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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的冲击疲劳问题研究进展与展望

郭玉佩,王彬文,杨强,白春玉,刘小川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结构冲击动力学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西安710065)

摘暋要:材料的冲击疲劳问题在航空工程中大量存在,舰载机的弹射起飞、拦阻着舰都是典型的冲击疲劳问

题。本文梳理了冲击疲劳概念的早期发展历程,综述了自2000年以来冲击疲劳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包括材

料冲击疲劳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材料冲击疲劳试验方法、冲击疲劳的损伤表征和寿命预计以及冲击疲劳问题

的数值计算方法等,指出材料的微观结构、边界条件、使用环境、冲击载荷类型等对冲击疲劳性能有显著影响。

总结了航空工程中冲击疲劳问题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结合未来工程结构设计的需求,展望了航空领域冲击疲劳

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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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andProspectofImpactFatigueofAeronauticalMaterials

GUOYupei,WANGBinwen,YANGQiang,BAIChunyu,LIUXiaochuan
(AviationKeyLabora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nStructuralImpactDynamics,Aircraft

StrengthResearchInstituteofChina,Xi暞an710065,China)

Abstract:Impactfatigueproblemsofmaterialswidelyexistinaviationengineering.Launchingandlandingof

carrier灢basedaircraftsaretypicalimpactfatigueproblems.Thispaperreviewstheearlydevelopmentofthecon灢
ceptofimpactfatigue,summarizesthemainresearchprogressinthefieldofimpactfatiguesince2000,inclu灢
ding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impactfatigueperformanceofmaterials,testmethods,damagecharacteriza灢
tionandlifepredictionofimpactfatigueandnumericalcalculationmethodsofimpactfatigueproblems.Itisin灢
dicatedthatthemicrostructure,boundarycondition,serviceenvironmentandimpactloadtypeofthematerial

areof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impactfatigueperformance.Thispapersummarizesthemainchallengesofthe

impactfatigueproblemsintheaviationengineering,andprospectsthefuturedevelopmentoftheimpactfatigue

technologyintheaviationfieldbasedontherequirementsofthefutureengineeringstructuredesign.

Keywords:impactfatigue;aeronauticalmaterials;crackle;micromechanism;experiment;numericalsimula灢
tion

0暋引暋言

冲击疲劳是指材料或结构在多次冲击载荷作

用下,薄弱部位逐渐产生损伤并累积,经过一定次

数冲击后产生裂纹并扩展,直至完全断裂的现象。
在冲击过程中,载荷的持续时间比较短、速度快,单



次冲击载荷造成结构微损伤,随着冲击载荷多次加

载,结构的微损伤会逐步累积,最终产生宏观裂纹,
导致结构失效[1灢2]。

对冲击疲劳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20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处于对

冲击疲劳的认知研究中,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十分缓

慢。目前可追溯到最早的研究是1908年 T.E.
Stanton等[3]的多次冲击试验,选择9种碳钢进行

多次冲击弯曲试验,发现小能量多冲试验结果反映

了材料的冲击断裂抗力。20世纪50年代以后,冲
击疲劳领域的研究开始活跃,大量的研究使得人们

对于 冲 击 疲 劳 的 认 识 变 得 清 晰 起 来。E.L.
Layland[4]研究了15种典型结构钢在多冲载荷下

的行为,给出了冲击能量和破断周次之间的关系曲

线,但该曲线的力学意义并不清楚。20世纪60年

代,英国的 K.Wellinger等[5]研究钢冲击磨损,给
出了冲击载荷下的磨损公式。国内的研究工作最

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西安交通大学周惠久团

队[6灢7]研究了钢的化学成分、回火温度、渗碳、试样

缺口和体积效应对材料多冲抗力的影响,发现多次

冲击导致材料产生损伤累积,进而引发裂纹萌生与

扩展。20世纪70~80年代,电子计算机、扫描电

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他学科(如断裂力学理

论)的进步为多冲疲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

径。H.Nakayama等[8]借助先进的研究方法,采
用动态应力应变测定,引入断裂力学的分析方法,
借助电子显微镜对试样的断口进行观察和分析,深
入了解了冲击疲劳的实质。

冲击疲劳现象在航空工程中大量存在,舰载机

的拦阻钩作为飞机着舰的关键部件之一,每次拦阻

过程中都会承受冲击载荷,随着拦阻过程的重复进

行,会产生冲击疲劳问题,威胁飞机着舰安全。

2002年,一架F灢14在着舰时由于拦阻钩杆断裂发

生事故。早期由于缺乏完善的拦阻钩寿命评估理

论,为了保障飞机着舰安全,拦阻钩的安全阈值均

定为很大的范围,不利于充分发挥拦阻钩的性能。
例如,美国的E灢2预警机、C灢2A飞机的拦阻钩初始

寿命均只有500次,而在进行了拦阻和弹射疲劳试

验后,成功将拦阻次数提高到3000次。因此研究

冲击疲劳问题对于工程安全、充分发挥机器性能以

及节约经济成本等具有重要意义。
冲击疲劳与常规静疲劳相比,有其自身的特

点:加载时间短、速度快、材料的应变率较高等。因

此研究材料在多次冲击下的塑性行为时,需要考虑

应变率效应和硬化效应。同时,冲击载荷下应力波

在材料内部高速传播,在截面尺寸发生改变或遇到

界面时会发生应力波的叠加、反射,使得应力状态

十分复杂。另外,冲击疲劳还涉及材料的韧度问

题,而常规疲劳几乎是一个纯强度的问题[6灢7,9]。
江强等[10]选择40Cr钢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冲击

疲劳寿命明显小于常规疲劳寿命:在280MPa应

力下,40Cr钢的常规疲劳寿命为28.359暳106 周

次,而冲击疲劳寿命为18.653暳106 周次,同时扫

描电镜的结果显示,冲击载荷下的疲劳裂纹在断口

两侧的扩展速度更快。
本文梳理了冲击疲劳概念的早期发展历程,总

结了自2000年以来冲击疲劳领域的主要研究进

展,并结合未来航空工程结构的设计需求,展望了

航空领域冲击疲劳技术的发展。

1暋材料冲击疲劳性能的主要影响

因素

不同热处理条件使得材料的显微结构呈现不

同的形貌,例如会形成马氏体、奥氏体、贝氏体等

等,研究发现,材料的微观结构会对其冲击疲劳性

能产生显著影响。程巨强等[11灢12]发现在 Cr灢Si灢
Mn灢Mo系新型贝氏体钢的热处理过程中,如果采

用冷却速度较慢的处理方式,例如低温回火、空冷

等,会使得处理后的组织中存在较多残余奥氏体。
奥氏体本身具有较好的韧性,在多次冲击过程中,
这些残余奥氏体会发生塑性变形,吸收能量,与裂

纹相遇时会使得裂纹尖端钝化,阻碍微裂纹的扩

展,延缓了材料断裂的时间,由此提高了材料整体

的冲击疲劳性能。
余钊辉等[13]研究了表面氮化对38CrMoAlA

钢冲击疲劳性能的影响,发现表面氮化处理可以提

升高能量冲击下的裂纹萌生寿命和断裂寿命,而在

低冲击能量下效果不明显。
何柏林等[14]使用42CrMo钢,利用亚温淬火

工艺获得不同未溶铁素体含量,探究未溶铁素体对

冲击疲劳的影响,试验得到了裂纹长度a与冲击周

次N 的关系曲线(a灢N 曲线),结果显示:相同的冲

击能量和材料硬度下,M+F的双相组织相比单相

组织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和断裂寿命均增高,而且当

F相含量达到10%左右时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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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寿命最高。
张倩茹等[15]采用低应力冲击疲劳试验研究铁

镍梯度材料的抗冲击疲劳性能,试验选择纯铁、铁
镍突变材料和铁镍梯度材料分别进行低应力冲击

疲劳试验,通过网格法测量材料的形变,通过显微

硬度计测量材料不同深处的硬度值。最终的累积

形变结果显示,铁镍梯度材料的抗低应力冲击疲劳

性能最强,铁镍突变材料次之,纯铁材料最弱。
杨平 生 等[16]使 用 冲 击 疲 劳 拉 压 试 验 机 对

Ly12铝合金和 A1号工业纯铝进行低周冲击疲劳

试验,每隔一定周次记录动态应力应变曲线,结果

显示,硬铝和纯铝在低周冲击载荷下均呈现较低的

应变率敏感性,但是硬铝在冲击疲劳中呈现循环硬

化而纯铝呈现循环软化。断裂周次与应变半幅的

关系曲线如图1所示[16]。

(a)纯铝

(b)铝合金

图1暋断裂周次与应变半幅的关系曲线

Fig.1暋Relationshipbetweenfracturecycleandhalfstrain

于连玉等[17]和徐梅等[18]分别研究了激光熔

覆层试样的冲击疲劳力学行为,试验测定了冲击

力,分析认为冲击力产生的应力波在试样涂层与基

体的结合面发生反射进而形成拉伸波,并且与涂层

内的残余拉应力共同作用导致涂层的失效。
李会会等[19]利用自制的冲击疲劳试验机研究

了不同冲击能量和不同温度下的 WC灢Co硬质合

金的冲击疲劳寿命,试验结果显示,温度和冲击能

量的提高均会导致 WC灢Co硬质合金冲击疲劳寿

命下降。
刘伟[20]通过 WC灢Co硬质合金的小能多冲试

验发现,在相同冲击能量下,Co含量越高,WC灢Co
硬质合金的小能冲击寿命越长。

2暋材料冲击疲劳特性试验研究

K.Azouaoui等[21灢22]采用卧式冲击试验机进

行复合材料冲击试验,冲击能量为3.5~7.0J,试
验得到了超过104 次循环的冲击疲劳(E灢Nf)行

为,发现复合材料层合板的脱层区域面积和冲击能

量存在以下关系:

Ad=毩E毬 (1)
式中:Ad 为脱层区域面积;E 为冲击能量;毩,毬为与

冲击次数有关的常数。
同时 发 现,在 较 低 的 冲 击 能 量 下 (3.5 和

4.0J),冲击次数是造成破坏的主导因素,而在冲

击能量大于或等于5.0J之后,冲击能量成为造成

破坏的主导因素。

N.Uda等[23]对UT500/Epoxy和AS4/PEEK
两种复合材料进行落锤冲击疲劳试验,探究材料属

性对 冲 击 疲 劳 失 效 行 为 的 影 响,结 果 显 示,

UT500/Epoxy中 冲 击 引 起 的 分 层 要 比 AS4/

PEEK中大得多,同时两种材料的S灢N 曲线结果

显示,UT500/Epoxy冲击前后的曲线趋势相似,
而未冲击的 AS4/PEEK曲线相比冲击后有一个急

剧地下降。

J.F.Wilson[24]使用凸轮摆锤试验机研究泡沫

聚合物的冲击疲劳寿命,分别在干湿两种状态下进

行冲击疲劳试验,发现其他条件相同时,干燥的泡

沫聚合物冲击疲劳寿命更长。

T.Sinmaz晄elik[25]选用 PEI材料研究热循环

对热塑性复合材料冲击疲劳性能的影响,结果显示

随着热循环次数的增加,PEI材料的冲击疲劳性能

下降。

I.Dumitru等[26灢27]在一种基于夏比冲击试验

机、类似单次冲击试验的试验技术中,提出了一个

非常简洁的公式,该公式利用一个新的参数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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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冲击载荷作用下的疲劳耐久性与夏比冲击 V
型缺口试样的冲击能量关联起来:

毲=Et

Ud
(2)

式中:Et=NfE,为由单次冲击能量E 在Nf 次冲

击产生的断裂总能量;Ud 为夏比冲击 V 型缺口试

样(CVN试样)一次冲断的冲击能量。

C.Froustey等[28]设计了一架基于飞轮拉伸冲

击加载的试验装置,应变率最高可达1000/s,可以

进行预加载。该试验机包含两套系统:不同应力水

平下的测试和不同耐久性时间下的测试。他们利

用该试验机进行应变率300/s的冲击疲劳试验,结
果表明:预加载过程中的拉伸应变率对之后的高周

疲劳寿命无影响。

G.Tsigkourakos等[29]采用摆锤法对碳纤维

增强聚合物进行冲击疲劳试验,采用 X 光微断层

摄影技术构建出局部损伤区域的三维图像,观察并

评估冲击疲劳损伤。
邹涵等[30]根据冲击疲劳损伤会影响材料的导

热率、电阻率等特性,提出了一种利用涡流热成像

技术来检测材料冲击疲劳损伤的方法,并采用这一

方法识别了飞机刹车片的冲击疲劳损伤。
李四超等[31]在对舵板装置进行低周大冲击载

荷的疲劳寿命研究时,采用了尺寸缩放。该方法基

于应力应变法的假设,确定了冲击能量作为尺寸缩

放的依据,对光滑试件进行冲击疲劳试验,从而推

知舵板的冲击疲劳寿命。
陈鼎等[32灢33]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WC灢Co

类硬质合金的冲击疲劳断口,发现冲击载荷下裂纹

萌生于缺陷处,并与孔洞相连形成主裂纹,主裂纹

进一步扩展导致宏观失效;同时发现,相同能量比

时Co含量的升高会降低合金的冲击疲劳寿命,分
析认为这与 Co的相变和疲劳敏感性有关;而当

WC晶粒尺寸一定时,Co含量的升高会提高 WC灢
Co硬质合金的低周冲击疲劳寿命。

杨东方等[34]根据舰载机起落架的工作环境,
提出了腐蚀冲击疲劳的概念和试验方法,并研究了

AF1410和300M 两种材料在盐水中的冲击疲劳行

为。AF1410和300M 在空气中的冲击疲劳寿命几

乎相等,但在盐水中,300M 的疲劳起始寿命和裂

纹扩展寿命为空气中的60%左右,分析认为这可

能与氢脆有关;而 AF1410的疲劳起始寿命是空气

中的73%,裂纹扩展寿命几乎没有变化。

刘国庆等[35]、田庆敏等[36]研制了一种新型卧

式冲击疲劳试验机,加载方式为凸轮-弹簧式,通
过对试验机样机的性能研究,发现该试验机可以满

足自动机易损件的试验要求。

3暋材料冲击疲劳寿命预计的理论方法

3.1暋损伤累计模型

YuJie等[37]参考静疲劳模型提出了一种累积

时间-应力模型:

氁max(NfT)m =C (3)
式中:氁max为冲击过程中的最大应力幅值;Nf 为用

循环次数表示的冲击疲劳寿命;T 为每次冲击的作

用时间。
张倩茹[38]在冲击试验的基础上,根据三条已

有的规律(栙冲击应力随时间呈指数衰减;栚形变

量与应力平方成正比;栛应变硬化),建立了低应力

多次冲击条件下累积塑性形变量与冲击次数、应
力、频率的S灢N灢氁灢f 数学模型:

S=K氁2e-a/f1-qN

1-q
(4)

式中:S为总累积塑性形变量;氁为冲击碰撞的初

始应力值;f 为冲击频率;q为冲击形变的衰减系

数;N 为冲击碰撞次数;K,a为与材料性质有关的

常数。
在假定相邻两次形变量比值为定值q时,式

(4)为一组等比数列的求和。
赵晔婷[39]根据65Mn和 YT01两种材料的冲

击疲劳试验数据,通过图线拟合法和Langrange插

值法建立了累积塑性变形L 与冲击能量E、应力氁
和冲击次数N 之间的L灢E灢氁灢N 数学模型,同时用

相同方法建立了形变率毲与冲击能量E、应力氁和

层深h 的毲灢E灢氁灢h 数学模型。
徐梅[40]根据1Cr18Ni9Ti的冲击疲劳试验结

果提出了蠕变应变率与冲击次数 N、层深h和应

力氁的相关函数关系(如式(5)所示),并由图线拟

合法获得f1、f2、f3 的具体表达式。

毰·=f1(N)f2(hi)f3(氁) (5)
损伤力学原理的引入为预估试样的冲击疲劳

寿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一理论认为材料在单

次冲击载荷下会产生微损伤,而在多次冲击过程中

微损伤会逐渐累积,最终演化为宏观损伤。试样在

冲击载荷作用下会产生瞬时应力波,导致材料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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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力水平升高,同时对于有缺陷的部位,其应力

水平更高。张我华等[41]在一种锻锤疲劳寿命的估

计方法中引入了损伤力学的分析方法,积分损伤方

程可得第i次锻打导致的损伤增量。

暋殼毟i=1
Ti曇

T

0
A 氁i(t)

1-毟i
-k氁-

æ

è
ç

ö

ø
÷1

n

·

H 氁i(t)-k(1-毟i)氁-[ ]1 dt (6)
式中:H(x)为单位阶跃函数;k,A,n为材料常数。

同时,定义了一个函数:

暋J(毟i)=1
Ti曇

Ti

0
氁i(t)-k(1-毟i)氁-[ ]1

n·

H 氁i(t)-k(1-毟i)氁-[ ]1 dt (7)

由此得到了一个无量纲因子j(毟i)=
J(毟i)
J0

,

称为损伤状态寿命因子,在给定约束条件的情况

下,可以求出j(毟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从而能够

估计出损伤疲劳寿命的上下限。锻锤基础系统损

伤因子随损伤状态的变化如图2所示[41]。

图2暋锻锤基础系统损伤因子随损伤状态的变化

Fig.2暋Changeofdamagefactorofforginghammer

foundationsystemwithdamagestate

综上所述,目前冲击疲劳中的理论研究方法比

较分散,适用范围基本是针对具体某一个或某一类

问题,无法形成统一体系,很难评价其优劣。

3.2暋裂纹扩展模型

材料冲击裂纹扩展的微观分析发现,疲劳裂纹

的扩展分阶段进行,主要包括周期滑移导致的滑移

带分离和钝化复锐或再生核两个阶段。显微分析

结果发现了疲劳裂纹扩展的一些规律:栙晶粒内部

的裂纹扩展是均匀的;栚晶界会降低裂纹扩展速

率;栛当裂纹之间连接时,其扩展速率会突然加快,
之后减慢;栜裂纹总长度超过某一数值后,其扩展

速率会大幅增加;栞初始条件、外界环境、载荷等都

对裂纹扩展速率有很大影响。

I.Dumitru等[26灢27]采用氧化法对冲击疲劳裂

纹扩展进行分析,提出了夏比 V 型缺口试样的冲

击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与单次能量E 的关系:

dA
dN=毬Epaq (8)

式中:毬,p,q为各裂纹扩展阶段的常数;a为裂纹

长度。
张萌[42]在小能量多次冲击的试验中发现,沿

晶裂纹最容易产生;沿晶界产生的裂纹萌生方式主

要有三个类型:表面粗糙化、滑移带与晶界相互作

用、晶界脆断;同时在冲击疲劳的裂纹扩展分析中

引入Paris公式:

da
dN=A(殼K)m (9)

式中:A 和m 为材料常数;殼K 为应力强度因子幅

值。暋
朱金 华 等[43]通 过 分 析 Mn13、20CrNi3Mo、

PD3以及 TiNiNb四种材料的冲击磨损试验结果,
提出了一种准纳米磨损机制:高的冲击能量密度使

得接触表面发生强烈的塑性变形,形成了非晶+纳

米晶的结构,而冲击磨损裂纹产生于非晶区。
钱才让等[44]研究了带缺口的高Co灢Ni钢三点

弯曲试样的冲击疲劳裂纹扩展行为,发现在变幅冲

击载荷下,若载荷幅值先高后低,高 Co灢Ni钢的冲

击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会出现迟滞;若载荷幅值先低

后高,变幅前后的裂纹扩展速率分别与对应的恒幅

冲击能量时的裂纹扩展速率相同。

4暋材料冲击疲劳特性的数值计算方法

随着现代计算机运算速度的提升以及 AN灢
SYS和 Abaqus等大型有限元软件的发展,采用有

限元法分析冲击疲劳问题迅速发展起来。
戚晓利等[45]采用数值仿真方法研究了多次弹

塑性撞击系统的动力学响应问题,仿真过程中考虑

了梁的材料和支撑方式对动力响应的影响。
谢伟等[46]利用 Abaqus软件建立30CrMnSiA

的材料模型,在应力场中引入损伤演化的影响,进
行疲劳损伤力学分析,得到的结果与试验结果

相符。

ZhuLing等[47]采用 Abaqus软件显式算法研

究了加筋矩形板的冲击疲劳行为,仿真过程考虑到

了材料非线性的影响,引入Cowper灢Symonds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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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描述应变率效应,同时每次冲击结束后,下一

次的运算都是在弹性振动结束后进行,残留的变

形、应力应变等因素都会作为下一次冲击的初始条

件引入接下来的运算,当把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时,发现二者相符。

R.Seifried等[48]采用 ANSYS软件研究杆和

球体之间的冲击问题,使用二维轴对称单元对两个

物体进行离散化。仿真发现罚函数的选择以及接

触区域的离散程度对于计算所得的冲击应力的时

间响应有重要影响,而且罚函数的独立性需要额外

的数值仿真来证明。仿真得到了冲击次数和恢复

系数的关系曲线,曲线显示随着冲击次数的增加,
恢复系数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越来越小,经
过4~5次冲击后达到固定值,而且这个值大约比

首次冲击后的恢复系数高10%;另外弹塑性情况

下的恢复系数为0.54,比纯弹性情况下的0.63低

很多。
刘正等[49]基于 Abaqus软件显示算法分析了

航空机枪复进簧的冲击疲劳应力响应,得到了应力

曲线,并去除响应过程中的无效应力,得到了有效

的应力 谱,并 确 定 了 复 进 簧 的 S灢N 曲 线,基 于

Miner模型进行了寿命预测,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

比较吻合。
不过,冲击疲劳的有限元法分析本身比较复

杂,同时分析过程中用到的损伤方程涉及应力应变

场与损伤场的耦合作用,使得运算变得非常复杂,
导致有限元法分析冲击疲劳的效率很低,因此一些

研究人员致力于对这种分析方法进行简化。邹希

等[50]首先分析试样的静载荷状态,寻找应力危险

点,然后对危险点进行冲击动力学的响应分析。在

损伤演化分析中,构建了损伤演化方程:

dD
dN=暺

i
毩 殼毰m

i

(1-D)n (10)

式中:D 为损伤度;毩,m 为材料参数;N 为载荷循

环次数;毰i 为谱块中第i次加载历程中高于门槛值

的等效应变量。
同时提出了应力应变场-损伤场的解耦处理

方式,具体方法是将应力响应视为载荷谱,将损伤

演化方程离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运算过

程,有效提高了分析效率,由此进一步发展了损伤

力学-有限单元法,可以预估冲击疲劳裂纹萌生

寿命。

5暋总结与展望

材料冲击疲劳问题在工程中大量存在,特别是

在舰载机服役过程中典型存在,如舰载机起落架、
拦阻钩与相关机体结构重复承受弹射、着舰与拦阻

载荷等,都是典型的冲击疲劳问题。冲击疲劳的研

究对于保障工程结构安全、提高结构效率、延长结

构寿命、减小全寿命周期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在材料冲击疲劳影响因素方面,材料冲击疲劳

性能试验影响因子多,试验本身难度极大,研究人

员采用自行设计的非标准冲击疲劳试验机,而且试

验方法众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权威的材料冲

击疲劳测试方法。在材料的冲击失效模型方面,一
种思路是从试验数据出发,寻找冲击疲劳的规律,
进而建立模型;另一种思路是从其他学科的理论出

发,例如损伤力学、断裂力学等,再结合冲击疲劳的

特点构建模型。总的来说,目前已建立的冲击疲劳

理论适用范围较小,一种理论或模型只能解释一种

或几种冲击疲劳现象。在材料与结构的冲击疲劳

数值仿真方法方面,由于冲击疲劳问题中应力应变

场与损伤场的耦合作用,数值计算难度很大;研究

中对损伤场的处理方式众多,但方法的适应面有

限,计算的精度和计算效率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结合目前航空工程中冲击疲劳技术的发展需

求看,该领域内的诸多关键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探索,例如多冲寿命与应力、冲击能量关系曲线

