会发生配平变化。

(1)纵向特性分析

受油机的纵向特性,俯仰力矩的产生,主要是

由于在机翼和平尾上(依赖于平尾位置)的平均下

洗强度的不同所致。当一个高平尾的受油机从下

面趋近正常受油位置时,在平尾上的下洗强度比在

机翼上的要大,受油机则产生抬头部力矩。在正常

的加油位置时,飞机显示了对垂直位移的静稳定

性,这是因为受油机向上位移,会使其产生较小的

升力和低头力矩,反之亦然。
(2)横侧向特性分析

对于受油机的横侧向特性,最重要的气动干扰

项是加油机机翼滚转和侧滑位移在受油机上产生

的滚转力矩。从稳定性意义上来说,滚转力矩作用

在滚转位移之后,导致受油机试图使机翼恢复到水

平位置。侧滑位移的变化,导致受油机升力偏向加

油机的对称面。由于加油机尾涡引起受油机气动

力导数的变化,使受油机的稳定性出现发散振荡

现象。

大型受油机在空中加油时,还有可能失去方向

稳定性,且随着加油机升力系数的增加,方向不稳

定性也增加,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加油机侧洗对受油

机垂尾的影响。有关试验表明,受油机的方向安定

性导数随偏航位移的增加会大幅减少。

显然,随着加油机和受油机之间相对距离的缩

短及其相互干扰流场的加强,受油机的气动力以及

气动导数均随之变化,飞行姿态也要改变,因此需

要适时调节受油机的各有关舵面(副翼、升降舵、方

向舵等)和迎角、油门的大小等,以保持加/受油机

的相对速度和飞行姿态,保证飞机加油任务的完成

和飞行的安全。

此外,加/受油机相对速度是空中加油过程中

的气动力敏感参数。受油机相对于加油机的前进

速度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前进速度过慢,加
油锥套会在受油机前推气流作用下逐渐摆离受油

探头,难以实现对接;前进速度过快,则可能酿成飞

行事故。不同型号的软式加油装置所要求的安全

对接速度范围也各有不同,通常为1~1.5m/s。

2.3暋空中加受油软式空中加油对接规律

验证

由于软式空中加油的对接过程涉及加油机与

受油机气动力、软管-锥套的特性、环境因素、加受

油包线等约束,对接速度还要受不同受油机、多架

受油机同时加油的影响,因此在确定最终的加油对

接速度时,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通过模拟单架

受油机不同对接速度下锥套的运动规律,根据加油

机供油量和受油机受油量的变化,对飞机姿态进行

控制,从而为其对接速度、脱离位置的合理选取提

供参考,采用地面验证[16]及分析方法可适用于其

他空中受油情况。

如果受油机以较低速度对接,加油软管受到机

翼侧洗、下洗影响有一定下沉量和外偏量,锥套呈

现周期性震荡,对接具有一定的难度,受油机难以

跟随加油机成功加油;当对接速度过快,易在气动

力作用下形成软管上翻扬起现象,承受巨大弯矩,

受油插头将出现折断的危险。同时由于受油机飞

行姿态随着受油量的变化而不及时调整,容易引起

受油插头与锥套的夹角增大,也容易造成受油插头

折断或脱开困难。因此,需要地面充分验证加油

机、受油机的对接规律。

2.4暋空中加受油成功对接态势感知加油系

统验证

空中加受油时,前/后及左/右飞机间必须保持

一定的防撞间距,预留反应时间,避免空中撞机事

故。受油机与加油机会合过程中,未建立目视联系

前,北约 ATP灢56《空中加油程序手册》中要求:两
机至少应保持150m 的垂直间距和450m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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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如图4所示[9]。

图4暋未建立目视联系前两机间距

Fig.4暋Distancebetweenthetwoaircraftsbefore

novisualcontactestablished

受油机与加油锥套对接成功并进入输油状态

后,各国对于受油机与加油机之间的防撞间距也有

严格限制[17灢18],我国 GJB1398-1992《插头-锥管

式空中加油系统通用规范》对机翼吊舱式软式加油

要求如下:“当在全拖曳位置前方至少4.6m 的加

油位置对接好时(指最佳加油区),受油机机头应位

于加油机机翼后缘之后;吊舱软管放出口中心与受

油机插头轴线之间的垂直间隔不小于1.5m暠[19],

如图5所示。关于并列两架受油机间的横向间距,

我国目前还没有具体标准。

图5暋受油机与加油机之间的防撞间距

Fig.5暋Crashspacingbetweentherefueling

aircraftandthereceivingaircraft

除防撞外,确保后方受油机处于较好的流动区

域也是相邻飞机应保持安全间距的重要原因。空

中加油时,处于加油机尾流场中的受油机能否保持

较好的操稳品质直接关系到能否成功对接以及对

接后能否稳定输油。因此,针对加油机尾流场特

性,合理规划受油机与加油机间的安全间距(含纵

向、横向及高度方向),使受油机避开加油机的强涡

流区,是软式空中加油顺利实施的关键步骤之一。

对于翼下吊舱式加油装置而言,对接和输油时

加/受油机间的安全间距主要由吊舱展向吊挂位置

和输油软管长度来确定;对于身下中心线加油平台

而言,加/受油机间的安全间距则主要由输油软管

长度来确定。不同型号的加油机,由于自身尾流影

响区域及强度的不同,其输油软管的长度存在很大

差别,如KC灢10翼下吊舱的输油软管长达24m,而
早期软管全拖曳长度仅为14.6m。

空中加油过程中,加油机和受油机相距仅有二

十几米,且在加油对接过程和加油过程中两机较长

时间保持近距离飞行,加油机和受油机需要协同飞

行,需要验证航电系统提供高精度的机载防撞算

法、机载防撞测向、复杂环境下解码输入,给出加受

油机定位、保持距离、位置监测和反馈,保持相同的

飞行速度、航向和姿态,固定飞行高度。因此需要

通过验证飞控系统对外界信息感知和加油过程中

飞机状态参数的变化规律,研究干扰流场下飞行动

力学特性,给出空中加油总体防撞策略,制定协同

飞行实时传输解算作为协同飞行设计输入,以保证

加油过程安全进行。

2.5暋大型空中加油机与受油机空中加油成

功对接培训需求

由于软式加油主要为受油机飞行员追踪加油

机锥套进行跟进对接,对受油机飞行的掌控飞机具

有较高的要求。特别在高 T 型垂尾、上单翼面的

大型加油机强干扰流场下,小型受油机受到的干扰

较大。多机气动干扰分析,受油机受到前方大型加

油机侧洗和下洗影响,其偏航力矩和纵向力矩变化

在5%~8%。经统计,受油机在受油初始状态对

接成功率不到20%,经过训练后逐步提升到50%,

后期能达到80%以上。因此,需要加强对地面飞

行员的操作培训,熟练掌握对接规律,可有效提高

飞行中加油对接的成功率,缩短飞行周期,节约

经费。

3暋结束语

通过对国外典型的大型加油机的加油编队体

系及其空中安全加油程序进行研究并总结,给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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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机动态进近前方大型加油机过程中安全对接基

本流程,提出并分析总结确保大型加油机空中加受

油安全对接控制验证要素,由这些要素可以看出大

型加油机空中加/受油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
响因素与大型加油机/加油装置、受油机/受油装置

的布局及位置等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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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适航标准的飞机风挡加温系统控制方式研究

瑚洋1,2,林丽2

(1.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上海200240)

(2.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机电系统设计研究所,西安710089)

摘暋要:民用飞机适航条款要求在预定运行的环境条件下风挡不应结冰或结雾,防止影响机组人员的视界。

因此应确保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风挡具有足够的热量以使其外表面高于冰点,内表面不低于座舱露点温度。以

适航条款为基础对风挡加温系统的设计要求进行阐述,分析影响系统设计的主要因素,包括加温方式的选择、

防冰热载荷的计算和加温控制规律的确定等;利用LMS.AMESim 软件建立风挡瞬态传热模型,计算某型飞机

风挡在不同控制规律下其表面温度和加热功率的变化。结果表明:全功率加温式控制方式下风挡升温速率快,

能将玻璃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温度,有利于系统的防冰除雾性能;占空比式加温控制方式可大幅降低对玻璃的

热冲击,但由于其加热功率波动非常频繁,会对上游供电设备造成较大影响。

关键词:适航;风挡加温;瞬态传热;设计要求

中图分类号:V244.1+5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3.01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onAirworthiness灢basedControlModeforAircraft
WindshieldHeatingSystem

HUYang1,2,LINLi2

(1.School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2.ElectromechanicalSystemDesignDepartment,AVICTheFirstAircraftInstitute,Xi暞an710089,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civilaircraftairworthinessstandards,thewindshieldsurfaceshouldavoidicingorfog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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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飞行过程中,风挡玻璃外表面由于过冷水

