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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综述

冯蕴雯,陈俊宇,刘佳奇,路成,薛小锋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西安710072)

摘暋要:航材作为综合后勤保障(ILS)的物资基础,其科学的预测与合理的配置是有效保障民用飞机安全经济

运行的前提。为了使利益攸关方(制造商、运营商、维修商等)实现共赢,本文针对现有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

置管理技术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发展趋势。首先,介绍了民用飞机航材预测技术的研究现状;然后,论述了民用

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的研究现状;最后,在总结现有关于航材预测与配置理论和方法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

上,对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的发展进行了趋势分析,为国产民用飞机航材综合管理提供参考,进

而提升民用飞机维修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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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ntheCivilAircraftSparePartsPredictionand
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y

FENGYunwen,CHENJunyu,LIUJiaqi,LUCheng,XUEXiaofeng
(SchoolofAeronautics,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暞an710072,China)

Abstract:Asthematerialbaseofintegratedlogisticsupport(ILS),scientificpredictionandreasonableconfigu灢
rationofsparepartscaneffectivelyensurethesafeandeconomicoperationofcivilaircraft.Toachieveall灢win

resultsforstakeholders(manufacturers,operators,repairers,etc.),thispaperconductsaninvestigationonthe

predictionand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iesforcivilaircraftspareparts,anddiscussesitsdevelop灢
menttrendinfuture.Firstly,theresearchstatusforthepredictiontechnologiesofcivilaircraftsparepartsisin灢
troduced.Secondly,theresearchstatusfortheconfigurationmanagementmethodsisexploredofcivilaircraft

spareparts.Finally,thedevelopmenttrendofcivilaircraftsparepartspredictionandconfigurationmanagement

technologyisstudiedbasedon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existingmethods.Theaimofthispaper

is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comprehensivemanagementofdomesticcivilaircraftspareparts,andtoimprove

themaintenancesupportsystemofcivilaircraft.

Keywords:civilaircraft;spareparts;predictionandconfiguration;maintenancesupport



0暋引暋言

航材作为综合后勤保障(IntegratedLogistic

Support,简称ILS)的关键物资资源,其预测的科

学性和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制造商、运营商、

维修商等攸关方的利益,同时也关乎民用飞机安全

经济地运营。目前全球民航业储存了500亿美元

的航材,约占航空公司75%的库存资金和25%的

流动资金,但实际上大部分航材的利用率和周转率

极低,只有25%的航材被使用,航材管理存在紧急

缺货或过度积压等问题,进而造成飞机停场(Air灢
craftonGround,简称 AOG)或资源浪费现象[1]。

如何有效解决现存的问题,取得利益攸关方共赢的

局面,是目前民用飞机航材综合管理研究的重点和

热点。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航空业就已经认识到

因缺乏航材或航材囤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运营

能力降低的问题,深知开展航材综合管理研究的重

要意义,多年来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进行实际运

用。国内外对于民用飞机航材综合管理研究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航材预测管理,其目的是结合

航材消耗规律、历史数据、相关影响参数等预测未

来某一段时间的航材需求预测值,避免航材采购量

与实际需求产生偏差;二是航材配置管理,其目的

是依据机队当前的运营规模和需求,结合航材支援

网络站点的分布特征,将采购的航材进行合理分

配,以期能够在保障机队可用度的前提下,合理实

现航材库存管理,降低运营支持成本。众多航空公

司和主制造商基于航材需求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

的研究进行了工程运用,为客户提供周到快捷的航

材支援服务。例如,波音公司启动了全球飞机库存

网计划(GlobalAirlineInventoryNetwork,简称

GAIN)[2],空客公司建立了经ISO9000认证的华

欧航空支援中心[3],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建立了基于

SPEC2000的中央备件库和卫星库。

为了完善和发展国产民用飞机维修保障体系,

本文针对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进行研究,总结

现有理论和方法在航材综合管理方面的优势与不

足,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民用航

空行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支持。

1暋民用飞机航材预测技术研究现状

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作为航材支援体系工作的

重点内容之一,其相关技术的有效性是实现航材精

准预测的基础,同时也是合理指导航材计划采购和

供应的重要参考[4]。航材预测的意义在于不仅可

以提高民用飞机保障工作的预见性、决策科学性和

针对性,而且可以保障民用飞机运营过程中的安全

性和签派可靠性。随着民用航空业的稳步发展,关
于民用飞机航材预测的技术也得到快速发展,目前

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基于时间序

列法的航材预测技术、基于回归分析法的航材预测

技术和基于机器学习的航材预测技术。此外,每类

航材预测技术还包含多种方法。

图1暋航材预测技术研究框架

Fig.1暋Researchframeworkofspareparts

predictiontechnology

1.1暋基于时间序列法的航材预测技术

时间序列是指依据时间数列对其进行发展趋

势预测的方法,并且具有趋势性、季节性、周期性、
不规则性等特征[5灢7]。对于航材预测的时间序列

法,本文将针对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灰色预测

法等研究现状进行论述。
基于移动平均法的航材预测是在考虑航材消

耗的趋势性和周期性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一定程

度的修正来消除不规则扰动对航材预测精度的影

响。左山等[8]利用移动平均预测法建立航材消耗

的预测模型,并探讨移动平均项数对预测误差的影

响;董健康等[9]运用中心移动平均法建立了航材备

件定量订货模型,用以提高航材采购数量的精确

性;F.R.Johnston等[10]采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

对航材消耗量进行了预测,并通过均方差对分析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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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进行了比较,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T.R.Wille灢
main等[11]在分析航材寿命特征分布的前提下,将
移动平均法用于航材消耗预测分析;张大鹏等[12]

将移动平均法应用于消耗性航材需求的预测,并通

过案例对方法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
基于指数平滑法的航材预测是基于移动平均

法发展而来的,结合前期的数据和预测值,经过加

权后获取目标的预测值,用以消除航材需求预测过

程中的不规则和随机扰动情况[13]。郭峰等[14]采

用指数平滑法进行航材消耗定额预测,通过对比分

析说明不同指数平滑法对于航材预测精度的影响。
指数平滑方法、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法等适用于连续

需求的预测方法,一度被用来进行需求预测,但其

结果精度不高,尤其在需求中有大量的零的情况

下,因此J.D.Croston综合考虑需求时间间隔与消

耗历史的影响,在指数平滑方法基础上提出了 Cr灢
oston方法用以实现航材预测[15];但实际中,很多

需求都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预测精度不是很高。
后来 A.A.Syntetos等对此作了改进,针对实际需

求预测中并非所有需求都满足正态分布的情况,通
过对 Croston方法的修正给出了需求间隔的近似

无偏需求[16灢17];刘晓春等[13]基于指数平滑方法针

对装备维修过程中所需备件进行了预测研究;杨杰

等[18]对需求与装置检修相关的备件进行了研究,
将指数平滑用于备件预测,并从分析精度的角度进

行了验证。
航材消耗数据呈现波动情况,无法得到有效统

计和计算,航材预测可用灰色系统理论进行实现。
并且,航材消耗是由飞机飞行任务、状态情况、保障

情况等多个因素共同影响,众多因素潜在而复杂的

影响使 得 航 材 消 耗 具 有 明 显 的 灰 色 性。郭 峰

等[19]、支乐等[20]结合历年航材消耗数据,利用灰

色系统理论中的 GM(1,1)模型对航材需求进行

了预测分析;刘杨等[21]针对装备贮存过程中备件

需求呈现间断性的情况,结合灰色理论建立了需求

备件预测模型;张扬等[22]在 GM(1,1)预测模型中

引入修正因子修正灰色预测结果,提高航材预测精

度,通过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杨冰冰[23]在研

究 GM(1,1)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 GM(1,

N)灰色预测模型,对飞机大修航材消耗量进行了

分析;万玉成[24]将 GM(1,1)模型和未确知聚类模

型应用于航材预测,并结合案例说明了其方法在航

材需求量确定方面的有效性。
此外,刘信斌等[25]充分考虑了季节性对航材

需求的影响,综合分析了航材需求的各种因素,利
用航材实际需求数据,通过逐期差分和季节性差分

转化为平稳的时间序列,采用自回归移动平均移动

模型-乘积季节模型对未来航材需求做短期预测;
毕钊等[26]考虑了时间序列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

用,提出了基于 R 语言 SARIMA 的航材预测模

型,对后期航材需求进行了分析;A.A.Ghobbar
等[27灢29]探究了温特斯方法、季节回归方法等在航

材预测方面的应用,并通过英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

一的组件检修车间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验证;R.H.
Teunter等[30灢31]使用英国皇家空军的大型数据集,
将Bootstrap法用以预测间断型航材的需求。

虽然上述研究工作可为航材预测提供支持,但
是当航材历史消耗数据波动较大时,基于时间序列

法的航材预测值与工程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偏

差,进而导致不能有效指导航材采购及后期供应。

1.2暋基于回归分析法的航材预测技术

航材预测值实质上会受到单因素或多因素的

影响,一般通过回归分析法建立目标输出与输入变

量之间的关系,确定航材消耗与影响变量的关系方

程,将其作为航材需求预测模型,依据输入变量的

变化实现航材需求预测。
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对基于回归分析法的航

材预测技术进行了研究。汪娅等[32]考虑航材消耗

因素的影响,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开展了消耗性航材

的需求预测研究;陈振林等[33]提出了一种非参数

回归的航材消耗预测模型,探究了该方法在航材预

测方面的应用;杨仕美等[34]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

二乘支持向量机和信息熵组合的航材需求预测方

法;GuoF等[35]提出了一种回归分析组合方法,基
于周转数据实现飞机航材的需求预测。

关于回归分析法在航材预测方面的应用主要

存在的问题为:当涉及影响因素过多时,回归分析

法预测分析的精度会降低,不能有效实现航材需求

预测。此外,当变量参数维度较高时,需要足够的

样本支撑来实现回归分析模型的建立。

1.3暋基于机器学习的航材预测技术

支持向量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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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典型方法,这两种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航材

预测值与影响参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适用于通过

历史消耗数据来实现航材预测的情况。
目前,基于支持向量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

航材预测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牛余宝等[36]

考虑飞行时间、起降次数等因素,建立了支持向量

机回归模型,对飞机的航材消耗预测进行了研究;

Z.S.Hua等[37]基于逻辑回归方法与支持向量机

提出了一种用于实现间断性航材需求预测方法;薛
彦轶等[38]考虑保障任务、航材性能、环境及人事等

影响因素,建立了航材预测模型,用以实现系统航

材的需求分析;孙伟奇等[39]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

机应用于新机备件需求的预测;韩玉等[40]结合粗

糙集的理论知识分析航材消耗的影响因素并去除

冗余,利用神经网络找出消耗数量和影响因素之间

的非线性关系,建立航材消耗的预测模型;钟颖

等[41]针对备件需求预测的非线性及时间序列的特

点,采用BP神经网络对备件实现了较高的精度预

测;A.S.Vander等[42]结合备件消耗信息,探究人

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备件需求预测中的应用;孙

蕾[43]运用人工神经网络对民用飞机航材进行了预

测,并验证该方法在工程领域的适用性;E.Levner
等[44]基于神经网络模型对具有缺货订单和区间需

求的民用飞机多级备件库存进行了分析;J.E.
Boylan等[45]将近年来备件需求预测方法和技术进

行了总结,其中大多数方法集中在支持向量机和人

工神经网络方面;李连等[46]采用附加动量项和变

步长思想对 BP神经网络进行改进,提出了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并将其用于航材需求量的预测。
尽管机器学习理论相对于传统方法在航材预

测方面表现出了相对优势,但是其相关理论发展目

前仍在探究阶段,在工程实际应用方面的可行性还

需进一步验证。此外,机器学习的航材预测技术是

建立在大量有效数据的基础上,因此仍需结合工程

实际数据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
以上三类航材预测方法各有特点,在航材需求

预测的工程应用中,应当根据航材本身的特征和预

测问题的实际情况,分析并选择合理的方法。民用

飞机航材预测技术三类方法的对比分析如表1
所示。

表1暋民用飞机航材预测技术研究现有方法比较

Table1暋Comparisonofexistingmethodsforcivilaircraftsparepartspredictionmanagement

方法 数据源 理论基础 优点 不足 应用

时间序列法 历史航材消耗数据

移动平均法

指数平滑法

灰色系统理论

季节性差分自回归

滑动平均模型

可 进 行 短 中 长 期

预测

当数据具有波动性

时,预测精准度低

航 材 消 耗 量 波 动

不大

回归分析法

航材成本、机队规模、
运营小时、保障率、拆
换量等

非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

准确表达预测因素

与预测值的关系

因素过多时预测精

准度下降,变量多维

时样本需求量大

预测量受多因素影

的航材

机器学习

航材成本、机队规模、
运营小时、保障率、拆
换量等

支持向量机

人工神经网络

具有自学习能力,可
高 速 寻 找 预 测 最

优解

工程可行性需验证

理论和算法需要完

善优化

非线性系统

2暋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研究
现状

航材配置管理是航材支援体系另一工作重点,
其目的是实现航材的合理分配,使航材库存保持在

一个安全有效的水平,避免库存紧缺或资源浪费的

现象,保障飞机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故障时能够及时

获取所需航材,提高维修效率和日利用率、保障签

派可靠性、降低运营支持成本等。目前,国内外已

对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包括基于解析方法的航材库存配置管理技术

和基于优化算法的航材 配 置 管 理 技 术,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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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研究框架

Fig.2暋Researchframeworkofspareparts

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y

2.1暋基于解析方法的航材配置管理

民用飞机航材库存管理源于美国兰德公司为

美国 空 军 研 制 的 多 级 库 存 管 理 (Multi灢Echelon
Techniquefor RecoverableItem Control,简 称

METRIC)理论[47],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基

本假设基础上的两级(基地级和基层级)维修保障

系统评估与优化模型,其假设条件为:两级修理车

间具有无限修理能力(修理设备数量是无限的),故
障件到达后无需等待立即进入修理状态;故障件失

效率与工作件的数量无关。METRIC理论被广泛

应用于复杂装备的备件配置管理,例如欧洲的海军

及空军广泛应用 OPUS商业软件来进行航材配置

管理,而该软件普遍采用 METRIC模型。
当前工程领域所采用的航材库存管理方法都

是基于 METRIC理论发展而来,且受到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并开展了大量研究。C.C.Sherbrooke
等[48]在静态Palm 定理的基础上,对所有库存数量

可能的排列组合计算分析相应的期望缺货值,寻找

在总费用约束下使备件使用效能最大的 METRIC
模型;郑超[49]结合 METRIC模型,引入虚拟库存

管理理论,建立了以保障备件供应率为约束、以备

件库存网络总体成本最小为目标的改进 METRIC
模型;M.Z.Ruan等[50]基于 METRIC理论和系统

分析方法,通过引入拉格朗日因子,建立了基于多

约束的备件动态配置模型,用以解决受备件成本、
备件数量、质量及规模所影响的备件配置问题。随

后,在深入研究 METRIC理论的基础上,演化出了

DYNA灢METRIC模型、VARI灢METRIC模型以及

MOD灢METRIC模型[51灢53],且这些方法均得以应

用,其发展历程如图3所示。

图3暋METRIC模型发展历程

Fig.3暋DevelopmentofMETRICmodel

J.F.Burns等[54]提出了 DYNA灢METRIC 模

型,该模型考虑多级库存且以系统可用度为目标,
在动态战时环境下后勤支持过程影响飞行部件的

性能,它使用非稳态的复合泊松分布过程来得到实

际的初始航材供应环境的动态特征,所要求的限制

条件很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工程实际问

题,从而树立了 METRIC模型族在航材预测领域

里的地位;J.A.Muckstadt[55]结合 MOD灢METRIC
模型探讨了备件配置数量,可在总成本约束下最小

化整体系统的缺货数量来得到各维修层级备件数

量,并在 F灢15 武器系统上 得 以 应 用;T.Graves
等[56]针对 METRIC模型中期望缺货值的误差进

行分析,采用负二项分布代替泊松分布,将 VARI灢
METRIC模型应用于备件配置管理;孙蕾等[57]基

于 VARI灢METRIC理论,建立了以平均等待备件

时间为目标,以费用为约束的多层次库存模型,应
用边际分析法进行寻优,解决了航材多级库存优化

配置问题。
此外,国内一些科研机构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

基于解析方法的航材配置管理研究,如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康锐教授课题组通过对备件特征参数和备

件满足率的研究,建立了以保障率为约束的备件配

置模型,分析了影响备件需求的主要因素、装备维

修需求和备件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且给出了备件配

置的计算方法[58灢59]。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左洪福教

授课题组对 METRIC模型进行了研究,以最小化

系统的总成本为目标,保障率为约束,建立多级库

存配置模型,并通过与仿真试验结果进行比较,验
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60]。西北工业大学冯蕴雯教

授课题组对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进行了系统地

研究,首先对备件库存优化进行了研究,分别基于

修理级别和冗余系统对备件库存配置的影响,考虑

部件的故障过程、维修周转以及订购补给情况提出

了修理级别与备件库存进行联合优化的非线性模

型[61灢62]和基于马尔科夫的冗余系统备件与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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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优化模型[63],并采用 PSO 算法进行求解,
以到达节省维修费用的作用[64];然后针对现有的

备件库存优化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民用飞机可修件

由于不能修复如新导致其性能逐次劣化及一定维

修次数后报废的实际情况,结合准更新理论、排队

论和VARI灢METRIC 模型提出了考虑不完全维修

的民用飞机可修件多级库存规划方法[65];在实际工

程中会产生某一航站发生备件短缺直接从相邻航站

进行备件补给的横向供应情况,并且横向供应模式

会比传统保障模式节约更多的时间与成本,因此,将
工程实际因素中的维修比例、横向供应和重要度分

别引入 METRIC模型,构建了以可用度或保障率为

约束、以航材成本或维修成本为优化目标的航材单

级和多级配置模型,结合边际分析法、改进边际分析

法等实现模型求解,实现航材配置管理,将所提算法

通过B737NG、B787、A330等运营数据进行了验证,
为ARJ21飞机航材库存管理提供参照[66灢68];最后,
在此基础上特别对民用飞机LRU的备件库存配置

进行了详尽的研究[69]。海军工程大学李庆民教授

课题组放宽了 METRIC模型中无限维修总体的假

设条件,对故障件的平均维修周转时间及备件供应

渠道进行了修正,分析了在多级修理模式下串件拼

修的特点,建立了非串件系统、串件系统以及不完全

串件系统的可用度评估模型[70灢71]。
上述工作为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提供了理

论支撑,可为工程实际应用提供参考。然而,当航

材配置过程中涉及大量研究项目时,解析方法在求

解过程中相对繁琐,进而导致计算时间很长甚至无

法完成问题的求解。

2.2暋基于优化算法的航材配置管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优化算法也

随之涌现,且在各个领域得以应用。对于民用飞机

航材配置管理,该类方法也同样适用。
针对航材配置管理的优化算法,国内外已开展

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P.Batchoun
等[72]为了最小化意外故障造成的延误成本,使用

遗传算法确定种群规模、迭代次数等参数并进行测

试,以优化备件配置,并通过算例数值结果说明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李圆芳[73]建立了考虑总体保障

率和航材总体占用资金较少的航材配置优化模型,
并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P.P.Luis等[74]

将粒子群优化算法与局部搜索相结合,以解决航材

备件的多级库存配置优化问题;田静等[75]以系统

保障率为目标函数,引入成本变量,利用对收缩扩

张系数和进化因子改进后的量子粒子群算法,用以

求解单位成本系统保障率最大的航材配置模型;张
斯嘉等[76]建立了存储保障费用与战备完好性相结

合的多目标决策模型,结合基于蝙蝠算法进行优化

计算得到的存储方案可以在战备完好性尽可能高

的前提下保证费用最低;E.S.Ali等[77]通过蚁狮

算法实现了复杂装备机械的多级别多层次的备件

库存优化配置;张家维等[78]建立了航材配置的多

目标优化数学模型,基于帕累托支配概念和蚁狮算

法提出了多目标蚁狮算法实现航材配置优化模型

的求解。
基于优化算法的航材配置管理在计算效率上

具有一定的优势,且对于维度较高的问题不敏感,
但是,由于求解过程中初值的选取具有随机性,导
致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离散性。此外,关于航材配

置管理的优化算法研究,目前仍停留在理论研究方

面,考虑的工程因素尚不全面。以上两类航材配置

管理技术各有特点,在航材配置管理的工程应用

中,应当根据航材配置问题的特征和数据基础,分
析并选择合理的方法。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

术两类方法的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暋民用飞机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研究现有方法比较

Table2暋Comparisonofexistingmethodsforcivilaircraftsparepartsconfigurationmanagement

方法 数据源 理论基础 优点 不足 应用

解析方法

维修级别、飞行小时、
机队规模、重要度、飞
机停机时间等

METIRC模型

充分考虑航材保障

等级、产品层级和全

寿命周期

精确性较低
具有多级库存的航

材配置问题

优化算法

各航 材 仓 库 供 应 量、
供应 时 间、系 统 保 障

率、维修周期、航材成

本等

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量子粒子群算法

启发式算法

求解较快可适用于

高维问题

初值选取具有主观

性和随机性

工程可行性需验证

多目标优化的航材

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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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
术发展趋势分析

随着全球民航事业的发展,民用飞机机队规模

不断扩张,其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成为综合后勤保

障的重要关注点。为了有效实现民用飞机航材的

精准预测和合理配置管理,在前期研究和对国内外

相关文献追踪的基础上,梳理出民用飞机航材预测

与配置管理技术发展趋势愿景,如图4所示。

图4暋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发展趋势愿景

Fig.4暋Developmenttrendofsparepartspredictionand
configurationmanagementtechnology

从图4可以看出:民用飞机航材支援体系工作

主要包括航材预测和航材配置管理,其相关技术发

展趋势具体可描述为:
(1)航材预测技术。随着民用飞机运营实际

增长,以及相关的航材历史消耗数据积累,尽管机

器学习模型在航材预测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
是结合实际数据的机器学习模型的航材预测适用

性仍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随着近年来大数据理论

的快速发展,将深度学习模型应用于航材预测以及

其可行性研究,有望成为下一步实现航材科学预测

的可行途径;当前国产民用飞机已陆续投入运营,
借鉴国外成熟机型航材预测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大

数据理论,实现航材精准预测、合理采购和供应将

是未来国内民航业的工作重点之一。
(2)航材配置管理技术。虽然民用飞机航材

配置管理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仅从

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因此,为了有效指导工程

实际,避免航材紧缺和资源浪费的现象,在满足持

续适航要求的条件下,提高维修效率和日利用率,
降低运营支持成本,下一步仍需从工程需求的角度

开展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的研究,如考虑维修工程人

员、地面支持设备(GroundSupportEquipment,简
称GSE)和航材一体化的配置管理技术,针对现有

的优化算法,仍需进一步探究其在工程方面的有效

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适用于民用飞机航材配置

管理的优化技术。当前各大制造商和运营商正趋

于将维修资源进行整合,因此考虑共享模式的航材

配置管理技术研究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研究热点。

4暋结束语

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一直是民用飞机航

材综合管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方向,其合

理的预测航材需求量以及高效的航材配置管理极

大地影响了利益攸关方(制造商、运营商、维修商

等)的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民用

飞机航材预测技术和航材配置管理技术的发展现

状,分别将航材预测技术分为基于时间序列法、基
于回归分析法和基于机器学习模型三大类,将航材

配置管理技术分为基于解析方法和基于优化算法

两大类,并对上述方法的研究现状进行逐一论述,
梳理出现有理论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为民用飞机航

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术的工程应用提供了参考。
在此基础上,结合深度学习和共享模式在该领域的

发展潜力分析了民用飞机航材预测与配置管理技

术的发展趋势,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建议和思

路,以增强民用飞机维修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有
助于增强国产民用飞机的市场竞争力,提升民用飞

机运行维护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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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建立状态评估模型的影响,从而为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以及维护决策等方面奠定基础。本文总结了航空航

天领域相关设备产品数据缺失条件下利用迁移学习实现运行状态评估的研究现状,探讨了迁移学习方法在状

态评估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为航空航天领域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最新参考,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

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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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正逐步与航空

航天等工业界当前应用的设备系统相结合[1灢2],使
现代工业设备系统朝着复杂、精密、高速、大型和连

续运转的方向发展[3]。设备功能、规模以及结构复

杂度的提高,导致航空航天等领域产品的衰退情况

复杂化,故障概率显著增加。如果不能及时检测并

排除初始故障,故障蔓延可能会造成产品的性能下

降、功能丧失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所以需要对设

备的运行状态进行准确评估。通过对设备产品的

状态检测研究表明:大部分早期故障是可预知的趋

势性故障[4],是其实现健康评估与故障诊断的根本

前提。航空航天领域设备健康评估、故障诊断等运

行状态评估技术是指导设备检修以及提升系统运

行可靠性的重要手段[5灢7],其作为一个相对复杂的

问题,受到了各国军方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8]。而

如何实现各类设备产品实时、快速、准确的运行状

态检测已成为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与此同时,随着各类产品结构日益复杂,规模

日益增加,造价升高,设备的故障试验成本也随之

升高,造成全寿命周期数据获取困难、缺失严重[9]。

为了能够顺利开展航空航天领域设备产品健康评

估与故障诊断模型的研究,需要解决数据缺失问题

对其造成的影响。迁移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目前研

究最广泛的领域,能够从以往的任务中抽取知识并

应用到新任务中,即合理利用相似产品的大量可用

数据完成当前任务,为设备数据缺失条件下建立有

效的状态评估模型提供了新思路[10]。

本文对迁移学习在数据缺失条件下实现航空

航天领域相关设备产品运行状态评估的研究进行

综述,指出迁移学习未来的发展方向。

1暋迁移学习研究进展

1.1暋迁移学习基本概念

迁移学习中定义了两个数据集[11],一个称为

源领域数据集,另一个称为目标领域数据集。迁移

学习是通过迁移源领域里已有的知识来解决目标

领域中仅有少许有标签数据甚至没有标签数据的

学习问题[12],其核心目标是使源领域和目标领域

数据的距离尽可能小,实现更好的知识共享。

1.2暋迁移学习方法划分

PanSJ等[13]针对源领域和目标领域样本以

及实现任务是否相同将迁移学习方法划分为3类,

归纳式迁移学习、直推式迁移学习和无监督迁移学

习,其中每个分类以及实现任务如表1所示。

表1暋迁移学习方法及其实现任务

Table1暋Transferlearningmethodsandimplementationtasks

迁移学习方法
源领域与

目标领域

源任务与

目标任务
实现任务

归纳式 相同 不同但是相关 回归、分类

直推式 不同但是相关 相同 回归、分类

无监督 不同但是相关 不同但是相关
聚类、降维、
密度估计

暋暋按照实现迁移学习使用的技术方法将其分为

4类:实例迁移、特征迁移、模型迁 移 以 及 关 系

迁移[13]。

基于实例的迁移是对源领域的样本重新赋予

权重并运用于目标领域[14]。TrAdaBoost是其中

一个典型方法,其思想如图1所示[15],通过提高利

于目标任务实现的实例权重、降低不利于目标任务

实现的实例权重实现迁移学习。

图1暋TrAdaBoost方法思想

Fig.1暋IdeaofTrAdaBoostmethod

基于特征的迁移是在源领域和目标领域中寻

找一个好的共同特征表示[14]。迁移成分分析是其

中一个典型方法,其思想如图2所示[16]。将每个

领域数据从高维特征空间映射到相似度更高的低

维特征空间,不同于基于实例的迁移学习,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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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得到的特征是全新特征。

图2暋迁移成分分析方法思想

Fig.2暋Ideaoftransfercomponentanalysismethod

基于模型的迁移是从源领域和目标领域中找

到它们之间共享的参数信息[17]。M.Oquab等[18]

提出的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迁移表示是其中一个典

型方法,其思想如图3所示[18]。将源领域的大量

数据使用卷积神经网络进行预训练从而构建网络

模型,然后将网络权重迁移到目标领域,用目标领

域中少量数据对网络进行微调得到最优参数,从而

获得适合目标领域的模型。

图3暋卷积神经网络迁移表示方法思想

Fig.3暋Ideaofconvolutionneuralnetwork

transferrepresentationmethod

基于关系的迁移是将源领域的关联网络知识

迁移到目标领域[14]。利用源领域与目标领域数据

之间关系的相似性实现知识的迁移,比如生物病毒

传播规律与计算机病毒传播规律之间的迁移。典

型方法就是使用马尔可夫逻辑网络挖掘不同领域

之间关系的相似性质[19]。

以上4种实现方法的优缺点对比如表2所示。

表2暋迁移学习实现方法对比

Table2暋Comparisonofimplementation

methodsoftransferlearning

迁移学习方法 优点 缺点

实例迁移

具 有 一 定 的 理 论 支

撑,容 易 推 导 泛 化 误

差上界,方法简单,实
现过程容易。

权重选择与相似度度

量依 赖 经 验,在 领 域

间数据分布差异较大

情况下取得的效果不

够好。

特征迁移

适用于领域间只有少

数重 叠 特 征 的 情 况,
计算领域间距离的方

法 对 大 多 数 方 法 适

用,效果较好,研究深

入且广泛。

对于优化问题难于求

解,数 据 的 增 加 导 致

计算 代 价 增 大,可 能

会发生过适配问题。

模型迁移

可以充分利用源领域

和目标领域模型之间

存在的相似性。

训练过程中模型参数

收敛 困 难,需 要 研 究

简单的算法。

关系迁移
域间数据具有关联关

系时能够实现迁移。
实现 范 围 小,已 有 研

究较少。

2暋数据缺失条件下状态评估

在现代航空航天等工业范畴中,设备产品状态

评估模型的开发需要大量已标记的退化数据以及

故障数据来支持。而在实际中,退化数据和故障数

据的充分获得需要大量设备运行至故障状态,因此

数据获取困难且成本昂贵。同时,设备之间结构与

工作环境的不同导致某设备数据不能直接适用于

其他设备评估模型的训练,造成数据缺失严重。有

价值数据信息数量的不足对健康评估与故障诊断

等模型的有效开展带来了较大挑战。将迁移学习

引入到数据缺失条件下的设备评估、诊断与趋势预

测等方向,为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以及维护维修决策

等方面奠定基础。本文从不同实现方法的角度介

绍数据缺失条件下使用迁移学习实现航空航天领

域相关设备产品运行状态评估的研究。
在基于实例的迁移方面,ShenF等[20]提出一

种基于实例的迁移学习框架,使用奇异值分解方法

进行特征提取,利用 TrAdaBoost算法对轴承的健

康状态进行了评估。TangS等[21]扩展了域自适

应多层感知器,引入了多源任务相关的 AdaBoost
算法(MSTrAdaBoost),为燃气轮机健康状况评估

提供了有效的通用方法。张振良等[22]针对轴承故

障诊断过程中信息缺失导致的预测能力不足和过

拟合的问题,改进迁移学习算法形成6种初始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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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器,不断调整基学习器权重,集成一个基于迁移

学习的半监督学习器。杨志淳等[23]针对试验数据

不完整的问题,使用迁移学习 TrAdaBoost算法从

大量配电变压器中提取有效的故障信息,结合目标

领域数据训练一个强分类器,实现目标配电变压器

实时故障诊断。
在基于特征的迁移方面,马剑等[24]利用平均

欧式距离作为相似性衡量标准,找到与目标评估电

池特征相似度最高的参考电池,将目标电池和参考

电池使用深度学习方法获取到表达数据间本质共

同特征的基向量,进而实现寿命预测。康守强

等[25]针对标签振动数据难获取问题,构造了多核

核函数的半监督迁移成分分析方法,提高滚动轴承

振动特征映射能力,完成不同域间的迁移学习任

务,使变工况下滚动轴承多状态健康分类具有更高

准确率。刘志宇等[26]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

迁移学习的液压泵健康评估方法,但是该方法不仅

受限于其网络架构,而且仅支持特定领域。谭俊杰

等[27]利用无监督迁移成分分析的核函数将不同工

况的样本特征映射到数据相似性更高的同一特征

空间,并使用最大均值偏差嵌入方法将源领域样本

迁移到目标领域中,采用深度信念网络模型进行训

练,为故障诊断提供了充足的训练样本。
在基于模型的迁移方面,RenC等[28]利用故

障数据库对建立的电力系统安全评估模型进行初

始训练,将最小化差异后的源领域训练数据与目标

领域未知数据(即在线测量数据)用于调整模型,利
用模型去诊断未经学习的故障,具有较高的精度。

LiuX等[29]在源领域采用飞机辅助动力装置的仿

真数据训练状态监测模型,在目标领域利用测试数

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使模型适应目标领域内的

传感器数据,增强了机载动力装置的状态监测。通

过对现有工作调研发现,深度神经网络可以学习更

多领域适应的可转移特征,目前绝大多数基于模型

的迁移学习方法都与深度神经网络进行结合[30]。

ShaoS等[31]通过小波变换将原始传感器数据转换

为图像得到时频分布,进一步使用预先训练的网络

来提取较低层次的特征,最后将标记的时频图像用

来微调神经网络体系结构的更高层次,在感应电

机、变速箱和轴承的状态诊断中获得了更快的速度

和更高的准确率。
生成对抗网络在实现航空航天设备安全性与

可靠性评估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应用[32灢34],生成对

抗网络的结构如图4所示[35],其存在一个生成器

和一个鉴别器,鉴别器判断输入的数据是真实数据

还是生成器生成的人工数据,生成器的目标是生成

与真实数据相似的新数据来迷惑鉴别器。当鉴别

器不能区分出数据源来自哪里时,即可以认为生成

器的目标达成。

图4暋生成对抗网络结构

Fig.4暋Thestructureofgenerativeadversarialnetworks

生成对抗网络在生成有用数据方面的优越性,
使得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迁移学习方法在解决数

据条件不充分方面很有吸引力,使用对抗损失技术

衡量两组领域数据之间的差异,找到最适合两个领

域的可转移特征并生成类似于原始数据特征的样

本特征[36灢38],可以实现数据量的增加,如图5所示。

图5暋对抗迁移学习增加数据过程

Fig.5暋Theprocessofanti灢transferlearningto
increasedata

与生成对抗网络不同的是,对抗迁移中可以直

接将目标领域数据当作生成的样本,生成器不需要

生成新样本,只需要进行特征提取,可以称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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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器[39]。通过不断学习领域数据的特征,使得

判别器无法对两个领域进行分辨,该过程中源领域

网络和目标领域网络的权重可以按需选择是否共

享[40]。在实践中,对抗损失较其他方法取得了更

好的结果,可以显著提高性能。在航空航天领域相

关设备数据缺失条件下,利用对抗迁移学习方法实

现状态评估刚刚兴起。XieY 等[41]设计一个生成

对抗网络循环结构产生不同工作条件下的振动数

据,扩充样本数据后训练分类器,完成旋转机械故

障诊断。ZhangZ等[42]训练特征生成器和特征分

类器,前者将源领域和目标领域映射到同一特征空

间,后者对前者生成的特征进行分类,两者对抗学

习达到平衡后,将网络模型用于诊断目标领域下未

标记的数据,验证了方法对于诊断电动机轴承故障

的有效性。

3暋未来研究方向

迁移学习在航空航天相关领域设备状态评估

的现状综述证明了其解决有关产品数据缺失问题

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准确的状态评估能够掌控产

品的健康状态并延长其使用寿命,以便消灭安全隐

患于萌芽初期,是提升设备安全性与可靠性的有效

途径。针对迁移学习算法自身特性与其在设备健

康状态保护方向的研究现状,未来的研究方向有:
(1)迁移准则研究。目前针对设备的状态评

估中,只提出迁移学习有效的一面,源领域中学习

到的知识是否对目标领域的学习产生消极影响,即
是否发生负迁移还不清楚。研究合理的迁移特征、
迁移时机、迁移方法避免负迁移是实现良好迁移的

基础研究之一。
(2)精简迁移算法研究。在使用迁移学习对

设备进行健康评估与故障诊断时,研究源领域和目

标领域特征之间快速适应算法,建立高效自适应的

模型,实现实时在线评估设备的运行状态是未来研

究中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对抗迁移学习研究。对抗迁移学习能够

产生合理的样本,使设备数据缺失不再成为训练模

型的限制,研究对抗网络训练的停止标准,推动其

在运行状态评估领域更好应用是未来的重要任务

之一。
(4)工况适应迁移研究。设备运行环境动态

变化、数据获取不足使顺利开展有效的状态评估受

到影响。在数据缺失条件下利用迁移学习研究状

态评估方法,使其应用到复杂工况却不产生显著的

性能下降是技术难点之一。
(5)关系迁移应用研究。目前利用关系迁移

实现状态评估的研究还有待挖掘,考虑将一个系统

的运行状态参数变化关系迁移到另一个相似系统

中,从而实现目标系统健康状态监测与故障预测,
提高系统的生存与容错能力推动其稳定运行也是

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4暋结束语

目前已经提出了多种经典方法完成知识迁移,
例如基于实例的 TrAdaBoost方法、基于特征的迁

移成分分析方法、基于模型的卷积神经网络迁移表

示以及马尔可夫网络实现关系迁移等。
本文分别从实例迁移、特征迁移、模型迁移以

及对抗迁移角度总结了航空航天相关领域的设备

产品数据缺失条件下使用迁移学习实现运行状态

评估的研究现状。尽管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是为了推动迁移学习在状态评估领域更好的

发展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迁移准则研

究、精简迁移算法、对抗迁移学习、工况适应迁移以

及关系迁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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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民用飞机在使用过程中受到高、低周载荷和环

境影响,其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退化、故障

或失效,为了恢复飞机及其组成部分的系统功能,
保持其固有设计水平和可靠性,飞机制造商必须制

定一套维修大纲,以确保飞机投入运行后持续的安

全、可靠和适航。维修大纲是飞机计划维修要求的

汇总文件,一般应包括计划维修项目、维修任务类

型、间隔期及维修级别等[1]。
目前,国外主流的维修大纲分析标准包括:

ATA MSG灢3《运 营 商/制 造 商 计 划 维 修 制 定 文

件》、ASDS4000P《预防性维修制定与持续优化国

际规范》、SAEJA1011《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过

程评价准则》、MIL灢STD灢3034A《以可靠性为中心

的维修过程》、NAVAIR00灢25灢403《海军航空装备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指南》等。国内则主要

参考 GJB1378A《装备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

析》。其中,MSG灢3在民航界取得了巨大成功,其
作为制定民用运输类飞机维修大纲的指导性文件,
有着相当的规范性和适用性。从2013年开始,

A4A将 MSG灢3分为两卷,第一卷适用于固定翼飞

机,第二卷适用于旋翼飞机[2灢6]。
使用当前最行之有效的 MSG灢3分析方法进行

维修任务分析,创建民用直升机维修大纲,是各大

民用飞机制造商的通用做法,并且它们在过去几十

年的工程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经验。但随着健康

与使用监测系统(HealthandUseMonitoringSys灢
tem,简称 HUMS)技术的不断发展,直升机的状态

监测与诊断能力大幅提升,其维修保障观念也在发

生改变。传统基于 MSG灢3的民用直升机维修任务

分析方法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在 MSG灢3的分析

框架下,HUMS强大的使用与状态监测能力会催

生一些新的维修任务类型,也会促使一部分维修任

务由原来的定时维修向视情维修/基于状态的维修

转变。但是,现有 MSG灢3分析流程和方法中尚未

体现上述变化,导致传统基于 MSG灢3的维修任务

制定方法暴露出各种各样的不适应性和弊端。
相比之下,其他国际主流的维修大纲分析标准

均考虑了健康监测技术的影响,例如,S4000P早在

2014版中就正式考虑了健康监测技术对系统/动

力装置计划维修要求分析的影响,并以紧耦合的方

式将健康监测技术的影响集成到第二层分析流程

中,在2018版中针对这部分内容也进行了持续修

订;NAVAIR00灢25灢403则在2011年的修订版中,
于第3.7节“特殊考虑暠中专门提出了在以可靠性

为中心的维修分析(ReliabilityCentered Mainte灢
nance,简称RCM)过程中如何考虑故障预测与健

康管理(PrognosticsandHealth Management,简
称PHM),该手册认为,PHM 项目必须基于完善

的RCM 分析,但只有在安全性、环境适应性、操作

或成本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后,才会采用PHM
任务 取 代 传 统 的 预 防 性 维 修 任 务;MIL灢STD灢
3034A认为RCM 方法为实施增强型基于状态的

维修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Plus,简 称

CBM+ )奠定了基础,并在其附录F中明确给出了

RCM 和CBM+ 技术之间的关系,附录F作为该标

准的强制部分,描述了如何使用 CBM+ 技术来预

防或帮助预防故障。
在 HUMS技术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的背景

下,其为传统计划维修任务提供了可替代的方法。
例如,认证程序FAAAC29灢2CChg3MG15《运输

类旋翼机认证》和EASAAMC29.1465/CS灢29《大
型旋 翼 机 认 证 规 范》已 允 许 在 某 些 条 件 下 从

HUMS中获得信任;国际维修审查政策委员会于

2017年批准同意了空客直升机公司提出的IP170
《HUMS信用认证》[7],该提案针对当前 MSG灢3卷

2未充分考虑 HUMS技术,以及在重要维修项目

的计划维修任务方面,不允许取信 HUMS等问

题,参照 MSG灢3结构分析中的计划结构健康监测

(S灢SHM),在系统和动力装置分析的下层预防性

维修任务类型中,提出在“检查/功能检查暠中新增

一项计划健康和使用监测(S灢HUM)任务,但IP
170只提供了一个总体的修订思路,而诸多实际问

题较为复杂,需要进行细致研究。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在 MSG灢3的分析框架下,

分别从系统/动力装置、结构、区域、闪电/高强度辐

射场等方面,开展 HUMS技术对民用直升机维修

任务的影响研究。其中,HUMS技术对系统/动力

装置维修任务的影响是在IP170《HUMS信用认

证》基础上做的进一步分析;HUMS技术对结构维

修任务的影响则是在厘清面向结构损伤监测的

HUMS与结构健康监测(SHM)关系的基础上,结
合S灢SHM 任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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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HUMS对系统/动力装置维修任务

的影响

HUMS是一个集航空电子设备、地面支持设

备及机载计算机监视诊断产品于一体的复杂系统。
它使用传感器和机载计算机与地面支持设备的计

算机相连,以便连续观察、自动记录并分析飞行机

载设备的性能特征,从而监测潜在失效,对早期故

障做出诊断。HUMS的主要监控对象为发动机、
旋翼、传动系统等直升机动部件系统,通过将采集

的振动、方位角转速、旋翼轨迹、飞行参数等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输出各被监测部件的状态参数,并反

映部件的健康状态与使用情况[8灢10]。
通过 HUMS系统对直升机关键部件(传动系

统、发动机、旋翼等)的使用状态及潜在的故障进行

监测和报警,可实现直升机的状态管理和视情维

护,对于保障直升机的飞行安全、降低维护费用、延
长部件使用时间、缩短维护时间、降低对维护人员

的技能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1.1暋S灢HUM 任务的提出

按照维修工作费用或资源消耗、技术要求由低

到高和工作保守程度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当前

MSG灢3中可供系统/动力装置选择的维修任务类

型包括润滑/勤务、操作/目视检查、检查/功能检

查、恢复和报废[11]。
由于 SHM 仅处理结构损伤,不捕获功能降

级,并且不考虑使用数据,MSG灢3卷2目前仅在结

构分析程序中对SHM 及S灢SHM 给出了相应的说

明,而在系统和动力装置中尚未针对 HUMS技术

以及与之相关的维修任务给出类似说明。针对这

一问题,IP170《HUMS信用认证》正式提出在系

统和动力装置分析的下层预防性维修任务类型中,
新增一项S灢HUM 任务,S灢HUM 属于“检查/功能

检查暠的范畴。IP170认为,S灢HUM 可以作为功

能检查的一种选择,前提是 HUMS已经按照飞机

认证规则通过了相关的可信性认证[7]。

1.2暋HUMS对传统维修任务的影响

HUMS技术对传统系统/动力装置维修任务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HUMS系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操作/目

视检查、检查/功能检查、恢复、报废任务可能被S灢

HUM 任务所替代:

栙通过对 HUMS系统的定期使用/运行/读

出,可以快速确定产品的功能性能是否在规定的限

度之内,即S灢HUM 任务有可能替代传统的检查/
功能检查任务;

栚HUMS强大的状态监测能力可能会使某些

隐蔽故障转变为明显故障,即 HUMS的应用会取

消原来某些用于检查隐蔽故障的操作/目视检查任

务,使得 这 些 传 统 的 操 作/目 视 检 查 任 务 被 S灢
HUM 任务替代;

栛通过 HUMS可以及时掌握产品的健康和

使用状态,当产品运行状态良好时,无需按固定维

修间隔对其进行恢复或报废,即S灢HUM 任务还可

能替代传统的恢复、报废任务,降低维修要求,提高

产品的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性。
针对可替代传统维修任务的S灢HUM 任务,参

考IP180《飞机健康监测在 MSG灢3中的整合》[12],
结合 HUMS是否能完全满足传统维修任务的目

的,将S灢HUM 任务进一步细分为S灢HUM 替代任

务和S灢HUM 混合任务。
(2)若传统的操作/目视检查、检查/功能检

查、恢 复、报 废 任 务 无 法 被 S灢HUM 任 务 替 代,

HUMS技术的应用也可以辅助延长维修任务检查

间隔、简化检查程序、降低检查难度。
综上可知,HUMS技术对系统/动力装置传统

维修任务的影响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如图1所

示):栙调整传统维修任务;栚S灢HUM 替代传统任

务;栛S灢HUM 与传统任务混合。

图1暋HUMS对系统/动力装置维修任务的影响

Fig.1暋TheinfluenceofHUMSonsystem/powerplant
maintenance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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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暋考虑HUMS的维修任务分析流程

目前,国内外现有标准 并 未 明 确 给 出 考 虑

HUMS的维修任务分析流程,但可参考状态监测

技术在以下标准分析流程中的应用。

(1)IMRBPBIP180
IP180在传统第一层分析和第二层分析的基

础上,引入第三层分析,将AHM 能力集成到系统/
动力装置维修任务分析过程中[12]。考虑 AHM 的

系统/动力装置维修任务分析流程如图2所示。

图2暋系统/动力装置 MSG灢3逻辑框图———第三层分析

Fig.2暋System/powerplantMSG灢3logicdiagram-Level3analysis

暋暋在完成了传统的一、二层分析后,如果系统具

备 AHM 能力,则可能需要应用第三层决断逻辑。
该层级使工作组能够对被AHM 能力所覆盖的,与
润滑和勤务、检测退化、检测隐蔽失效相关的失效

原因进行评估。
“确定 AHM 候选项暠是第三层分析的起点,

AHM 候选项由一系列失效原因构成,成为 AHM
候选项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

栙该失效原因通过第二层分析确定了传统的

维修任务;

栚该失效原因能够被 AHM 能力覆盖。
在判断部件失效原因能否被 HUMS能力覆

盖时,需要注意其与 AHM 的差别:AHM 是基于

逻辑设计的,有明确的故障代码,通过飞机的故障

现象能直接关联到失效原因;而 HUMS主要监测

振动参数,振动参数异常通常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

部件在运动过程中共同造成的,即不同部件的不同

失效原因,均有可能导致相同的(振动参数异常)故
障现象。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 HUMS监

测到振动参数的异常,也无法准确告知具体的失效

原因,只能将这一故障现象关联到某几个相关的部

件失效上。
所有 AHM 候选项都要通过第三层分析的逻

辑决断过程。逻辑决断分析活动共分三个步骤,每
一个步骤开始前,针对AHM 候选项都有一个开放

性的问题来评估 AHM 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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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 能力覆盖的每一个失效原因都需要对

以下方面进行评估:
是否有 AHM 能力探测润滑和(或)勤务需求

(步骤1);
是否有 AHM 能力探测退化(步骤2);
是否有 AHM 能力探测隐蔽失效(步骤3)。
(2)ASDS4000P
在2014年发布的S4000P1.0版中,初步考虑

了机内BIT或健康监测系统对系统和动力装置维

修要求分析流程的影响,如图3所示。在预防性维

修任务类型逻辑决断中,在判定润滑/勤务、操作检

查/目视检查、检查/功能检查、修复、报废等预防性

维修任务是否适用之前,首先安排了一个逻辑判断

“该故障原因的状态或退化趋势是否能完全被机内

BIT监测到或通过健康监测系统给出评估结论?暠。
若回答“是暠,则执行基于状态的维修,不考虑定时

维修;若回答“否暠,则仍按原来的决断逻辑一步一

步往下判定,确定出相应的预防性维修任务类型及

其维修时机。

图3暋考虑状态监测技术的维修任务分析流程

Fig.3暋Maintenancetaskanalysisprocessconsideringconditionmonitoringtechnology

暋暋(3)MIL灢STD灢3034A
MIL灢STD灢3034A附录F提供了RCM 分析和

CBM+ 技术之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5]。该标准认

为,对于 CBM+ 来说,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从

RCM 分析开始,确定系统或设备的适用和有效维

修任务,并对任务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有 C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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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用于替换任务,然后执行业务案例分析以确

定技术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此外,鉴于技术越复

杂,可能会越昂贵,复杂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导致可

靠性降低。因此,在评估 CBM+ 技术时还应综合

权衡技术的可靠性及其成本。

图4暋考虑CBM+ 技术的逻辑决断树

Fig.4暋LogicaldecisiontreeconsideringCBM+technology

2暋HUMS对结构维修任务的影响

HUMS除了能监测直升机动部件系统之外,
还可以通过振动数据间接监测磨损、疲劳、腐蚀等

结构状态特征参数。通常,飞机结构项目的状态监

测都统一归到SHM 和S灢SHM 的范畴。为此,在
开展 HUMS技术对结构维修任务的影响研究之

前,还需要结合直升机动部件系统的结构项目状态

监测,对 HUMS与SHM 技术的监测能力范围与

监测方式,以及 HUMS与SHM 之间的关系进行

研究。

2.1暋S灢SHM 任务的提出

MSG灢3早在2009年的修订版中就在结构分

析程序中引入了SHM 的概念。MSG灢3第2卷修

订版2015.2在第2灢4灢2.1节末尾指出:“如果证明

适用和有效,SHM 等新兴技术有可能作为检查或

观察偶然损伤、环境恶化和疲劳损伤的一种选

择暠[2]。同时,将 S灢SHM 作为一项新增的预防性

维修任务,与一般目视检查(GVI)、详细目视检查

(DET)、特殊详细检查(SDI)并列其中。
研究表明,S灢SHM 在检查偶然损伤、环境恶化

和疲劳损伤等方面的应用是适用和有效的。S灢
SHM 任务将传统的包括拆卸、接近、检查、恢复的

结构检查工作转变为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大
幅减少了人力和时间的投入,积累的数据也可为后