的力学意义,材料在多冲载荷下的损伤演化模式

等。首先要加强试验技术研究,从试验件设计、试
验加载、试验测试与数据处理等角度入手,进一步

提升试验的标准化水平;其次在冲击疲劳理论方

面,应着重于建立统一或适用范围更广的冲击疲劳

理论,并面向航空工程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关的损伤

评估准则,如通过对试验数据和试验现象的分析,
提出规律性的唯象模型,或在损伤力学或断裂力学

的基础上,提出冲击疲劳修正模型;最后在冲击疲

劳数值仿真方法方面,应在多尺度建模、材料的本

构模型、失效准则与判据等方面重点研究,不断提

高预计精度和计算效率。

6暋结束语

目前航空领域的冲击疲劳技术发展并不成熟,
缺乏完善的理论和统一的试验标准,领域内许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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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性问题仍不明确,例如冲击疲劳的损伤机理、损
伤演变规律等。今后冲击疲劳领域需要进一步地

探索和研究,以满足未来航空工程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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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狭缝合成射流的湍流边界层流动控制实验研究

陆连山,李栋,郑杰,拜昱,曹真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西安710072)

摘暋要:湍流边界层主动流动控制减阻是当下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为了探究狭缝合成射流对平板湍流边界

层流动控制的减阻效果,分别在有无合成射流干扰的条件下利用恒温式热线风速仪测量湍流边界层的流向速

度,根据测量结果得到时均速度型、脉动速度型、偏斜因子、平坦因子,并进行对比分析;选取不同频率和强度组

合的典型合成射流激励条件,研究激励条件带来的减阻效果沿流向的变化。结果表明:受控湍流边界层减阻效

果、施加的合成射流特性和当地站位到狭缝的距离均有关;合成射流在靠近狭缝位置引起湍流边界层表面摩擦

阻力增加;远离狭缝,合成射流产生减阻效果,随流向距离增加,减阻效果先增强后减弱;高频合成射流比低频

合成射流减阻效果更强;脉动速度的功率谱密度和自相关性分析表明合成射流的作用效果沿流向逐渐减弱。

关键词:合成射流;湍流边界层;流动控制;热线风速仪;狭缝;摩擦阻力

中图分类号:V211.7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5.00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nExperimentalStudyonTurbulentBoundaryLayerFlowControlby
SyntheticJetthroughSpanwiseSlot

LULianshan,LIDong,ZHENGJie,BAIYu,CAOZhen
(SchoolofAeronautics,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暞an710072,China)

Abstract:Activeflowcontrolfordragreductioninturbulentboundarylayerisahotresearchfieldnowadays.In
ordertoexploretheeffectofthesyntheticjetthroughaspanwiseslotonthefrictiondragreductionoftheturbu灢
lentboundarylayerofaflatplate,thestreamwisevelocityaremeasuredbyaconstanttemperaturehot灢wireane灢
mometerwithandwithoutsyntheticjet.Accordingtothemeasuredexperimentdata,themeanvelocitypro灢
files,fluctuatingvelocityprofiles,skewnessandflatnessareobtainedrespectively.Typicalcombinationsofdif灢
ferentfrequenciesandintensitiesofsyntheticjetareselectedtostudythevariationoftheforcingeffectinthe
streamwisedirection.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skinfrictiondragreductionintheturbulent
boundarylayerisrelatedtothecharacteristicsoftheimposedsyntheticjetandthedistancebetweenthelocalsta灢
tionandtheslot.Thesyntheticjetleadstoanincreaseoftheskinfrictiondraginthestationclosetotheslot,

andastheflowmoveddownstreamawayfromtheslot,areductionintheskinfrictionoccurredwiththetenden灢
cyoffirstlyincreasingandthendecreasing.Thereductionofskinfrictioncausedbythesyntheticjetofahigher
frequencyismorethanthatofalowerfrequency.Thepowerspectraldensityandautocorrelationofthefluctua灢
tingvelocitiesindicatethattheeffectofthesyntheticjetontheturbulentboundarylayerdecaysinthestream灢
wisedirection.
Keywords:syntheticjet;turbulentboundarylayer;flowcontrol;hot灢wireanemometer;slot;frictiondrag



0暋引暋言

随着全球范围内绿色航空的兴起,研制对大气

环境低污染的飞机已成为飞机制造商的一个迫切

需求,这就要求改善飞机的气动设计,减小飞行阻

力,从而减少燃料的使用。飞机减阻还具有重要的

经济价值,在航空民用飞机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减
小阻力是亚声速客机保持经济性优势的重要途径。

民航客机受到的表面摩擦阻力约占总阻力的

50%[1灢2],巡航状态下湍流边界层大比例占据机翼

与机身表面,且湍流边界层的摩擦阻力比层流大很

多,几乎是后者的10倍。因此,减小湍流边界层的

摩擦阻力一直是整个航空界关注的焦点,这对于提

升民用飞机性能,改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的意义。
湍流边界层中存在大量的拟序结构,又称相干

结构[3],其中在近壁区(y+ <60)分布有低速条带

和流向涡结构。低速条带在向下游运动的过程中

逐渐上举,诱导涡结构的产生;流向涡向下游运动

过程中将近壁区低速流体带离壁面,形成低速条

带。在低速条带和流向涡交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

中,还伴随有喷射和下扫过程,形成湍流的猝发现

象,并提供了近壁区雷诺切应力的主要来源。湍流

边界层减阻主要是从流动控制[4灢5]的角度来开展研

究的,主要技术思路在于干扰条带和流向涡的动力

学交互过程,抑制湍流猝发。流动控制方法可分为

被动控制和主动控制。被动控制包括小肋减阻[6]、
涂层减阻[7]等;主动控制包括壁面吹吸控制[8]、等
离子体控制[9]、壁面运动[10]、大涡破碎[11灢12]等。

合成射流[13灢14]广泛应用于主动流动控制领

域,它可以激发不同尺度的涡结构,作用于受控流

动时只传递动量而不输出质量,是一种高效的流动

控制手段。为了研究合成射流用于湍流边界层主

动流动控制的减阻问题,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的实

验和数值研究。M.Cannata等[15灢16]研究了展向合

成射流对充分发展的槽道湍流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1~16Hz的频率范围内,表面摩擦阻力减小,在

4Hz时,摩擦阻力减小幅度为22.4%;R.Rathnas灢
ingham 等[17]使用传感器和动作执行器对湍流边

界层进行近壁控制,实验结果表明,流向速度脉动

减小了30%,猝发频率降低了23%,平均壁面剪应

力降低了7%;E.Spinosa等[18]采用五孔合成射流

阵列对水槽中的平板湍流边界层进行流动控制实

验,发现当速度比(吹气相位平均射流速度与自由

来流速度之比)小于0.1时,射流孔下游的表面摩

擦力减小,但对所有速度比,相邻射流孔之间的表

面摩擦力增大;C.Y.Lee等[19]对采用阵列式合成

射流控制湍流边界层进行了直接数值模拟研究,该
阵列由4条流向的狭缝组成,其在研究中尽管没有

观察到减阻现象,但有助于人们理解湍流边界层近

壁区内的流动结构变化;J.Yao等[20灢21]开展了直接

数值模拟工作,研究展向壁面射流对槽道湍流的影

响;YeZX等[22]研究了含流向槽的合成射流阵列

对湍流边界层的影响,发现在合成射流阵列下游一

定距离内,可以观察到摩擦阻力的减小;王玉春

等[23]开展了扬声器激发的周期性吹吸作用于湍流

边界层的减阻实验研究;李立等[24]利用合成射流

控制平板湍流边界层外层结构,获得了5%~6%
的当地减阻率;王艳平等[25]开展了1600Hz高频

射流影响湍流边界层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高频

扰动抬升了拟序结构,减小了壁面摩擦阻力。
上述研究工作一部分是基于圆孔射流开展,为

了保证射流对边界层的扰动效应足够强,通常需要

组成小孔阵列,考虑到合成射流展向二维均匀性的

要求,小孔的加工精度要非常高,为开展研究带来

了不便之处;另外一部分基于狭缝射流开展研究,
但多缺少详细的射流特性描述。

尽管人们针对湍流边界层主动流动控制减阻

开展了持续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依然有很

多机理问题没有认清。整体来看,该领域的技术成

熟度(TechnologyReadinessLevel,简称 TRL)尚
处在初级阶段,仅达到 TRL1级水平。现在,湍流

边界层主动流动控制减阻依然是一个热门研究

领域。
本文采用单条展向狭缝合成射流的方式干扰

湍流边界层中的拟序结构,其优点是单条狭缝就能

保证产生足够强度的射流,满足开展实验研究的前

提条件;狭缝展向布置(长度沿展向,宽度沿流向),
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合成射流展向二维均匀性。在

静止大气中重点测量合成射流的详细速度特性,并
确定合成射流的参数空间;改变合成射流的主要控

制参数(激励频率和电压幅值),研究合成射流对特

定湍流边界层产生的影响,获取具体的减阻规律,

916第5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陆连山等:基于狭缝合成射流的湍流边界层流动控制实验研究



以期为今后合成射流的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1暋实验设置

1.1暋风暋洞

实验在一座小型下吹式边界层风洞中完成,风
洞如图 1 所示。风洞实验段横截面为矩形,宽

720mm,高200mm,收缩段出口到核心实验区的

长度为2000mm。实验段下壁板是一块整体加工

的有机玻璃板,上壁板为硬质钢板,其上留有一个

流向长675mm、展向宽220mm 的矩形测量窗

口。风洞安装有一套三维移测系统,可实现热线探

针的移动和定位。风洞风速由变频电机调节,最高

稳定风速为20m/s,风速控制精度0.1m/s,风洞

背景湍流度低于5曤。

图1暋小型下吹式边界层风洞

Fig.1暋Photographoftheblowdownboundary

layerwindtunnel

1.2暋实验模型

采用风洞下壁板作为平板模型,开展湍流边界

层流动控制实验,如图2所示。在风洞下壁板距收

缩段出口90mm 处布置一根直径4mm 的绊线,
绊线下游25mm 处粘贴一张宽度50mm 的120
目砂纸。自由来流速度U曓 =15.5m/s,受控湍流

边界层在风洞下壁板上获得充分发展。距砂纸尾

缘1871mm处布有一条展向狭缝的射流模块,狭
缝的长度l=80mm,宽度b=2.3mm。射流模块

由两部分组成:上面的盖板和下部的方腔。盖板的

长宽均为100mm。下部的方腔为一个有机玻璃制

成的正方体结构,用螺钉将其固连在盖板的正下

方,在接触缝处添加玻璃胶保证其密封。腔体内铺

有两层细铁丝网和一层疏松多孔的海绵,以保证狭

缝射流的均匀性。

图2暋实验模型设置示意图

Fig.2暋Schematicofexperimentmodel

assembledinwindtunnel

实验所采用的坐标系定义为:以来流流动方向

为x轴正方向,下壁板前缘处x=0;以下壁板法向

为y轴正方向,壁面处y=0;z轴按右手坐标系定

义为沿风洞展向,下壁板展向正中心(即狭缝展向

正中心)处z=0。殼x表示狭缝下游站位与狭缝尾

缘的距离,L0 表示狭缝展向中间位置向下游的一

条直线。实验测量主要沿L0 线进行。

1.3暋测量方法

采用 IFA灢300 型 恒 温 热 线 风 速 仪 和 TSI灢
1218灢20型标准边界层探针分别测量狭缝下游L0

线上殼x分别为10、30、50和100mm 四个流向站

位的速度型(y,u),每个速度型在法向y 共有96
个测点。姜楠等[26]研究了湍流边界层微小尺度流

动结构的精细实验测量,指出测量的采样频率不能

低于10kHz。本文热线采样频率为40kHz,单个

测点采样时长为13.1072s,采样点数共524288
个。暋

测量没有合成射流干扰的基本流时,为了避免

狭缝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将有狭缝的射流板替换为

没有狭缝的光滑有机玻璃板。为了验证湍流边界

层已经充分发展,还在图2中L0 线上相当于狭缝

后缘处,即殼x=0mm 位置,进行基本流测量。对

于实验测得的速度型,本文利用双参数非线性拟合

方法求解壁面摩擦速度[27],再将时均速度型(y,u)
无量纲化为(y+ ,u+ ):

y+=y毻u氂
(1)

u+=u
u氂

(2)

式中:毻为流体的运动黏性系数;u氂 为壁面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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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壁面剪应力及摩擦系数分别为

氂w =氀u2
氂 (3)

Cfx =2 u氂

U
æ

è
ç

ö

ø
÷

曓

2
(4)

表面摩擦阻力的减阻率定义为

殼氂w =氂wSJ-氂w0

氂w0
暳100% (5)

式中:氂wSJ为合成射流作用下壁面剪应力;氂w0为基

本流壁面剪应力;殼氂w
为正代表增阻,殼氂w

为负代表

减阻。

殼x=0mm 位置的基本流边界层参数如表1
所示,u氂 为壁面摩擦速度,毮* 为位移厚度,毴为动量

厚度,H 为形状因子,Re氂 为剪切雷诺数,Re毴 为动

量雷诺数。湍流边界层形状因子的理论值约为

1.3[28],实际中实验测得的形状因子在1.3~1.5范

围内均为合理值,由 H=1.332可以判断湍流边界

层已经充分发展。

表1暋殼x=0mm 处基本流边界层参数

Table1暋Boundarylayerparametersat殼x=0mm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u氂/(m·s-1) 0.605 H 1.332

毮*/mm 5.86 Re氂 1732

毴/mm 4.40 Re毴 4488

1.4暋合成射流特性

合成射流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信号发

生器产生一个特定频率和幅值的正弦信号,该信号

经功率放大器放大之后,分别输出到扬声器和示波

器,扬声器通过管路连接风洞下壁板上的射流模

块。扬声器振膜在输入激励信号的作用下发生周

期性振动,生成合成射流,通过狭缝释放至外部空

间。示波器实时监测输入至扬声器的激励信号。

图3暋合成射流系统示意图

Fig.3暋Schematicofsyntheticjetactuationsystem

实验中施加的合成射流方向均与壁面垂直。

在静止大气中,使用热线风速仪测量缝口处的合成

射流速度,射流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

较高的峰值对应最大吹气速度,较低的峰值对应最

大吸气速度。

图4暋合成射流速度-时间关系示例图

Fig.4暋Timetraceofthesyntheticjetvelocity

控制合成射流特性的参数为激励信号的频率

fa 和电压Va。表征合成射流特性的参数为合成射

流的频率fSJ和射流速度vSJ。由于vSJ随时间变

化,以时间平均的最大吹气速度vb,max表征射流速

度vSJ。正弦信号有良好的保真度,故合成射流频

率与激励信号频率一致,即fSJ=fa,最大吹气速度

vb,max与激励电压Va 呈正相关。因此,可以用三个

参数构成合成射流特性的参数空间,分别是fSJ、

Va、vb,max,为便于统一,将Va 改写作VSJ。

距离狭缝中心y=1mm 高度处的合成射流参

数空间如图5所示。同一频率下,最大吹气速度随

电压增大而增大;同一电压下,最大吹气速度随频

率的变化呈现“两端高,中间低暠的马鞍形分布特

点。VSJ=40V时最大吹气速度随频率fSJ的变化

曲线如图6所示,该图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现象。

图5暋合成射流参数空间(y=1mm)

Fig.5暋Parameterspaceofthesyntheticjet(y=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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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合成射流最大吹气速度(VSJ=40V、y=1mm)

Fig.6暋Maximumblowingvelocity(VSJ=40V、y=1mm)

合成射流速度的空间分布如图7所示。图

7(a)为fSJ=100Hz、VSJ=28.6V 时最大吹气速

度随高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随高度增加,最大

吹气速度减小,表明合成射流的强度发生衰减;图

7(b)和图7(c)分别为合成射流最大吹气速度沿流

向和展向的分布,可以看出:合成射流的空间均匀

性良好。

(a)最大吹气速度沿高度变化

(b)最大吹气速度沿流向变化

(c)最大吹气速度沿展向变化

图7暋合成射流最大吹气速度空间分布

Fig.7暋Distributionofmaximumblowingvelocity

2暋实验结果和分析

合成射流的强度以相对幅值表征,定义为

A=vb,max

U曓
(6)

式中:U曓 =15.5m/s,为实验的自由来流速度。

合成射流无量纲化的频率f+ 定义为

f+=fSJ毻
毺2

氂
(7)

式中:u氂 为表1中 殼x=0mm 位置的基本流壁面

摩擦速度。

L0 线上殼x分别为10、30、50和100mm 四个

流向位置以殼x=0mm 处的基本流边界层位移厚

度毮*
0 =5.86mm 进行无量纲化,结果为 殼x/毮*

0 =
1.71,殼x/毮*

0 =5.12,殼x/毮*
0 =8.53,殼x/毮*

0 =
17.06。

2.1暋合成射流强度的影响

在合成射流频率fSJ=5Hz(f* =0.00021)

下,依次选取vb,max为2.0、3.1、6.2、9.3m/s(A 为

0.129,0.2,0.4,0.6)作用于湍流边界层。狭缝下

游殼x/毮*
0 =1.71站位处的边界层时均速度型、脉

动速度型、偏斜因子曲线和平坦因子曲线如图8所

示。为了便于比较,受控速度型以同站位基本流的

壁面摩擦速度进行无量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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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均速度型

(b)脉动速度型

(c)偏斜因子

(d)平坦因子

图8暋不同合成射流强度控制结果对比

Fig.8暋Resultscomparisonatdifferent

syntheticjetintensities

从图8(a)可以看出:受控时均速度型与基本

流时均速度型在尾迹区重合,说明合成射流带来的

扰动作用范围始终处于边界层内部;施加合成射流

扰动后,时均速度在10<y+ <200区域出现亏损,
且合成射流强度越大,亏损幅度越大。

从图8(b)可以看出:中脉动速度在10<y+ <
200区域增大,且合成射流强度越大,脉动速度增

大幅度越大;近壁区脉动速度的大小与当地存在的

大量拟序结构有关,拟序结构数量越多,脉动速度

越大。拟序结构是近壁湍流猝发和摩擦阻力的主

要来源,拟序结构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壁面摩阻的增

大,说明合成射流在 殼x/毮*
0 =1.71站位带来了一

定的增阻效果,且合成射流强度越大,增阻的效果

越明显。
从图8(c)可以看出:施加合成射流扰动以后,

偏斜因子曲线与零水平线的第一个交点对应的y+

值变小,说明流向涡的位置更靠近壁面,流向涡与

壁面的相互作用增强,从而导致壁面摩擦阻力

增大。
从图8(d)可以看出:施加合成射流扰动以后,

平坦因子在10<y+ <200区域减小。对于湍流平

坦因子的多尺度结构统计数据指出,平坦因子越

大,小尺度结构所占比例越大,平坦因子越小,大尺

度结构所占比例越大。说明施加合成射流扰动以

后,大尺度结构所占比例增大,壁面摩擦阻力增大。

2.2暋合成射流频率的影响

在合成射流强度 A=0.129(vb,max=2m/s)
下,依次选取激励频 率 fSJ为 5、20、80、100 Hz
(f+ =0.00021、0.00083、0.00332、0.00416)作
用于湍流边界层。殼x/毮*

0 =1.71站位处的边界层

时均速度型、脉动速度型、偏斜因子曲线和平坦因

子曲线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施加合成射流扰动

以后,时均速度在10<y+ <200区域出现亏损,脉
动速度在10<y+ <200区域增大,偏斜因子曲线

与零水平线的第一个交点对应的y+ 值变小,平坦

因子在10<y+ <200区域减小,这些变化趋势和

图8一致,表明合成射流在 殼x/毮*
0 =1.71站位产

生增阻效果,且随合成射流频率的增大,增阻效果减

弱。可以推断,在应用合成射流开展湍流边界层流

动控制实验时,相比合成射流的强度,合成射流的频

率是一个更敏感、与减阻效果更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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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均速度型

(b)脉动速度型

(c)偏斜因子

(d)平坦因子

图9暋不同合成射流频率控制结果对比

Fig.9暋Resultscomparisonatdifferent

syntheticjetfrequencies

殼x/毮*
0 =1.71站位施加合成射流前后的壁面

摩擦速度、壁面剪应力以及表面摩擦系数如表2所

示。为了表示方便,将合成射流状态简记为(fSJ,

vb,max),例如,fSJ=5Hz、vb,max=6.2m/s简记为

(5,6.2)。

表2暋殼x/毮*
0 =1.71站位合成射流控制效果

Table2暋Syntheticjetcontroleffectat殼x/毮*
0 =1.71

控制状态 u氂/(m·s-1) 氂w/(N·m-2) Cf/10-3 殼氂w/%

基本流 0.6040 0.4258 3.037 0

(5,2) 0.6093 0.4333 3.091 1.76

(5,3.1) 0.6122 0.4375 3.120 2.73

(5,6.2) 0.6175 0.4451 3.174 4.52

(5,9.3) 0.6236 0.4539 3.237 6.60

(20,2) 0.6083 0.4319 3.080 1.43

(80,2) 0.6076 0.4309 3.073 1.20

(100,2) 0.6065 0.4294 3.062 0.83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合成射流在 殼x/毮*
0 =1.71

站位产生了增阻效果。

2.3暋合成射流沿流向的减阻规律

选取射流速度vb,max=6.2m/s(A=0.4),激

励频率fSJ分别为5、100Hz(f+ 分别为0.00021、

0.00416),研究合成射流在狭缝下游的减阻规律。

施加 合 成 射 流 前 后 狭 缝 下 游 四 个 流 向 站 位

殼x/毮*
0 =1.71、殼x/毮*

0 =5.12、殼x/毮*
0 =8.53以及

殼x/毮*
0 =17.06处偏斜因子曲线变化情况如图10

所示,可以看出:在合成射流作用下,偏斜因子曲线

与零水平线的第一个交点位置y+ 沿流向逐渐变

大,在 殼x/毮*
0 =17.06站位处又由大变小;殼x/毮*

0

=1.71站位没有合成射流作用的基本流偏斜因子

曲线与零水平线第一个交点位置对应y+ 更大,说

明在该站位产生增阻效果;相应的,殼x/毮*
0 =5.12

与 殼x/毮*
0 =8.53 站 位 则 产 生 减 阻 效 果,且

殼x/毮*
0 =8.53站位减阻更大,殼x/毮*

0 =17.06站位

依然表现出减阻效果,但减阻程度比 殼x/毮*
0 =

5.12站位弱;合成射流频率fSJ=100 Hz(f+ =

0.00416)比fSJ=5Hz(f+ =0.00021)表现出更

强的减阻效果。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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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殼x/毮*
0 =1.71

(b)殼x/毮*
0 =5.12

(c)殼x/毮*
0 =8.53

(d)殼x/毮*
0 =17.06

图10暋不同流向站位的偏斜因子

Fig.10暋Skewnessesatdifferentstreamwisestations

不同流向站位处合成射流的控制效果如表3
所示,可以看出:在 殼x/毮*

0 =8.53站位处,100Hz
的合成射流产生了最大6.35%的减阻效果。

表3暋不同流向站位处合成射流控制效果

Table3暋Syntheticjetcontroleffectatdifferent

streamwisestations

站位(殼x/毮*0 ) 状态
u氂/

(m·s-1)
氂w/

(N·m-2)Cf/10-3 殼氂w/%

基本流 0.6040 0.4258 3.037 0

1.71 (5,6.2) 0.6175 0.4451 3.174 暋4.52

(100,6.2) 0.6114 0.4363 3.112 暋2.47

基本流 0.5993 0.4192 2.990 0

5.12 (5,6.2) 0.5867 0.4018 2.866 -4.09

(100,6.2) 0.5847 0.3991 2.846 -4.73

基本流 0.5951 0.4134 2.948 0

8.53 (5,6.2) 0.5796 0.3921 2.797 -4.99

(100,6.2) 0.5753 0.3863 2.755 -6.35

基本流 0.5946 0.4127 2.943 0

17.06 (5,6.2) 0.5812 0.3943 2.812 -4.32

(100,6.2) 0.5804 0.3932 2.804 -4.57

暋暋VariableIntervalTimeAverage(VITA)技术

是检测湍流猝发的经典方法,通过检测近壁区的猝

发事件,统计出猝发次数,再对猝发的时刻做条件

平均,即可获得猝发事件的强度。猝发事件的强弱

直接对应拟序结构的多少,也关联着壁面摩擦阻力

的大小。湍流猝发增强,则拟序结构增多,壁面摩

擦阻力增大;反之,湍流猝发减弱,则拟序结构减

少,壁面摩擦阻力减小。在 殼x/毮*
0 =8.53站位处

利用 VITA方法得到的近壁区y+ =15附近速度

条件平均结果如图11所示。

图11暋VITA法检测的速度条件平均结果(y+ =15)