滴撞击会结冰,内表面温度一旦低于座舱露点温度

会结雾[1灢3]。风挡的结冰结雾会降低甚至完全丧失

其透明度,影响飞行员的视界[4]。为了保证飞行安

全,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EASA(欧洲航空

安全局)以及 CAAC(中国民用航空局)都先后建

立了运输类飞机的驾驶舱视界适航条款,要求设置

风挡加温系统[5]。
近年来,国内外对飞机防除冰系统进行了大量

研究。M.Pourbagian等[6]在保证飞行安全的前提

下研究了如何减少电热除冰系统的能量消耗;傅见

平等[7]分析了不同结冰条件下,加热时间控制律和

加热热流密度对除冰表面温度的影响;徐佳佳等[8]

建立了三维风挡热性能分析模型,并对某型民用飞

机风挡防冰性能进行评估;蔡坤等[9]提出了一种适

用于平面风挡防冰热载荷的计算方法;林丽等[10]

计算了不同飞行条件下风挡的表面温度和电加热

功率的瞬时变化;韩王超等[11]提出了一种热流密

度-温度薄膜热源边界条件,实现了飞机风挡玻璃

非稳态传热耦合过程的数值模拟;白斌等[12]分析

了某型飞机在进行风挡玻璃防雾试飞试验时的环

境数据,并给出了风挡表面温度的变化曲线;徐佳

佳[13]通过冰风洞试验得到了风挡玻璃外表面对流

换热系数的试验值。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不局限于防冰

表面传热传质的理论分析,而是立足于适航条款建

立一种基于需求的系统设计流程。以 CCAR灢25
部附录C规定的结冰气象条件为切入点,讨论影

响风挡防冰热载荷计算的主要参数,通过瞬态传热

数值仿真明确不同温度控制规律引起的风挡表面

温度和加热功率的变化特点。

1暋条款内容

1.1暋驾驶舱视界

25.773b(1)ii[14]要求,飞机必须具有措施使

风挡在降水过程中保持有一个清晰的部分,足以使

两名驾驶员在飞机各种正常姿态下沿飞行航迹均

有充分宽阔的视界。此措施必须设计成在下列情

况中均有效,而无需机组成员不断关注:

第25.1419条规定的结冰条件下,如果需要进

行结冰条件下的飞行验证。

25.773c[14]要求,风挡和窗户内侧的起雾:飞
机必须具有在其预定运行的所有内外环境条件(包
括降水)下,防止风挡和窗户玻璃内侧在提供本条

(a)规定视界的范围上起雾的措施。

1.2暋防暋冰

25.1419[14]要求,飞机必须能在附录C确定的

连续和间断的最大结冰状态下安全运行。为了保

证这一点,需确认以下(a)~(d)的内容可以满足。
(a)必须通过分析确认,飞机在各种运行形态

下其各种部件的防冰是足够的。
(b)为了验证防冰分析结果,检验各种结冰异

常情况,演示防冰系统及其部件的有效性,必须对

飞机或其部件在各种运行形态和经测定的自然大

气结冰条件下进行飞行试验,而且在必要时,还应

采用下列一种或几种方法进行验证:

栙对部件或部件的模型进行实验室干燥空气

试验或模拟结冰试验,或两者的组合;

栚对整个防冰系统或单独对系统部件在干燥

空气中进行飞行试验;

栛对飞机或飞机部件在测定的模拟结冰条件

下进行飞行试验。
(c)当防冰或除冰系统的功能不正常时,必须

有琥珀色戒备灯或等效的戒备信息向机组报警。
(d)对涡轮发动机飞机,本条的防冰规定可视

为主要适用于机体。至于动力装置的安装,可以认

为本要求E分部中的某些附加规定是适用的。

2暋风挡防冰要求

飞机风挡的防冰主要针对座舱前风挡或主风

挡,按照防冰方法的热源进行分类,主要有电热防

冰和气热防冰两种。目前运输类飞机大多采用电

热方式为风挡加温,通过对装在风挡玻璃上的电阻

丝或导电膜通电,将防护表面加热到一定温度,达
到防冰的目的。因此,风挡加温系统设计时首要考

虑的因素是,在给定的结冰设计条件下确定风挡防

冰所需的热量,即防冰热载荷。

2.1暋结冰设计条件

25.1419条款对飞机所有迎风部件的防除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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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结冰设计条件做出了规定,其中附录 C规

定的连续最大和间断最大结冰条件是风挡加温系

统防冰热载荷计算的基础,体现了可能对飞机飞行

造成影响的结冰气象条件。不同环境温度下液态

水含量随水滴直径的分布如图1~图2所示,对于

风挡防冰系统的设计,通常选取水滴直径20毺m进

行防冰热载荷的数值计算,由于间断最大条件对应

的液态水含量较高,有时需要考虑利用水滴直径

40毺m 进行校核。壁面温度一般选取1.7曟,该温

度既可以保证风挡表面温度高于水的冰点,又能避

免防冰系统设计能力过高[15]。

图1暋连续最大结冰条件

Fig.1暋Thecontinuousmaximumicingcondition

图2暋间断最大结冰条件

Fig.2暋Theintermittentmaximumicingcondition

2.2暋防冰热载荷计算

影响防冰热载荷的结冰条件包括环境温度、液

态水含量和水滴直径。随着 CFD 技术的迅速发

展,防冰热载荷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仿真计算来完

成,具体计算流程如图3所示。

图3暋风挡防冰热载荷数值计算流程图

Fig.3暋Flowchartofwindshieldthermal

loadcalculation

流场计算的输入条件主要分两类:物理模型的

几何参数和远场条件。通常给定物理模型后,参考

长度和参考面积随即确定,而远场条件包含来流温

度、压力及速度等,需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为

了直观说明远场条件对风挡防冰热载荷计算结果

的影响,以某型飞机风挡作为研究对象,对上述参

数可能的影响进行数值仿真,网格划分如图4所

示,定义计算条件为:校准空速350km/h,来流温

度273.15、268.15K,来流压力100MPa,迎角0曘。

图4暋网格划分图

Fig.4暋Thegriddiagram

得到速度场和压力分布如图5~图6所示,可
以看出:在相同来流校准空速、相同来流压力及相

同迎角下,273.15和268.15K对应的机头周围的

空间 Ma 分布近似,最大马赫数相对差别小于

0.6%,表明远场静温对速度场影响可以忽略;风挡

表面压力分布近似,最大压力值相对差别小于

0.2%,最小压力值相对差别小于0.15%,表明远

场静温对压力场影响也可以忽略;给定的校准空速

下,268.75和273.15K 对应的真实空速分别为

96.318和 97.221 m/s,两者的变化量为 0.903
m/s,相对变化量为0.9%,满足远场速度微小变化

小于5%的要求,同理可以认为远场速度的微小变

化对压力场影响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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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来流温度为273.15K

(b)来流温度为268.15K

图5暋Ma分布云图

Fig.5暋Madistribution

(a)来流温度为273.15K

(b)来流温度为268.15K

图6暋压力分布云图

Fig.6暋Pressuredistribution

得到局部水收集系数分布如图7所示,可以看

出:最大毬值相对差别小于1.2%,因此认为远场

静温对水滴撞击的影响也可以忽略。

(a)来流温度为273.15K

(b)来流温度为268.15K

图7暋局部水收集系数分布

Fig.7暋Localwatercollectioncoefficientdistribution

综上,由于远场压力对应于飞行高度,在给定

的飞行高度和校准空速下,不同来流温度对应的流

场计算结果差别可忽略。而远场压力是唯一一个

对流场计算和水滴撞击特性计算有较大影响的条

件,因此在进行风挡防冰热载荷计算点选取时,可
以选择不同高度但相同的来流温度,同时建议选择

介于远场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之间的温度作为流

场计算和水滴撞击特性计算的温度输入,从而保证

该温度下的计算结果对所有来流温度产生的偏差

最小。

3暋风挡防除雾要求

3.1暋防雾系统设计基础

25.773c条款主要针对风挡玻璃的防除雾做

出规定。由于玻璃起雾后能见度会降低很多,25.
773c条款提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风挡和窗户起

雾。风挡结雾的原理是:风挡内表面温度等于或低

于座舱空气的露点温度时,内表面会结雾,如果内

表面温度低于0曟时还会结霜。风挡加温系统设

计时通常将其防除雾和防冰功能合并,只要将玻璃

内表面加热到超过驾驶舱露点温度,就可以达到防

除雾的目的。防雾需要将玻璃内表面温度连续保

持在飞机全部飞行时间内可能遇到的座舱空气的

最大露点以上,相比除雾需要更多的能量,但是防

雾可以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保证玻璃清晰度,更好地

保证飞行安全,因此民用飞机更多的使用防雾的方

法。风挡的设计眼位和关键视野区的确定应由飞

机总体专业确定。“预定运行的所有内外环境条

件暠中外界环境主要指飞机的飞行条件,而内环境

则是指驾驶舱内的温度和湿度等,因为这些与露点

温度密切相关。不同于防冰状态下系统的设计,系
统防雾性能计算和试验验证更多考核的是风挡玻

璃的瞬态传热特性。

3.2暋瞬态传热计算

以某型飞机风挡加温系统为例,介绍一种风挡

瞬态传热分析的计算方法。风挡玻璃的结构为多

层复合材料,在外层玻璃的内表面通过一定工艺程

序镀上导电膜,风挡加温系统开启后,薄膜热源将

电能转化为内能,并通过各层介质分别向风挡外表

面和内表面传递,平衡由舱外环境强迫对流换热和

舱内自然对流换热带走的热量,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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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暋风挡剖面结构图