续任务优化提供有力支持[13]。

2.2暋面向结构损伤监测的 HUMS与SHM
技术

面向结构损伤监测的 HUMS与SHM 的关系

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1)从结构健康监测能力范围的角度来说,

SHM 是狭义结构健康监测的概念。SHM 主要监

测直升机机体本身的静态结构项目,其监测方式包

括直接监测和间接监测两种。然而,除机体结构之

外,直升机动部件系统的很多结构件也承受着高周

疲劳的作用,寿命有限,这些动部件系统的有寿结

构件则主要是由 HUMS采用间接监测的方式,通
过振动数据分析间接监测动部件结构的损伤情况。
因此,从结构健康监测能力范围的角度来说,传统

意义 上 的 SHM 技 术 与 面 向 结 构 健 康 监 测 的

HUMS技术是相对独立的,如图5所示。

图5暋面向结构健康监测的 HUMS与SHM 技术

Fig.5暋HUMSandSHMtechnologyforstructural

healthmonitoring

(2)从维护的角度来说,SHM 是广义结构健

康监测的概念。对SHM 和 HUMS系统/设备的

使用/运行/读 出 进 行 结 构 损 伤 监 测 的 任 务,在

MSG灢3中都属于S灢SHM 范畴。

栙MSG灢3中SHM 的定义:“使用专为应用而

设计的机械、光学或电子设备检查或观察特定结构

项目、结构细节、安装或组装的概念。SHM 不指

明任何具体的方法或技术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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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MSG灢3中S灢SHM 的定义:“以一个固定的

时间间隔使用/运行/读出SHM 设备的行为暠。
可以看出:SHM 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对象

(静态结构或动部件结构),也不指定某一种特定的

方法或技术(直接监测或间接监测),只要能对结构

项目的健康状态进行监测,都属于SHM 的范畴。
因此,从维护的角度来说,对 SHM 和 HUMS系

统/设备的使用/运行/读出进行结构损伤监测的任

务,在 MSG灢3中都属于S灢SHM 的范畴。

2.3暋HUMS对传统结构维修任务的影响

根据 HUMS技术及其与SHM 技术的关系研

究可知,在 MSG灢3中SHM 是广义结构健康监测的

概念,以固定时间间隔使用/运行/读出 HUMS系

统/设备进行结构损伤监测的行为,在 MSG灢3中属

于S灢SHM的范畴。为此,本文在S灢SHM 的概念范

畴下,探讨 HUMS技术对结构维修任务的影响。
鉴于在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下,还无法通过

SHM 传感器直接监测动部件结构项目的结构损

伤情况,只能通过 HUMS采集振动数据并间接监

测动部件结构项目的损伤情况。因此,HUMS技

术对传统结构维修任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升机

动部件系统的结构项目上。
(1)在没有 HUMS的情况下,对直升机动部

件系统的结构项目开展结构分析时,只会产生

GVI、DET、SDI三类维修任务;
(2)应 用 HUMS 技 术 后,通 过 定 期 读 取

HUMS的振动数据可以对动部件系统的结构项目

进行结构损伤分析,该任务属于S灢SHM 的范畴。
因此,在对直升机动部件系统的结构项目开展结构

分析时,除了 GVI、DET和SDI任务之外,还可以

产生S灢SHM 任务。而且,产生的S灢SHM 任务有

可能会取代或调整传统的结构计划维修任务,如图

6所示。

图6暋HUMS对传统结构维修任务的影响

Fig.6暋TheinfluenceofHUMSonstructure

maintenancetask

3暋HUMS对区域分析任务的影响

3.1暋HUMS对标准区域分析任务的影响

标准区域分析是针对整个区域确定 GVI任

务,以发现区域内结构和系统项目的退化情况,其
任务类型固定。HUMS技术的应用,不会改变标

准区域分析得到的任务类型。分析过程中,在区域

描述工作表中需补充 HUMS的相关内容,且其描

述属于系统及设备安装部分。
标准区域分析的另一个目的是合并来自系统/

动力装置分析、结构分析、增强区域分析、闪电/高

强度辐射场分析中的 GVI或目视检查(VCK)任
务。将接近方式相同或相近,且间隔相等或更短的

GVI或 VCK任务合并至区域 GVI。HUMS技术

的应用将会对上述其他分析产生影响,其任务类型

可能发生改变。原则上,区域 GVI仍然只合并

GVI或 VCK任务。

3.2暋HUMS对增强区域分析任务的影响

增强 区 域 分 析 是 针 对 电 气 线 路 互 联 系 统

(EWIS)确定的检查任务,目的是将可燃材料的污

染减到最小,并排除标准区域分析不能可靠探测的

重要线路的安装偏差[14]。
由于 HUMS技术的应用,在机体和设备上加

装了不同的传感器和支架,这些传感器的数据传输

采用有线形式传播,满足 EWIS的定义。HUMS
系统本身属于增强分析的对象,其线路部分需要在

增强 区 域 分 析 工 作 表 中 进 行 描 述,并 且 评 估

HUMS系统 EWIS的偶然损伤、环境损伤及设备

密度,用以确定EWIS检查任务及其间隔。

HUMS对区域维修任务的影响如图7所示。

图7暋HUMS对区域维修任务的影响

Fig.7暋TheinfluenceofHUMSonzonalmaintenancetask

4暋HUMS对L/HIRF任务的影响

闪电/高强度辐射场(L/HIRF)分析的目的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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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针对L/HIRF保护部件的退化模式,及时发现损

伤而进行的检查任务[15]。HUMS应用时,对其系统

本身如果考虑了 L/HIRF防护,则 HUMS系统中

L/HIRF防护部件将作为分析对象,通过评估其偶

然损伤和环境恶化影响得到维修任务及其间隔。
在L/HIRF分析逻辑中,对于是否需在拆解情

况下才能进行维修需要进行判断,这会影响维修任

务的选择。在不拆解情况下,L/HIRF选择的任务

是GVI、DET、SDI、功能检查(FNC);在拆解情况下,

L/HIRF选择的任务是 GVI、DET、SDI、FNC、恢复

(RST)、报废(DIS)。HUMS本身在机体和系统中

存在可拆部分和不可拆部分,因此,对 HUMS相关

的L/HIRF分析时要重点考虑是否拆解。HUMS
对L/HIRF维修任务的影响如图8所示。

图8暋HUMS对L/HIRF维修任务的影响

Fig.8暋TheinfluenceofHUMSonL/HIRFmaintenancetask

5暋考虑HUMS的维修任务转移

5.1暋系统工作组之间分析任务转移

HUMS涉及的系统分布于飞行记录系统、动
力系统、传动系统、旋翼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通

过传感器和总线连接,有输入输出关系。根据

MSG灢3系统分析总体原则,各 MSI的功能、功能

故障、故障影响和故障原因分析中,故障原因部分

承担转移记录。涉及 HUMS故障原因将集中保

留在 HUMS系统的 MSI中进行统一分析。

5.2暋各工作组向区域的任务转移

区域分析可能的结果包括标准区域分析得出整

个区域的GVI、增强区域分析得出的清洁任务、对整

个区域导线的 GVI、对特定线缆或线缆特定部位的

GVI、对特定线缆或线缆特定部位的 DET。区域检

查大纲只包含GVI任务,增强区域分析得出的清洁

任务、对特定线缆或线缆特定部位的GVI、对特定线

缆或线缆特定部位的DET这三种任务通常归入系

统和动力装置检查大纲的ATA 20部分。增强区域

分析得出的对整个区域导线的 GVI需要进入任务

整合流程,与系统工作组、结构工作组和L/HIRF工

作组转移的 GVI和 VCK任务一起,考虑与标准区

域分析的GVI进行整合[16]。
MSG灢3分析中各工作组的分析结果向区域进

行转移如图9所示。

图9暋各工作组向区域的任务转移

Fig.9暋Maintenancetasktransferfromother
workinggroupstozonal

转移规则如下:

栙系统工作组、结构工作组和 L/HIRF工作

组转移的区域候选任务和增强区域分析的 GVI任

务的转移,主要是判断标准区域分析的 GVI任务

是否能有效满足转移候选任务的检查要求,如接近

方式相同/相近,且标准区域分析的 GVI任务检查

频度更高。否则转移候选任务仍回归到产生该任

务的重要维修项目分析,增强区域分析的 GVI则

需要作为独立 GVI(Stand灢aloneGVI)与其他增强

区域分析的任务一同归入 ATA20;

栚对于系统的 VCK 候选任务,由于 VCK 任

务用于识别相应重要维修项目的功能失效,转移还

需要考虑区域 GVI任务是否可以达成 VCK 的效

果,即明确识别这种隐蔽功能失效;

栛所有转移任务需记录,确保后续可追溯。
对于未加装 HUMS系统的直升机按照 MSG灢

3分析得到的维修大纲,必须重新还原已经被区域

检查覆盖的任务,与加装 HUMS后的分析结果进

行对比。原来是 GVI任务或 VCK 任务可能被

HUMS的检查任务所取代,因此,这些任务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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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区域转移。

5.3暋与审定接口的任务协调

(1)与CCMR的任务协调

MSG灢3任务与审定维修要求候选项目(CC灢
MR)协调的过程涉及审定维修协调委员会(CM灢
CC),CMCC可能会根据流程图影响工作组的决

定。如果有等效的 MSG灢3任务来适应 CCMR,此
过程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方法来识别何时可能不

需要制定审定维修要求(CMR)[17]。

MSG灢3任务与 CCMR 任务协调程序的步骤

如图10所示。

图10暋MSG灢3任务与CCMR的任务协调程序

Fig.10暋CoordinationprocedureofMSG灢3

taskandCCMRtask

HUMS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MSG灢3中隐蔽功

能故障的探测能力,因此,可能存在部分隐蔽功能影

响类别的减少;同时,经过系统安全性评估后的CC灢
MR项目也可能减少。但是总体协调原则保持不变。

(2)与 ALI的任务协调

根据结构 MSG灢3分析流程可知,所有安全寿

命 项 目 和 经 过 损 伤 容 限 分 析 的 关 键 结 构 项 目

(PSE)都属于适航限制项目(ALI),并作为维修大

纲的附录;其他重要结构项目经疲劳和损伤容限分

析形成的任务作为飞机结构的疲劳检查要求,列入

维修大纲的结构检查部分。

图11暋结构 MSG灢3分析流程

Fig.11暋MSG灢3structuralanalysisprocedure

考虑 HUMS后,机体结构及旋翼部分的安全寿

命件将由 HUMS进行剩余寿命监控,可能减少部分

安全寿命件的寿命限制,只要能由 MSG灢3任务覆盖

其疲劳相关检查任务目的,则可由 MSG灢3覆盖。

6暋考虑HUMS的维修任务合并

6.1暋原则一:任务间隔相近或相同

计划维修任务最终将以打包形式进行合并执

行。合并原则之一是选择任务间隔相近或相同的

候选合并任务。合并后的间隔将以 A,多重 A、C,
多重C、D等主要间隔进行分布。在各主要间隔时

间点附近的任务间隔,如果为安全性影响,合并原

则是允许时间缩短、或保持不变,但不可以延长;如
果为非安全性影响,可以考虑延长/缩短时间间隔。

与 HUMS相关的任务在间隔上是可变更的,
因此,在任务合并时,可以考虑将确定的 HUMS
检查任务调整至主要间隔点。

6.2暋原则二:接近方式相近或相同

在以主要间隔分布为主分配各维修任务后,考
虑各维修任务的接近方式是否相近或相同。相同

或相近的接近方式是指执行过程在同一区域,且打

开的口盖、面板、门相同,拆除的内衬、内饰相同,或
者某一任务已经完成了维修通路的开敞,则利用已

有开敞性完成本区域内的任务。
HUMS通常以检查为主,不需要特殊的接近

方式,但 是 要 注 意 其 他 任 务 在 接 近 过 程 中 对

HUMS系统的连带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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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暋结束语

(1)HUMS技术对民用直升机各部分的维修任

务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以对系统/动力装

置维修任务的影响最为突出。具体体现为:在“检查/
功能检查暠类别下新增了一项S灢HUM 任务,该任务

既可以替代传统维修任务、也可以与传统维修任务混

合。此外,HUMS技术还可以辅助调整传统维修任

务,延长检查间隔、简化检查程序、降低检查难度。
(2)HUMS的应用可以促进民用直升机由当

前定时维修向视情维修转变。一方面,通过 HUMS
系统进行状态监控并实行视情维修,可以大幅减少

由定期维修带来的维修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高昂耗

费;另一方面,通过 HUMS系统进行快速故障定位

并采取准确的维修活动,可以大幅缩短维修停机时

间,提高维修效率,从而有效保障民用直升机的签派

可靠度和出勤率,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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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在航空航天系统中,已有许多可靠性参数来描述产品的可靠性特性,但大多数都是基于连续时间上的

连续型可靠性参数,而在离散时间上有定义的离散型可靠性参数的描述较少,例如离散失效率。为弥补可靠性

理论在在这方面的缺陷,从离散时间这一角度出发,研究离散型可靠性参数的数学关系。推导离散失效概率与

离散失效率的数学转换公式,利用离散失效率推导计算离散可靠度的数学公式,推导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与离

散失效概率的数学转换公式,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推导出的三个数学转换公式合理,可以用于描述离散型

可靠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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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可靠性参数是通过不同角度对产品可靠性特

征的度量,例如: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平均失效前工

作时间、可靠度、失效概率、失效率等。指标则是期

望事物在某一参数上达到的数值,可靠性参数及指

标可用于约束产品研制过程,并为最终产品验收提

供依据[1]。在对可靠性要求极其严格的航空航天

领域,不同的可靠性参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常

根据产品的类型、工作特点、用户需求等选取可靠

性参数。同时可靠性参数之间存在相关性,不同的

可靠性参数能够按照相应的公式或规律进行转换。
就航空发动机而言,一般都以时间来表示其寿命,
并以时间作为参数之一来预测发动机可靠性[2灢5]。
而像飞机的起落架,尾翼等并不是处于相对稳定的

载荷环境,其更适宜用离散型时间量———次数(如:
工作次数、载荷作用次数、工作循环数等)作为计时

单位[6灢7],离散量“次数暠表示广义的时间量,这类产

品的可靠性参数(可靠度、失效概率、失效率等)只
在离散“时间暠点上有定义。与定义域为连续时间

的可靠性参数相对应,将仅在离散时间上有定义的

可靠性参数将归类为“离散型可靠性参数暠。连续

型可靠性参数与离散型可靠参数可以相关转换。
例如:产品失效率为10-4/h,产品每次工作的时间

为2h,则产品以工作次数为计时单位的失效率为

2暳10-4/次(10-4/h暳2h/次),产品的平均失效前

工作时间为10000h,产品的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

为5000次。目前可靠性参数的研究大多是基于

连续型时间变量,C.I.Ossai[8]研究了经受多次维

护的可修复多状态零件的剩余使用时间;庄震宇

等[9]编制了基于 MATLAB 的威布尔分布参数估

计程序,得到该发动机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点估计

值和置信区间;王大伟等[10]采用 Bayes数据融合

方法建立平均故障间隔时间评定模型,而基于离散

型时间变量的可靠性研究并不多;谢里阳等[11]研

究了基于载荷—强度关系的失效率离散建模方法

及模型,未对离散型可靠性参数间的关系展开深入

研究。
本文针对离散失效概率与离散失效率、平均失

效前工作次数与离散失效概率的数学关系进行研

究,通过公式推导3个离散型可靠性参数的转换公

式,以期为航空航天领域的可靠性建模提供更加完

善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1暋离散失效率

1.1暋离散失效率的定义

在可靠性理论和可靠性工程中,失效率都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描述产品可靠性规律的最主

要数量指标之一[12灢15]。失效率表示工作到时间t
尚未失效的产品在t时刻以后的单位时间内发生

失效的可能性。失效率毸是时间t 的函数,记为

毸(t),称为失效率函数,也称为故障率函数或风险

函数。根据失效率的含义,可以定义在第i次工作

后的失效率,即在前i次工作中没有失效的产品,
在第i+1次工作时发生失效的可能性。当以离散

的工作次数i表示广义的时间量时,失效率只在离

散“时间暠点上有定义,可称之为离散失效率。对于

离散的时间变量,例如工作次数或循环次数,失效

率定义中的“单位时间暠是明确的,即工作(或循环)
一次,即“单位时间暠内发生失效的概率就是工作

(或循环)一次引起失效的概率。

1.2暋离散失效率的计算公式推导

失效率的观测值为:在时刻t以后的单位时间

内发生失效的产品数与工作到t时刻尚未失效的

产品数之比[16灢17]。

毸(t)=n(t+殼t)-n(t)
[N-n(t)]殼t

(1)

式中:N 为产品数量;n(t+殼t)为时刻t+殼t的产

品失效数;n(t)为时刻t的产品失效数。
假设:某产品的可靠度为常数R,失效概率为

F=1-R。有 N 个产品进行工作或试验,产品之

间相互独立,则第1次、第2次、第3次工作或试验

后,失效产品数n(1)、n(2)、n(3)的均值分别为

n(1)=N·F (2)

n(2)=N·F+(N-N·F)·F (3)

n(3)=N·F+(N-N·F)·F+[N-N·

F-(N-N·F)·F]·F (4)
后续产品失效数的均值以此类推。
对于离散时间变量i的情况,其时间的最小变

化量是殼t=殼i=1,该产品的失效率毸(i)(i=1,2,

3,…)的推导为

毸(1)= n(2)-n(1)
[N-n(1)]殼i=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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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N-N·F)·F-N·F
(N-N·F)暳1 =F

(5)

毸(2)= n(3)-n(2)
[N-n(2)]殼i=

{N·F+(N-N·F)·F+[N-N·F-
(N-N·F)·F]·F-N·F-(N-N·

F)·F}/[N-N·F-(N-N·F)·F]暳
1=F (6)

假设:n(i)=m,(m曑N),可以得到:

n(i+1)=m+[N-n(i)]·F=
m+(N-m)·F (7)

则:

暋毸(i)=n(i+1)-n(i)
[N-n(i)]暳殼i=

m+(N-m)·F-m
(N-m)暳1 =F (8)

根据定义,失效率的极限表达式为

暋毸(t)=lim
殼t濚0

P(t<T 曑t+殼t旤T >t)
殼t =

lim
殼t濚0

R(t)-R(t+殼t)
R(t)·殼t

(9)

对于离散时间变量i,其时间的最小变化量是

殼i=1,得到毸(i)[18灢20]为

暋毸(i)=P(i<T 曑i+1旤T >i)=
R(0~i)-R[0~ (i+1)]

R(0~i) (10)

对于按照次数或循环次数工作产品,其在第i
(i=1,2,3,…)次工作时间殼ti 内的可靠度为R(i)
(即:失效概率F(i)=1-R(i)),产品在第i+1次

工作时间殼ti+1内的可靠度为R(i+1)。对于以时

间作为寿命的产品,其可靠度曲线的一般变化趋势

如图1所示。利用公式(10)可以得到:

暋毸(i)=R(0~i)-R[0~ (i+1)]
R(0~i) =

暻
i

x=1
R(x)-暻

i+1

x=1
R(x)

暻
i

x=1
R(x)

=

暻
i

x=1
R(x)-暻

i

x=1
R(x)暳R(i+1)

暻
i

x=1
R(x)

=

1-R(i+1)=F(i+1) (11)
推导出

毸(i)=F(i+1)暋(i=1,2,3,…) (12)
式中:R(0~i)为产品累计工作至第i次的可靠度;

R(i)为产品第i次工作的可靠度;毸(i)为产品第i
次可靠工作后,第i+1次工作的失效率;F(i+1)
为产品第i+1次工作的失效概率。

图1暋可靠度曲线一般趋势

Fig.1暋Generaltrendofreliabilitycurve

1.3暋离散失效率计算公式验证

有N 个产品,产品之间相互独立,从t=0开

始工作,到时刻t时产品的失效数为n(t),而到时

刻t+殼t产品的失效数为n(t+殼t),即在区间[t,t
+殼t]内有殼n(t)=n(t+殼t)-n(t)个产品失效,则
该产品在区间[t,t+殼t]内的平均失效率定义为

毸(t)=n(t+殼t)-n(t)
[N-n(t)]殼t = 殼n(t)

[N-n(t)]殼t
(13)

当殼t曻0时,相应的平均失效率变成瞬时失效

率,其表达式为

毸(t)=lim
殼t曻0

毸(t)=lim
殼t曻0

殼n(t)
[N-n(t)]殼t

(14)

对于区间[ti,ti+1]内的平均失效率毸(t),可用

积分式表达为

毸(t)= 1
ti+1-ti曇

ti+1

ti
毸(t)dt (15)

式(15)中:

毸(t)= -dlnR(t)
dt

(16)

将式(16)代入式(15):

毸(t)= 1
ti+1-ti曇

ti+1

ti

-dlnR(t)
dt dt=

1
ti+1-ti曇

ti+1

ti
-dlnR(t)=

- 1
ti+1-ti

[lnR(ti+1)-ln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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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i+1-ti

lnR(ti+1)
R(ti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1
ti+1-ti

lnR(ti)暳R(i+1)
R(ti

é

ë
êê

ù

û
úú) =

-lnR(i+1)
殼ti+1

=

-1
殼ti+1

ln[1-F(i+1)] (17)

在产品第i+1次工作的时间 殼ti+1=ti+1-ti

内,有:

毸(殼ti+1)= -1
殼ti+1

ln[1-F(i+1)] (18)

式中:殼ti+1=ti+1-ti;R(ti)为产品工作到时间ti

的可靠度;R(i+1)为产品第i+1次工作的可靠

度;F(i+1)为产品第i+1次工作的失效概率。
利用函数幂级数展开式[21]得到:

ln(1-x)=

- x+x2

2! +x3

3! +x4

4! +…+ xn

n! +æ

è
ç

ö

ø
÷…

(19)

ln(1-x)=-x+o(x)曋-x暋(-1曑x<1)
(20)

式中:当x曻0时,o(x)为x的高阶无穷小量。
式(18)中的F(i+1)<1,符合ln(1-x)幂级

数的收敛域,据此可得平均失效率毸(t)的近似计算

公式为

毸(殼ti+1)曋F(i+1)/殼ti+1 (21)
将产品第i+1次工作的时间 殼ti+1取为离散

时间量“1次暠,当 殼ti+1曻0时,毸(i)=毸(殼ti+1),利
用式(21),得到与公式(12)一致的近似公式,即毸
(i)曋F(i+1)。

由推导和证明过程可知:产品第i+1次工作

时的失效概率为F(i+1)时,其离散失效率毸(i)的
数值等于F(i+1),毸(i)的单位为“每次暠。对照失

效率的定义,将“每次暠作为离散时间单位来理解,
该结论符合失效率定义表述的内容。

2暋离散可靠度

可靠度指产品在规定的时间内和条件下,完成

规定功能的概率,通常记为R(t)。按照离散时间

量“次数暠工作的产品,其可靠度只在离散“时间暠点

i=1,2,3,…上有定义,其可靠度可记为R(i)。
对于离散可靠度R(0~i),i=0,1,2,3,…,由

式(10)得到:

R[0~ (i+1)]=R(0~i)[1-毸(i)]

R[0~ (i+1)]=R[0~ (i-1)][1-毸(i-1)]

暋暋暋暋暋……

R(0~2)=R(0~1)[1-毸(1)]

R(0~1)=R(0~0)[1-毸(0)]
产品在i=0时的可靠度为R(0~0),失效概

率为F(0),有 N 件产品投入工作或试验,产品之

间相互独立,关于毸(0)的推导为

毸(0)= n(1)-n(0)
[N-n(0)]殼i=

N·F(1)-0
(N-0)暳1=

F(1)=1-R(0~1) (22)
因此有:

R(0~1)=1-毸(0) (23)
依次递推可以得到离散可靠度R(i)计算公

式为

R(0~i)=[1-毸(0)]·暻
i-1

k=1

[1-毸(k)](24)

对于以次数作为寿命的产品,其可靠度离散值

的一般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暋可靠度离散值一般趋势

Fig.2暋Generaltrendofreliabilitydiscretevalues

3暋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

平均失效前时间(MeanTimetoFailures,简
称 MTTF)是不可修复产品的一种基本可靠性参

数。其度量方法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和时间内,产
品寿命单位总数与失效产品总数之比[22]。“工作

次数暠也是时间单位,对于按照“次数暠工作的产品,
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也可以作为一种基本可靠性

参数。知道产品每次工作的平均时间,可以将平均

失效前工作次数折算为平均失效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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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暋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计算公式的推导

按次数工作的某产品,在第i次工作(或第i
次循环)时间 殼ti 内的可靠度为R(i),i=1,2,3,
…,且每次工作之间相互独立,即产品在第i次工

作时间殼ti 内失效概率为F(i)=1-R(i)。该产

品进行i次工作或试验,产品在第k次工作发生失

效的概率pk 如表1所示,其中k曑i。

表1暋产品第k次数发生失效的概率

Table1暋Theprobabilityoffailureofproductktimes

k pk

1

2

3
…

i(i曒2)

F(1)

F(2)·R(1)

F(3)·R(1)·R(2)

…

F(i)·暻
i-1

k=1
R(k)

暋暋若毼为离散型随机变量,其可能取值为xk,

k=1,2,3,…,P(毼=xk)=pk,则(当级数绝对收敛

时)毼的数学期望(均值)为

E(毼)=lim
m曻+曓暺

m

k=1
xkpk (25)

利用离散型随机变量均值的公式和表1的信

息,得到对于按次数或循环次数工作的产品,其平

均失效前工作次数TTF的计算公式为

TTF(i)=
F(1) (i=1)

暺
i

k=1
k·F(k)·暻

k-1

j=1
R(j) (i曒2

ì

î

í

ï
ï

ïï
)

(26)
当按次数或循环数工作的某产品单次可靠度

R(i)为常数R,失效概率F=1-R。产品进行n次

工作或试验,产品在第k次发生失效的概率pk 如

表2所示。

表2暋第k次数发生失效的概率

Table2暋Theprobabilityoffailureofktimes

k pk

1

2

3
…

i(i曒2)

F

R·F

R2·F
…

Ri-1·F

暋暋对照常用的离散型分布函数形式,可知表2的

分布是几何分布G(p),几何分布及其定义域、参数

条件为

PG(毼=x)=pqx-1

E(毼)=1
p

暋暋暋暋暋暋 (x=1,2,3,…,p>0,q>0,p+q=1)

D(毼)=q
p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2

(27)

式中:PG(毼=x)为一直工作,直到第x次发生失效

的概率;p 为某次工作中失效的概率;q为某次工

作中成功的概率;毼 为出现首次失效时的 试 验

次数。

利用表2求解产品失效发生次数的均值,即平

均失效前工作次数TTF。

TTF=暺
i

k=1
k·Rk-1·F=

暺
i

k=1
k·Rk-1·(1-R)=

暺
i

k=1
k·Rk-1-暺

i

k=1
k·Rk=

1+2R+3R2+4R3+…+(i-1)Ri-2+iRi-1

-R-2R2-3R3-…-(i-1)Ri-1-iRi=
1+R+R2+R3+…+Ri-1-iRi (28)

利用通项公式an=a1qn-1等比数列的前n项

求和公式:

Sn =a1(1-qn)
1-q =a1-anq)

1-q
(29)

得到:

TTF=1-Ri

1-R -iRi (30)

利用洛比达法则可以求得lim
x曻+曓

xRx=0,x曒1,

R<1,得到lim
i曻+曓

iRi=0,R<1。产品的可靠度为常

数R,产品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TTF的计算公式为

TTF= 1
1-R=1

F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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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1)与几何分布均值计算公式的结论一致。

对于二项分布B(i,p),其概率分布及其定义

域、参数条件为

P(x=k)=Ck
ipkqi-k

Ck
i = i!

(i-k)! ·k! 暋暋暋(k=0,1,2,…,i(i为正整数),p>0,q>0,p+q=1)

E(x)=ip
D(x)=i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pq

(32)

式中:P(x=k)=Ck
ipkqi-k为有i个产品工作,其中

k 个产品失效的概率;p 为失效概率;q 为成功

概率。

某产品按次数或循环数工作的可靠度为R,失
效概率F=1-R,每次工作之间相互独立,失效发

生次数服从二项分布B(i,p),即:p=F=1-R,

q=R。该产品工作或试验i次,按照数学期望的公

式,在这i次工作或试验中,产品发生失效次数的

数学期望(均值)为iq,可得产品的平均失效前工

作次数TTF为

TTF=i
ip=1

p =1
F = 1

1-R
(33)

即:TTF= 1
1-R=1

F
。

得到与式(31)相同的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

TTF的计算结果。

当产品可靠度为常数R(失效概率F=1-R)

时,对照式(11)的结论,可知:对于按照工作次数工

作的产品,其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TTF与失效率毸
(i)(单位:每次)互为倒数关系。得到了与当产品

失效时间t服从指数分布时,产品的平均失效前工

作时间TMTTF与失效率毸互为倒数的相似关系。

3.2暋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公式的验证

当产品的失效前时间T 服从指数分布时

P(T=t)=1-e-毸t暋(t曒0) (34)

式中:P(T=t)为在产品一直工作到t时刻失效的

概率;毸(t)为常数毸,且每次工作之间相互独立。

产品可靠度为

R(t)=e-毸t (35)

将工作时间离散化为 殼t1,殼t2,…,殼tn,取 殼t
=殼t1,i=1,2,3,…,则产品在时间殼t(每1次的时

间)内的可靠度为

R=R(i)=e-毸·殼t暋(i=1,2,3,…,n) (36)

将式(36)代入式(33),得到:

TTF= 1
1-R(i)= 1

1-e-毸·殼t (37)

式中:TTF为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

利用幂级数展开式[6]:

ex =1+ x
1! +x2

2! +x3

3! +x4

4! +…(旤x旤< 曓)

(38)

ex=1+x+o(x)曋1+x暋(x曻0) (39)

将式(39)代入式(38)得到:

TTF= 1
1-e-毸·殼t 曋 1

1-1+毸·殼t= 1
毸·殼t

(40)

将式(40)中TTF的单位“每次暠转换成连续的

时间单位,离散单位时间 “每1次暠所对应的连续

时间为殼t,TTF曻TMTTF转换过程为

TMTTF= 1
毸·殼t

·殼t=1
毸

(41)

以上推导的结果与指数分布的结果一致,证明

公式(31)是正确的。

以概率论中“抛硬币暠试验为例,抛硬币一次

后,事件“硬币正面在上暠的概率是0.5,进行n次

“抛硬币暠试验,根据统计经验可知 “硬币正面在

上暠事件出现的平均间隔次数是两次。利用公式

(31)计算“硬币正面在上暠事件出现的平均间隔次

数,将“硬币正面在上暠的概率值0.5代入式(31),

1/(1-0.5)=2,计算值与统计结果值一致,也证明

公式(31)是正确的。

若将抛硬币试验中的事件“硬币正面在上暠替

换为事件“产品工作可靠暠,产品按照每次工作的可

靠度R=0.5,则该产品的平均失效前工作次数

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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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结暋论

(1)本文对平均失效前时间、可靠度、失效率

这三个连续型可靠性参数进行了离散化,推导出平

均失效前工作次数、离散可靠度、离散失效率的计

算公式。
(2)构建三个离散型可靠性参数间的相互关

系,可以为航空航天系统中产品的可靠性评估提供

更可靠的依据。但文中并未考虑与可修产品有关

的参数,如平均故障间隔次数等,这些参数将作为

下一步的考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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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LRU划分的双步迭代层次分析法

陈俊宇,冯蕴雯,郭英男,刘雨昌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西安710072)

摘暋要:合理的航线可更换单元(LRU)划分可以有效提高民用飞机维修效率,避免飞机停场现象,保障民用飞

机安全可靠运行。在综合考虑民用飞机设计阶段及运营过程中多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提出一种LRU划分方

法———双步迭代层次分析法(TSI灢AHP)。梳理民用飞机设计阶段及运营阶段相关因素对 LRU 划分的影响;

将产品按照功能分解至最底层结构,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 TSI灢AHP确定民用飞机 LRU 划分方案;并以

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为例,运用所提方法实现其 LRU 划分。结果表明: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

LRU划分方法可有效实现 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的LRU划分;本文 LRU 划分项目与实际 LRU 项目基

本一致,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可为国产民用飞机LRU划分工作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民用飞机;LRU划分;双步迭代层次分析法;起落架系统

中图分类号:V267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4.00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LRUDivisionofCivilAircraftBasedonTwo灢stepIterative
AnalyticHierarchyProcess

CHENJunyu,FENGYunwen,GUOYingnan,LIUYuchang
(SchoolofAeronautics,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暞an710072,China)

Abstract:Reasonablelinereplaceableunit(LRU)divisioncaneffectivelyimprovethemaintenanceefficiencyof
civilaircraft,avoidthephenomenonofaircraftparking,andensurethesafeandreliableoperationofcivilair灢
craft.Underthepremiseofconsideringtheinfluenceofvariousfactorsinthedesignstageandoperationprocess
ofcivilaircraft,thedesignandoperationofcivilaircraftarecarriedout,amethodofLRUdivision,two灢stepit灢
erative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TSI灢AHP),isproposed.Firstly,theinfluenceofrelevantfactorsinthede灢
signandoperationstagesonLRUdivisionofcivilaircraftisinvestigated.Secondly,theinfluenceofvariousfac灢
torsarecomprehensiveconsidered,andtheloweststructuresofproductdecomposedbytheirfunctionareregar灢
dedasthestudyobjects,andtheTSI灢AHPisappliedtoimplementLRUdivisionofcivilaircraft.Finally,the
landinggearsystemofARJ21灢700aircraftistreatedasanexampletorealizetheLRUdivisionusingthemethod

proposed.TheresultsshowthattheLRUpartitionmethodbasedonTSI灢AHPcaneffectivelyrealizetheLRU

partitionoflandinggearsystemofARJ21灢700aircraft.TheLRUpartitionprojectinthispaperisbasicallycon灢
sistentwiththeactualLRUproject,whichverifiesthefeasibilityandeffectivenessofthismethod,andprovides
anewideafortheLRUpartitionofdomesticcivilaircraft.
Keywords:civilaircraft;LRUdivision;two灢stepiterativ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landinggearsystem



0暋引暋言

航线可更换单元(LineReplaceableUnit,简称

LRU)作为一种实时便捷更换单元,可以在民用飞

机运营过程中实现故障快速检测、定位、隔离、维修

等措施。合理的 LRU 划分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民

用飞机的维修效率,避免飞机停场(Aircrafton
Ground,简称 AOG)现象,而且可为修理级别分析

(LevelofRepairAnalysis,简称 LORA)和维修资

源保障提供有效的输入,降低维护成本并提高可靠

性[1灢7],为民用飞机综合后勤保障(IntegratedLo灢
gisticSupport,简称ILS)提供支撑。当前,国产民

用飞机产业处在稳步提升阶段,维修工程体系日趋

完善,为了提高国产民用飞机保障服务质量,有必

要开展民用飞机LRU划分技术研究。
针对LRU 划分,国内外已开展了相应的研

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梁若曦[8]考虑 LRU
与平均修复时间的关系对其划分方案进行了权衡

研究;L.H.Crow[9]从减少成本的角度结合可修复

系统的使用寿命对LRU 进行了分析研究;胡启先

等[10]根据功能结构独立性原则,提出了基于核心

零部件聚类的飞机 LRU 划分方法;L.C.Thom灢
as[11]通过考虑部附件之间的依赖性,对复杂系统

的LRU 划分策略进行了研究,用以指导故障件维

修及拆换;吕川[12]、张策[13]综合考虑可靠性、维修

性、保障性等要求,研究了 LRU 的划分与产品设

计之间的关系,并对LRU 划分方案进行了综合评

价;J.E.Parada等[14]针对 LRU 划分问题建立了

一个以部件更换和购置备用部件的费用之和最小

为目标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吕少杰等[15]结

合大量历史故障数据,通过 Weibull分布拟合及

Extendsim仿真对直升机LRU划分进行了预测分

析;李名[16]以产品结构可拆卸度与模块度为量化

指标对LRU 划分方案进行了评估;W.Wei等[17]

考虑可拆卸度、内部聚合度、外部耦合度等因素的

影响,结合免疫算法对 LRU 划分方案进行了评

估;ZhangN 等[18]提出了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模

块划分方法,将其用于解决复杂产品的LRU 划分

问题;J.E.P.Puig等[19]以部件拆换与购置成本之

和最小为优化目标,建立了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

型,对LRU的划分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上述工

作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 LRU 划分问题进行了研

究,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大多仅是针对特定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从单一指标和定量分析的

角度对 LRU 进行了划分,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对
于民用飞机而言,其LRU 划分需要同时考虑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同时需要结合多指标对划分方案进

行评估。
为了合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提出双步迭代层次分析法

(Two灢stepIterativ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
简称 TSI灢AHP)用于民用飞机的 LRU 划分。首

先,梳理民用飞机LRU 划分相关影响因素;然后,
将产品按照功能分解至最底层结构,并作为研究对

象,运用 TSI灢AHP确定民用飞机LRU 划分方案;
最后,以 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为例,验证所

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1暋LRU划分影响因素分析

民用飞机 LRU 划分需要综合考虑设计阶段

和运营阶段各相关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些影响因素

在物理或逻辑上相互制约、相互冲突[20灢21],因此有

效梳理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民用飞机 LRU 划分尤

为重要。通过对国内外 LRU 划分研究现状的调

研与分析,可将民用飞机LRU 划分影响因素归纳

为六类:经济性、可靠性、测试性、维修性、重量和维

修工程分析因素。各类影响因素评估原则如下:
(1)经济性。在民用飞机 LRU 划分过程中,

若研究对象更换超出经济性指标限制,则部附件不

适宜作为LRU;如果 LRU 划分不合理,将导致航

材购置及库存成本升高。
(2)可靠性。可靠性指标是影响LRU划分的

一个关键因素[22],对于故障发生较为频繁,即平均

故障间隔时间较小的部附件,在给定的可靠性指标

范围内影响签派可靠性的部附件应当考虑设计

成LRU。
(3)测试性。根据有关民用航空统计表明,至

少10%的延误是由于测试性造成的,LRU 划分时

应以功能互相连接数最少和故障隔离到正确单元

为原则。
(4)维修性。维修性设计是与LRU划分密切

相关的一个主要影响指标,通常用航线平均修复时

间进行衡量,它不仅是维修性的一个基本度量,还
是维修性设计参数的要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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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量。LRU 划分必须考虑到重量的影

响,对于飞机而言每一个部附件都会分配具体的重

量指标,重量直接决定了部附件在发生故障时是否

可以实现快速航线维修,是否方便运输等。
(6)维修工程分析。维修工程分析通常以保

障性进行衡量,保障性通过修理级别分析对 LRU
划分过程中的维修资源、维修能力进行匹配度研

究,如果航线没有足够相应航材、没有相应设备及

能力完成故障修复,则不能设定为LRU。

2暋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 LRU
划分流程与步骤

为了合理有效实现民用飞机 LRU 划分,提出

一种民用飞机LRU 划分方法,在综合考虑设计阶

段和运营阶段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结合功能划分将

目标划分至最底层,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TSI灢
AHP实现 LRU 划分。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

机LRU划分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暋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LRU划分流程

Fig.1暋TheprocedureofcivilaircraftLRU

divisionbasedonTSI灢AHP

从图1可以看出: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

LRU划分具体流程如下:
(1)首先确定研究对象,根据功能划分将其分

解至结构最底层结构,即单个单元和模块,直至不

能进行细分为止,并将这些最底层结构作为 LRU
划分的研究对象;

(2)基于上述研究对象,分别梳理 LRU 划分

过程中各自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性、可靠性、
测试性、维修性、重量和维修工程分析,并确定各因

素对LRU划分的影响系数;
(3)结合获取的各因素影响系数取值,构造各

研究对象影响因素的对比判断矩阵,并求解判断矩

阵的特征向量;
(4)结合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进行一致性

检验,如果不满足要求,则需要重新调整各影响因

素的方案判断矩阵,直至满足要求为止;
(5)依据满足检验要求的系数,计算相关因素

的权重系数,确定各影响因素对于各研究对象

LRU划分过程中的影响程度;
(6)将非拆换部件、LRU 或车间可更换单元

(ShopReplaceableUnit,简称SRU)作为 LRU 划

分的三种备选方案,针对各研究对象进行LRU 划

分评估,构建对比判断矩阵,并实现矩阵求解,获取

三种备选方案的权衡指标;
(7)结合各影响因素、三种备选方案的权衡系

数以及加权平均,获取 LRU 划分策略,实现民用

飞机LRU划分。

3暋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 LRU
划分建模

TSI灢AHP是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基础上,结
合双步迭代和加权平均思想发展而来,其分析原理

为:依据 LRU 划分过程中影响因素,运用层次分

析法获取各影响因素的权重系数;综合考虑各影响

因素的重要程度,采用嵌套层次分析策略获取

LRU划分三种备选的权衡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

加权平均思想确定民用飞机LRU 划分最优方案。
基于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LRU 划分数学模型建

立如下:
(1)层次结构模型建立

为了保证LRU划分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将决

策目标、影响因素和LRU 划分方案按照它们之间

184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陈俊宇等:民用飞机LRU划分的双步迭代层次分析法



的相互关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其层次

结构如图2所示。

图2暋层次结构图

Fig.2暋Hierarchicalstructurediagram

(2)影响因素对比判断矩阵构造

按照功能划分将目标分解至结构最底层结构,

并作为LRU 划分的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各影响

因素,构造其对比判断矩阵,如式(1)所示。此外,

判断矩阵标度(如表1所示)是结合民用飞机运营

历史数据,通过专家评定进行建立。对比判断矩阵

元素通过表1确定。

A=

a11 a12 … a1n

a21 a22 … a2n

汅 汅 烑 汅

an1 an2 … a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n

(1)

表1暋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Table1暋Scalingofjudgmentmatrixanditsimplications

重要性标度 含暋暋义

1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i与元素j的重要性之比为aij,则元素j
与元素i的重要性之比为aji=1/aij

暋暋(3)特征向量的计算

对比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求解公式为

AV=VD (2)

式中:V 为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D 为特征值矩阵。
(4)一致性检验

基于计算的特征值寻找最大特征值毸max,为了

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首先需要计算一致性指

标CI:

CI=毸max-n
n-1

(3)

式中:n为判断矩阵的维数(n曒3),CI=0表示判

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
对比判断矩阵一致性通常结合一致性比例

CR 进行判别,通过式(4)计算;此外,当CR 计算值

小于0.1,则判断矩阵通过检验,其一致性是可以

接受的,否则重新调整判断矩阵。

CR= CI
RI(n) (4)

式中:RI为平均随机性一致性指标(一致性指标查

询表如表2所示)。

表2暋一致性指标RI查询表

Table2暋ConformityindicatorRIquerytable

n RI n RI

3 0.58 7 1.32

4 0.90 8 1.41

5 1.12 9 1.45

6 1.24

暋暋(5)权重系数的计算

依据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找寻对应的特征向

量W,运用式(5)对权重系数w 进行计算。

w= W

暺
n

i=1
Wi

(5)

其中,特征向量W 可表示为

W =[W1,W2,…,Wn] (6)
(6)备选方案判断矩阵构建

构建LRU 划分备选方案的判断矩阵B,矩阵

B的构建是对各备选方案进行相对重要性的排序

权值,矩阵中每一元素表示各候选方案在各个影响

因素上的优劣程度,如式(7)所示。依据步骤(3)~
步骤(4)对备选方案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并
求得每一影响因素上各候选方案的特征值。

B=

b11 b12 … b1m

b21 b22 … b2m

汅 汅 烑 汅

bm1 bm2 … b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mm

(7)

(7)LRU划分方案确定

根据各影响因素的系数以及备选方案权衡指

标,结合加权平均思想确定最优的 LRU 划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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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计算原理为

Si=暺
n

j=1
Wj·Wij暋(i=1,…,m) (8)

式中:Wij为第j 个影响因素的特征向量中与第i
个候选方案对应的分量;Wj 为第j 个影响因素的

权重系数。
由此可得各个候选方案的综合得分情况,对各

候选方案进行排序,即可得到最终的最优方案。

4暋典型国产民用飞机LRU划分案例

以 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为研究目标,
按照 功 能 划 分 将 其 进 行 产 品 结 构 分 解,得 到

ARJ21灢700飞机的起落架系统59项 LRU 划分研

究对象(如表3所示),运用 TSI灢AHP方法对起落

架系统进行LRU划分。

表3暋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构型项

Table3暋ARJ21灢700aircraftlandinggearsystemconfigurationitems

序号 研究对象名称 序号 研究对象名称 序号 研究对象名称

1 缓冲支柱 21 位置作动组件 41 转换阀

2 起落架收放手柄 22 前起落架轮载传感器 42 刹车控制阀

3 前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23 前起落架锁连杆传感器 43 刹车控制组件

4 前起落架开锁作动筒 24 前起落架放下位置传感器 44 脚蹬刹车传感器

5 前起落架前撑杆 25 转弯超行程传感器 45 压力传感器组件

6 前起落架锁连杆 26 主起落架缓冲支柱 46 驱动盖组件

7 前起落架锁弹簧 27 主起落架减摆器 47 机轮速度传感器

8 应急放选择阀 28 主起落架选择阀 48 自动刹车控制开关

9 安装支架 29 回油单向阀 49 停机应急刹车手柄

10 应急放前起落架开锁 30 主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50 停机应急刹车阀

11 密封球 31 主起落架上位锁盒 51 刹车蓄压器

12 滑轮支架 32 开锁作动筒 52 刹车温度传感器

13 前起落架机轮 33 主起落架侧撑杆 53 刹车装置

14 NLG刹车板组件 34 主起落架锁撑杆 54 主起落架机轮

15 转弯控制组件 35 主起落架下位锁弹簧 55 主起落架轮载传感器

16 转弯控制阀 36 起落架选择阀 56 主起落架上位锁传感器组件

17 转弯控制阀安装板 37 液压保险组件 57 主起落架下位锁传感器组件

18 转弯手轮 38 压力传感器 58 扇形轮组件防护罩

19 转弯反馈传感器 39 刹车蓄压器单向阀 59 滑轮组件防护罩

20 转弯脱开扳动开关 40 切断阀

暋暋以前起落架收放作动筒为研究对象,来说

明 基 于 TSI灢AHP 的 LRU 划 分 流 程 及 建 模

过程:

(1)将决策目标划分为最高层,影响因素划分

为中间层,预选方案划分为最底层,其层次结构模

型如图3所示。

(2)综合考虑 LRU 划分影响因素,构建前起

落架收放作动筒的对比判断矩阵,即
图3暋层次结构模型

Fig.3暋Hierarchica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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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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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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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寻找

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位置,再进行一致性检

验,通过式(3)~式(4)求得其一致性比例计算值小

于0.1,即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4)寻找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

量,进而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系数:

w=[0.0428暋0.3824暋0.0641暋0.0250暋0.1006暋0.1596] (10)

暋暋(5)结合 LRU 相关因素,分别建立考虑经济

性、可靠性、测试性、维修性、重量和维修工程分析

的LRU划分备选方案的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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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LRU划分备选方案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

验,求得各备选方案在每一影响因素上的权衡指

标,如表4所示。

暋暋(7)结合平均加权思想计算可得3种LRU 划

分备选方案的综合评分,分别为S1=0.2473、S2

=0.5789、S3=0.1738,最终方案的排序为S2>
S1>S3。因此最佳的LRU划分方案是S2,即将前

起落架收放作动筒划分为LRU。

运用上述方法和流程,本文对 ARJ21灢700飞

机起落架系统剩余58项研究对象依次遍历进行

LRU划分分析,分别得到各个项目的 LRU 划分

方案,对于被划分为非拆换部件的项目,若存在有

多个部附件(非标准件)组成,则对其附件进行下一

步规划分析,直到不需要进一步划分。最终可以得

到 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的LRU 划分方案,
可以确定为 LRU 项目的共52项,具体如表5所

示,表中PNR为项目编号(PartNumber)。

表4暋LRU划分备选方案一致性检验与特征系数

Table4暋Consistencycheckandcharacteristic

coefficientofeachdivisionplan

因暋素 CR w

经济性 小于0.1 [0.2970暋0.5396暋0.1634]

可靠性 小于0.1 [0.2970暋0.5396暋0.1634]

测试性 小于0.1 [0.2385暋0.6250暋0.1365]

维修性 小于0.1 [0.1429暋0.5714暋0.2857]

重量 小于0.1 [0.3325暋0.5278暋0.1396]

维修工程分析 小于0.1 [0.3325暋0.5278暋0.1396]

表5暋ARJ21灢700飞机起落架系统LRU项目

Table5暋ARJ21灢700aircraftlandinggearsystemLRUproject

序号 LRU项目名称 PNR 序号 LRU项目名称 PNR

1 刹车温度传感器 6007300 27 前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2131灢0001灢403

2 接近传感器 84798006 28 前起落架开锁作动筒 2132灢0001灢405

3 前起落架机轮 90000581灢1 29 单向阀组件 2241灢0070灢401

4 刹车控制阀 90004060灢1 30 起落架选择阀 2248灢0001灢401

5 刹车切断阀 90004061 31 应急放选择阀 2249灢0001灢401

6 停机应急刹车阀 90004062 32 转弯控制阀 2250灢0001灢401

7 停机应急刹车手柄 90004063 33 转弯反馈传感器 2351灢1159灢401

8 停机应急刹车钢索 90004064灢1 34 前起落架前撑杆 2535A0000灢03

9 转换阀 90004065 35 前起落架锁连杆 2351灢1600灢403

10 液压保险组件 90004066 36 主起落架上位锁盒 2351灢2900灢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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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续表

序号 LRU项目名称 PNR 序号 LRU项目名称 PNR

11 主起落架机轮 90004162灢1 37 应急放手柄组件 2351灢9901灢401

12 刹车装置 90004163灢1PR 38 前起落架轮胎 247F22T1

13 刹车控制盒 90004183灢2 39 主起落架侧撑杆 2507A0000灢04

14 刹车蓄压器 90004293 40 主起落架锁撑杆 2508A0000灢03

15 脚蹬刹车位置传感器 90004328 41 主起落架减摆器 2520A0000灢02

16 机轮速度传感器 90004329 42 转弯控制组件 2529A0000灢03

17 起落架控制压力传感器 90004340灢1 43 位置作动控制组件 2530A0000灢02

18 自动刹车控制开关 90004361 44 起落架收放手柄 2531A0000K02

19 回油单向阀 90004924 45 转弯手轮 2546A0000K02

20 内外轮压力传感器 90004925灢2 46 主起落架轮胎 409K02灢2

21 下位锁传感器右线束 2000A1749K01 47 转弯脱开扳动开关 8868K54

22 下位锁传感器右2线束 2000A1750K01 48 前起落架锁连杆传感器 2351灢1600灢403

23 下位锁传感器左线束 2000A1766K01 49 前起落架轮载传感器 2540A0000灢02

24 下位锁传感器左2线束 2000A1767K01 50 转弯超行程传感器 2540A0000灢02

25 主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2129灢0001灢403 51 前起落架放下位置传感器 531A1100灢000灢501