Fig.11暋Conditionalaverageofthefluctuating

velocity(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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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1可以看出:施加合成射流控制以后,湍
流边界层的猝发强度减弱,fSJ=100Hz工况猝发

强度减弱程度高于fSJ=5 Hz工况,说明fSJ=
100Hz工况有更高的减阻率。

2.4暋合成射流在流向的强度变化

fSJ=100Hz(f+ =0.00416)合成射流作用下

狭缝下游不同流向站位处脉动速度的功率谱密度

(PowerSpectralDensity,简称PSD)曲线如图12所

示,采样点都在y+ 附近,对应脉动速度的峰值位置。
可以看出:在不同流向站位处,合成射流作用下的功

率谱密度曲线都出现了一个尖峰,如图中矩形虚线

框所标记,尖峰处对应的频率为100Hz,恰好是合成

射流的激励频率;随着流向站位的增加,尖峰逐渐减

弱,尖峰的变化表明湍流边界层中引入了100Hz的

扰动,扰动强度随着远离狭缝而逐渐衰减,说明合成

射流的影响随着流向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

(a)殼x/毮*
0 =1.71

(b)殼x/毮*
0 =5.12

(c)殼x/毮*
0 =8.53

(d)殼x/毮*
0 =17.06

图12暋不同流向站位的功率谱密度曲线(y+ =15)

Fig.12暋Powerspectraldensityofthefluctuating
velocities(y+ =15)

狭缝下游不同流向站位处脉动速度的自相关

系数R 如图13所示,其中氂c为延迟时间,TSJ为合

成射流的周期,采样点与图12相同。

(a)殼x/毮*
0 =1.71

(b)殼x/毮*
0 =5.12

(c)殼x/毮*
0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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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殼x/毮*
0 =17.06

图13暋不同流向站位的自相关系数(y+ =15)

Fig.13暋Auto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the

fluctuatingvelocities(y+ =15)

从 图 13 可 以 看 出:在 距 离 狭 缝 较 近 的

殼x/毮*
0 =1.71站位处,施加合成射流扰动的自相

关系数出现强烈的周期性波动;而在距离狭缝较远

的站位处,自相关系数的周期性波动幅度减小;随
着流向站位的增加,自相关系数逐渐趋于平缓,表
明合成射流的影响随着流向距离的增加而逐渐

衰减。

3暋结暋论

(1)在靠近狭缝区域,合成射流对湍流边界层

产生增阻的效果。
(2)远离狭缝,合成射流对湍流边界层产生减

阻效果。随着当地站位与狭缝距离的增大,减阻效

果先增大、后减弱。激励频率较大的合成射流

(fSJ=100Hz,f+ =0.00416)比激励频率较小的

合成射流(fSJ=5Hz,f+ =0.00021)表现出更强

的减阻效果。
(3)合成射流引起壁面摩擦阻力的增加,主要

原因是合成射流使近壁区拟序结构数量增加,以及

流向涡结构更靠近壁面,拟序结构与壁面的相互作

用增强。合成射流带来减阻的效果,主要原因是合

成射流使拟序结构抬升,使其远离壁面,与壁面的

相互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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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弦比弹性飞机着陆特性影响因素分析

李新华1,2,陈小荣2,史红伟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100191)

(2.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100074)

摘暋要:安装点广义位移、结构阻尼系数和机体弹性振动频率对着陆冲击能量耗散效率有显著影响。以大展

弦比全球鹰无人机为例,基于拉格朗日方法建立刚弹耦合的弹性飞机动力学方程,对各模态质量、广义安装位

移、频率和结构阻尼系数等参数下的着陆特性进行仿真,分析各模态质量、广义安装位移、频率和结构阻尼系数

参数对缓冲器载荷和能量耗散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模态质量越小,安装点广义位移越大,缓冲器载荷越小;

安装点广义位移越大,结构阻尼系数越大,弹性振动频率越小,着陆冲击耗散速率越快。

关键词:弹性飞机;着陆冲击;动力学仿真;能量耗散;着陆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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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ModelforHighAspectRatioAirplaneLandingImpactAnalysis

LIXinhua1,2,CHENXiaorong2,SHIHongwei2

(1.SchoolofAeronauticScienceandEngineering,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2.CaihongUAVTechnologyCo.,Ltd.,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Beijing100074,China)

Abstract:Thegeneralizeddisplacementofinstallationpoint,structuraldampingcoefficientandelasticvibration

frequencycaninfluencetheenergydissipationefficiencyofloadimpact.TakingGlobalHawkUAVasanexam灢
ple,thedynamicequationofrigid灢elasticcouplingelasticaircraftisestablishedbasedonLagrangemethod.The

landingcharacteristicsoftheGlobalHawkUAVaresimulatedbyusingtheparametersofmodalmass,general灢
izedinstallationdisplacement,frequencyandstructuraldampingcoefficient,andtheinfluenceoftheparameters

onbufferloadandenergydissipationtime.Theresultsshowthatthesmallerthemodalmassandthelargerthe

generalizeddisplacementoftheinstallationpointare,thelowerofbufferloadis.Thelargerthegeneralizeddis灢
placementofinstallationpointandstructuraldampingcoefficientare,thesmalleroftheelasticvibrationfre灢
quencyandthefasterofthelandingimpactdissipationrateare.

Keywords:elasticairplane;landingimpact;dynamicsimulation;energydissipation;landingbuffer

0暋引暋言

根据飞机的低阶固有振动频率,一般将飞机机

体低阶固有频率介于0.5~2.0Hz之间的视为弹

性飞机[1灢2]。传统方法对于飞机着陆特性的分析,

多数采用二质量模型对机体和起落架系统进行分

析[3],并将机体视为刚性体。随着飞机结构制造技

术的发展,飞机的展弦比越来越大,特别是复合材



料的大量采用,飞机机体的低阶固有频率越来越

低,机体的弹性越来越大,甚至部分飞机机体变为

柔性,从而对着陆特性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4灢5]。

国外,A.E.McPherson等[6]考虑机翼柔性的

影响,用自由梁模型模拟机翼,刚性质量块模拟机

身,研究柔性机翼对起落架缓冲性能的影响;F.E.

Cook等[7灢8]考虑了柔性机翼的刚体模态和振动模

态,建立了多质量块等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柔性

机翼可以有效减缓着陆载荷;M.Spieck等[9]基于

多体动力学建立飞机着陆动力学模型,进行了着陆

动力学仿真。

国内,史 友 进 等[10灢11]、刘 锦 阳 等[12]、廖 丽 涓

等[13]基于多质量块模型,建立着陆动力学模型,对

着陆性能进行了分析;史红伟等[14]基于拉格朗日

方法对刚性体、弹性体以及带阻尼弹性体大展弦比

飞机着陆特性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结果表明弹性效

应可以有效减缓着陆冲击响应,阻尼系数对着陆能

量耗散有积极作用。已有的研究工作表明弹性模

态、柔性机翼等对着陆影响等有积极影响,但是缺

少对飞行器设计的具体指导和反馈。

本文采用拉格朗日方法,对带阻尼弹性体

飞机着陆冲击响应进行仿真分析,分析弹性模

态质量、起落架安装点广义位移、弹性振动频率

和结构阻尼系数对飞机着陆冲击响应和着陆能

量耗散的影响。

1暋动力学模型

本文采用模态叠加的方法,以大展弦比弹性飞

机和常规支柱式油气缓冲式起落架为研究对象,建

立起落架系统和弹性机体的振动模态数学模型。

以大展弦比弹性飞机机体为例,根据拉格朗日

方程,建立考虑结构阻尼的弹性机体n阶模态动力

学方程。

大展弦比弹性飞机低阶对称运动模态主要是

机翼的弯曲和扭转变形,分析中取飞机右侧一半的

对称模型(如图 1 所示),建立地面固定坐标系

Oxyz,原点位于轮胎着陆地瞬间机体的质心位置,

x轴指向航向位置,y轴垂直于机体对称平面沿展

向布置,z轴铅垂向下。

(a)机身展向沿弹性轴的坐标

(b)展向单元处的坐标

图1暋飞机弹性变形分析

Fig.1暋Elasticdeformationanalysisofaircraft

考虑结构阻尼的弹性机体n阶模态动力学方

程为

Mna··n +Mn氊2
nan +2毺n氊nMna·n =

-F毼n -曇
b/2

0
Lzndy+g曇

b/2

0
m毱ndy (1)

式中:an 为时间函数模态坐标,也称为广义坐标;

毺n 为n 阶振型临界阻尼系数[15];氊n 为机体弹性振

动频率;Mn 为模态质量,Mn=暺mi毱2
nm 为全机质

量,其中mi 为机体第i个截面处质量;毱n 为截面质

心处位移函数,毱n(y)=wn(y)+毰氄n(y);zn 截面弦

线任一点的位移函数,zn(y)=wn(y)+x氄n(y);毼n

起落架安装点位移,毼n=wn+xf氄n,其中wn 为截面

刚心处纵向位移;毰和xf 分别为质心和起落架安

装点的弦向位置;氄n 为截面扭转位移,可以进行简

化,忽略扭转模态的影响;F 为起落架作用于机身

的缓冲器的轴向力;L为升力。

以支柱式油气缓冲起落架为研究对象,建立地

面固定坐标系Oxyz,原点位于轮胎接地瞬间的中

心位置,各坐标轴分别与机体地面坐标系平行,运

动微分方程为

Mnz··u =Fz-Fv+Mug (2)

式中:Fz 为缓冲器轴向力,其可简化为油液阻尼力

Fzs和空气压力Fza两者之和,油液阻尼力为

Fzs =
Css·2暋暋暋(s· 曒0)

-Css·2暋暋(s·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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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s 为油液速率平方阻尼;s为缓冲器行程。

空气压力表示为

Fza =Pa0Aa
Va0

Va0-Aa

æ

è
ç

ö

ø
÷

s
毭

(4)

式中:Pa0为空气腔初始压强;Aa 为空气腔有效压

气面积;Va0为空气腔初始容积;毭为空气腔压缩多

变指数,一般取1.1~1.4。

Fv 为轮胎支反力,有

Fv=(1+CT毮
·
)mT毮T (5)

式中:CT 为轮胎垂直振动阻尼系数,一般取0.04;

mT毮T 为轮胎静压曲线函数,可由轮胎试验确定;毮
为轮胎压缩量,其中:

毮=
zu暋暋暋(zu 曒0)

0暋暋 暋(zu <0{ )
(6)

综合弹性飞机机体动力学模型和起落架运动

模型,计算大展弦比弹性飞机着陆一阶运动微分

方程。
同步阶段,缓冲器未压缩,初始条件a·(0)=

v0,a0(0)=0,a·1(0)=0,a1(0)=0,得到:

M0a··0=-Fz-KLWtot+M0g

M1a··1+M1氊2
1a1+2毺1氊1M1a·1=(Fz+KLWu)毼1

Muz··u =Muz··f =Mu(a··0+a··1毼1)=Fz-Fv+Mu

ì

î

í

ï
ï

ï
ï g

异步阶段,缓冲器压缩,同步阶段的末值作为

此阶段的初始值,得到:

M0a··0 = -Fz-KLWtot+M0g

M1a··1+M1氊2
1a1+2毺1氊1M1a·1 = -(Fz+KLWu)毼1

Muz··u =Fz-Fv+Mu

ì

î

í

ï
ï

ï
ï g

上述的弹性飞机着陆动力学模型采取了下列

假设:
(1)飞机的结构变形采用准模态法,飞机运动

采用线性振动理论描述;
(2)飞机对称运动,只保持垂直运动方向的自

由度,且飞机接地瞬间时刻为零点;
(3)主起落架与机体之间垂直安装;
(4)不考虑机翼弹性形变导致的飞机升力

变化;
(5)不考虑扭转模态的影响。

2暋仿真结果与分析

以全球鹰无人机为例,通过动力学仿真,计算

分析弹性飞机模态质量、广义安装位置、低阶固有

频率和结构阻尼等因素对飞机着陆冲击特性的影

响,全球鹰无人机的状态参数如表1所示,并以此

参数为分析比较的基准。

表1暋全球鹰无人机状态参数

Table1暋ParametersofGlobalHawkUAV

参暋暋数暋暋暋暋 数暋值

翼展/m 35.42

平均气动弦长/m 1.42

起飞质量/kg 9300

非弹性支撑质量(单侧主起)/kg 125

接地下沉速度/(m·s-1) 3

弹性振动频率/Hz 1.04

安装点广义位移 0.2

一阶弹性模态质量/kg 500

机体结构阻尼系数 0.2

油液速率平方阻尼/(kg·m-1) 20960

全伸展状态气室初始压强/Pa 1657000

全伸展状态气室初始体积/m3 0.002652

活塞杆横截面积/m2 0.008495

气体多变指数 1.12

轮胎常数 MT 1900000

轮胎常数CT 1.21

垂直振动当量阻尼系数 0.04

2.1暋弹性模态质量影响对比

改变飞机弹性模态质量,研究模态质量500、

1000、1500kg对弹性飞机着陆时缓冲器载荷、缓

冲器行程、缓冲器速度以及轮胎支反力的影响。

弹性机体各模态质量下缓冲器载荷、行程、速

度、轮胎支反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分别如图2~图5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弹性模态质量的提高,缓冲器

载荷、缓冲器行程和轮胎支反力的峰值也随之提

高,但 变 化 量 不 大,约 为 10%。弹 性 模 态 质 量

1000和1500kg时的峰值相差不大,表示在此模

态质量下缓冲器已压缩至最大值。飞机设计时需

要考虑弹性模态质量与缓冲器行程之间的联系,避

免缓冲器达到最大行程。缓冲器载荷、行程、速度、

轮胎支反力随时间的衰减基本相同,表明弹性模态

质量对冲击的能量耗散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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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模态质量对缓冲器载荷影响

Fig.2暋Influenceofmodalmassonbufferload

图3暋模态质量对缓冲器行程影响

Fig.3暋Influenceofmodalmassonbuffertravel

图4暋模态质量对缓冲器速度影响

Fig.4暋Influenceofmodalmassonbufferspeed

图5暋模态质量对轮胎支反力影响

Fig.5暋Influenceofmodalmassontiresupportreaction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飞机通过着陆冲击,
将冲击时垂直方向动能的一部分转换为机体的弹

性势能,另一部分则通过缓冲器进行耗散;弹性模

态质量影响初始动能转化为机体弹性势能的量,由
此造成模态质量增强,缓冲器冲击载荷也加强。

2.2暋安装点广义位移影响对比

起落架安装点广义位移毼1 实际上是指起落架

安装位置处的模态函数,其与弹性模态质量一起影

响二质量模型的质量比。当取值为0时,飞机运动

表现为只有刚体模态下的特性,即为刚体模态,取
值越大,弹性效应越明显。改变安装点广义位移,
研究安装点广义位移0.1、0.2、0.3对弹性飞机着

陆时对缓冲器载荷、缓冲器行程、缓冲器速度和轮

胎支反力的影响。
各安装点广义位移弹性状态下缓冲器载荷、行

程、速度、轮 胎 支 反 力 随 时 间 变 化 曲 线 分 别 如

图6~图9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安装点广义位移

变大,缓冲器载荷、行程、速度、轮胎支反力四个变

量的峰值逐渐减小,且衰减速度变快。由于安装点

广义位移越大,弹性效应越明显,表明安装点广义

位移,即弹性效应,既可以显著降低飞机的着陆冲

击载荷,又可以加快着陆冲击能量的耗散,使飞机

着陆过程更加平稳,对于改善飞机的着陆品质具有

重大意义。

图6暋安装点广义位移对缓冲器载荷影响

Fig.6暋Influenceofgeneralizedinstallation

displacementonbufferload

图7暋安装点广义位移对缓冲器行程影响

Fig.7暋Influenceofgeneralizedinstallation

displacementonbuffer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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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暋安装点广义位移对缓冲器速度影响

Fig.8暋Influenceofgeneralizedinstallation

displacementonbufferspeed

图9暋安装点广义位移对轮胎支反力影响

Fig.9暋Influenceofgeneralizedinstallation

displacementontiresupportreaction

2.3暋机体结构阻尼系数影响对比

改变机体结构阻尼系数,考虑机体结构阻尼系

数0.1、0.2、0.3对弹性体飞机着陆时缓冲器载荷、
缓冲器行程、缓冲器速度和轮胎支反力的影响。

各阻尼系数弹性状态下缓冲器载荷、行程、速
度、轮胎支反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分别如图10~图

13所示,可以看出:各阻尼系数下,缓冲器载荷、行
程、速度和轮胎支反力的最大峰值相差不大,但是

在各条曲线峰值之后的振荡衰减中,阻尼系数较大

时,震荡比较平缓。

图10暋阻尼系数对缓冲器载荷影响

Fig.10暋Influenceofdampingcoefficientonbufferload

图11暋阻尼系数对缓冲器行程影响

Fig.11暋Influenceofdampingcoefficientonbuffertravel

图12暋阻尼系数对缓冲器速度影响

Fig.12暋Influenceofdampingcoefficientonbufferspeed

图13暋阻尼系数对轮胎支反力影响

Fig.13暋Influenceofdampingcoefficienton
tiresupportreaction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着陆时垂直方向动能

分别分配给机体和着陆缓冲器,机体通过弹性形变

将能量缓存起来,在没有结构阻尼的情况下,会逐

步释放给着陆缓冲器进行耗散;在有结构阻尼的情

况下,缓存的势能一部分会释放给着陆缓冲器,一
部分通过结构阻尼进行耗散,结构阻尼越大,释放

给着陆缓冲器的能量越少,着陆越平缓,表现为着

陆缓冲器载荷、行程、速度等曲线变化较为平缓,因
此结构阻尼是改善飞机着陆品质的重要参数。

2.4暋弹性振动频率影响对比

改变机体弹性振动频率,研究弹性振动频率对

着陆时缓冲器载荷、行程、速度和轮胎支反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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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弹性飞机低阶固有频率要

求,取值要介于0.5~2.5Hz间,且尽量贴合模型

原有参数,因此,分别选取频率分别为0.84、1.04
和1.24Hz。

各振动频率弹性状态下缓冲器载荷、行程、速
度、轮胎支反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分别如图14~图

17所示,可以看出:各弹性振动频率下,缓冲器载

荷、行程、速度和轮胎支反力的最大峰值相差不大;
各变化曲线的波动频率变化与振动频率变化一致,
振动频率越低,曲线波动频率也越低,且具有更快

的衰减速率。

图14暋弹性振动频率对缓冲器载荷影响

Fig.14暋Influenceofelasticvibrationfrequencyon

bufferload

图15暋弹性振动频率对缓冲器行程影响

Fig.15暋Influenceofelasticvibrationfrequencyon

buffertravel

图16暋弹性振动频率对缓冲器速度影响

Fig.16暋Influenceofelasticvibrationfrequencyon

bufferspeed

图17暋弹性振动频率对轮胎支反力影响

Fig.17暋Influenceofelasticvibrationfrequencyon

tiresupportreaction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飞机弹性振动频率不

会改变着陆冲击垂直方向动能转换的能量分配,因
此各曲线峰值相差不大;但是振动频率会影响转化

为机体弹性势能的能量通过结构阻尼进行耗散的

效率,弹性较大(振动频率低)具有较高的耗散效

率,导致弹性势能储存的能量释放给缓冲器的能量

减少,各参数衰减速度加快,飞机着陆品质改善。

3暋结暋论

(1)弹性模态质量和安装点广义位移能够影

响飞机缓冲器载荷、行程、速度以及轮胎支反力。
模态质量越小,安装点广义位移越大,缓冲器载荷

等越小,反映在飞机设计过程中这两个参数能够显

著影响起落架设计要求。
(2)安装点广义位移、结构阻尼系数和机体弹

性振动频率能够影响着陆冲击能量耗散效率。安

装点广义位移越大,结构阻尼系数越大,弹性振动

频率越小,着陆冲击耗散速率越快,飞机着陆越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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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叶型结冰会改变叶型原有的气动外形,影响气动特性。采用FENSAP灢ICE软件对 NACA0012翼型的

结冰进行数值计算,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对压气机进口导叶叶型进行二维结冰计算,并对数值计算结

果进行流场分析。结果表明:明冰对叶型的气动性能影响大于毛冰,叶型气动特性的衰退主要受分离区中上分

离涡的影响,叶型前缘上翘的明冰引起叶型尾部分离区域面积增大,强烈的分离涡导致结冰后叶型压力损失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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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cingofthebladewillchangeitsoriginalaerodynamicshapeandaffectitsaerodynamiccharacter灢
istics.TheFENSAP灢ICEsoftwareisusedtocompareandverifythenumericalcalculationresultsoficingon

NACA0012airfoil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Thetwo灢dimensionalicingcalculationofthecompressorinlet

guidevaneprofileiscarriedout,andthenumericalcalculationresultsofflowfieldareanalyzed.Theresults

showthattheaerodynamiceffectofglazeiceonthebladeprofileisgreaterthanthatofrimeice,theaerodynam灢
iccharacteristicsofthebladeprofilearemainlyaffectedbytheupperseparationvortexintheseparationzone,

theupturnedglazeiceontheleadingedgeofbladeprofilecausesthetailingseparationareatoexpand,andthe

strongseparationvortexcanincreasethepressurelossoftheicingbladeprofile.