Fig.8暋Thegenerationofwindshieldprofile

风挡每一层材料的厚度和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

3.2.1暋计算模型

以风挡为研究对象,为了简化运算,假设玻璃

各层材料的物性参数为定值,忽略风挡外表面的辐

射换热,仅考虑风挡沿其厚度方向上的传热过程。
使用LMS.AMESim 软件建立数学模型,并对风

挡进行瞬态传热计算,如图9所示。

表1暋玻璃各层厚度及相关参数

Table1暋Thicknessofeachlayerofeachwindshieldandrelevantparameters

结构 材暋料 厚度/mm 导热系数/[W·(m·K)-1] 密度/(kg·m-3) 比热/[J·(kg·K)-1]

第一层 铝锂硅玻璃 3.0 1.220 2490 900

第二层 PU(TM23) 6.2 0.187 1080 1860

第三层 铝锂硅玻璃 8.0 1.220 2490 900

第四层 PVB(AG) 1.9 0.220 1080 2050

第五层 铝锂硅玻璃 8.0 1.220 2490 900

图9暋风挡瞬态传热计算模型

Fig.9暋Thesimulationmodelofheattransfer

processesforwindshield

3.2.2暋加温控制规律

目前电热式风挡加温系统常见的控制方法有

两种:一种是在确定玻璃加温范围后,以全功率接

通及断开电源,在玻璃温度上升到控温范围的上限

时停止加热,下降到控温范围的下限时启动加热;
另一种是占空比式加热控制方式,即控制器根据温

度传感器反馈的玻璃温度改变加热周期内的通电

时间。本文主要对这两种加温规律对风挡玻璃瞬

态加热特性的影响进行分析。

3.2.3暋仿真及结果分析

选取对于防除雾更为严酷的极热天飞机高空

巡航后高速俯冲作为计算状态,飞机巡航高度

H0=10000m,巡航时间t=3600s,俯冲速度

V=20m/s,目标高度 H1 =3000 m,加热功率

Q=5187.5W,驾驶舱温度T=24 曟,温度控制

范围32~37曟。下降过程中风挡外表面、内表面

温度和加热功率时间变化曲线如图10~图13所

示,可以看出:
(1)对比图10和图11,两种控制规律下玻璃

升温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加温初期全功率加

温式风挡升温速率很快,在100s内风挡外表面温

度已经由0曟上升至18曟,而占空比式加温风挡

外表面温度上升曲线比全功率平滑,因为对于占空

比式加温控制方式,每个加温时段中通电是间断式

的,可以减少对风挡玻璃的热冲击,避免风挡玻璃

因为热应力导致的炸裂现象,延长风挡使用寿命,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对比图12和图13,加热稳定后全功率加

温的风挡温度在36~37曟之间波动,保持在温控

范围的上限,而占空比式加温的风挡温度一直在

32曟上下波动,处于温控范围的下限,显然全功率

式加温能将风挡保持在一个较高温度,更有利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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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的防冰除雾性能。另外,对比两种控制方式下的

加热功率变化,可以看出占空比式加热功率波动非

常频繁,这种频繁波动会对上游电源设备产生影

响,引起发电机频率不断振荡。
(3)全功率加温和占空比加温各有利弊,实际

使用过程中需要设计者根据两种加温规律的不同

特点权衡使用。

图10暋风挡表面温度变化曲线(控制规律1)

Fig.10暋Windshieldtemperaturevariationcurve
(controllaw1)

图11暋风挡表面温度变化曲线(控制规律2)

Fig.11暋Windshieldtemperaturevariationcurve
(controllaw2)

图12暋控制温度和加温功率变化(控制规律1)

Fig.12暋Controltemperatureandheatpowervariationcurve
(controllaw1)

图13暋控制温度和加温功率变化(控制规律2)

Fig.13暋Controltemperatureandheatpowervariationcurve
(controllaw2)

3.2.3暋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计算模型的准确性,参考已有的风挡

加温试验条件,使用上文介绍的计算方法进行数值

仿真,并将计算结果与已有的试验数据进行对比,
结果如图14所示,可以看出:二者符合性较好。

图14暋仿真结果和试验结果对比

Fig.14暋Comparisonofsimulationresultsand

flighttestdatum

4暋其他要求

25.1419(a)条款指出必须通过分析确认来证

实所选择的防冰系统的适用性。对于风挡加温系

统设计,主要体现在:系统选择的玻璃加温方式选

择、加温功率的计算、加温控制策略的确定以及这

些系统关键因素的符合性说明。

25.1419(b)条款是对试验演示方法的规定,

其中自然大气结冰条件下的飞行试验是必须的,除

了该试验外,为了充分表明飞机能在附录 C所规

定的结冰条件下安全运行,还应按(b)(1)~(3)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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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进行验证。对于风

挡加温系统,冰风洞试验不是必须的,飞行试验包

括三部分:防除雾飞行试验、干空气飞行试验和自

然结冰飞行试验。

(1)防除雾飞行试验

防除雾飞行试验中认为起雾最严酷的试验条

件是飞机从寒冷高空俯冲至高温高湿环境。根据

某型飞机的试飞经验,首先关闭风挡加温系统并在

高空寒冷环境中巡航一段时间,待玻璃冷透后以较

大速度俯冲至高温高湿环境。由于热惯性,风挡内

表面温度还保持着高空低温的状态,面对较高的露

点温度风挡内表面很容易结雾。此时重新打开风

挡加温系统,随着温度上升,凝结在玻璃内表面的

水逐渐蒸发,风挡恢复其透明度,从而验证系统的

防除雾性能。

(2)干空气飞行试验

由于地面试验条件的限制,风挡加温试验大多

是在没有风速的条件下进行的,干空气飞行试验能

够通过收集风挡表面温度数据进一步研究各种工

作条件下加热功率的使用和控制规律的可行性分

析。开展干空气试飞通常需要对试验机进行改装,

风挡加温系统需要对加温电流、电压及电阻等关键

参数进行测量。为了获取系统在不同飞行状态下

玻璃的加热特性,必须在风挡表面布置一定数量的

温度传感器,其目的是得到风挡玻璃的传热剖面,

为自然结冰飞行试验打下基础。

(3)自然结冰飞行试验

自然结冰试飞是防冰系统适航验证试验中最

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试验项目。与干空气试飞

相比,风挡加温系统及其设备只有通过了自然结冰

飞行试验,验证了其功能性能,证明其可靠性,才能

向局方表明系统能够在适航条款规定的结冰条件

下安全飞行。风挡由于可视性较高,其防除冰效果

通常由飞行员口述完成。

25.1419(c)条款要求在防冰系统不正常工作

时能够及时为飞行机组提供告警信息,而系统告警

信息的等级设定,是否需要告警灯和告警音频等都

将直接影响飞行员的具体操作程序。25.1419(d)

条款则给出了25.1419的适用范围[16]。

5暋结暋论

(1)进行风挡防冰热载荷计算时,远场压力对

流场和水滴撞击特性计算结果影响较大。

(2)全功率加温控制方式更有利于系统的防

冰除雾性能,但是在低温环境下玻璃温度的迅速升

高可能造成风挡较大的热应力。

(3)占空比式加温可以减少对风挡玻璃的热

冲击,延长风挡使用寿命,但由于其加热功率波动

非常频繁,会对上游供电设备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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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襟翼系统是飞机系统中的重要系统,襟翼电子控制装置是襟翼系统的核心部件,研究其需求对飞机的

性能和安全具有重要影响。针对襟翼电子控制装置,介绍襟翼系统的功能需求、性能需求及接口需求等设计输

入;对民用飞机襟翼系统架构及工作原理进行概述,分析系统正常工作及故障保护的控制逻辑;用Simulink的

Stateflow对工作模式的转换进行仿真,通过 GUI建立良好的用户界面。结果表明:襟翼电子控制装置工作模

式之间的约束条件、襟翼收放的控制律、马达各阶段的加速度等设计参数符合需求,可为民用飞机襟翼控制分

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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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襟翼系统是大型民用飞机及支线民用飞机的

关键分系统之一,对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有重要影

响[1],不仅能有效提高飞机起飞及着陆时的升力,
有效改善飞机的失速条件,而且也大大改善飞机爬

升率、进场速率及进场最佳飞行姿态[2]。襟翼系统

可以实现缝翼和襟翼的收放运动,缝翼系统和襟翼

系统的工作原理一样,本文仅针对襟翼系统进行

研究。
襟翼系统由5个部分组成:监测系统、动力驱

动系统、动力传输系统、扭矩增益系统、故障保护系

统。监测系统用于控制和监测系统工作状态,实现

系统闭环控制[3],由襟翼操纵手柄(FCL)、襟翼电

子控制装置(FECU)、襟翼位置传感器(FPSU)、襟
翼马达控制模块(FMCM)、襟翼动力驱动装置

(FPDU)中的转速测量传感器组成;动力驱动系统

提供襟翼运动动力源,包含襟翼动力驱动装置

(FPDU);动力传输系统由扭力管组件、支撑轴承、
角齿轮箱;扭矩增益系统实现大的输出扭矩,主要

由齿轮箱组成;故障保护系统用于当系统出现故障

时保护系统的完好性,包括翼尖刹车装置、力矩限

制器和马达离合器。其中 FECU 是襟翼系统的

核心。
以往的襟翼系统研究主要为襟翼运动机构的

形式及强度分析[4灢5]、系统余度管理[6]、计算机容错

技术研究[7]、襟翼自动保护控制律设计[8]等,未针

对民用飞机的研制应遵循的 SAEARP4754A 标

准进行研究,民用飞机研制应采用“双 V暠研发流

程,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自上而下的需求捕获、
需求确认、需求验证、构型管理、过程保证等活动。
需求在系统的开发中至关重要,正确、完整的需求