26 开锁作动筒 2130灢0001灢403 52 主起落架轮载传感器 2505A0000灢04

暋暋为了说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将运用

TSI灢AHP的民用飞机LRU划分方案所得到LRU
划分结果与实际LRU 清单中的项目进行比对,结
果表明:本文通过 TSI灢AHP方法所得 LRU 项目

与LRU清单给出的 LRU 项目基本一致,可为民

用飞机LRU划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5暋结暋论

(1)本文提出了民用飞机LRU划分的双步迭

代层次分析法,运用该方法进行划分的LRU 项目

与工程实际LRU 清单中的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发
现本文 LRU 划分项目与实际 LRU 项目基本一

致,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本文所提方法对于民用飞机LRU清单及

推荐备件清单(RecommendSparePartList,简称

RSPL)编制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民用飞机维修资

源规划提供参考,进而为保障民用飞机全寿命周期

安全可靠运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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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效分析与过程仿真模型的机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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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机载设备拆装时间是重要的维修性设计指标,是选择或优化设计方案的重要参数。提出一种以过程

仿真模型为基础,综合考虑维修作业复杂度和维修工效评估结果的拆装时间综合评估方法。首先,将机载设备

拆装过程分解为基础维修活动单元,规划仿真过程并建立仿真模型;然后,使用模特分析法分析基础维修活动

时间,并根据维修作业复杂度与维修工效综合评估结果确定维修时间修正系数,修正基础维修活动时间;最后,
根据基础维修活动时间和工作流程评估机载设备拆装时间,并以飞机发动机拆卸时间分析为例进行应用验证。
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对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进行准确评估,能够满足飞机研制的需要。
关键词:过程仿真模型;模特分析法;维修作业复杂度;维修工效分析;拆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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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MethodsofAirborneEquipmentRemovalandInstallationTime
BasedonMaintenanceErgonomicsAnalysisandProcessSimulationModels

WANGJinli1,2,HUANGDan1

(1.School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2.DepartmentofAirworthinessandGeneralQualityCharacteristics,AVICTheFirst

AircraftInstitute,Xi暞an710089,China)

Abstract:Theremovalandinstallationtimeofairborneequipment,isnotonlyanimportantmaintainabilityde灢
signindex,butalsoanimportantparametertoselectoroptimizethedesignscheme.Acomprehensiveevalua灢
tionmethodispresented,whichisbasedontheprocesssimulationmodelandintegratestheevaluationresultsof
maintenancecomplexityandmaintenanceergonomicsanalysis.Firstly,thedisassemblyandinstallationprocess
isdecomposedintobasicmaintenanceactivities,andprocesssimulationmodeliscreated.Thenbyusingmodo灢
lararrangementofpredetermindtimestandard(MODAPTS)thebasicmaintenanceactivitiestimeisevaluated.
Usingthecoefficient,whichisdeterminedby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resultsofmaintenancecomplexity
andmaintenanceergonomicsanalysis,thebasicmaintenanceactivitiestimeiscorrected.Finally,thedisassem灢
blyandinstallationtimeisevaluatedaccordingtobasic maintenanceactivitiestimeand maintenancework
processanalysis.Themethodisverifiedbyacaseofevaluatingengineremovaltime.Theresultshowsthat,the
methodcanbeusedtoaccuratelyevaluatetheremovalandinstallationtimeofairborneequipment,andcanmeet
theneedsofaircraftdevelopment.
Keywords:processsimulationmodels;MODAPTS;maintenancecomplexity;maintenanceergonomicsanaly灢
sis;removalandinstallationtime



0暋引暋言

机载设备拆装时间,特别是发动机等大型复杂

机载设备拆装时间对飞机的出勤有重要影响。机

载设备拆装是否方便、快捷、省时,是体现一型飞机

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飞机研

制过程中需要对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进行准确评估,
以确定设计方案是否满足既定的设计要求。

传统的维修时间预计方法包括概率模拟、功能

层次、抽样评分、时间累计、单元对比等方法[1]。聂

成龙等[2]提出了基于维修流程框图的维修时间仿

真方法,维修流程框图可以对复杂的网络维修过程

进行准确描述;陆中等[3]对产品拆装维护过程的建

模方法和流程进行研究,提出了借助蒙特卡罗模型

对维修活动序列或维修路径进行优化的方法;张王

卫等[4]、徐庆宏等[5]使用Petri网描述产品的拆装

维护过程,对维修过程活动序列的建立和优化方法

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维修过程

活动序列的建模和优化上,对优化产品维修工作流

程、合理配置维修资源等具有积极的工程意义,但
是未对基础维修活动时间的分析方法进行深入

研究。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和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对产品的维修

工效设计进行仿真、分析和验证评估。邱世广[6]提

出了面向维修过程的人机工效自动评估方法,同时

还提出了维修操作过程中可视性、可达性和操作姿

态的自动量化分析方法,建立了人机工效综合量化

评估模 型;马 超[7]、张 丽 珍 等[8]、徐 达 等[9]和 尹

良[10]分别基于JACK、DELMIA 软件的工效分析

模块,对人员的肢体可达、视觉可达、动作或姿态的

舒适性、典型动作力量限制、动作能量消耗等项目

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柳海林[11]、杨子佳[12]、黄
德所等[13]对产品维修工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

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多种维修工效设

计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结合装甲车辆、飞
机驾驶舱等典型产品,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应用验

证。上述研究的重点是产品的维修工效设计评估

方法,未将维修工效设计评估结果与机载设备拆装

作业复杂度、拆装时间的评估工作进行有效结合。
张力匀等[14]将实际维修环境下的可达性、可

视性、劳动强度等维修工效评估结果定量转化,修

正维修动作时间,最终得到更加贴近工程实际的维

修动作时间。该方法虽然考虑了维修工效设计对

维修时间的影响,但是未进一步分析维修作业复杂

度与维修工效设计的综合影响,其评估结果与工程

实际尚有一定差距。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工效分析与过程仿真模型

的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评估方法,将复杂的机载设备

拆装过程逐级分解至基础作业单元并建立拆装过

程仿真模型,使用模特分析法确定基础拆装时间,
基于维修作业复杂度与工效综合评估结果确定拆

装时间修正系数,对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进行修正,
得出较为准确的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评估结果。

1暋维修过程分解及仿真模型的建立

1.1暋维修过程分解

机载设备拆装过程仿真模型需要在虚拟现实

环境软件下逐帧创建,因此创建仿真模型前需要先

将复杂的机载设备拆装过程进行分解,分解的最小

维修活动单元应当是可由单个维修人员独立完成

的维修动作。一般地,机载设备拆装过程分解步骤

描述如下:
(1)明确机载设备布置位置,进而确定是否需

要安装定位辅助接近工作梯,对接近工位过程进行

描述;
(2)对打开或拆卸的舱门/口盖,以及拆卸的

遮挡维修通道的干涉部件(可能是机载设备、管路/
线缆或其他飞机附件)的过程进行描述;

(3)对专用拆装设备安装过程进行描述;
(4)对设备紧固件、管路/线缆的拆卸过程进

行描述;
(5)对机载设备从安装位置取下的过程进行

描述;
(6)对机载设备安装定位过程进行描述;
(7)对机载设备紧固件和管路线缆的安装恢

复过程进行描述;
(8)对机载设备安装后的调整、校准过程进行

描述;
(9)对辅助拆装设备的拆卸过程进行描述;
(10)对安装遮挡维修通道的部件和安装维修

舱门口盖的过程进行描述;
(11)对辅助接近工作梯的撤离过程进行描

述。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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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暋创建机载设备拆装过程仿真模型

发动机等大型复杂机载设备拆装过程复杂,组
成工作项目多,不同工作项目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

约束关系。将拆装过程分解为基础维修动作单元

后,需要进行仿真规划,保证拆装过程仿真模型完

整、准确。
某型涡桨飞机发动机通过左右两侧主安装点

和辅助安装点固定在飞机发动机舱内,左右两侧主

安装点和辅助安装点的紧固件形式、布置位置以及

维修工效设计情况基本相同。以此为例,说明使用

DELMIA软件创建发动机拆卸过程仿真模型的步

骤如下:

(1)仿真资源规划,创建发动机拆卸过程仿真

模型需要的仿真资源有:

栙发动机舱结构、发动机本体、发动机安装系

统和布置在发动机舱内的相关系统的三维设计

模型;

栚吊车、吊装设备、接近工作梯(2个)、发动机

主安装节和辅助安装节紧固件拆装工具各一套;

栛虚拟人体模型5人,包括1人地面指挥,无
实质仿真动作,4人参加具体的拆装过程仿真。

(2)仿真过程规划。基于拆装维护工作空间、
人员和保障资源等约束,基于尽量并行的原则规划

仿真过程。某型涡桨发动机拆卸过程仿真模型规

划(部分)示意如图1所示。

图1暋发动机本体拆卸仿真规划示意图

Fig.1暋Simulationplanningofenginebodydisassemblyschematicdiagram

暋暋(3)简化重构发动机拆卸仿真数字样机,在

DELMIA软件环境下创建仿真仿真环境。
(4)按照仿真规划使用 DELMIA 软件维修动

作仿真工具逐帧创建过程仿真模型。

(5)使用 DELMIA 软件仿真模型编辑模块,
配置仿真资源、编辑仿真过程。

(6)运行仿真模型,查找模型存在的问题,修
改完善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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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维修时间修正系数

2.1暋维修工效分析

2.1.1暋维修工效分析评判基准

广义的维修工效分析包括肢体可达性、可视

性、维护作业空间、维修安全、维修环境、维修人员

动作舒适性等方面,其中对维修时间影响最大的4
个因素是维修人员维修动作舒适性、肢体可达性、
可视性和维护空间。

(1)维修动作舒适性评判

维修人员动作舒适性分析,直接使用软件分析

工具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为了便于与维修作

业复杂度一起确定维修时间修正系数,将维修动作

舒适性分析结果划分为4个等级。具体如下:

栙A1(1~2分):在维修动作如果不需要长时

间保持或重复开展的情况下,动作可以接受;

栚A2(3~4分):需要对维修动作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并对维修动作进行改进;

栛A3(5~6分):维修动作不可接受,需要尽

快对维修动作进行研究和改进;

栜A4(7分):维修动作不可接受,需要立即对

维修动作进行研究和改进。

图2暋维修动作舒适性分析示意图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maintenance
actioncomfortevaluation

(2)维修人员肢体可达性评判

根据维修人员肢体可达情况,将肢体可达性分

析结果分为3个等级:

栙B1:维修人员双手可有效接近维修作业点;

栚B2:维修人员单手可有效接近维修作业点;

栛B3:维修人员需要借助辅助工具接近维修

作业点。
(3)维修作业点可视性评判

依据维修作业点在维修人员目视区域情况,将
可视性分析结果分为3个等级:

栙C1:维修过程中维修作业点始终在视野范

围内;

栚C2:维修过程中维修作业点部分时间不在

视野范围内;

栛C3:维修过程中维修作业点始终不在视野

范围内。
(4)维护空间评判

根据维护空间对维修人员维修作业约束情况,
将维护空间分析结果分为4个等级:

栙D1:维修过程中维修动作不受约束,工具操

作没有限制,可视性不受限;

栚D2:维修过程中动作不受约束,但是工具操

作受限制,可视性不受限;

栛D3:维修过程中维修动作有约束,可视性部

分受限;

栜D4:维修过程中维修动作有约束,且可视性

严重受限。

2.1.2暋维修工效分析方法

DELMIA、JACK等虚拟仿真软件均提供了较

为强大的维修工效分析辅助工具,其分析结果较为

可信。因此,维修工效分析以维修过程仿真模型为

基础,借助 DELMIA 软件提供的 RULE分析、视
界分析、肢体可达分析、扫掠体、干涉检查等工具,
对每个维修动作的维修工效设计情况进行分析,并
按2.1.1节给出的分析基准确定分析结果,作为确

定维修时间修正系数的依据。

2.2暋维修作业复杂度评估

维修活动维修作业复杂度不同,其对维修工效

设计的要求是不同的,维修工效设计结果对维修时

间的影响也不同。比如单人单手抓取一个重量较

轻的部件与给螺栓孔打保险两个维修动作,其对维

修工效设计的需求有很大差异。前者只需维修人

员单手接近、作业点在维修人员最大目视区域内、
操作过程仅需投入较少精力;而后者需要维修人员

可双手接近、有使用专用工具的操作空间、操作点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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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在维修人员最佳视野范围内、操作过程需要维修

人员投入较大精力。
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评估维修时间,需要在考

虑维修工效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维修活动

维修作业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工程经验,将维修活

动的维修作业复杂度分为 4 级,各级确定依据

如下:
(1)第1级:简单作业,可单人徒手完成,无操

作精度要求,仅需投入较少精力,该维修作业对人

员或设备无安全影响;
(2)第2级:一般维修作业,单人徒手或使用

工具完成,需要投入一定精力,该维修作业对人员

或设备无安全影响;
(3)第3级:较复杂维修作业,多人配合、徒手

或使用工具完成,需要投入较多精力,操作精度要

求高,或该维修作业对人员或设备有一定安全

影响;
(4)第4级:复杂维修作业,需要突入大量精

力,或该维修作业对维修人员或设备有较大安全

影响。

2.3暋确定维修作业时间修正系数

飞机典型部件航线统计的拆装时间数据描述

如下:
(1)复杂度一般,维修工效设计良好紧固件拆

装时间基于仿真模型或相关标准确定的时间为

0.5min,实际需要1min;
(2)复杂度高且维修工效设计良好的紧固件

拆装时间基于仿真模型或相关标准确定的时间为

1min,实际需要3~5min;
(3)复杂度高且维修工效设计很差的紧固件

拆装时间需要10min以上,有时甚至需要20~
30min;

(4)某型飞机 APU基于过程仿真模型和模特

分析法的分析的拆装时间(包括拆卸进排气管路、
燃油管路和相关线缆)时间是12min,而在飞机外

场实际拆装统计时间52min。
上述航线统计数据表明,简单且工效设计良好

的维修活动与复杂度高、维修工效设计评估较差的

维修活动,需要的维修时间相差数倍甚至十几倍。
因此将考虑四个因素的维修工效时间修正系

数最大值设置为12。将单因素修正系数最大值设

置为3,因为对单因素来说,若其对时间的影响超

过3倍,其维修工效设计已不可接受,必须进行设

计更改。维修作业时间修正系数如表1所示。

表1暋维修作业时间修正系数

Table1暋Maintenancetimecorrectioncoefficient

工效分析
维修作业时间修正系数

复杂度1 复杂度2 复杂度3 复杂度4

动作舒适性(k1)

肢体可达性(k2)

可视性(k3)

维护空间(k4)

A1 0 0.3 0.5 0.7

A2 0.3 0.5 0.7 1

A3 0.5 0.7 1 3

A4 0.7 1 3 *

B1 0 0.3 0.5 1

B2 0.3 0.5 1 3

B3 0.5 1 3 *

C1 0 0.1 0.3 0.5

C2 0.1 0.3 0.5 1

C3 0.3 0.5 1 3

D1 0 0.3 0.5 0.7

D2 0.3 0.5 0.7 1

D3 0.5 0.7 1 3

D4 0.7 1 3 *

3暋机载设备拆装时间综合评估方法

3.1暋基础维修活动时间评估

首先基于维修过程仿真模型,使用模特分析法

确定维修作动基础维修时间。然后使用维修时间

修正系数对基础维修时间进行修正,修正公式为

T=维修工作 MOD数暳0.143s暳
(1+k1+k2+k3+k4)

式中:MOD 数 为 模 特 分 析 法 基 本 时 间 计 量 单

位[9],1MOD=0.143s;k1 为考虑维修动作舒适

性的基础维修动作时间修正系数;k2 为考虑肢体

可达性的基础维修动作时间修正系数;k3 为考虑

可视性的基础维修动作时间修正系数;k4 为考虑

维护空间的基础维修动作时间修正系数。
说明:模特分析法[15](ModolarArrangement

ofPredetermind TimeStandard,简 称 MODA灢
PTS)是一种基础动作时间分析方法。

3.2暋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评估

依据机载设备拆装过程仿真模型,参照相似产

品拆装经验,以机载设备装配关系、维护空间、维修

人员和专用保障设备数量为主要约束,基于最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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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行的工作原则,规划机载设备拆装工作流程,
进而分析机载设备拆装时间。

4暋应用验证

以本文1.2节所述某型涡桨飞机发动机拆卸

过程为例,对机载设备拆装时间综合评估方法进行

验证,具体过程如下:
(1)对发动机拆卸过程进行分解,结果如表2

所示。
(2)确定每个维修动作的工作复杂度,结果如

表2所示。
(3)使用 DELMIA 软件 HumanTaskSimu灢

lation和 DPM 功能模块,创建发动机拆卸过程仿

真模型。
(4)基于仿真过程模型,对每个维修动作进行

维修工效设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暋发动机本体拆卸工作复杂度和工效分析

Table2暋Theworkcomplexityandergonomicsofenginebodyremoval

序号 维修作业项目 维修活动
工作

复杂度

维修工效设计

舒适性 可达性 可视性 维护空间

1 安装吊装设备

1.1操纵吊车使其吊钩接近吊装设备吊点 - - - - -

1.2连接吊装设备与吊钩 2级 A1 B1 C1 D1

1.3操纵吊车吊起吊装设备至发动机上部 - - - - -

1.4安装吊装设备前部固定销 2级 A3 B2 C1 D1

1.5安装吊装设备后部左侧固定销 2级 A3 B2 C1 D1

1.6安装吊装设备后部右侧固定销 2级 A3 B2 C1 D1

2 拉紧吊装设备钢索

2.1操纵吊车拉紧钢索 - - - - -

2.2检查前部吊点钢索 2级 A2 B2 C1 D1

2.3检查后部左侧吊点钢索 2级 A2 B2 C1 D1

2.4检查后部右侧吊点钢索 2级 A2 B2 C1 D1

3
拆卸左侧主安装节

固定螺母

3.1接近工具箱 2级 A2 B1 C1 D1

3.2抓取工具 2级 A2 B1 C1 D1
3.3接近左侧主安装节 2级 A2 B2 C1 D1

3.4拆卸螺母保险 3级 A3 B2 C1 D1
3.5接近工具箱 2级 A2 B1 C1 D1
3.6更换工具 2级 A2 B1 C1 D1

3.7接近左侧主安装节 2级 A2 B2 C1 D1
3.8拆卸左侧主安装节固定螺母 3级 A4 B2 C1 D1

3.9取下螺母 2级 A2 B2 C1 D1
3.10接近工具箱和零部件放置台 2级 A2 B1 C1 D1

3.11放下工具和拆下的螺母 2级 A2 B1 C1 D1

4
拆卸右侧主安装节

固定螺母
与拆卸左侧主安装节固定螺栓相同(安装位置对称、安装形式相同)

5
拆卸左侧辅助安装节

固定螺母

5.1接近工具箱 2级 A2 B1 C1 D1

5.2抓取工具 2级 A2 B1 C1 D1
5.3接近左侧辅助安装节 2级 A2 B2 C1 D1

5.4拆卸螺母保险 3级 A3 B2 C1 D1
5.5接近工具箱 2级 A2 B1 C1 D1

5.6更换工具 2级 A2 B1 C1 D1
5.7接近左侧辅助安装节固定螺母 2级 A2 B2 C1 D1
5.8拆卸左侧辅助安装节固定螺母 3级 A4 B2 C2 D2

5.9取下螺母 2级 A2 B2 C1 D1
5.10接近工具箱和零部件放置台 2级 A2 B1 C1 D1

5.11放下工具和拆下的螺母 2级 A2 B1 C1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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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维修作业项目 维修活动
工作

复杂度

维修工效设计

舒适性 可达性 可视性 维护空间

6 拆卸右侧辅助安装节固定螺母 与拆卸左侧辅助安装节固定螺栓相同(安装位置对称、安装形式相同)

7 脱开左侧主安装节

7.1操纵吊装设备进一步卸除安装节载荷 - - - - -

7.2接近辅助敲击工具 2级 A2 B1 C1 D1

7.3抓取辅助敲击工具 2级 A2 B1 C1 D1

7.4接近左侧主安装节 2级 A2 B1 C1 D1

7.5敲击主安装节使其脱开连接 4级 A3 B1 C1 D2

7.6接近辅助敲击工具放置点 2级 A2 B1 C1 D1

7.7放下辅助敲击工具 2级 A2 B1 C1 D1

8 脱开右侧主安装节 与脱开左侧主安装节相同

9 脱开左侧辅助安装节

9.1操纵吊装设备进一步卸除安装节载荷 -

9.2接近辅助敲击工具 2级 A2 B1 C1 D1

9.3抓取辅助敲击工具 2级 A2 B1 C1 D1

9.4接近左侧辅助安装节 2级 A2 B1 C1 D1

9.5敲击辅助安装节使其脱开连接 4级 A3 B1 C2 D3

9.6接近辅助敲击工具放置点 2级 A2 B1 C1 D1

9.7放下辅助敲击工具 2级 A2 B1 C1 D1

10 脱开右侧辅助安装节 与脱开左侧辅助安装节相同

11
操纵吊车将发动机从

安装位置吊至地面停

放车上部
-

12 安装停放车固定点护盖

12.1接近左侧前部固定点 1级 A1 B1 C1 D1

12.2安装左侧前部固定点护盖 2级 A1 B1 C1 D1

12.3接近右侧前部固定点 1级 A1 B1 C1 D1

12.4安装右侧前部固定点护盖 2级 A1 B1 C1 D1

12.5接近左侧后部固定点 1级 A1 B1 C1 D1

12.6安装左侧后部固定点护盖 2级 A1 B1 C1 D1

12.7接近右侧后部固定点 1级 A1 B1 C1 D1

12.8安装右侧后部固定点销子 2级 A1 B1 C1 D1

13
拆卸吊装设备

(销子在吊装设备上)

13.1操纵吊车使吊装设备钢索卸载 - - - - -
13.2接近前部吊装设备固定销子 2级 A1 B1 C1 D1

13.3拆卸前部吊装设备固定销子 2级 A2 B1 C1 D1
13.4接近后部左侧固定销子 2级 A1 B1 C1 D1

13.5拆卸后部左侧固定销子 2级 A2 B1 C1 D1
13.6接近后部右侧固定销子 2级 A1 B1 C1 D1

13.7拆卸后部右侧固定销子 2级 A2 B1 C1 D1
13.8操纵吊车将吊装设备放置到适当位置 - - - - -

暋暋(5)基于工效分析结果,确定每个维修动作的

维修时间修正系数,如表3所示。
(6)根据过程仿真模型,按照模特分析法动作

分类[9]确定仿真过程中每个维修活动单元的模特

数,以此为基础使用维修活动时间修正系数确定评

估的基础维修活动时间,如表3所示。
说明:表3中第3项“拆卸主安装节螺母暠过程

使用模特分析法描述:B17维修人员弯腰,M5伸直

手臂接近作业点,E2目视观察工具位置,R2矫正工

具位置,P5将工具与螺栓对接在一起,D3判断工具

是否到位;M5B17使用全身力量拧松螺栓重复3次;

M5E3R2P5D3M4手臂操作工具将螺栓从安装位置

拧下重复12次(拧两圈,可使螺栓处于徒手取下的

状态);M5B17收回工具恢复直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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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基础维修活动时间评估

Table3暋Theevaluationofbasicmaintenanceactiontime

项目 模特分析法 次数 MOD数
维修时间修正系数

k1 k2 k3 k4

评估结

果/s

1 安装吊装设备:132.33s(3个固定销子同时安装)

1.1 机械运动,30s

1.2 B17M5G1M3P5E2C4D3B17 1 57 0.3 0.3 0.1 0.3 16.30

1.3 机械运动,60s

1.4 B17M5E2R2M3E2R2P5M2D3M5E2D3B17 1 70 0.7 0.5 0.1 0.3 26.03

1.5 B17M5E2R2M3E2R2P5M2D3M5E2D3B17 1 70 0.7 0.5 0.1 0.3 26.03

1.6 B17M5E2R2M3E2R2P5M2D3M5E2D3B17 1 70 0.7 0.5 0.1 0.3 26.03

2 拉紧吊装设备钢索:95.89s

2.1 机械运动,30s

2.2 B17(M5E2D3暳3)B17 1 64 0.5 0.5 0.1 0.3 21.96

2.3 B17(M5E2D3暳3)B17 1 64 0.5 0.5 0.1 0.3 21.96

2.4 B17(M5E2D3暳3)B17 1 64 0.5 0.5 0.1 0.3 21.96

3 拆卸左侧主安装节螺母:706.30s

3.1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3.2 B17M5E2G1D3M2M5B17 1 57 0.5 0.3 0.1 0.3 17.93

3.3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3.4 B17M5E2R2P5D3M2M4(E2R2M3E3P2M4暳5)B17 1 137 1.0 1.0 0.3 0.3 70.52

3.5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3.6 B17M5P1E2G1D3M2M5B17 1 58 0.5 0.3 0.1 0.3 18.25

3.7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3.8
B17M5E2R2P5D3(M5B17 暳 3)(M5E2R2P5D3M4 暳
12)M5B17

1 374 3.0 1.0 0.3 0.5 310.20

3.9 B17M5E2G3(M2C4暳10)M5B17 1 109 0.5 0.5 0.1 0.3 37.41

3.10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3.11 B17M5E2R2P1E2M5B17 1 51 0.5 0.3 0.1 0.3 16.04

4 拆卸左侧主安装节螺母:706.30s

5 拆卸左侧辅助安装节螺母:727.69s

5.1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5.2 B17M5E2G1D3M2M5B17 1 57 0.5 0.3 0.1 0.3 17.93

5.3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5.4 B17M5E2R2P5D3M2M4(E2R2M3E3P2M4暳5)B17 1 137 1.0 1.0 0.3 0.3 70.52

5.5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5.6 B17M5P1E2G1D3M2M5B17 1 58 0.5 0.3 0.1 0.3 18.25

5.7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5.8
B17M5E2R2P5D3(M5B17 暳 3)(M5E2R2P5D3M4 暳
12)M5B17

1 374 3.0 1.0 0.5 0.7 331.59

5.9 B17M5E2G3(M2C4暳10)M5B17 1 109 0.5 0.5 0.1 0.3 37.41

5.10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5.11 B17M5E2R2P1E2M5B17 1 51 0.5 0.3 0.1 0.3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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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模特分析法 次数 MOD数
维修时间修正系数

k1 k2 k3 k4

评估结

果/s

6 拆卸右侧辅助安装节螺母:727.69s

7 脱开左侧主安装节:341.92s

7.1 机械运动,30s

7.2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7.3 B17M5E2G1D3M2M5B17 1 57 0.5 0.3 0.1 0.3 17.93

7.4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7.5 M5E2P5E2R2D3(E2M5A4E2D3暳10) 1 179 3.0 1.0 0.5 1.0 166.38

7.6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7.7 B17M5E2R2P1E2M5B17 1 51 0.5 0.3 0.1 0.3 16.04

8 脱开右侧主安装节:341.92s

8 脱开左侧辅助减震支柱:405.91s

9.1 机械运动时间,30s

9.2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9.3 B17M5E2G1D3M2M5B17 1 57 0.5 0.3 0.1 0.3 17.93

9.4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9.5 M5E2P5E2R2D3(E2M5A4E2D3暳10) 1 179 3.0 1.0 1.0 3.0 230.37

9.6 W5 30 150 0.5 0.3 0.1 0.3 47.19

9.7 B17M5E2R2P1E2M5B17 1 51 0.5 0.3 0.1 0.3 16.04

10 脱开右侧辅助减震支柱:405.91s

11
操纵吊车将发动机从安装位置吊至地面停放车上部:机械

运动,120s

12
安装停放车固定点护盖:62.35s(4个固定点护盖同时安

装)

12.1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2.2 B17E2M5G1M3E2R2P1D3[(M2G3C4暳10)暳2]B17 1 143 0.3 0.3 0.1 0.3 40.90

12.3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2.4 B17E2M5G1M3E2R2P1D3[(M2G3C4暳10)暳2]B17 1 143 0.3 0.3 0.1 0.3 40.90

12.5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2.6 B17E2M5G1M3E2R2P1D3[(M2G3C4暳10)暳2]B17 1 143 0.3 0.3 0.1 0.3 40.90

12.7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2.8 B17E2M5G1M3E2R2P1D3[(M2G3C4暳10)暳2]B17 1 143 0.3 0.3 0.1 0.3 40.90

13 拆卸吊装设备:83.47s(3个固定销子同时拆卸)

13.1 机械运动,10s

13.2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3.3 B17M5E2R2M3E2R2P5M2D3M5E2D3B17 1 70 0.5 0.3 0.1 0.3 22.02

13.4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3.5 B17M5E2R2M3E2R2P5M2D3M5E2D3B17 1 70 0.5 0.3 0.1 0.3 22.02

13.6 W5 30 150 0 0 0 0 21.45

13.7 B17M5E2R2M3E2R2P5M2D3M5E2D3B17 1 70 0.5 0.3 0.1 0.3 22.02

13.8 机械运动时间,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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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7)以表3分析确定的基础维修作业时间为

基础,考虑发动机拆装维护空间、人员和专用保障

设备数量约束,按照尽量并行作业的原则对飞机发

动机本体拆卸流程和时间进行分析,结果如图3
所示。

图3暋飞机发动机本体拆卸流程与时间分析示意图

Fig.3暋Processandtimeanalysisofenginebody

removalschematicdiagram

从图3可以看出:确定发动机本体拆卸时间为

2717.39s/45.3min。基于实物样段拆装试验,记
录的该型飞机发动机本体拆卸时间为41.5min,
分析结果与实测结果偏差9%。

5暋结暋论

(1)本文以机载设备拆装过程仿真模型为分

析对象,通过建立修正系数将维修工效评估和维修

作业复杂度分析综合在一起,建立了一种机载设备

拆装时间综合评估方法。该方法可将机载设备拆

装时间评估结果的准确度提高到90%以上,能够

满足飞机研制过程中机载设备拆装时间评估准确

度的要求。
(2)该方法以飞机三维设计模型为基础进行

分析评估,无需加工实体样件,方便快捷,可以支撑

对飞机设计方案的快速迭代和优化。
(3)该方法仅考虑了4个影响机载设备拆装

时间的主要维修工效设计因素,未考虑维修安全、

维修环境(光照、温度、高空作业等)等其他维修工

效设计因素,对4个主要因素确定的评判标准也相

对粗略。为了进一步提高维修时间评估结果的准

确性,需要对维修工效设计评判标准和影响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此外,本文提出的综合考虑维修作业

复杂度和维修工效分析结果的维修时间修正系数,

主要是依据飞机航线使用维护经验数据确定的,其
适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工程实践过程中

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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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结构动力可靠度分析对于衡量结构的安全状态和工作性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采用一种同时考虑

动态激励载荷和材料力学性能参数随机性的动力可靠度计算高效方法,通过建立不确定性材料力学性能参数

与条件动力可靠度之间的 Kriging代理模型,推导动力可靠度的解析表达式;提出一个新的学习函数来构建自

适应的Kriging代理过程,通过复合材料飞行器蒙皮骨架结构在随机振动载荷和随机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共同作

用下的动力可靠度分析对所提方法的准确性与高效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方法不仅能够避免使用代理

模型对动力可靠度求解时由于使用数值积分所引入的误差,同时能够使用尽可能少的计算成本获得准确的动

力可靠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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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结构动力可靠度分析能够衡量结构在动态载

荷激励下的安全状态,对于评价结构的工作性能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在随机过程激励下的动

力可靠度分析问题,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仅考虑动

态激励载荷的随机性而忽略了材料力学性能参数

的随机性。而对于实际的工程结构,由于制造、工
艺等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导致材料力学性能参数也

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建立能够同时考虑动态激励

载荷随机性和材料力学性能参数随机性的动力可

靠度分析方法对于准确度量结构的安全程度具有

重要的价值。
同时考虑动态激励载荷随机性和材料力学性

能参数随机性的动力可靠度分析已经受到了越来

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果。陈颖等[1]仿照随机变量响应函数模式建立

了结构动力可靠度分析的响应函数,并引用序列响

应面法来对响应函数进行拟合,从而将耗时的有限

元模型调用转化为确定的显式功能函数的可靠性

计算问题;陈建兵等[2]建立了一种不需要计算跨越

率的概率密度演化方法来计算随机振动的可靠度,
所提方法同时具有较高精度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小计算成本;乔红威等[3]通过分裂法[4]将多维动

力可靠度响应函数转换为一维问题,并使用 Her灢
mite多项式来近似单随机变量的动力可靠度响应

函数,最后结合数值模拟方法来对随机激励下的动

力可靠度进行求解;谭平等[5]提出使用 Gauss灢
legendre积分公式来将随机结构地震激励下的无

条件动力可靠度的复杂积分问题转化为积分点加

权求和的形式进行求解,提高了计算效率;杨英

杰[6]利用概率密度演化理论进行随机激励下非线

性框架结构的动力响应以及可靠度分析,并考察了

计算过程中有限差分步长和响应量区间长度对可

靠度分析的影响。以上这些方法在计算最终的动

力可靠度时均使用了基于数值积分或点估计的计

算过程,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计算误差。
基于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7]的可靠性分

析方法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比于通

过给定样本直接构建代理模型而言,自适应的代理

模型能够根据需要自主地筛选出对设定目标贡献

最大的样本点,从而能够使用尽可能少的样本点来

获 得 较 好 的 代 理 结 果。B.Echard 等[8] 根 据

Kriging代理的预测均值和方差,构建出 U 学习函

数来对结构功能函数的极限状态面进行高效预测;

B.J.Bichon等[9]通过构建期望可行性函数(EFF)
来对结构功能函数进行代理,所构建的 EFF同时

考虑了样本点与极限状态面之间的距离以及预测

样本的变异性;SunZL等[10]提出最小提高函数

(LIF)来衡量新训练样本点的加入对失效概率的

贡献大小。若使用 Kriging代理模型方法来对动

力可靠度进行计算,其构建的为材料力学性能参数

与条件动力可靠度之间的代理模型,而最终的动力

可靠度为条件动力可靠度的均值。以上学习函数

的本质在于将功能函数的极限状态面代理准确,而
非代理模型输出的均值。因此,以上学习函数均不

能直接用来构建自适应的 Kriging模型对动力可

靠度进行计算。
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轻质性、高强韧性、抗氧

化等优异特性,因此将该材料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飞行器机翼等结构上能够极大地减轻结构的重量,
提高其性能。近年以来,基于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结

构设计制造已经成为研究重点[11灢14]。
本文研究C/SiC陶瓷基复合材料蒙皮骨架结

构在承受随机振动载荷环境下的动力可靠度分析

问题。结合基于马尔科夫过程假设[15灢16]的动力可

靠度计算公式,构建材料力学性能参数与条件动力

可靠度之间的 Kriging代理模型;基于 Kriging模

型推导计算动力可靠度的解析表达式;提出一个新

的学习函数构建自适应的 Kriging代理模型,并进

行可靠度分析计算。

1暋结构动力可靠度分析

一般情况下,可将结构在动态载荷作用下的动

力响应表达为y(t)。结构的动力可靠度RT 定义

为动力响应y(t)绝对值在时间区间[0,T]内不超

过安全界限值毰的概率,即

RT =P{旤y(t)旤曑毰,炐t暿 [0,T]} (1)
在通过首次超越理论计算结构的动力可靠度

RT 时,基于假定动力响应y(t)与安全界限的交叉

次数服从马尔科夫过程可得到动力可靠度计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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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1
毿

毸2

毸0
为动力响应y(t)的平均穿零率;氁y

为动 力 响 应y(t)的 标 准 差,且氁y = 毸0 ;q=

1-毸2
1

毸0毸2
为功率谱带宽参数;毸k(k=0,1,2)为随

机过程功率谱的k 阶谱矩,可以通过式(3)进行

计算。

毸k=曇
+曓

-曓
氊kSyy(氊)d氊 (3)

式中:Syy (氊)为动力响应y(t)的自功率谱密度

函数。
本文针对在随机振动载荷和随机材料力学性

能参数作用下的C/SiC陶瓷基复合材料蒙皮骨架

结构的动力可靠度进行求解,其中随机振动载荷以

PSD的形式进行加载。在通过有限元软件进行模

型的不确定性分析时,可直接输出动力响应y(t)
的自功率谱密度函数Syy(氊)。

2暋考虑材料力学性能参数不确定性

动力可靠度高效算法

直接使用上一节中给出的公式计算结构的动

力可靠度时无法考虑材料力学性能参数的不确定

性。在此使用X=[X1,X2,…,Xn]和x=[x1,x2,
…,xn]分别表示需要考虑的具有随机不确定性的

n维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及其实现值,则上一节

中给出的计算公式仅仅能计算出在给定材料力学

性能参数实现值x下的动力可靠度结果,记其结果

为RT(x)。则同时考虑载荷随机性和材料力学性

能参数随机性的动力可靠度RTX 可计算为

RTX =曇
+曓

-曓
RT(x)fX(x)dx (4)

式中:fX(x)为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X 的联合概

率密度函数。
式(4)为n维积分问题,由于在材料力学性能

参数实现值x与动力可靠度RT(x)之间往往不具

有显式关系,因此解析求解公式(4)显得尤为困难。
求解上式的传统方法为 MonteCarlo(MC)模拟

法,该方法通过抽取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X 的

大量样本,并计算在每一样本下的条件动力可靠度

结果,最终通过求解所有条件动力可靠度结果的均

值来获得RTX 的结果。在抽取的材料力学性能参

数样本足够大的情况下,该方法能够获得精确的动

力可靠度RTX 的结果。但是该方法需要大量的调

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因此其计算效率较低,在工程

上往往不可行。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可通过各种点

估计方法如稀疏网格法[17]产生少量样本点来计算

动力可靠度RTX 。由于稀疏网格法是一种能够同

时兼顾计算精度和效率的高效点估计方法,本文以

稀疏网格法计算得到的动力可靠度结果作为对

照解。

2.1暋基于 Kriging模型的动力可靠度解析

表达

本文使用 Kriging模型来构建不确定材料力

学性能参数向量X 与条件动力可靠度RT(X)之间

的代理模型,然后基于所构建的代理模型和公式

(4)计算最终的动力可靠度RTX 。在此记构建的条

件动力可靠度代理模型为R̂T(X),则基于 Kriging

模型理论[7],可将R̂T(X)表达为

R̂T(X)=hT(X)毬+z(X) (5)
式中:h(X)=[h1(X),h2(X),…hp(X)]T 为关于

不确定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X 的回归模型;毬=
[毬1,毬2,…,毬p]T 为回归参数向量,其中p的选取与

回归多项式的阶数有关,当选取0阶多项式时,p
=1;选取1阶多项式时,p=n+1;选取2阶多项

式时,p=
(n+1)(n+2)

2
。由于0阶多项式针对不

同的问题均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本文选取0阶多项

式;z(X)为均值为0的稳态高斯过程,其协方差为

cov(x(i),x(j))=氁2R毴(x(i),x(j)) (6)
式中:x(i)和x(j)为不确定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X
的任意两个实现值;氁2 和R毴(x(i),x(j))分别为稳态

高斯过程z(X)的方差和相关函数。
本文使用如下的相关函数:

R毴(x(i),x(j))=exp-暺
n

k=1
毴k(x(i)

k -x(j)
k ){ }2

(7)
式中:毴k(k=1,2,…,n)为参数。

假定已有训练集x* =(x*(1),x*(2),…,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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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应的条件动力可靠度 R̂*
T =[(R̂Tx*(1)),R̂T

(x*(2)),…,R̂T(x*(m))]T,其中x*(i)(i=1,2,…,

m)表示不确定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X 的第i组

样本。基于 Kriging模型理论[7]可得到的回归参

数毬和稳态高斯过程z(X)的方差氁2 为

毬=(FTR-1F)-1FTR-1R̂*
T (8)

氁2=1
m

(R̂*
T -F毬)TR-1(R̂*

T -F毬) (9)

式中:F为回归矩阵,其元素为Fij=hj(x*(i))(i=
1,2,…,m;j=1,2,…,n);R 为相关矩阵,其元素

为Rij=R毴(x*(i),x*(j))(i,j=1,2,…,m)。
对于任意一个预测点x,通过 Kriging模型得

到的预测均值毺R̂T
(x)和预测方差氁2

R̂T
(x)分别为

毺R̂T
(x)=hT(x)毬+rT(x)R-1(R̂*

T -F毬)

(10)

氁2
R̂T

(x)=
氁2[1-rT(x)R-1r(x)+uT(x)(FTR-1F)-1u(x)]

(11)
式中:r(x)=[R毴(x,x*(1)),R毴(x,x*(2)),…,R毴(x,

x*(m))]T 且u(x)=FTR-1r(x)-h(x)。
一般情况下,在获得条件动力可靠度RT(X)

代理模型后,需要将其结合式(4)使用数值积分等

方法来计算最终的动力可靠度RTX 。虽然此时已

不需要调用真实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计算,但是由

于使用数值积分,这个过程往往会引入新的计算误

差。为了避免由于使用数值积分所导致的计算误

差,本文基于 Kriging模型,推导出计算动力可靠

度RTX 的解析表达式。将条件动力可靠度RT(X)
的 Kriging预测均值代入式(4),得到动力可靠度

RTX 的计算式:

暋RTX

=曇
+曓

-曓
[hT(x)毬+rT(x)R-1(R̂*

T -F毬)]fX(x)dx

(12)
本文假定所有的随机材料力学性能参数X 服

从正态分布,且其均值向量毺x 和协方差矩阵氁2
x 分

别为毺X=[毺X1
,毺X2

,…,毺Xn
]T,氁2

X=diag(氁2
X1

,氁2
X2

,

…,氁2
Xn

)。若材料力学性能参数为非正态变量,可
通过等概率转化将其转化为正态变量。进一步将

式(12)写为

RTX =曇
+曓

-曓
hT(x)毬fX(x)dx+

曇
+曓

-曓
rT(x)R-1(R̂*

T -F毬)fx(x)dx=

曇
+曓

-曓
hT(x)fX(x)dx暳毬+

曇
+曓

-曓
rT(x)fX(x)dx暳R-1(R̂*

T -F毬) (13)

在此使用0阶回归多项式,其对应的回归模型

h(X)=1,此时回归参数为毬。并将r(x)的表达代

入上式,将RTX 表达为

RTX =曇
+曓

-曓
fX(x)dx暳毬+

曇
+曓

-曓
[R毴(x,x*(1)),R毴(x,x*(2)),…,R毴(x,

x*(m))]fX(x)dx暳R-1(R̂*
T -F毬)=

毬 + 曇
+曓

-曓
[R毴(x,x*(1)),R毴(x,x*(2)),…,

R毴(x,x*(m))]fX(x)dx暳R-1(R̂*
T -F毬)

(14)
式中:R毴(x,x*(i))(i=1,2,…,m)由式(7)进行

求解。

在此定义A=diag 1
2毴1

,1
2毴2

,…,1
2毴

æ

è
ç

ö

ø
÷

n
和ai=

x*(i),则R毴(x,x*(i))fX(x)(i=1,2,…,m)可写为

R毴(x,x*(i))fX(x)=(2毿)n
2 旤A旤

1
2 (2毿)-n

2 旤A旤
1
2

exp-1
2

(x-ai)TA-1(x-ai{ })fX(x)=

(2毿)n
2 旤A旤

1
2m(i)

X (x)fX(x) (15)
式中:

m(i)
X (x)=

(2毿)-n
2|A|-1

2exp -1
2

(x-ai)TA-1(x-ai{ })
是服从均值为ai、协方差为A 的正态分布密度函

数。任意的两个正态概率密度函数乘积 m(i)
X (x)

fX(x)可写成如式(16)所示的另一非标准的正态

密度函数[18]:

m(i)
X (x)fX(x)=

(2毿)-n
2 旤A+氁2

X旤
1
2 暳exp-1

2
(ai-毺X)T(A+氁2

X)-1暳(ai-毺X{ })IX(x)=(2毿)-n
2S(i)IX(x)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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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A+氁2
X|-1

2

exp -1
2

(ai-毺X)T(A+氁2
X)-1(ai-毺X{ })

为一确定的常数;IX(x)为协方差向量氁2
IX 和均值

向量毺IX 分别为氁2
IX =[A-1+(氁2

X)-1]-1和毺IX =
氁2

IX[A-1ai+(氁2
X )-1毺X ]的正态密度函数。将式

(15)和式(16)代入式(14)中的积分部分可得到:

曇
+曓

-曓
R毴(x,x*(i))fX(x)dx=曇

+曓

-曓
(2毿)n

2 旤A旤
1
2 (2毿)-n

2S(i)IX(x)dx=旤A旤
1
2S(i)曇

+曓

-曓
IX(x)dx=旤A旤

1
2S(i)

(17)

暋暋 若毭= |A|
1
2S(1),|A|

1
2S(2),…,|A|

1
2S(m[ ]

) ,
则动力可靠度RTX 的解析表达式为

RTX =毬+毭R-1(R̂*
T -F毬) (18)

式(18)中所有输入量均为在构建代理模型时

可以得到,因此动力可靠度RTX 可以通过上式便捷

地进行求解。同时,通过该解析表达式对动力可靠

度RTX 进行求解可以避免使用数值积分时引入的

计算误差。

2.2暋新学习函数

在使用 Kriging模型对预测点x进行预测时,
一般使用预测均值毺R̂T

(x)作为预测结果,使用预

测方差氁
2

R̂T
(x)来表示预测结果的精度。预测方差

氁
2

R̂T
(x)越大,表示预测结果的精度越差。因此,通

过将预测方差较大的样本点加入到训练集,可以有

效地改善 Kriging模型代理的精度。基于此,可以

构建出各种形式的学习函数来筛选新的训练样本

点从而有效提高 Kriging模型代理的精度。本文

提出一种新的学习函数来构建自适应的 Kriging
代理模型计算动力可靠度RTX 。

本文构建条件动力可靠度代理模型 R̂T(X)的
目的不同于一般概率可靠性分析中构建地功能函

数代理模型。在一般概率可靠性分析中,构建功能

函数代理模型的目的在于将极限状态面代理准确。

而本文构建条件动力可靠度代理模型 R̂T(X)的目

的在于将其均值计算准确,即式(4)所示的动力可

靠度RTX 。
为了使筛选出的新的训练样本点对于计算

R̂T(X)的均值RTX 有较大的贡献,则符合以下四个

条件的样本点需要被挑选出来。

(1)在 该 样 本 点 处,Kriging 模 型 的 预 测

R̂T(X)与RTX 之间的差异较大。那些预测 R̂T(X)
与RTX 差异较大的样本点对于RTX 的计算精度具

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保证 Kriging模型在这些

样本点的预测具有较高的精度。
(2)在该样本点处,Kriging模型的预测方差

氁
2

R̂T
(x)较大。预测方差氁

2

R̂T
(x)较大的样本点,其

预测精度较差,因此需要提高代理模型在这些样本

点处的预测精度。
(3)联合概率密度fX (x)较大的不确定性材

料力学性能参数样本x对Kriging模型预测R̂T(x)
的均值RTX 具有较大的贡献,因此在挑选新的训练

样本点时,联合概率密度较大的不确定性材料力学

性能参数样本应给予较大的权重。
(4)挑选出的新训练样本点与已有训练样本

点之间不应过于聚集,否则易导致代理模型在局部

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而在全局预测精度较差,这对

于RTX 的计算精度有较大影响。

根据已有训练样本集x* =(x*(1),x*(2),…,

x*(m)),假定样本池为x=(x(1),x(2),…,x(N)),其
中x(i)(i=1,2,…,N)表示样本池中的第i个样

本。对于提出的挑选新训练样本点的条件(1),可

通过式(19)衡量Kriging模型预测R̂T(x)与RTX 之

间的差异:

V(x)=旤R̂T(x)-RTX旤 (19)

由于R̂T(x)暳N[毺R̂T
(x),氁

2

R̂T
(x)],因此得到

[R̂T(x)-RTX]暳N[毺R̂T
(x)-RTX ,氁

2

R̂T
(x)]。由概

率论的知识可进一步得知V(x)服从折叠正态分

布[19],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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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v,毺R̂T
(x),氁R̂T

(x)]=

1
2毿氁R̂T

(x)
暳 exp - 1

2氁
2

R̂T
(x)

(v-毺R̂T
(x)+RTX)é

ë
êê

ù

û
úú

2
+exp - 1

2氁
2

R̂T
(x)

(v+毺R̂T
(x)-RTX)é

ë
êê

ù

û
úú{ }2 (20)

同时可求得V(x)的均值毺V(x)为[20]

毺V(x)=E[V(x)]= 2
毿氁R̂T

(x)exp-
[毺R̂T

(x)-RTX]2

氁
2

R̂T
(x{ }) +[毺R̂T

(x)-RTX]2毜毺R̂T
(x)-RTX

氁R̂T
(x

æ

è
ç

ö

ø
÷

)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1

(21)

暋暋使用毺V (x)来衡量模型预测 R̂T(x)与RTX 之

间的差异,且毺V(x)越大,表示差异越大。
对于以上提出的条件(2)和(3),分别使用模型

预测标准差氁R̂T
(x)与联合概率密度fX(x)作为衡

量标准。对于条件(4),使用已有训练样本点x* =
(x*(1),x*(2),…,x*(m))与样本池中样本点x=
(x(1),x(2),…,x(N))之间的欧式距离来衡量。因此

可得到如下的N暳m 欧式距离矩阵:

L=

L11 L12 … L1m

L21 L22 … L2m

汅 汅 烑 汅

LN1 LN2 … L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m

(22)

式中:Lij = 暺
n

k=1

(x(i)
k -x*(j)

k )2 (i=1,2,…,N;j

=1,2,…,m)表示样本池中第i个样本x(i)与已有

的第j个训练样本x*(j)之间的欧式距离。则样本

池中第i个样本x(i)与已有训练样本x* 之间的最

短欧式距离Lmin(x(i))为

Lmin(x(i))=min{Li1,Li2,…,Lim} (23)
使用Lmin(x(i))避免训练样本点之间过于聚集

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构建针对样本池中第i个样

本x(i)的学习函数表达式:

M(x(i))=毺V(x(i))氁R̂T
(x(i))fX(x(i))Lmin(x(i))

(24)
则能够使学习函数M(x(i))最大化的样本池中

样本点x(i)(i=1,2,…,N)需要被筛选出来更新

Kriging代理模型,即新的训练样本点x*(new)通过

式(25)挑选:

x*(new)=argmax
N

i=1
M(x(i)) (25)