Keywords:FENSAP灢ICE;inletguidevane;two灢dimensionalicingshape;icingtypicalfactor;flowfieldanaly灢
sis



0暋引暋言

飞机机翼、压气机进气部件结冰主要是由于过

冷水滴(0曟以下仍为液态的水滴)撞击到固体表

面冷凝,因此产生了结冰现象[1]。大气环境温度、
液态水含量、过冷液滴直径和气流速度等因素都会

对结冰的种类、结冰量和结冰区域产生影响[2灢3]。
翼型和叶型结冰都会改变其原有的气动外形,影响

气动 特 性。因 此,对 于 结 冰 机 理 的 研 究 十 分

重要[4灢5]。

20世纪60年代,科研人员开始对结冰问题开

展数值模拟研究。21世纪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猛

发展,数值模拟已成为预测翼型结冰的重要手段之

一。以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传热学为基础,流场、
液滴撞击特性、结冰量的计算方法日趋成熟,数值

模拟以其经济高效的优势,在结冰问题研究上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国外,美国代顿大学的 C.MacArthur[6]建立

了二维翼型上明冰和霜冰积累的数学模型,对含有

液态水的结冰过程进行热力学分析,使液滴收集系

数、传热和物质交换随着翼型表面积冰形状的改变

而进行动态更新,从而对翼型周边的流场及液滴轨

迹进行标准化的计算;美国通用电气全球研究中心

的S.Saxena等[7],模拟了液滴在动叶、静叶上的飞

溅效应、叶片固结效应和叶片尾缘的蔓延效应,研
究发现液滴与动、静叶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压气机

喘振裕度的变化达到 25%;S.Ozgen 等[8]利用

FORTRAN 代码对二维 NACA0012翼型积冰形

状和二维 TwinOtter翼型的水滴收集系数进行预

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我国对于翼型

结冰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来在结冰数值模

拟方法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科研成果,赵秋月[9]利用

Fluent用户自定义设计,计算过冷水滴的运动轨

迹、航空发动机三维进口支板的水收集系数、以及

三维旋转航空发动机进口整流罩帽的水收集系数,
并将数值计算结果与改进后的冰风洞运行相似准

则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翼型的水收集系数和缩

放后的翼型水收集系数吻合较好;张丽芬等[10]利

用欧拉-拉格朗日法计算空气-液滴两相流,结合

溢流水的溢流方向以及空气速度矢量,整合出一套

计算三维翼型表面积冰的方法,利用该方法对

NACA0012平直翼和截面为 GLC灢305的后掠翼

翼型进行非稳态、非结构网格的数值模拟,其结果

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目前对于结冰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冰形预

测上,对于结冰前后叶型气动特性的对比分析相对

较少。虽然有少数研究人员分析了结冰前后翼型、
叶型周围流场的变化,但缺少相关气动参数的

分析[11灢12]。
本 文 通 过 商 业 软 件 FENSAP灢ICE 模 拟

NACA0012翼型的结冰过程,对比 NASA 的结冰

试验数据,验证结冰数值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对某

型压气机进口导叶进行结冰计算,定量分析结冰前

后叶片气动参数的变化情况,总结结冰对叶型气动

特性的影响情况,以期为后续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1暋结冰数值模拟方法

本文采用定常描述计算结冰,假定空气工质为

理想气体,忽略质量力。利用微小颗粒偏微分方程

计算液滴速度,采用欧拉法计算液滴撞击特性;利
用Shallow灢Water结冰模型,根据守恒定理对机翼

表面的结冰量和结冰冰形进行求解。利用模块化

思想,使用时间多步长法,将总的结冰过程分成 N
步进行计算,在每个步长内分别进行绕流流场、液
滴撞击特性、热力学结冰的计算,单步完成后重新

划分网格,继续计算直至总的结冰过程结束。

1.1暋微小颗粒偏微分方程

FENSAP灢ICE解决了微小颗粒偏微分方程对

于颗粒速度和水浓度的问题,因此可以计算获得单

次液滴喷射中的水浓度、液滴速度、液态水捕捉效

率分布、撞击模式和整个区域的撞击极限,而不需

要在喷射点处对液滴进行繁琐的迭代,从而加快了

液滴撞击特性的计算效率。

1.2暋Shallow灢Water结冰模型

Shallow灢Water结冰模型是一种基于表面水

膜运动而建立的固体表面结冰模型,当液态水撞击

到固体表面时形成一层薄膜,在气流的作用下,水
膜会发生回流,加之热力学的作用,水膜会发生冻

结、蒸发和升华。模型通过确定固体表面每个节点

上的水膜厚度,对结冰时和液态水回流时的传热和

传质问题进行计算。

Shallow灢Water结冰模型假设水膜以液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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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积冰的形式附着在固体表面,在固体表面和法向

上建立三维坐标系,并在该坐标系内构建水膜速度

函数。同时,对水膜速度函数问题进行简化,假设

水膜速度沿固体表面法线方向呈线性变化,在粘性

壁面处速度为0。对水膜上的速度进行平均,得到

水膜厚度与水膜平均速度间的函数关系。最终通

过水膜运动偏微分方程,即水膜的质量守恒方程和

能量守恒方程计算固体表面的结冰量和结冰冰形。

2暋NACA0012翼型结冰数值模拟

2.1暋模型及边界条件介绍

以结冰计算中常见的 NACA0012翼型为计算

模型,其翼型弦长0.5334m,在气流攻角4曘,空气

总压101325Pa,空气流速67m/s,液态水含量

1.0g/m3,液滴颗粒直径20毺m,结冰时间6min
的情况下,给定翼型壁面为固体无滑移壁面,分别

对翼型在环境温度为-2.22 曟、-26.11 曟时的

结冰情况进行计算。其中,美国 NASA 的研究人

员经过长期试验和计算研究,对比冰形发现以

1min为间隔进行时间多步长法数值计算最为合

理[13],因此使用时间多步长法计算的时间间隔也

选取1min。

2.2暋网格划分

采用ICEM 软件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在翼

型周围采用 O 型结构化网格,计算模型翼型前缘

网格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第一层网格高度

0.003mm,膨胀比1.1,保证网格y+ 值小于1。

图1暋NACA0012翼型计算网格

Fig.1暋CalculationmeshofNACA0012airfoil

在空气流速67m/s,液态水含量1g/m3,温度

-2.22曟,结冰时间6min,攻角4曘,液滴颗粒直径

20毺m 的条件下,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无关性验

证,网格数量对翼型结冰量的影响规律分布如图2
所示,最终选择20万网格量进行计算。

图2暋网格数量与翼型结冰量关系

Fig.2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mesh

numberandairfoilicingamount

2.3暋数值计算结果分析

2.3.1暋冰形计算结果

环境温度为-2.22 曟、-26.11 曟时翼型的

结冰冰形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c为弦长。

(a)-2.22曟

(b)-26.11曟

图3暋不同环境温度下翼型结冰计算结果

Fig.3暋Calculationresultsofairfoilicingat

differentenvironment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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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当环境温度为较高的-2.22 曟时,由于撞击到翼

型表面的液滴仅有一部分冻结为冰,另一部分受来

流影响继续向翼型的上方或后方移动最终冻结,这
一部分溢流水在翼型前缘形成了向上翘起的角冰,
因此翼型在环境温度为-2.22曟时凝结成了典型

的明冰;当环境温度为较低的-26.11曟时,由于

来流液滴撞击到翼型表面后立即全部冻结,并无溢

流水的形成,因此翼型在环境温度为-26.11 曟
时,冻结成为外形与翼型型线较为一致,形状较规

则的毛冰。

2.3.2暋计算结果误差分析

为考察数值模拟方法的准确性,本文利用商业

软件FENSAP灢ICE计算得到的翼型结冰冰形与现

有的试验冰形、结冰代码预测冰形进行对比。试验

冰形来源于 NASALewis研究中心的结冰风洞试

验台[14灢15]。Lewis研究中心利用自行研发的2D
LEWICE/IBL代码对 NACA0012翼型结冰情况

进行预测,计算数据丰富。为了精准地对翼型结冰

计算冰形与试验冰形进行定量分析,获得结冰数值

模拟方法的计算精度,引入三个无因次结冰特性量

(无单位)对翼型结冰数值计算结果进行误差分析,
如表1~表2所示。对于 NACA0012这类对称翼

型特征量[16]有三个。
无因次结冰面积毲s:

毲s=S
A

(1)

无因次结冰上极限毲Lu
:

毲Lu =Lu

c
(2)

无因次结冰下极限毲Ld
:

毲Ld =Ld

c
(3)

式中:A 为翼型的面积,m2;c为翼型的弦长,m;S
为翼型结冰面积,m2;Lu 为结冰上极限,m;Ld 为

结冰下极限,m。
翼型结冰特征量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暋翼型结冰特征量

Fig.4暋Typicalfactorsofairfoilicing

表1暋-2.22曟时翼型结冰特征量计算结果与误差分析

Table1暋Calculationresultsanderrorsoftypicalfactorsofairfoilicingat-2.22曟

方暋暋法
结冰特征量 误差/%

无因次结冰面积 无因次结冰上极限 无因次结冰下极限 无因次结冰面积 无因次结冰上极限 无因次结冰下极限

时间多步长法 0.07696 0.05555 0.22298 12.356 14.295 6.983

试验 0.06849 0.04860 0.23972 - - -

2DLEWICE/IBL 0.08915 0.09409 0.32894 30.159 93.593 37.218

表2暋-26.11曟时翼型结冰特征量计算结果与误差分析

Table2暋Calculationresultsanderrorsoftypicalfactorsofairfoilicingat-26.11曟

方暋暋法
结冰特征量 误差/%

无因次结冰面积 无因次结冰上极限 无因次结冰下极限 无因次结冰面积 无因次结冰上极限 无因次结冰下极限

时间多步长法 0.08069 0.04759 0.23731 1.902 12.037 24.222

试验 0.08226 0.05411 0.31317 - - -

2DLEWICE/IBL 0.09139 0.04071 0.34493 11.105 24.764 1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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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从 表 1~ 表 2 可 以 看 出:在 环 境 温 度 为

-2.22曟和-26.11 曟时,利用时间多步长法计

算获得的冰形在无因次结冰面积、无因次结冰上极

限、无因次结冰下极限这三个结冰特征量的误差整

体小于由2DLEWICE/IBL代码获得的翼型结冰

冰形误差,主要是由于FENSAP灢ICE将气流粘性

考虑在流场计算中,并利用Shallow灢Water结冰模

型进行冰形计算;结合翼型结冰冰形和结冰特征量

误差分析来看,利用FENSAP灢ICE时间多步长数

值模拟方法可以获得与试验冰形吻合情况较好的

明冰、毛冰冰形,能够清晰的反映出冰形的增长趋

势和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处于研究所允许的误差范

围内。因此,本文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获得的明冰

和毛冰冰形可用于后续研究。

3暋压气机进口导叶结冰数值模拟

3.1暋模型及边界条件

以某型号压气机进口导叶为模型,不考虑叶片

根部、冠部区域以及相邻叶片间的影响,计算压气

机进口导叶50%叶高处的结冰情况。其边界条件

为:气流攻角0曘,空气总压101325Pa,空气流速

100m/s,液态水含量0.25g/m3,液滴颗粒直径

10毺m,结冰时间60s,多步长计算时间间隔20s,
叶型壁面为固体无滑移壁面;环境总温分别为

265K和276K。

3.2暋网格划分

使用ICEM 软件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在叶

型周围采用 O型结构化网格,进口导叶叶型前缘、
尾缘网格分布情况如图5所示。

(a)叶型前缘网格分布

(b)叶型尾缘网格分布

图5暋叶型计算网格

Fig.5暋Calculationmeshofblade灢profile

在叶 型 计 算 网 格 中,第 一 层 网 格 高 度

0.001mm,膨胀比1.1。保证网格y+ 值小于1,在

空气流速100 m/s,液态水含量0.25g/m3,温度

276K,结冰时间 60s,攻 角 0曘,液 滴 颗 粒 直 径

10毺m的条件下,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无关性验

证,网格数量对叶型结冰量的影响规律分布如图6
所示,本文选择20万网格量进行计算。

图6暋网格数量与叶型结冰量关系

Fig.6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mesh

numberandblade灢profileicingamount

3.3暋数值计算结果分析

3.3.1暋冰形计算结果

环境温度为265、276K 时叶型结冰冰形的计

算结果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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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5K叶型结冰冰形

(b)276K叶型结冰冰形

图7暋不同环境温度下叶型结冰计算结果

Fig.7暋Calculationresultsofblade灢profileicingat

differentenvironmenttemperature

从图7可以看出:当环境温度为较低的265K
时,叶片前缘形成了与叶片形线较为一致的毛冰;
当环境温度为较高的276K时,叶片前缘形成了向

上翘起的明冰。这与 NACA0012对称翼型的结冰

情况相同,对于具有非对称结构的进口导叶来说,
除了叶片前缘产生积冰外,在叶片压力面上也发生

了结冰现象。但压力面上的积冰厚度不大,且冰形

与叶片压力面型线基本保持一致。

3.3.2暋结冰前后流场分析

采用FENSAP灢ICE计算叶型结冰,该软件会

自动生成由于结冰而发生位移后的叶型计算网格,
如图8所示。

暋暋暋(a)265K叶型前缘暋暋暋暋暋(b)265K叶型尾缘

暋暋暋(c)276K叶型前缘暋暋暋暋暋(d)276K叶型尾缘

图8暋不同环境温度下结冰后叶型计算网格

Fig.8暋Calculationmeshoficingblade灢profileat

differentenvironmenttemperature

利用商业软件Fluent,设置与初始流场计算相

同的边界条件,对结冰后叶型进行流场计算。结冰

前后叶型的流场情况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即使

气流以0曘攻角流向叶型,但叶型的滞止区域仍发

生在叶型的前缘偏下部,主要是由于气流流过叶片

吸力面的速度要大于气流流过叶片压力面的速度,
因此在叶型前缘处生成了一个下大上小的压力梯

度,导致气流以一定角度流向叶型,在结冰前后叶

型的尾部上侧都存在一个低速区,这个低速区内存

在一个顺时针的大面积分离涡和一个逆时针的小

面积分离涡,其中顺时针的分离涡主要是由于吸力

面上发生的气流分离造成的,而较小面积的逆时针

分离涡是由于顺时针分离涡与主流发生掺混而形

成的;当环境温度为265K时,结冰后叶型仅在前

缘上部形成了一片较小的气流分离区,但并没有影

响叶片周围流场的分布情况,结冰前后叶型的气流

分离都发生在叶片吸力面侧,起始于弦长的50%
处,毛冰的形成并没有对叶片周围流场产生较大影

响;当环境温度在276K时,由于向上翘起的角冰,
导致结冰后叶型的气流分离加剧,分离点提前至叶

片弦长的1%处,产生了一个面积约为原来2倍的

低速分离区,低速区内的两个分离涡面积也随之增

大,导致叶型的气动性能急剧恶化。

(a)265K结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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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5K结冰后

(c)276K结冰前

(d)276K结冰后

图9暋不同环境温度下叶型结冰前后马赫云图及流线图

Fig.9暋Machcloudandstreamlinebeforeandafter

blade灢profileicingatdifferentenvironmenttemperature

结冰前后叶型出口处,即x=0.06mm 处气流

速度大小分布如图10所示。当环境温度为265K
时,结冰前后速度值变化不大。此时,低速区主要

集中在-0.01~0.0025mm,这与图9(a),(b)所
展现的 马 赫 云 图 分 布 一 致。但 当 环 境 温 度 为

276K时,叶 型 出 口 处 的 最 低 速 度 值 下 降 了 约

80%,低速区范围扩大了40%。同时,当环境温度

为276K时,结冰后叶型尾部低速区两侧的气流速

度明显高于结冰前,可能是由于结冰导致的气流分

离加剧,涡流流速增加,掺混主流后造成的。此外,

结冰后尾流低速区中部存在一个速度值先增大后

减小的过程,而结冰前却没有这个过程,这主要是

叶型前缘结冰,使得尾部分离区沿弦向扩大,分离

区中两个方向不同的分离涡在出口处共同作用而

导致的气流速度值增大。综上,结冰会明显增大叶

型出口速度不均匀性分析。

(a)265K结冰前后叶型出口处速度分布

(b)276K结冰前后叶型出口处速度分布

图10暋不同环境温度下叶型出口处速度分布

Fig.10暋Velocitydistributionattheoutletof

blade灢profileatdifferentenvironmenttemperature

3.3.3暋结冰前后总压损失系数分析

叶型总压损失系数氊的计算公式为

氊=PT1-PT2

PD1
(4)

式中:PT1为叶型进口,即x=-0.02mm 处气流总

压;PT2为叶型进口气流动压;PD1为叶型出口,即

x=0.06mm 处气流总压。

不同环境温度下叶型总压损失系数分布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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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5K结冰前后叶型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b)276K结冰前后叶型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图11暋不同环境温度下叶型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Fig.11暋Distributionoftotalpressurelosscoefficientof

blade灢profileatdifferentenvironmenttemperature

从图11(a)可以看出:环境温度为265K 时,
在y=-0.006mm 处总压损失系数最大,整体来

看,结冰后叶型的总压损失系数有所增大,但增量

极小。因此,叶型在265K冻结形成的毛冰并不会

额外产生较大的总压损失。从图11(b)可以看出:
当环境温度为276K时,结冰后总压损失系数明显

升高,在y=-0.006mm 处总压损失系数达到最

大值,较结冰前升高了约22%,随后总压损失系数

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出

口处速度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而导致的。还可以

看出:无论环境温度高低,结冰后叶型压力损失系

数的增大主要集中在尾流分离区的上部,这表明,
结冰后叶型的压力损失大小主要由分离区上部的

顺时针分离涡影响。叶型前缘结冰上翘角度越大,
叶型尾部分离区域面积越大,分离涡越强烈,导致

结冰后叶型压力损失越大。

4暋结暋论

(1)明冰对于翼型和叶型的气动影响均大于

毛冰。
(2)明冰会导致叶型吸力面上分离点提前,尾

部分离区面积明显增大,进而恶化叶型出口处速度

分布,导致叶型总压损失升高。而毛冰对叶型气动

特性影响很小。
(3)叶型气动特性的衰退主要受分离区中上

分离涡影响,下分离涡则是由上分离涡和主流掺混

而形成的,对叶型气动特性影响不大。
(4)采用商业软件 FENSAP灢ICE 可以高效、

准确地对明冰、毛冰这两种典型的翼型、叶型结冰

情况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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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翼无人机由于具有良好的隐身性能、较大的

升阻比等优点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得到了较快

的发展。虽然飞翼布局的优势突出,但其特殊的构

型也为控制律设计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
(1)垂尾的缺失使得航向稳定性弱,且存在更

大的耦合和非线性特性[1灢2];
(2)控制效率低下使得机动飞行时非线性、迟

滞效应、不确定扰动等的影响更加突出[3灢4];
(3)机动飞行的飞行状态快速改变使得经典

控制理论所要求的平衡点并不存在,这也使得经典

控制方法失去了理论基础[5灢6]。
针对飞翼无人机机动飞行面临的实际问题,各

国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L.Sonneveldt
等[6]、S.Sieberling等[7]、W.MacKunis等[8]从不

同的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了无人机的非线性控制问

题。这些研究结果对解决飞翼无人机机动飞行控

制律设计是有利的,但是这些方法也存在着设计过

程复杂、对系统模型精确高度依赖、鲁棒性无法保

证等缺点。为了解决系统鲁棒性能设计问题,E.
N.Johnson等[9]、XuBin等[10]做了专门的研究设

计,并在X灢35和 F灢18的模型机上进行了仿真验

证。这些方法虽然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但是设计

过程要求系统不确定性是有界且已知的。
目前,已经发展了很多非线性控制律设计方

法。在众多非线性控制方法中,反步(Backstep灢
ping)控制方法因其具有处理非线性系统控制的能

力,在飞翼无人机控制系统设计上表现出明显的优

势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然而,传统Backstepping
方法同样具有鲁棒性弱、设计过程复杂等不足。为

了提 高 系 统 的 鲁 棒 性,研 究 者 提 出 了 改 进 方

法[11灢12]。但是,这些方法在提高系统鲁棒性的同

时,也带来了奇异值计算、保守性等问题。
本文针对奇异值计算、保守性问题,提出一种

改进的Backstepping方法,运用该方法进行控制

器设计,并对控制器进行仿真验证。

1暋系统建模

被控飞翼无人机示意图如图1所示,可以看

出:该无人机是典型的飞翼布局,控制舵面主要包

括升降副翼,两边舵面联动相当于升降舵,两边舵

面差动相当于副翼;同时,该无人机具有阻力式方

向舵。

图1暋无人机示意图

Fig.1暋DiagramofUAV

为了表述方便,将无人机的姿态方程表述为如

下形式:

氊·=-I-1S(氊)I氊+I-1(M A +M T) (1)
式中:氊=[p,q,r]T;M A为无人机运动与空气的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气动力矩;M T为发动机矢量喷

口偏转而产生的矢量力矩;I和S(氊)分别为惯性

矩阵和氊的反对称矩阵。
发动机的矢量力矩,一般用发动机的油门开度

毮th、发动机喷口矢量角纵向偏转角度毮p 和横向偏

转角度毮y 进行调节。当发动机推力作用点到质心

沿机体轴的距离为xT,推力大小表示为飞行状态

和油门开度的状态函数T(x,毮th)时,则发动机的

矢量力矩为

M T=
0 0

-T(x,毮th)xT 0
0 -T(x,毮th)x

é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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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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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姿态角运动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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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1)所确定的飞翼无人机姿态方程和由式

(3)确定的内环补偿控制律所组成的系统,可以表

示成如下仿射非线性模型的形式:

x·
1=f1(x1)+b1(x1,x2)x2 (4)

x·
2=f2(x1,x2)+b2u (5)

式中:x1=[毤毴氉];x2=[pqr]。
式(4)~式(5)的具体表达形式参见参考文献

[2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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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控制器的鲁棒性,将模型表示为包含有

不确定性的摄动模型:

f1(x1)=f10(x1)+殼f1(x1) (6)

b1(x1,x2)=b10(x1,x2)+殼b1(x1,x2)(7)

b2=b20+殼b2 (8)

f2(x1,x2)=f20(x1,x2)+殼f2(x1,x2)
(9)

式中:f10(x1)、b10(x1,x2)、f20(x1,x2)、b20为系

统的标称参数,其余为系统的不确定项。

2暋鲁棒控制器设计

2.1暋姿态角控制器设计

鲁棒自适应控制器设计的目的是在各种不确

定性有界扰动的情况下,使得飞翼无人机系统的飞

行状态收敛到任一指定无穷小的邻域内。令系统

的误差量z1,z2暿R3 为

z1=x1-x1d

z2=x2-x2
{

d

(10)

式中:x1d,x2d为期望的系统状态轨迹。
由式(4)~式(5)可得误差状态的动态方程为

z·
1=f1(x1)+b1(x1,x2)x2-x·

1d (11)

z·
2=f2(x1,x2)+b2ulin-x·

2d (12)
对于式(7)所确定的系统,其摄动模型可以表

示为

z·
1=f10(x1)+b10(x1,x2)x2-x·

1d+殼f1(x1)+
殼b1(x1,x2)x2 (13)

令:暋殼1=殼f1(x1)+殼b1(x1,x2)x2,
则:

z·
1=f10(x1)+b10(x1,x2)x2-x·

1d +殼1

(14)
式中:殼1 是系统的不确定项,即需要引入不确

定函数进行补偿的各种不确定因素。
就实际系统而言,其不确定性是有界的,则存

在一未知的正实数氀1 使得下式成立:

暚殼1暚 曑氀1毮1(x1,x2) (15)

式中:毮1(x1,x2)为已知的非负光滑函数。
将x2作为式(12)系统的虚拟控制量,则存在

一个理想的虚拟控制量:

x *
2 =-b-1

10(x1,x2)[f10(x1)-x·
1d +k1z1+殼1]

(16)
使得z·1=-k1z1+b10(x1,x2)(x2-x *

2 ),其中,

k1>0为需要设计的参数。
选取虚拟控制量为

x2d=-b-1
10(x1,x2)[f10(x1)-x·

1d +k1z1-毲1]
(17)

式中:毲1为需要设计的鲁棒函数系数,其作用是抵

消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殼1 的影响。

令未 知 实 数氀1 的 值 为 氀̂1,选 择 Lyapunov
函数:

V1=1
2zT

1z1+ 1
2r1

氀-2
1 (18)

式中:r1>0为需要设计的常数;氀
-
1=氀̂1-氀1 为参

数估计误差。
对式(18)求导可得:

V
·
1=zT

1z·
1+1

r1
氀-1氀-

·
1=

zT
1[f10(x1)+b10(x1,x2)x2-x·

1d+殼1]+
zT

1[b10(x1,x2)x2d-b10(x1,x2)x2d]+
1
r1

氀-1氀-
·
1= -k1暚z1暚2+zT

1b10(x1,x2)z2+

zT
1(殼1-毲1)+1

r1
氀-1氀-

·
1 (19)

根据文献[12灢13],选择自适应调解律:

氀̂
·

1=r1[l1-氁1(氀̂-氀0
1)] (20)

式中:氁1 和氀0
1 为设计参数。

鲁棒函数系数毲1和函数l1 为

毲1=毰1z1氀̂2
1毮2

1

l1=毰1暚z1暚2毮{ 2
1

(21)

式中:毰1>0是需要的设计参数。
因为:

zT
1(殼1-毰1z1氀̂1毮2

1)+氀-1毰1暚z1暚2毮2
1 曑 毰1暚z1暚2毮2

1+ 1
4毰

æ

è
ç

ö

ø
÷

1
氀1-暚z1暚2毰1氀̂1毮2

1-毰2
1

4暚z1暚2毮2
1+氀-1毰1暚z1暚2毮2

1

毰1暚z1暚2毮2
1 + 1

4毰
æ

è
ç

ö

ø
÷

1
氀1-暚z1暚2毰1氀̂1毮2

1 -毰2
1

4暚z1暚2毮2
1 +氀-1毰1暚z1暚2毮2

1 =-毰2
1

4暚z1暚2毮2
1 +氀1

4毰1

-毰2
1

4暚z1暚2毮2
1 +氀1

4毰1
曑 氀1

4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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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所以:

V
·
1 曑-k1暚z1暚2+zT

1b10(x1,x2)z2-1
2氁1氀-2

1+

1
2氁1(氀1-氀0

1)2+氀1

4毰1
(22)

根据Lyapunov稳定性定理可知,该系统是稳

定的。

2.2暋角速率控制器设计与稳定性分析

由文献[12,13]可知,飞翼无人机姿态角控制

器存在一个理想的控制输入:

暋u*= -b-1
2 [k2z2+f2(x1,x2)-x·

2d]+
bT

10(x1,x2)z1+kz2 (23)
使得式(24)成立。

暋暋z·
2=-k2z2+b2[kz2+bT

10(x1,x2)z1]+
暋b2(ulin-u*

lin) (24)
式中:k2,k为要设计的大于零的参数。

由于系统和外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
得理想的控制输入量u*

lin并不能精确表示出来。
假设:

暋暋u*= -b-1
20[k2z2+f2(x1,x2)-x̂

·

2d]+
bT

10(x1,x2)z1+kz2+殼2 (25)

式中:x̂
·

2d为以x̂2d为输入的非线性微分器输出;殼2

为由于用x̂
·

2d代替了x·
2d而引入的不确定性。

对于研究对象来说,存在一个未知的正实数

氀2,使得:

暚殼2暚 曑氀2毮2(x1,x2) (26)
式中:毮2(x1,x2)为已知的非负光滑函数。

选取控制量:

暋暋u=-b-1
20[k2z2+f20(x1,x2)-x̂

·

2d)+
bT

10(x1,x2)z1+kz2+毲2 (27)
式中:毲2 为期望提高系统鲁棒性而引入的鲁棒控

制函数。
将式(27)带入式(24)可得:

暋暋z·
2=-k2z2+b2[kz2+bT

10(x1,x2)z1]+
暋b2(毲2-殼2) (28)

选取Lyapunov函数:

V2=V1-1
2zT

2b-1
2 z2+ 1

2r2
氀-2

2 (29)

式中:r2>0为需要设计的常数;氀
-
2=氀̂2-氀2 为参

数估计误差。
对式(29)求导可得:

V
·
2=V

·
1-zT

2b-1
2z·2-zT

2b
·
-1
2z2+1

r2
氀-2氀-

·
2 (30)

选择鲁棒函数和自适应调解律为

毲2=z2毰2氀-2毮2
2

氀̂
·

2=r2 毰2暚z2暚2毮2
2 -氁2(氀̂2-氀0

2
{ )

式中:r2,毰2,氁2 和氀0
2 为需要通过设计人员调整设计

的参数。

氀0
2 的具体表达则可以根据飞翼无人机已知的

不确定特性信息来确定。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利用

已知信息提高系统的性能,而且减小了设计难度。
若k>max (bid),将式(29)、式(30)带入式(28)
可得:

暋V
·
2 曑-k1暚z1暚2-1

2氁1氀-2
1 +1

2氁1(氀1-氀0
1)2+氀1

4毰1
+k2zT

2b-1
2z2+氀-2毰2暚z2暚2毮2

2 +

zT
2(殼2-毰2z2氀̂2毮2

2 -毰2
2

4z2毮2
2)-1

2氁2氀-2(氀̂2-氀0
2)2 曑-k1暚z1暚2+k2zT

2b-1
2z2-1

2氁1氀-2
1 -

1
2氁2氀-2

2 +1
2氁1(氀1-氀0

1)2+氀1

4毰1
+1

2氁2(氀2-氀0
2)2+氀2

4毰2
曑-c1V2+c2 (31)

式中:

c1=min{2k1 2k2/毸min(b-1
2 )氁1r1 氁2r2};

c2=1
2氁1(氀1-氀0

1)2+氀1

4毰1
+1

2氁2(氀2-氀0
2)2+氀2

4毰2

因此,系统是稳定的。
通过以上证明过程,有以下定理。
定理:对于由式(4)和式(5)所确定的系统,采

用式(16)和式(27)所确定的虚拟控制量和控制量、
以及自适应参数调解律,则系统的跟踪误差z1、z2

参数估计误差有界,且以指数形式收敛于系统原点

的一个邻域:

毟={z1,z2,氀-1,氀-2旤V2 曑2c2/c1} (32)
从以上定理可知,对于由式(4)和式(5)所确定

的系统,通过调节k1、k2、氁1、氁2、r1、r2 的值可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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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系统的收敛速度和收敛域。

3暋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控制器的鲁棒性,在整个机动过程中

选取如下气动系数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移:侧滑角产

生的滚转力矩增量系数殼CL
毬,侧滑角产生的偏航力

矩增量系数殼CN
毬 ,滚转阻尼动导数 殼CL

p 与偏航阻

尼动导数 殼CN
r ,重心位置漂移造成的不确定性所

产生的附加静不稳定偏航力矩。气动参数不确定

的标称值如表1所示,摄动参数为0.5。

表1暋偏移幅度表

Table1暋Disturbancecoefficients

系数类型 偏移幅度/% 系数类型 偏移幅度/%

殼CL
毬 暋15 殼CL

p 20

殼CN
毬 -10 殼CNr 20

暋暋为了更好地对比说明,本文采用动态逆设计方

法和传统 Backstepping方法进行仿真对比。其

中,文献[7]提出的增量动态逆鲁棒设计方法(简称

方法1)和文献[11]提出的一种滑模控制技术和

Backstepping控制技术结合的无人机鲁棒非线性

控制器(简称方法2)作为本文仿真的对照组。

滚转角通道响应如图2所示,曲线误差如图3
所示,可以看出:三种方法具有不同程度的超调和

稳态误差,但本文方法超调量更小,且没有稳态误

差。但是,在方波信号的下降段,本文方法出现比

较大的尖峰误差。

图2暋滚转角通道方波响应

Fig.2暋Rollanglechannelsquarewaveresponse

图3暋滚转角通道方波响应误差

Fig.3暋Squarewaveresponseerrorofrollanglechannel

迎角通道正弦响应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本
文提出方法具有更小的跟踪误差,而对照组方法具

有相似的控制效果。

图4暋迎角通道正弦响应

Fig.4暋Sinusoidalresponseofangleofattackchannel

综上所述,本文方法在方波响应上升段和下降

段的响应速度不如方法1和方法2,这也是图3中

出现较大尖峰误差的原因。综合来看,本文所提出

的设计方法具有较大的优势。

4暋结暋论

(1)本文提出的改进 Backstepping方法突破

了现有非线性鲁棒设计方法对系统不确定性范数

上界已知要求的限制,并充分利用系统已知的信息

提高系统的性能。
(2)该方法解决了鲁棒自适应函数设计过程

中的奇异值计算问题和系统的保守性问题,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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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鲁棒性,和现有的方法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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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翼梁类零件作为机翼装配的定位基准零件,如何有效减小其在加工中的变形,提高加工精度是一项重

要工作。提出一种针对翼梁零件在加工过程中出现的平面度翘曲变形现象的控制方法,根据飞机机翼梁类零

件的工艺特点,对生产现场零件的实际变形量进行统计,分析翼梁类零件变形趋势、变形量及主要影响因素;采
用改进加工方案,控制加工变形等方法减少梁类零件变形。结果表明:本文所提方法能够有效提升零件在加工

过程中的平面度值,使梁类零件的变形得到明显改善。
关键词:翼梁;翘曲变形;数控加工变形控制;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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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positioningreferencepartforwingassembly,howtoeffectivelyreducethedeformationofwing
partsandimprovethemachiningaccuracyisanimportanttask.Acontrolmethodfortheflatnesswarpingde灢
formationofwingbeampartsduringprocessingisproposed.Basedonthetechn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air灢
craftwingbeamparts,theactualdeformationdataofthepartsontheproductionsiteiscomputed,andthede灢
formationtrend,deformationamountandmaininfluencingfactorsofbeampartsareanalyzed.Theimproved
processingplanandprocessingdeformationcontrolmethodcanreducethedeformationofbeamparts.There灢
sultsshowthattheflatnessvalueofthepartsintheprocessofmachiningcanbeeffectivelyimproved,andthe
deformationofbeampartscanbesignificantlyimprovedbytheproposedmethod.
Keywords:wingbeam;warpingdeformation;CNCmachiningdeformationcontrol;machiningaccuracy

0暋引暋言

飞机零件的主要承力部件可以分为梁、框、肋、
壁板、长桁、接头等类型,随着国内航空产业的蓬勃

发展,飞机零件的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精度、大尺寸、

复杂化发展。多类型飞机结构件尺寸持续加大,为
了保证大尺寸结构件满足高精度装配的要求,对零

件的制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有良好

的刚性,同时还要满足轻量化的要求。但是,很多

飞机零部件具有截面积小而整体轮廓尺寸过大的



特点,导致其在加工过程中,随着零件刚性的降低,
极易产生振动,影响零件的加工精度与表面质量,
因此需要采用更高的标准、更好的工艺[1]。飞机零

件在实际加工过程中需要进行相应的加工变形控

制,例如提高颤振稳定性,进行误差补偿等[2灢5]。由

于加工效率高,加工的零件变形小,表面精度高,生
产成本低等优势,高速切削加工成为目前满足飞机

零部件加工精度需求的主要加工方式[6灢10]。此外,
零件的加工精度还受到刀具长度、工件形状及装夹

方式 等 因 素 的 影 响,需 要 在 加 工 前 进 行 全 面

考虑[11灢13]。
梁类零件以铝合金材料为主,其具体加工步骤

大致分为粗铣,半精铣与精铣等过程。作为机翼装

配定位的基准零件,梁类零件的精度会对机翼的整

体装配产生很大影响,如何减少梁类零件在加工过

程中的变形,提高加工零件制造精度就显得尤为重

要。梁类零件从结构特点上可分为双面梁和单面

梁两种,双面梁的加工虽然更复杂,但是由于零件

材料从两面去除,导致零件的槽腔深度浅且两面的

材料去除量几乎一致,零件的变形比较容易控制;
反而是单面梁,零件材料从一侧去除,材料去除量

不均匀,且零件槽腔较深,加工过程中变形很大,难
以控制。通过零件实际加工情况的经验分析,单面

梁类零件加工材料去除量较大(最高达 94% 以

上),加工周期长,该类零件的翘曲及扭曲变形问题

难以被克服,关键工艺流程的控制及理论修正补偿

成了零件质量的技术攻关难点。张元军等[14]通过

采用逐层加工,非对称加工以及分散加工三种加工

方式来达到最大限度减小变形的效果;针对细长梁

类零件,安卫星[15]在原有的加工方案基础上进行

工艺方法与编程方式的优化,以达到有效控制长梁

类零件变形的目的;谷妍[16]给出一种高速铣削的

有效加工方案,通过实际加工验证了方案的有效

性;黄乐明[17]提出一种针对短梁类零件的工艺优

化措施,推进相应零件生产工艺与产品性能的改

善;卞伟宇等[18]针对典型的钛合金梁类零件,从工

件的定位装夹方式入手,结合新的工序安排,完成

具体的工艺方案改进。
有限元软件的发展也为控制零件加工变形开

创了新的思路,通过采用有限元方法对不同工艺参

数的加工过程进行仿真,或者根据得到的表面残余

应力 来 预 测 变 形,进 而 完 成 加 工 过 程 的 变 形

补偿[19灢23]。
上述的多种变形控制方法都是通过优化工艺

方案、参数、工装定位等减小零件加工中产生的变

形,但只要存在机械加工,零件的变形必然存在。
本文结合现有零件平面度控制方法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的具体数据,提出一种梁类零件变形控制

方法,优化梁基准面修正时的余量分布,根据余量

创新基准面过修正的方法(通过人为方式预先引入

反方向的变形,抵消零件加工中产生的变形),旨在

改善数控加工阶段零件的平面度状态,实现工艺改

进与变形控制。

1暋典型零件介绍

某机型外翼内后梁及单面梁典型结构如图1~
图2 所示,毛料尺寸 3620 mm暳1580 mm暳
155mm,共两件,材料为7050灢T7451,零件净质量

114kg,毛料质量1241kg,零件为单面梁结构形

式,底面为梁基准面,另一面为带肋位筋,加强筋槽

腔结构,可以在保证零件强度与寿命的强度下零件

更加的轻量化[24灢26]。由于零件的结构特点,材料

的去除95%发生在槽腔面,从材料变形角度考虑,
为降低因材料去除正反面不均衡造成的变形,将毛

料余量尽可能地分配在无筋的基准面一侧去除。
即便如此,零件的加工变形依然存在,需要采用其

他加工方法来减小零件变形。

图1暋某机型外翼内后梁

Fig.1暋Externalwinginternalrearbeam

图2暋单面梁典型结构

Fig.2暋Typicalsingle灢sidedbeamstructure

梁类零件的加工通常将粗加工和精加工分开,
粗加工机床需用机床平台较为开敞的三坐标高速

铣床加工,三坐标的主轴刚性相对加稳定,高速铣

削的加工方法有利于降低材料的加工残余应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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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变形;精加工机床通常选用五坐标高速龙门铣设

备,梁的外形为理论外形面,部分筋位为肋的定位

面,带角度,需要五坐标机床才能完成加工,同时高

速铣能够降低零件的残余应力,有利于零件变形的

控制。
通过对批产零件的数据分析,零件主要的变形

反映在马刀弯、长度延展、平面度翘曲方面。本文

主要阐述平面度翘曲变形的控制方法。通过对数

十架零件翘曲变形的测量,记录及分析总结,零件

的变形趋势如图3所示。

图3暋梁类零件翘曲变形示意图

Fig.3暋Warpingdeformationdiagramofbeamparts

对于此类零件的加工,零件的翘曲变形主要受

零件两面材料去除量不均匀、设备精度、环境温湿

度、加工流程、材料应力释放等方面的影响。

2暋典型零件加工流程及变形控制

方法

梁零件的加工流程相对简单,一般根据梁基准

面的结构来确定精加工的方案。以某型机内后梁

为例,因基准面有一处凹槽,故精加工采取2工位

加工,此零件的加工流程分为5个工位进行,分别

为粗加工2个工位,修基准1个工位,精加工2个

工位。零件的加工流程如图4所示。

图4暋梁类零件的典型加工流程

Fig.4暋Typicalprocessingflowofbeamparts

2.1暋加工过程检测方法

为了更准确的记录加工过程中零件的变形情

况,对零件上的16处位置(如图5所示)的翘曲变

形情况进行记录,确定零件的变形趋势。精加工前

的检测方法为将零件自由放置在机床平台上,用百

分表检查零件上表面,按图5所示位置记录变形

量,精加工后的检测方法为将零件基准面贴合平

台,用塞尺检查各检测位置间隙,并进行记录。

图5暋平面度检测位置图

Fig.5暋Flatnessdetectionlocationmap

通过数据的积累,长度为3500mm,厚度为

150mm尺寸级别的梁类零件(粗加工余量设置如

表1所示),粗加工过程中,零件的翘曲量为2.5~
4mm,精 加 工 过 程 中 零 件 的 翘 曲 量 为 1.5~
2mm,加工流程中的修正梁基准面是决定整个零

件加工完成后翘曲变形量的最重要环节,此环节控

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零件粗加工变形是否直接叠

加给精加工,直接决定零件最终的变形量。

表1暋典型结构粗加工余量设置

Table1暋Typicalstructureroughingallowancesetting

零件典型结构
理论尺寸

范围/mm
余量设置

零件缘板 6.5~23 内外形各留3mm

零件腹板 6.9~31
腹板 底 面 2 mm,腹 板 顶 面

3mm

零件筋厚 7~20 两侧各3mm

零件筋高 89~143 筋顶3mm,筋底2mm

零件长度 3500 两端头各留3mm

零件宽度 770 两侧各留3mm

2.2暋加工过程控制方法

(1)粗加工余量设置及工艺设计

粗加工的目标是快速地去除余量,提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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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该零件除梁基准面留2mm 余量外,其余部位

余量全部按3mm 设置。加工机床采用三坐标龙

门铣床,原材料采用套料形式,一次加工两件产品。

加工刀具选取大直径刀具,例如毤40mm,长短刀

分开,短刀加工槽腔上半部分,采取层优先的方式

进行,在保证高效加工的同时,层优先有利于减小

零件变形;槽腔的下半部分,采用长刀进行,依然采

用层优先方式加工,加工效率按上半部分适当降

低。长短刀及层优先的加工方法使得零件的毛料

去除在各区域内均匀进行,有利于零件材料内形力

平衡,不易造成材料内应力的不规则变化,有利于

变形的控制。
(2)精加工前修整基准

粗加工完成后,自然时效48h,然后开始进行

修正零件基准面,如图6所示。基准面的修正量必

须要大于零件粗加工的变形量,即必须超过最少修

正面,但是不能超过零件正反两面的精加工余量之

和,即不能超过最大修正面。最少修正面可以彻底

消除零件粗加工的变形,使得零件最终的变形只受

精加工变形的影响,与粗加工变形无关。最大修正

面,可以保证修正完成后,槽腔面的余量最小,精加

工变形最小,理论上可以满足零件的加工要求,但
是为了降低零件的质量风险,保证零件能够正常加

工完成,修正时,不建议按最大修正面进行加工,最
少给槽腔面留0.5mm 加工余量。

图6暋修正基准示意图

Fig.6暋Revisiondatumdiagram

上述修正方法只用于零件粗加工变形的消除,

不能消除零件精加工的变形,即使精加工采用高速

铣设备等一系列较小变形的控制手段,变形依然存

在,无法在加工过程中消除。对于零件平面度要求

严格的零件,可采用基准过修正方法,该方法需要

大量的精加工变形数据积累,在修正基准时,人为

进行过修正,过修正量必须参考同类零件精加工过

程的变形量数据积累,如图7所示。该方法有待进

一步试验验证。

图7暋基准过修正示意图

Fig.7暋Datumovercorrectiondiagram

基准过修正原理为:通过对零件精加工变形量

的积累和分析,确定该零件精加工的平均变形量,

在精加工前修正基准时,将零件进行装夹(人为向

上施力,增加零件变形量),然后进行修正,如图7
所示。修正完成后,零件在自由状态下应为两头高

中间低的凹曲面状态,与精加工变形状态及趋势相

反。精加工过程中,过修正量h与槽腔面的加工变

形相抵消(部分抵消),从而减小零件最终变形,改
善零件的平面度状态,在此过程中,需要保证零件

的粗加工变形量与过修正量之和不大于零件正反

面的余量之和。
(3)精加工工艺设计

梁基准面加工完成后,零件最终的变形量基本

确定,槽腔面的精加工方法只能很小程度改善零件

的变形状态,但是依旧需要研究和总结,掌握其变

形规律,在加工过程中逐渐克服。

精加工的加工流程一般为:预精铣腹板-精铣

腹板-精铣筋高缘板高-精铣缘板厚-精铣筋

厚-卸外形。整个过程中的重点工作是确定最优

的加工刀具和加工参数方案,在发挥机床性能的同

时,提高零件加工效率。细节化编程方面,同一槽

腔的上中部和根部依据加工余量的不同,采用不同

的切深切宽和切削速度,提高零件加工效率和表面

质量。

通过对上述变形控制方法的研究、试验,试验

前对10件样本按图5的位置进行检测并记录,平
面度值最大3.35mm,最小2.5mm。经过11件

样本的加工试验,试验完成后记录零件的平面度

值,最大为1.6mm,最小为1.3mm,试验前后各

样本平面度值记录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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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试验前后平面度记录表

Table2暋Planenessrecordbeforeandaftertrial

记录

阶段
样本号

实验值/mm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最大平面

度值/mm

试

验

前

试

验

后

样本1 1.50 1.75 1.80 1.00 2.20 3.35 0.95 0.00 0.15 0.35 1.05 1.40 0.60 0.25 0.00 0.70 3.35

样本2 2.25 2.20 1.75 1.75 2.35 2.90 0.95 0.00 0.00 0.00 0.25 0.40 0.15 0.00 0.00 0.85 2.90

样本3 2.45 2.25 2.20 2.15 2.60 2.70 1.05 0.10 0.00 0.10 0.20 0.20 0.00 0.10 0.10 0.70 2.70

样本4 1.80 1.30 1.00 1.20 1.90 2.90 0.60 0.00 0.00 0.15 0.95 0.80 0.09 0.00 0.00 0.90 2.90

样本5 1.35 1.28 1.30 1.50 2.30 3.20 1.00 0.00 0.00 0.26 1.20 0.86 0.17 0.00 0.00 0.85 3.20

样本6 1.80 1.50 1.30 1.80 2.30 3.15 0.75 0.00 0.00 0.00 0.60 0.50 0.15 0.00 0.00 1.00 3.15

样本7 0.10 0.10 0.10 1.20 1.50 2.60 0.80 0.10 0.05 0.10 0.15 0.10 0.10 0.00 0.05 0.10 2.60

样本8 0.10 0.10 0.50 0.75 1.50 2.50 0.75 0.00 0.00 0.15 0.20 0.20 0.10 0.00 0.00 0.05 2.50

样本9 2.45 2.25 2.20 2.15 2.60 2.70 1.05 0.10 0.00 0.10 0.20 0.20 0.00 0.10 0.10 0.70 2.70

样本10 3.00 2.80 2.50 2.50 2.40 2.70 1.50 1.00 0.05 0.20 0.85 1.00 0.80 0.00 0.05 1.80 3.00

样本1 1.00 0.80 0.80 0.90 1.20 1.30 0.40 0.00 0.10 0.40 0.60 0.60 0.40 0.10 0.00 0.50 1.30

样本2 1.20 0.50 0.40 0.40 0.50 1.30 0.03 0.00 0.00 0.20 0.50 0.50 0.20 0.00 0.00 0.30 1.30

样本3 1.20 1.00 0.90 0.80 0.80 1.30 0.20 0.10 0.00 0.20 0.80 0.70 0.30 0.00 0.10 0.25 1.30

样本4 1.10 1.00 0.90 0.90 1.00 1.30 0.20 0.10 0.00 0.20 0.80 0.70 0.30 0.00 0.10 0.25 1.30

样本5 0.80 0.80 0.90 1.00 1.20 1.40 0.70 0.10 0.00 0.30 0.60 0.50 0.20 0.10 0.00 0.50 1.40

样本6 1.50 1.45 1.40 1.40 1.35 1.50 1.20 0.40 0.05 0.20 0.60 0.50 0.05 0.05 0.40 1.10 1.50

样本7 0.40 0.15 0.10 0.40 0.75 1.50 0.45 0.06 0.06 0.08 0.20 0.30 0.10 0.00 0.00 0.10 1.50

样本8 1.20 1.30 1.30 1.35 1.35 1.50 0.40 0.10 0.10 0.15 0.50 0.30 0.10 0.15 0.15 0.50 1.50

样本9 1.40 0.65 0.65 0.75 0.75 1.50 0.10 0.10 0.05 0.25 0.80 0.80 0.05 0.20 0.10 0.35 1.50

样本10 1.40 0.40 0.15 0.30 0.70 1.55 0.40 0.00 0.00 0.08 0.50 0.30 0.10 0.00 0.10 0.60 1.55

样本11 1.40 1.40 1.20 1.10 1.30 1.60 0.70 0.10 0.00 0.40 1.20 1.10 0.50 0.00 0.20 0.60 1.60

3暋结暋论

(1)本文所提的研究方法使得零件在加工过

程中的平面度得到明显改善,其平面度值由2.5~
3.35mm提升至当前的1.5mm,达到数控加工阶

段稳定、可控的平面度控制量,同时又具备稳定生

产的能力。
(2)该方法不仅可用于梁类零件的变形改善,

还可根据实际情况推广至壁板类、肋类零件,改善

数控加工阶段零件的平面度,降低装配的难度及装

配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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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现状和技术水平不相适应。以航空锂电池事故为例,分析航空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电池的安全性风险,

从对现有规章条款和专用条件的解读出发,借鉴不同行业近年来积累的锂电池验证和使用经验,针对航空动力

锂电池的适航符合性方法提出一些改进方案,可作为现有锂电池适航符合性方法的有益补充,为自主建立健全

适航验证规范体系做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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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空蓄电池是民用飞机上的应急电源和辅助

备用电源,用于保障机上重要仪表和关键系统在失

去主供电能源时的正常运行和地面辅助发电机的

启动[1灢3]。传统客机广泛使用镍镉电池作为蓄电

池,但镍镉电池存在充放电电流小、能量密度低等

缺点,限制了飞机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相比而言,锂离子电池(下文简称锂电池)在上