可以减少系统开发的迭代次数,减少系统的开发成

本超支和进度延期[9]。
本文针对襟翼系统的顶层需求,从需求捕获和

系统设计的角度分析研究控制襟翼运动的FECU,
并对其进行仿真验证。

1暋系统级需求

1.1暋功能需求

襟翼电子控制装置应具有以下功能需求:

(1)控制襟翼收/放[10];

(2)襟翼系统监控(通过 PBIT 和 CBIT 监控

系统);
(3)襟翼系统保护(系统控制失效保护、不对

称保护、非指令保护、过载保护、超速保护);

(4)向航电发送襟翼系统状态及襟翼位置

信息;
(5)支持中央维护系统(CMS)进行机上维护。

1.2暋性能需求

(1)控制需求

当使用FCL控制时,襟翼系统采用分档控制,

应能 放 下 或 收 起 襟 翼 至 四 个 位 置:0曘、17曘、23曘
和35曘。

当飞机在巡航构型时襟翼位置精度为0曘~
0.5曘,其他构型时襟翼位置控制精度为暲0.5曘。

(2)工作时间和公差

正常状态下,襟翼完全收放时间为(19暲1)s。
(3)工作模式

襟翼系统工作模式应包含正常工作模式、半速

工作模式、故障模式和维护模式。

1.3暋电气接口需求

数字电气接口:系统内部和外部串行通信总线

应满足CAN或 ARINC429总线的要求。

离散电气接口:离散电信号为模拟或二进制数

字信号。导线集包含所有必需的传送离散信号的

导线。

电气系统接口:电源系统应提供系统所有用电

设备(FCL、FECU、FMCM、FPDU)的电源,包括

28V直流和115V交流电源。

航电系统接口:襟翼系 统 应 向 航 电 系 统 的

DMC发送确认的襟翼位置指令、襟翼位置、系统

状态、系统故障等信息,同时接收校准空速、轮载等

信息。

中央维护系统接口:FECU 应能通过 BIT 检

测系统设备内部故障、存储故障并上报中央维护系

统,应能通过中央维护系统实现电气调零。

主飞控系统接口:FECU应向主飞控系统发送

襟翼位置状态离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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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架控制系统接口:FECU应能接收起落架

收放控制系统提供的硬线轮载信息。

1.4暋其他需求

襟翼系统应符合 CCAR灢25的适航条款需求、

DO灢160G的环境需求、RTCADO灢178C机载软件

的研制要求、SAE ARP4761和 SAE ARP4754A
的安全性要求、四性(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支援

性)要求等。

2暋襟翼系统架构

针对以上控制部分的需求,形成如下襟翼系统

方案:通过电信号控制、机电驱动、机械作动的形

式,采用襟翼电子控制装置暳2+襟翼马达控制模

块暳2+襟翼动力驱动装置+滚珠丝杠作动器暳8
的体系架构,内襟翼和外襟翼均由两个滚珠丝杠作

动器驱动,架构图如图1所示。

图1暋襟翼系统架构

Fig.1暋Flagsystemconfiguration

暋暋襟翼系统的工作原理:飞行员通过 FCL或襟

翼超控开关(FOS)发出襟翼的目标位置指令,襟翼

电子控制装置(FECU)将收到的手柄电气信号转

换为FECU的目标指令位置;同时 FECU 结合航

电系统发送给襟翼系统的空速、轮载、维护请求指

令等交联信号以及系统内部的当前 FPSU 的信

号,综合判断后将指令发送给 FMCM,FMCM 经

解算后发送马达控制指令给 FPDU 中的马达;两
个马达通过齿轮组构成的行星减速器实现大扭矩、
低转速的输出扭矩,再通过由扭力管和万向节组成

的扭力管组件后将扭矩输入到作动器输入端,襟翼

滚珠丝杠作动器(FBSA)将扭力管(UJ)输入的扭

矩再次减速后传递到丝杠运动副,丝杠运动副将旋

转运动转化为丝杠螺母的直线运动;最终通过与丝

杠螺母连接的襟翼摇臂实现襟翼的收起、下放运

动。当襟翼运动到指令位置或出现失效时,系统通

过断电刹车装置(POB)和翼尖刹车装置(WTB)将
襟翼把持在当前位置。

襟翼控制计算机机箱内包含命令通道和监控

通道两个功能通道.襟缝翼控制计算机采用同步工

作方式,通道分别采集传感器信息,通道间通过专

用交叉通信数据链路(CCDL)实现数据共享[7]。

襟翼系统以襟翼构型控制为主,不需要依据飞行条

件和飞机状态进行调参,控制相对简单,但系统的

状态繁多,逻辑控制和转换异常复杂[2]。襟翼系统

需采用双通道架构。在正常模式下,双通道驱动襟

翼;当出现任一通道失效,系统进入降级工作模式,
单通道驱动襟翼,收放速度减半;当系统的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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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丧失驱动襟翼的能力,系统将处于无法工作

模式。

3暋襟翼运动控制逻辑

3.1暋模块设计

为符合“控制襟翼收/放暠和“襟翼系统监控(通
过PBIT和CBIT监控系统)暠需求,FECU 应设计

不同的功能子部件满足需求衍生的子功能,一般

FECU包含I/O 模块、控制通道模块及监控通道

模块。I/O模块需完成接口信号处理,即提供指令

通道和监控通道对交联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和非

易失性存储资源的访问。控制通道模块需完成控

制襟翼收放的指令下发功能及上报系统状态,即根

据 FCL、FOS 和 FPSU 数 据 通 过 向 FMCM 和

WTB发送指令来控制襟翼位置并通过 A429上报

和模拟输出,存储所有来自 FECU 部件确认的故

障并建立传输到CMS的故障报告,控制维护BIT
的执行。监控通道模块需完成系统监控功能,即对

系统进行监控并对故障进行制裁(重置或激活

POB和 WTB),监控FECU和襟翼系统的状态,提
供给I/O 模块以进行综合,并上报给机组人员以

警示。
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应避免共模故障导致系

统失效,因此需采用非相似设计,一般控制通道模

块采用软件(CPU)实现,监控通道采用硬件(FP灢
GA或PLD等)实现。二者控制算法相同,物理实

现方式不同。本文对控制通道模块(COM CPU)
进行详细设计以符合上述相关需求。

3.2暋控制通道逻辑

COMCPU 通道为符合“控制襟翼收/放暠需

求,需进行信号处理、控制律解算、系统状态监控、
系统保护、系统管理等子功能的划分,现将 COM
CPU分为以下5个功能模块:

(1)上电自检测及持续BIT子模块

该模块将I/O模块传递的的数字信号进行检

测并持续性监控,判断 FCL、FOS、FPSU、WTB、

FMCM 及FPDU的健康状态;Simulink模型中对

输入信号的有效性进行综合判断,得出交联设备的

健康状态。

(2)FECU模式管理子模块

为了使系统能够更好、更安全、可靠地运行,基
于 Matlab/Simulink设计了各个工作模式之间的

转换条件,实现了工作模式的管理,FECU 工作模

式包括初始化模式、正常模式、故障模式、离线模

式、维护模式[11],模式之间的转换条件如图2所

示。本 文 用 Simulink 的 Stateflow 模 块 进 行

FECU的模式转换的 仿 真,依 据 输 入 信 号 选 择

FECU的工作模式,作为控制襟翼收放的前提。

图2暋FECU模式转换条件

Fig.2暋TransitionconditionofFECU modes

(3)襟翼位置指令综合子模块

FCL和FOS输出的电压信号经I/O 模块处

理后传送到 COM CPU 为数字信号,该模块根据

输入信号的值判断FCL或FOS的档位位置,综合

FCL和 FOS 的健康状态得出二者确定的指令

位置。
(4)襟翼位置控制子模块

该模块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当各个部件

均正常工作,该模块先根据系统可接受的档位和

FECU的工作模式计算出系统需求的襟翼指令位

置,且依据FPSU 旋转变压器的电压与襟翼角度

的对应比例解算出当前的襟翼位置,对指令位置和

当前襟翼位置的差值进行闭环控制,位置的闭环控

制通过控制FPDU的电机转速实现。
系统正常刹车时,电机减速运动分为加速阶

段、最大额定速度阶段、主减速阶段、最小额定速度

阶段、减速阶段2,电机速度控制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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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FPDU电机速度控制律