由于动力可靠度RTX 事先不知道,因此本文在

计算毺V(x(i))时均使用当前的 Kriging代理结合推

导出的动力可靠度RTX 计算公式(18)进行求解。

2.3暋自适应代理过程求解动力可靠度

将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方法结合所提出

的新学习函数来计算动力可靠度RTX 的计算步骤

总结如下:
步骤1:使用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向量X 的联合

概率密度函数fX(x)产生N 组样本x=(x(1),x(2),
…,x(N))作为样本池,并随机抽选出m 组样本作为

初始训练样本集x* =(x*(1),x*(2),…,x*(m)),结
合式(2)计算相应的条件动力可靠度结果。

步骤2:使用当前的训练样本集x* =(x*(1),

x*(2),…,x*(m))和相应的条件动力可靠度结果构

建 Kriging代理模型。
步骤3:使用当前的 Kriging代理模型对样本

池中的样本x=(x(1),x(2),…,x(N))进行预测,并使

用解析公式(18)计算动力可靠度RTX 的结果。如

果连续两次计算得到的动力可靠度RTX 相对误差

小于10-4,输出当前的RTX 作为动力可靠度结果。
否则,使用式(24)计算样本池中样本x=(x(1),

x(2),…,x(N))对应的学习函数的结果M(x(i))(i=
1,2,…,N)。

步骤 4:使用式 (25)计算新的 训 练 样 本 点

x*(new)并将其添加入训练集,结合式(2)计算在该

样本下的条件动力可靠度结果,令m=m+1并返

回步骤2。

3暋蒙皮骨架结构动力可靠度计算

飞机蒙皮骨架结构为飞机机翼典型构型件,研
究飞机蒙皮骨架结构在随机振动载荷下的动力可

靠度分析问题对于评估飞机机翼的整体安全性能

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在此通过本文提出的高效方

法对飞机蒙皮骨架结构在随机振动载荷以及随机

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共同作用下的动力可靠度进行

计算分析。简化的蒙皮骨架结构的尺寸如图 1
所示。

305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石岩等:基于自适应代理模型的结构动力可靠度分析方法



图1暋飞机蒙皮骨架结构尺寸

Fig.1暋Geometricsizeoftheaircraftskinframestructure

蒙皮骨架结构承受的随机振动载荷以加速度

功率谱密度的形式进行加载如图2所示,持续时间

为3min。

图2暋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

Fig.2暋Randomvibrationpowerspectraldensity

具有随机不确定性的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包括

C/SiC复合材料弹性模量E1 和E2(其中1和2分

别表示复合材料的两个方向),泊松比氃,面内剪切

模量G12、G13和G23,密度氀以及结构的阻尼比毭。
由于复合材料属性导致E1=E2,G13=G23。本文

假定各个材料力学性能参数的分布类型及分布参

数如表1所示,其中毭的变异系数为0.03,其余参

数的变异系数为0.05。

表1暋输入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分布类型及分布参数

Table1暋Distributionsolutionsofinputrandomparameters

随机参数 分布类型 均值

E1=E2/MPa 正态分布 112530
氃 正态分布 0.195

G12/MPa 正态分布 33150
G13=G23/MPa 正态分布 35740

氀/(kg·m-3) 正态分布 2000

毭 对数正态分布 0.3

暋暋使用 Abaqus15.0对图1所示的飞机蒙皮骨

架结构进行建模,以蒙皮中点(图1所示A 点)在
垂直于蒙皮方向(沿z轴)的位移超过指定值毰定

义为结构失效。C/SiC复合材料的铺层结果如图

3所示,复合材料按照0曘和90曘方向交替铺设,单层

厚度0.2mm,夹持区铺设30层,其他部分铺设

10层。

(a)夹持区

(b)蒙皮

(c)横筋

(d)纵筋

图3暋C/SiC复合材料铺层

Fig.3暋C/SiCcompositelayup

蒙皮骨架结构前四阶模态如图4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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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 表示沿z轴的位移。

(a)1阶模态

(b)2阶模态

(c)3阶模态

(d)4阶模态

图4暋蒙皮骨架结构前四阶模态

Fig.4暋Thefirstfourmodesoftheaircraft
skinframestructure

从图4可以看出:蒙皮骨架结构的前四阶模态

对应 的 频 率 分 别 为440.10,744.24,918.13和

1026.8Hz。暋
在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均值处A 点沿z 轴位移

的功率谱密度曲线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在如图

2所示的功率谱密度振动载荷作用下,对该蒙皮骨

架结构影响较大的为其前四阶模态所确定的频率

范围;且在1阶模态对应的频率处,该蒙皮骨架结

构的响应功率谱密度具有最大值,说明1阶模态对

振动载荷的响应起主要作用。

图5暋在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均值处A 点

沿z轴位移PSD 曲线

Fig.5暋DisplacementPSDcurveofpointAalong
z灢axisunderthemeanvaluesofinputparameters

不同阈值下的动力可靠度计算结果如表2所

示,其中SP为稀疏网格方法;MC为 MonteCarlo
模拟方法;Kriging为本文提方法;Ncall为调用有限

元模型进行分析的次数。

表2暋动力可靠度计算结果

Fig.2暋Thesolutionsofdynamicreliability

毰 方法 RTX Ncall

MC 0.9792 5000

0.22 SP 0.9788 85

Kriging 0.9789 45

MC 0.9937 5000

0.23 SP 0.9933 85

Kriging 0.9938 43

MC 0.9995 5000

0.25 SP 0.9993 85

Kriging 0.9996 12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所提自适应 Kriging代理方

法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同时能够极大的减少计算

505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石岩等:基于自适应代理模型的结构动力可靠度分析方法



成本;所提的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方法的计算

效率高于基于稀疏网格技术的方法,且随着给定阈

值毰的提高,自适应 Kriging代理模型方法的计算

量减小,而基于稀疏网格技术的方法计算量保持为

恒定值。
在毰=0.23时,提出的自适应 Kriging代理方

法与非自适应 Kriging代理方法计算出的动力可

靠度的收敛图如图6所示。

图6暋动力可靠度计算结果随计算量变化图

Fig.6暋Dynamicreliabilityvariedwithcosts

从图6可以看出:通过结合本文所提新的学习

函数来构建自适应的 Kriging代理模型,可以极大

地减小计算成本,提高收敛速度,同时结果具有较

大精度。

4暋结暋论

(1)本文采用了一种能够同时考虑载荷随机

性和材料力学性能参数随机性的动力可靠度计算

新方法,通过构建的 Kriging代理模型推导出了动

力可靠度的解析表达式,避免了由于基于 Kriging
模型使用数值积分方法对动力可靠度进行求解时

所引入的计算误差。
(2)提出了一种新的学习函数来筛选对计算

动力可靠度有较大贡献的新训练样本点,所提学习

函数同时考虑了预测值与动力可靠度的差异,预测

值的标准差、预测样本的密度和其与已有训练样本

点之间的距离。基于所提学习函数,可以构建自适

应的 Kriging代理模型过程,从而能够使用尽可能

少的计算成本获得准确的动力可靠度计算结果。
(3)通过飞机蒙皮骨架结构在振动载荷作用

下的动力可靠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所提高效方法

不仅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同时能够极大地减少计

算量,节约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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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现代飞机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呈现

出相互关联、信息融合、人机结合、软硬件耦合的发

展趋势,这使得影响飞机运行安全的因素增加、安

全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增强,导致事故模型的构建和

安全性分析变得更为困难。ARP4761中描述的传

统危害分析方法用来分析软件密集型系统的安全

性,其有效性正逐渐降低。

国内外提出了多种针对软件密集型复杂系统

安全性的分析模型和方法,例如,J.Rasmussen[1]

提出的跨学科研究风险管理建模的风险管理框架、

E.Hollnagel等[2]针对社会技术系统提出的功能

共振分析法、HongSheng等[3灢4]提出的应用于评估

轴承退化程度的基于 WP灢EMD和SOM 网络的特

征提取模型等。2004年,N.G.Leveson[5]提出了

用于对危险致因进行分析的系统理论过程分析方

法 (System Theoretic Process Analysis,简 称

STPA)。STPA 是一种自顶向下的系统工程方

法,它注重于从危险入手,对系统的各部件以及各

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目前,基于STPA 的安全性分析已被应用于

各个领域。在软件分析方面,让涛[6]提出了一种基

于STPA的软件安全性分析与验证方法;甘旭升

等[7]成功地将STPA危险分析方法应用于 ATSA灢

ITP设计中。在具体的复杂系统中,刘朝晖等[8]对

数字化反应堆紧急停堆系统应用STPA 方法进行

安全性分析;王琳[9]提出了基于 STPA 的复杂机

载系统安全性分析方法;曹顺安等[10]实现了直升

机燃油系统运行的危险性分析。在交通系统运作

中,王洁宁等[11]提出了基于STPA 的空管运行系

统安全分析方法;刘金涛[12]提出了基于STPA 的

需求阶段的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刘宏杰等[13]完成了基于STPA方法的平交道口安

全需 求 分 析;A.L.Dakwat 等[14] 总 结 了 基 于

STPA的系统安全分析和模型检验。在军用领域,

胡剑波等[15灢16]进行了综合火/飞/推控制系统复杂

任务的STPA 分析,以及基于STAMP/STPA 的

机轮刹车系统安全性分析,拓宽了STPA 方法的

应用领域。相比于其他方法,STPA分析运用系统

与控制理论,更多地考虑系统组件间的相互作用对

系统整体安全性的影响。因此,对于高耦合复杂系

统来说,该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识别其安全

性需求,对提升系统的安全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安全学科领域的不断发展,安全性分析方法也

在不断改进。突出表现为:致因机理从基于链式/

树型事故因果模型向基于系统的、网络式的致因分

析方法转变,危险源识别从传统的事后被动分析方

法向创新的事前主动判别型危险源体系转变[17]。

目前基于系统理论和控制模型的安全性分析

方法已在软件应用、系统设计等方面有了实践成

果,但运用STPA理论分析的流程并不细致具体,

未表明其与传统的安全性分析方法有何异同,也无

法证明其得出的安全性需求是否完备,不能很好地

体现出该方法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因此,本文将

STPA方法与 ARP4761中提供的安全性分析过程

从潜在事故因果模型、评估结果(输出)、分析过程

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对照 GJB900A-2012《装

备安全性工作通用要求》分析其对于军用标准的符

合性,来体现STPA方法的优势与符合性,并针对

在分析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改进

方法。

1暋安全性分析方法

1.1暋ARP4761中的安全性分析方法

ARP4761论述了民航飞机适航合格审定的安

全性评估指南和方法,在考虑飞机运行环境的基础

上,介绍了飞机级安全性评估的流程、方法和工具。

安全性评估过程包括安全性需求分析以及为飞机

研制进行的相关验证活动[18]。

ARP4761流程由三个部分组成:功能危害分

析(FHA)、初步系统安全分析(PSSA)和系统安全

分析(SSA),这些工作在研究系统的每个相关抽象

级别(或层次级别)上执行。飞机研制中的安全性

评估过程简述如图1所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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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安全性评估过程

Fig.1暋Safetyassessmentprocess

暋暋故障和概率风险评估是 ARP4761中描述的

主要方法。针对飞机的安全性评估工作,使用基于

故障的风险分析技术。分析的目标主要是定量的

结果,定性分析只用于无法得到或不合适得到概率

之处。
故障树分析(FTA)、关联图分析(DD)和马尔

可夫分析(MA)是自上而下的分析技术,可持续向

下分析到设计的详细层次。在 FHA 识别故障状

态之后,FTA/DD/MA 作为初步系统安全分析的

一部分,用来确定导致故障状态的较低层次的单个

故障或组合故障。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是一种系统的、

自上而下的识别系统、单元与功能的故障模式并确

定其对上层影响的方法。FMEA 可以在系统的任

一层次(例如功能、零件等)上进行,通常用来分析

单一故障的影响。
共因分析(CCA)是对共因失效进行定性和定

量分析的工具,可以用来检验系统间是否满足独立

性要求,分析共因失效条件下对系统失效的概

率[10]。共因失效分析得出故障模式以及一些外部

事件所能引起的灾难性的或危险的故障后,必须避

免导致灾难性的故障后果的共因事件;而对于危险

的故障后果,这些共因事件发生的概率必须控制在

给定的概率之内。
总体来说,ARP4761中安全性分析方法的共

同特点如下:
(1)假设事故是由部件故障和故障链引起的;
(2)关注组件故障、常见原因/模式故障;
(3)考虑组件之间有限的(主要是直接的)功

能交互;
(4)安全性等同于可靠性;
(5)分析中不包括飞行员和其他操作人员,对

人为因素进行了分类,但未对其进行处理;
(6)可从概念形成阶段开始迭代系统工程。

1.2暋STPA安全性分析方法

在STPA 中,控制问题被认为是导致系统发

生危险的原因,其中控制问题是指未对系统各组件

之间的交互、系统外部的干扰、系统部件的失效进

行安全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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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A 方法是基于 STAMP(SystemsTheo灢
reticAccidentModelingandProcesses)对已辨识

的系统危险进行致因分析,即以控制为中心点,以
系统中不安全的控制行为为着力点,对系统部件间

的控制关系用分层的控制结构进行描述。通过过

程模型,对不安全控制行为进行分类分析,找到系

统危险核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然后根据问题发生

的原因可以衍生出对应的安全性需求(即安全约

束)。通常认为,只有违反相应的安全性需求(安全

约束)时,系统才会发生事故。

STPA分析的危险包含设计错误、组件影响、

造成事故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因素,特别是与软件、

人为因素和操作方面相关的危险。总之,STPA的

目标是识别导致事故的详细场景,以便在设计中消

除或控制它们,而不只是机电组件的故障或显示可

靠性目标是否达到要求。

STPA理论首先针对控制行为进行分类,并将

不安全的控制行为总结为四种类型:(1)没有提供

控制行为;(2)提供了产生危险的控制行为;(3)过
早或过晚提供安全控制行为;(4)提供的控制行为

作用时间过短或过长。

STPA的过程可分为四个主要步骤:(1)定义

分析目标,进行目标对象的系统级分析;(2)建立对

象的功能控制结构;(3)识别潜在的不安全控制行

为,分析单个组件的安全性需求;(4)分析不安全控

制行为的致因,确定系统潜在的安全性需求:致因

情景不仅包括组件故障,还包括其他因素,例如系

统组件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互(可能没有“出现问

题暠),确定的致因情景作为开发系统和组件新的安

全需求和约束基础。

2暋STPA方法与现有标准对比

STPA 方法较之于 ARP4761安全性分析过

程,更适应高度复杂、软件密集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GJB900A提出的相关安全性工作项目,尤其是在

软件安全性分析上,STPA方法表现出了极强的适

用性。

2.1暋STPA与ARP4761对比分析

ARP4761 没 有 考 虑 危 险 因 素 与 人 为 因 素

(HF)的相互影响,而STPA 则将人作为系统的一

部分进行分析,识别潜在模式的影响类型,以及由

于实际自动控制状态与飞行员的心理模型之间不

同步而可能产生的危险。STPA 的目标与其他危

险分析方法的相似之处在于:它试图确定系统危险

是如何发生的,以便通过修改系统设计来消除或减

轻危险。然而,其目标不是像 ARP4761那样推导

出概率需求,而是识别在设计或操作中需要消除或

减轻的危险场景(危险被定义为系统安全工程中的

危险,即系统状态或条件集,当与某些最坏的环境

条件相结合时,将导致事故或损失事件)。总结

STPA分析过程与 ARP4761提供的分析评估过程

在不同方面的主要差异,如表1所示。

表1暋STPA与 APR4761的差异

Table1暋DifferencebetweenSTPAandAPR4761

类暋别 ARP4761安全性分析过程 STPA危险分析过程

事故过

程模型

假设事故是由部件故障和故障链引发。
假设事故是由于对系统组件的行为和交互的约束执行

不当造成的。

关注组件故障、常见原因/模式故障。
重点关注组件之间的控制和交互,包括组件之间正常的

交互以及单独的组件故障。

考虑组件之间有限的(主要是直接的)功能交互。 识别组件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不安全的功能关系。

安全性与可靠性相似。
安全性被视为与可靠性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系
统特性。

目暋标

安全评估。 危害分析。

主要是定量,以显示符合相关适航标准的要求。
定性分析(例如CCA)用于无法得到或不合适得到概率

之处。

定性。目标是确定潜在的危害原因(进行危害分析),而
不是安全评估。生成功能性(行为)安全要求,识别导致

危害的系统和组件设计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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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暋别 ARP4761安全性分析过程 STPA危险分析过程

结暋果

产生系统和部件的概率故障(可靠性)要求。 生成功能安全要求。

可能性分析。 识别导致危害的设计缺陷。

可能性(和严重性)分析。 最严重情况分析。

操作员在分析

中的作用

除了作为物理系统组件故障的缓冲外,分析中不包括飞

行员和其他操作人员。ARP4761对人为因素进行了分

类,但未对其进行处理。
飞行员和操作人员作为系统和分析的组成部分。

软件在分析

中的作用

不为软件分配故障概率。
软件与其他任何控制器、硬件或人一样,通过设计来保

证直接分析软件行为对危害的影响。

假设需求是完整且一致的。
软件和其他组件生成功能安全需求,以消除或控制与软

件行为相关的系统危害。

安全评估只考虑由于需求实现错误而导致的故障。
考虑所有的软件行为(不仅仅是“故障暠),以确定可能导

致的系统危险。

操作在分析

中的作用

除发电装置的安 装 和 维 护 要 求 外,一 般 不 包 括 其 他

操作。
操作和整体安全管理系统被包括在内。

过暋程
从飞机功能和功能丧失开始。 从危险和损失开始。

未完全从概念形成阶段开始迭代的系统工程过程。 可从概念形成阶段开始迭代的系统工程过程。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STPA 识别出了 ARP4761
中的安全性分析容易忽略的危险,特别是与软件、
人为因素和操作相关的危险。

STPA的目标是识别导致事故的详细场景,以
便在设计中消除或控制危险,而不是显示可靠性目

标是否达到要求。ARP4761在分析之后的验证过

程仍是必要的,以确保提供的需求得到充分验证。
在飞机复杂性和软件控制日益增加的过程中,

过去简单、自动化程度较低的设计已逐渐被淘汰,
航空领域的安全学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来应对新的

变化。ARP4761中描述的传统安全评估过程忽略

了造成飞机事故的部分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创建

和使用更全面的方法来评估安全性,分析更多类型

的因果因素,并将软件和人为因素直接集成到评估

中;同时需要不断探索STPA 以及其他新的安全

性分析方法的潜力,进而对 STPA 进行改进或

扩展。

2.2暋STPA在GJB900A中的适用性

GJB900A规定了装备寿命周期内开展安全性

工作的一般要求和工作项目。本节将分析STPA
方法是否符合和支持我军目前使用的这一安全标

准中的相关工作项目。
(1)安全性工作项目对照分析

栙初步危险分析(工作项目302):

STPA可以(并且正在)用于PHA。它包括工

作项目302中提到的所有因素。传统的危险分析

方法,如人工、软件、接口、组件之间的交互、模式、
运行环境和约束等,对上述因素的处理往往存在不

足,而STPA提供了确定消除或减轻危险措施所

需的信息。
除了简单地识别危险之外,STPA还确定了它

们的因果情景。能在早期消除设计决策错误(根据

系统安全设计优先),而不必在后期的详细决策阶

段更改设计方案(撤销设计决策的返工代价高昂)。
设计师们正在使用STPA 作为他们早期设计工作

的一部分,以帮助他们在无法逆转一些基本的设计

决策之前做出提高安全性和网络安全性的决策。

栚系统危险分析(工作项目304):

STPA通过生成系统和组件安全需求,确定它

们产生的原因,并使用因果场景生成详细的设计和

操作需求来支持这项任务。
一旦STPA确定了不安全控制行动(详细危

险)的因果场景,如果不能完全消除危险,则确定如

何验证和进行验证是很简单的。验证包括人工测

试模拟器生成场景。此外,基于模型的开发系统可

以使用不安全控制动作(详细的危险)来生成模型,
并从这些正式的模型中生成软件测试数据,以确保

危险软件行为的测试覆盖率。通过加强流程模型

控制将要求与安全控制结构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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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PA方法是一个自顶向下的危险分析工具,
它可以包含所有子系统。在 STAMP 和 STPA
中,子系统危险分析是一般系统分析的一部分。

STPA识别危险和因果场景,这些场景可能涉及子

系统行为,导致系统危险。因果情景中的信息(与
任何危险分析技术一样)可以用于协助设计师确定

设计缓解措施。与许多传统的危险分析技术不同,

STPA不仅考虑故障,还考虑设计错误、定时错误、
无意 中 起 作 用 或 在 错 误 的 条 件 下 起 作 用 等。

STPA亦考虑人作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工

作项目304.2任务描述中所要求相一致。

STPA将系统危险分析、子系统危险分析、功
能危险分析和系统中的系统危险分析集成到一个

过程中,并生成所有这些任务所需的信息。

栛使用与保障危险分析(工作项目305):

STAMP安全控制结构可以包括操作控制结

构,采用STPA 进行使用与保障危险分析是可行

的。在现有文献中,STPA已被用于操作飞行测试

的安全性。使用与保障安全规划应从概念发展阶

段开始,以便将作业安全纳入系统设计。STPA可

以支持这种提前性分析。

栜安全性验证(工作顶目401):
如工作项目302所述,从已确定的因果场景生

成测试和演示具有可行性。

栞安全性评价(工作项目402):
与其他危险分析技术一样,STPA 以危险、潜

在原因以及减轻或控制它们的形式向评价工作提

供输入,但是作为一种危险分析技术,它也只能为

这一过程提供输入,而关于每个危险和风险接受决

策的最终决策则超出了STPA的范围。
此外,STPA与传统的危险分析方法的不同之

处在于,它提供了关于危险人员和软件行为的信

息。有关如何预防这些危险的具体设计决策由分

析提供,并在最终的安全性评估中使用,而不是简

单地讨论软件的严格程度或人为错误的可能性。
在生成危险管理评估报告上,STPA 同样以

确定的危险(包括不安全的控制行动)、潜在原因、
消除或减轻危险的建议以及为减轻危险而创建的

任何控制的形式向本报告提供了输入。实际的风

险评估决策超出了风险分析技术的要求范围。

STAMP、STPA和CAST(基于系统论的因果

分析)可以提供对任务303和304的支持,方法是

提供危险的原因,并使用它们来帮助开发测试用

例。STPA还协助将系统安全流程进行更新。使

用最初应用STPA 时创建的安全控制结构,可以

将更改定位到结构中,以便只需要检查那些受影响

的部分,以确定更新是否引入或影响了危险因素。
总体来看,STPA 完全符合 GJB900A 相关要

求。STPA是一个自顶向下的系统危险分析方法,
可用于风险分析任务(工作项目300系列)。它识

别危险并生成:栙系统和组件安全和网络安全需

求;栚消除或减轻识别危险所需的信息。STAMP
控制结构提供了记录关于系统结构和任务中描述

的需求等大量信息的方法。STPA 建模和分析可

以从概念开发阶段开始,以帮助设计师对基本的架

构设计和开发问题进行决策,从而消除或减轻危

险。有特定的因果情景可以帮助确保 PHA 不会

在没有因果信息的情况下,通过过早的可能性评

估,错误地对重要的危险进行分类。STPA满足工

作项目304(系统危险分析)中强调的在项目早期

获取安全相关信息的需要。随着决策的制定,分析

可以以迭代的方式进行细化,生成的信息还可以用

于验证设计和活动。
(2)STPA与软件安全性分析

GJB900A关于软件安全性工作特别规定了工

作项目600系列,依据前文的分析过程以及对比,
可以得出在软件安全性工作中,STPA方法可直接

或间接地协助下列工作,对这些活动所列的大部分

任务提供帮助:

栙识别软件相关的危害(软件对系统级危害);

栚识别可能导致危险软件行为的因果场景;

栛向设计软件以消除危险软件行为的人员和

设计系统以减轻任何潜在危险软件行为的人员提

供信息;

栜创建文档和模型(即安全控制结构),以便就

危害、不安全控制行动、不安全控制行动的原因、对
控制器的安全关键反馈、环境威胁(包括网络安全

威胁)以及正在考虑的系统内和更大系统内的协调

和沟通进行沟通和共同理解;

栞进行软件安全危害分析;

栟跟踪危害及其后果,以及在危害日志中选择

控制策略;

栠跟踪软件体系结构中的系统级危险;

栢识别对安全至关重要的软件功能和组件,以
及对安全至关重要的反馈和沟通要求;

栣支持软件测试和验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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栤生成关键指标,以识别软件或系统中的更改

何时可能导致危险。
可以看出,由于软件安全性工作较强的结构性

和程序性要求,基于自顶向下的系统工程的STPA
方法更适合于软件密集型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3暋STPA方法的改进

STPA方法是一个自顶向下、持续迭代的过

程,适用于复杂的系统生成功能安全要求,识别导

致危害的设计缺陷。STPA方法的优势总结如下:
(1)能够分析高度复杂的系统;
(2)能够在系统研发早期介入;
(3)能够分析软件和人为因素;
(4)能够识别大型复杂系统中容易忽略的系

统功能;
(5)能够结合过程模型实现基于模型的系统

工程;
(6)相对于传统危险分析方法,危险识别更

全面。

STPA可以用于系统生命周期的任一阶段,为
系统设计、研制、运行等过程提供确保安全性约束

执行必须的信息。但STPA 方法仍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需要改进:
(1)目前,研究运用的STAMP模型一般是基

于主观描述建立系统功能控制结构等,模型建立的

思路不清晰,层次不分明,未突出重点,其准确性受

人的分析能力影响较大;
(2)在STPA方法中,过程模型的要素分解不

够详细,分析控制过程中的不安全控制行为容易造

成混乱,没有体现与分析实际相关的关键性信息;
(3)对于不安全控制行为的致因分析只是因

果关系的向上追溯,缺乏具体的逻辑关系和方法步

骤,分析工作量大,分析结果的完整性及准确性受

人对系统的主观认知、分析能力等的影响较大。
因此,本节针对分析过程中发现的STPA 方

法以上三个不足,尝试提出一些方法上的改进以供

商榷。

3.1暋创建功能控制结构的改进

创建功能控制结构的改进,主要是从结构物理

功能层次性划分的角度深入。根据优化依据划分

出多级控制层、信息层的输入/反馈/输出、执行层

等。整个研究对象中,不被其他控制器控制、发出

初始指令的控制器划分为一级控制层,操作人员一

般为一级控制层。上级的控制层直接控制下级控

制层。如果需要建立的模型非常复杂,同层中就可

以分析多个控制器的相互作用。如多一个系统能

发挥不同级别的功能,它对应包含的控制器就分属

于多个控制级。每一级的控制层都可能直接影响

执行层。信息层就是同级之间、不同级之间的控制

器的输入、输出、反馈信息。新的功能控制结构的

建立过程如图2所示。

图2暋分层功能控制结构的建立

Fig.2暋Establishmentofhierarchicalfunctioncontrol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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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暋UCAs识别过程的改进

STPA方法的第三步是分析致因情景,识别潜

在的不安全行为(UnsafeControlActions,简称

UCAs)。这一步骤的主要方法是基于对过程模型

的分析。改进后的过程模型如图3所示。

图3暋过程模型

Fig.3暋Processmodel

改进前的过程模型要素分解不够详细,不利于

分析得出控制过程中的不安全控制行为,体现在分

析实际相关的关键性信息不足。改进后体现与分

析实际相关的关键性信息,明确输入和输出,状态

的前后改变,这样可以从每一步骤的分析来找出不

安全控制行为。

3.3暋UCAs致因分析的改进

STPA方法完成针对单一的控制行为分析后,
主要是根据控制反馈模型向后追溯因果场景来生成

潜在需求,但并未说明采用何种逻辑、方法来向后追

溯。因为在复杂系统安全性问题中,不安全控制行

为往往是由于子系统关联产生的。因此可以从两个

UCAs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分类分析致因的产生。
(1)UCAs的组合影响:当一个 UCA 发生的

同时,发生了另一个与之相关 UCA,使得其影响增

大或者削弱,这类问题统称为不安全控制行为的组

合问题。考虑不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强度,不涉及

UCAs提供时间及作用的长短时,UCAs的共同作

用的影响如表2所示。

表2暋UCAs的组合影响

Table2暋UCAscombinationimpact

UCA灢1 UCA灢2 组合结果 组合影响

较弱 较弱 弱 ……

较弱 较强 可能效果抵消 ……

较强 较强 强 ……

暋暋(2)UCAs发生先后的影响:进行复杂系统安

全性分析时,需要分析两个 UCAs的作用先后影

响。即考虑两个不安全控制行为在一个较短时间

内,作用的次序不同对系统的影响。此处的较短时

间被定义为在上一个不安全控制行为仍然作用的

时间内。先后作用的次序不同,造成的影响也不同

的这类问题。假设UCA1和 UCA2是两个存在功

能联系的不安全控制行为,那么 UCA1和 UCA2
间的作用次序关系有三种情况:栙UCA1先发生;

栚UCA2先发生;栛UCA1和 UCA2同时发生。
(UCA1和 UCA2造成不同影响的情形)。

(3)UCAs之间的因果影响:当两种 UCAs由

于涉及到共同的物理功能等情况时,存在一定的因

果联系,那么需要分析二者的交互影响,及在分析

其中一个不安全控制行为的致因时,由于该不安全

控制行为是另一个 UCA产生的因素,那么此致因

也同样是另一个 UCA的致因。
通过对分层功能控制结构的优化使得系统的

层次结构、信息交互更加清楚,进行实质内容的扩

展以及结构上的优化,为后续分析步骤提供引导,
有助于更复杂系统模型的建立,按照层级间的联系

进行分析,有助于分析出潜在的不安全控制行为;
通过对识别过程的改进,提出改进的过程模型,可
以从每一步骤的分析来找出不安全控制行为。增

添了底层需求,包括液压源、电源等,可以为多系统

间的分析提供帮助;通过对致因分析方法的改进,
按照一定逻辑方法分析控制行为所有可能原因,缩
短分析时间,提高了分析过程的效率,从STPA 方

法三个主要方面优化了方法实施步骤。

4暋结暋论

(1)本文通过将STPA方法与ARP4761标准

进行对比,表明 STPA 方法的优越性,并通过对

STPA方法的功能控制结构、不安全控制行为识

别、致因分析三个方面进行结构和逻辑上的改进,
使STPA 方法更适用于复杂航空产品的系统安全

性设计,为提高复杂航空产品的安全性提供理论支

撑,拓宽了STPA的应用领域,而且对于STPA 方

法的改进措施也促进了其理论的进一步更新完善。
(2)本文仅是对STPA 安全性分析方法的理

论研究,今后的研究会将该方法应用于具体的安全

性分析工作中,进一步验证STPA方法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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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无人机系统的战术性能及优势将使其在未来高技术战争和民用航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

而,由于有人机与无人机飞行事故的特点不同,使得有人机的安全性分析与管理措施不完全适用于无人机系

统。首先,对无人机系统的飞行事故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无人机系统事故的特点;然后,合理借鉴有人机的安全

性分析,定义无人机系统的安全性,提出无人机系统事故的严酷度等级划分及相应的危险可接受度;最后,从设

计、机组训练及使用操作三方面进行危险源分析。本文提出的无人机系统不安全事件发生可能性等级划分和

危险源定性分析,可为后续无人机安全管理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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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acticalperformanceandadvantagesofunmannedaerialvehicle(UAV)systemwillmakeit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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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自1917年英国研制出第一架无人机以来,迄
今为止无人机系统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1]。无人

机系统在近些年的几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大显身

手,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英联军使用无人

机执行情报收集、侦察监视、火力引导、对地打击及

效果评估等重要任务。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具有

很多优势,其主要作战特点为成本低、隐蔽性好、生
命力强、不惧伤亡且易于补充、起降简单、操作灵

活、支持多重任务类型等,成为影响作战进程的重

要乃至关键性力量[2灢4]。随着科学技术和军事理论

的发展,无人机系统的技术与战术性能越来越先

进,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不仅如

此,鉴于无人机系统的诸多优点和其在军事领域中

的应用日趋成熟,无人机系统也正在成为民用航空

中的新兴领域和新的增长点[5灢7]。伴随着无人机的

发展和广泛应用,无人机事故和不安全事件时有发

生,无人机的事故特点和致因机理成为无人机研制

和应用领域的重要关注点。
安全性是飞行器设计必须要满足的首要特性,

其定义为飞行器在规定的条件下,以可接受的风险

执行其功能的能力[8]。百余年来,有人驾驶飞行器

(简称有人机)的安全性分析、设计和安全管理技术

发展迅速,大致包括四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

前的飞行事故记录和调查阶段,20世纪40~60年

代的飞行事故预防阶段,20世纪60~80年代的实

施系统安全阶段(包括制定系统安全大纲[9灢10],安
全性设计要求,系统安全性分析、设计、验证以及系

统安全培训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综合预防

阶段(包括人为因素分析、软/硬件安全性、风险管

理、定量的概率风险评估[11灢12]等)。随着飞行器系

统安全工程的实施,有人机的安全性水平显著提

高,灾难性事故率不断下降。
由于无人机独特的飞行事故特点,使得目前成

熟的有人机安全性分析与管理措施不能完全适用

于无人机系统。为了使无人机系统尽快与国家空

域集成,开展针对无人机系统的安全风险管理工作

是十分必要的。R.A.Clothier等[13]建立了民用无

人机的飞行风险矩阵,以风险控制驱动无人机适航

框架的建立;许云红等[14]根据无人机航迹建立了

多种防撞控制策略,并给出了相应的多目标代价函

数模型及最优决策方法;刘学业等[15]针对小型舰

载固定翼无人机执行任务的特点,基于故障模式及

影响分析法对其进行了安全性分析;贺强等[16]设

计了民用无人机系统飞行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系

统,以满足无人机风险控制的需求。
上述有关无人机系统安全风险分析方面的研

究主要针对特定用途无人机的某项关键环节来开

展,并未综合考虑无人机全寿命周期或全任务阶段

的风险分析及危险源分析。基于此,本文从无人机

事故统计分析出发,总结无人机系统事故的特点,
借鉴有人机的安全管理,定义无人机的安全性并进

行严酷度等级划分,识别其危险源并制定改进措

施,以期为无人机安全管理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

1暋无人机系统事故特点分析

美军在无人机应用方面领先世界,但同时也伴

随着无人机的高事故发生率及造成的大量经济损

失。据《华盛顿邮报》统计,2001~2015年,美国空

军共发生236架次的大型无人机坠毁或造成200
万美元以上经济损失的 A 类飞行事故,如图 1
所示。

图1暋美军无人机坠毁事故统计

Fig.1暋StatisticsofAmericanUAVflightcrashes

从事故统计数据(图1)及事故的分析报告可

以看出:与有人机相比,无人机系统事故呈现出以

下三个特点:
(1)无人机系统的事故率高于有人机

将无人机与现役有人机的事故率进行对比,发
现无人机系统的事故率水平高于有人机,尤其是 A
类飞行事故。

RQ灢1“Predator暠无人机,在使用期 1994~
2007年共发生 A 类事故34起,A 类事故万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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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发生B类事故3起,B类事故万时率0.109;
飞机损毁27架,飞机损失万时率0.985;即便到了

技术相对成熟期(2002~2007年),平均 A 类事故

万时率也为0.913。MQ灢1 “Predator暠无人机在

2009~2018 年 共 发 生 A 类 事 故 77 起,MQ灢9
“Reaper暠无人机在2009~2018年共发生 A 类事

故45起,主要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大型无

人侦 察 机 RQ灢4 “Global Hawk暠,在 其 使 用 期

1999~2018年间发生 A 类事故9起,B类事故4
起,飞机损毁8架,其 A 类事故万时率、B类事故

万时率、飞机损失万时率也分别达到3.092,0.344
和2.747。

而随着航空材料、机械电子领域研究的发展,
飞行机组训练水平的提高,有人机的事故率近些年

来持续下降。2018年民航领域重大航空事故(A
类事故)的万时率仅为0.156,甚至连F灢16、F灢117
等战斗机的 A类事故万时率都小于1。

(2)无人系统的事故类型异于有人机

无人机系统由于没有人员在飞行器平台上,不
会发生因为坠机而导致的飞行机组或乘员伤亡事

件,无人机事故造成的人员伤害往往是坠机等造成

的地面附带损伤。
对于无人机系统而言,最应避免的是与其他飞

行器的相撞事故。2019年2月,两架无人机突然

出现,差点撞上正准备在希斯罗机场着陆的英国维

珍航空客机,险些上演一起空难事故。由于无人机

失控、断链而造成的无人机平台被诱捕、截获、失
联、击毁等应作为无人机系统应避免的第二类事

故。例如,美军“扫描鹰暠、RQ灢170等多架无人机

被伊朗军方诱捕,以及伊朗击毁美军 RQ灢4的最新

验证机等,这类事件不仅会引起外交纠纷,还极有

可能造成泄密。第三类是同有人机类似,无人机平

台在可控条件下发生的不可恢复原因的坠机,这类

事件通常仅会造成机体损毁。第四类是由于机体

或地面站原因造成的机体损伤、地面人员受伤、环
境严重污染等不安全事件。第五类是由于无人机

系统原因造成的任务中止事件。当然,还有一些由

于无人机系统原因造成的机组负担加重、环境轻度

污染、地面人员职业损伤等无人机系统不安全

事件。
(3)无人系统的事故致因多于有人机

传统的飞行事故发生原因主要集中在飞行员、
飞机系统、环境等方面。尽管无人机系统的飞行器

上没有人员,但由于地面站操控员的操作失误等导

致的飞行事故也时有发生。同时,除飞行器平台

外,无人机系统还包括任务系统、任务规划与地面

控制站、特定的起降设备和数据链路等,这些系统

的故障及交互问题都会导致无人机系统事故的

发生。
从发生事故的飞行阶段来看,有人机在起飞和

着陆阶段发生事故数量占比较高,而无人机空中飞

行阶段事故发生的占比突出,其次才是起飞和着陆

阶段。从导致事故发生的系统来看,有人机占比最

大的致因系统为飞机结构件、操纵系统和燃油系

统;而无人机占比最大的致因因素为动力系统、飞
控系统、通信系统和供电系统(如图2所示),究其

原因,一是无人机结构相对简单,任务剖面相对单

一,因而结构件、操纵系统等造成飞行事故的可能

性较小;二是无人机对动力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对
空地通信链路的要求和对电源电路的要求相对

苛刻。

图2暋美军1999~2013年无人机飞行事

故统计情况(按功能划分)

Fig.2暋StatisticsofAmericanUAVflightaccidentsin
1999~2013byperformancefunction

2暋无人机安全性的定义

安全是指不因人-机-环相互作用而导致系

统损失、人员伤亡、任务受影响或造成时间的损

失[17灢18]。传统的航空安全首要考虑的是乘员或机

组面临的风险,即与安全相关的管理首要限制或消

除对机上乘员或机组的危害,其次是限制对地面人

员的危害,最后才是经济损失、环境损坏、任务终

止、时间延误等。用公式来表示航空安全如下[19]

R旤S =P{P旤S < [P旤S]} (1)
式中:下标“|S暠表示给定的不可接受后果的条件;

R|S为给定严酷度后果的航空器安全度,即一定严

酷度下不安全事件超过人们预期的可能性;P|S为

给定严酷度下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P|S]为给定

严酷度下不安全事件发生概率阈值,即人们的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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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程度。
有人机对不安全事件的严酷度及发生概率有

着明确的定义(如表1所示),如CCAR灢25.1309条

款[20]“设备、系统和安装暠的(b)中规定:“飞机系统

与有关部件的设计,在单独考虑以及与其他系统一

同考虑的情况下,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发生任何妨碍飞机继续安全飞行与着陆

的失效状态的概率为极不可能;
(2)发生任何降低飞机能力或机组处理不利

运行条件能力的其他失效状态的概率为不可能。暠

表1暋飞机失效状态影响等级的划分及概率要求

Table1暋Classificationandprobabilityrequirementsofaircraftfailurestate

定量概率要求
定性概率要求 失效状态严重性分类 失效状态影响 研制保证水平

FAA JAA FAA JAA FAA和JAA ARP4754

1.0/fh 可能 经常 小 小

轻微降低安全裕度;
轻微增加机组工作量;
乘员有些不方便。

D级

1.0暳10-3/fh 可能 可能 小 小

轻微降低安全裕度;
轻微增加机组工作量;
乘员有些不方便。

D级

1.0暳10-5/fh 不可能 很少发生 大 大

轻微降低安全裕度或功能;
轻微增加机组工作量或影响机组效率;
乘员有些不舒适。

C级

1.0暳10-6/fh 不可能 极少发生 很严重 危险

较大的降低安全裕度或功能;
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机组工作量或使机组人

员痛苦,使其不能精确履行职责;
对乘员有严重影响。

B级

1.0暳10-7/fh 极不可能 极不可能 灾难性的 灾难性的 不能安全飞行和着陆的所有失效情况。 A级

注:“无安全影响暠的设计保证水平 D级适用于任何概率范围。

暋暋然而,现有的用于保护有人机乘员与机组的设

计或措施与无人机系统无关,因此必须有区别地进

行无人机系统的安全性和危险分析。
结合第1节对无人机系统事故的分析,可按照

损失程度和不期望无人机系统发生不安全事件的

程度对其事故进行归类。第一类危险是无人机发

生空中相撞;第二类危险是无人机发生失控、失联

而导致的无人机被诱捕、捕获、坠机等;第三类危险

是在可控条件下无人机系统的坠毁;第四类危险是

无人机系统飞行活动发生事故或不安全事件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任务终止等;第五类危险是造成无

人机系统地面机组或空管人员工作负担加重等

情况。
基于这五类危险,提出无人机系统事故的严酷

度等级及相应的危险可接受程度。与表1所示的

有人机失效状态影响等级及概率要求相比,后三类

(即第三、四、五类)危险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前

两类危险,故可以将无人机系统发生第三类危险作

为可接受的一个基点,即定义发生不导致人员伤亡

条件下的飞机损毁的可接受概率为10-5。借鉴民

航对飞行事故的接受程度,设置无人机系统发生第

一类危险的可接受概率为10-7,发生第二类危险

的可接受概率为10-6,发生第四类危险的可接受

概率为 10-4,发生第五类危险的可接受概率为

10-3。将无人机系统的五类危险划分为四级严酷

度,如表2所示。

表2暋无人机系统事故的严酷度等级

Table2暋SeveritylevelofUAVsystemaccidents

等级 程度 定暋暋义

栺 灾难级

与其他有人或无人飞行器空中相撞,造成人

员伤亡、装备损毁或环境不可逆的损坏;
不可控条件下无人机平台被捕获、击落、坠毁

等造成地面人员伤亡、装备毁损、信息泄露

等。(第一、二类危险)

栻 严重级

可控条件下无人机平台发生坠机,造成装备

损失或严重受损、地面人员伤亡等严重但可

逆的环境破坏等。(第三类危险)

栿 重要级

无人机平台部分受损、地面站机组人员轻度

伤害、设备严重损坏、任务中止,环境轻度破

坏等。(第四类危险)

桇 轻微级
轻于栿类的人员受伤、负担加重、装备受损或

环境破坏等。(第五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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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显然,按照目前对民航事故率的要求,灾难级

危险是最不能接受的,即无人机系统发生灾难级事

故概率的阈值应为10-6,即所有原因导致的无人

机灾难性事故率为1暳10-6/fh。据统计由系统原

因造成无人机发生灾难级事故的比例占80%,则
仅由系统原因引起的灾难级事故率为

80%暳1暳10-6=8暳10-7/fh
假设无人机系统具有100个潜在的灾难级事

故危险源,则每个潜在危险源出现的概率应该等于

8暳10-7/100=8暳10-9,即无人机系统潜在的每种

灾难性故障事件出现的概率应小于8暳10-9。根

据民航领域对各类危险发生可能性的数量级进行

划分,则无人机系统不安全事件发生可能性等级划

分如图3所示。

图3暋无人机系统事故的危害度矩阵

Fig.3暋HazardmatrixofUAVsystemaccidents

3暋无人机系统的危险源分析

危险源的存在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无人机

系统的安全性就是要识别危险源,并进一步消除或

控制系统中的危险源。无人机系统的设计人员、机
组人员、维修人员和管理者等对无人机系统的安全

飞行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无人机系统的危险源

分析主要从设计、机组训练、使用操作三个领域进

行阐述。

3.1暋设计领域

无人机的设计除了飞机的所有部件和系统设

计外,还需要延伸到参与飞行器控制的外部系统,
如地面站、指挥控制通信链路、特定发射和回收系

统以及任务载荷系统等。因此,在无人机系统的设

计领域,除了与有人机相同的飞机部件及系统的危

险源分析,还需要考虑以下五方面。

(1)指挥控制链路

对于无人机来说,指挥控制链路故障会导致无

人机操控员失去对飞机的控制。指挥控制链路可

能会发生中断、延迟和数据衰减等故障,从而造成

飞行控制链路的中断,这就要求无人机系统在设计

时必须提供处理链路中断的手段和措施,以有效恢

复链路畅通。此外,设计时还要避免指挥控制链路

被有意或无意干扰。
(2)第三方通信系统

除军用无人机可使用军方提供或批准的导航

和通信系统外,其他无人机主要依赖于第三方的通

信系统,此时为飞行控制功能提供通信的第三方通

信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极其重要。
(3)地面站环境

需要考虑无人机地面站存在烟、火、毒、易燃等

危险,以及其他会直接影响地面站或无人机系统操

控员、工作人员的危险,如地震、台风等。此外,地
面站的安保也是需要考虑的。

(4)共享资源

无人机在进行安全性分析时应充分评估飞行

器平台与载荷之间的潜在交互关系影响。当飞行

控制与载荷存在资源共享时,共享资源的管理十分

必要,比如载荷和飞行关键系统需要共享电力和冷

却系统。
(5)任务载荷

多数无人机系统需要将载荷与飞行器平台进

行整合,而有效的载荷设计可以为避免或缓解无人

机失效提供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比如载荷信息(获
取的热信号)可用于支持飞行关键功能。

3.2暋机组领域

无人机机组包括地面站的飞行操控员、任务载

荷等机载设备的操作员。由于机组与飞行器平台

是分离的,造成了一系列新的危险,从而对机组人

员的训练提出了新的要求。
(1)飞行操控员的物理形式感知能力弱化

无人机系统飞行操控员无法通过直观地看、
闻、摸等感觉来感知某种危险形势,如设备失效或

天气变化等,因此需要研制或配置一些设备,以便

发挥上述功能并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无人机飞行操

控员感知外界形势的需求,达到无人机操控员对系

统的监控和有效缓解所面临风险的目的。此外,通
信链路的时延、自动化和无人机机组的接口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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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重点考虑。
(2)多机组控制的训练

对于地面控制站还可能面临单个飞行操控员

同时控制多架无人机的情况,尤其是在军用无人机

的使用过程中。不仅使飞行操控员的工作负担加

重,还需要确保多个操控员的相互协调。为了避免

发生无人机提供信息混淆的危险,需要开展这种情

况下的特种训练。
(3)装备失效训练

飞行器平台存在着由无人机装载设备失效所

引发的危险。由于无人机操控员不能够从物理上

或视觉上识别诸如火灾、烟雾和扰动等危险,无法

采用直接手段缓解这些失效,需要通过训练无人机

机组和提供特定程序来进行远程操作。
(4)地面环境危险训练

地面站存在着许多与地面环境有关的危险,如
火灾、地震、台风等。飞行机组也应该开展应对这

些危险的训练,以便建立在面临这些危险时的临时

处置意识或方案。

3.3暋使用操作领域

民用航空的空域包括有限个飞行器的静态(限
制)空域或动态(在空管分配的飞行器之间的保护

性隔离区载)空域。而现有的无人机系统可能会对

目前这种空管服务提出规则上的挑战。以下讨论

与无人机使用操作相关的危险。
(1)地面操作的形势感知

无人机系统地面操作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飞行

操控员启动、起飞或发射、远程遥控任务执行、返航

及回收等。由于无人机飞行操控员并不清楚飞行

器周围的人员和障碍物,形势感知能力弱,可能会

造成飞行器出现意料之外的突然移动。
(2)地面操作的安全区间

一般飞行器的安全区间标准在地面要比在空

中小得多。例如,飞行器在空中飞行时,安全区间

的间隔会有几英里远,而在机场地面上飞行器之间

间隔只有数十英尺。如果无人机以这种规则进行

停放,可能不利于飞行操控员指挥控制无人机进行

移动。
(3)进入控制空域

多数情况下,有人机可以从相对相邻的一些区

域(如机场)进入控制空域,而无人机除了通过这些

空域外,还可以通过非控制空域进入。这就导致无

人机在起飞、发射、着陆和回收时有更多的路径,从
而影响空域管理和空域安全。

(4)飞行终止

无人机不用考虑乘员安全就可以直接终止其

持续飞行。然而,这些飞行终止可能会危害到地面

人员的安全。为确保地面人员不受影响,飞行终止

应尽量置于无人区或者人烟稀少的地方,还需要考

虑无人机携带的危险性物资的影响。
(5)额外的空管工作负担加重

如果无人机与飞行操控员通信丧失或中断,空
管可以将无人机平台态势向无人机飞行操控员报

告。空管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显然会加重空管人

员的工作负担。
危险源分析是控制和降低危险发生的有效手

段,对无人机系统在设计、机组训练、使用操作方面

的危险源分析,可以为后期对危险源导致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定量评估奠定基础。

4暋结束语

无人机系统的事故发生率、事故类型和事故致

因因素等方面均与有人机的飞行事故不同,因而现

有的用于保护有人机机上乘员与机组安全的手段

和措施不完全适用于无人机。针对无人机系统的

安全性,其飞行事故的严酷度等级划分及相应的危

险可接受度也与有人机不同。借鉴有人机的安全

管理,围绕无人机系统的事故特点,定义无人机系

统的安全性及严酷度等级划分,此外,还从设计、机
组训练及使用操作三方面进行无人机系统的危险

源分析。本文所开展的无人机系统安全性和危险

源分析,属于定性分析范畴,可以为后续的无人机

安全管理方针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

开展无人机系统的定量安全性分析及风险评估将

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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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舱门锁机构多失效模式可靠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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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如何提高飞机舱门锁机构关闭系统的可靠性计算效率,减少计算时间,降低舱门故障率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选取某型飞机舱门锁机构为研究对象,通过LMS建立飞机舱门锁机构仿真模型,研究锁机构关闭过程

中最大液压力失效和关锁时间失效模式的影响因素,考虑两种失效模式之间的相关性,基于重要抽样法和B灢P
神经网络方法,计算飞机舱门锁机构多失效模式下的可靠性;将这两种方法仿真计算结果与传统蒙特卡罗方法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以上两种计算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性的方法是合理的,其误差范围均在3%以

内,且两种方法的计算效率相较于传统方法均有所提高;其中,B灢P神经网络方法比重要抽样法计算精度和效

率更高,更适用于研究飞机舱门锁机构的可靠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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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舱门锁机构是飞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若出现由于舱门锁机构前期可

靠性分析不足而导致其非正常开启或关闭,无法按

照预期完成开关锁功能,将严重影响飞行任务的进

行。因此,关于飞机舱门锁机构的可靠性研究[1]具

有重要意义。刘志群等[2]针对飞机舱门锁机构,考
虑锁钩与锁环不同间隙的影响,采用蒙特卡罗法计

算舱门锁机构的可靠性;郭媛媛等[3]、B.S.Mo灢
hamedelAmine等[4]分别针对某型发动机涡轮盘

榫齿裂纹和管道腐蚀问题,通过蒙特卡罗方法模拟

计算其故障时间和失效率;ZhuangXinchen等[5]

针对飞机锁机构的磨损问题,通过 Copula函数构

造概率密度函数来计算失效相关类可靠性问题;