述性能方面有明显优势,民用飞机制造商开始尝试

在新产品上使用锂离子电池[4灢5]。其中,波音787
飞机是全球第一款使用锂离子蓄电池的运输类民

航客机。在对波音787飞机进行适航审定时,美国

联邦航 空 管 理 局 (FederalAviation Administra灢
tion,简称FAA)认为机上安装的可充电锂电池是

新颖独特的设计,现行航空规章《运输类飞机适航

标准》[6]的安全要求不足,因此针对可充电锂电池

制定了专用条件25灢359灢SC,并列入波音787的审

定基础[7]。然而在2013年飞机投入运行不久就相

继发生多起锂电池起火事故,并导致飞机停飞整

改。这一事件暴露出民航业界对锂电池的安全特

性认识不足,在设计、验证、审查和维护等环节缺乏

足够的经验[8灢9]。
中国拥有丰富的锂矿产资源和完整的锂电池

产业链,是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和消费市

场,在交通运输、消费电子、移动基站等领域,锂电

池都有广泛的应用,装机容量和技术水平居于全球

领先地位。技术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推动着国内

锂电池行业的安全性标准和验证规范不断完善。
在安全性标准上,V.Ruiz等[10]、邵杰等[11]、杨杰

等[12]和祝夏雨等[13]分别对锂电池行业众多现行

标准进行解读对比,并结合各自行业的实际经验,
对锂电池的试验验证规范明确了改进方向;在验证

规范上,对于关键的锂电池热特性试验和安全性评

估方法,林深[14]和王莉等[15]通过深入研究,提出

了新的思路。
在民用航空领域,对于锂电池安全性标准和验

证规范的研究相对较少,吴浩文[16]、曹涛等[17]在

参考借鉴国外局方审定经验的基础上,对航空蓄电

池的适航规章和非充电锂电池的专用条件进行了

解读;隋立军等[9]则从规章角度出发,对锂电池安

装提出了适航验证要求。目前关于航空锂电池符

合性验证方法的研究还是以参考和借鉴国外局方

审定经验为主,现有验证方法在充分性、完整性和

可追溯性上存在的问题未得到有效改进,相关技术

标准的更新也相对滞后。
尽早利用我国锂电池的产业优势和技术实力,

自主完善航空锂电池相关规范,对于新技术的应用

和国际标准话语权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本文以

波音787客机动力电池燃烧事故为例,分析航空锂

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电池的安全性风险,从对现有规

章条款和专用条件的解读出发,借鉴锂电池行业最

新积累的验证和使用经验,针对航空动力锂电池的

环境试验、电气安全性测试、热稳定性测试和功能

安全性测试等符合性验证试验方法提出完善和改

进方案。

1暋锂电池及其安全性风险

1.1暋锂电池性能

锂离子电池是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
解液和其他一些附件构成的。锂电池的电解液与

传统电池(铅酸电池、镍镉电池等)不同,为有机溶

剂,电解质材料为无机阴离子锂盐,是离子导体、电
子绝缘体。隔膜位于正负电极之间,起隔断电子和

透过离子的作用,使电子必须从外电路迁移,而离

子则可以通过电解液移动,保证外电路有电流通

过,防止电池内短路。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一般

选择嵌锂的金属氧化物,常见的正极材料有钴酸

锂、锰酸锂、磷酸铁锂和镍钴锰酸锂等,不同的正极

材料使锂电池在充放电功率、成本、高低温稳定性、
循环寿命、能量密度等性能上表现差异,因此需要

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选用不同性能的锂电池。
虽然不同种类的锂电池性能也有较大差距,但

是同现有的镍镉电池比较,锂电池的明显优势表

现在[18]:
(1)高能量密度:现阶段不同种类锂电池单体

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50~300Wh/kg,且性能还

在 不 断 提 升,而 镍 镉 电 池 的 能 量 密 度 约 为

60Wh/kg。暋
(2)功率密度大,连续放电电流高:锂电池的

功率密度是镍镉电池的2倍以上,相同容量下,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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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充放电电流远远高于镍镉电池,采用锂电池可

以满足更大的负载。
(3)工作温度范围宽:锂电池的工作温度区间

为充电0~60曟,放电-30~70曟;镍镉电池的工

作温度区间为充电0~45 曟,放电-20~60曟。
而锂电池可以在更极端的环境下工作。

(4)自放电率低,无记忆效应:锂电池没有记

忆效应,自放电率比镍镉电池低50%以上,可以长

时间保存,降低维护成本。

1.2暋锂电池安全性风险

锂电池存储了大量的能量,一旦电池发生安全

性失效导致意外的能量释放,则可能引发严重的事

故。锂电池安全性失效模式主要表现为燃烧爆炸、
发热起火、膨胀变形、漏气漏液等,失效的核心原因

是电池发生热失控。目前发生的多起航空动力电

池燃烧事故,根据调查显示,其原因即为电池单体

出现内短路,电流升高产生热量并不断积累,引发

热失控,最终导致整个电池系统失效并起火燃

烧[4]。电池在过充电、过放电、短路或极端温度下

都有可能引发热失控,且锂电池含有活泼的锂金属

物质和具有可燃性的有机电解液,一旦起火,对整

机危害极大。因此大容量的锂电池通常采用多重

安全保护措施,锂电池系统的典型结构如图1所

示[19],除了电池单体,电池系统箱体内通常还要集

成过流保险、热管理装置和电池管理系统等,从而

实现监控电池单体状态、预警安全风险、管理充放

电电流、调节系统温度等功能。

图1暋含电池控制单元的电池系统典型结构

Fig.1暋Typicalconfigurationofbatterysystemwith

batterycontrolunit

2暋锂电池适航规章

2.1暋条款解读

在针对蓄电池进行适航审定时,现阶段主要参

考FAA 针对机上安装的可充电锂电池制定的专

用条件25灢359灢SC[7]。该专用条件包含9条具体要

求,将航空规章《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第25.1353
条款的要求引申到锂电池上,并做了进一步明确,
各专用条件的要求和内涵解读如下:

第一条对应25.1353(b)(1)条款,是针对电池

单体温度和压力的要求。在预期的充放电过程中,
要确保锂电池系统内的电池单体发生自持的、不可

控的温度或压力升高的概率为极微小(10-7),在各

种失效情况下,电池的安装能够防止其发生爆炸。
第二条则是针对锂电池系统温度和压力的要

求。无论锂电池系统内发生何种故障,要确保系统

发生自持的、不可控的温度或压力升高的概率为极

不可能(10-9)。
第三条同25.1353(b)(3)条款的要求基本一

致,是对电池排放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的要求。无

论在正常使用过程中,还是系统失效时,要求锂电

池系统除通过专门的泄压装置以外,不得向外释放

爆炸性的或有毒的气体或烟雾;要求锂电池系统必

须能够承受由于失效而产生的压力,或者能够通过

泄压装置安全的释放压力;锂电池排放的物质达到

一定浓度后,可能会引起燃烧、爆炸或具有毒性,因
此要求锂电池排放的气体如果在飞机内聚集时,其
浓度不致产生危害。

第四条是对锂电池电解液防火的要求。由于

锂电池电解液可能为可燃液体,锂电池系统及其安

装需要符合规章25.863条———可燃液体防火的

要求。
第五条对应25.1353(b)(4)条款,规定了锂电

池排放物如果具有腐蚀性时,对机体结构和机载设

备影响的要求。要求确保从锂电池内排放的腐蚀

性气体或液体不得对锂电池安装位置附近的结构、
系统、设备或电缆等造成重大安全损害,其设计保

证水平要符合25.1309(b)的要求。
第六条参考25.1353(b)(5)条款对镍镉电池

发生短路时的要求,明确了对锂电池的要求。当锂

电池系统短路或电池单体发生内短路时,会产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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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热量,要求锂电池的安装能够避免这些热量对

结构和关键系统产生危害。
第七条对应25.1353(b)(6)条款,是对锂电池

报警功能的要求。锂电池系统本身必须具备自动

的安全保护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温度监测或故

障检测的方式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或者能够直接

切断充电电流,确保锂电池充电时不会过热超温。
第八条要求安装动力锂电池的飞机需要具备

电池荷电状态的指示和报警功能,可以向机组人员

实时提供电池的准确状态信息,且当电量低于签派

要求时,可以向机组告警。
第九条是对持续适航文件的要求。锂电池的

使用、保养和维护同传统镍镉电池存在较大差别,
因此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如下信息:锂电池充电

间隔等正确的保养信息,确保锂电池的电量不会过

快衰减;电池备件的存储要求,防止电池备件长期

不合理存放导致电量过快衰减;维修和更换锂电池

的程序和要求等。
专用条件25灢359灢SC主要覆盖4方面安全性

要求:栙规章25.1353条中对蓄电池性能和安装的

一些通用性要求;栚由于锂电池电解液具有可燃

性,锂电池及其安装应满足适航规章中可燃液体防

火相关条款的要求;栛对锂电池的过度充放电提出

专门的要求;栜对锂电池的保养和维护提出专门的

要求。

2.2暋符合性验证试验方法

2015年,FAA 发布咨询通告 AC20灢184《飞机

可充电锂电和电池系统试验和安装指南》[20],明确

了机载可充电锂电池的典型适航要求,并引用航空

无线电委员会(RadioTechnicalCommissionfor
Aeronautics,简 称 RTCA)DO灢311[21] 和 RTCA
DO灢160G[22]等标准作为可接受的验证试验方法。
而标准中引用的验证规范体系形成于2010年之

前,同锂电池行业飞速发展的状况不相适应。目前

在航空锂电池的试验验证和适航审查等环节存在

诸多问题[8],主要表现为:
(1)在试验验证环节,针对锂电池的安全性验

证不够充分,试验判据不够清晰明确,特别是对热

失控的设计缺陷未能进行充分验证。

(2)在安全性分析环节,由于验证不完整,使
得分析方法、数据来源和假设缺乏依据,不能充分

评估锂电池内短路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未能

针对锂电池明确足够的设计保证水平。
(3)在审查环节,由于验证环节缺乏可追溯

性,审查过程也就难以识别验证环节的遗漏。
因此锂电池验证试验的完整性、充分性、可追

溯性是适航审查关注的重点。

2.3暋符合性验证试验方法改进建议

国内外主要标准化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
简称ISO)、欧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Commis灢
sionforEurope,简称ECE)、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GB)和RTCA等规范体系中,关于锂电池系

统的技术要求包含多种机械安全性测试、环境安全

性测试和电气安全性测试项目,如表1所示,但是

各行业在对锂电池进行此类验证时,在试验样本的

状态、试验参数设置、符合性判定依据等方面均有

所差异,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10灢13,22灢24]。在未来

的研究中,应注重逐步形成更加明确的试验方法,
提高验证试验的充分性和可重复性。波音787锂

电池事故也体现出已有标准对热失控等关键故障

的模拟和验证在充分性和完整性上还存在不足。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锂电池系统的循环寿命、状态监

控、安全保护、故障诊断等性能和功能,它们将直接

影响到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此类安全性功能的作用也愈发显著。目前标准

更新的趋势也表明行业已更加注重系统层级的安

全性能 和 功 能 的 验 证。相 比 而 言,RTCA DO灢
311A《可充电锂电池最低运行性能标准》(以下简

称DO灢311A)的验证方法主要还是针对电池单体

的性能验证,虽对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功能和在飞机

上的安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但在标准中并未给出

明确的验证方法。此外,现有验证方法的判据还比

较宽泛,多为描述性语言,如“无泄漏暠“不起火暠“不
爆炸暠等,缺乏可量化的指标,符合性验证试验方法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将电池的危害程度细化。
因此,借鉴不同体系的锂电池安全性标准和测试方

法,可以为DO灢311A标准航空锂电池适航符合性

验证试验方法提供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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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验证标准体系试验项目对标

Table1暋Testitemsforeachstandardsystem

试验项目 ISO ECE GB RTCA

振动 曁 曁 曁 曁

机械冲击 曁 曁 曁

碰撞 曁 曁 曁 曁

挤压 曁 曁 曁

跌落 曁

温度冲击 曁 曁 曁 曁

湿热循环 曁 曁

高海拔 曁 曁

盐雾 曁 曁

浸水 曁 曁 曁

热扩散 曁 曁 曁

外部火烧 曁 曁 曁

过温保护 曁 曁 曁 曁

短路保护 曁 曁

过充保护 曁 曁 曁

过放保护 曁 曁 曁

告警功能 曁

状态监控 曁

2.3.1暋环境试验

在广泛应用于锂电池安全性测试的项目中,振
动、冲击、碰撞、湿热循环、浸水、温度冲击、盐雾和

高海拔等环境试验项目,可参照 DO灢160G《机载设

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程序》(以下简称 DO灢160G)
进行试验,但其通过性判据除了要求在试验完成后

锂电池系统功能正常,无泄漏、外壳不破裂,电池不

起火、不爆炸等,还应增加对试验后电池绝缘电阻

值的明确要求。不同状态的锂电池,其试验结果会

有所 不 同,例 如 锂 电 池 的 荷 电 状 态 (Stateof
Charge,简称SOC)对测试结果就有较大的影响,
不同的锂电池安全性测试标准中,对试验样品的

SOC有不同的规定,一般要求取50%~100%之

间。而 DO灢160G 中 并 未 规 定 锂 电 池 试 验 件 的

SOC,实际测试时,应当选取不同荷电状态的锂电

池进行试验,以确保环境试验结果具有普遍性。

2.3.2暋电气安全性测试

电气安全性测试主要包括外部短路试验、过充

电试验和过放电试验。这三项试验广泛应用于评

估电池单体在短路、过度充电或深度放电情况下的

安全性,要求电池单体在试验过程中不起火、不爆

炸。不过随着电池系统功能和设计的逐步完善,通

过系统层级的安全保护功能可以有效防止单体电

滥用的发生,因此进行系统层级的功能安全性验证

比现有的针对单体的电气安全性验证更有意义。

2.3.3暋热稳定性试验

热稳定性试验是用于评估锂电池高温稳定性

和安全性的重要试验。为了使热稳定性试验完整、
充分并具有可重复性,参考国内外研究组织对热稳

定性试验方法进行的探索,建议进行3种类型的热

稳定性试验[19]:第一类试验是通过高温加热或直

接燃烧的方式,评估锂电池在高温下的稳定性,要
求锂电池在高温下不发生爆炸;第二类试验是通过

逐步升温的方式缓慢加热锂电池,直至引发电池热

失控,从而确定电池热失控的温度;第三类试验是

热失控乘员保护分析验证试验,根据锂电池热失控

机理和触发方式的最新研究成果,明确对锂电池采

用针刺或加热的方式引发热失控(如图2所示),进
而评估锂电池系统对热失控的监测功能,并要求锂

电池系统可以在危险发生前一定时间提供报警信

号,以便机组采取相应措施。

(a)针刺

(b)加热

图2暋针刺或加热触发热失控的监控和触发装置布置图

Fig.2暋Arrangementdiagramforthermalrunaway

vianailpenetrationandoverheating

2.3.4暋功能安全性验证

功能安全性验证的目的是确定电池系统功能

安全要求的完整性和正确性,确保满足规章和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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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安全要求。目前锂离子电池系统的安全性

功能 通 过 电 池 管 理 系 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简称BMS)实现,其功能主要包括:

(1)监测电池系统内总电压、总电流,单体电

压、单体电流和内部温度等状态参数。
(2)对电池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并对具体故障

内容进行处理,如告警、故障保护等。
(3)具有防止电池系统过充电、过放电、过温、

过流等保护功能。
(4)具有SOC估算功能,并能达到精度要求。
锂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功能需要分别通过对应

的试验检验:
(1)状态参数测量精度检测。将电池系统按

照正常工作要求安装,连接检测电压、电流、温度等

参数的检测设备,将BMS的监测结果同检测设备

检测的对应数据进行比较。
(2)故障诊断功能验证。通过模拟系统建立

故障项目触发条件,根据BMS的故障诊断结果进

行功能确认。
(3)安全防护功能验证。使电池系统处于过

温、过充电、过放电、过流甚至短路状态时,BMS能

够进入安全状态,提供降温、限流、断电等安全保护

措施,并提供报警信号或降级的提示信息给机组

成员。
(4)将电池系统按照正常工作要求安装,测试

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电池系统的SOC,并同BMS
的估算结果进行对比,计算系统估算精度。

电池的安全性试验不是完全孤立的,应当要求

同一试验样本完成环境试验后,依然能够通过功能

安全性试验的验证,以此作为判定满足25.1309
(e)条款连续安全使用的标准;同一试验项目,选择

不同状态的电池(如不同的荷电状态、循环寿命状

态、储存状态等),或设定不同的试验参数(如过充

放电的电流、电压,升温速率等),结果也会不尽相

同,需要通过全面的验证,确定合理的试验参数,覆
盖尽可能多的试验件状态。所有的安全性试验结

论相互验证,共同保障对适航条款的符合性。

3暋结暋论

(1)为保证符合性验证的充分性,应针对不同

状态(寿命状态、荷电状态、储存状态等),选择合理

的试验参数进行试验验证,并形成规范的试验

方法。
(2)相比单体电池的验证,符合性验证试验应

特别注重对锂电池进行系统层级的电气安全性和

功能安全性的验证,并根据不同试验的结果相互印

证锂电池对条款的符合性。
(3)为了确保锂电池的热稳定性和安全性,应

开展充分的热稳定性试验,通过三种类型的热稳定

性试验全面评估锂电池单体和系统的高温稳定性

和安全性。
此外,现有验证标准的判据还比较宽泛,多为

描述性的语言,缺乏可量化的指标,因此将电池的

危害程度细化也是未来验证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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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研究滑流对埋入式进气道性能的影响机理对于发动机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某型涡桨发动机

滑油散热器进排气道系统,基于CFD技术建立系统的螺旋桨滑流与滑油散热器内流一体化数值模拟方法,进

行考虑滑流影响的滑油散热系统埋入式进气道气动设计仿真分析;针对埋入式进气道由于吸入边界层低能气

流导致通过散热器流量低的问题,设计4组涡流发生器进行主动流动控制。结果表明:滑流使得进气道中的气

流偏离,难以形成稳定漩涡,容易发生流动分离;而合理设计的涡流发生器可以有效改善埋入式进气道内流场

特性,并使通过散热器的流量提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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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investigatethemechanismofthepropellerslipstreaminfluenceontheaer灢
odynamicperformanceofthesubmergedinlettokeepthestabilityoftheengine.Asystematicalnumericalcom灢
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methodisestablishedtosimulatetheslipstreamandinnerflowofoilradiator

foracertainturbopropaircraft.Thesimulationanalysisisperformedfor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ofthe

submergedinletoftheoilradiatorwithinthepropellerslipstream.Moreover,fourvortexgeneratorsarede灢
signedtocontroltheflowaroundinletoftheoilradiatortoincreasetheflowrateaffectedbytheinhaledlowen灢
ergyflowoftheboundarylayerintheinlet.Theresultsshowthat:withintheinfluenceofthepropellerslip灢
stream,theflowinthesubmergedinletisdeviatedandcanhardlygeneratestablevortex.However,thereason灢
ablevortexgeneratorcaneffectivelyimprovetheflow ofthesubmergedinletbyincreasingtheflowrate

wit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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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工程技术

系统,包含了众多不同学科的子系统,其工作过程

是极其复杂的气动热力过程。各种轴承、齿轮在转

动、啮合过程中由于摩擦作用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这些热量若不及时散发,会导致发动机局部由于过

热而出现疲劳甚至损坏。为此,航空发动机上往往

需要配备滑油散热系统,通过润滑油的循环,不断

对摩擦部位进行润滑,并将摩擦产生的热量带到滑

油散热器处,散发到外界大气。滑油散热器的散热

能力一方面取决于散热器本身的设计,另一方面也

取决于连通散热器与外界大气的空气流道设计。

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通过散热器的进气道进入到

散热系统内部与散热器接触,进行热交换然后通过

排气道排出到外界大气才能最终完成滑油散热器

的散热过程。因此,若滑油散热器的进排气系统性

能不达标,则滑油散热器的散热性能也将不达标,

进而会进一步导致发动机局部温度过高,影响发动

机的使用寿命,甚至直接危及发动机的安全。

鉴于滑油散热器的重要性,国内外对与滑油散

热系统相关的理论、方法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

F.Toscano等[1]使用多孔介质模型开展了飞机滑

油散热系统的流场计算工作,该方法能够极大简化

气流通过散热器时的模拟过程,显著提高计算效

率;ShenK等[2]通过CFD和试验方法研究了低雷

诺数下的滑油散热器的流动特性,对 CFD方法的

可靠性进行了分析,也明确了该工况的流量、流速

的关系;P.P.Selvarajan等[3]基于 CFD 方法对推

进式涡桨飞机滑油冷却系统的导管开展了优化设

计。国内,杨春信等[4]讨论了某型发动机滑油散热

器进气道额外安装鼓风机引起滑油附加温升的原

因,并使用优化算法对相关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

吕亚国等[5]基于效率-传热单元数发建立了管壳

式滑油散热器换热特性的计算模型,该方法具有高

效可靠的特点;陈维建等[6]基于试验模拟方法,对

某型飞机发动机滑油超温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

出了相应的散热系统改进方案。从以上研究来看,

尽管对飞机滑油散热系统的仿真以及试验研究已

有很多,然而相关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假设自由来流

均匀状态下进行的,鲜见关于涡桨飞机的滑油冷却

系统气动以及热分析的研究报告。究其原因,主要

是因为高度复杂的来流计算或者试验代价太大,在

工程设计阶段无法有效开展。

对于涡桨发动机来讲,由于滑油散热系统的冷

却通道一般位于发动机底部,通过埋入式进气

道[7灢8]联通外界大气进行冷却。这种设计方式使得

该进气道系统直接位于螺旋桨的后部,其气动特性

受螺旋桨旋转产生的滑流干扰十分明显,因此有必

要对这种非均匀来流下的滑流散热系统埋入式进

气道的气动特性进行设计分析。

本文以高精度的 CFD方法为基础,对螺旋桨

滑流影响下的典型涡桨飞机滑油散热器的埋入式

进气道进行设计分析,并针对基础构型的流场特

点,设计4种基于涡流发生器[9]的流动控制方案,

以期提高整个系统的流动以及散热效率。

1暋研究对象

针对某型涡桨发动机滑油散热系统的内埋式

进气道进行研究,初始构型如图1所示。该构型包

括发动机及螺旋桨、埋入式进气道、滑油散热器、排

气道以及用于主发进气排除异物的旁通道。

(a)总体图

(b)局部放大图

图1暋初始构型示意图

Fig.1暋Initial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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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计算方法

2.1暋控制方程

本文采用的数值计算的控制方程为三维非定

常 NS方程,其积分形式的方程为

毠
毠t犿

V

WdV+犽
毠V

F·nds=1
Re犽

毠V

FV·nds (1)

数值仿真计算的湍流模型采用两方程的k灢氊
SST模型,该模型广泛应用在飞行器的内外流模

拟中,对于中小分离具有较好的适应性。空间离散

采用二阶迎风格式,采用伪时间运算法则进行定常

计算[10]。

2.2暋基于多重参考坐标系的滑流准定常模

拟方法

三维滑流流场模拟主要有三种方法:动量盘方

法、基于多重参考坐标系的准定常方法以及非定常

模拟方法。动量盘方法将螺旋桨叶片省略,把整个

桨盘区域近似为一个圆盘,盘面视为一种交界面。

由于发动机的能量输出,使得经过桨盘的气流压强

升高,速度加快且产生一个切向速度,因此在计算

中需要在桨盘面上设置适当的边界条件。多重参

考坐标系法和非定常模拟方法均采用完整的桨叶

模型,故相对于动量盘方法更为精确。多重参考坐

标系法本质是一种定常方法,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模

拟出螺旋桨的旋转效应,故被称为准定常方法。非

定常模拟方法直接对转动的螺旋桨进行模拟,在三

种方法中精度最高,但计算开销也最大[11灢12]。因

此,为了准确模拟螺旋桨滑流同时兼顾计算效率,

本文采用多重参考坐标系方法进行滑流准定常数

值模拟。

2.3暋多孔介质模型模拟滑油散热器方法

除了滑流模拟之外,气流流经滑油散热器过程

的数值模拟对于文本的研究工作也至关重要。常

见的滑油散热器形式如图2所示[1],其内部有众多

流通滑油的管道及允许外部气流通过并带走热量

的圆孔。如果直接模拟该复杂结构的散热过程,难
度和代价很大,为此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专门的计

算模型———多孔介质模型,用于模拟其散热和流动

特性[1]。

图2暋常见的滑油散热器形式

Fig.2暋Currentoilradiators

通过散热器的压力降可以视为通过有限厚毮
的多孔介质层的压力降,此压力降以二次方形式

给定:

殼P=KQ毮V2 (2)
式中:V 为流体速度;KQ 为压降系数,需要根据多

孔介质材料的基本属性确定。
在本文的研究中,多孔介质材料即为滑油散热

器,因此KQ 需要根据滑油散热器的基本属性进行

确定。将滑油散热器的属性与多孔介质压降系数

关联起来的关键公式为散热器设计领域最常用的

压降公式[13]:

殼P=KL
1
2氀V

æ

è
ç

ö

ø
÷

2 (3)

式中:KL 为压降系数。
式(2)、式(3)在形式上相同,因此,理论上可以

用多孔介质模型模拟通过散热器的流动。联立式

(2)、式(3)可以得到:

KQ =KL氀/2毮 (4)
滑油散热器厂商通常会直接提供产品的压降

系数KL,在此基础上通过空气的密度与散热器的

厚度即可得到多孔介质压降系数 KQ。当滑油散

热器厂商不直接提供产品的压降系数KL 时,也会

提供一些产品试验测得的流量—压降曲线或流

速—压降曲线,以供用户自行标定压降系数 KL。
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利用厂商提供的实验数据,通
过式(3)自行拟合出散热器的压降系数KL,然后通

过式(4)进一步计算出代替散热器的多孔介质压降

系数KQ。

2.4暋数值方法可靠性验证

基于散热器厂商提供的一组海平面标准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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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流量-流阻数据构建简化散热器计算的

多孔介质模型,然后将此模型放置于发动机短舱中

代替真实的散热器模型,用以验证本文数值计算方

法的可靠性。计算网格使用多块结构网格,整个计

算域分为包含发动机、进气道、散热器和排气道的

静止域以及包含螺旋桨的旋转域。对进气道入口、
螺旋桨前缘等流动复杂或压力梯度变化大的区域

进行网格加密。附面层第一层的高度为1e-5。
计算采用的网格及拓扑如图3所示,整体网格量为

4000万。

(a)短舱网格拓扑结构

(b)桨叶表面网格

图3暋计算网格

Fig.3暋Computationalgrid

将螺旋桨桨叶角设置为起飞状态,对应转速设

置为1020r/min,旁通道边界条件设置为质量流

量出口。选取一系列自由来流速度,计算得到的通

过滑油散热器的质量流量及流阻与滑油散热器厂

商提供的流阻曲线对比如图4所示。

图4暋计算得到的流量流阻与试验值对比

Fig.4暋Comparisonbetweenthetestdataand

calculatingresultsofflowresistivity

从图4可以看出: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因此,本文采用多孔介质方法模拟滑油散热器的流

阻特性是可靠的。

3暋埋入式进气道、涡流发生器设计

3.1暋滑流对埋入式进气道流场的影响

典型的埋入式进气道在均匀自由来流状态下

的流场特征如图5所示[14],可以看出:在均匀来流

下,埋入式进气道可在侧棱的两侧形成两股较强且

稳定的涡,而中间可形成没有气流分离的通道使气

流顺畅通过。

图5暋均匀自由来流下的 NACA进气道流场

Fig.5暋FlowfieldofNACAinletinuniformfreestream

然而,在滑流的影响下,埋入式进气道内的流

场特 征 发 生 根 本 性 的 变 化。 自 由 来 流 速 度

230km/h时计算的本文构型在带滑流状态下的流

场如图6所示。

图6暋滑流影响下的 NACA进气道流场

Fig.6暋FlowfieldofNACAinletinslipstream

从图6可以看出:在滑流影响下,气流从进气

道的右侧方进入,其相对于进气道右侧棱线的夹角

过大,已经偏离了形成稳定强漩涡的最佳夹角;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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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道后方的散热器对气流的阻挡作用使得进气

道内的气流更加容易分离,因此所形成的漩涡马上

在进气道入口后方破裂形成了低速分离气流,阻止

气流顺畅通过。

3.2暋埋入式进气道改进设计

为了消除或减小进气道内部的分离区域,提高

通过滑油散热器的流量,本文采用不同的进气道设

计方案。
为了增加进气量,在上述构型的基础上,将进

气道向滑流方向一侧偏移5曘,该构型如图7所示。

图7暋将 NACA口偏转5曘的构型

Fig.7暋Newconfigurationbyrotatingthe

NACAinlet5曘

在带滑流状态下,分别计算2个不同自由来流

速度100、207km/h下的流量,计算结果分别为

1.960和1.678kg/s。在不同来流速度下进气道内

的空间流场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自由来流速度

增大,虽然 NACA口低速分离区减小,但进入进气

道内的气流分离区增大(如图8中圆圈区域所示),
能量损失增大,气流通过散热器的流道变窄,导致

流量较低。

(a)100km/h

(b)207km/h

图8暋空间流场

Fig.8暋Flowfiledoftheinlet

在滑流影响下,NACA 进气道侧棱成为导致

流动分离的台阶,进而诱导进气道内部出现较大范

围的低速区,影响进气。为此,本文降低滑流一侧

侧棱的高度,期望减小流动分离区。在230km/h
来流条件下,计算的流量结果为1.995kg/s,如图

9所示,可以看出:该构型的流量稍有增加,但仍不

能满足滑油散热器2.15kg/s的流量要求;且在进

气道存在的分离区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如图10
所示),使其占据了进气道中的大部分空间,不利于

提高滑油散热器流量。

图9暋降低一侧高度构型

Fig.9暋Newconfigurationbyreducingonesideheight

图10暋新构型空间流场

Fig.10暋Flowfiledofthenewconfiguration

通过对原始内埋式进气道的改进设计发现,影
响滑油散热器流量的关键点是通道内部的流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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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缩小进入滑油冷却系统的空气通道,而传统改变

进气道内部构型的方法作用有限,因为其本质上并

没有改变通道内部的流场特性,只是在局部分离的

控制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无法大范围改变进

气道内部流场的能量分布。因此,需要尝试更为有

效的流动控制方案。

3.3暋涡流发生器流动控制方案设计

改善进气道内部滑油散热器流量特性本质上

是流动控制,即通过特殊的手段改变局部流动。常

用的方法包括涡流发生器设计、等离子体方法等。
其中涡流发生器形式多样,适应性好,本文使用这

种方法来改善滑油散热器的进气流量。
设计4种涡流发生器流动控制方案,分布在散

热系统进气道入口处的不同位置,如图11所示。
所有的涡流发生器基本构型一致,但是对应的尺寸

和位置有所不同,分别对应上中下位置以及沿发动

机轴线和沿当地流线方向。方案1为涡流发生器

安装位置较低的构型,高度低于进气道侧壁高度且

沿进气道方向安装在进气道对称面位置;方案2为

涡流发生器安装位置较高的构型,高度高于进气道

侧壁高度且沿进气道方向安装在进气道对称面位

置;方案3为涡流发生器安装位置中等的构型,高
度稍高于进气道侧壁高度且沿当地空间流线方向

安装在进气道一侧位置;方案4为涡流发生器安装

位置中等的构型,高度稍高于进气道侧壁高度且沿

进气道方向安装在进气道一侧位置。

图11暋不同涡流发生器方案前视图

Fig.11暋Differentvortexgeneratorschemes

designedfortheNACAinlet(frontview)

在海平面高度,自由来流为230km/h条件下

对上述4种设计方案分别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可以看出:加装涡流发生器后的设计方案

流量,相较于未加涡流发生器的初始构型流量均有

所提升。其 中 方 案 3 相 比 初 始 构 型 流 量 增 加

12%,满足发动机最苛刻状态的流量指标要求。

表1暋计算结果

Table1暋Calculatingresults

构型 流量/(kg·s-1)

初始构型无涡流发生器 1.995

方案1(下) 2.185

方案2(上) 2.050

方案3(中_沿流向) 2.240

方案4(中_沿X 向) 2.090

暋暋截取进气道内的空间流场,分析涡流发生器对

流场的控制效果。空间流场按照流量从小到大的

顺序进行分析。
对于方案2的空间流场截面及空间流线,圆圈

内的区域为涡流发生器脱出的2股较强涡如图12
所示,可以看出:涡的位置稍靠左侧,没有对低速区

域形成较好的抑制,因此相较于初始构型,流量增

加不明显。

图12暋方案2空间流场截面及空间流线

Fig.12暋Sectionsofflowfieldandspatial
streamlinesofscheme2

对于方案4构型的空间流场及空间流线,圆圈

位置为涡流发生器脱出的较强的尾涡如图13所

示,可以看出:涡的位置稍靠左,也没有对一侧的低

速区域形成较好的抑制作用。

图13暋方案4空间流场截面及空间流线

Fig.13暋Sectionsofflowfieldandspatial

streamlinesofschem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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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方案1的构型,安装位置稍微靠下,圆圈

区域显示涡流发生器脱出的尾涡如图14所示,可
以看出:一个尾涡正好处于一侧的低速区域的边

缘,能通过这股高速气流限制一侧分离的拓展,进
而提高流量。

图14暋方案1空间流场截面及空间流线

Fig.14暋Sectionsofflowfieldandspatial

streamlinesofscheme1

方案3安装位置靠近一侧且顺当地流线方向,

圆圈表示涡流发生器脱出的尾涡区如图15所示,

可以看出:该构型脱出的涡较好地压制住一侧低速

区域的拓展,将其限制在一侧狭窄的区间内,在4
种方案中空间分离区域最小;其余空间由于没有分

离区的影响,该设计方案流量最大。

图15暋方案3空间流场截面及空间流线

Fig.15暋Sectionsofflowfieldandspatial

streamlinesofscheme3

加装涡流发生器,对初始构型流量的提升效果

非常显著。传统 NACA进气道经过多轮设计无法

达到指标的情况下,通过涡流发生器脱出的尾涡对

进气道内的低速区域气流有效控制,进而满足最苛

刻状态的流量指标要求,起到增加滑油散热器流

量,改善进气道内流场特性的作用。

基于涡流发生器的进气道滑油散热系统对进

气道性能改进结果表明,通过流动控制手段干扰原

始流场,使得进气量有所增加,能够满足项目设计

需求,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涡流发生器本质上

是一种安装在机体上的小展弦比机翼,能够借助小

的机翼诱导出更强的翼尖涡。这种高能量的翼尖

涡与下游的低能量边界层混合后,使得边界层能量

增大,处于逆压梯度的流场变得不容易分离,从而

使得进气道流道通畅。

4暋结暋论

(1)相比于均匀自由来流状态,滑流会改变埋

入式进气道的流场特征,使进气道内部出现难以控

制的分离区域。
(2)合适的涡流发生器高度及位置能够有效

控制进气道内部的分离区域,抑制区域的扩展,从
而有效提高通过滑油散热器的流量。当涡流发生

器沿当地气流方向布置时,通过散热器的流量提高

12%,体现了较好的流场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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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恒速螺旋桨与发动机匹配研究

温占永,罗洋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100074)

摘暋要: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具有诸多优点,可用于执行多种军事及民用任务,已成为各国的研发热点。为使中

空长航时无人机在各个飞行阶段均具有良好的动力性能和经济性能,提出为航空活塞式发动机匹配恒速螺旋

桨的方法;根据发动机速度特性曲线、耗油率特性曲线选出发动机各经济工况点,在无人机飞行高度-速度包

线内对比分析各螺旋桨在选定发动机经济工况点的效率,并进行全尺寸发动机-螺旋桨风洞试验。结果表明:

本文研究方法适用于为已初步选定的活塞式发动机选配最佳的恒速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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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avarietyofmilitaryandcivilmissions,andhasbecome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hotspotofvarious

countries.InordertomaketheMALEUAVhavegooddynamicandeconomicperformanceinallflightstages,

amethodofmatchingconstantspeedpropellerforpistonengineisproposed.Accordingtothespeedandfuel

consumptioncharacteristiccurveofpistonengine,theeconomicworkingpointsoftheengineareselectedand

thenefficienciesofeachpropellerontheeconomicworkingpointsabovearecomparedandanalyzed.Windtunnel

testsoffullscaleengineandpropellerareconducted.Resultsshowthattheproposedmethodcouldbeusedto

selectoptimalconstantpropellerforpreliminarilyselectedpiston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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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一般是指飞行高度为3~
9km、飞行时间为20~40h的无人机,具有质量

轻、价格便宜、耗油率低、推进效率高等特点,可用

于执行侦察监视、对地打击、战场毁伤评估、电子战

等军事任务或者自然灾害状况观测、通讯中继、气
象研究、高空大气科学等民用任务[1灢4]。近年来随

着导航、飞行控制、数据链等技术的发展成熟,中空

长航时无人机成为各国武器装备研发的热点,代表



性的机型有美国的“捕食者暠(MQ灢1)、以色列的

“苍鹭暠(Heron)以及中国的“彩虹灢4暠(CH灢4)、“彩
虹灢5暠(CH灢5)、“翼龙灢1暠等。中空长航时无人机一

般飞行速度在300km/h以内,在该速度范围内选

用活塞式发动机与螺旋桨组合作为动力装置最为

经济[5灢6]。随着飞行高度的升高,非增压活塞发动

机的功率严重衰减,因而中空长航时无人机一般选

用涡轮增压活塞式发动机[7灢8]。可变桨距、木质或

复合材料恒速螺旋桨在宽广的飞行速度范围内可

保持较高的螺旋桨效率,被广泛应用于中空长航时

无人机上[9灢10]。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航时、航程等飞行性能的好

坏不仅受发动机本身经济性能的影响,还取决于恒

速螺旋桨与发动机匹配性能的优劣。最理想的情

况是,在无人机飞行高度-速度包线内,发动机工

作在经济区间且所选择的螺旋桨在各发动机经济

工况点的效率均最高。唐梓杰等[11]对某航空二冲

程活塞发动机与定距螺旋桨开展了匹配研究,提出

为小型二冲程活塞发动机选配最佳定距螺旋桨的

方法;林漫群等[12]对低空轻型无人机推进系统螺

旋桨与发动机开展了匹配试验研究,考虑了风速对

驱动力和耗油量的影响,但没考虑飞行高度的影

响,该方法较适用于小型发动机与定距螺旋桨的优

化匹配。

针对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用大型恒速螺旋桨与

活塞式发动机的匹配研究相对匮乏的问题,本文结

合发动机速度特性曲线、耗油率特性曲线、高空特

性曲线及螺旋桨推进特性曲线,提出为已选定活塞

式发动机匹配恒速螺旋桨的方法,以期为中空长航

时无人机用恒速螺旋桨的选配提供参考。

1暋理论分析

1.1暋螺旋桨基本公式

螺旋桨的基本特性公式[13]如下:

前进比: J=V
nD

(1)

功率系数: CP = Pe

氀n3D5 (2)

拉力系数: CT =9.8T
氀n2D4 (3)

飞行时的推力:T= Pe毲
9.8V

(4)

静止时的推力(净态推力):

T= CTPe

9.8CPnD
(5)

式中:V 为飞行速度,m/s;n为螺旋桨转速,r/s;D
为螺旋桨直径,m;Pe 为发动机输出功率,W;氀为

空气密度,kg/m3;毲为螺旋桨效率。

一般情况下,螺旋桨厂商提供基于螺旋桨前进

比、功率系数的螺旋桨效率矩阵。根据式(1)和式

(2)可计算出前进比和功率系数,再对厂商提供的

螺旋桨效率矩阵插值计算可得出螺旋桨效率,进而

可计算出飞行时螺旋桨的推力。通过式(1)~式

(5)可知,飞行速度、螺旋桨直径、发动机功率、发动

机转速、大气密度对前进比或功率系数有影响,进
而对螺旋桨效率有影响。因此,螺旋桨与发动机的

匹配分析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1.2暋匹配特性评价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飞行剖面一般分为起飞、爬

升、巡航、下滑及着陆等飞行阶段。中空长航时无

人机对航时、航程要求较高,因此恒速螺旋桨与活

塞式发动机匹配的优劣在于是否在无人机飞行高

度-速度包线内具有较低的单位推力燃油消耗率

及较高的推力输出。单位推力燃油消耗率综合反

映了活塞式发动机与螺旋桨组合作为动力装置的

经济性能,如式(6)~式(8)所示。

sfc=Wf

F
(6)

Wf=bePe (7)

sfc=9.8beV
毲

(8)

式中:Wf 为燃油消耗率,g/h;F 为螺旋桨(或组合

动力装置)推力,kgf;sfc为单位推力燃油消耗率,

g/(kgf·h);be 为发动机单位功率燃油消耗率,

g/(W·h)。暋
通过公式(8)可见,在单位功率燃油消耗率和

飞行速度不变时,螺旋桨效率毲和单位推力燃油消

耗率sfc在表征组合动力装置的经济性方面是等

效的。在相同高度、发动机工况下,发动机功率及

单位功率耗油率基本一致,因而在相同高度、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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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况下螺旋桨的效率越高则单位推力耗油率越

低,动力装置经济性越好。通过公式(4)可见,在发

动机功率及飞行速度不变时,螺旋桨的效率越高则

推力越大。本文在相同飞行高度、发动机工况及相

同飞行速度下对比分析不同螺旋桨与已选定发动

机的匹配特性,故可采用螺旋桨效率作为综合评价

不同螺旋桨与已选定发动机匹配优劣的指标。

2暋发动机与螺旋桨

2.1暋发动机

2.1.1暋发动机速度特性及耗油率特性

根据某型无人机设计起飞重量、升阻比及巡航

速度等参数及其他发动机选型要求,选择某航空涡

轮增压活塞式发动机提供动力,该发动机海平面标

准大气环境下的速度特性、耗油率特性曲线如图1
所示,图中横坐标为发动机转速,纵坐标为发动机

功率;右侧所示12.5%~115%各数值为发动机油

门位置,其中115%油门位置对应的功率-速度特

性曲线称为全负荷速度特性曲线,也称外特性曲

线,其他油门位置对应的速度特性曲线为部分速度

特性曲线;虚线为等单位功率燃油消耗率曲线。

图1暋某发动机速度特性及耗油率特性曲线

Fig.1暋Speedcharacteristiccurveandfuel

consumptioncurveoftheengine

从图1可以看出:为使发动机单位功率燃油消

耗率较低,可将较小油门位置匹配较低的发动机转

速、较高油门位置匹配较高的发动机转速,据此初

步选出发动机经济工况点,如表1所示。

表1暋发动机经济工况点

Table1暋Economicoperatingpointsoftheengine

工况点 油门位置/% 发动机转速/rpm

1 12.5 3500

2 25 3500
3 40 4500

4 60 5000
5 80 5500

6 100 5500
7 115 5800

2.1.2暋发动机高空特性

随着飞行高度的上升,空气压力和密度下降,
发动机功率出现一定的衰减,如图2所示,可以看

出:在较大油门位置,由于涡轮增压的作用,发动机

功率衰减较慢;当飞行高度超过涡轮增压作用临界

高度后(H=5km),发动机功率急剧下降[14]。

图2暋发动机高度特性曲线

Fig.2暋Altitudecharacteristiccurve

2.2暋螺旋桨

根据发动机布置前后位置、螺旋桨直径限值条

件、桨距控制形式及其他螺旋桨选型要求,需要在3
条螺旋桨中选择最适合已选定发动机的螺旋桨。这

3条螺旋桨均为可变距、三叶、木质恒速螺旋桨,其
规格如表2所示,对应的螺旋桨效率如图3所示。

表2暋3条螺旋桨规格

Table2暋Configurationof3propellers

螺旋桨号 直径/m

1 1.55
2 1.87

3 2.03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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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螺旋桨1

(b)螺旋桨2

(c)螺旋桨3

图3暋3条螺旋桨效率曲面

Fig.3暋Efficiencysurfacesof3propellers

3暋理论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在某大型风洞内搭建全尺寸发动机-螺旋桨

地面试验台。在试验台上可实测得发动机转速、扭
矩、推力等参数,进而可计算出实际发动机功率、螺
旋桨效率等参数。分别换装螺旋桨1和螺旋桨2,

实测来流速度为50m/s条件下各发动机工况点对

应的螺旋桨效率和推力,与理论计算值的对比如图

4所示,可以看出:在各个工况点实测推力与理论

计算值变化趋势一致,实测螺旋桨效率和理论计算

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实测螺旋桨效率、推力均

小于理论计算值,实测推力、螺旋桨效率值约为理

论计算值的90%,实测值较理论值低是因为受到

机身遮挡、风洞洞壁效应的影响。
由于发动机油门-转速-飞行速度组合数量很

多,采用试验的方式开展活塞式发动机与恒速螺旋

桨匹配研究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耗时很长,理论计算

值与实测值变化趋势一致表明可以采用理论计算的

方法开展活塞式发动机与恒速螺旋桨匹配研究。
现代螺旋桨的规格已经标准化、系列化,通过

理论计算值进行比较分析可得到满意的匹配结果,
在初期螺旋桨选择过程中,可采用理论计算值进行

比较各螺旋桨与发动机匹配的优劣[15]。

(a)螺旋桨1

(b)螺旋桨2

图4暋理论计算值和实测计算值对比(H=0km,V=50m/s)

Fig.4暋Comparisonbetweentheoreticaland
measuredvalues(H=0km,V=5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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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各飞行阶段螺旋桨效率对比分析

4.1暋起飞着陆阶段

3条螺旋桨在7个工况点的螺旋桨效率、推力

如图5~图6所示。

(a)H=0km,V=30m/s

(b)H=0km,V=40m/s

图5暋各工况点螺旋桨效率

Fig.5暋Propellerefficiencyatallworkingpoints

(a)H=0km,V=30m/s

(b)H=0km,V=40m/s

图6暋各工况点推力

Fig.6暋Propellerthrustatallworkingpoints

在某无人机起飞阶段,发动机油门位置设置在

115%、发动机转速设为5800rpm,即工况点7。
在着陆阶段发动机油门一般设置在25%以下,即
工况点1或2。根据无人机总体气动布局形式,该
无人 机 起 飞 离 地 速 度、着 陆 滑 跑 速 度 一 般 在

40m/s以下,可知无论在起飞阶段还是着陆阶段,
采用螺旋桨2与已选定发动机匹配时螺旋桨效率

最高、推力最大。

4.2暋爬升阶段

某无人机在爬升过程中一般以最大连续工作

状态(工况点6)爬升至约7km,爬升速度范围为

30~40m/s。在30、40m/s典型飞行速度下,0~
7km飞行高度范围内,对比分析3条螺旋桨在发

动机工况点6工作时的效率,如图7所示,可以看

出:螺旋桨1在低、高空条件下效率均很低,螺旋桨

2低空爬升时螺旋桨效率最高,在高空爬升时性能

最佳略低于螺旋桨3。

(a)工况点6,V=3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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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况点6,V=40m/s

图7暋螺旋桨效率随飞行高度变化(爬升阶段)

Fig.7暋Efficiencyof3propellersvsH (Climbingstage)

4.3暋巡航阶段

根据某无人机巡航飞行性能参数,在发动机工

况点3(40%油门,4500rpm)、3~5km 飞行高度、

40~50m/s巡航飞行速度范围内,对比分析3种

螺旋桨的效率,如图8所示。

(a)工况点3,H=3km

(b)工况点3,H=5km

图8暋螺旋桨效率随飞行速度变化

Fig.8暋Efficiencyof3propellersvsflightvelocity

从图8可以看出:螺旋桨2匹配已选定发动机

在巡航飞行高度-速度范围内均具有最高的螺旋

桨效率,最适用于已选定发动机;螺旋桨1在低空

较高速度下效率较高,螺旋桨3在较高飞行高度下

效率较高,这和在爬升过程中分析得到结果是一

致的。

4.4暋下滑阶段

某无人机下滑过程对推力需求较低,下滑速度

范围为30~40m/s。在下滑阶段可将发动机设置

在25%油门位置,对应发动机转速3500rpm(工
况点2)。在30、40m/s典型飞行速度下,0~7km
飞行高度范围内,对比分析3条螺旋桨在发动机工

况点2工作时的效率,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在整

个下滑过程中螺旋桨2和已选定发动机最为匹配。

(a)工况点2,V=30m/s

(b)工况点2,V=40m/s

图9暋螺旋桨效率随飞行高度变化(下滑阶段)

Fig.9暋Efficiencyof3propellersvsH (Declinestage)

综合考虑,在各发动机经济工况点选配3条恒

速螺旋桨,在某无人机起飞、爬升、巡航、下滑、着陆

阶段对螺旋桨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螺旋桨

2是与已选定发动机匹配最佳的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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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结暋论

(1)在飞行高度、速度及发动机工况点一定的

情况下,螺旋桨效率能综合反映动力装置的经济性

能和动力性能,可作为评价恒速螺旋桨与已选定发

动机匹配优劣的指标。
(2)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恒速螺旋桨与发动机

匹配的关键在于恒速螺旋桨在发动机经济工况点

应具有较高的效率。根据发动机速度特性及耗油

率特性曲线选出发动机经济工况点,在起飞、爬升、
巡航、下滑及着陆等飞行阶段对比分析各螺旋桨在

发动机经济工况点的效率。
(3)本文方法考虑了飞行高度、速度等因素对

发动机功率、螺旋桨效率的影响,可用于中空长航

时无人机用恒速螺旋桨选配,为已选定活塞式发动

机匹配最佳的恒速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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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连接部位通常是复合材料结构强度的薄弱环节,复合材料的多钉连接由于存在钉载分配不均匀性而