Fig.3暋ControllawofFPDU暞smotor

暋暋控制律参数的设计依赖于整个作动系统的设

计,某民用飞机的襟翼运动形式为铰链式,即襟翼

通过与其相连的摇臂绕转轴上的铰链点作圆弧运

动[4],依据性能要求———襟翼最大运动角度35曘及

对应FBSA的运动行程,结合FBSA 的减速比,可
得整个驱动线系的转动全行程转数:

传动轴全行程转数=
丝杠行程FBSA4暳齿轮减速比FBSA4

导程FBSA4

=120.915rev
当19s作动时,假设系统匀加速时间和匀减

速时间为2s,传动轴的转速:

传动轴转速=
传动轴全行程转数暳60

(19-2) =426.76rpm

考虑到FPDU 响应时间、实际减速时间等因

素的影响,定义传动轴转速为:(430暲20)rpm。

FPDU的控制律设计边界如下:

栙FPDU的两个电机分别由两个FECU 进行

控制,传动轴到单个电机经过两级齿轮减速,总减

速比为32.03暶1,整个FPDU 减速比为16.015暶
1,最大额定速度为:430暳16.015=6886rpm;

栚FPDU加速到最大速度的时间为2s;

栛加速度限制值:(暲6886rpm-0)/2s=
暲3443rpm/s;暋

栜FPSU安装在 FBSA4传动轴上,使用双余

度的Resolver,Resolver工作角度为0曘~360曘,使
用时最优工作区间10曘~350曘,即 Resolver总行程

为340曘;FPSU减速前的角度偏差不妨定为20曘;减
速比为128.276暶1。

FPDU的马达速度控制律设计需要根据假设

的速度变化起始位置容差选择最优的方案,选择时

根据最小额定速度的运转角度变化的敏感性(敏感

因子K=最小额定速度/最大额定速度),依据主

减速阶段与加速阶段的加速度绝对值相等,参数确

定步骤如下:

栙给定敏感因子K 值;

栚计算主减速阶段的时间及 FPSU 的变化

角度;

栛计算最小额定速度阶段开始时剩余的 FP灢
SU的角度;

栜给定减速阶段2的位置,减速阶段2的总行

程曋最小额定速度阶段总行程

栞计算额定速度阶段及减速阶段2的运动

时间。
使用 软 件 Simulink 中 Stateflow 模 块 仿 真

FPDU的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逻辑,具体转换条件

如图4所示,FPDU的马达速率控制律框图如图5
所示。

图4暋FPDU电机速度转换条件

Fig.4暋TransitionconditionofFPDU暞smotor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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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暋马达速率控制框图

Fig.5暋Motorspeedcontroldiagram

暋暋(5)襟翼保护子模块(襟翼控制能力保护、超
速保护、不对称保护、非指令保护)

当系 统 发 生 故 障,满 足 系 统 保 护 的 条 件,

FECU 应发送紧急制动命令以触发POB和 WTB,

进而停止襟翼运动或保持襟翼在当前位置,目的是

在系统发生故障时保护系统。保护条件为:
(a)触发襟翼控制能力保护的情况

栙丧失一个驱动通道:每个驱动通道中包括1
个独立的FECU,1个 FMCM,1个马达和制动器

以及1个 WTB通道、FCL、FOS和FPSU 的传感

器通道,当任一设备的健康状态为假,则丧失该通

道的控制能力。

栚丧失两个驱动通道。

栛丧失襟翼位置指令(FCL和 FOS均失效,

即:FCL出现单个通道电压范围的真实性故障、两
个通道之间的一致性故障、FCL出现机械卡阻故

障、FOS双通道之间的一致性故障)。

栜丧失襟翼位置(襟翼位置传感器失效,即传

感器的接口故障、真实性故障、一致性故障、完整性

故障)。
(b)触发襟翼超速保护的情况

当空速超出载荷极限时,限制襟翼偏转或使襟

翼向小偏度收回,以防止襟翼结构的损坏。FECU
实现襟翼手柄的操纵指令和飞机飞行速度的比较,

当飞行速度高于载荷门限时间[12],则满足襟翼超

速的条件,FECU向航电发出CAS告警信息,提示

飞行员应给飞机减速。

栙襟翼位置超速:如果在襟翼伸出过程中检测

到襟翼超空速条件,则将襟翼停止在下一档位。

栚襟翼指令超速:当襟翼把持在指令襟翼位置

时检测到襟翼超空速条件,则拒绝下放襟翼。
(c)触发襟翼不对称保护的情况

如果所有FPSU的健康状态均正常,两侧FP灢
SU 信号差值超过襟翼最大不对称阈值或任一侧

FPSU 信号的变化率超过阈值[13],FECU 发送指

令停止动力驱动装置运动,并发送信号 POB 和

WTB,将机 翼 锁 定 到 当 前 位 置;并 向 航 电 发 出

FLAPFAIL的告警信息[3]。

此外,FECU需将用于显示襟翼系统状态、指
令及位置的信号、进行 MBIT 的信号传送航电系

统,信号处理的逻辑驻留在FECU中。

3.3暋Simulink仿真结果

在Simulink仿真模型中,用 GUI建立了良好

的襟翼系统操作界面(如图6所示),建立了S 函

数,实时并仿真了襟翼收起、放下的运动过程,手柄

指令变化过程如表1所示,仿真结果如图7~图10
所示。

图6暋GUI界面

Fig.6暋GUI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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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襟翼操纵手柄指令变化过程

Table1暋Flapcontrollevercommandchangingprocess

FCL档位变化 飞行子阶段 飞行阶段

0曘~17曘 起飞放下阶段 正常收放

17曘~0曘 起飞收起阶段 正常收放

0曘~17曘 进近放下阶段 正常收放

17曘~23曘 进近放下阶段 正常收放

23曘~35曘 着陆放下阶段 正常收放

35曘~23曘 复飞收起阶段 复飞阶段

0曘~35曘 地面放下 地面收放

35曘~0曘 地面收起 地面收放

图7暋襟翼正常收放和复飞

Fig.7暋Flapnormalretractedandextendedandgo灢around

图8暋半速下放襟翼

Fig.8暋Extendflapbyhalfspeed

图9暋地面收放襟翼

Fig.9暋Flapretractedandextendedonground

图10暋S函数实时仿真过程中

Fig.10暋Real灢timesimulationbyS灢function

从图7~图10可以看出:模型实现了飞行员

操纵FCL的界面,能在要求的时间内收放襟翼到

指令位置,以及实时仿真襟翼运动的过程。另外,

FECU的指令控制回路会出现超调,稳态误差为

0,实现了襟翼收放控制。出现超调是由于未加载

电机及机械传动部件,后续将研究电机的速度及电

流的闭环控制问题。

4暋结暋论

(1)襟翼电子控制装置工作模式设计能够很

好地实现逻辑转换,本文工作模式之间的约束条件

合理。
(2)本文所设计的襟翼收放时间能满足襟翼

收放速度的性能需求,襟翼收放的控制律设计合

理,马达的加速、匀速、减速阶段的控制律设计参数

合理。

参考文献
[1] 刘世开,肖王振,段晓军.大型民机高升力控制系统仿真与

试验验证平台研究[J].测控技术,2015(34):670灢673.

LIUShikai,XIAO Wangzhen,DUAN Xiaojun.Research

ofsimulationandvalidationplatformforhigh灢liftcontrol

systemoflargecivilaircraft[J].Measurement& Control

Technology,2015(34):670灢673.(inChinese)

[2] 史佑民,杨新团.大型飞机高升力系统的发展及关键技术

分析[J].航空制造技术,2016(10):74灢78.

SHIYoumin,YANG Xintuan.Developmentandcritical

technologyanalysisforhighliftsystemoflargeaircraft[J].

AeronauticalManufacturingTechnology,2016(10):74灢78.
(inChinese)

[3] 徐向荣,孙军帅.民用飞机高升力系统浅析[J].中国制造

业信息化,2011,40(19):61灢63.

XUXiangrong,SUNJunshuai.Summaryontheelevating

systemofcivilaeroplane[J].ManufactureInformationEn灢

gineeringofChina,2011,40(19):61灢63.(inChinese)

824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4] 黄建国.后缘襟翼运动型式的选择及其分析[J].民用飞机

设计与研究,2009(3):8灢12.

HUANGJianguo.Selectionandanalysisoftrailingedge

flag motionpattern[J].CivilAircraftDesign And Re灢
search,2009(3):8灢12.(inChinese)

[5] 刘军.某型飞机后缘襟翼运动机构动力学仿真分析研究

[J].科技创新导报,2011(33):14灢15.

LIUJun.XXaircrafttrailingflap mechanismsdynamics

simulationanalysisandresearch[J].ScienceandTechnolo灢
gyInnovationHerald,2011(33):14灢15.(inChinese)

[6] 杜永良,潘妍红.波音777飞机高升力控制系统余度管理

分析[J].民用飞机设计与研究,2012(3):33灢40.

DU Yongliang,PAN Yanhong.Redundancy management

forhighliftcontrolsystembasedonBoeing777aircraft[J].

CivilAircraftDesign&Research,2012(3):33灢40.(inChi灢
nese)

[7] 徐奡,夏德天,郑久寿.高升力系统控制计算机容错技术研

究[J].微电子学与计算机,2015,32(6):36灢45.