SunZhongchao等[6]针对飞机齿轮门锁机构,提出

了一种基于小样本多因素的可靠性测试方法。上

述研究在计算机构可靠性时,难以同时保证计算精

度和计算效率,尤其是传统的蒙特卡罗法存在计算

时间过长、计算效率较低的问题。
在对飞机舱门锁机构进行可靠性分析时,由于

其功能函数[7]为隐性且较为复杂,通过建模仿真求

取可靠性需要大量的数据样本进行计算,如何提高

工作效率、减少计算时间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

题。此外,飞机舱门锁机构的关锁功能主要包括两

种失效模式,且这两种失效模式之间具有共同的影

响因素,即两种失效模式存在相关性[8],如何有效

地解决此类失效模式相关的可靠性问题[9]值得

研究。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

性计算的效率,本文分别采用重要抽样法和 B灢P
神经网络法对飞机舱门锁机构的可靠性进行分析。
基本过程为:首先在仿真软件LMSVirtualLab中

建立飞机舱门锁机构动力学仿真模型并施加环境

载荷,研究锁机构关锁过程,分析其失效模式及影

响因素,按照影响因素选取随机变量并赋值,依据

许用应力建立失效判据;其次,基于重要抽样法和

B灢P神经网络方法计算舱门锁机构多失效模式下

的可靠性,通过 MATLAB软件控制随机变量的值

以模拟不同条件,再调用LMSVirtualLab获得相

应的仿真结果;最后,将这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与

传统蒙特卡罗方法进行对比,来探究这两种方法的

适用性和优劣性。

1暋锁机构模型及故障原因分析

LMSVirtualLab是一款强大的参数化三维

建模软件,其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模块可用于模拟

各种机械系统的实际运动和载荷,并能快速地分析

机械系统的运动规律。因此,本文在LMSVirtual
Lab中建立飞机舱门锁机构的动力学仿真模型,并
按照锁机构实际工作环境分别设定载荷、接触、运
动等影响因素,通过动力学分析获得相应的仿真

结果。

1.1暋仿真模型建立

假设锁内活塞部分连为一体,不考虑活塞内部

弹簧。简化处理之后,锁机构由作动筒、活塞、锁钩

以及三个连杆构成,如图1所示。作动筒带动各个

构件按照既定规律运动,完成锁机构功能。锁机构

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关锁功能,二是开锁功能,本
文着重研究其关锁功能。

图1暋飞机舱门锁机构模型

Fig.1暋Lockmechanism modelofaircrafthatchdoor

1.2暋关锁过程分析

为了计算舱门锁机构关锁功能的可靠性,必须

通过研究关锁过程来确定其失效模式。通过分析,
将关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液压力的

驱动下,锁钩从初始位置运动到接触锁环;第二阶

段是锁钩从开始接触锁环继续旋转运动到上锁位

置,并在惯性作用下转到最大角度位置;第三阶段

是锁钩在重力作用下,从最大旋转角度回复到锁死

位置。锁机构的关闭功能失效,一方面指锁机构在

整个工作周期中都不曾关闭;另一方面指锁机构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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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关闭,但需要的时间较长,不能在规定的时间

内关闭。因此,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液压提供的驱动

力能大于各种阻力之和,锁机构就能关闭,反之则

关锁失效。

1.3暋失效判据

结合舱门锁机构的组成和关锁过程的工作原

理,分析得到锁机构关锁失败的故障原因,将故障

原因按照失效模式的不同分为两类:最大液压力失

效和关锁时间失效。从而得到锁机构关闭功能失

效的两个判据:栙锁机构关闭所需的液压力不能超

过许用液压力;栚锁机构关闭时间不能超过规定的

锁机构关闭时间上限。本文中,锁机构许用液压力

为2100N,关闭时间上限为0.38s。

1.4暋失效影响因素

1.4.1暋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锁机构关闭过程的运动分析,可以得到

其关闭功能失效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第一种失效

模式———最大液压力失效,主要受液压的变换率、
液压油阻尼系数和锁钩处最大接触力的影响。第

二种失效模式———关锁时间失效,主要受液压的变

换率、液压油阻尼系数、关节处摩擦力、锁钩与锁环

发生接触的角度的影响。可见,液压的变换率和液

压油阻尼系数这两个因素同时影响最大液压力失

效和关锁时间失效,因此,两种失效模式之间具有

不可忽略的相关性,后文的方法及具体应用中将对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将两种失效模式的影响因素合并整理,共有五

个影响因素对锁机构能否正常关闭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液压的变换率、液压油阻尼系数、锁钩处最大

接触力、关节处摩擦力以及锁钩与锁环发生接触的

角度。因此,通过控制这五个因素的数值,可以模

拟不同的锁机构关锁过程的实验环境,利用 LMS
VirtualLab进行动力学分析获得对应的实验结

果:关锁成功或者失败。最后通过不同的方法统计

其失效次数,计算锁机构关锁过程的可靠性。

1.4.2暋影响因素取值

依据实验环境条件查阅资料[10],对影响锁机

构关闭功能失效的上述五个因素,即五个随机变量

进行赋值,具体分布类型 以 及 相 关 参 数 如 表 1
所示。

表1暋锁机构的随机变量分布类型及参数取值

Table1暋Randomvariabledistributiontypeand

parametervalueoflockmechanism

变量 含义 分布 均值 标准差

X1/(MPa·s-1) 液压的变换率 正态 10 0.67

X2 液压油阻尼系数 正态 1000 67

X3/N 锁钩处最大接触力 正态 5000 30

X4 关节处摩擦系数 正态 0.15 0.01

X5/(曘) 锁钩与舱门发生接触的角度 正态 45 1.5

2暋锁机构多失效模式可靠性分析方

法介绍

2.1暋重要抽样法

重要抽样法[11]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改变随机

抽样的中心,使样本点有较多机会落入失效域,增
加使功能函数Z<0的机会。一般选取由一次二

阶矩方法[12]计算的设计点作为重要抽样法的抽样

中心。
本文与文献[11]中研究对象的不同点在于锁

机构具有多个相关的失效模式,考虑其相关性影

响,当采用重要抽样法计算多失效模式结构体系

时,由于具有多个功能函数,导致重要抽样区域存

在多个。
以具有两个失效模式的串联系统为例,假设其

具有两个基本随机变量X1 和X2,将X1、X2 作为

影响因素,功能函数分别为 Z1 和 Z2,Z1 =0 和

Z2=0分别为两种失效模式的失效边界[13]。则该

串联系统对应的二维空间失效域如图2所示。

图2暋串联结构体系的失效域

Fig.2暋Failuredomainoftandemstructure

从图2可以看出:两种失效模式的两个功能函

数对应两个设计点及重要抽样区域,即抽样中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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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考虑到各失效模式对系统失效情况的影响

占比不同,抽样时也应按其比例进行抽样次数的

分配[14]。
假设一个串联系统有m 个失效模式,n个随机

变量X=(X1,X2,…,XN)T,随机变量X 的概率密

度函数为fX(x);第i个失效模式的功能函数为Zi

=gxi
(X),对应的失效概率和可靠性指标[15]分别

为pfi
和毬i。该失效模式以其设计点v*

i 为抽样中

心的抽样次数应为

Ni=
pfiN

暺
m

i=1
pf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i

=
毜(-毬i)N

暺
m

i=1
毜(-毬i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1)

式中:[*]为向上取整函数;N 为抽样总次数。
设第i个失效模式的抽样中心v*

i 对应的概率

密度函数为pVi
(v),则重要抽样概率密度函数为

pV(v)为

pV(v)=1
m暺

m

i=1
pVi

(v) (2)

系统失效概率的表达式为

pf =暺
m

i=1曇Rn

I[gX(v)]fX(v)

暺
m

k=1
pVk

(v)
pVi

(v)dv (3)

式中:I[*]为示性函数,gX(v)<0时,I[gX(v)]=
1,反之为0;Rn 为积分域。

以概率密度函数pVi
(v)抽样Ni 次,其中,第j

个样本为v(i)
j =(v(i)

j1 ,v(i)
j2 ,…,v(i)

jn )T,则系统失效概

率pf 的无偏估计值[16]为

p̂f =暺
N

i=1

1
Ni暺

Ni

j=1

I[gX(v(i)
j )]fX(v(i)

j )

暺
m

k=1
pVk

(v(i)
j )

(4)

2.2暋B灢P神经网络法

对于本文中飞机舱门锁机构这类功能函数未

知且较为复杂的情况,B灢P神经网络[17]的核心思

想在于通过神经网络学习模拟出一个较为简单的

近似表达式来替代功能函数。在功能函数显性且

较为简单的情况下,再用蒙特卡罗法计算飞机舱门

锁机构关锁功能的可靠性就简单有效多了。其中,
近似替代过程也解决了本文中两种失效模式互为

相关的影响,省去了这方面的计算,降低了工作

难度。
假设一个典型的 M 层 B灢P神经网络,第0层

和第M 层分别为输入层和输出层,1层~(M-1)
层为隐层,每层单元数量为ni(i=1,2,…,M)。初

始输入向量X=(X1,X2,…Xn)T,连接权向量W=
(W1,W2,…Wn)T,则 第 一 层 获 得 的 向 量 Z1 =
WT

1X;第i 层 的 第j 个 神 经 元 的 传 递 函 数 为

fi
j(*),M 层输出向量Y1=(Y1

1,Y1
2,…,Y1

n)T,其
中,Yi

j=fi
j(Zi

j),j=1,2,…,ni;i=1,2,…,M。

B灢P神经网络结构图[18]如图3所示。

图3暋B灢P神经网络结构示意图

Fig.3暋SchematicdiagramofB灢Pneuralnetworkstructure

暋暋神经网络训练完毕,用软件 MATLAB对随机

向量X 进行随机抽样,将抽取的随机样本值x 代

入神经网 络 模 拟 的 锁 机 构 功 能 函 数g(X),若

g(X)<0,则代表结构失效一次,反之正常。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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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总次数为 N,功能函数g(X)<0的次数为

Nf,则结构体系失效概率Pf的估计值p̂f 为

p̂f =Nf

N
(5)

基于 B灢P 神 经 网 络 的 蒙 特 卡 罗 法 应 用 步

骤为:
(1)通过数值模拟确定用于网络学习的L 个

样本{X(r),g(X(r))}(r=1,2,…,L);
(2)设计 M 层 B灢P神经网络结构,选取传递

函数fi
j(*),j=1,2,…,ni;i=1,2,…,M,以及初

始权矩阵W(0)
i (i=1,2,…,M);

(3)利用L个训练样本训练神经网络;
(4)随机抽取样本X(k)(k=1,2,…,N;N>

L);
(5)利用步骤(3)得到的神经网络模拟计算

g(X(k))(k=1,2,…,N);
(6)统计g(X(k))<0的次数,利用式(4)估算

系统失效概率。

3暋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性计算与

分析

3.1暋传统蒙特卡罗法的应用

采用传统蒙特卡罗法[19]计算飞机舱门锁机构

关闭功能的多失效模式可靠性,对变量随机抽样

10000次,调用软件LMS仿真计算,每次用时5s,
总共用时约13.9h,最后得到锁机构失效的概

率为

pf1=0.0070

3.2暋重要抽样法的应用

(1)通过一次二阶矩法求得设计点如表 2
所示。

表2暋失效模式设计点计算结果

Table2暋Calculationresultsoffailuremodedesignpoints

基本变量 最大液压力失效 关锁时间失效

液压的变换率/(MPa·s-1) 10139885.0 9076283.8

阻尼系数 1014.0603 1000.0

锁钩处最大接触力/N 5008.5014 5000.0

关节处摩擦系数/10-3 154.40296 150.0

接触角度/(曘) 73.529086 75.832719

暋暋(2)根据式(1)计算出最大液压力失效模式和

关锁时间失效模式按比例分别需要抽取样本数

526次和1000次,仿真总次数为1526次。每次

仿真计算时间约为5s,总计算时间约为2.1h。

(3)以两个失效模式各自的设计点为重要抽

样中心,利用软件 MATLAB,按照分布类型对随

机变量进行随机抽样;调用 LMSVirtual.Lab中

的仿真模型获取不同随机变量值模拟下的响应值,

得到的响应值分布如图4~图5所示。

图4暋最大液压力失效重要抽样结果

Fig.4暋Importantsamplingresultofmaximum

hydraulicpressurefailure

图5暋关锁时间失效重要抽样结果

Fig.5暋Importantsamplingresultoflocktimeexpired

从图4~图5可以看出:由于是在设计点附近

抽样,抽取的样本点落入失效域的约占一半,保证

了抽 样 的 有 效 性;所 需 最 大 液 压 力 最 少 仅 需

1679.634N,最大需要2180.1N,有80%的样本

量集中分布在1850~2050N 之间;所需关锁时

间最快仅需0.254s,最慢需要0.458s,有80%的

样本量集中分布在0.32~0.38s之间。

(4)根据式(3),通过 MATLAB编程计算多

失效模式失效概率,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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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2=0.0068

3.3暋B灢P神经网络方法的应用

(1)对五个输入变量在暲6氁范围内均匀抽取

375个样本点。调用 LMSVirtual.Lab进行可靠

性仿真计算获得相应响应值。每次仿真计算时间

约为5s,总计算时间约为0.52h。

(2)经过预先模拟计算,当设定隐层单元数为

8,传递函数设为sigmoid函数[20],初始权矩阵为

系统生成的随机小量,其余设置均为软件 MAT灢
LAB中系统默认值,B灢P神经网络训练情况最好,

设计参数如图6所示。

图6暋B灢P神经网络参数设置

Fig.6暋B灢Pneuralnetworkparametersetting

从图6可以看出:样本进行训练后,系统总共

迭代训练17次,训练时间低于1s,网络输出误差

为0.00239,迭代梯度为0.0147。

(3)为 了 防 止 神 经 网 络 对 训 练 数 据 过 拟

合[21],而偏离其他未参加训练的数据,MATLAB
系统自动将输入样本分为三份:training(训练)、

validation(检验)和test(测试)。只有training数

据参加训练,其余两部分数据只用于检验。训练和

检验结果的网络输出与目标值的回归图如图7
所示。

R 值表示网络输出与目标期望值的相关程度,

R=1表示完全相关,即拟合情况最好。从图7可

以看出:神经网络总体拟合程度为0.98939,表明

B灢P神经网络学习情况良好,足以模拟锁机构功能

函数。

(a)训练:R=0.99284

(b)检验:R=0.99130

(c)测试:R=0.9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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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总计:R=0.98939

图7暋B灢P神经网络样本训练结果

Fig.7暋B灢Pneuralnetworksampletrainingresults

(4)在B灢P神经网络训练完毕后,抽取106 个

样本点计算联合失效概率,结果为

pf3=0.0069
(5)由于神经网络的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随

机性,采取计算五次求取平均值的方法来减小误

差。五次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其保留

四位小数后的均值为0.0069。

表3暋五次计算结果

Table3暋Fivetimescalculationresults

序号 失效概率 序号 失效概率

1 0.0069 4 0.0067

2 0.0071 5 0.0069

3 0.0070

3.4暋结果对比与分析

以传统蒙特卡罗法计算结果为参照,对比三种

方法计算的飞机舱门锁机构多失效模式失效概率

和计算效率,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暋三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Table4暋Comparisonofcalculationresults

计算方法 失效概率 计算次数 计算时间/h 误差/%

蒙特卡罗法 0.0070 100000 13.90 -

重要抽样法 0.0068 1526 2.10 2.8

B灢P神经网络法 0.0069 375 0.52 1.4

暋暋从表4可以看出:计算飞机舱门锁机构多失效

模式的可靠性,相比传统蒙特卡罗法,重要抽样法

的计算误差为2.8%,B灢P神经网络法的计算误差

仅为1.4%,误差均不超过3%,表明两种方法都是

合理的;本文蒙特卡罗法仿真10000次,计算时间

为13.9h;重要抽样法需要仿真1526次,用时

2.1h;B灢P 神 经 网 络 法 仅 需 仿 真 375 次,用 时

0.52h。可见本文采用的重要抽样法和 B灢P神经

网络法在计算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性问题上比蒙

特卡罗法计算效率高,且 B灢P神经网络法的计算

精度和效率相较重要抽样法更高。

4暋结暋论

(1)重要抽样法和 B灢P神经网络法均可合理

地应用于飞机舱门锁机构多失效模式可靠性的

分析。
(2)针对相同的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性分析,

重要抽样法的抽样次数为1526次,计算时间为

2.1h;B灢P神经网络法的抽样次数为375次,计算

时间为0.52h。两种方法相较于传统蒙特卡罗法

计算效率均有所提高,且 B灢P神经网络法的计算

效率更高,其在未来更适用于锁机构可靠性问题的

分析。
(3)关于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性的研究,后续

可以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法,采用少量的实验数据作

为样本集,建立更为精确的飞机舱门锁机构可靠性

模型,以方便飞机舱门锁机构的设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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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是直升机海上救生的主要装备之一,对其传感器模块进行可靠性分析,对保证直

升机应急漂浮系统安全运行、坠水过程中可靠触发至关重要。在充分了解非同型单元k/n(G)表决系统的基础

上,通过 Matlab/Simulink搭建不同逻辑关系下传感器模块的蒙特卡罗模拟平台,并进行相应模拟与理论计算。

结果表明:将蒙特卡罗模拟应用于传感器模块的可靠性分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依据功能危险性分析

相应结论,并结合可靠性分析结果,该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传感器模块选择3/5表决系统最为合适。研究结果

可为后续相似模块的逻辑关系选择与可靠性设计提供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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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elicopteremergencyfloatingsystemisoneofthemainequipmentsforhelicopterlifesavin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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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HelicopterEmergency
FlotationSystem)作为直升机海上救生的主要装

备之一,旨在为水上紧急迫降的直升机提供应急漂

浮的能力,保障机内人员拥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出

舱[1]。其应急漂浮入水启动控制组件的启动信号

直接关系到应急漂浮控制器输出的安全与可靠。
在紧急情况下,控制组件借助传感器模块判断直升

机是否坠水,并发出驱动信号触发点火电路,使浮

囊充气,从而及时为坠水直升机提供稳定的漂浮能

力,保证应急漂浮和人员撤离。因此,控制组件中

传感器模块的可靠性至关重要。
传统的可靠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故障模式与

影响分析(FailureModeandEffectsAnalysis,简
称FMEA)、蒙特卡罗模拟(MonteCarloSimula灢
tion,简称 MC)、故障树分析(FaultTreeAnalysis,
简称FTA)等。近年来,随着可靠性分析方法的不

断发展与完善,可靠性分析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领域[2灢4]。陈圣斌等[5]针对直升机可靠性分析,首
次通过事件树将人员失误考虑在内,使直升机可靠

性分析、计算更为完整,与实际使用更相符;E.
Chung等[6]通过故障树模型来确定飞行构架是否

能够满足系统需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李占营等[7]

采用有限元法与蒙特卡罗法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
航空发动机空间管路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

了分析;李冰月等[8]针对飞机空调系统各主要部件

进行了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并结合FTA,对飞机

空调系统故障进行了诊断实验,证明涡轮故障对座

舱温度影响最大;冯志杰等[9]通过 Matlab/Simu灢
link等分析软件,在综合考虑某型飞机前起落架收

起过程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蒙特卡罗法验证了

机电液一体化系统模型的可靠性。但是,目前国内

外有关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可靠性的研究较少,并
且缺乏针对其关键部件———传感器模块的可靠性

分析。
因此,为了分析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传感器模

块的可靠性,在充分了解非同型单元k/n(G)表决

系统的基础上,通过 Matlab/Simulink软件,搭建

不同逻辑关系下传感器模块的蒙特卡罗模拟平台,
结合理论值,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并对

传感器模块的可靠性进行相关定性与定量分析;另
外,基于功能危险性分析(FunctionalHazardAs灢
sessment,简称FHA)相应结论,筛选出最佳的传

感器模块逻辑关系。

1暋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工作原理

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由三大组件构成,分别为

控制组件(S1)、充气组件(S2)和浮筒组件(S3)[10]。

双浮囊应急漂浮系统示意图如图 1所示,控制组

件(S1)由控制板、控制盒和传感器等电子元器件

组成;充气组件(S2)由气源装置和充气管路组成;

浮筒组件(S3)由浮筒、连接机构和浮筒舱组成。

图1暋直升机双浮囊应急漂浮系统示意图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helicopteremergency

flotationsystemwith2灢bags

从图1可以看出:各分系统之间为串联系统,

即当各分系统都正常工作时,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

才可完成任务。

其中,控制组件在系统中承担触发、点火功能,

其可靠性框图如图2所示。为了提高控制组件的

可靠性,确保点火电路安全触发,减少误触发概率,

该分系统采用传感器模块与驾驶员并联的方式触

发点火电路。同时,系统功能危险性分析表明,传
感器模块的意外触发可能导致浮筒的非任务弹出,

将对直升机的气动外型产生干扰,使飞机的安全性

大幅降低,并危及人员安全。将该故障模式的影响

等级确定为 栻 类 (危险),对应的失效率为毸曑

10-7。另一方面,控制组件中传感器模块为非同型

单元k/n(G)表决系统,故本文在经典k/n(G)表决

系统的基础上,将蒙特卡罗法应用于非同型单元

k/n(G)表决系统的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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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控制组件可靠性框图

Fig.2暋Thereliabilityblockdiagramof
controlcomponent

2暋基于蒙特卡罗法的可靠性分析

2.1暋k/n(G)表决系统

设由n个零部件组成的系统,其能够正常运转

的前提条件是至少有k个零部件正常运转,则这种

系统称之为k/n(G)表决系统。k/n(G)表决系统

存在多种安全状态,根据排列组合有Ck
n+Ck+1

n +
…+Cn

n 种组合,可用集合Cj
n(j分别为k,k+1,…,

N)表示n个单元中j个单元正常的组合。当系统

由n个相同的零部件(或单元)组成,且零部件的可

靠度水平为R(t),那么k/n(G)表决系统的可靠度

Rs(t)为[11]

Rs(t)=暺
n

i=k
Ci

nRi(t)[1-R(t)]n-i (1)

当零部件寿命分布服从指数分布,且失效率为

常数毸时,则:

Rs(t)=暺
n

i=k
Ci

ne-i毸t(1-e-毸t)n-i (2)

系统的平均寿命为

MTBF=暺
n

i=k

1
i毸

(3)

对于非同型单元k/n(G)表决系统,其由n个

非同型单元组成,无法通过式(1)计算表决系统的

可靠度,且存在工作状态组合爆炸的问题[12]。例

如,2/4表决系统存在11种正常工作状态;2/5表

决系统存在26种正常工作状态;2/6表决系统则

存在57种正常工作状态。直接通过可靠度计算公

式求解,计算过程繁琐易错,因此拟通过蒙特卡罗

法对非同型单元k/n(G)表决系统的可靠性进行

分析。

2.2暋蒙特卡罗法

蒙特卡罗法又称统计模拟方法,它是以概率统

计理论为基础的近似计算方法[13]。由 Bernoulli
定理可知,当样本容量足够大时,随机事件的概率

可以 用 大 量 试 验 中 该 事 件 发 生 的 频 率 来 估

算[14灢15]。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通过对影响系统可

靠度的随机变量进行大量的随机抽样,并将抽样值

代入相对应的失效函数中,确定结构是否失效,多
次计算后从中求得系统的可靠度。

通过 Matlab/Simulink软件,结合k/n(G)表
决系统逻辑关系,搭建 MC仿真模型。利用各传

感器寿命分布函数对每个底事件进行抽样,第i个

传感器失效时间抽样值为

ti=F-1
i (毲) (4)

式中:毲为(0,1)之间的随机数。

MC模拟流程如图3所示。采用直接抽样法,
对k/n(G)表决系统的可靠度进行 M 次模拟,将各

个传感器的抽样时间Ym(m=1,2,…,n)与给定的

时间tm(m=1,2,…,n)进行比较,若Ym>tm,则该

传感器在规定时间内可靠。累加得到tm 时刻表决

系统正常工作传感器的数目K,若正常工作的传

感器数目大于等于k,则该表决系统可靠。从而得

到在M 次模拟中传感器可靠的数目N,k/n(G)表
决系统的可靠度为N/M。

图3暋MC模拟流程图

Fig.3暋MCsimulation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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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暋可靠性分析

通过蒙特卡罗模拟依次对非同型单元1/5、

2/5、3/5、4/5与5/5表决系统的可靠度与误触发

概率进行计算。3/5表决系统可靠性框图如图4
所示,各传感器寿命均服从指数分布,失效率如表

1所示[16]。

图4暋3/5表决系统可靠性框图

Fig.4暋Reliabilityblockdiagramof3/5votingsystem

表1暋传感器失效率

Table1暋FailureRateofsensors

编暋号 失效率 编暋号 失效率

1 5.2暳10-6 4 6.8暳10-6

2 5.2暳10-6 5 1.2暳10-6

3 6.8暳10-6

暋暋依据3/5表决系统可靠性框图,通过 Matlab/

Simulink搭建 MC模拟平台,如图5所示。在确

定表决系统任务时间为10000h的基础上,对不

同模拟次数(M)进行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可以

看出:3/5表决系统的可靠度与误触发概率随着 M
的增加逐渐收敛,当 M 取值超过200000时,仿真

计算满足收敛要求。

图5暋MC模拟平台

Fig.5暋MCsimulation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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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3/5表决系统 MC模拟结果

Fig.6暋MCsimulationresultsof3/5votingsystem

同理,通过 MC模拟平台,获得1/5、2/5、4/5
与5/5表决系统的可靠度与误触发概率收敛曲线,

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在同一表决系统中,系统可

靠度的量级高于误触发概率,因此计算结果的收敛

与否以误触发概率为依据,且曲线收敛所需的模拟

次数随着非同型单元k/n(G)表决中k值的增加而

倍增,其原因是误触发概率的量级不同。值得注意

的是,在5/5表决系统中,由于误触发概率近似为

0,其所需的模拟次数以可靠度的收敛情况为依据。

(a)1/5表决系统
(b)2/5表决系统

(c)4/5表决系统 (d)5/5表决系统

图7暋表决系统 MC模拟结果

Fig.7暋MCsimulationresultsofvotingsystem

暋暋综合考虑计算能力及数据收敛情况,对不同表

决系统的模拟次数(M)进行合理取值,并进行若干

次重复计算。该样本空间共包含100组计算数据,

部分数据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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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样本空间

Table2暋Sampledata

样本编号 P1 P2 P3 P4 P5 P35 F35

1 0.949185 0.949605 0.93488 0.933405 0.98804 0.999115 0.00089

2 0.949275 0.94979 0.934315 0.93439 0.98806 0.999025 0.00098

3 0.949455 0.94881 0.934305 0.93479 0.98823 0.99907 0.000935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49 0.948895 0.949420 0.935045 0.934150 0.987585 0.999125 0.000880

50 0.949545 0.949555 0.934225 0.934115 0.987980 0.999090 0.000915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汅

99 0.949070 0.949025 0.935370 0.934280 0.988280 0.999120 0.000885

100 0.948915 0.948705 0.934425 0.933630 0.987910 0.998965 0.001040

注:P1 为传感器1可靠度;P2 为传感器2可靠度;P3 为传感器3可靠度;P4 为传感器4可靠度;P5 为传感器5可靠度;P35为3/5系

统可靠度;F35为3/5系统误触发概率。

暋暋变量P35、F35的数据分布分别如图8~图9所

示,可以看出:P35与F35集中分布在0.99906与

0.00095两侧;对数据作进一步处理,得到频率分

布直方图(FrequencyDistribution Histogram,简

称FDH)、均值(X)以及标准差(Y),如图8(b)和

图9(b)所示,可以看出:各变量呈正态分布。

(a)数据分布

(b)频率分布直方图

图8暋变量P35样本数据

Fig.8暋ThesampledataofvariableP35

(a)数据分布

(b)频率分布直方图

图9暋变量F35样本数据

Fig.9暋ThesampledataofvariableF35

重复上述模拟流程,得到不同逻辑关系下传感

器模块的可靠度与误触发概率模拟值。为了进一

步说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对非同型单元3/5表决系

统可靠度的理论计算做简单讨论。通过排列组合

分析,非同型单元3/5表决系统共存在16种正常

工作状态,且子部件寿命分布的差异导致无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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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对其可靠度进行直接计算,故将表决系统的

可靠度计算公式展开,并依次带入子部件相应失效

率,其计算过程如下:

R3/5=R1R2R3F4F5+R1R2R4F3F5+R1R2R5F3F4+R1R3R4F2F5+R1R3R5F2F4+R1R4R5F2F3+
R2R3R4F1F5+R2R3R5F1F4+R2R4R5F1F3+R3R4R5F1F2+R1R2R3R4F5+R1R2R3R5F4+
R1R2R4R5F3+R1R3R4R5F2+R2R3R4R5F1+R1R2R3R4R5=

e-(毸1+毸2+毸3)暳104(1-e-毸4暳104)(1-e-毸5暳104)+…+e-(毸3+毸4+毸5)暳104(1-e-毸1暳104)(1-e-毸2暳104)+
e-(毸1+毸2+毸3+毸4)暳104(1-e-毸5暳104)+…+e-(毸2+毸3+毸4+毸5)暳104(1-e-毸1暳104)+e-(毸1+毸2+毸3+毸4+毸5)暳104

=0.9990571

暋暋同理,通过上述方法依次得到不同逻辑关系下

传感器模块的可靠度与误触发概率理论值,其与模

拟值的对比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模拟值与理论

值的最大相对误差为0.8988%,其中5/5表决系

统的误触发概率相比于1/5表决系统,相差6个量

级,从而默认为极小量;另外,传感器模块所含部件

寿命分布查表易得,技术路线经典可靠,因此蒙特

卡罗法应用于传感器模块的可靠性分析具有一定

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表3暋模拟值与理论值对比

Table3暋Comparisonsbetweensimulatedand

theoreticalvalues

可靠度 模拟值 理论值 相对误差/%

P15 1.00000000 0.99999988 0.000012

P25 0.99998464 0.99998018 0.000446

P35 0.99905710 0.99904358 0.001353

P45 0.97898884 0.97898202 0.000697

P55 0.77733545 0.77724474 0.011669

误触发概率 模拟值 理论值 相对误差/%

F15 0.22266955 0.22275526 0.0385

F25 0.02101616 0.02101798 0.0087

F35 0.00094790 0.00095642 0.8988

F45 0.00001980 0.00001982 0.1000

F55 0 0.00000013 -

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k值的递增,传感器模

块可靠度呈现递减趋势,原因是满足表决系统逻辑

要求的工作状态组合数目随着k值的递增而减少,

其中P55数值的陡降是由于只包含一种工作状态

(即所有部件均正常工作)引起的;同理,误触发概

率呈现出递减趋势的原因与可靠度相同。另外,结

合上述不同逻辑关系下传感器模块可靠度与误触

发概率计算结果,发现仅3/5表决系统满足直升机

应急漂浮系统功能危险性分析的定量要求(毸曑

10-7),从而该传感器模块选择3/5表决系统最为

合适。

3暋结暋论

(1)通过模拟值与理论值的对比,表明将蒙特

卡罗法应用于传感器模块的可靠性分析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解决了非同型单元k/n(G)表

决系统工作状态组合爆炸、计算过程繁琐易错的

问题。

(2)依据可靠度与误触发概率的计算结果,发

现其值均随k值的递增呈现递减趋势,原因是满足

相应逻辑要求的工作状态组合数目随着k值的递

增而减少。结合功能危险性分析的相应结论,该直

升机应急漂浮系统传感器模块选择3/5表决系统

最为合适。研究结果可为后续相似模块的逻辑关

系选择与可靠性设计提供技术路线。

参考文献

[1] 侯斌.波浪对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稳定性的影响[D].南

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6.

HOUBin.Theinfluenceofwaterwaveonstabilityofheli灢
copteremergencyfloatingsystem[D].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2016.(inChi灢
nese)

[2] 王瑶,孙秦,薛海红,等.三种系统可靠性评估方法的比较

与分析[J].航空工程进展,2014,5(4):491灢496.

WANGYao,SUNQin,XUEHaihong,etal.Comparison

andanalysisofthreesystemreliabilityevaluationmethods
[J].Advancesin 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2014,5(4):491灢496.(inChinese)

[3] 宋述芳,马艺琰,王璐.概率安全评估和可靠性分析中故障

树的重要度分析[J].航空工程进展,2018,9(4):506灢

513.暋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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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Shufang,MAYiyan,WANGLu.Importanceanal灢
ysisoffaulttreeinprobabilisticsafetyassessmentandrelia灢
bilityestimation[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

Engineering,2018,9(4):506灢513.(inChinese)

[4] HONGSheng,ZHOUZheng,ZIOE,etal.Conditionas灢
sessmentfortheperformancedegradationofbearingbased

onacombinatorialfeatureextraction method[J].Digital

SignalProcessing,2014,27:159灢166.
[5] 陈圣斌,高峰,周晓光,等.直升机驾驶人员的可靠性分析

与研究[J].直升机技术,2011(4):6灢11.

CHENShengbin,GAOFeng,ZHOUXiaoguang,etal.A灢
nalysisandresearchofthepilot灢controlreliabilityforthe

helicopter[J].HelicopterTechnique,2011(4):6灢11.(in

Chinese)

[6] CHUNGE,JOHNSH.Faulttreeanalysesasatoolfor

flightcontrolsystemarchitecturedesign[C]曃 Reliability&

Maintainability Symposium.USA:IEEE,2016:1145灢

1151.暋
[7] 李占营,王建军,邱明星.基于有限元法的输液管路稳定性

可靠性研 究 [J].航 空 动 力 学 报,2017,32(12):2903灢

2909.暋

LIZhanying,WANGJianjun,QIU Mingxing.Researchon

stabilityreliabilityofpipeconveyingfluidbasedonfiniteel灢
ementmethod[J].JournalofAerospacePower,2017,32
(12):2903灢2909.(inChinese)

[8] 李冰月,孙建红,刘海港,等.基于 FMEA 的飞机空调系

统故障诊断与仿真[J].振动、测试与诊断,2017,37(3):

588灢595.暋

LIBingyue,SUNJianhong,LIU Haigang,etal.Faultdi灢
agnosisandsimulationofaircraftairconditioningsystem

basedonFMEA[J].JournalofVibration,Measurement&

Diagnosis,2017,37(3):588灢595.(inChinese)

[9] 冯志杰,王煜阳,周昊.某型飞机起落架机电液一体化可靠

性分析[J].兵器装备工程学报,2018,39(1):29灢33.

FENGZhijie,WANGYuyang,ZHOU Hao.Reliabilitya灢
nalysisbasedon mechanical灢electrical灢hydraulicco灢simula灢
tionforacertainplane暞slandinggear[J].JournalofOrd灢
nanceEquipmentEngineering,2018,39(1):29灢33.(in

Chinese)

[10] 任广斌,周滨.某型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技术研究[C]曃
第七届中国航空学会青年科技论坛文集.中山:中国航空

学会,2016:101灢106.

RENGuangbin,ZHOUBin.Researchofemergencyflota灢
tionsystem onhelicopter[C]曃 Proceedingsofthe7th

YouthScienceand TechnologyForum ofCSAA.Zhong灢
shan:ChineseSocietyof Aeronauticsand Astronautics,

2016:101灢106.(inChinese)

[11] MOGHADDASSR,ZUOMJ,QUJ.Reliabilityandavail灢
abilityanalysisofarepairablek灢out灢of灢n:GsystemwithR

repairmensubjecttoshut灢offrules[J].IEEETransactions

onReliability,2011,60(3):658灢666.
[12] 刘英,李荣祖,张根保.非同型单元k/n(G)马尔可夫系统

可靠性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43(3):17灢21.

LIUYing,LIRongzu,ZHANGGenbao.Reliabilityanaly灢
sisofk/n(G)Markovsystem withnon灢homogenousunits
[J].Journalof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灢
nology(NaturalScienceEdition),2015,43(3):17灢21.(in

Chinese)

[13] MAHDISF,WANGYuan,DALLOYAH.Reliabilitya灢
nalysisoftheinduceddamageforsingle灢holerockblasting
[J].GeoriskAssessmentandManagementofRiskforEn灢
gineeredSystemsandGeohazards,2018,12(1):82灢98.

[14] TOMASSONE,SODERL.Improvedimportancesampling
forreliabilityevaluationofcompositepowersystems[J].

IEEETransactionsonPowerSystems,2017,32(3):2426灢

2433.
[15] HAROJR,INGAE.Stateofart,reliabilityassessmentin

thetransmissionsystembasedonmontecarlomethod[J].

IEEELatinAmericaTransactions,2016,14(1):398灢403.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

准———电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GJB/Z299C-2006[S].
北京:总装备部军标出版社发行部,2007.

GeneralEquipmentDepartmentoftheChinesePeople暞s

LiberationArmy.NationalmilitarystandardofthePeople暞

sRepublicofChina-Electronicequipmentreliabilitypre灢
dictionmanual:GJB/Z299C-2006[S].Beijing:General

EquipmentDepartmentMilitaryStandardsPress,2007.(in

Chinese)

作者简介:
郭暋星(1995-),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可靠性工

程与计算流体力学。

孙建红(1968-),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飞行器设

计、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技术、环境流体力学。

李名琦(1973-),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直升

机救生技术。

马芳云(1977-),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可靠

性工程与故障诊断。

孙暋智(1987-),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直升机救生技

术、飞机管理与热防护、飞机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

(编辑:马文静)

935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郭星等:直升机应急漂浮系统传感器模块可靠性分析



第11卷 第4期

2020年8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4
Aug.2020

收稿日期:2020灢05灢09;暋修回日期:2020灢06灢09
通信作者:马楠,manan8908@hotmail.com
引用格式:马楠,路成.基于分解协调移动极值响应面法的多构件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4):540灢548.

MANan,LUCheng.Dynamicreliabilityanalysisofmulti灢componentstructuresbasedonmovingextremumresponsesurface

method灢baseddecomposedcoordinativestrategy[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20,11(4):540灢548.
(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4灢540灢09

基于分解协调移动极值响应面法的多构件
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

马楠1,路成2

(1.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需求工程与型号发展部,上海201210)

(2.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西安710072)

摘暋要:多个构件装配而成的复杂结构可靠性分析存在计算流程繁琐、计算效率低的问题。基于极值响应面

法、移动最小二乘法和分解协调的策略,提出分解协调移动极值响应面法(DCMERSM),对考虑流-热-固耦

合作用的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进行动态可靠性分析,通过对比直接模拟和分解协调极值响应面

法(DCERSM),对 DCMERSM 在 建 模 特 性 和 仿 真 性 能 方 面 的 有 效 性 和 适 用 性 进 行 验 证。结 果 表 明:

DCMERSM不仅适用于转子机械动态可靠性分析,同时还可以用于复杂机械多构件结构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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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复杂结构通常由多个构件按照一定的规则装

配而成,例如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盘是由多个叶

片和轮盘组装形成。复杂结构工作过程中,一旦某

一构件发生故障,将导致整个结构系统功能失常,

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有必要开展考虑动态

载荷影响下的多构件结构可靠性分析。

关于结构可靠性分析方面,国内外展开了大量

研究,大体上可分为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两类,其

中直接方法包括直接模拟法和近似模拟法,而间接

方法主要以代理模型为主。对于结构可靠性分析,

直接模拟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之一为蒙特卡

罗(MonteCarlo,简称 MC)模拟[1],近似模拟法主

要有一次二阶矩法[2]、改进一次二阶矩法[3]、二次

二阶矩法[4]、二次四阶法[5]等。然而,MC模拟在

进行结构可靠性分析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仿真模拟,

虽然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精度,但是计算负担比较

繁重,甚至很难处理具有动态特性的复杂结构可靠

性分析问题;近似模拟法是在结构功能函数已知的

前提下通过多次多阶求导进行可靠性分析,其计算

流程比较繁琐并且分析精度相对较低,对于复杂结

构功能函数未知的情况,这类方法并不适用。间接

方法即代理模型的出现,例如响应面法[6]、Kriging
模型[7]、人工神经网络模型[8]、支持向量机模型[9]

等,为处理结构概率分析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此外,HongS等[10灢13]利用不同的方法对轴承的退

化性能、性能监测和剩余寿命进行了分析,并验证

了方法的有效性。对于涉及动态特性的复杂结构

可靠性分析,代理模型需要建立大量的数学模型,

其计算流程相对繁琐,导致其效率不能满足工程

需求。

为了克服代理模型在复杂结构动态可靠性计

算效率的问题,ZhangCY 等[14]将传统响应面法

与极值策略相结合,提出了极值响应面法,实现机

械柔性臂的动态可靠性分析;路成[15]将极值响应

面法用于实现航空发动机转子结构的动态可靠性

分析及灵敏度分析;FeiC W 等[16]将极值响应面

法与支持向量机模型用于复杂结构动态可靠性分

析,通过案例验证了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LuC

等[17]基于 Kriging模型和极值策略探究提出了极

值 Kriging模型,用来处理航空发动机低压压气机

叶盘径向变形动态概率分析;SongLK 等[18]研究

提出了改进神经网络模型用于实现柔性机械的动

态可靠性灵敏度评估。上述方法虽然能够有效提

高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效率,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

足之处:复杂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的精度不能满足

工程需求,原因在于最小二乘法本身的限制,导致

所建立的模型精度不高;对于涉及多个构件的复杂

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需要针对每个构件建立输出

响应与输入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分析流程过于

复杂。

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将极值响应面

法、移动最小二乘法和分解协调策略有效融合,提

出便于处理多构件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的分解协

调移动极值响应面法,通过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

盘(由叶片和轮盘组成)径向变形动态可靠性分析

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通过方法对比,从建模特性

和仿真性能两个方面对 DCMERSM 的适用性进

行验证。

1暋DCMERSM 原理

1.1暋基于 DCMERSM 的多构件结构可靠

性分析流程

DCMERSM 是基于极值响应面法、移动最小

二乘法和分解协调策略发展而来,其中:极值响应

面法用来处理多构件结构分析时域变量的动态特

性,结合极值选取策略及联动抽样策略获取动态分

析时域内的输入样本及输出响应;分解协调策略是

将多构件结构分解为单一构件结构,进而将各构件

输出响应协调成多构件结构总的输出响应,用以协

调多构件结构输出响应之间的关系;移动最小二乘

法依据紧支撑域获取有效样本,并结合获取的样本

建立多构件结构输出响应与输入变量的关系模型。

基于DCMERSM 的多构件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

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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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基于DCMERSM 的多构件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流程

Fig.1暋Flowchartofdynamicreliabilityanalysisof

multi灢componentstructureswithDCMERSM

从图1可以看出:基于 DCMERSM 的多构件

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主要包括动态确定性分析、样
本获取、DCMERSM 模型构建和动态可靠性分析

4个步骤。具体描述为:
(1)动态确定性分析。针对多构件结构研究

对象,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在分析时域[0,T]内
设置相关的动态载荷、边界条件及材料参数,执行

动态确定性分析,获取各构件输出响应的极值。
(2)样本获取。依据所确定的输出响应极值,

确定研究时刻t(t暿[0,T]),定义随机输入变量及

数值分布特征,结合联动抽样获取输出响应及输入

变量的样本,进而引入紧支撑域获取有效建模样

本。其中,联动抽样由拉丁超立方抽样演化而来,
其基本原理是针对每组随机输入变量样本,可以同

时获取各构件相应的输出响应[19],结合二维空间

说明紧支撑域获取有效样本的原理[20],具体如图2
所示,其中:h11为计算点与第一象限样本点最近距

离;h12为计算点与第二象限样本点最近距离;h13为

计算点与第三象限样本点最近距离;h14为计算点

与第四象限样本点最近距离;hp 为计算点与各象

限样本点最近距离的最大值;毬为影响系数,用于

确保有效样本点数量能够满足建模需求,通常为

[1.2,2.5]。

图2暋基于紧支撑域获取有效样本原理图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obtainingeffective

samplesbasedonlocalcompactsupportregion

(3)DCMERSM 模型构建。结合选取的有效

样本,采用移动最小二乘法建立各构件输出响应与

输入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即分解模型;依据各构

件输出响应之间的关系,建立多构件结构总的输出

响应与输入变量关系模型,即协调模型;验证所建

立的模型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如果不满足需要重新

抽取样本,执行后续流程,如果满足则确定所建立

的DCMERSM 模型。
(4) 动 态 可 靠 性 分 析。 基 于 所 建 立 的

DCMERSM模型,构建多构件结构极限状态函数,
运用 MC抽样实现动态可靠性分析,输出多构件

结构可靠性分析结果。

1.2暋DCMERSM 数学模型

通过多构件结构层、子结构层、单一构件层和

变量层的复杂结构说明 DCMERSM 数学模型,结
合分解协调策略将多构件结构依次分解至变量层,
其原理如图3所示,其中,f(·)为多构件结构层

总的输出响应与子构件层输出响应之间的关系,

f(z1)(·)为第z1 个子构件输出响应与对应单一构

件层输出响应之间的关系,f(z1z2)(·)为第z2 个单

一构件输出响应与对应变量层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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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分解协调策略原理图

Fig.3暋Schematicdiagramofdecomposedcoordinativestrategy

暋暋四层多构件结构包含z1(z1暿Z)个子构件层,
且各子构件层有z2(z2暿Z)个单一构件层,则多构

件结构总输出响应为

yDCMERSM =f(x)=f[f(1)(x),f(2)(x),…,f(z1)(x)]
(1)

式(1)可写为

yDCMERSM =

f(y(1)
DCMERSM,y(2)

DCMERSM,…,y(j)
DCMERSM,…,y

(z1)
DCMERSM)(2)

式中:y(j)
DCMERSM(j=1,2,…,z1)为第j个子构件1st

分解模型,即:

y(j)
DCMERSM =f(j)(x(j))=

f(y(j1)
DCMERSM,y(j2)

DCMERSM,…,y(jk)
DCMERSM,…,y

(z1z2)
DCMERSM)(3)

式中:y(jk)
DCMERSM(k=1,2,…,z2)为第k个单一构件

2nd分解模型,即

yjk
DCMERSM =f(jk)(x(jk)) (4)

式中:x(jk)为第j个构件所包含的第k 个单一构件

相关的变量,而x为x(jk)按照一定顺序的组合。
结合极值响应面法数学模型的形式,构建多构

件结构第j个子构件层的第k个单一构件的2nd分

解模型,其形式可表达为

yjk
DCMERSM(x(jk))=a(jk)+暺

n曞

i曞=1
b(jk)

i曞 x(jk)
i曞 +暺

n曞

i曞=1
c(jk)

i曞 (x(jk)
i曞 )2

(5)
式中:i曞=1,2,…,n曞,n曞为2nd分解模型变量个数;

a(jk)、b(jk)
i曞 和c(jk)

i曞 分别为多构件结构第j个子构件层

的第k个单一构件的2nd分解模型常数项、一次项

系数和二次项系数。
同理,多构件结构第j个子构件的1st分解模

型和多构件结构层协调模型可表达为

yj
DCMERSM(x(j))=aj+暺

n曚

i曚=1
b(j)

i曚x(j)
i曚 +暺

n曚

i曚=1
c(j)

i曚 [x(j)
i曚 ]2

(6)

yDCMERSM(x)=a+暺
n

i=1
bixi+暺

n

i=1
cix2

i (7)

式中:i曚=1,2,…,n曚,n曚为1st分解模型变量个数;i
=1,2,…,n,n为协调模型变量个数;a(j)、b(j)

i曚 和c(j)
i曚

分别为多构件结构第j个子构件的1st分解模型常

数项、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a、bi 和ci 分别为

多构件结构协调模型常数项、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

系数。
为了构建 DCMERSM 模型,本文结合移动最

小二乘法求解式(5)~式(7)相关待定系数,即先运

用联动抽样策略获取足够的样本,再采用紧支撑域

选择m(m曒2n+1)个有效建模样本,最后通过式

(8)计算相关待定系数。其中,式(8)仅以求解式(7)
中的待定系数为例,说明分析原理。

d=[XTW(x̂)X]-1XTW(x̂)Ytrue (8)
式中:d为待定系数向量;X 为随机输入变量矩阵;

W(x̂)为计算点处的加权系数对角矩阵;Ytrue为输出

响应向量。d和W(x̂)可为

d=[ab1b2 …bnc1c2 …cn] (9)

W(x̂)=diag[w(x̂-x1)w(x̂-x2)…w(x̂-xm)]
(10)

式中:w(·)为计算点与样本点之间的加权系数,通
常选取三次样条函数作为加权函数的形式(如式

(11)所示),原因在于其拟合特性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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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基于上述关系,可以构件多构件结构分解模型

和协调模型,即多构件结构功能函数(DCMERSM
模型)。

1.3暋基于DCMERSM的动态可靠性分析原理

结合DCMERSM 数学模型,构建的多构件结

构极限状态函数为

gDCMERSM(x)=yallow -yDCMERSM(x) (12)
式中:yallow为多构件结构输出响应的许用值。

当gDCMERSM(x)曒0时,多构件结构是可靠的;
反之则失效。

通过对式(12)进行大量数值模拟,多构件结构

失效概率和可靠性概率可以表述为

Pf =曇RnIF(x)gDCMERSM(x)dx=E[IF(x)]=

1
N暺IF(x)=Nf

N
(13)

Pr=1-Pf =Nr

N
(14)

式中:IF(x)为示性函数;N 为样本数量;Nf 为失

效样本数量;Nr 为可靠样本数量。

2暋基于DCMERSM 的涡轮叶盘径向

变形分析

高压涡轮叶盘(由叶片和轮盘组成)作为航空

发动机重要组件之一,其可靠性直接影响整个系统

运行的安全性。高压涡轮叶盘在航空发动机运行

过程中,往往受到复杂物理载荷的作用,例如流体

载荷、热载荷、结构载荷等,且该结构是典型的循环

对称结构。

2.1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动态确定性分析

为了减轻计算负担,选取1/48涡轮叶盘(包含

1个叶片和1/48轮盘)作为分析对象,建立其有限

元模型以及流场有限元模型,如图4所示,可以看

出:高压涡轮叶盘有限元模型和流场有限元模型由

四面体 单 元 组 成,其 中,叶 片 有 限 元 模 型 包 括

75097节点和48551单元,轮盘有限元模型包括

57213节点和33885单元,流场有限元模型包括

472930节点和338917单元。

暋暋暋暋暋(a)叶片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轮盘

(c)流场

图4暋涡轮叶盘及流场有限元模型

Fig.4暋Finitemodelsofturbinebliskandflowfield

基于建立的有限元模型,考虑流-热-固耦合

的影响,在分析时域[0s,215s]设置相关的载荷及

材料参数,即选取 GH4133作为高压涡轮叶盘材

料,进口压力为2暳106 Pa,出口压力为5.88暳
105Pa。此外,高压涡轮叶盘进口流速、燃气温度

和转速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5所示。

图5暋进口流速、燃气温度和转速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5暋Changingcurvesofinletvelocity,gas

temperatureandrationalspeedwithtime

运用紧密耦合方法实现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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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确定性分析,得到叶片和轮盘径向变形随时间

变化曲线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高压涡轮叶盘径向

变形最大值出现在爬升阶段,即[165s,200s]。

图6暋涡轮叶片和轮盘径向变形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6暋Changingcurvesofturbinebladeand
diskradialdeformation

选取某一时刻t(t暿[165s,200s])作为研究

时刻,此时涡轮叶片和轮盘径向变形分布云图如图

7所示。

(a)叶片

(b)轮盘

图7暋涡轮叶片和轮盘径向变形分布云图

Fig.7暋Distributionnephogramsofturbinebladeand
diskradialdeformation

从图7可以看出:径向变形最大值出现在轮盘

顶端和叶尖部位。

2.2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 DCMERSM 模型

分析

考虑高压涡轮叶盘在运行过程中材料参数和

载荷条件具有随机性,选取进口流速v、出口压力

pout、燃气温度tgas、转速w 和密度氀作为随机输入

变量,假设相关变量服从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其

数值特征如表1所示。

表1暋随机输入变量数值特征

Table1暋Numericalfeaturesofrandominputvariables

输入变量 均值 标准差

v/(m·s-1) 160 8

pout/Pa 588000 58800

tgas/K 1200 72

w/(rad·s-1) 1168 58.4

氀/(kg·m-3) 8560 770.4

暋暋基于随机输入变量的数值特征,获取100组输

入样本,结合动态确定性分析计算高压涡轮叶片和

轮盘的径向变形,构成100组样本数据。其中,80

组样本作为训练样本,结合紧支撑域获取40组有

效建模样本,剩余20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用以验

证所构建模型的精度。

结合1.2节相关原理,构建高压涡轮叶盘的分

解模型,即高压涡轮叶片和轮盘径向变形的数学模

型,如式(15)~式(16)所示,式中:y(1)
DCMERSM 为高压

涡轮轮盘径向变形的分解模型;y(2)
DCMERSM 为高压涡

轮叶片径向变形的分解模型。

由于高压涡轮叶片和轮盘径向变形呈现加和

关系,因此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的协调模型如式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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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DCMERSM(v,Pout,tgas,w,氀)=0.1027-2.2893暳10-5v-1.2247暳10-7pout-1.6318暳10-5tgas+

9.9256暳10-6w-5.0399暳10-7氀+7.1571暳10-8v2+
1.0321暳10-13p2

out+9.5684暳10-10t2
gas-3.9256暳10-9w2+

3.9020暳10-10氀2 (15)

y(2)
DCMERSM(v,Pout,tgas,w,氀)=5.6359暳10-2-1.4830暳10-5v-1.0319暳10-7pout-6.2832暳10-6tgas+

8.3739暳10-6w-4.0306暳10-6氀+4.8597暳10-8v2+
8.7029暳10-14p2

out+3.6806暳10-10t2
gas-3.2735暳10-9w2+

1.7725暳10-9氀2 (16)

yDCMERSM(v,pout,tgas,w,氀)= y(1)
DCMERSM(v,pout,tgas,

w,氀)+y(2)
DCMERSM(v,pout,tgas,w,氀) (17)

2.3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动态可靠性分析

基于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协调模型,构建其

极限状态函数,如式(12)所示,结合 MC抽样对极

限状态函数进行10000次抽样模拟,涡轮叶盘径

向变形抽样历史和分布直方图如图8所示。

(a)抽样历史

(b)分布直方图

图8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抽样历史和分布直方图

Fig.8暋Samplinghistoryanddistributionhistogramof

turbinebliskradialdeformation

从图8可以看出: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服从

均值为2.244暳10-3 m,标准差为1.267暳10-4 m
的正态分布。因此,当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许用

值为2.624暳10-3 m 时,其可靠度为0.9977,满足

工程需求。

3暋DCMERSM 验证

3.1暋建模特性

为了验证 DCMERSM 在建模特性方面的优

势,结合训练样本,分别运用分解协调极值响应面

法 (Extremum ResponseSurface Method灢based

DecomposedCoordinativeStrategy,简称DCERSM)

和DCMERSM建立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功能函

数,其建模时间和预测精度如表2所示。

表2暋基于 DCERSM 和 DCMERSM 的建模

时间和预测精度

Table2暋Modelingtimeandpredictionaccuracyof

DCERSMandDCMERSM

方法 建模时间/s Eav/10-5 m 提高精度/%

DCERSM 1.37 8.7467 -

DCMERSM 0.52 4.8949 44.04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相比于 DCERSM,提出的

DCMERSM 具有较高的建模效率,原因在于 DC灢
MERSM 的建模时间少于 DCERSM 的建模时间,

DCMERSM 的平均绝对误差小于 DCERSM 的平

均绝对误差值,其预测精度相对于 DCERSM 提高

了44.04%。

基于测试样本,通过绝对误差Eab和平均绝对

误差Eav对其预测精度进行研究,其分析结果图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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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暋基于 DCERSM 和 DCMERSM 的绝对误差

Fig.9暋AbsoluteerrorsofDCERSMandDCMERSM

从图9可以看出:DCMERSM 具有较好的鲁

棒性,主要是因为 DCMERSM 的绝对误差曲线相

较于DCERSM 波动范围小。
综合 建 模 效 率 和 鲁 棒 性,本 文 所 提 出 的

DCMERSM在建模特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3.2暋仿真性能

为了进一步验证 DCMERSM 的有效性,通过

三种方法(直接模拟、DCERSM 和 DCMERSM)进
行对比,结合不同次数(102、103 和104)MC模拟实

现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动态可靠性分析,从仿真

效率和分析精度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中,以直接

模拟分析结果作为仿真性能分析评估参考,且所有

分析是在相同计算环境下进行的。基于直接模拟、

DCERSM 和DCMERSM 的仿真性能分析结果如

表3~表4所示。

表3暋基于直接模拟、DCERSM 和 DCMERSM 的仿真效率

Table3暋Simulationefficiencyfordirectsimulation,

DCERSMandDCMERSM

方法
仿真时间/s

102 次 103 次 104 次

直接模拟 522400 5365000 -

DCERSM 0.33 0.48 0.67

DCMERSM 0.33 0.48 0.67

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基于代理模型策略(DC灢
ERSM 和DCMERSM)的动态可靠性分析效率远

高于直接模拟方法,且随着模拟次数增加,其优势

越为明显;此外,DCERSM 和 DCMERSM 的仿真

时间相同,是因为本文所采用的建模形式相同,即
采用完全二次多项式建立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

的分解和协调模型。

表4暋基于直接模拟、DCERSM 和 DCMERSM 的分析精度

Table4暋Analyticalprecisionfordirectsimulation,

DCERSMandDCMERSM

模拟

次数

可靠度 分析精度/%

直接模拟 DCERSM DCMERSM DCERSM DCMERSM

102 0.9900 0.9700 0.9900 97.98 100

103 0.9970 0.9940 0.9980 99.70 99.90

104 - 0.9951 0.9977 - -

暋暋从表4可以看出:DCMERSM 的可靠度与直

接模拟分析所获取的基本相近,而 DCMERSM 的

分析精度优于 DCERSM 的分析精度。因此,DC灢
MERSM 对于多构件结构动态可靠性分析的仿真

性能同样具有一定的优势。

4暋结暋论

(1)与 DCERSM 相 比,本 文 提 出 的 DC灢
MERSM 建模效率提升了62.04%,预测精度提升

了44.04%;仿真性能方面,DCMERSM 的仿真时

间远远小于直接模拟,且 DCMERSM 的仿真精度

相比DCERSM 提高了1.11%。
(2)本文得到的可靠性指标可用于实现多构

件结构灵敏度分析,即研究输入变量对于输出响应

的影响,进而进一步指导其优化设计及运行控制;
此外,所提出的 DCMERSM 可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高压涡轮叶盘径向变形动态可靠性分析,同时也可

适用于复杂装备机械多构件结构可靠性分析以及

多失效模式的动态概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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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目前,我国军用飞机由使用方自行规划开展飞机在使用保障阶段的技术状态管理工作,缺乏信息化手

段,效率低下,且与飞机研制交付阶段的技术状态管理工作存在断层。通过研究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管

理内涵,分析技术状态标识、技术状态控制、技术状态记实、技术状态审核等内容,提出一种适用于飞机使用保

障中的技术状态管理方法,并在某型号工程研制中进行工程实践。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显著提高飞机使用保障

中的技术状态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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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configurationmanagementinoperationalandsupportstageofourmilitaryaircraftmainly

dependsonuserown,whichisshortofinformatizationandhaslowefficiency,alsoisseparatedfromconfigura灢
tionmanagementindevelopmentanddeliverystage.Theconnotationofconfigurationmanagementinoperation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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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20世纪50年代,技术状态管理起源于美国,
是一种伴随着复杂武器系统研制而形成的系统工

程管理方法。后经多年发展,技术状态管理在多项

重大型号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一套成熟

的管理方法体系。如今,美国和欧洲均已制定了比

较完善的技术状态管理标准[1灢5]。我国参考ISO/

9004灢7《技术状态管理指南》和 MIL灢STD灢973《技
术状态管理》等国外标准,于1998年颁布了 GJB
3206-1998《技术状态管理》,并于2010年颁布了

GJB3206A-2010《技术状态管理》[6灢7]。
目前,国内外军用飞机技术状态管理各阶段均

有相关的研究。总体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军用飞

机技术状态管理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全寿命周期管

理方式,但都是通过军方为主导地位、研制方配合

的方式来保证技术状态管理工作的全寿命周期一

体化[8灢10]。国内的军用飞机技术状态管理缺乏全

寿命周期统一规划,军用飞机设计研制、生产制造、
使用保障等阶段虽然都有技术状态管理工作的相

关研究和应用[11灢16],但大多是按照各阶段单独进

行规划,相互分离,尤其是飞机在使用保障阶段的

技术状态管理,目前主要由使用方自行规划开展,
效率低下,且与飞机研制交付阶段的技术状态管理

工作存在明显断层。由于飞机在使用保障过程中

会频繁地发生技术状态变更,而且新型号飞机装机

设备种类多、数量多,十分不利于技术状态管理。
为了满足快捷、精确、全寿命周期的保障需求,

迫切需要军用飞机研制单位主导开展使用保障过

程的技术状态管理研究,充分规划和衔接好研制阶

段和使用保障阶段的技术状态管理工作,确保使用

方能更高效无误地开展使用保障阶段的技术状态

管理。基于此,本文对飞机使用保障过程中的技术

状态管理工作开展研究,提出一种高效的、适用于

飞机使用保障过程的技术状态管理方法,并进行实

践验证。

1暋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管理内涵

在使用保障阶段,飞机受一系列维修保障任务

的影响,使得其构型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比如定期

检修、排故而进行的换件;来自总师单位的技术更

改而执行的硬件更改和软件升级;飞机和装机件使

用寿命到达翻修期限而进行的翻修;地面测试或备

件不足而引起的串换件等。需要针对飞机使用保

障阶段开展技术状态管理方法研究,统筹规划好飞

机在设计研制、生产制造、使用保障等阶段的相应工

作,衔接好技术状态管理不同阶段的工作和数据。
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管理工作主要包

括技术状态标识、技术状态控制、技术状态记实和

技术状态审核[17灢18]。
(1)技术状态标识

通过合理确定构型项、构型项采集信息、生成

全机初始构型来完成技术状态标识。
(2)技术状态控制

在飞机交付技术状态基础上,持续实施控制流

程,实施技术状态更改,保证飞机、技术状态记录、
保障资源的一致性。

(3)技术状态记实

记录并报告飞机使用保障中产生的技术状态更改。
(4)技术状态审核

在飞机进行串换件、加改装等技术状态更改中

进行审核,在技术状态审核通过确认后,才能进行

技术状态更改。

2暋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管理方法

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管理需要飞机总

师单位和总装厂在飞机交付使用方之前建立飞机

使用保障阶段的初始构型,作为技术状态管理标识

的重要内容,在飞机交付使用方后,以初始构型数

据为基础,随着飞机一系列维修保障任务产生的技

术状态变化,围绕构型数据完成对技术状态的控

制、记录和审核,如图1所示。

图1暋技术状态管理流程图

Fig.1暋Procedurediagramofconfiguration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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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暋技术状态标识

在飞机研制生产过程中,构型项自身就带有很

多信息,比如名称、型号、性能数据、安装信息等;在
飞机使用维护过程中,构型项又会产生使用时间等

多项信息。这些信息多而繁杂,需要根据使用维护

的需求对其进行挑选,将确实需要的信息纳入技术

状态标识范围[19灢21],在飞机交付使用方之前建立

飞机使用保障阶段的初始构型。
根据以往型号飞机外场维护经验,基于状态维

修的需求和使用方精细化维修的需要,将构型项需

要管理的信息分为基本信息、履历信息和安装信息

三大部分进行采集和管理。具体信息及纳入理由

如表1所示。

表1暋飞机初始构型信息组成

Table1暋Compositionofaircraftinitialconfigurationdata

分类 信息名称 类型 纳入理由

基

本

信

息

飞机批架次 重要

SNS编码 重要

产品名称 重要

产品型号 重要

计时类型 重要

物品码 次要

出厂编号 重要

研制单位 次要

生产日期 次要

机载软件名称 重要

基本信息是对构型项

的最 原 始 的 描 述,从

设计、研制、生产一直

延续到使用维护阶段

的信息。

履

历

信

息

总寿命 重要

首翻期 重要

计时内容 重要

设计性能参数 次要

实际性能参数 次要

机载软件版本 重要

软件更新日期 次要

履历信息是从纸质履

历本中需要记录的信

息中 提 炼 出 来 的,为

实现履历本电子化提

供数据基础。

安

装

信

息

启封日期 次要

安装日期 次要

安装单位名称 次要

安装单位代码 次要

实际安装位置 重要

安装信息是为了表现

出构型件下级和上级

之间 的 装 配 关 系,为

维修人员在维护工作

中对构型件进行准确

定位提供参考信息。

暋暋表1所示数据包括了飞机设计、生产、制造、装
配、交付各阶段产生的数据,满足飞机使用维修保

障信息化管理需求。通过总师单位生成并下发构

型项清单、机载设备单位交付成品构型数据、机体

制造厂交付机体部件构型数据、总装厂采集装配全

机构型数据的方式完成飞机使用保障阶段的初始

构型数据生成,并随飞机交付使用方。

2.2暋技术状态控制

飞机技术状态在使用保障过程中会发生频繁

变化,需要借助飞机构型来进行管理,对构型的变

化进行严格控制,才能确保飞机技术状态的正确

性[22灢23]。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控制主要包

括以下工作:
(1)飞机交付使用方时,连同创建的初始构型

一起交付,确保构型数据与交付飞机技术状态一

致,飞机接收负责人确认交付构型与交付飞机技术

状态一致时才能完成飞机交付,其中需要重点确认

类型为“重要暠的项目;
(2)在飞机使用保障过程中,每次飞行或发动

机试车后,录入飞机、发动机的使用时间,以履历信

息中的重要类型信息为依据,对构型上的关联设备

使用时间进行自动累积;
(3)飞机构型中自动累积的使用时间,通过履

历信息中的重要类型信息作为判据,可以用来动态

预报到期工作、周期性工作剩余时间和有寿件到寿

更换时间;
(4)飞机由于故障维修发生机件拆装后,根据

当前飞机构型数据,在飞机构型数据中进行故障件

拆卸,然后将安装件在对应位置装上(如果为更换

地面备件情况,需要提前录入备件数据),保证构型

数据与当前实际装机状态一致;
(5)飞机构型中的所有更改变化,需要采集生

成相应记录,写入电子履历。
上述飞机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控制工作均

可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自动、便捷、精确地录入和

更新[24灢25]。

2.3暋技术状态记实

技术状态记实需要满足技术状态的实时记录、
查询和报告,能够记录飞机使用维护阶段的状态和

过程记录信息,构建出飞机使用维护阶段的关键

点,为飞机的使用和维护活动提供可靠的技术状态

信息。
通过记录飞机使用保障过程中重要类型的电

子履历信息,比较任意时间点之前电子履历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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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履历信息,得出差异,利用差异信息,根据型号

飞机当前构型状态,可以回溯到任意时间点的飞机

构型状态。
通过统计信息可以查看飞机使用保障过程中

关注信息的汇总统计,分类逐条反映出型号飞机的

纪实事件,方便使用方有选择地进行追溯和查看。
通过信息化手段,以重要类型数据为依据,可以将

构型数据选择通过计时构型(按计时关系组织)、物
理构型(按拆装关系组织)、功能构型(按工作单元

代码关系组织)等不同视图显示和管理,如图2
所示。

图2暋按不同视图管理构型数据示意图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configurationdata

managementbydifferentview

2.4暋技术状态审核

飞机技术状态审核是为技术状态控制服务的,
只有将影响技术状态变化的记录进行审核确认后,
技术状态才能作相应的更改[26]。主要通过在故障

登记、串换件登记、加改装登记等流程中增加审核

节点来对飞机技术状态的更改进行严格控制。

3暋型号应用及经验教训

3.1暋型号应用情况简介

在某型号工程配套保障信息系统研制中,按照

上述研究思路,研制技术状态管理分系统软件进行

飞机在使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信息化管理。保障

信息系统中的技术状态管理分系统功能模块的组

成如图3所示。保障信息系统构型管理页面如图

4所示。

图3暋某型号保障信息系统中技术状态管理

分系统功能模块组成

Fig.3暋Modulecompositionofconfigurationmanagement
subsystemforacertaintypeautonomiclogistics

informationsystem

图4暋某型号保障信息系统构型管理页面

Fig.4暋Configurationmanagementpageofa
certaintypeautonomiclogisticsinform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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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型号保障信息系统交付部队使用过程中,

根据走访调研和部队使用反馈情况,技术状态管理

分系统对使用部队的维修保障效率提高和减少差

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该系统由飞机研制单位进行设计研制,充

分考虑了从研制交付到使用保障阶段的技术状态

管理工作衔接。按照规划,飞机初始构型数据是由

总装厂在进行飞机装配时同步形成的,保证了交付

部队的初始构型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使用方接

收数据后可直接在此基础上开展使用保障阶段的

技术状态管理,显著减少了使用方数据初始化的工

作量;

(2)通过信息化手段,确保飞机由于串换件、

加改装等工作发生的技术状态变更能够被详细记

录下来,并可自动同步更新飞机技术状态数据为最

新状态,改进了以往使用方需多次手动纸质登记的

工作方式;

(3)通过对该型号保障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

实现技术状态管理分系统与其他分系统的联动,使

用方进行的日常登记工作可以自动更新相关技术

状态数据,而技术状态数据可通过模块间接口和后

台算法触发飞机定检、有寿件更换等工作自动提前

预报,减轻了使用方多次反复登记和人工监控定检

项目的工作负担。

在后续型号的技术状态管理工作中,可借鉴上

述成果。

3.2暋经验教训

在某型号工程中通过规划采集初始构型数据,

研制技术状态管理软件对飞机使用保障阶段的技

术状态进行信息化管理,打通了从型号研制阶段到

使用保障阶段的技术状态管理流程,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使用方的技术状态管理效率,降低出错率,

同时为保障信息系统的其他分系统功能提供了基

准和依据。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如下

问题:

(1)现阶段各机载设备单位仍保留着以纸质

履历本为主的方式传递产品履历数据,已不能满足

信息化的要求,且与构型数据存在着重复登记的

问题;

(2)目前,初始构型数据中基本信息为总师单

位各设计专业填写,履历信息由机载设备单位填

写,安装信息由机体制造商填写,多次出现填写信

息格式不一致情况;

(3)现阶段按照型号研制要求,机载设备的构

型数据有正式流程可以采集,但对于备件没有明确

采集流程,备件数据无法随设备交付,导致备件的

构型数据缺失,在使用保障阶段,备件的信息还需

要使用方手动录入系统中。

在后续型号研制中,为充分吸取经验教训,提

升技术状态管理工作效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提升改进:

(1)规划研究和推广基于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Identification,简称 RFID)的电子履历

方式传递产品信息,使用 CPU 卡附着履历本作为

履历数据安全存储、传递的介质,方便在机载设备

全寿命周期各阶段记录、更新状态信息,且方便履

历信息接入研制方、制造方和使用方的信息管理系

统,保证了数据共源,减少重复登记工作,提升信息

化水平;

(2)通过规划研制构型数据采集软件,规范定

制各填写项目格式,推广至主机所、成品单位、制造

厂等研制全线统一使用,确保各项目填写格式保持

一致;

(3)后续型号进一步明确交付备件的构型数

据生成和管理流程,确保备件的构型数据与设备同

步交付。

4暋结束语

本文针对当前国内军用飞机技术状态管理工

作缺乏全周期规划、效率低下的现状,开展飞机使

用保障中技术状态管理方法研究,以飞机研制总师

单位的站位,规划在研制阶段构建初始构型数据,

在使用保障阶段围绕构型数据,通过信息化方式开

展对飞机技术状态的控制、记录和审核等工作。该

方法在某型号工程上进行了工程应用,型号应用效

果良好,证明了通过本文方法可有效提升飞机在使

用保障中的技术状态管理效果,后续型号可通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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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RFID电子履历、研制推广构型数据采集软件、

明确备件交付数据流程等方法进一步提升改进技

术状态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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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liabilitylevelisoneofthemostsignificantindexestobeconsideredinaircraftdesignproce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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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可靠性工作贯穿于飞机研制的全寿命过程中,
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可靠性预计、可靠性设计、可

靠性试验、可靠性分析与评估等[1]。可靠性分析与

评估是可靠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整个寿

命周期内,根据产品的可靠性结构、分布模型,以及

有关的可靠性信息,利用统计方法,对产品的可靠



性指标给出评估的过程[2]。随着部队需求的提高,
飞机通用质量特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成为影响

使用效能的关键因素[3]。因此,飞机的可靠性水平

对飞机的作战能力、生存能力、部署机动性、维修保

障和全寿命周期费用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试飞阶段是发现设计、制造、工艺和材料等方

面的问题并不断改进,是机务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

持续提高的过程,飞机的可靠性水平主要受这些因

素的影响,此阶段可靠性评估结果的满足情况也是

对飞机研制阶段可靠性目标值的检验[4]。随着我

国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通过对新研飞机开展试飞

活动验证可靠性设计指标已成为必须要求。对民

用飞机而言,新研或改型的航空器要投入运行,首
先要通过型号合格审定过程,取得民航当局颁发的

型号合格证或补充型号合格证等证件。而型号合

格审定所规定的符合性方法中的一类就是飞行试

验,即试飞[5]。功能与可靠性试飞属于型号合格审

定要求的试飞活动,但又区别于合格审定试飞,以
确保飞机及其部件的设备功能运转正常且可靠。
对军用飞机而言,可靠性指标是飞机设计定型/鉴

定试飞阶段重要的考核要求。在设计定型/鉴定试

飞或部队试用阶段,各方对可靠性评估工作越来越

重视,将可靠性置于和性能同等重要的地位[5]。
国外关于飞机可靠性评估研究大多集中在飞

机系统[6灢7]、结构寿命[8]或评估方法选取与对比[9]

方面,整机可靠性指标则更关注于飞机的签派可靠

性(DispatchReliability),对飞机级的基本可靠性

指标关注极少,鲜有对试飞阶段基本可靠性指标

的验证与评估。例如在 A380飞机可靠性项目的

确认与验证过程中,通过早期阶段开展产品的加速

可靠性试验将相关设计缺陷进行了有效性排除,且
通过与承制方签订协议采用满足可靠性指标的成

熟产品,进一步提高整机的可靠性水平[10]。国内

在飞机可靠性评估方面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基于不

同的建模方法与仿真,开展飞机系统级的可靠性评

估[11],对试飞阶段飞机级的基本可靠性评估研究

涉猎不多。试飞阶段可靠性评估过程中关于故障

信息采集要求、采集方式、责任故障的判定和统计

方法等方面研究信息较少,而上述信息决定着飞机

可靠性评估结果的客观与准确性。
鉴于飞机可靠性评估的重要性,特别是从试飞

和试用阶段开始,用户使用的反馈信息不断增大的

情况下,如何对数据进行处理与评估,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飞机可靠性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本文对飞机试飞试用阶段可靠性评估流程进

行研究,并以某型飞机在试飞和试用过程中的故障

问题反馈为例,用较为实际的数理统计方法对飞机

的可靠性水平进行评估。

1暋可靠性评估

可靠性评估验证工作是在综合考虑生产方和

使用方的利益以及试验费用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制定科学合理的试验方案,利用科学合理的数理统

计学手段处理试验数据,验证产品的可靠性指标是

否满足要求[11]。飞机的可靠性评估,具体而言,则
是针对一段时间内的飞行信息(飞行时间和故障数

等),运用可靠性评估方法,求得可靠性参数估计值

的过程。

以美国波音和法国空客为代表的国外航空制

造商,依靠长时间大型飞机的设计和制造经验,以
及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和反馈,积累了大量真

实的可靠性数据。例如根据美国空军材料试验室

(AFML)统计,1963~1975年,美国空军仅因发动

机原因引起的事故就达到了1664起,占总事故的

43.5%[12]。在这些事故中,由疲劳、断裂和腐蚀等

原因引起的故障超过了60%。而通过不断地总结

经验,其发动机的可靠性水平逐渐上升。例如将

F灢5E的J85发动机进行设计改进,不仅推重比翻

倍,而且燃油消耗率也显著下降。美国国防部在

20世纪80年代,颁发了可靠性军用标准及手册,

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可靠性要求[13],为飞机、系统及

设备的可靠性评估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相比于国外,我国航空领域对可靠性的认识与研究

都比较晚,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全面发展

阶段[14]。

经典的可靠性评估方法有极大似然估计法[15]

和单侧置信下限估计方法[16],以及威布尔分布

法[17]和区别于经典统计理论的贝叶斯方法[18]等。

但在概率密度函数及概率分布函数都难以确定的

情况下,威布尔分布可靠性建模运算过程往往比较

复杂,计算量大[19]。贝叶斯方法则适用于小样本

755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郭鹏等:试飞试用阶段的飞机可靠性评估研究



量的情况,但要确定先验密度,同时对计算量要求

较高。极大似然估计方法默认故障分布服从指数

分布,且要求采样样本为完全样本量。

由于样本值的随机性以及小样本量的限制,利
用极大似然估计显然无法对飞机/机队的可靠性指

标进行准确评估。与此同时,区别于威布尔分布与

贝叶斯等方法的复杂运算量,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

条件下,通过默认飞机/系统/设备的故障率服从指

数分布的特点,利用单侧置信下限法,则能实现对

可靠性指标的快速评估,特别是随着飞机交付量的

提高,外场故障信息持续增大的情况下。利用单侧

置信下限法,能有效地降低评估过程中的运算量,

为型号的设计定型工作提供指导依据。

1.1暋可靠性评估基本理论

飞机的可靠性评估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可靠性

参数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TBF和平均故障间隔飞

行小时TFBF。

一般情况下,根据考核方要求,试飞试用阶段

的飞机可靠性评估采用单侧置信下限法,给出了飞

机/系统/设备以多大的可能性不小于统计计算值。

对单机或机群、系统进行可靠性评估时可采用

TFBF,对设备进行可靠性评估时则采用TBF。

针对飞机单机或机群以及飞机系统的可靠性

水平评估,主要采用公式(1)计算平均故障间隔飞

行时间单侧置信下限:

TFBFL = 2Tf

氈2(毩,2r+2) (1)

式中:TFBFL
为平均故障间隔飞行时间单侧置信下

限,fh;Tf 为累积飞行小时数(飞机履历本记录的

飞行时间),fh;r为累积责任故障数;毩为选定的显

著性水平(一般取0.2)。

机载设备可靠性试验由于受到试验设备、样品

数量、时间、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工程上很难严格按

照《可靠性鉴定与验收试验:GJB899A》开展验证。

因此,其可靠性指标的验证采用外场试飞的方法来

开展[20]。针对设备的可靠性水平评估,主要采用

公式(2)计算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单侧置信下限:

TBFL = 2T
氈2(毩,2r+2) (2)

式中:TBFL
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单侧置信下限,h;

T 为累积工作时间,h;r为累积责任故障数;毩为选

定的显著性水平(一般取0.2)。

1.2暋数据采集方式

一般情况下,试飞和试用期间的飞行故障信息

采集应分别由试飞单位和试用单位(相关设备的承

制单位应协助)提供,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暋试飞试用飞行期间故障信息采集表

Table1暋Datacollectionfromflighttestandonservice

故障日期
(年月日)

飞机

编号
飞行科目 地点

累计飞行

小时

故障部位/
设备名称

承制

单位

所属

系统

故障

现象

外场故障

原因分析

返厂故障

原因分析

纠正

措施

1.3暋数据采集要求

(1)飞行时间要求

飞行时间的采集应满足整机可靠性定量指标

的评估要求(建议按照考核值的40倍以上进行选

取)。
(2)地域要求

应选择在未来使用中的代表性地域开展,并综

合考虑典型使用环境因素(如高寒、湿热、干燥、潮

湿、盐雾、沙尘等)的影响。
(3)季节要求

夏季和冬季累积飞行小时数之和不应少于总

累积飞行小时数的1/2。
(4)样本量要求

用于可靠性评估的飞机总数一般不应少于6
架,单机累积飞行小时数不少于单机平均飞行小时

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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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可靠性评估原则和流程

2.1暋故障判定原则

(1)飞机或系统、设备不能工作或部分设备

丧失;
(2)飞机或系统、设备功能降级;
(3)飞机或系统、设备的机械及结构部件或元

器件发生破裂、断裂或损坏。

2.2暋责任故障判定

故障分为责任故障和非责任故障,只有责任故

障才属于可靠性评估的故障,责任故障的主要内

容为:
(1)由于飞机级设计缺陷或制造工艺不良引

起的故障;
(2)由于设备级设计缺陷(硬件或软件设计缺

陷)或制造工艺不良而引起的故障;
(3)由于元器件潜在缺陷或失效引起的故障;
(4)输出性能降低,经原位调整后,不能恢复

到正常使用状态的故障;
(5)非从属性故障原因引起的故障征兆;
(6)飞行中发现且地面技术保障人员无法立

即确认或排除的异常现象。

2.3暋责任故障统计原则

责任故障的统计应服从以下原则:
(1)经证实多种故障模式/现象都是由同一故

障原因引起的,计为一次故障;
(2)由同一原因引起,未真正排除而重复出现

的故障或经分析确认采取纠正措施并验证有效后

且不再发生,应合计为一次故障;
(3)有多个故障,当不能证明彼此为关联故障

或由同一原因引起时,每个故障应计为独立故障;
(4)在故障检测和修理期间,若发现飞机中还

存在其他故障而不能确定是由原有故障引起的,则
应将其视为单独责任故障进行统计[21];

(5)未丧失规定功能的轻微缺陷(如松动、漂
移、噪声、渗漏等),且不经拆卸就可以进行原位修

复的事件,不计入故障次数;
(6)新交付飞机前50fh内的责任故障不予统

计。

2.4暋评估流程

基于数据采集要求以及责任故障的判定和统

计原则,给出可靠性评估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暋可靠性评估流程图

Fig.1暋Reliabilityassessmentdiagram

3暋案例应用

选用试飞和试用部门的8架飞机,并以其在一

年内试飞和试用过程中的故障信息为例,按照可靠

性评估的流程开展评估工作。

3.1暋数据采集

按照试飞数据的采集要求,可靠性评估部门分

别从试飞和试用部门采集到若干条问题,并结合数

据采集方式的规范化要求,给出上述问题的具体信

息,鉴于数据量较大,此处仅给出示例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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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数据采集示例表

Table2暋Datacollectionsample

故障时间
(年月日)

飞机

编号

飞行

科目
地点

故障部位/
设备名称

承制

单位

所属

系统

故障

现象

外场故障

原因分析

返厂故障

原因分析
纠正措施

2018灢01灢11 XXX
飞行

品质

试飞

部门

直流二次

电 源 子

系统
XXX

供电

系统

1号变整电压

在 28 V 和

31V跳变。

直 流 电 源 控

制 保 护 器

故障。

直流电源保护器元器件内

部封装形式不适应温度交

变要求,内部芯片键合引线

由于器件分层导致机械拉

断,信号调制解调异常,导
致输出电压波动的故障。

选用新型

元器件进

行 功 能

替代。

2018灢01灢06 XXX 检飞
试用

部门

惯 性/卫

星组合导

航设备
XXX

航电

系统

飞机起飞后,
飞 行 员 反 映

右 侧 惯 导 无

数据输出。

惯导故障,无

数据输出,经

检查为惯导2
故障。

由于导航软件中央维护功

能设计存在缺陷。

对导航软

件 进 行

升级。

3.2暋责任故障判定与统计

3.2.1暋责任故障判定

按照责任故障的判定原则,试飞、试用过程中

出现的若干条问题,非责任故障798项,责任故障

382项(含重复责任故障),由于不牵扯新机交付问

题,飞机前50fh的责任故障不予考虑。

3.2.2暋责任故障统计

将试飞部门和试用部门的责任故障,按照故障

模式与机理类型相同的原则进行合并,有效责任故

障共325项,合并后的责任故障数和累计飞行时间

如表3所示。

表3暋责任故障信息表

Table3暋Validfaultinformation

部门 机号 责任故障/项 累计飞行时间/fh

试飞部门

试用部门

001 22 138.37

002 21 190.93

003 27 212.45

004 20 221.97

005 66 427.50

006 60 458.98

007 37 286.42

008 72 472.33

3.3暋可靠性评估

3.3.1暋机群可靠性评估

利用式(1)对机群的可靠性水平进行评估,其
中试飞部门的机群可靠性水平TFBF1为

TFBF1= 2T
氈2

1-毩(2n+2)=7.72fh

利用式(1)对机群的可靠性水平进行评估,其
中试用部门的机群可靠性水平TFBF2为

TFBF2= 2T
氈2

1-毩(2n+2)=6.61fh

综合评估结果为

TFBF=TFBF1暳0.4+TFBF2暳0.6=7.05fh
综上所述,某型飞机在一年内的基本可靠性水

平为7.05fh。

3.3.2暋系统可靠性评估

利用式(1)对机群各系统的可靠性水平进行评

估,如表4所示。

表4暋飞机各系统可靠性评估

Table4暋Reliabilityassessmentforsystemsofaircraft

系统名称 系统故障/项 区间估计/fh

航电系统

飞控系统

环控系统

机体结构

起落架结构

液压系统

供电系统

机电综合管理系统

起落架控制系统

照明系统

燃油系统

动力装置系统

APU系统

氧气系统

环境防护系统

防/灭火系统

任务系统

水/废水系统

生活设施

71
44
19
6

21
13
17
14
23
20
19
11
13
8
9
7
5
3
2

30.48
47.68

101.93
265.44
93.30

141.59
112.36
132.91
86.05
97.42

101.93
163.02
141.59
211.69
192.43
235.42
304.70
436.80
5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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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从表4可以看出:航电系统和飞控系统在试飞

试用过程故障较多,可靠性评估值较低,未达到系

统可靠性分配值要求。航电系统和飞控系统设计

部门,可根据上述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故

障进行分析与设计改进。

3.3.3暋设备级可靠性评估

对飞机设备级的可靠性水平进行评估时,设备

的工作时间应进行适当修正,充分考虑设备的机上

装机数量、运行比以及环境因子等因素,得到修正

后的可靠性水平为

T修正 =Tfh暳K2暳N暳Ke (3)
式中:Tfh为飞行时间;K2 为运行比(设备在空中和

地面总工作时间与飞行时间的比值TOH/Tfh);N
为设备的装机数量;Ke 为环境因子。

运行比是需要根据机载设备在整个飞行过程

中的工作特点,并综合考虑飞行前后的工作时间,
该数值一般经系统设计人员计算给出。

环境因子的数值,一般情况下应基于大量的统

计数据得出。国内目前尚无军标、规范等文献资料

给出不同产品在各种环境下的环境因子。通常情

况下,把试验室条件下的失效率作为基准失效率,
即环境因子为1[22]。其他环境下,环境因子可以进

行适当修正,修正时应综合考虑多种环境因素的影

响,如温度变化、湿度变化以及振动和冲击等因子

的影响。
由于机载设备的装机数量并不唯一,因此在进

行设备的可靠性评估时,该设备的总飞行时间应为

单套设备的飞行时间乘以装机总数。
基于式(2)和式(3),选择故障次数较多的典型

机载设备进行可靠性评估,如表5所示。

表5暋飞机典型设备可靠性评估

Table5暋Reliabilityassessmentoftypicaldevices

机载设备名称 故障次数 飞行时间/fh 装机数量 运行比 环境因子 修正时间/h 可靠性评估值/h

机轮温度压力监控装置 14 2408.95 1 1.00 1.1 2649.85 146
刹车控制分系统 11 2408.95 1 1.09 1.1 2888.33 195

座舱压力控制分系统 6 2408.95 1 1.00 1.1 2649.85 292
辅助动力装置(APU) 5 2408.95 1 1.25 1.1 3312.31 419

短波电台 7 2408.95 2 1.05 1.1 5564.67 544
气源分系统 5 2408.95 1 1.05 1.1 2782.34 352

惯性/卫星组合导航设备 4 2408.95 1 1.05 1.1 2782.34 414
攻角传感器 3 2408.95 2 1.05 1.1 5564.67 1009

中央告警设备 3 2408.95 1 1.05 1.1 2782.34 504
超短波电台 3 2408.95 1 1.05 1.1 2782.34 504

暋暋从表5可以看出:机载设备多集中在航电系

统,且评估结果也未达到相应的可靠性要求值。飞

机设计部门结合表4和表5的可靠性评估反馈,重
点对影响全机可靠性水平的系统和机载设备进行

故障分析与设计改进,开展可靠性提升工作。

4暋结暋论

(1)本文对试飞和试用阶段飞机可靠性评估

进行研究,通过故障信息收集的规范化,加强了对

故障个体的深入研究(例如提出对外场故障原因以

及返厂后故障原因的双重分析及相关纠正措施),
确保了信息收集的准确性,为责任故障的判定提供

了科学依据。
(2)试飞和试用阶段的可靠性从飞机级(机

群)、系统级和设备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可以作

为飞机设计部门开展飞机可靠性提升工作的重要

依据。
(3)本文建立的试飞和试用阶段的飞机可靠

性评估流程,有助于设计单位实现从个体可靠性水

平(具体机载设备的故障状态)到飞机整体可靠性

波动的全流程监控与跟踪,推动飞机的持续设计改

进,提高新研飞机的可靠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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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电液伺服阀早期故障征兆诊断

靳国涛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成都610073)

摘暋要:电液伺服阀是飞机刹车系统的重要执行部件,影响着飞机的着陆安全。针对某型飞机电液伺服阀故

障多发的问题,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刹车系统电液伺服阀的分析模型,根据分析模型和故障征兆判

据对电液伺服阀近期的工作数据进行分析和故障征兆诊断。结果表明:基于回归分析的故障诊断方法可以准

确地诊断电液伺服阀存在的故障征兆;早期故障征兆诊断可以预先发现电液伺服阀潜在的故障隐患,降低故障

发生率,显著提高飞机刹车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有助于优化维修策略和降低飞机全寿命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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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isanimportantpartofaircraftbrakesystem,whichaffectsthesafetyof

aircraftlanding.Inordertosolvetheproblemoffrequentfailureofacertaintypeofelectro灢hydraulicservo

valve,amodelof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ofthebrakesystemisestablishedbyusingtheregressionanalysis

method.Accordingtotheanalysismodelandthefaultsymptomcriterion,therecentworkingdataoftheelec灢
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areanalyzedandthefaultsymptomisdiagnosed.Theresultsshowthatthemethodcan

accuratelydiagnosethefaultsymptomsofthe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Theearlyfaultsymptomdiagnosis

candetectthepotentialfaultofthe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inadvance,reducethefaultrate,improvethe

safetyandreliabilityoftheaircraftbrakesystemsignificantly,andalsohelptooptimizethemaintenancestrate灢

gyandreducelifecyclemaintenancecostsofthe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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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刹车系统是飞机着陆制动的重要系统,主要用

于在飞机着陆时快速降低滑跑速度,使飞机安全刹

停在跑道上。刹车系统除了具有正常刹车、应急刹

车、差动刹车、起飞线停机刹车、起落架收起时自动

刹车、牵引刹车、地面停放刹车等功能外,还有接地

保护及故障检测等辅助功能[1]。刹车系统对飞机



安全起飞和着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受飞机

重量、跑道摩擦系数及使用环境(如高原)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刹车性能的好坏将直接影响飞机、机组

人员及乘员的安全。

电液伺服阀作为刹车系统的重要执行部件,直

接影响着飞机的着陆安全。某型机着陆滑跑过程

中,出现过多起由于电液伺服阀输出异常刹车压力

导致飞机无法及时刹停而冲出跑道或主机轮拖胎

爆破的事故,给用户心理造成了较大压力。目前,

电液伺服阀多采用定时维修方式,容易导致维修不

足或维修过剩,且仅针对电液伺服阀某一故障模式

有效,预防性维修意义有限。

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故障诊断技术涉及到

越来越多的学科,包含信号处理、模式识别、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计算机工程等,应用了多种新理论和

算法[2]。目前故障诊断方法主要有基于信号处理

的诊断方法、基于模型的诊断方法和基于知识的诊

断方法。基于信号处理的诊断方法,主要是通过对

故障设备工作状态下的信号进行诊断,当超出一定

的范围即判断为存在故障。王晓龙[3]利用变分模

态分解等新颖的信号处理方法,从拾取的原始振动

信号中有效提取轴承状态特征,实现了对滚动轴承

的早期故障诊断。该诊断方法只能根据诊断对象

所表现出来的特定信号诊断特定类型的故障,无法

对多故障同时发生和各种故障之间可能存在的相

互联系及影响加以分析。基于模型的诊断方法,需
建立诊断对象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模型获得预测

形态,通过与所测量形态对比产生残差信号并进行

分析,诊断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故障,主要分为参数

估计法、状态估计法和等价空间法三种。近年来在

飞机起落架、液压、电源等系统上应用广泛[4灢6],T.
Escobet等[7]通过该方法对PEM 燃料电池系统进

行了故障诊断,并给出了诊断结果。但在面对具有

强耦合、参数时变等严重非线性特征的复杂大系统

时,由于通常无法获取较为精准的模型,使得该诊

断方法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8]。随着人工智能

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知识的智能故障诊

断方法逐渐成为故障诊断研究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它不需要研究对象有精确的数学模型,主要包括

基于神经网络的诊断方法、基于粗糙集的诊断

方法、遗传算法、基于故障树的诊断方法和基于

专家系统的诊断方法等。其中专家系统是最引

人注目、研 究 最 多、应 用 最 广 泛 的 智 能 诊 断 方

法,该方法依赖于丰富的专家知识库和完备的

推理库。金吉[9]、刘平华[10]和 CaoJunbin等[11]

分别通过专家系统实现了对飞机飞控系统、发

动机系统、电源系统的智能故障诊断,并给出了

维修改进的合理化建议。

现阶段飞机系统故障诊断多采用故障树分析

法,它依赖于各领域专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程实

践经验。王雪飞等[12]、王立纲[13]运用基于故障树

分析法的故障诊断系统完成了对现役飞机刹车系

统的故障诊断;ZhaoNingning等[14]采用故障树分

析法对一个典型的飞机雷击案例进行了系统分析,

提出了防止飞机雷击的具体措施;H.Zerrouki
等[15]则对比分析了故障树分析法的局限性。基于

故障树分析法的故障诊断系统能够直观表达系统

的故障模式,便于快速准确地进行故障诊断,但该

方法要求具备完整的故障信息库,这通常需要专家

运用工程知识并结合外场大量故障案例花费较长

时间来建立。对于刚交付使用的飞机,建立一套完

整的故障信息库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采用故障树分

析法有时难以给出满意的诊断结果。另外,基于故

障树分析法的故障诊断系统侧重于对已发生的故

障进行定位,对飞机系统隐藏的故障征兆通常无法

检测,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由于刹车系统故障会

严重影响飞行安全,飞行前对刹车系统故障率高的

产品进行故障征兆检测、隔离和排除,可以将故障

扼杀在萌芽状态,远比出现故障后再进行诊断更有

意义,同时也能弥补现阶段飞机故障诊断系统存在

的不足。

基于此,本文针对某型飞机刹车系统电液伺服

阀使用过程中故障频发的问题,依据电液伺服阀大

量工作数据的变化规律,运用统计学中回归分析的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统计方法,建立电液伺服阀输入

量与输出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函数表达式,确定模型

参数并对模型进行检验,然后根据建立的模型和故

障征兆判据对电液伺服阀近期的工作数据进行早

期故障征兆诊断,以期在飞行前发现和排除电液伺

服阀潜在的故障隐患,降低实际故障发生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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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暋故障诊断技术概述

1.1暋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

故障诊断技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我国对故障诊断技术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

开始的,目前已在航空、航天及汽车等领域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故障诊断技术主要通过对系统和设

备的状态进行检测,达到对其故障进行诊断的目

的[16]。回顾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

人的感官和专业经验判断到通过传感器技术、动态

测试技术及信号分析技术判断,再到利用计算机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进行判断的阶段,故障诊

断手段越来越智能化和自主化。

1.2暋故障诊断的主要作用

故障诊断的作用是及时和提前发现设备存在

的故障和安全隐患,降低设备故障率和维修保障费

用,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在军事领域,通过故障诊断可以减少飞机执行

任务过程中由于故障而引起的风险,提高任务成功

率,保障飞机飞行安全,还有助于优化维修策略,减
少设备维修次数,提升飞机完好率[17];在民用领

域,故障诊断主要用于减少设备事故率,降低维修

费用,提升经济效益。例如某汽车故障诊断系统可

以把诊断过程产生的数据文件同时传输到指定的

数据库,汽车生产商的设计、生产、售后等部门可以

从数据库上及时清楚地了解车辆故障率的统计分

析结果,以方便汽车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有针对性

地改善生产环境,控制生产过程,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产品故障率和维修费用[18]。

2暋飞机刹车系统简介

2.1暋刹车系统原理

飞机刹车系统一般由主刹车系统和备份刹车

系统组成,主刹车系统使用液压刹车,备份刹车系

统使用冷气刹车。当主刹车系统由于故障不能满

足飞机刹车需求时,飞机会根据系统控制逻辑或飞

行员指令切断主刹车系统,同时启用备份刹车系统

对飞机进行刹车,备份刹车系统一般不具备防滑功

能,刹车过程中容易出现拖胎问题。飞机刹车系统

原理简图如图1所示。

图1暋飞机刹车系统原理简图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aircraftbreaksystem

主刹车系统主要包括刹车控制器、电磁阀、电
液伺服阀、机轮刹车装置等。当飞机需要刹车时,
刹车控制器接收来自飞机管理计算机的刹车指令,
控制打开电磁阀,使液压油进入到电液伺服阀中,
刹车控制器根据轮速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反馈的

机轮转速信号和刹车压力信号,并结合刹车指令,
控制电液伺服阀输出合适的刹车压力至机轮刹车

装置进行刹车。当两侧机轮轮速相差较大时,刹车

控制器会启动防滑功能,自动减小轮速较低一侧机

轮的刹车压力,防止机轮抱死。当飞机需要解除刹

车时,系统控制电磁阀关闭,切断液压进油,同时控

制刹车管路与回油管路接通,泄掉机轮刹车装置内

的压力。

2.2暋电液伺服阀

电液伺服阀是飞机刹车系统的关键部件,它根

据接收到的刹车控制器的控制指令(电压信号),向
机轮刹车装置输出相对应的刹车压力。某电液伺

服阀结构如图2所示[19],主要由壳体、力矩马达、
挡板、喷嘴、阀芯和弹簧组成。当无刹车控制器电

信号时,挡板处于中立位置,通过阀芯左右端的压

力相等,在弹簧力作用下,阀芯处于右极限位置,此
时电液伺服阀输出的刹车压力与输入压力相等;当
需要减小刹车压力时,刹车控制器输出电信号至力

矩马达,驱动挡板偏转,使右喷嘴阻力增大,阀芯右

端压力变大,使阀芯克服弹簧力向左运动,减少刹

车管路供油量,达到降低刹车压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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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某电液伺服阀结构图

Fig.2暋Structurediagramofanelectro灢
hydraulicservovalve

电液伺服阀虽然型号众多,但工作原理基本相

同,其内部结构通常比较复杂,喷嘴与挡板、阀芯与

衬筒配合间隙普遍较小,易受液压油液污染影响,
因而对液压油液清洁度要求较高。电液伺服阀工

作中常见故障如表1所示,故障可能导致飞机出现

偏航、刹车距离变长或主机轮拖胎爆破的事故,严
重影响飞行安全。由于电液伺服阀结构复杂,故障

模式较多,且目前定期清洗的维修方式不能有效预

防故障的发生,对飞机刹车系统电液伺服阀进行早

期故障征兆诊断显得颇为重要和紧迫。

表1暋电液伺服阀常见故障及影响

Table1暋Commonfaultsandinfluenceof

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

序号 故障现象 对飞机影响

1 输出刹车压力偏大 拖胎、一侧偏航

2 输出刹车压力偏小 刹车距离长、一侧偏航

3 输出刹车压力波动大 左右偏航

3暋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作为统计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是
应用极为广泛的数据分析方法之一,它基于观测数

据建立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之
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以分析数据的内在规律。
按照自变量的多少,可分为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

归分析;按照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类型,可
分为线性回归分析和非线性回归分析。厉广广

等[20]通过回归分析法对隧道继续开挖的二衬时机

进行了准确的预测;WangYongpei等[21]通过建立

回归模型确立了非化石燃料发电份额增加量与减

少电力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本文

借助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隐藏在电液伺服阀

工作数据中的故障征兆进行检测,一元线性回归分

析方法如下。

3.1暋构建模型

根据已有的统计数据,选择合适的因变量和自

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毬0+毬1x+毰 (1)
式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毰为随机误差项;毬0

为常数项;毬1 为回归系数。
模型由非随机部分毬0+毬1x 和随机部分毰 组

成。毰反映了除x 和y 线性关系之外的随机因素

对y 的影响,它是无法由x 和y 线性关系解释的

非趋势性随机变量。

3.2暋建立回归方程

假定回归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毰是期望值为0
(E(毰)=0)的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那么对于

一个给定的x值,y的期望值为

E(y)=毬0+毬1x (2)
由于总体回归参数毬0 和毬1 是未知的,需用样

本数据进行估计。对于一个选定的样本,用样本统

计量毬̂0 和毬̂1 代替模型中的回归参数毬0 和毬1,得到

一元线性回归中估计的回归方程:

ŷ=毬̂0+毬̂1x (3)
对于一个容量为n的样本,用最小二乘估计法

估计毬̂0 和毬̂1,可使数据的观察值与通过回归方程

求得的估计值的残差总和为0,且残差平方和最

小。用最小二乘估计法估计得到的毬̂0 和毬̂1 值为

毬̂1=
暺
n

i=1

(xi-x)(yi-y)

暺
n

i=1

(xi-x)2

毬̂0=y-毬̂1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x

(4)

毬̂0 和毬̂1 已知后,即可得到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3.3暋回归方程检验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检验主要包括拟合优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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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显著性检验。
拟合优度是指回归直线对观察值的拟合程度。

度量拟合优度的统计量是可决系数R2,R2 的值越

接近1,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好,
反之拟合程度越差。可决系数R2 的计算公式为

R2=
暺
n

i=1

(ŷi-y)2

暺
n

i=1

(yi-y)2
(5)

显著性检验是对原假设 H0 作出否定或不否

定的推断,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是采用某种带有概

率性质的反证法[22]。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包括F
检验法、t检验法和相关系数(r)检验法。本文选

取F 检验法进行介绍,对于容量为n的样本,设定

显著水平为毩,S2
R 和S2

E 分别表示样本的回归平方

和、残差平方和,回归平方和是指因变量回归值与

因变量平均值的离差平方和,残差平方和是指因变

量与因变量回归值差值的平方和。检验假设:

H0暶毬̂1=0

H1暶毬̂1 曎{ 0
(6)

原假设 H0 的拒绝域为

(n-2)S2
R

S2
E

>F1-毩(1,n-2) (7)

若拒绝 H0,表示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

的线性关系显著,反之则二者不存在线性关系。

3.4暋回归方程式的预测

利用估计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对于自变量x
的一个给定的值x0,可求出对应的因变量y 的一

个个别值y0 的估计区间,即预测区间。假定样本

容量为n,置信水平为1-毩,则个别值y0 的预测区

间上下限为

上下限=

ŷ0暲t毩/2(n-2)暳毮暳 1+1
n +

(x0-x)2

暺
n

i=1

(xi-x)2

(8)
其中,

毮= S2
E

(n-2) (9)

确定y0 的预测区间后,即可结合工程知识对

给定的数据进行故障征兆诊断。

4暋电液伺服阀早期故障征兆诊断

电液伺服阀根据来自刹车控制器的刹车控制

指令(电压信号)向机轮刹车装置输出相对应的刹

车压力,刹车压力是刹车系统最重要的工作指标。
因此,一旦电液伺服阀出现故障,会严重影响飞机

的着陆安全。借助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电液

伺服阀输入电压与输出刹车压力两个变量之间的

关系,确定刹车压力值的预测区间;根据预测区间

和故障征兆判据对电液伺服阀每次的工作数据进

行故障征兆诊断,对发现的故障征兆及时排除,达
到降低电液伺服阀故障率的目的。

4.1暋样本确定

从电液伺服阀在飞机滑跑阶段的历史工作数

据库中抽取54个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如表2所示。

表2暋样本数据

Table2暋Sampledata

序号 电压/V
刹车压力/

MPa
序号 电压/V

刹车压力/
MPa

1 0.06 1.702 28 0.37 3.093
2 0.07 1.836 29 0.38 3.048
3 0.09 1.971 30 0.39 3.721
4 0.10 2.106 31 0.47 3.542
5 0.12 2.734 32 0.48 3.856
6 0.13 1.926 33 0.49 3.901
7 0.14 1.881 34 0.56 5.068
8 0.15 2.240 35 0.59 4.080
9 0.16 2.150 36 0.60 3.856
10 0.17 1.971 37 0.63 4.484
11 0.19 2.150 38 0.69 4.439
12 0.20 2.420 39 0.71 4.394
13 0.21 2.465 40 0.76 5.561
14 0.22 2.330 41 0.77 5.382
15 0.23 2.240 42 0.84 4.798
16 0.24 2.522 43 0.86 5.561
17 0.25 2.734 44 0.87 6.549
18 0.26 2.734 45 0.88 6.683
19 0.27 2.958 46 0.90 6.593
20 0.28 3.138 47 0.91 6.459
21 0.29 3.228 48 0.93 6.638
22 0.30 3.183 49 0.98 6.908
23 0.31 3.138 50 0.99 6.638
24 0.32 3.631 51 1.03 7.671
25 0.33 3.452 52 1.19 7.356
26 0.34 3.452 53 1.27 7.626
27 0.35 3.093 54 1.28 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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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暋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抽取的样本数据绘制散点图,如图3所

示,可以看出:电液伺服阀输入的电压值与输出的

刹车压力值之间基本呈线性关系。

图3暋样本散点图

Fig.3暋Samplescatter

4.2.1暋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设电液伺服阀输入电压与输出刹车压力的一

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毬̂0+毬̂1x (10)
输入电压为自变量,输出刹车压力为因变量。

根据最 小 二 乘 估 计 法 可 求 得 毬̂0 曋1.379,毬̂1 曋
5.316,因此所求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1.379+5.316x (11)
进行拟合优度检查,计算得到

R2=0.956x (12)
说明回归直线对观察值的拟合效果较好。
用F 检验法进行显著性检查,设显著水平毩=

0.05,即置信概率为95%,求得原假设 H0 的拒

绝域:
(n-2)S2

R

S2
E

=1141.333

F1-毩(1,n-2)=4.