XUAo,XIADetian,ZHENGJiushou.Thestudyoffault

tolerancetechnicalincivilaircraftsslatflapcontrolcompute
[J].Microelectronics& Computer,2015,32(6):36灢45.
(inChinese)

[8] 朱妍,王博,安刚,等.大型飞机襟缝翼自动保护控制律设

计与仿真[J].飞行力学,2015,33(4):324灢327.

ZHUYan,WANGBo,ANGang,etal.Designandsimu灢
lationofautomaticprotectioncontrollawforlargeaircraft

flapsandslats[J].FlightDynamics,2015,33(4):324灢

327.(inChinese)

[9] 赵亮,杨超,邓兴民.基于需求工程的某后缘襟翼操纵系统

的功能分析[C]曃第七届中国航空学会青年科技论坛.中

山:中国航空学会,2016:1灢10.

ZHAO Liang,YANG Chao,DENG Xingmin.Functional

analysisoftrailingedgeflapcontrolsystem basedonre灢
quirementengineering[C]曃7thYouthScienceandTech灢
nologyForumofCSAA.Zhongshan:CSAA,2016:1灢10.

(inChinese)

[10] 杨志丹.民用飞机高升力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安全性分析研

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6.

YANGZhidan.Theresearchondesignandsafetyanalysis

ofcivilaircrafthighliftcontrolsystem[D].Shanghai:

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2016.(inChinese)

[11] 杨玉蕾,杨忠,杨家成,等.基于Stateflow 的民机自动飞

行工作模式切换[J].应用科技,2012,39(1):65灢69.

YANGYulei,YANGZhong,YANGJiacheng,etal.Mode

switchingofcivilaircraft暞sautomaticflightsystemsbased

onStateflow[J].AppliedScienceandTechnology,2012,

39(1):65灢69.(inChinese)

[12] 朱妍,郭润兆,安刚.大型运输机高升力系统安全控制策略

研究[J].航空科学技术,2016,27(9):40灢44.

ZHU Yan,GUO Runzhao,AN Gang.High灢liftsystem

controlstrategyforlargetransportaircraft[J].Aeronauti灢
calScience& Technology,2016,27(9):40灢44.(inChi灢
nese)

[13] 韩赛,化东胜.襟翼不对称运动和襟翼倾斜的保护逻辑研

究[J].航空工程进展,2016,7(1):62灢69.

HANSai,HUADongsheng.Logicofprotectionforflap暞s

asymmetrymovementandflapskew[J].AdvancesinAero灢
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16,7(1):62灢69.(in

Chinese)

作者简介:
韩暋赛(1987-),女,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机高升

力系统设计。

孙军帅(1982-),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飞机

高升力系统设计。

化东胜(1989-),男,学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飞机发动

机系统设计。

(编辑:丛艳娟)

924第3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韩赛等:民用飞机襟翼电子控制装置需求及控制仿真



第11卷 第3期

2020年6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3
Jun.2020

收稿日期:2019灢10灢28;暋修回日期:2020灢05灢27
通信作者:熊李娜,xionglina2006@126.com
引用格式:熊李娜.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3):430灢436.

XIONGLina.Interfacedesignofaircraftcockpitdisplayandcontrolsystem[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灢
ing,2020,11(3):430灢436.(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3灢430灢07

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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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系统作为人机接口,一直是航空工效学关注的对象,提高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的

可视性和方便操作性,是其设计时所要追求的目标。综合近年来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的相关研究现状,创建

一种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方法,并探讨软件设计中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技术。该方法集成在 C++系统

中,在飞机座舱设计的各个阶段分别引入飞行员三维人体几何模型和运动学模型;结合视景仿真建模理论和相

关软件,实现飞行视景及座舱显示控制界面的开发;提出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的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各

种评价指标的筛选与评价体系的确立。该显示控制界面设计方法能够通过模拟飞行员的操作动作与计算视

角、可达性、操纵力等参数,较好地反映出飞行员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性,提高了界面友好性、操作直观性、简

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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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系统作为人机接口,其设计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飞行员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决策,以及能否合理的控制,从而保障飞行员能够

安全、顺利地完成飞行任务。
航空电子系统结构经历了从分立式航空电子

系统、集中式航空电子系统、联合式航空电子系统

到综合共享式航空电子系统的发展过程[1灢3]。座舱

显示技术经历了由机电到电子、由专用到多功能、
由分立到系统的漫长发展过程。显示器历经简单

机电仪表、机电伺服仪表、综合指引仪表、阴极射线

管电子显示器、平板显示器系统,以及正在研制、探
索、验证的触敏显示控制器、头盔显示器和高清晰

大屏幕显示控制器等发展阶段[1,4]。座舱显示系

统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发展前进。
飞机座舱设计应同时考虑飞行员的认知特点

和感知运动操作特性。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飞行

员通常只是把直观知觉到的显示信息作为认知判

断和操作的基础[5]。研究发现,与常规显示控制类

飞行管理系统人机界面相比,飞行员使用三维图形

数据格式信息显示界面时,不仅认知反应时间短、
操作错误少、心理负荷低,而且情景意识明显增

强[6]。因此,三维立体显示器的研制和开发成为一

种新的显示选择。用平视仪、下视仪、头盔显示器、
三维听觉显示器和触觉显示器构筑一个虚拟增强

型座舱,让飞行员在其中执行一项模拟空中截击任

务,歼灭有两架战斗机支援的四辆地面坦克。结果

发现,使用增强型座舱的飞行员在战场停留时间、
对地攻击次数、任务获胜次数、敌我损毁对比方面

比常规座舱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增强型座舱能够提

高飞行员的情景意识、降低飞行员工作负荷,更受

飞行员的欢迎[7]。
(1)国外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空军就与麦道

公司签订合同,利用模拟器研究21世纪战斗机的

座舱技术。为此,麦道公司的座舱设计专家首次提

出了“大图像暠(BigPicture)的概念,其主导思想是

利用大屏幕显示器实现超视距全局态势感知,以头

盔显示器作为实现视距内战术态势感知的主显示

器,并采用握杆操纵控制(HOTAS)、触摸控制、头

位跟踪与控制等技术,实现综合显示控制[8灢9]。X灢
32验证机的座舱达到了“座舱2000暠标准,而 X灢35
验证机则直接采用了“全景座舱暠的设计理念。

国外第三代战斗机的座舱布局多采用“一平三

下暠的布局方式,即平显在仪表板顶部,之下是正前

方控制板,三个多功能显示器位于仪表板左、中、
右[10]。采用该布局形式的战机有欧洲的EF2000、

JAS灢39“鹰狮暠等。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于1990年提出了“全景

座舱控制和显示系统(PCCADS)暠方案[9,11],向飞

行员提供较大面积的显示器和离轴目标截获武器

瞄准头盔,以满足超视距的态势感知和大离轴角瞄

准的需要。
相比第三代战斗机或三代半战斗机,F/A灢22

“猛禽暠战斗机是波音公司与洛马公司联合为美国

空军研制的空中优势战斗机[12灢13]。F/A灢22 的座

舱有1个平视显示器和6个多功能显示器[14灢15]。
美国新研制的 F灢35战斗机,其座舱配有大屏

幕显示器,支持触敏控制、语音识别,采用双目式瞄

准头盔显示器,充分体现了战斗机座舱显示的发展

方向。
(2)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军用飞机正处在更新换代时期,引
入计算机控制显示技术,用平视仪、下视仪、多功能

显示器等时分制综合信息显示系统取代常规机电

显示仪表,采用话音告警技术改进听觉显示界面,
是我国新机研制和现役飞机改型中更新信息显示

界面的主要举措。

栙座舱控制界面研究

国产新机在普遍采用平视仪、下视仪、多功能

显示器等综合电子显示系统的同时,还大量采用握

杆操纵控制器、显示器周边控制软键、正前方控制

板等新型控制设计将座舱重要控制器小型化、集中

化、多功能化,以方便飞行员同时兼顾显示观察和

操作控制。采用握杆操纵技术,将至关重要的转换

控制器集中布置在飞机油门杆和驾驶杆上,以保证

飞行员在平视飞行操纵飞机的同时仍能完成诸如

武器投放等控制动作,是现代高性能战斗机控制器

设计的共同特点。

栚座舱自动化与人工控制

座舱自动化正在成为一种设计时尚,为了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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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飞行员的工作负荷,座舱自动化必须关注三个

关键的工效学问题:功能分配、刺激-反应兼容、飞
行员内在操作模型[16],尽可能实现人与自动化系

统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正致力于探讨飞行员内

在操作模型和自动化系统运行模式之间的匹配和

兼容,呼唤以人为本的自动化设计[17]。
尽管飞机座舱自动化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飞