ì

î

í

ïï

ïï 027
即,

(n-2)S2
R

S2
E

>F1-毩(1,n-2)

H0 的拒绝域成立,拒绝 H0,说明电液伺服阀

输入电压与输出刹车压力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4.2.2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式的预测

设定置信水平为95%,根据计算得到的一元

线性回归方程,对于任一电压值x0,可计算得到回

归方程y的个别值x0(刹车压力值)在95%置信水

平下的预测区间,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样本中电

液伺服阀输出的刹车压力值多分布在5 MPa以

下,说明滑跑阶段飞机普遍使用较小的刹车压力

(多与飞机使用减速伞有关);4 MPa以下的刹车

压力值比较集中,说明电液伺服阀在低输入电压下

的输出比较稳定,同时与回归直线的拟合程度

较高。

图4暋刹车压力值y0 的预测区间

Fig.4暋Predictionrangeofbrakepressurevaluey0

4.3暋故障征兆诊断

4.3.1暋诊断流程

故障征兆隐藏在大量实际飞行数据中,需要经

过一定的获取技术去挖掘、判断,飞行数据是获取

故障征兆的重要信息源[23]。基于一元线性回归分

析法的电液伺服阀早期故障征兆诊断流程如图5
所示,通过借助回归分析法从飞行数据中挖掘电液

伺服阀故障征兆并进行诊断,达到消除电液伺服阀

潜在故障隐患的目的。

图5暋电液伺服阀早期故障征兆诊断流程

Fig.5暋Earlyfaultsymptomdiagnosisprocessof

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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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征兆诊断包含故障征兆检测和故障征兆

隔离。故障征兆检测的目的是判断电液伺服阀是

否存在故障征兆。首先在电液伺服阀历史数据库

中抽取一定容量的样本,建立输入电压值与输出刹

车压力之间的回归方程,并确定回归方程中刹车压

力值的预测区间;然后结合预测区间与故障征兆判

据对电液伺服阀近期的工作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
若判断结果显示无故障征兆,则将工作数据放入产

品历史数据库中,并在更新样本和适当扩大样本容

量后结束流程;若发现故障征兆,则通过刹车系统

故障库确定故障征兆内容,并对故障征兆进行

隔离。
故障征兆隔离的目的是把发现的故障征兆定

位到实施修理时可更换的产品层次。有些故障征

兆机理比较复杂,隔离时可能涉及到其他系统或附

件,需要依赖专家团队的现场或远程支持来完成故

障征兆隔离,故障征兆隔离后,应尽可能采用基层

级维修方式实施修理。对于频繁诱发故障征兆的

产品元器件,应进行健康管理和剩余使用寿命预测

研究,优化维修策略,降低故障率。HongSheng
等[24]通过建立不同退化阶段的轴承模型,实现了

不同状态下轴承的健康趋势分析和剩余使用寿命

预测,对实际工业系统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4.3.2暋诊断实例

(1)故障征兆检测

通过表2中的样本数据确定电液伺服阀的电

压与刹车压力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及刹车压

力的预测区间(设定置信水平为95%)。故障征兆

检测时,近似认定预测区间为电液伺服阀在任一确

定输入电压值下输出的刹车压力应正常分布的范

围,同时根据工程经验对该范围进行修正,修正后

的预测区间可用于对刹车压力数据进行故障征兆

检测。故障征兆判据用于对检测结果进行判断,给
出是否存在故障征兆的结论。

假定共有n个待诊断的刹车压力数据,其中在

预测区间上限外分布有a个,在预测区间下限外分

布有b个。设定故障征兆判据为:
若(a+b)/n>15% ,认为电液伺服阀存在故

障征兆。其中:

栙若a/(a+b)>80%,对应故障征兆为“刹车

压力偏大暠;

栚若b/(a+b)>80%,对应故障征兆为“刹车

压力偏小暠;

栛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时,对应故障征兆为

“刹车压力波动大暠。
取一组曾导致飞机主机轮拖胎爆破的某电液

伺服阀故障前的有效工作数据放入预测区间图表

中,进行故障征兆检测,如图6所示。

图6暋电液伺服阀故障征兆检测图

Fig.6暋Faultsymptomdetectiondiagramof

electro灢hydraulicservovalve

从图6可以看出:电液伺服阀输出的刹车压力

值共有30个,绝大部分位于4~7MPa范围内,根
据经验判断,飞机此次使用的刹车压力较平常偏

大;30个刹车压力值中有10个刹车压力值分布在

修正后的预测区间外部,占比为33.3%,依照故障

征兆判据判断电液伺服阀存在故障征兆;预测区间

外的10个刹车压力值中,预测区间上限外和下限

外的占比分别为90%和10%,可以确定故障征兆

为“刹车压力偏大暠。电液伺服阀存在输出比控制

指令偏大刹车压力的故障隐患,尤其在飞机使用大

压力刹车时,电液伺服阀输出过高的刹车压力可能

导致飞机在着陆过程中出现拖胎爆破和偏离跑道

的事故。事实上,该电液伺服阀随后便导致飞机在

着陆滑跑过程中出现了一起单侧主机轮短时拖胎

爆破的事故,表明采用回归分析法对电液伺服阀的

故障征兆检测是准确的,故障征兆判据是合理的。
(2)故障征兆隔离

为了防止电液伺服阀在后续使用中出现“刹车

压力偏大暠的故障,对检测到的故障征兆进行隔离

是非常必要的。根据专家经验判断,引起电液伺服

阀出现“刹车压力偏大暠故障征兆的原因可能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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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屏蔽破损,受外界干扰导致传输异常、刹车压力

信号器故障和电液伺服阀故障。根据故障原因,建
立故障征兆隔离流程如图7所示。

图7暋“刹车压力偏大暠故障征兆隔离流程

Fig.7暋Isolationprocessof“excessivebrakepressure暠faultsymptoms

暋暋通过一系列检查,排除了线缆和刹车压力信号

器故障的可能性,同时发现电液伺服阀内部存在污

染物。污染物多来自于液压系统内部附件运动、摩
擦产生的金属屑和拆卸附件时外部侵入的异物,是
液压刹车伺服系统控制失灵和引起故障的主要原

因[25]。因此将故障征兆隔离到电液伺服阀上,采
取处理措施后,电液伺服阀故障征兆诊断流程

结束。

5暋结暋论

(1)通过回归分析法建立的电液伺服阀输出

刹车压力值的预测区间经工程修正后,可以有效地

检测出电液伺服阀工作数据中隐藏的故障征兆。
(2)故障征兆的检测、隔离和排除,可以有效

降低电液伺服阀的故障发生率,提高飞机刹车系统

的可靠性。
(3)基于回归分析的故障诊断方法侧重于从

产品工作数据中检测潜在的故障隐患,做到了故障

的提前发现和排除,弥补了现阶段飞机故障诊断系

统的不足,该方法还可用于压力传感器、油位传感

器、燃油泵等机载设备的故障征兆诊断,具有一定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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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间隔调整提供依据。通过梳理飞机维修任务间隔优化的流程,确定数据抽样样本量的方法;给出基于数据

拟合的故障趋势分析方法对间隔优化的必要性进行判断;定义维修间隔优化的假设检验准则,对提出的优化方

法进行算例验证。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能够对新维修任务间隔的可行性进行判断,指导维修大纲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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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edulemaintenancetaskintervalisakeyindexrepresentingthereliabilityandeconomyof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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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计划维修要求(SMR)是保障一型装备在服役

阶段持续可用的规范性文件,在民用航空领域指的

是一型飞机的维修大纲(MRBR),其主要内容通常

包括维修间隔、维修对象、维修任务,即阐明“什么

时间对什么设备执行什么检修活动暠。MRBR 是

EASA、FAA、CAAC、TCCA 等适航当局强制要求

飞机型号合格证持有者在研制过程中必须编制的

文件[1]。在制定 MRBR的过程中,对于计划维修

任务间隔(含门槛值和重复间隔)的选择,由于缺少



必要的数据,通常采取保守策略保证飞机安全性。
飞机服役后,随着使用和维修数据的积累,有必要

对 MRBR中任务间隔的有效性进行重新评估[2]。
例如,空客于2005年发布的《A320飞机维修大纲》
中对 “A 检暠间隔由 500fh(飞行小 时)调 整 为

600fh,“C 检 暠间 隔 由 15 个 日 历 月 调 整 为

6000fh。暋
近年来,基于故障趋势分析的可靠性预测及维

修任务间隔优化得到了广泛研究。例如,Hong
Sheng等[3灢4]基于性能退化数据对轴承的健康趋势

进行预测;S.Porotsky等[5]提出了基于PHM 思想

利用剩余寿命(RUL)来判断是否需要对各个部件

进行预防性维修。此类研究方法适用于轴承等细

粒度部件的寿命趋势分析,这类对象的工作条件相

对单一,并且能够产生充足的数据量来支撑建模分

析。但是,这类方法给出的对维修间隔调整的建议

是针对维修方案的,而不是针对维修大纲中的维修

任务进行间隔调整。
对于维修大纲中任务间隔确定最朴素的想法

是借鉴相似机型的历史经验,因此,BaiWenhua
等[6]开展了基于案例推理(CBR)的维修大纲制定

方法。由于机型之间存在差异,使得制定新机型维

修大纲时都采取偏向保守的原则,因此这种方法给

出的维修任务间隔与飞机实际表现差距较大。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为了降低飞机的维护成本,

航空公司会在 MRBR规定的维修间隔内基于费用

和风险评估思想调整维修任务的时机[7]。例如,

A.Ahmadi等[8]对“非安全影响暠和“安全影响暠类
别的隐藏故障,采用风险约束优化的方法,得出单

位飞行小时成本最小的维修间隔;李景奎等[9]提出

运用改进的三参数威布尔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历史

故障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并建立了可靠寿命区间

约束下的部件最优定时维修费用率模型;以国航波

音737NG 机队空调系统空气循环机为例,张连

磊[10]建立维修成本与预防性维修间隔的数学模

型,寻找维修成本最小的预防性维修间隔;贾宝惠

等[11]提出一种基于风险约束函数的平均不可靠度

和成本率函数优化检查和恢复间隔的模型。以上

研究都是针对某一类具体对象开展的维修间隔优

化研究,没有给出通用的方法指导 MRBR中任务

间隔的优化。
由于对 MRBR中计划维修任务间隔进行调整

的目标是希望改变维修间隔后不会增加飞机发生

故障的可能性,通过拟合分析飞机故障与飞行小时

的关系,判断调整维修间隔可能对飞机的故障发生

频率造成何种影响。
本文给出针对某一项维修任务进行间隔优化

的方法,包括确定相关数据的抽样样本量,通过拟

合分析故障发生趋势预判是否有必要对该任务进

行间隔优化,基于故障到达的概率模型对新的维修

间隔进行假设检验,并对该方法进行算例验证。

1暋确定维修任务及飞机样本量

首先,在开展优化前需要确定当前已收集的维

修数据量是否能够支撑优化工作的进行。一型飞

机的维修间隔优化工作需要收集该型飞机5年以

上的故障、维修及运营数据,数据维度包括机队规

模、年平均利用率、数据收集时间、维修间隔、机

龄等。
针对某一特定维修任务,基于上述数据可估算

求得对该型飞机在数据收集期间所产生该任务的

总数S为

S=NaUyTs

I
(1)

式中:Na 为机队规模,架;Uy 为每架飞机的年平均

利用率,fh/年;Ts 为数据收集时间,年;I为该维修

任务的初始间隔,fh。
其次,需要确定从总体S 中抽取多少条维修

数据作为样本,记为m。由于计划维修任务的目的

是通过定期对飞机进行检查从而发现隐蔽性故障,
因此,假设每次维修任务能够识别并发现重要故障

的概率为p 以及可接受误差范围c。这两个参数

的取值可由型号设计及维修专家给定[12],并得到

维修审查委员会(MRB)的认可。
基于上述假设,定义每次检查能够发现故障的

数量为Xi,该随机变量服从0~1概率分布,即:

Xi=
1 (p)

0 (1-p{ )
(2)

随机变量期望为E(Xi)=p,方差 D(Xi)=

p(1-p)。在m 次检查中平均每次发现的故障数

目为X =暺
m

i=1
Xi/m ,该随机变量的期望和方差分

别为E(X)=p,D(X)=p(1-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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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X 构造标准正态分布,得到:

X-p
p(1-p)

m

~N(0,1)

当置信度为1-毩时,由标准正态分布的性质

得到:

X-p
p(1-p)

m

=Z毩/2 (3)

式中:X-p 为每次检查能够发现重要故障概率

的误差值,即c= X-p ;Z毩/2为标准正态分布的

毩/2分位数。
综上可得,为了开展维修间隔优化所需抽取的

维修任务样本量为

m=Z2
毩/2p(1-p)

c2 (4)

样本量m 是在假设样本总体足够大的前提下

得到的,当样本总体S较小(S<m),需要对抽样的

数量进行压缩,得到小总体条件下的样本量n。由

于n的取值与总体S 和样本量m 有关,用这两个

参数构造函数n=f(z;S,m),使得n曑m。

n= m
1+z

S

暋(z暿 [0,S]) (5)

对样本量进行调整时,还需要注意缩减后的样

本量能够体现随机变量(X-p) p(1-p)/m 是

否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综上所述,想要对某一项维修任务的间隔进行

优化所需的样本量应至少为n。
对维修任务抽样后,可以计算维修任务抽样比

例Rt=n/S,假设每架飞机的维修任务数等概率

(该假设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航空公司一般都会均

匀地给每架飞机安排运营,因此,产生的维修需求

也是均匀的),则飞机数抽样比例Ra=Rt,故飞机

的样本量应为

na =RaNa (6)
最后,由于一型飞机的服役时间很长,使得航

空公司拥有该型飞机的机龄跨度较大,而间隔调整

工作影响的是整个型号维修任务,因此需要对不同

机龄的飞机进行分层抽样,进而得到的样本能够更

真实地反映总体情况。分层抽样的原理,是基于飞

机抽样比例从不同机龄的飞机总数中进行抽取,得
到第i(i=1,2,…,k)种机龄飞机的抽样数量为

na,i=RaNa,i (7)
式中:Na,i为第i种机龄飞机的机队规模,且满足

Na =暺
k

i=1
Na,i 。

2暋判定维修间隔优化的必要性

完成样本量抽取需要对维修间隔优化的必要

性进行初步判定,该步骤需要对维修任务在不同时

间段出现的故障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趋势分

析,用于帮助预判维修间隔调整对故障数量造成的

影响[13]。
鉴于飞机故障的统计是按照飞行小时区间划

分进行的,因此得到的分组统计数据组数较少,例
如,以4000fh为间距进行分组,则到20000fh
(以8fh/天的使用率来计算,此时飞机服役时间已

接近10年,需要开展 D 检)为止只能得到5组数

据。在进行趋势拟合时建议使用线性回归,从而更

加直观地表达故障产生的情况。
通过对 N 组样本值的飞行小时数和故障数

(xi,yi)进行分组统计,令拟合直线为y=a+bx,
基于最小二乘法可得拟合直线的参数分别为

â=y--b̂x-

b̂=Sxy

S

ì

î

í

ïï

ïï
xx

(8)

式中:x- =1
N暺

N

i=1
xi;y- =1

N暺
N

i=1
yi;Sxx =暺

N

i=1

(xi -

x-)2;Sxy =暺
n

i=1

(xi-x-)(yi-y-),其中N 为实际抽

取的样本量,而n为最低要求抽取的样本量。

当拟合直线斜率较大时,表明扩展维修间隔导

致更多的故障发生,建议尝试缩短维修间隔;当斜

率较小时,表明扩展维修间隔不会明显增加或减少

故障发生的数量,建议尝试对维修间隔进行适当的

扩展。
理论上来讲,还存在斜率为负数的可能,表明

故障率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逐步降低,这种情况

只有在选用的设备未通过“老炼暠的时候才会发生。
对于经过严格选材和试验的装备来说,在实际工程

中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低。
例如,对某型飞机的N=494条维修数据进行

统计后所得到的趋势拟合如图1所示,其中直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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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为â=6暳10-5,表明一架飞机平均使用2000

fh可能会产生0.12个故障,若对该项计划维修任

务的间隔进行扩展,则会增加故障发生的可能性。

图1暋故障趋势分析示意图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failuretrendanalysis

在实际工程中,如果故障趋势满足相应制造商

的“趋势暠定义,即斜率达到制造商可接受的程度

时,便可对该项维修任务的间隔进行相应调整。也

就是说,即使斜率为正数时,但只要延长维修间隔

后导致可能增加的故障数在可接受范围内,便认为

该任务的间隔可扩展。

3暋定义拒绝域及假设检验准则

若维修任务的间隔存在优化的必要性,则需给

出新的维修间隔I曚=I+殼I,其中 殼I可以为正数

或负数。对于新给定的维修间隔,需要通过定义拒

绝域对其进行假设检验。合理地定义拒绝域是维

修间隔优化的关键步骤。

由于预防维修的目的是通过定期开展维修活

动实现减少故障发生,因此,用故障数与检查次数

的比例R 来度量当前维修间隔下维修活动的有效

性,故有

R=I暳毸a 暳100%=F/N (9)

式中:I为维修任务的原始间隔,fh;毸a 为该任务可

接受失效率,1/fh,该值是制造商对 MSG灢3各类故

障的可接受失效率;N 为任务数;F 为故障数。

将维修间隔调整为I曚后,新得到的故障发生比

例R曚应比调整前更低才能表明间隔调整后,维修

活动的有效性没有降低,即满足R曚曑R,其中,R曚=

I曚暳毸a暳100%=F曚/N。

假设检验为:若间隔调整后故障数量F曚比间

隔调整前的故障数量F 少的概率达到置信程度毬,

则认为本次间隔调整是有效的,否则重新确定调整

幅度。故定义:

H0暶P{F曚 曑F}<毬
H1暶P{F曚 曑F}曒{ 毬

(10)

对于故障来说,一般假定其到达服从泊松分

布,到达强度表征的是当前间隔下的平均故障数。

故调整后故障发生次数的平均值为毺=R曚N,因此

可以得到原假设的拒绝条件为

P{F曚 曑F}=P{F曚 曑RN}=

暺
RN

i=0
e-R曚N (R曚N)i

i! 曒毬 (11)

4暋数值算例

假设某航空公司拥有某型飞机 Na=59架,年

平均利用率Uy=2200fh,针对某项维修任务收集

了Ts=6的数据,该任务初始维修间隔为I=6000
fh,每次检查能够发现故障的概率为p=0.15,制
造商给出的可接受水平值为p=0.04,则由式(4)

可知需要抽取的任务样本量为m=306条,高于航

空公司拥有的任务总数S=130,因此需要对样本

量进行调整。基于式(5),令z=m-1[14],得到至

少需要抽取的样本量n=91条,且需要抽取的飞机

总量为na=42架。

假设航空公司该型飞机的机龄分布如表1所

示,得到在本次维修间隔优化工作中,需要从不同

机龄群体中抽取样本量,将这na=42架飞机的维

修数 据 抽 取 后,得 到 最 终 任 务 样 本 量N=105
条。暋

表1暋某型飞机机龄分布情况

Table1暋AgedistributionoftypeXaircraft

机龄区间/fh 拥有数量/架 抽样数/架

[2000,4000) 3 2

[4000,8000) 18 13

[8000,12000) 27 19

[12000,16000) 7 5

[16000,20000) 4 3

暋暋对N=105条维修数据及故障数据进行统计

后,得到的故障数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进而由式

(8)可以得到拟合直线的斜率为â=3暳10-4,表明

每延长100fh将使得故障数增加0.03次,即平均

故障数上升1%,若制造商认为该趋势是可接受

的,则启动新的维修间隔确定工作。

575第4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林聪等:基于服役数据的飞机计划维修任务间隔优化方法



表2暋某型飞机故障分布趋势

Table2暋Failure/ACdistributionoftypeXaircraft

机龄区间/fh 故障数/次 单机故障数/次

[2000,4000) 2 1.00

[4000,8000) 28 2.15

[8000,12000) 30 1.58

[12000,16000) 22 4.40

[16000,20000) 16 5.33

暋暋假设该维修任务是 MSG灢3分析[15]得到的一

个9类任务,则对应故障的可接受失效率为毸a=
4暳10-5,进而得到故障数与检查次数的比例R=
25%。当置信度毬=0.5,得到新的维修间隔结果

如表3所示,即最大可以尝试将维修间隔延长至

6300fh。暋

表3暋间隔延长假设检验结果

Table3暋Hypothesistestresultforlengtheninterval

I曚/fh R曚/% P{F曚曑F} 接受/拒绝

6100 24.4 0.58 接受

6200 24.8 0.55 接受

6300 25.2 0.52 接受

6400 25.6 0.48 拒绝

6500 26.0 0.45 拒绝

5暋结束语

本文给出一套工程实用的维修间隔优化方法,

能够对维修间隔进行优化。通过适当的维修间隔

调整可将本文方法延用到其他类型装备的预防性

维修任务间隔优化工作之中,为该装备计划维修要

求(SMR)的更新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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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预防性维修是恢复和保持飞机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主要措施,其优化一直以来都是飞机制造商和使用

方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调研国际上主流的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方法及主要应用对象,并以适用于装备的

S4000PISMO流程为基础,结合军用飞机的特点,对原流程进行调整和个性化设计,构建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

的逻辑流程。结果表明:该任务优化流程可用于军用飞机预防性维修任务的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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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军用飞机要在高强度的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

并恢复战斗力,保证任务可靠性和战备完好性,需
要一种兼顾安全性、任务性和经济性并且实施性强

的维修方案。由于飞机在研制阶段缺少服役数据,

预防性维修任务的制定偏向保守。随着试飞和服

役期间数据的不断积累,各系统和部件之间的磨合

越来越稳定,飞机的可靠性水平逐渐趋于平稳,传
感器技术和综合诊断等支持维修的新技术不断发

展与应用[1]。如果依然按照服役初期规划的维修

任务和间隔实施维修工作,不仅会占用额外的维修



资源,而且过于频繁的维修活动还会使飞机遭受人

为差错损坏的风险增大。因此,在服役期间需要对

预防性维修任务进行持续的优化和调整,以保证维

修方案持续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累积了充足的

服役数据后,通过数据分析的手段探索维修任务优

化的潜力,提高飞机的维修保障效能,使维修工作

更加科学有效、安全可靠。
国外对维修任务的优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A.Regattieri等[2]以维修任务对经济性指标的影

响为切入点,通过数学模型和仿真分析,给出维修

任务优化的建议;D.Stadnicka等[3]以一组维修任

务为研究对象,缩短飞机停场时间为目标,通过数

学模型的构建与分析,给出该组维修任务执行的最

优流程。国内张节等[4]、刘成等[5]、朱兴动等[6]对

S4000P在军民用飞机维修大纲制定和优化方面的

应用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应用该规范时的要点;安
迪森[7]、蔡景等[8灢9]、贾宝惠等[10]、林旭[11]在维修任

务间隔优化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间隔优化

的计算模型和理论方法;周定国[12]、许燕菲[13]、张
远[14]、门江[15]结合工作实践阐述了维修方案的优

化逻辑;杨王锋[16]在研究民用飞机维修大纲优化

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军用飞机的维修大纲优化流

程。但针对如何基于S4000PISMO流程构建适合

我国军用飞机的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流程,国内尚

无相关研究。
本文以S4000P规范的ISMO 流程为基础,考

虑军用飞机的使用实际,对原流程进行调整和个性

化设计,构建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的逻辑流程,以
期为军用飞机维修任务的优化分析工作提供技术

参考。

1暋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研究概况

目前国际民用航空行业普遍认可的预防性维

修任务优化的指导文件是国际维修审查政策委员

会(InternationalMaintenanceReviewBoardPoli灢
cyBoard,简称IMRBPB)发布的IP44。IP44最初

由加拿大民航局(TransportCanadaCivilAvia灢
tion,简称 TCCA)于2001年提出,是对维修大纲

(MaintenanceReviewBoardReport,简称 MRBR)
进行持续优化的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多个国家适

航当局的支持。经过IMRBPB的积极倡导,2008
年发布了第1版IP44。随后波音公司提出对于不

同任务优化进行分类的IP116[17],促进了IP44继

续发展,目前最新版本为第3版[18]。该方法从飞

机各相关单位职责、数据质量要求、数据完整性要

求、数据分析和数据审查方面提出了政策性指导意

见。IP44是对 MSG灢3[19]的重要补充,其推荐的维

修任务优化方法及流程是维修大纲审查活动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20]。
波音公司在维修任务优化方面走在了前列,其

开发的统计分析方法使用一系列算法和高级统计

分析技术对服役期间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

维修任务最佳的间隔,该方法已被美国联邦航空局

(FederalAviationAdministration,简称FAA)、欧
洲航空安全局(EuropeanUnionAviationSafety
Agency,简称EASA)和加拿大民航局批准使用。
波音公司在该方法基础上开发了基于统计分析的

维修 优 化 系 统 (StatisticalAnalysisSystem for
MaintenanceOptimization,简称SASMO),其逻辑

流程图如图1所示。SASMO 主要包括可靠性模

型和成本模型,其中可靠性模型考虑了计划维修任

务检查出问题的概率以及间隔延长带来的风险;成
本模型综合考虑计划维修成本与非计划维修成本,
探索满足安全条件限制的最低成本对应的维修间

隔。波音公司使用SASMO 系统对B737NG 飞机

4000fh维修任务进行分析,80%的计划维修任务

间隔可以延长,10%的任务保持不变,10%的任务

间隔缩短,在不降低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大
幅度优化了飞机的维修工作量。虽然优化的目标

通常倾向于维修任务间隔的延长,但实践证明优化

分析也可能导致间隔的缩短,以尽量减少非计划维

修任务的发生。

图1暋SASMO逻辑流程图

Fig.1暋SASMOlogic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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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公司在维修任务优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其最畅销的 A320系列飞机

为例,其初始的 A检间隔为350fh,经过三十多年

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升级,目前 A检间隔已达到750
fh。而最新型号 A350的 A 检间隔为1200fh,空
客正在对2014年交付以来的所有服役数据进行评

估,尝试将 A检间隔扩展至1500fh,进一步减少

维修工作量,提高飞机可靠性水平。2017年推出

了“智慧天空暠大数据平台,其中基于数据分析的维

修方案优化是平台重要功能之一,能够有效提升航

空公司在工程和维护方面的工作效率。
欧洲宇航与防务工业协会(AerospaceandDe灢

fense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Europe,简 称

ASD)总结了工业领域预防性维修大纲制定和优

化方 面 的 研 究 和 应 用 经 验,于 2014 年 发 布 了

S4000P《预防性维修大纲制定与持续改进国际规

范》(1.0版)。经过4年多的研究修订,于2018年

8月发布了2.0版本,该规范提供了一套清晰的分

析程序与方法,用于复杂设备(包括军用飞机、民用

飞机和船舶等)投入使用前预防性维修大纲的制定

和服役期间维修大纲的持续改进。S4000P第三章

阐述了用于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的通用逻辑流程

(服役阶段维修优化)如图2所示[21],此流程由工

作步骤、逻辑判断和决策建议组成,可以指导预防

性维修任务和间隔的优化分析。

图2暋ISMO流程

Fig.2暋ISMOprocess

2暋基于S4000PISMO的军用飞机维

修任务优化流程构建

ISMO分析流程充当检验预防性维修任务的

“试验台暠,利用飞机服役阶段使用和维修的真实数

据验证预防性维修任务分析时提出的假设和型号

审查的要求。可用的服役经验越多,分析得到的优

化结果有效性越高。ISMO 流程的输入数据包括

多个信息源,例如使用数据、故障数据、维修数据、
设计数据、经验数据、技术改装等。分析人员根据

数据类别分别对其进行梳理和逻辑判断,对综合判

断的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优化建议,并对优化

后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反馈优化后出现的异常情

况以便对维修任务进行及时调整,保证装备的安全

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ISMO适用于在役装备,在积累了充足的服役

经验后,应及时建立ISMO 优化流程,其工作示意

图如图3所示[21]。优化工作在飞机整个服役阶段

需要多次执行,其中首次ISMO 优化流程工作量

最大,由于首次优化初期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除

了服役期间的使用数据和维修数据外,还需要收集

生成预防性维修任务时的所有分析数据,而这部分

数据可以在后续的历次优化过程中重复使用。另

外,飞机交付使用至执行首次维修任务优化期间,

来自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试验结论及来自用户的优

化建议也会较多。出于飞行安全的考虑,制定初始

维修大纲时通常比较保守,因此首次ISMO 优化

的效果也最显著。ISMO 优化流程的目的是减少

维修工作量、提高飞机可用度和降低维修成本,但

前提是不能降低原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指标。

图3暋优化维修工作示意图

Fig.3暋Maintenanceworkoptimization

2.1暋数据预处理

开展数据分析之前需要收集所有预防性维修

任务及其相关数据,预防性维修任务范围包括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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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供的维修大纲和其他来源的预防性维修任

务(如相关的技术通报),以便后期分析过程中的合

并和删减。预防性维修任务相关的数据包括制定

维修任务时的分析数据、服役期间的使用数据和维

修数据以及主机单位和成品单位最新的试验结论

数据等,数据收集完成后形成主任务清单(Master
TaskList,简称 MTL)。需要注意的是,军用飞机

存在加改装、技术状态变更和使用环境差异较大的

情况,因此应做好维修任务适用性和有效性的标

识,防止分析过程中因相似数据的混淆而影响分析

结果。

ISMO优化流程并未强制要求维修大纲的制

定过程中使用S4000P的分析方法,但要求对预防

性维修任务制定时采用的分析程序进行审查,主要

审查其先进性和完备性。针对原分析程序有明显

改进的情况,建议按照新的分析程序重新分析生成

维修任务;针对预防性维修任务的制定无充足的理

论依据作支撑的情况,需要做补充分析,分析程序

可采用与其他维修任务相同的分析逻辑或重新定

义。补充分析得到的维修任务集成到 MTL中之

前,需要与原任务各要素(包括功能故障影响类别

和维修间隔等)进行对比,识别并记录差异,供下一

阶段详细分析,如图4所示。

图4暋数据预处理流程图

Fig.4暋Datapreprocessingflowchart

在 MTL中,并非所有的维修任务都适合进入

数据分析阶段,需要制定维修任务的筛选原则,并

据此筛选出维修任务优化分析候选项。本文针对

军用飞机制定了四项筛选原则:

(1)已不适用飞机构型的维修任务

由于飞机构型的改变或检查手段的改进等原

因,原维修任务已不适用于当前飞机,该类任务及

相关数据应剔除;对于只适用于极少数飞机的维修

任务,若其服役期间累积的经验数据过少,也无法

作为候选项开展分析。

(2)未达到门槛值的维修任务

部分维修任务的门槛值较高,开展预防性维修

任务优化时可能尚未执行过该维修任务,由于缺少

服役期间维修数据,无法作为候选项开展分析(有

补充试验数据的除外)。
(3)维修任务包的拆分

维修任务优化分析是针对单项维修任务分别

开展的,因此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应将初

始组合的维修任务包还原为多个单项任务。

(4)指令性的维修任务

对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和机关单位要求的

强制执行的维修任务,无法通过本优化流程进行调

整,因此不作为分析候选项,但需审查维修任务与

最新规定的符合性。

将筛选后的所有维修任务相关数据以每项维

修任务为主键建立关联关系,即可作为数据分析阶

段的数据输入,数据预处理的所有判断和决策均需

记录,并形成总结报告,以便必要时的数据追溯。

2.2暋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阶段是ISMO 优化流程的核心内

容,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工程经验支撑分析流程

中的各个决断。该阶段将所有预防性维修任务分

为五个类别,对数据预处理形成的任务清单中每个

任务及其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给出优化建议和

结论。

2.2.1暋维修任务适用性分析

维修任务优化分析开始时,首先分析其相关数

据的完备性,以保证分析工作顺利开展,其中维修

任务 的 功 能 故 障 影 响 类 别 (Functional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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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Category,简称FFEC)的确定必不可少,若
缺失,则需要分析人员依据相关分析流程(如图5
所示)给出结论;然后对维修任务是否适合进行进

一步优化分析进行判断:

(1)是否可缓解维修对象的性能衰退;
(2)维修任务在技术上能否实现;
(3)是否可被其他维修任务覆盖;
(4)其他帮助分析人员做出判断的问题。

图5暋数据分析流程图

Fig.5暋Dataanalysisflowchart

暋暋综合以上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分析维修任

务进入下一步骤,针对其他维修任务可以提出删除

任务或重新评估设计的建议。

2.2.2暋系统维修任务分析

该优化分析流程将系统维修任务分为勤务,检

查或操作测试,定期更换或翻修三个类型。对每项

系统维修任务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回答如下问题:

(1)该维修任务的FFEC类别是否适合优化;

(2)机载健康监控设备是否可覆盖该维修

任务;

(3)飞机的加改装是否支持删除该维修任务;

(4)服役数据或试验数据是否支持维修间隔

或维修类型的调整;

(5)是否存在更有效的维修任务可替代该维

修任务。

综合以上问题的回答和数据分析结果,给出系

统维修任务的优化建议,FFEC 类别划分如图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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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FFEC类别划分

Fig.6暋FFECclassification

2.2.3暋结构检查任务分析

重要结构项目(SignificantStructureItem,简
称SSI)的检查任务包括对不同材料部件的检查,

每项结构维修任务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应回答如

下问题:
(1)设计部门是否支持检查间隔的调整;
(2)任务类型和检查间隔确定是否符合最新

的SSI分析逻辑;
(3)间隔的调整是否有充分的数据分析支撑。

有些疲劳试验在飞机交付阶段未给出最终结

论,而且尚未积累足够的服役数据,但主机单位最

新的试验数据可以为间隔的调整提供佐证。综合

以上问题的回答和数据分析结果,给出结构维修任

务的优化建议。

2.2.4暋区域检查任务分析

区域检查任务分析主要考虑该任务区域内的

接近频率,如果维修人员由于非计划维修任务频繁

接近该区域,则对该区域的检查任务可以删除,但
要确保该区域内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拆装操作,而且

要满足非计划维修接近该区域的最低频率。

经过对勤务、检查或操作测试、定期更换或翻

修、SSI检查和区域检查五类预防性维修任务相关

数据的分析和决断,得到各维修任务优化分析建

议,在 MTL中记录优化建议和分析过程以便数据

追溯。

2.3暋有效性监控

科学合理的预防性维修任务可以有效降低飞

机故障率,减少非计划维修工作。

然而,制定飞机初始预防性维修任务的许多假

设与服役阶段的实际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要

持续监控和分析服役期间的使用数据和维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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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预防性维修任务对飞机故障的覆盖和控制。

当服役过程中非计划维修活动明显超出设计开发

阶段的预计时,分析人员应判断是否存在一项或多

项预防性维修任务可能对该类故障适用且有效,依
据预防性维修任务分析流程开展详细分析,提出新

增维修任务的建议;否则,对影响任务执行或有严

重影响全寿命周期费用的故障提出设计改进的

建议。

3暋结暋论

(1)本文在深入研究 S4000P 的基础上,以

ISMO流程框架为基础,结合军用飞机的特点,构
建了预防性维修任务优化的逻辑流程,分别解析了

数据预处理、数据分析和有效性监控的工作内容,

可用于军用飞机预防性维修任务的优化分析。
(2)预防性维修任务的优化是一个持续过程,

应依据飞机技术状态的变化、检测手段的改进、分
析方法的调整等因素不断地迭代,从而使飞机的预

防性维修任务一直处于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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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雷达电源系统的运行状态直接影响整个雷达设备的安全性与性能指标的实现,如何实现雷达电源的

健康状态评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采用雷达电源正常状态下的健康特征数据训练自组织神经网络;然后

计算监测数据与训练后的自组织神经网络中权重向量的距离,将距离值归一化表示为健康度;最后利用试验数

据计算健康度,并实现健康分级。结果表明:该模型计算的健康度随电源老化时间变化整体呈现下降的特点,

该模型可以实现雷达电源健康状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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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perationstatusofradarpowersupplysystemdirectlyaffectsthesafetyandperformanceofthe

wholeradarequipment.Howtorealizethehealthstatusassessmentofradarpowersupplyisaproblemtobe

solved.Firstly,thehealthfeaturedataofradarpowersupplyundernormalstateisusedtotraintheself灢organi灢
zingneuralnetwork.Thenthedistancebetweenthemonitoringdataandtheweightvectorofthetrainedself灢or灢
ganizingneuralnetworkiscalculated,andthedistancevalueisnormalizedandexpressedasthehealthdegree.

Finally,thehealthdegreeiscalculatedbyusingthetestdata,andthehealthclassificationisrealized.There灢
sultsshowthatthehealthdegreecalculatedbytheproposedmodeldecreaseswiththeagingtimeofpowersup灢
ply,andthemodelcanrealizetheevaluationofthehealthstatusofradarpow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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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雷达电源作为雷达系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负
责为其他分系统供电,其安全稳定是雷达系统正常

工作的基本前提[1]。对于雷达电源,实施健康运行

状态的维护是保障其安全性的重要手段。传统的

定期维护方法,耗费巨大但仍不能显著提高安全

性。国外,美国军方提出的故障预测与健康状态管

理 (Prognosticsand Health Management,简 称

PHM)技术已广泛运用于直升机的动力传动等机

械结构的维护[2]。国内,也有针对机械产品做健康

管理技术的研究,例如 HongSheng团队采用自组

织神经网络评估轴承的健康度并根据健康度预测

剩余寿命[3];采用集成经验模式分解与高斯混合模

型成功地实现轴承性能退化评估[4];提出基于状态

适应的轴承健康趋势分析和剩余寿命预测方法[5];
首次把高斯过程回归的方法运用到轴承剩余寿命

的问题中,取得良好的预测效果[6]。随着电子技术

的飞速发展,引入基于运行状态的智能维护方法十

分有必要,而智能运行状态维护的实现,首先需要

准确获得产品的健康状态[7],RenLei等[8]采用自

动编码机和深度神经网络对锂电池剩余寿命进行

预测,研究成果对锂电池状态评估和健康管理有重

要的意义,给健康评估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叶雪

荣等[9]利用正交试验构建一阶响应面模型,用最小

二乘法对环境应力和电源输出电流和电压纹波进

行拟合,得到退化模型来评估开关电源整体健康状

态。雷达电源元器件多、故障模式和失效机理相对

复杂,通常难以建立精确的失效物理模型,通过故

障模式影响分析(FaultModeandEffectsAnaly灢
sis,简称FMEA)确定敏感参数的难度较大[10],如
何评估雷达电源运行时的健康状态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实现雷达电源健康状态

评估为目标,首先对雷达电源工作原理做研究,结
合电路关键元器件失效特性分析得到关键元器件

的退化与电源输出参数的关系,确定电源健康特征

参数和监测点;然后采用加速退化试验监测数据训

练自 组 织 神 经 网 络 (Self灢organizing Map,简 称

SOM),获得电源健康评估的神经网络模型;最后

将模型运用到电源老化试验过程中进行健康评估。

1暋雷达电源工作原理

雷达电源包含三相整流桥、整流滤波及防冲击

电路、桥变换器、高频变压器、输出全滤波及LC滤

波电路、驱动电路、控制保护及均流电路等[1],原理

框图如图1所示。

图1暋雷达电源的原理框图

Fig.1暋Principleblockdiagramofradarpowersupply

移相全桥变换器作为电源的核心电路,由全桥

逆变器、高频变压器和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组成,其
中包括 MOSFET 功率开关器件、MOSFET 开关

管内部寄生的反向并联二级管、以及 MOSFET的

寄生电容或外接电容,谐振电感包括了变压器的漏

感,每个桥臂的两个功率开关管成180曘互补导通,
两个桥臂的导通角相差一个相位,即相位移,通过

调节移相角的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11]。

2暋加速退化试验

为了研究电源老化过程的退化特性,为雷达电

源健康评估的研究提供实际数据,对电源展开整机

加速退化试验。

2.1暋加速应力选择

温度和电压是导致雷达电源性能退化的敏感

应力。然而,由于雷达电源设计中具有输入保护电

路,提高输入电压的方法难以实现主要功能电路退

化过程的加速。因此,选择温度作为加速应力。

2.2暋健康监测点的确定

移相全桥变换器中关键元器件的退化直接影

响整个电源的健康运行状态。在电源设备中,电解

电容是电源可靠性的一个短板,它是电源内部器件

中最容易损坏的部件[12],电容在电路中起到滤波

的作用,当电容老化后,电源输出电压纹波峰峰值

就会增大,功率二极管和 MOSFET的退化均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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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输出电压减小。由于电子产品的输出特性通常

受温度影响[13],根据相关分析可知:在电源负载恒

定时,升高环境温度,电压退化较为明显[14],输出

功率也会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因此,对于恒定负载

的高温老化试验,电源需要对输出电压、纹波峰峰

值、输出功率进行监测用以确定健康状态。

2.3暋试验前预处理

确定温度是对发射电源可靠性影响最显著的

应力条件。在老化试验前,还需要通过摸底试验,
一方面确定电源的基本性能,另一方面确定电源能

承受的最大环境温度。
雷达电源内部具有过温保护电路,当环境温度

过高时,保护电路会启动,导致电源无输出。经过

测试,电源在过温保护的条件下,能正常工作的最

大环境温度为68曟,在这样的条件下,电源退化缓

慢,难以起到加速退化的效果,但完全拆除保护电

路盲目升高温度可能改变退化机理。因此,在试验

中,拆除部分保护电路,适当升高温度,达到测试电

源能工作的最大环境温度。
拆除部分保护电路后,将电源置于温控箱中,

施加最大负载使其工作,逐步升温,每隔1h升高

5曟,每隔20min测量电源内部和环境的温度。
通过电源性能摸底试验得出:电源能正常工作的最

大环境温度为81曟,因此老化试验的环境温度以

81曟为温度上限。

2.4暋老化试验

(1)试验条件设置

在恒定负载70A 的条件下,试验条件设置情

况如图2所示。设置试验初始温度为57曟,持续

时间720h 左右;然后升高温度至 75 曟,持续

350h;最 后 把 温 控 箱 温 度 升 高 至 81 曟,持 续

200h。在整个过程中,记录电源的输出纹波峰峰

值、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

图2暋试验条件

Fig.2暋Testconditions

(2)试验结果分析

由于电源退化缓慢,为了便于观察和分析,对
监测数据采用滑动平均法进行简化处理,在简化后

数据的基础上,每隔80h记录监测数据。纹波峰

峰值、输出电压、输出功率的记录情况分别如图3~
图4所示。

图3暋纹波峰峰值随老化时间变化情况

Fig.3暋Variationofcrestpeakwithagingtime

图4暋输出电压随老化时间变化情况

Fig.4暋Variationofoutputvoltagewithagingtime

从图3~图4可以看出:纹波峰峰值、输出电

压随老化试验的进行,变化趋势较为明显,在负载

恒定的情况下,电源输出功率和输出电压同步变

化,说明这3个特征量也可以作为描述电源状态的

特征量。

3暋健康状态评估

3.1暋健康评估建模

在健康评估方面,本文 基 于 自 组 织 神 经 网

络[15]对电源进行健康评估。首先将电源健康状态

下采集到的输出电压、纹波峰峰值、输出功率进行

预处理,处理后的数据输入到人工智能算法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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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 网络,获得网络权重向量;然后用老化试验监

测的特征参数经过预处理后与权重向量计算最小

欧氏距离dmin,再将dmin转化为(0,1)之间表示电

源健康程度的健康度;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划分健康

等级,进行健康评估,其流程如图5所示。

图5暋健康评估流程图

Fig.5暋Healthassessmentflowchart

评估过程为:
(1)初始化SOM 网络

采用随机数对 SOM 网络竞争层神经元的权

值向量赋予初始值,然后针对初始值进行归一化处

理得到权值向量Wj,其中j=1,2,……m,m 为竞

争层神经元的数量,设定初始优胜邻域N(t)、学习

率毲(t,N)和最大训练次数T 的初始值[15]。
(2)输入向量的输入

输入向量由纹波峰峰值Vpp、电源输出电压V
和输出功率P 组成,即网络输入向量为X=[Vpp,

V,P]T。
(3)计算竞争层的权值向量和输入向量的距

离(欧氏距离)
计算竞争层第j个神经元的权值向量和输入

向量的欧氏距离的公式为

dj=暚X-Wj暚= 暺
3

i=1

[xi(t)-氊ij(t)]2

(1)

式中:xi 为输入空间的第i个特征向量;X 为由电

源健康特征组成的网络输入向量,X={xi:i=1,2,

3};氊ij为竞争层第j个神经元和输入层的第i个神

经元之间的连接权重;Wj={氊ij:j=1,2,…,m;i=
1,2,3}。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竞争层中与输入向量距离

最小的单元,记为j* ,即dj* =min
j

dj
[15]。

(4)定义优胜邻域

定义优胜领域Nj* (t),以j* 为中心确定t时

刻的权值调整域,一般初始邻域Nj* (0)较大,训练

过程中Nj* (t)随时间逐渐收缩[15]。
(5)调整权值

对优胜邻域Nj* (t)内所有节点调整权值为

暋暋暋暋殼氊ij =氊ij(t+1)-氊ij(t)=

毲(t,N)[xi(t)-氊ij(t)] (2)
式中:毲(t,N)为训练时间t和邻域内第j个神经元

与获胜神经元j* 之间的拓扑距离 N 的函数,满足

随时间增大而降低、随优胜邻域增大而降低的

规律。

毲(t,N)=毲(t)e-N (3)
式中:毲(t)为时间t的单调下降函数,随时间变化

逐渐下降到0。
(6)计算输出ok

ok=f min
j

暚X-Wj( )暚 (4)

式中:f(·)为0-1函数或者其他非线性函数。
(7)是否达到预先设定的要求

SOM 网络训练何时结束是以学习率毲(t)是否

衰减到某个预定的值为条件,如果达到要求则算法

结束;否则,返回过程(2),进入下一轮学习[15]。
(8)计算健康度

使用电源健康状态下的输出特征参数训练好

SOM 神经网络之后,得到每一个健康特征参数与

竞争层神经元的权值,再用测量的特征参数算出与

竞争层的权值向量之间的欧氏距离,得到最小的欧

氏距离为dmin,计算公式为

dmin=min 暚X-Wj暚=

min 暺
m

i=1

[xi(t)-氊ij(t)]2 (5)

由最小欧氏距离转化为健康度 HV 值的公

式为

HV= C
dmin +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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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V 为健康度;C是规模参数,由电源在正常

状态下的dmin确定。

C的计算公式为

C= 2dmin

毿·tan0.1
(7)

式中:dmin为电源正常状态下的健康特征向量与训

练好的SOM 的权重向量的最小欧氏距离平均值。
(9)由健康度划分等级

根据模型实际运用情况,划分健康等级如表1
所示,其中阈值a、b、c由实际情况确定。

表1暋健康等级划分表(一)

Table1暋Healthrankingtable(栺)

健康度范围 健康等级

HV>a 健康

b<HV曑a 亚健康

c<HV曑b 严重退化

HV曑c 失效

3.2暋评估实例

老化试验总持续时间1280h,最终未能使得

电源完全失效。基于SOM 模型健康评估的关键

在于计算当前监测的健康特征向量与训练后的自

组织神经网络权重向量的距离,距离越大,表示电

源越不健康。因此,即使没有全寿命周期数据,也
能实现电源健康评估。将实验前期获得的监测数

据作为电源健康状态的特征数据,用健康状态的数

据训练SOM 网络,结合健康度计算公式获得健康

评估模型。把老化试验采集到的数据经过预处理

后输入到健康评估模型中,可获得健康评估结果。
整个老化试验过程中,电源健康度随时间变化情况

如图6所示。

图6暋健康度随老化时间变化情况

Fig.6暋Changesofhealthdegreewithagingtime

从图6可以看出:电源性能在老化过程中逐渐

退化,采用该健康评估模型评估出来的健康度也呈

现下降的趋势,且健康度随电源退化下降明显,具
有良好的适应性,说明该模型可以用于雷达电源运

行状态的健康评估。
在预试验阶段,采集到电源过温保护启动后,

电源输出电压逐渐降低至0的监测数据,这部分数

据输入到健康评估模型中获得的健康度结合老化

试验的健康度,可划分健康等级如表2所示。

表2暋健康等级划分表(二)

Table1暋Healthrankingtable(栻)

健康度范围 健康等级

HV>0.9 健康

0.61<HV曑0.9 亚健康

0.45<HV曑0.61 严重退化

HV曑0.45 失效

暋暋从图6和表2可以看出:老化试验开始的前

240h电源处于健康状态,之后电源处于亚健康状

态;当老化试验时间持续至1280h,电源的健康度

计算结果为0.613,说明老化试验结束后,雷达电

源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4暋结暋论

(1)本文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建立评估模型,
实现对雷达电源健康的评估,对老化试验结束后电

源的健康状态评估结果为亚健康。
(2)对雷达电源做健康状态评估有助于使用

者提前对雷达电源制定维护计划和管理措施以避

免突发故障,有利于实现雷达系统的危险预警和安

全防护,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为雷达电源PHM 的相

关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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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军用飞机在外场表现出诊断能力不足的现象,严重影响飞机再次出动的效率。从军用飞机故障诊断

的实际使用需求出发,深入分析机载系统在设计、试验过程中存在的测试性设计问题;针对军用飞机整个研制

与使用过程,明确设计目标,提供设计、验证和评估方法,将原来相互孤立的设计工作进行整合,提出一套完整

的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体系,并对测试性设计过程中的诊断能力设计、测试性试验等关键环节进行深入剖析;

同时,在工作方法、专业定位和制度保障方面提出改进建议,能够有效促进测试性设计有机地融入机载系统的

设计过程,提升机载系统测试性水平,提高飞机综合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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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litaryaircraftshowthephenomenonofinsufficientdiagnosticabilityintheoutfield,whichseriously
affectstheefficiencyofaircraftredeployment.Basedonthepracticalapplicationrequirementsofmilitaryaircraft

faultdiagnosis,thetestabilitydesignproblemsinthedesignandtestofairbornesystemareanalyzed.Inviewof

thewholedevelopmentanduseprocessofmilitaryaircraft,thedesignobjectivesaredefined,andthedesign,

verificationandevaluationmethodsareprovided,theoriginalisolateddesignworkisintegrated,acompleteset

ofairbornesystemtestabilitydesignsystemisproposed,Thekeylinkssuchasdiagnosticcapabilitydesignand

testabilitytestintestabilitydesignprocessaredeeplyanalyzed.Atthesametime,theimprovementsuggestions

inworkingmethods,professionalpositioningandsystemsupportareputforward,whichcaneffectivelypro灢
motetheintegrationoftestabilitydesignintothedesignprocessofairbornesystem,improvethetestabilitylevel

ofairbornesystem,andimprovethecomprehensivediagnosisabilityof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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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测试性是产品能及时、准确地确定其状态(可

工作、不可工作或性能下降程度),并隔离其内部故

障的一种设计特性[1],测试性是飞机重要的通用质

量特性之一。军用飞机机载系统的测试性设计水



平能够直接影响到其再次出动的效率和使用、维护

成本。测试性设计的优劣最终体现为飞机机载系

统的故障诊断能力和测试性评估结果。对于故障

诊断能力,一方面,在飞行过程中,体现为能够检测

系统关键功能的完好性,为飞行员提供判断飞机状

态和任务执行所需的信息;另一方面,在地面,体现

为能够检测系统关键功能的完好性,为飞机放飞提

供依据,并能够将故障隔离到外场可更换单元

(LRU)级,方便地勤人员排故。系统和设备的故

障诊断能力决定了测试性评估结果的优劣。
飞机的故障诊断能力通过系统级机内自测试

(BIT)实现,根据系统级 BIT 结果,机载系统定义

了告警等级和飞行员故障清单(PFL),将系统用于

评估的关键功能故障和异常提示给飞行员。同时,
在地面,地勤人员能够通过地面设备查看、分析系

统故障和飞参数据,达到排故的目的。然而,由于

在机载系统实际设计过程中,测试性设计与功能、
性能设计相对孤立,设计过程中缺乏验证环节,也
没有从用户的角度充分考虑故障诊断的实际使用

需求,导致诊断能力较低、使用效率低,甚至服役前

期虚警率较高,飞机的测试性能力提升较缓慢。
当前对测试性设计的研究,更多的体现在专门

的测试性设计技术[2]、故障诊断方法/系统[3灢4]、试
验与评价方法[5]等方面,而从总体层面对测试性设

计体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本文旨在分析导致军用飞机诊断能力不足的

根本原因,并结合实际使用需求,在现有测试性设

计流程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涵盖从设计到验证的测

试性设计体系。找出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体系中

的关键设计环节,对关键设计环节在体系中的重要

性、技术要点、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进行剖析。从

工作方法、专业定位和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改进建

议,以保证将测试性设计有机地融入到机载系统设

计过程中,实现机载系统测试性水平的提升。

1暋问题分析

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通常以测试性工作计划、
测试性设计要求和测试性设计准则作为测试性设

计的顶层设计文件,用于指导机载系统开展测试性

设计。在系统方案设计阶段,进行测试性指标分

配、测试性建模优化等;在研制阶段,根据诊断需求

和诊断数据流需求,进行机上数据流与接口设计,

BIT硬件、软件设计,并对测试性指标进行预计;在
设计鉴定/定型阶段,根据外场使用数据并结合部

分试验数据,对机载系统进行指标评估。在上述测

试性设计流程中,若某些关键环节的设计工作未能

很好地贯彻执行,甚至缺乏关键设计环节,则会致使

飞机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诊断能力差的问题,而导

致这一问题的宏观原因可以概况为以下四个维度。
维度1 机载系统层和成品层测试性工作衔接

与协调问题。成品的测试性能力是影响机载系统

测试性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机载系统应根据用户

要求对成品提出详细的定量和定性测试性要求,明
确产品需BIT检测的功能,尤其对没有 BIT 能力

的成品,应提出能反映成品状态的输出信号需求,
在系统层对成品状态进行判断;机载系统和成品故

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ailureModeEffects
andCriticalityAnalysis,简称FMECA)质量较差,
且机载系统在进行FMECA 分析时没有充分利用

成品的 FMECA 结果,对故障模式认知的不成熟

导致测试性设计时无的放矢,在系统层问题尤为突

出;系统和成品的协调不到位,导致系统和成品的

分工出现偏差,一些本应在系统层实现的检测未能

实现;系统顶层测试性设计的缺失,直接利用成品

上传的BIT信息作为系统级BIT结果。
维度2 测试性专业与系统专业分工与配合关

系问题。测试性专业负责测试性顶层规划、指南性

文件的编制,具体的测试性设计与分析工作由系统

专业负责,机载系统最终的测试性能力取决于系统

专业人员的测试性设计水平,而测试性人员不管具

体的测试性要求实现,系统专业人员不一定将测试

性要求贯彻到系统设计中,这就造成测试性设计的

脱节;机载系统的测试性能力以成品测试性设计为

基础,成品主管对成品测试性设计结果进行监督和

指导,而实际上这部分工作变成测试性专业人员向

成品厂提建议的形式来实现;对于机载系统的测试

性评估,责任主体应该是系统专业,而实际上测试

性评估后果由测试性专业承担。因此,在专业分工

和责任划分上不合理。
维度3 设计单位与最终用户的需求协调问

题。在定义 BIT 的故障和设计测试系统时,应分

别考虑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所需的信息,制定统一的

原则,而实际上通常将相关联的故障不加分析地同

时显示给用户,增加额外的排故工作;测试性的设

计要求与评估,应考虑空中和地面的使用需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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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外场发现故障的角度去规划综合诊断策略,
利用BIT、便携式维护设备(PMA)、地面原位检测

设备、目视检查等手段实现综合故障检测,而不是

一味地只关注BIT故障检测率。
维度4 对测试性工作项目本身的认知误差。

测试性设计工作不仅仅是编大纲、准则、分配、分析

报告、指标预计,这些只是工作结果,且结果形式尚

不完善,而完整的测试性工作项目除了上述结果性

报告形式的工作外,更应该体现设计工作,包括综

合诊断方案、测试点布局方案、测试能力配置、故障

定义、状态监控方案、参数定义、告警与故障显示方

案、参数判读方案。
上述因素表现在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环节的

现象如图1所示,具体如下:
(1)分析某层级故障模式时直接分析到下一

级故障模式,无本层级故障模式分析;
(2)LRU 级向系统级传递过程中,故障模式

定义和数量差异大;
(3)系统级FMECA迭代缓慢;
(4)成品 LRU 级 FMECA 故障影响表述不

当,系统FMECA分析时应对其补充,且根据影响

程度重新确定严酷度,而实际上这部分工作存在

脱节;
(5)无统一的功能定义,故障影响描述模糊;
(6)未将系统方案设计中测试性布置、测试能

力配置、状态监控设计、故障定义等关键工作项纳

入系统测试性设计范畴,测试性设计基本被缩减为

测试性预计;
(7)未系统地对系统功能和硬件的检测覆盖

性进行分析和评估,并且故障隔离能力较弱。

图1暋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主线与问题

Fig.1暋Testabilitydesignprocessandproblemsofairbornesystem

2暋测试性设计关键环节剖析

若要解决上述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流程中存

在的问题,应重点研究系统测试性设计体系,对设

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进行剖析,识别问题根源,并
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本文提出的完整机载系统测

试性设计体系如图2所示,其中,在机载系统测试

性设计过程中容易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关键环

节,包括系统级 FMECA、故障定义、诊断能力设

计、诊断结果显示与使用、测试性试验和使用与

评估。

图2暋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体系

Fig.2暋Testabilitydesignsystemofairborn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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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暋系统级FMECA

机载系统和成品的FMECA 是测试性设计的

基础。FMECA的分析结果是对机载系统和成品

的所有可能出现的功能和硬件故障及其对输出功

能影响的认知。在此基础上,针对故障模式的特征

设置测试硬件/传感器结合相应的软件,检测机载

系统和成品的故障。

2.1.1暋利用下层FMECA结果的方法

在进行系统级 FMECA 分析时,首先应该对

成品厂提供的子系统/LRU 级 FMECA 结果进行

处理和完善,包括完善故障模式的影响,在系统级

重新评定严酷度,综合考虑并更新外场检测方式,
以及对定义不合理的故障模式进行修正,对故障模

式进行裁剪与合并等。将处理的结果作为系统级

FMECA的内容之一。在进行系统级 FMECA 分

析时应对LRU级FMECA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
并以LRU对外输出功能为对象综合定义LRU 的

故障模式,本文总结LRU 级FMECA 常见的问题

如下:
(1)从底层硬件故障向上传递,缺乏 LRU 层

对同一故障模式不同传递路径描述不同的故障模

式进行综合或合并。
(2)LRU内部故障影响到LRU 功能,应对最

终影响到的功能输出进行故障模式定义,中间的传

递过程无需定义为LRU 级的故障模式,而应定义

为故障原因。
(3)故障模式定义模糊,不能以此判断对上一

层的影响,应根据控制逻辑、定量性能要求区分故

障影响程度,根据系统/产品能否识别或识别区间

来分别进行故障模式描述。
(4)检测方式不统一,对于人工检测应区分为

外场人工/外场测试设备及内场测试设备,以此确

定是否需定检任务。
(5)使用补偿措施应重点对不可测的部分进

行说明。

2.1.2暋系统级FMECA应该具备的特征

目前,系统的FMECA只以 LRU 作为分析对

象,甚至直接以系统组成的 LRU 作为分析对象,
进行故障模式、影响分析,严重缺少站在系统的视

角对系统功能层、LRU 功能层的深入分析。本文

提出系统级 FMECA 应对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分
别是系统层和子系统/LRU层,如图3所示。

图3暋系统级FMECA组成及关系

Fig.3暋SystemlevelFMECAcompositionandrelationship

子系统/LRU级故障模式对上一层的功能影

响,即为系统层的故障模式。在定义系统层的故障

模式时应从系统输出功能的角度,综合考虑空中、

地面工作模式和系统降级重构状态。故障模式的

最终影响为对飞机安全和任务的影响。在定义

LRU层的故障模式时,以成品厂传递的 LRU 级

FMECA为基础,并从LRU输出的功能故障、性能

下降的角度进行定义。故障模式的检测方式的与

综合诊断策略密切相关,检测方式的设计要从避免

预防性维修作业的角度去考虑,所有在外场能够通

过原位检测而不拆卸设备发现故障的方法,都应纳

入进来。对于不可原位检测的,根据严酷度等级和

故障率等确定定检和寿命控制需求。

2.2暋诊断能力设计

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的目的是检测系统功能

状态,并将故障隔离到LRU级。

随着传感器技术、微处理技术的发展,系统采

集并处理大量的飞行参数,机上故障检测能力也大

幅提高,但由于技术能力、机上的空间、重量、带宽

等资源限制,不可能做到所有功能和故障都检测。

因此,需要明确机载系统和设备的诊断能力要

求,同时优化有限的检测资源,从提高系统功能覆

盖和隔离能力的角度,进行诊断能力设计。诊断能

力设计包含综合诊断方案、测试点布局方案、测试

能力分配、系统和设备诊断能力要求、系统级/设备

级BIT规划等工作项目[6灢7]。诊断能力设计内容

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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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诊断能力设计

Fig.4暋Diagnosticcapabilitydesign

本文提出在制定综合诊断方案时,所有的原位

检测方式都应该综合考虑,包括BIT、外场测试设

备、外场人工检测、人工飞参判读等。原则上,设备

检测硬件设计、测试点布局方案确定之后,系统的

检测能力就已在客观上确定。系统测试点布局方

案和设备自身诊断能力对系统的检测能力至关

重要。
根据战斗机外场维护经验,机载系统应具备通

过BIT检测所有关键功能故障并且通过原位检测

的方式检测系统功能完整性的能力;系统的设备应

具备输出能够反映自身工作状态的信号或自测试

能力,对于无信号输出的设备,应确保其故障发生

能够通过系统层进行检测。
目前,机载系统的故障诊断主要通过系统级

BIT实现,完成状态监测、故障检测、故障隔离以及

系统测试管理功能。系统级BIT对已认知故障进

行检测,实现故障隔离有以下三种方式。
(1)对功能通道输出末端设置检测传感器后,

在功能通路上设置多个传感器,即能够检测通道上

更小硬件范围内的故障;
(2)设备自身具备BIT能力,向系统报告设备

自身的故障状态;
(3)检测单个设备的信号输出,系统BIT判读

该设备的工作状态。
上述系统级BIT进行故障检测和隔离采用传

统的基于规则判断的方式,其故障隔离是有针对性

地对已认知并可隔离的故障进行BIT软件编程实

现,没有从系统层面利用全系统诊断要素进行故障

诊断,导致故障隔离能力明显不足。
在进行诊断能力设计的过程中,引入测试性建

模的方法,能够方便、有效地实现系统测试点布局

方案及其设备诊断能力的优化,能够快速地分析出

当前方案下系统的故障检测与隔离能力[8灢9]。
在诊断能力实现时,在系统层、设备层引入先

进的综合诊断方法,在机载或地面进行实施,能够

有效提高机上数据利用效率,提升故障诊断能力。

2.3暋故障定义

在设计系统/设备 BIT 时须对系统故障进行

定义。故障定义的范畴为通过外场原位检测的故

障,对于不能通过外场原位检测发现的故障不做定

义,纳入预防性维修和大修需求管理。机载系统的

故障定义表现形式为系统工作单元故障代码或健

康代码,并以此为依据在对 BIT 报出的故障进行

定义。本文总结实际工程经验,飞机故障分为系

统/设备功能故障、设备硬件故障和设备内部故障。
功能故障定义以机载系统 FMECA 为基础,描述

系统功能丧失、异常、降级状态。在系统层,对能够

隔离到设备级的故障,在设备上报的 BIT 结果基

础上进行综合,明确定义出故障的设备名称,对于

能精确的到设备功能和下层硬件故障的,在设备名

称基础上增加设备功能失效和下层硬件故障描述,
下层硬件故障一般定义到 SRU 级。飞机故障定

义及使用如图5所示。

图5暋飞机故障定义及使用

Fig.5暋Aircraftfaultdefinitionanduse

其中,系统功能故障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
(1)单个控制功能通道失效,例如热路超温、

座舱压力低;
(2)多个控制功能通道失效组合,例如环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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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关闭、28V直流失效;
(3)偏离预期状态的异常,例如座舱盖未到

位、座舱盖前移超限;
(4)系统功能、性能降级;
(5)通讯失效,例如飞管电源控制盒1394通

讯故障。
由于未指代故障源的系统功能故障将给排故

带来较大困难,在实际工程实施中可以通过基于模

型或基于案例等方法进行综合诊断,提高排故

效率。

2.4暋测试性设计结果与使用分析

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结果最主要表现为 BIT
所报出的故障、记录的飞行参数及其存储、显示方

式。在飞机飞行中,通过BIT生成的告警、PFL清

单等信息,提供给飞行员飞机各系统状态,支持飞

行员进行任务评估。因此,向飞行员提供的告警、
故障清单,必须能够反应影响飞行安全、重要任务

设备的关键功能失效,同时应该提供反映系统功能

降级的故障。
在飞机降落后,地勤人员需详细了解飞机状

态,以确定飞机是否能再次出动,是否需要即时排

故并快速确定故障件。对于飞机的快速再次出动

判读,关键在于系统 BIT 报故能否检测覆盖机载

系统关键功能失效和降级,对于不能通过 BIT 报

故结果覆盖的关键功能应该有飞参判读或人工检

查等补充措施,以保证机载系统关键功能的完

整性。
目前,不论是飞参地面软件显示还是无人机地

面站故障显示,对故障本身并未加以区分和分析,
给排故造成麻烦。故障的显示应综合考虑故障间

的隶属关系、关联关系和故障-硬件对应关系,根
据使用对象的不同设计显示界面和内容。

2.4.1暋故障隶属关系

同一系统内下级故障发生必然使上一级故障

报故,这些故障指向同一个故障源,称这些故障具

有隶属关系。导致故障间隶属关系的原因有:
(1)系统BIT将设备上报的多个故障结果进

行合并命名,多个故障中的任一个故障报故,将导

致系统层故障同时报故;
(2)告警和上报飞行员故障清单的需要,将系

统BIT报告的多个故障合并命名;

(3)告警和上报飞行员故障清单的需要,将系

统BIT的报告的故障转换名称。
在进行系统的故障定义时,应该同步对故障间

的隶属关系进行清理,对于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放飞

只需要能反映关键功能的上级故障,对于地勤人员

的排故需要下级的与硬件相关联的故障。故障隶

属关系示意图如图6所示。

图6暋故障隶属关系示意图

Fig.6暋Faultmembershipdiagram

2.4.2暋从属故障

由另一产品故障引起的故障,称为从属故障,
亦称诱发故障[10]。一个系统报故,引起功能通路

上的系统内或其他系统报故,所导致的并发报故属

于虚警。导致从属故障的情况如下:
(1)综合处理计算机某个处理通道,承载多个

系统的飞行参数处理与 BIT 结果判断,该计算机

处理通道故障时,会导致所承载的所有系统相关

BIT报故;
(2)供电 通 道 失 效,导 致 相 关 的 供 电 负 载

报故;
(3)集中输入输出设备数据采集功能故障,使

该设备采集的相关数据无输入,导致其他设备

报故;
(4)集中输入输出设备控制、功率输出功能故

障,使该设备无法输出控制、功率信号,导致其他设

备报故。
飞机的从属故障属于虚警,需要通过跨系统的

判断逻辑进行消除。清理系统间的从属故障,通过

机载或地面的跨系统判读逻辑,理清从属故障的报

故逻辑关系,找出原发故障,对于减少地勤人员排

故工作非常有必要。

2.4.3暋显示界面和内容

机上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告警等级划分、故障显

示、提示的要求和措施,本文只探讨地勤人员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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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障判读显示界面。地勤人员既要查看表征系

统功能完好性的故障,又要查看排故所需的具体硬

件故障,同时需要辅助必要的飞行参数。因此,本
文提出地面判读软件显示要素应包含以下七方面:

(1)故障代码与名称。
(2)故障间的关系,表明故障隶属关系,自动

屏蔽从属故障。
(3)故障类型,分为系统功能故障、设备硬件

故障、设备内部故障。
(4)故障发生次数,每次出现、消失和持续

时间。
(5)故障发生时飞机的基本状态,含轮载状

态、发动机 N2转速、高度、速度等。
(6)故障所对应的故障件。对于无下层故障

的系统功能故障,提示出该功能通道所涉及的硬

件,按故障率、拆装难易程度、发生频次等排序;对
于有下层硬件故障的系统功能故障,只提示设备硬

件故障所对应的故障件;对于设备内部故障,提示

出该故障对应的LRU 级故障件,同时若有条件可

提示SRU级故障件。
(7)故障判断依据参数及逻辑,并提供确认虚

警所关联的飞行参数的快速打开链接。

2.5暋测试性试验

以往的飞机设计历程中,没有规划测试性试

验,常规的台架试验、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和软件

测评,更侧重于系统/设备正常的功能、逻辑和性能

测试。甚至在进行系统/设备故障逻辑相关的软件

开发测试时,只是对单个的软件逻辑分支进行测

试,严重缺乏从整体角度,通过故障注入的方式系

统性地对故障逻辑和BIT功能进行验证。使得系

统和成品的故障检测能力与故障隔离能力的验证

的环节,后移至试飞阶段,甚至是正式服役阶段,外
场故障的发生存在随机性,而且飞行时间有限,测
试性问题暴露很缓慢,导致测试性能力的验证周期

极长,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测试性改进和能力的提

高。同时,由于飞行时间较短,样本量少,也导致飞

机在鉴定或定型评估时,测试性指标往往不能达

标,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来评价指标达标情

况。测试性试验与其他研制试验的关系如图 7
所示。

图7暋测试性试验与其他研制试验的关系

Fig.7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testability
testandotherdevelopmenttests

根据装备研制与使用过程的暴露出的问题,本
文提出完整的测试性试验应包含机载系统级和成

品级(含子系统和设备)试验。目前,成品级的测试

性试验注入层级为功能电路和元器件级,其技术和

方法相对成熟;系统级测试性试验注入层级主要为

LRU级和SRU级,尚处于探索阶段。不同层级测

试性试验对比如表1所示。

表1暋不同层级测试性试验对比

Table1暋Comparisonoftestabilitytestsatdifferentlevels

试验层级 目的 注入层级 注入方法

系统测试

性试验

栙评估系统测试性指标

栚发现BIT硬件、软件设计缺陷

栛发现系统故障处置逻辑缺陷

LRU级

SRU级

插拔、等效、
软件注入

成品测试

性试验
栙评估成品测试性指标

栚发现BIT硬件、软件设计缺陷

功能电路级

元器件级

探针、插拔、
总线注入、软

件注入

2.5.1暋成品测试性试验

成品的测试性试验作为一种对测试性设计结

果的验证手段,针对自身具有BIT能力的成品,以

FMECA分析结果作为基础和依据,选取故障样

本,采用专门的故障注入设备进行故障注入,发现

测试性设计问题,并根据试验统计结果评估故障检

测率、故障隔离率指标[11灢12]。
在成品研制阶段进行测试性试验是测试性设

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测试性设计的改

进、重视程度和设计水平的提高,对提高成品测试

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成品测试性试验

应实现如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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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证FMECA分析的正确性;
(2)验证故障检测和故障隔离设计的有效性,

并能够发现BIT硬件和软件设计缺陷;
(3)能够评估成品故障检测率、隔离率指标;
(4)验证产品功能检测能力,尤其是关键输出

功能的检测能力;
(5)测试产品故障后功能输出表征,尤其是

栺、栻类故障模式的输出表征。
目前实施的成品级测试性试验能够实现前4

项用途,而对于测试产品故障后的功能输出表征,
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成品测试性试验目前

不能评估 LRU 的故障隔离率,因为在试验时,故
障检测判据是成品向上位机报出的 BIT 结果,由
于总线带宽的研制,这些 BIT 结果往往是经过综

合后的较高层级的故障判读结果,因此,不能通过

这些上报的颗粒度较粗的信息去评估 LRU 的故

障隔离率。在进行成品测试性试验时,应同时关注

设备底层的 BIT 结果和上报的高层级的 BIT 结

果,同时纳入故障检测判据,在试验时进行验证,底
层的BIT结果作为评估故障隔离率的依据[13]。

2.5.2暋系统测试性试验

目前,从利用内场试验补充外场测试性评估数

据的角度,笔者已经探索性地实施了某型无人机的

系统测试性试验。系统测试性试验相对成品测试

性试验,试验理论和方法是可共用的,但在实施时

区别较大:
(1)系统级FMECA分析水平尚有待提高;
(2)系统级故障模式涉及大量机电设备,其故

障注入较困难;
(3)系统级测试性试验通常由主机所实施,而

成品测试性试验为第三方试验单位实施;
(4)系统级测试性试验故障注入级别一般为

LRU层或SRU层,而成品测试性试验一般为功能

电路层或元器件层;
(5)系统级测试性试验一般在主机所的系统

实验室进行,由于条件限制,对电子设备的故障注

入级别一般为 LRU 层或SRU 层,导致一些本可

通过专业注入设备注入的故障在系统试验室无法

注入;
(6)对涉及机电类设备的系统功能控制通道

进行故障注入时,需要使设备在特定运动状态下才

能进行。

已实施的某型无人机系统测试性试验是在成

品测试性试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实施的首例系统

级测试性试验,是测试性试验技术在系统级应用领

域的探索和延伸。试验过程中,发现了多起设计缺

陷,总结了试验方法和经验,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且

对其他有人机、无人机实施同类试验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试验表明,系统级测试性试验应在成品测试

性试验实施基础之上,验证系统的测试性设计水

平,主要内容有:
(1)系统级BIT整体故障检测和隔离能力;
(2)系统级BIT对栺、栻类故障的检测能力;
(3)系统级BIT对功能控制通道的故障检测

能力;
(4)对于具备BIT能力,但部分故障不能通过

自身BIT检测的设备,其故障需要系统级 BIT 进

行检测,这部分检测能力需在系统级进行分析和

验证;
(5)对于不具备BIT能力但有信号输出,且其

输出信号反映设备主要功能故障的设备,在系统级

编制故障判断算法,实现对该设备的故障检测,其
测试性能力需在系统级进行分析和验证;

(6)对于不具备信号输出能力的设备,应结合

其故障对系统功能通道影响的表征,验证系统级

BIT、外场测试设备、外场人工检测手段对该类设

备的原位检测能力。

2.6暋测试性指标评估

在飞机设计鉴定或设计定型时,需评估系统和

成品的测试性定量指标,作为设计鉴定或定型的依

据。由于目前的飞机型号在系统和成品的设计阶

段普遍缺乏验证环节,不能将测试性设计缺陷在设

计阶段发现并解决,且系统和成品的测试性指标预

计存在很大的缺陷,不能真实反映系统和成品实际

的测试性能力,导致在试飞和使用初期测试性定量

指标往往不能达标。通过外场试飞的方式验证测

试性能力,本身又存在故障不能充分暴露、验证周

期长等问题,使得测试性能力提高缓慢。同时,现
行的测试性指标评估缺乏专门的标准,导致在评估

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14灢16]:
(1)评估方法只关注定量指标是否达标,而没

有站在装备使用效能评估的角度去整体评价;
(2)测试性评估数据与可靠性评估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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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
(3)测试性评估最少样本数量的要求依据的

是GJB2072-94《维修性试验与评定》,严重不满足

测试性指标评估的要求,也不符合测试性能力随装

备使用时间增长而提高的现状,导致小样本情况下

的评估结果与飞机真实测试性水平存在较大偏差;
(4)故障认定没有统一原则;
(5)测试性评估故障样本的认定没有统一

原则。
本文提出测试性指标评估的对象应为设计鉴

定或定型状态的整机、发动机、机载系统和设备。
测试性指标评估的目标值为用户提出的测试性定

量要求,因此,测试性指标评估和测试性定量要求

的目标导向,应从飞机使用的角度来综合评价测试

性设计水平,关注飞机在使用时,测试能力是否能

让飞机满足使用需求,并形成完整的要求体系。具

体表现为 BIT 检测关键功能的能力,BIT 的故障

检测和隔离能力,BIT难以设计或设计代价大的检

测对象采用原位检测方式(如外场测试设备、目视、
外场人工检查等)的检测能力,以及不可原位检测

的故障是否经过充分的分析并根据影响程度提高

可靠性设计或规划预防性维修作为使用补充措施。

3暋改进建议

造成机载系统和设备的测试能力欠缺的结果,
既有技术因素,也有专业定位、工作方式、职责划分

与制度保障等因素。

3.1暋工作方法的改变

飞机测试性工作是相对孤立的。表现为专业

职责划分、测试性工作与系统设计工作的工作界面

等方面。
从测试性专业与机载系统专业的分工来看,测

试性专业负责全机测试性设计的顶层规划,机载系

统负责具体的实施。在飞机研制过程中,测试性专

业与机载系统专业围绕各自的分工开展承担的工

作,主要在机载系统、成品的报告和成品技术协议

审签时测试性专业才参与了机载系统的测试性工

作,其他环节几乎不参与。因此,总体来看,测试性

专业与机载系统专业的工作是相对孤立的。
从测试性专业内部分工来看,测试性专业人员

审查机载系统相关工作结果时,机载系统FMECA

审查与测试性工作结果审查,全机故障定义与飞参

定义,外场故障问题处理,这些任务都由不同人完

成,各自例行公事,以完成任务为导向,可靠性专业

人员与测试性专业人员相对孤立,测试性各项工作

相对孤立。
从机载系统专业分工来看,机载系统专业内有

负责系统级方案设计的专家承担了传感器布置、状
态监控方案、BIT方案和设备测试性要求等规划,
这些测试性相关的设计工作纳入了系统方案设计

的过程中。然而,FMECA 分析、测试性设计报告

等专门文件则往往由系统其他人员编制,同样的例

行公事,真正的测试性设计与结果相对孤立,机载

系统的FMECA分析与测试性分析相对孤立。
造成测试性工作的孤立状态,有人员的专业素

养的问题,但更多的是观念和工作方式的问题。要

突破这个困境,本文提出应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1)应加强测试性专业人员、机载系统设计人

员测试性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加深人员对测试

性工作的认知;
(2)建立、健全系统测试性设计技术体系和设

计流程,才能将测试性设计融入到系统设计中去,
使系统设计人员的对测试性的认知,从写报告即完

成测试性工作转变为将系统测试性能力作为一项

技术指标的设计思维;
(3)应在专业内赋予专门人员作为测试性总

体负责人,从面向使用的角度,统一协调管理测试

性相关工作,同时,将分布在各个机载系统的飞机

的测试能力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当作类似机载系

统进行设计与管理,把测试性工作当成系统设计工

作来抓。从而,将孤立的工作作业,形成有机结合

的测试性系统工程。

3.2暋专业定位的转变

目前,测试性专业作为飞机测试性总体性专

业,负责型号测试性顶层文件、要求、指南的编制与

发布,指导机载系统和设备的测试性设计工作,会
签机载系统测试性相关报告,汇总机载系统飞行参

数,以及抓总测试性试验和测试性评估协调。机载

系统专业负责具体的系统测试性设计和机载设备

测试性要求制定与审核,是飞机测试性设计实现水

平高低的关键之一。同时,地面设备专业负责飞机

地面判读软件的设计,该软件是否满足外场使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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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体现飞机测试性设计水平的关键之一。从

当前的专业组织划分来看,职责较为清晰。但再好

的组织都需要人来执行,只有明晰人员权利和责

任,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能。从权利与责任的角度

来看,当前的责任划分并不合理。机载系统和设备

的测试性设计由机载系统专业和成品厂家具体实

施,而在测试性评审和测试性评估阶段,所表现出

的测试能力较差的后果,则往往会归结为测试性专

业的工作没有做好,这更造成测试性专业及人员的

弱势。因此,通常说的四性设计“两张皮暠,其内涵

不仅包括在设计阶段四性专业人员与机载系统专

业人员在工作配合上的不协调,也包括在承担设计

责任上与相应职责的不匹配。
从专业分工的角度来看待,测试性专业应该作

为全机测试性设计的主要责任单位,牵头设计全机

测试性能力,从机载系统方案制定之初的关键阶段

开始,共同进行系统FMECA 分析,并共同制定机

载系统综合诊断方案、系统监控方案、故障隔离方

案和设备测试性要求,采取内部评审的方式,组织

专家对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方案进行审核。这样

才能将综合诊断方案、测试点布局方案、状态监控

方案、故障隔离方案、设备测试性要求这些测试性

设计关键项目纳入测试性设计范畴,从而将测试性

能力要求贯彻到系统设计过程中,而不是将测试性

工作仅局限于写测试性相关报告。
由于飞机的测试能力直接影响到用户使用体

验,测试性设计贯穿设计和使用全过程,因此,在机

载系统设计过程中,测试性专业应该定位于全机测

试系统总体,对全机、机载系统和设备的测试能力

进行统一规划。

3.3暋职责与制度保障

基于目前测试性设计认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实
现测试性设计水平的提高应经历两个阶段:

(1)指令性工作分配阶段,测试性专业人员与

机载系统专业人员共同分析与设计;
(2)原则性工作分配阶段,机载系统专业人员

自然而然地在系统设计过程中贯彻测试性设计

思想。

3.3.1暋测试性设计工作接口

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的结果包括综合诊断方

案、测试点布局方案、检测能力配置、地面检测设备

规划、故障诊断策略、BIT设计、故障与参数定义、
告警与显示策略等。设计结果的载体包括设计与

分析报告、测试性模型、BIT软硬件、参数判断软硬

件、排故手册等。本文总结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的

接口如图8所示。

图8暋测试性设计工作接口

Fig.8暋Testabilitydesignworkin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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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暋测试性工作职责

测试性总体与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密切相关,
要实现将测试性设计融入系统设计中,也需加强这

两方面的配合程度,具体应从人员职责和制度两方

面来作出改进。在系统设计中,测试性设计应纳入

“四性暠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
在人员方面,“四性暠专业作为总体性专业,每

个型号应该指定专人作为型号“四性暠设计主管,对
型号“四性暠设计结果负责,其主要设计职责为:

(1)统一进行型号“四性暠总体要求管理;
(2)总体协调专业内有输入输出关系的各项

工作;
(3)参与系统诊断方案设计;
(4)组织协调机载系统“四性暠工作;
(5)组织审查机载系统“四性暠工作结果;
(6)型号“四性暠设计工作总结。
机载系统专业,是型号“四性暠工作的具体实施

者,是“四性暠要求实现的关键要素。机载系统专业

同样应制定专人作为机载系统“四性暠设计主管,对
机载系统“四性暠设计结果负责,而且应同样是参与

系统级设计的人员,其主要设计职责为:
(1)统一进行机载系统和成品“四性暠要求

管理;
(2)总体协调系统内“四性暠工作的衔接与数

据接口关系;
(3)配合各阶段四性专业组织的“四性暠设计

工作审查,并积极改进。

3.3.3暋测试性设计制度保障

在制度保证方面,要保证“四性暠专业人员参与

到系统测试方案的关键设计环节,并对设计结果有

效监督。主要措施如下:
(1)共同设计,机载系统的综合诊断方案、测

试点布局方案、参数定义、BIT判断逻辑设计等关

键设计环节,由测试性人员与机载系统专业人员共

同配合完成,其结果纳入系统设计方案;
(2)内部审查,在机载系统测试性方案确定后

组织内部专家进行审查,并督促改进。
在形成较稳定的人员队伍和长效的工作制度

后,机载系统的测试性设计人员能够对测试性设计

要求、技术和流程能够有深刻的理解,并具备较丰

富的经验,深入体会系统测试能力对飞机使用带来

的便利,将逐渐形成自发的工作习惯,在系统设计

时,自然而然地考虑测试性的设计要求,将测试性

设计融入到系统设计中,从而提升系统的整体

能力。

4暋结束语

本文结合飞机实际使用需求,总结机载系统测

试性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套贴合使用需求

的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体系,并对其中的关键设计

环节进行了剖析。
军用飞机使用过程中表现出诊断能力弱的根

本原因是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各项设计工作是相

对孤立的,通过构建机载系统设计体系,能够形成

完整的需求、目标、设计、验证的研制框架,从而提

升装备测试性水平;通过机载系统测试性设计体系

的建立,结合工作方法、专业定位和制度保障的改

进,能够将“写报告即完成工作任务暠的传统思维转

变为将全机测试性能力作为整体的总体设计思维,
促使测试性设计融入机载系统设计过程中,最大程

度地解决测试性系统工程中存在的“四性暠与设计

“两张皮暠的问题,提高装备测试与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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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机体可靠性差是航空活塞发动机适航取证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以某型发动机下机体为研究对象,通

过模型仿真得到机体的瞬态载荷曲线并进行拟合,按实际安装对其进行约束,采用 Goodman方法进行高周疲

劳分析,计算机体疲劳安全系数;提出一种分离式主轴盖的设计方法,优化下机体结构,在相同载荷的条件进行

对比分析;采用威布尔数学模型对机体可靠性指标进行计算验证,并对优化后的机体进行耐久测试。结果表

明:下机体疲劳安全系数、整机寿命、可靠性大幅提升,该设计方法对提高类似结构可靠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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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orreliabilityofengineblockisatechnicalprobleminairworthinesscertificationofaviationpiston

engine.Takingtheengineblockofacertaintypeofengineastheresearchobject,thetransientloadcurveofthe

engineblockisobtainedandfittedthroughthemodelsimulation,anditisrestrainedaccordingtotheactualin灢
stallation.TheGoodmanmethodisusedtoanalyzethehighcyclefatigueoftheengineblock,thefatiguesafety
factorofblockisobtained.Adesignmethodofseparatedmainbearingcapisputforwardtooptimizethestruc灢
tureofthelowerengineblock,andthecomparativeanalysisiscarriedoutunderthesameloadconditions.The

Weibullmathematicalmodelisusedtoverifytheblockreliabilityindexes,andtheoptimizedblockis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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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improved,andthedesignmethodisofacertainreferencevaluetoimprovethereliabilityofsimilarstruc灢
tures.

Keywords:block;transientload;highcyclefatigue;separatedmainbearingcap;fatiguesafetyfactor



0暋引暋言

随着通用航空的快速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至

少有3暳1010架通用飞机,航空汽油活塞发动机是

通用航空飞机的主要动力单元[1]。出于对环境污

染的关注以及对燃油安全性的考虑,稳定性好、易

获取、经济性好的航空煤油逐渐走进通用航空领

域,且易于在军事上让装备达成燃油统一[2灢3]。因

此采用航空活塞发动机的无人机、教练机、特殊行

业用途的飞机希望使用航空煤油活塞发动机[4]。

但是高功重比的航空煤油活塞发动机的研发,其机

体可靠性成为研发的技术瓶颈[5灢6]。目前世界范围

内仅有几款航空煤油发动机获得了 FAA 或者

EASA 的 型 号 认 证,如 CD135、AE300、SR305
等[7],这些机型主要来源于车用发动机的改装,功

重比优势不明显[8]。而全新设计的高功重比航空

煤油发动机受缸内爆发压力的影响,机体耐久性成

为技术难题,难以达到适航法规的要求,国际上能

提供的参考资料有限[9灢12],大部分研究主要来源于

车用发动机[13灢14]。李欣等[15]根据动态载荷推导出

时间-应力历程,应用临界面法预测了机体上若干

位置的疲劳寿命,找出了疲劳位置;FanKL等[16]

从材料属性角度对铸铁机体进行疲劳研究,在不同

的应变幅值下研究裂纹的扩展机制;S.H.Kang
等[17]研究铝合金机体在压铸过程中热膨胀和冷却

引起的热应力疲劳。通过机体结构设计出发来提

升发动机机体的可靠性报道较少。

本文分析某型航空煤油发动机下机体的边界

条件及下机体疲劳开裂原因,从结构设计出发,提

出一种分离式主轴承盖的设计方案,开发一种新的

机体,将下机体承受的交变载荷转移到其他刚度好

的结构上,并对其进行试验验证。

1暋初始边界条件的确定

在计算分析前,必须要明确发动机的结构布

局。该发动机为 V 型4缸发动机,下机体中各轴

承的序号如图1所示,其中1号和2号缸共用一个

曲柄,3号和4号缸共用一个曲柄。

图1暋下机体主轴承编号

Fig.1暋Mainbearingnumberoflowerblock

根据厂家提供的缸径、配气相位、排气正时等

重要性能参数和发动机具体的布局等信息,使用商

业软件 GT灢POWER建立发动机仿真模型,将实验

台上获取的发动机性能参数与仿真平台获取的参

数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实测扭矩值和仿真扭矩值的

最大误差为3.5%,可以确认仿真模型具有一定的

正确性。因此,后续下机体进行疲劳分析需要的载

荷曲线,使用该模型进行仿真获取。

对下机体进行网格划 分,下 机 体 长 宽 高 为

452.8mm暳362.3mm暳230.8mm,将三维模型

导入 Workbench中,采用二阶四面体单元进行网

格划分,对细小结构进行单独处理,如倒角圆孔。

单元尺寸3mm,网格划分后节点数284637,元素

个数162197。网格划分后的下机体如图2所示。

图2暋网格划分

Fig.2暋Blockmeshing

建立发动机 GT灢POWER仿真模型,输入发动

机相关性能参数,将实验测得的不同转速下发动机

扭矩曲线和仿真数据进行对比,误差在5%以内,

验证结果表明该仿真模型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在

仿真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作用在1、2、3号轴承上的

受力曲线,如图3~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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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1号主轴承受力曲线

Fig.3暋ForcecurveofNo.1mainbearing

图4暋2号主轴承受力曲线

Fig.4暋ForcecurveofNo.2mainbearing

图5暋3号主轴承受力曲线

Fig.5暋ForcecurveofNo.3mainbearing

从图3~图5可以看出:作用在下机体上的是

交变载荷,其中2号轴承受2号和3号气缸的作

用,交变次数要高于1号和3号轴承;1号轴承在

X 方 向 承 受 的 力 最 大 值 为 37592 N,最 小 力

-32698N,Y 方向承受的力最大值为37249N;

2号轴承在X 方向承受的力最大值为37646N,
最小力 -33241 N,Y 方向承受的力最大值为

41994N;3号轴承在 X 方向承受的力最大值为

35852N,最小力-32434N,Y 方向承受的力最

大值为34928N。

2暋高周疲劳分析

下机体的疲劳属于高周疲劳,机体没有在短时

间内没有发生疲劳裂纹,而是在低于屈服强度的循

环应力作用下,经历100000以上的循环次数后而

产生裂纹。通常采用S灢N 曲线方法表示交变应

力、失效周期以及应力幅值之间的关系,疲劳破坏

次数N 与交变应力之间的关系如式(1)所示。

N=N0
S
S
æ

è
ç

ö

ø
÷

0

1
b (1)

式中:S为交变应力;S0 为机体的疲劳极限;b为疲

劳强度指数;N0 为工程中无限寿命的设定值[18]。
计算高周疲劳过程中,充分考虑平均应力对下

机体疲劳寿命的影响,最常见的平均应力修正方法

是采 用 Goodman 模 型、Gerber 模 型,如 式 (2)
所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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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毮a 为交变应力幅值,MPa;毮fs为平均应力毮m

为0时的最大交变应力,MPa;毮m 为平均应力,

MPa;毮TS为材料的抗拉强度,MPa。
采用 Workbench软件中的 TransientStruc灢

ture模块进行分析,根据发动机安装位置对其约

束。常见瞬态分析方法是挑选典型工况下的力和

时间参数进行施加,但不能精确反应整个时间历程

的变化情况。为了提高计算准确性,在对下机体进

行瞬态分析时,以主轴承受力曲线作为输入。由于

主轴承力变化的不规律性,用 Matlab拟合的函数

曲线与原始曲线有较大的误差,因此每10曘取一个

数据进行添加,确保数据准确性。
根据发动机的工作状况和设定的寿命,在Fa灢

tigueTool模块中输入循环次数为2.3暳107。由

于Goodman模型比Gerber模型更加保守,适用于

对航空结构件疲劳寿命要求更加苛刻的计算分析,
因此在仿真计算过程中采用 Goodman修正模型,
计算下机体在额定载荷谱下的疲劳情况,具体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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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下机体的疲劳安全系数

Fig.6暋Fatiguesafetyfactoroflowerblock

从图6可以看出:2号主轴承盖位置下方两侧

均出现红色区域,疲劳安全系数小于1,属于易出

现高周疲劳区域,仿真分析结论与前期试验结论相

同;1号和3号轴承下方疲劳安全系数较高,从分

析数据判断出下机体未出现疲劳。
下机体背面螺栓连接处均出现红色,表明该位

置疲劳安全系数较低,但该位置主要受压应力作

用,无交变应力作用,因此不会产生高周疲劳。故

而在分析时不予考虑其疲劳特性,因此2号主轴承

下方区域是仿真和实验关注的重点区域。

3暋优化设计方案的提出和分析

为了解决下机体2号主轴承下方易出现高周

疲劳这一技术问题,根据创新设计方法,提出一种

设计方案,阻隔下机体承受的交变载荷,对下机体

原型受力进行简单分析,了解应力的传播过程。发

动机在工作过程中,缸内混合气燃烧后产生的爆发

力经过活塞连杆机构传递到主轴承盖的表面,由于

采用的是嵌入式主轴盖安装方法,该作用力最终直

接传递到下机体上,如图7所示。

图7暋燃烧爆发力传递示意图

Fig.7暋Schematicdiagramofcombustionexplosive

forcetransmission

爆发力传递到下机体后,经发动机固定支架和

连接螺栓,最终传递到防火墙和上机体。下机体在

发动机工作循环过程中,受到缸内爆发压力和压缩

行程的交变作用,由于交变载荷的长期作用,产生

高周疲劳,可靠性变差,产生裂纹。

将分离式主轴承盖替换现有的嵌入式主轴承

盖,重新设计发动机下机体,新的设计方案如图8
所示,通过分离式主轴承盖,将易发生疲劳区域隔

离开来,如2号和3号轴承的下方。从图8可以看

出:主轴承盖的连接螺栓没有穿过下机体,而是与

上机体进行连接,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交变

载荷,传递到主轴承盖后通过螺栓转移到刚度好的

上机体,极大地减少交变应力带给下机体的冲击。

上机体的结构刚度好,能承受发动机工作过程中产

生的交变应力而不产生疲劳。

图8暋优化后的设计方案

Fig.8暋Optimizeddesignscheme

采用相同的载荷曲线、固定约束条件以及分析

方法,对优化后的下机体进行高周疲劳分析,其疲

劳安全系数如图9所示。

图9暋优化后下机体的高周疲劳分析

Fig.9暋Highcyclefatigueanalysisoftheoptimized

lowerengineblock

从图9可以看出:2号主轴承下方的疲劳区域

发生了改善,没有出现疲劳安全系数过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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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疲劳安全系数均大于8,和原方案相比,高

周疲劳作用下的安全系数提升了10倍;下机体背

面螺栓连接位置仍然出现疲劳安全系数较低的现

象,但仍属于压应力造成,不会造成高周疲劳。

威布尔数学模型适用于各种寿命数据的拟合,

产品可靠性指标的计算。两参数威布尔模型只考

虑尺寸参数和形状参数,计算精度存在误差,本文

选用三参数威布尔模型对上述分析进行评估,如式

(3)所示。

F(t)=1-exp - t-毭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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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t)为失效概率;t为循环次数,万次;毭为位

置参数;毬为形状参数;毲为尺寸参数;毲和毬均大于

0,毭曒0。

威布尔可靠度函数如式4所示。

R(t)=exp - t-毭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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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试验中,试件数量少,不能进行大规模试

件测试,且试件开始试验后,任何时间均可能发生

失效,因此取毭=0。

对式(4)两边取倒数再取对数,并将R(t)=

1-F(t)代入后如式(5)所示[19]。

lnln 1
1-F(t

é

ë
êê

ù

û
úú)=毬lnt-毬ln毲 (5)

使用 MedianRank法估算威布尔累计失效

率,两次试验试件中,第一次经受1000万次循环

后失效,第二次通过疲劳分析,2300万次循环后

仍未失效。计算两次F(t)分别为0.292,0.708,将

数据代入公式(5)得到毬=3.243,毲=46.72。

将上述数据代入到式(3)中,计算得到结果

t=2405万次,失效概率0.02,可靠度0.98。表明

发动机工作循环2405万次,试件累计失效率为

2%,可靠度98%,与仿真数据基本吻合。

4暋试验验证

将新的下机体搭载在带桨试验台上进行验证,

如图10所示。根据14CFR33部适航法规对航空

活塞发动机取证的要求,进行150h的耐久测试,

测试结束后拆解发动机,检查发动机下机体是否出

现裂纹。

图10暋地面台架测试

Fig.10暋Benchtest

采用科学的检测方法检测后表明,新的发动机

下机体的表面及内部均没有出现裂纹损伤,大幅提

升了发动机的可靠性,满足适航法规的耐久测试

需求。

5暋结暋论

(1)在相同载荷的条件下,新机体原疲劳破裂

区域的可靠性得到大幅提升,改进后的下机体能够

满足耐久测试需求。
(2)分离式主轴承盖能够有效地将发动机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交变应力传递到上机体,下机体的

可靠性提高,整机的寿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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