行员的体力负荷,但却增加了非常规操作的负荷,
带来很多与飞行安全相关的问题。例如,飞行员情

境意识丧失、监控无能、心理负荷加重、自动化系统

故障或失效时难以有效恢复等[18]。目前,我国飞

机座舱自动化控制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对飞机的

整体自动控制能力有限,可靠性不高,这对座舱显

示控制界面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军用

飞机座舱已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器取代 CRT 显

示器,液晶显示工效学和座舱合理自动化可能成为

国内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工效学研究的重点

领域。
随着航电显示技术、传感器技术、图形处理技

术等的不断发展,以及航电显示复杂度的不断增

加,以往的开发方法逐渐暴露出诸多缺点[19]:需要

进行复杂的编程和图 形 设 计,手 写 代 码 (Hand
code)的工作量非常大;以手写代码描述仪表的复

杂运动越来越困难,还容易忽略仪表的某些重要特

性;编程、调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

间;开发的显示形式单一,不能满足日益丰富的需

求;对于界面繁多且显示格式复杂、数据交互要求

高的航电显示系统,所需要的开发投入更大、周期

更长。这些都是国内研究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为此,本文设计一种集成在C++系统中的飞

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方法,探讨软件设计中采

用的关键技术,并提出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

的综合评价方法。

1暋软件设计中采用的关键技术与方法

飞机座舱提供一个重要的人机交互环境。载

机的飞行数据、控制系统的工作参数以及作为联邦

成员订购的一些信息最后都要输送到座舱内的显

示系统[20]。操作者根据显示的信息,操纵载机或

者根据战场态势做出相应响应。通过舱内外视景

的叠加以及对中央控制面板的操作获得驾驶飞行

仿真的沉浸感、交互感。

1.1暋座舱显示系统加入视景仿真

本文中,飞行员通过人机交互界面,仿真座舱

的同时观察舱外视景和舱内显示系统。由 Mi灢
crosoftVisualC++ 中 MFC开发的多功能显示

器、中央控制板和用 OpenGL开发的平视显示器

最终需要嵌入到视景仿真平台上并显示出来[21]。

1.1.1暋视景融合

界面 的 底 层 是 由 OpenGL 实 现 的,而 Mi灢
crosoftVisualC++6.0开发出的仿真仪表等可

以生成C++和OpenGL源代码,因此它们之间是

可以通过 OpenGL连接起来的。
视景仿真界面和 OpenGL采用的三维观察方

法基本一样,而二者的视点坐标系不同。虽然都采

用右手坐标系,但是视景仿真界面视点看向y 轴

正方向,OpenGL看向z轴负方向,如图1所示。

暋暋(a)视景仿真视点坐标系暋暋暋暋(b)OpenGL视点坐标系

图1暋两种视点坐标系

Fig.1暋Coordinatesystemsoftwoviewpoint

这样就把视景、平视显示器、多功能显示器和

中央控制面板整合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出来,如图2
所示。

图2暋座舱显控系统与视景叠加效果

Fig.2暋Overlayeffectofcockpitdisplay
controlsystemand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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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暋鼠标消息映射

在多功能显示器和中央控制面板上,有许多可

以进行人机交互的开关、按键,它们能对鼠标的点

击等动作做出相应的响应。但是视景仿真界面和

MicrosoftVisualC++6.0两种开发软件平台的

鼠标消息处理机制不同,导致仿真时座舱中多功能

显示器和中央控制面板上的开关按键不能响应鼠

标消息。解决方法是:首先将视景仿真界面中的鼠

标消息映射为多功能显示器能够识别的鼠标事件

格式,然后重载视景仿真界面中的鼠标消息处理虚

函数onMouseInput。对于每一个需要根据鼠标动

作做出响应的按键或开关,需要获取它们的位置和

尺寸大小,当鼠标点击位置位于这个范围之内时,
这些开关和按键将会做出反应。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图3暋鼠标消息映射流程图

Fig.3暋Flowchartofmousemessagemapping

1.2暋飞机运动模型的实现

本文需要用实时获得的飞行参数来驱动飞机

模型和视点的移动,因此需要利用位置策略创建一

种新的运动方式。可以由vpObject类的成员函数

SetStrategy()将物体和运动模型进行绑定。对于

有多种运动模型的仿真对象,函数 SetNextStrate灢
gy()可以将多种运动模型顺序与物体绑定。

在一次空战仿真中,从机场跑道滑行开始到目

标截获过程中的部分画面如图4所示。

暋暋暋暋(a)跑道滑行阶段暋暋暋暋暋暋(b)起飞阶段

暋暋暋暋(c)飞行航姿1暋暋暋暋暋暋 暋(d)飞行航姿2

图4暋飞行仿真截图

Fig.4暋Screenshotofflightsimulation

1.3暋视点管理

在飞行视景仿真应用中,操作者可以根据需要

调整视点,只有进入到视点覆盖范围内的场景、物
体及环境特效才能被显示出来,其他部分将被裁剪

掉。因此视点管理在视景仿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当视点位于飞机座舱外时,可以选择相对于飞

机模型不同的位置设定视点,看到飞机不同的侧

面,如图5所示;当视点处于座舱内部时,使用设定

一个相对于飞机模型固定偏移的视点,以达到总处

于座舱内部的感觉。

暋暋暋 暋(a)侧视图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前视图

图5暋飞机座舱外不同视点效果图

Fig.5暋Differentviewpointsoutsidetheaircraftcockpit

1.4暋视景仿真中的坐标系及转换

飞机飞行及座舱显示视景仿真系统作为飞机

数传及控制系统仿真的一部分,需要将载机的飞行

参数实时传递给监控方显示。仿真中整个大地形

是以经纬度为单位开发实现的,而飞行仿真中飞机

位置数据是以米为单位计算的,为了统一数据单

位,需要将飞机位置参数转换为经纬度在监控系统

上显示出来。
通常,飞行视景仿真中涉及到四种坐标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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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坐标系、大地坐标系、地心坐标系和局部笛卡

尔坐标系,如图6所示,图中,LLE是LocallyLin灢
earEmbedding(局部线性嵌入算法)的缩写。该算

法是针对非线性信号特征矢量维数的优化方法,这
种维数优化并不仅是在数量上简单的约简,而是在

保持原始数据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将高维空间的信

号映射到低维空间上,即特征值的二次提取。

暋暋暋暋(a)投影坐标系暋暋暋暋暋暋暋(b)大地坐标系

暋暋暋暋(c)地心坐标系暋暋暋暋暋暋(d)局部笛卡尔坐标系

图6暋飞行视景仿真中的四种坐标系

Fig.6暋Fourcoordinatesystemsinflightvisualsimulation

多种坐标系在飞机、导弹、火箭、人造卫星等各

种飞行视景仿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基于同一个椭球模型的不同坐标系之间可以

相互转换,通过转换,将一个坐标系下的位置信息

和姿态信息转换为另一坐标系下的数据信息。大

地坐标系和投影坐标系或者地心坐标系之间的转

换可以通过调用函数一步实现,而投影坐标系和地

心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则需要以大地坐标系为中间

媒介。

2暋显控界面设计综合评价方法

2.1暋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1暋评价指标的筛选与确定

作为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的综合评价,必然要综

合考虑显示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显示

信息内容,显示方式,显示背景、光照,显示、控制布

局以及控制器的可靠性、可控性等。任何一个方面

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他方面密切相关。飞行员

只有通过显示仪认知并正确地理解后,才能进行有

效的控制。因而,评价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的有效方

法是将其纳入综合性的任务环境之中,通过评估和

分析执行任务的效果,来评价显示控制系统在实际

任务环境中的效能。

2.1.2暋评价体系的建立

由于显示、控制器的布局影响显示控制系统的

性能,显示、控制器的布局合理性也应有两个评价

指标。考虑到设计、制造费用的制约,经济性自然

也为一个评价指标。
完成任务的程度用系统的“显示水平暠“控制水

平暠描述,在开始执行任务和执行任务过程中的状

态情况用“显示可靠性暠“控制可靠性暠来评估。
随着飞机性能的提高,飞行员的工作负荷及操

作难度也日益增大。一个显示控制系统,其工作强

度当然是越低越好。在评估该系统时,负荷强度也

应为一个评估指标。
整个评价体系如图7所示,其中包括11项:显

示可读性、显示可飞性、可控性、显示可靠性、控制

水平(能控性)、控制可靠性、总体布局合理性、经济

性、可靠性、维修性及安全性。

2.2暋评价方法的确立

(1)在完成各飞行任务的基础上用主、客观综

合考虑法来评估单项指标;
(2)采用定性目标的定量处理法来进行主观

评估;
(3)采用专家判断层次分析法[23]计算加权

系数;
(4)采用多级工程模糊综合评判对座舱显示

控制系统进行综合评判;
(5)采用最小、最大距离法(重心排序法[24])

进行排序、决策;
(6)具体评估步骤:栙根据具体评估对象及考

虑因素、对象的实际使用情境确定测试课目、评估

指标;栚填写加权判断矩阵,计算各级指标的加权

系数;栛进行各项测试,完成各单因素指标评估;栜
综合考虑主、客观值,进行综合评估;栞利用栜得到

的综合评估分值进行多方案的优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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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暋显控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Fig.7暋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ofdisplayandcontrolsystem

3暋结暋论

(1)本文设计了一种集成在C++系统中的飞

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方法,并开发出了平视显

示器、多功能显示器,以及可以自定义的运动模型模

块、平视显示器绘制模块、多功能显示器绘制模块

等,实现了舱内视景、舱外视景的融合叠加和视点管

理、场景管理、环境特效等功能。该设计方法能够较

好地反映出飞行员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性,提高了

界面友好性、操作直观性、简便性。
(2)飞机座舱显控界面设计综合评价方法与评

价体系的建立,为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界面设计方法

的评价建立了基础,但目前此套评价体系尚在理论

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实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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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的突破,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降低操作者负荷,提高系统安全性已

成为民航发展的方向。国内外围绕人工智能在机

器人替代副驾驶、替代空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例如,Aurora公司研发了 ALIAS机器人

并进行飞行测试[1];杨红雨等[2]研究利用人工智能

代替空管人员的方法。但上述研究却未涉及关于

人工智能替代飞行通信员方面的研究。
虽然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航电设备

的出现,专职飞行通讯员岗位已经消失,但其陆空

通信的职责仍然存在,并由飞行驾驶员承担。张

璐[3]通过统计历年来民航所发生的不安全事件,总
结发生在通话过程中的不安全事件要高于其他技

术原因,而目前空管领域采用人工“对关键指令进

行抄收和复诵暠[4]的方法,该方法耗时长且效率低。
本文用人工智能技术替代飞行通信员(或飞行

驾驶员的通信职责),从飞行员操作过程、系统内外

部接口、系统的功能架构、机载电子系统的可实现

性等角度进行综合设计,针对系统的安全性和通信

效率进行充分地分析评估。

1暋方案设计

1.1暋过程设计

陆空通话过程包括5个子过程:话音接收、语

义理解、指令执行、指令复诵和话音发射,其中语义

理解和指令复诵是单纯的人类活动,而话音接收、
指令执行和话音发射则是人机在环行为。人工智

能飞行通信员系统(ACPS)代替飞行通信员(或飞

行驾驶员的通信职责)的通话过程如图1所示[5],
通话过程为:

(1)话音接收不变,将原先送给机组成员的接

收音频同步发送给 ACPS。
(2)语义理解过程在原先的听觉认知基础上

增加了视觉认知,通过视觉、听觉跨模态交互促进

机组认知。
(3)当视觉听觉认知一致既语义理解无误时,

ACPS自动执行指令,并自动进行指令复诵;当视

听认知不一致既语义理解不清时,不执行指令,机
组成员完成复诵,因此原先的指令执行和指令复诵

过程合并为一个过程。
(4)话音发射过程增加 ACPS音频发送和机

组音频发送的切换。

图1暋人工智能飞行通信员系统(ACPS)陆空通话过程

Fig.1暋Land灢to灢aircallprocessofACPS

1.2暋接口设计

ACPS过程中有许多机器活动,ACPS需要操

控机载航电系统完成带飞、天气解读、飞行计划和

航行通告等陆空通话活动,而飞行通信员的这些操

作都可以包含在机载通信导航监视(Communica灢
tionNavigationSystem,简称CNS)系统中。现代

飞机CNS系统基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的,

ACPS可以通过统一的总线实现CNS系统的互操

作。ARINC660A推荐的 CNS系统架构与 ACPS
的交联关系如图2所示[6],具体包括:

(1)机组控制:耳机、话筒、音频、发话使能

(PTT)等;
(2)导航接收机:导航数据、自动调谐指令;
(3)传感器:高度、空速、航姿等;
(4)通信电台:自动调谐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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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飞行显示器:飞机位置、航图、数据链信

息等;
(6)飞行控制:飞行计划、自动调谐指令等;
(7)监视设备:应答机、高度表、雷达。

图2暋CNS系统与 ACPS交联图

Fig.2暋Cross灢linkdiagramofCNSsystemwithACPS

1.3暋架构设计

不同的CNS系统架构可以有不同的ACPS设

计方案[7],采用综合模块化航空电子(IMA)架构

的CNS系统理论可以采用“纯软件暠的方式予以实

现,但由于现行的IMA 计算机并没有考虑深度学

习等人工智能计算需求。因此本文在典型CNS系

统架 构 上,通 过 增 加 ACPS 主 机 的 方 式,给 出

ACPS的系统架构如图3所示。
该架构以语音识别和指令生成两个深度信念

网络(DeepBeliefNetwork,简称 DBN)为核心构

建,语音识别功能将来自 CNS系统的音频输入进

行降噪处理后提取特征参数,通过 DBN 后生成语

义序列;其后的指令生成功能将语义序列与来自机

载总线的飞行计划、飞行参数、航行位置、航图等数

据进行联合并提取特征参数,通过第二个 DBN 生

成执行指令和复诵指令,其中执行指令通过机载总

线发送给CNS系统,复诵指令在通过韵律处理后

读取语音库生成复诵话音,最后输出到CNS系统。

图3暋ACPS原理架构

Fig.3暋ACPSprincipleandarchitecturediagram

由于机载航电系统对实时性要求很高,为提高

效率,ACPS在离线的情况下对两个 DBN 进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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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学习[8],训练好的声学、语言模型和指令模型加

载到机载环境中进行快速计算。

1.4暋硬件设计

ACPS计算机作为机载嵌入式平台,应同时满

足数据实时性和可计算性能的需求。相对于单个

服务器 CPU 而言嵌入式计算机性能普遍较弱,

ACPS计算机系统采用分布式异构架构,主控模块

采用事务型处理器,DBN 计算模块采用多片计算

型CPU并行计算,并通过RapidIO直接与主控模

块互联,接口模块采用IO 型处理器,多种 CPU 构

成了 ACPS的计算系统,其硬件架构如图4所示,

主要模块功能如下:

(1)主控模块完成 ACPS功能,系统内的维

护等;

(2)接口模块将总线、模拟、离散接口数据和

状态发给主控模块,并将主控模块的指令通过总

线、模拟、离散接口发送给其他系统;

(3)神经网络计算模块实现语音识别、自动指

令控制等功能所需的DBN计算;

(4)大容量存储器用于保存数据模型、新的神

经网络数据、ACPS工作参数等。

图4暋ACPS硬件架构

Fig.4暋ACPSHardwareArchitecture

1.5暋飞行员操作程序设计

相对于原先飞行通信员完全依靠听觉认知的

操作过程,ACPS增加了视觉认知过程和听视觉交

互过程,这需要新的飞行员操作程序(PilotOpera灢
tionalProcedures,简称 POP)支撑。针对飞机离

港和新管制频率确认两个空管过程设计了空管指

令确认界面和调谐指令生成界面,分别如图5~图

6所示。

图5暋空管指令确认界面

Fig.5暋ATCcommandconfirmationinterface

图6暋调谐指令生成界面

Fig.6暋Turningcommandgenerationinterface

对于空管指令确认界面,ACPS将空管发送的

语音指令转化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同时自动生成

所需复诵文字,当机组确实视觉指令与听觉指令一

致后按压确认键(或PTT)即可执行后续操作。

对于调谐指令生成界面,ACPS将空管发送的

飞行计划转化自动调谐指令,当机组确认后录入飞

行管理系统,更新飞行计划。

2暋性能分析

2.1暋安全性分析

航电系统是安全性相关的系统,从图2可以看

出 ACPS和机组的陆空通话操作在机载设备操作

需求方面是完全独立的,同时 ACPS硬件和软件

是独立开发的,ACPS与原机载设备没有直接耦

合,是通过机组人员完成,满足 ARP4754A的独立

性要求。当 ACPS的研制保证等级与原机载设备

的研 制 保 证 等 级 一 致,根 据 ARP4754A,具 备

ACPS的通话功能丧失的失效状态分类可以提升

一个等级;如果 ACPS的研制保证等级低于原机

载设备一个等级,新的通话功能丧失的失效分类与

原通话安全性等级一致。

因此 ACPS不会导致陆空通话安全性下降,

同时解决了语言、口音、注意力问题,也提升了系统

安全性[9灢10],保证飞行安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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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暋通信性能分析

DO284中95%RCP通信时间的过程分析如

图7所示[12],其中人因性能包括地面管制员和飞

行通信员两部分,机器性能主要由通信设备提供,

ACPS主要改善的飞行通信员的人员绩效的反应

时间(人因性能),因此本文采用 ACPS后的反应

时间。

图7暋95%RCP通信时间

Fig.7暋95%ofRCPcommunicationtime

一般听觉认知短时记忆为tH1 =3~5s,而视

觉认知短时记忆一般为tH2 =1~2s[5],语音识别

tH3<1s[13],因此图1中听视觉交互确认的时间

tH5=max(tH1
,tH2 +tH3

)=5s。当视听一致情况

下后续指令均为系统自动产生,仅需一次人工确认

tH6=tH2
,且小于2s,因此完整的人员绩效的最大

反应时间tH7 =tH5 +tH6 =7s。当视听不一致情

况,仍采用原陆空通话确认方式,ACPS不会导致

反应时间的增加。

ACPS主要用于改善人员绩效的反应时间,可
以将反应时间由47~98s[14]下降至7s,进而提高

沟通效率。

3暋结暋论

(1)ACPS在不降低系统安全性的基础上将

通信时间缩减至7s,提高了陆空通话效率。
(2)ACPS减少了机组人员工作量,进而潜在

地提高飞行员的表现,保证飞行安全;通过人工智

能机器人进行沟通,减少语言、口音和其他干扰因

素的影响,减少二次确认过程,提高了沟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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