降低了其连接的强度,因此确定钉载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多钉连接的传载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以复

合材料-钛合金混合结构为研究对象,分析凸头、沉头两种紧固件连接下复合材料板间共固化、胶接和分离三

种装配形式的钉载分配特性以及不同装配形式对钉传载荷的影响;利用应变电测法测量连接区钉孔的应力分

布;采用 ABAQUS软件建立三维有限元实体模型,对钉群的钉载分配行为进行仿真分析及试验验证。结果表

明:除沉头铆钉复合材料板共固化连接件的钉载分配呈加载端至支反端逐渐递减的阶梯状外,其他各形式连接

件的钉载分配皆呈两边高、中间低的浴盆状,仅各排钉载所占比例有所区别;复合材料板分离件各排钉载差距

最大,胶接件次之,共固化件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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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jointpartisusuallyaweaklinkofthecompositestructuralstrength,andthemulti灢boltjointof
thecompositegreatlyreducesthejointstrengthduototheunevenboltloaddistribution.Therefore,itisofim灢
portantsignificanceforincreasingefficientloadtransfertodeterminethedistributionoftheboltloadanditsin灢
fluencingfactors.Takingthecomposite灢to灢titaniumhybridstructureastheresearchobject,theload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eofdifferentassemblyformsofco灢cured,bondedandseparatedonboltloadunder
thejointoftwokindsoffasteners,suchastheprotrudingandthecountersunk,areanalyzed.Thestressdistri灢
butionoftheboltholeinthejointareaismeasuredbystrainelectricmeasurement.Thenumericalsimulation
modelisestablishedbyABAQUSsoftwaretoanalyzetheboltloaddistributionofjointsincompositelaminate
withmetal.Theresultsshowthattheloaddistributionoftheco灢curedcompositelaminatewithcountersunkbolt
jointissteppedfromtheloadingendtotheoppositeendofthebranch,whiletheloaddistributionofthe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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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在飞机结构设计过程中,必须通过相应的连接

方式来解决各部件之间的载荷传递问题,复合材料

连接是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的关键环节[1]。对于一

般的多钉连接,确定连接区的钉载分配是结构连接

强度计算的依据[2]。由于复合材料是脆性材料,通
常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层合板在破坏以前呈近似线

性,材料不会出现局部屈服或应力重新分配,不具

有重新分配载荷的能力,因此钉载分配严重不均

匀,导致理论估算结构承载能力和计算载荷分布非

常困难[3灢4]。
对于复合材料多钉连接,国内外通过试验、理

论计算和数值仿真等方法对紧固件的钉载分布、结
构强度以及破坏形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C.T.
McCarthy等[5]基于智能螺栓测试方法研究了复合

材料单列三钉单搭连接接头中钉孔间隙对载荷分

配的影响;O.Buket[6]对不同尺寸下采用螺栓连接

的复合材料层合板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破坏

载荷和破坏模式受结构尺寸影响较大;蒋持平等[7]

采用解析法计算了复合材料多钉连接结构的钉传

载荷分布;高宗战等[8]利用有限元法研究了钉孔形

状及位置对钉载分布产生的影响;顾亦磊[9]、姜云

鹏等[10]研究了螺栓预紧力、紧固件材料、搭接形式

对复合材料多钉连接结构钉载分布的影响。上述

对于复合材料多钉连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板的

单钉或单排钉连接问题上,并没有考虑机翼根部钉

群连接结构。
本文针对实际工程中机翼根部复合材料蒙皮、

主梁缘条与主梁接头钛合金缘条3层混合连接的

连接特点,考虑不同的紧固件类型和蒙皮缘条连接

方式,进行静力拉伸试验和数值仿真,分析钉群载

荷分配特点以及承载能力,以期为进一步的实际结

构选型提供参考。

1暋试暋验

1.1暋试验件

通过试验件模拟机翼根部钉群连接结构,包括

根部蒙皮(复合材料板栺)、主梁根部缘条(复合材

料板栻)和主梁接头缘条(钛合金板)三个构件的连

接。复合材料层压板材料体系为ZT7H/QY9611,
基本材料参数如表1所示,其中参数下标1、2、3分

别表示纤维方向、基体方向、厚度方向,下标 T、C
表示拉伸方向和压缩方向。紧固件材料与钛合金

板一致,均为 TC21钛合金,其中凸头紧固件型号

为 CR7771S灢08灢L,沉头紧固件型号为 CR7774S灢
08灢L。复合材料板栺铺层顺序为[45/90/0/90/-
45/0/-45/90/45/0]s,共20层,厚2.5mm;复合

材料板栻铺层顺序为[45/0/-45/0/90/0/-45/0/

45/0/45/0/90/0/-45/0]s,共32层,厚4mm,单
层厚度均为 0.125 mm;钛合金板的厚度为 12
mm。试验件的几何尺寸如图1所示。

表1暋基本力学性能参数

Table1暋Basicmechanicalpropertyparameters

参暋数 数暋值 参暋数 数暋值

E1/GPa 125 XT/MPa 2845.5

E2/GPa 10.4 XC/MPa 1329

毺12 0.31 YT/MPa 73.6

G12/GPa 6.12 YC/MPa 236

G23/GPa 3.45 S/MPa 150

(a)纵横方向视图

(b)厚度方向视图

图1暋试验件几何尺寸

Fig.1暋Dimensionoftestspecimen

根据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连接关系

以及紧固件选取的不同,试验件分为6组,每组2
件试验件。试件编号与装配关系说明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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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试验件装配关系

Table2暋Assemblyrelationshipoftestspecimens

试验件编号 名暋暋称 试验件装配关系

A灢1~2
凸头抽钉复合材料

共固化件

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共

固化,然后与钛合金板机械连接

B灢1~2
凸头抽钉复合材料

胶接件

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分

别单独成型后再进行胶接,然后

与钛合金板机械连接

C灢1~2
凸头抽钉复合材料

分离件

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分

别单独成型,连接区不胶接而其

余区域胶接,最后与钛合金板共

同机械连接

D灢1~2
沉头抽钉复合材料

共固化件

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共

固化,然后与钛合金板机械连接

E灢1~2
沉头抽钉复合材料

胶接件

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分

别单独成型后再进行胶接,然后

与钛合金板机械连接

F灢1~2
沉头抽钉复合材料

分离件

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板栻分

别单独成型,连接区不胶接而其

余区域胶接,最后与钛合金板共

同机械连接

1.2暋试验方法

试验前,在金属板表面,铆钉排间和过渡区粘

贴应变片,近似获得各排钉的钉载分配。由于试验

件为左右对称,故可在连接排间的一侧布置应变

片,每两排之间布置6个,同时为了保证加载时左

右对称,过渡区仍然在整个宽度上均布置应变片,

宽度方向上共布置5个,故每件试验件共贴17个

应变片,如图2所示[11]。

(a)纵横方向视图

(b)厚度方向视图

图2暋应变片布置图

Fig.2暋Layoutsofstraingauges

试验在INSTRON微机屏显式液压试验机上

进行。试验时,试验件金属端在上,复合材料端在

下,先用夹头将金属端固定,再调整下夹头夹住复

合材料端,试验件夹持需左右对称,试验件中轴线

与加载方向重合,同时调整夹头夹持力,保证载荷

的施加,如图3所示。应变数据采集由东华测试仪

器厂生产的JM3813静态应变测量系统完成,该系

统测 量 精 度 为 暲2毺毰;应 变 片 采 用 中 航 电 测

BE120灢3AA 电 阻 应 变 计,电 阻 值 为 120.0暲

0.1毟,灵敏系数为2.22暲1%;试验采用1/4桥接

线测量,测量时利用补偿应变片消除环境温度影

响。装夹试件前在靠近复合材料夹持端的最外一

排钉处布置引伸计(如图3所示),以便定量和修正

连接面外转动,为后续校准计算模型提供参考。

图3暋试件加载方式

Fig.3暋Loadingmethodofspecimen

在正式试验之前,以较小的载荷预加载/卸载

三次,以消除摩擦、间隙影响。正式试验时,采用分

级加载、保载测量方法,直至拉断试件并记录破坏

载荷。

2暋试验结果

多钉连接试验件拉伸载荷-位移曲线如图4
所示,试验件不同载荷下破坏模式如表3所示,可

以看出:D灢2试验件破坏载荷最小,为151.1kN,

其破坏模式是复合材料板在第一排钉处净截面拉

断,如图5所示;其余试验件均发生了钉孔挤压破

坏和铆钉剪切破坏,破坏位置均在第一排紧固件附

近,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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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凸头铆钉试件载荷-位移曲线

(b)沉头铆钉试件载荷-位移曲线

图4暋拉伸载荷-位移曲线

Fig.4暋Tensileload灢displacementcurve

表3暋试验件破坏载荷

Table3暋Breakingloadofspecimen

试件

编号

破坏载

荷/kN
平均

值/kN
破坏模式

A灢1 191.0 191.1 铆钉剪切破坏

A灢2 191.1 191.1 铆钉剪切破坏

B灢1 193.1 184.2 铆钉剪切破坏

B灢2 175.3 184.2 铆钉剪切破坏

C灢1 194.8 195.6 铆钉剪切破坏

C灢2 196.3 195.6 铆钉剪切破坏

D灢1 159.0 155.1 铆钉剪切破坏

D灢2 151.1 155.1 钉孔挤压、拉伸破坏

E灢1 159.8 159.1 铆钉剪切破坏

E灢2 158.4 159.1 铆钉剪切破坏

F灢1 171.8 172.3 铆钉剪切破坏

F灢2 172.7 172.3 铆钉剪切破坏

图5暋试验件截面拉伸破坏

Fig.5暋Tensiledamageofcomposite

图6暋试验件铆钉剪切破坏

Fig.6暋Sheardamageofbolt

3暋有限元分析

3.1暋有限元建模

试验件有限元模型如图7所示。

图7暋试件有限元模型

Fig.7暋Finiteelementmodelofspecimen

在 Abaqus有限元模型中,用扫掠的方式生成

网格,金属板、抽钉和玻璃钢加强垫片均采用连续

体单元 C3D8R和 C3D6离散,复合材料板采用连

续壳单元SC8R离散,其中孔边网格尺寸为0.5~
1mm,整体网格种子密度为3mm。铆钉与连接

板(孔边和上下表面)、连接板与连接板、金属板垫

片与复合材料板之间施加硬接触,摩擦系数取

0.15[11],同时根据连接区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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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板栻之间不同的连接关系,分别采用绑定(共固

化情况)、粘接接触(胶接情况)和硬接触(分离情

况)来模拟,非连接区的复合材料板栺与复合材料

板栻的连接均采用粘接接触,同时玻璃钢垫片与复

合材料板的连接也采用粘接接触模拟,但均未计入

胶层材料的破坏。在复合材料板夹持区施加固支

约束,在钛合金板夹持区施加拉伸方向的位移载荷

以模拟加载,同时约束其他两方向自由度。

3.2暋初步结果对比

引伸计测点处轴向刚度和破坏载荷的有限元

预测结果与试验值的对比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

有限元模型较为合理。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有效

性,还需要对比有限元计算与试验的应变结果。

表4暋有限元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Table4暋FEManalysiscomparedwithexperimentalresults

试件编号 试验刚度/(kN·mm-1) 有限元刚度/(kN·mm-1) 误差/% 试验极限载荷/kN 有限元极限载荷/kN 误差/%

A 144.35 156.32 8.29 191.1 198.1 暋3.66

B 134.34 151.01 12.41 182.8 192.2 暋5.14

C 150.41 154.20 2.52 195.6 179.6 -8.18

D 136.20 145.79 7.04 155.1 146.1 -5.80

E 143.19 155.77 8.79 161.7 146.7 -9.28

F 141.75 148.52 4.78 168.8 174.3 暋3.20

暋暋由于试验件厚度方向的加载中心位于剪切面,

而连接区的厚度中心位于复合材料板,因此连接区

实际上处于偏心受载状态,同时钉自身的偏心弯曲

将导致其在厚度方向上的应变分布变得不均匀。

由于偏心所致的附加弯矩会造成应变片测量值降

低,另外受到钉孔周围应力集中的影响,钉间应变

片的实测值将无法代表对应截面的平均应变。此

外,由于紧固件安装位置的偏差以及各个钉-孔配

合精度的误差导致了同类试件2个钉间应变的较

大差异。因此,直接按应变计测量结果计算旁路载

荷及钉载分配是不准确的[12]。

有限元法则是通过提取钉-孔挤压力的合力

来估计钉载大小,进而确定钉载分配比例,已将附

加弯曲的影响考虑在内[13]。因此,本文通过比较

有限元模型中相应位置外表面的应变值和试验测

量结果来判断二者的相符性,当二者误差在可接受

范围内,可用有限元计算所得钉载近似表示试验

钉载。

3.3暋应变结果对比

对试验件连接区选取典型截面,与试验结果进

行对比,A型试验件对比结果如图8所示。

图8暋A型试件有限元和试验应变对比

Fig.8暋FEMstrainscomparedwithexperimental

strainsofAspecimens

从图8可以看出:有限元模型测量点的应变与

试验应变吻合较好,说明模型的变形是合理的,因
此可用各模型有限元计算所得钉载近似模拟试验

钉载分配。

3.4暋钉载分配

通过提取有限元模型中铆钉与各板接触面的

支反力,可以获得钉载分配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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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型试件钉载分配

(b)B型试件钉载分配

(c)C型试件钉载分配

(d)D型试件钉载分配

(e)E型试件钉载分配

(f)F型试件钉载分配

图9暋各型试件钉载分配

Fig.9暋Bolt灢loaddistributionofalltypes

从图9可以看出:凸头铆钉连接试件的钉载分

配较沉头铆钉更不均匀,这可能是因为凸头铆钉的

钉孔应力集中现象更为严重,使得外排钉受载较

大;同种紧固件连接时,复合材料板分离情况下各

排钉载差异最为明显,胶接次之,共固化情况差异

最小;这是因为三种情况下的复合材料板连接面受

载形式不同,导致载荷传递至钉排时复合材料界面

向下一排钉传递的载荷大小不同,进而使得各类连

接情况下钉载差异不同。

4暋结暋论

(1)凸头铆钉连接件相比沉头铆钉连接件,极
限载荷提高了10%~20%。

(2)各型试件钉载分配几乎都呈两边高、中间

低的浴盆状,且破坏都发生在第一排钉孔处,破坏

模式为铆钉剪切破坏或层压板拉伸破坏。
(3)不同装配方式下的连接件钉载分配有所

差异,分离件各排钉载差距最大,胶接件次之,共固

化件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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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由于技术条件和飞机研制周期限制,结构强度计算的载荷设计情况必须进行筛选,因此有必要对结构

部件总载荷、简化工程梁内载荷分布的包络线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载荷包线法和结构局部应力包线筛选法的

优缺点,提出结构载荷-应力包线快速筛选法,并针对一段承载翼盒进行算例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结合结

构有限元分析技术可以快速得到结构模型局部应力,能够对结构临界危险部位进行识别、筛选,精度满足工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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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在飞机设计中,结构所遭受的外载荷是结构和

强度设计的源头和依据。飞机从滑跑、起飞、爬升、
巡航,直至下滑、着陆,无时不在承受着外载荷的作

用。这些载荷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空气动力载

荷(飞机发动机推力也属于空气动力载荷),二类为

惯性力载荷,三类为地面载荷。决定载荷大小及分

布的主要因素亦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外部环境,包
括大气环境、机场地面环境;二为飞机自身特性。
飞机自身特性指由气动构型及布局决定的气动力



特性,重量、重心、重量分布,惯量,飞行性能,系统

特性等[1]。
飞行情况下飞机的总载荷为气动载荷和惯性

载荷这两种类型载荷之和,一般称为外载荷。气动

载荷是飞机气动力、速度、质量、高度、载荷系数、舵
偏角等的函数;而惯性载荷由飞机质点模型质心处

的线和角加速度计算给出。
地面情况下飞机的总载荷为气动载荷、惯性载

荷和地面载荷三种类型载荷之和。其中气动载荷

最大为飞机重量,地面载荷来自起落架系统和地面

的接触运动[2]。
在飞 机 载 荷 设 计 中,必 须 按 照 适 航 规 章

(CCAR灢25、CCAR灢23)、相关国家标准进行飞机载

荷计算,给出飞机各个部件的载荷,供结构和强度

设计使用,进行校核和强度试验。由于飞机载荷设

计需要考虑的输入多(气动构型及气动力特性、重
量特性、动力特性、飞机性能、刚度特性、地面力特

性),包线多(重量重心包线、速度高度包线、机动包

线、突风包线),即使不考虑时间历程,采用设计点

法,其载荷设计情况的数量从数千至数万种,复杂

结构的大型飞机,其载荷设计情况的数量达数十万

种。若考虑机动仿真时间历程,其载荷设计情况的

数量会急剧增大[3]。在众多的载荷设计情况中挑

选临界载荷情况或载荷严重情况作为飞机结构设

计载荷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任务,而且新飞机

或大改飞机必须通过全尺寸结构静力试验验证。
无论国外和国内的飞机设计公司,在出现高性

能计算机和结构有限元分析技术之前,飞机结构强

度计算均建立在对结构进行传力分析的基础上,合
理地对结构进行工程简化,之后应用结构力学、材
料力学、弹性体力学理论和试验、工程手册方法等

进行内载荷计算、应力计算,完成强度校核评估和

结构变形评估,主要采用工程杆、板、梁理论。由于

技术条件和飞机研制周期限制,结构强度计算的载

荷设计情况必须进行筛选,压缩分析工况数量,所
以要求对结构部件总载荷、简化工程梁内载荷(弯
矩、轴力、剪力和扭矩,简称 MAST)分布的包线进

行深入应用研究。
国外,J.R.Wright等[2]对飞机内载荷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论述,临界载荷挑选也采用 MAST 包

线法,并且指出采用直接的方法来表示结构元件应

力与 MAST载荷的依赖关系能进一步改善设计情

况筛选/选择的准确度;T.L.Lomax[4]阐述了波音

公司传统的结构载荷设计方法及适航条款符合性

方法,临界载荷情况挑选采用 MAST包线法,此方

法已广为人知;J.C.Rowan等[5]论述了准静状态

下基于升力面理论、梁结构模型以及板、杆、梁结构

模型下的载荷求解方法,指出 “假想梁暠的 MAST
载荷不能满足结构应力分析的需求;R.D暞Vari
等[6]阐述了波音公司开发的 AILS(AeroelasticIn灢
tegratedLoadsSubsystem)项目6种分析功能及

其方法,其中第3种是基于应力的临界载荷挑选

(Stress灢basedCriticalLoadsSelection),MSC 公

司的 Nastran、Flightload软件模块已在气动弹性

领 域 实 现 上 述 目 标,并 达 到 工 业 级 应 用;
A.Dharmasaroja等[7]提出了矩阵奇异值分解(Sin灢
gular灢valueDecomposition)法,是临界载荷挑选的

新技术,离按照全应力条件进行筛选的最终目标只

有一步之遥。
国内,《飞机设计手册》[1]指出先按照设计点和

飞行参数组合法进行载荷筛选,再用一维(单载

荷)、二维(组合2个载荷)载荷包线进行终选;顾诵

芬[3]提出了一个“载荷模型暠,并前瞻性地提出了应

该研究飞控系统对载荷设计的影响;郑诚行[8]指出

在应用模态法进行静气动弹性分析时,可以指定

感兴趣的结构元件的模态应力结构部件应力进行

监测,但此方法更适用于优化、应力应变监测和健

康诊断,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应用于临界载荷筛选。
上述方法对于临界载荷的挑选没有充分利用结构

有限元模型以及载荷工况的应力、变形分析结果,
没有考虑结构的应力水平,脱离了具体结构的传力

路径,也没有考虑增压、燃油等载荷。由于没有计

入结构细节应力水平,这样的筛选方式可能遗漏严

重情况,影响产品设计、开发。如果按照结构载荷

结合结构应力进行筛选,形成设计工况,结构强度

设计的可靠度会大幅提高。
本文通过对工程梁模型和结构有限元模型载

荷施加方法内在关系的研究,对比载荷包线法和结

构局部应力包线筛选法的优缺点,建立从工况载荷

得到结构局部应力的模型方法,并利用功互等原

理,提出结构载荷-应力包线快速筛选法,并构建

一段翼盒进行算例验证。

1暋载荷包线法

普通机翼结构,如图1所示[8],其中1是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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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翼肋,3是襟翼,4是扰流片,5是副翼,6是蒙

皮壁板,7是机翼前缘缝翼(见A灢A 剖面),8是发

动机架,9是梁腹板。实际的机翼结构很复杂,但
是其主要承力、传力结构是翼盒。翼盒用工程梁理

论近似,其弯曲刚度EI、扭转刚度GJ 沿机翼展向

变化[9]。由理论计算及试验相结合方法获得合理

的弯曲刚度EI、扭转刚度GJ,此项工作难度大,因
为到目前为止,在载荷统揽性分析评估、机翼振动

特性和颤振分析计算中,机翼结构的弯曲刚度、扭

转刚度是最基本的数据[9灢11]。

图1暋机翼结构布置示意图

Fig.1暋Aschematicofwingstructurelayout

机翼载荷计算工程梁简化示意图如图2所示,

其中气动力qa 以吸力和压力形式直接作用在蒙皮

上的分布气动力;分布质量力qm 分布在机翼整个

体积上,与升力方向相反,是一个卸载的力;集中质

量力Pp 或地面力是与机翼连接的其他部件(如起

落架发动机)、装载物(油箱、炸弹)以及各类增升翼

面从它们的连接接头上传给机翼的力。

弹性轴指经典梁结构的剖面,当横向载荷作用

线通过剖面的特定点时,梁结构只有弯曲,该剖面

没有扭转,此特定点即为剖面剪心,弹性轴即为剪

心的连线,假设载荷作用在弹性轴上,也称为载荷

参考轴(如图2(b)所示)。

(a)简化的质量力、气动力作用轴线

(b)简化的载荷作用点—参考轴线

图2暋机翼载荷计算工程梁简化示意图

Fig.2暋Aschematicdiagramofcalculationwing
loadusingbeamtheory

机翼上的载荷基本上可以分为质量力和气动

力两个类型。质量力由飞机质量分布点处的线和

角加速度计算,而气动力是飞机速度、质量、高度、
过载、舵偏角、表面压力分布等的函数[4]。

质量力和气动力一般由简化的质量模型和气

动力模型进行计算[12灢13]。将离散的质量力和气动

力,移至参考轴,沿参考轴从翼尖到翼根方向计算

站位进行积分,得到梁的剪力 Q、弯矩 M 和扭

矩T。

Q=曇
z

l/2
qa(z)dz+曇

z

l/2
qm(z)dz+暺Pp

M=曇
z

l/2
qa(z)zdz+曇

z

l/2
qm(z)zdz+暺Pp(z-zp)

T=曇
z

l/2
qa(z)(x-xa)dz+曇

z

l/2
qm(z)(x-xm)dz+

暺Pp(x-xp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ï )

(1)
简化机翼的梁变形计算用“莫尔—马克其士威

尔暠公式计算,在梁变形计算中忽略轴向力和剪力

引起的变形,此法亦称为单位载荷法[9,14灢15]。

毩SA =曇
A

0

mM
EIds+曇

A

0

tT
GJds (2)

式中:m 为A 切面处作用一个单位垂直力(计算挠

度)/单位俯仰力矩(计算扭转角)之后在各计算点

处所引起的弯矩;t为A 切面处作用一个单位法向

力/俯仰力矩之后在各计算点处所引起的扭矩;毩SA

为刚轴A 切面处的垂向挠度/扭转角,积分范围是

从根部到A 切面处的刚轴段。
对于海量的设计情况,计算每个情况的梁剪力

Q、弯矩M 和扭矩T,沿机翼展向对各计算站位分

别按照剪力Q、弯矩 M 和扭矩T 单力素进行其最

大、最小值比较挑选,可以得到载荷单值包线。这

个计算过程并没有增加太多的计算工作量和计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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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梁理论,一般对于弯曲和拉压受载组合,
弯曲主应力氁是弯矩M 的线性函数;对于弯曲和

扭转组合,是一个双向应力状态,主应力:

氁1,3=1
2

(氁暲 氁2+4氂2 )暋(氂= T
W氂

) (3)

内载荷单值包线是一种统揽性载荷包络线,对
载荷分布规律、集中载荷影响、载荷压心位置及其

合理性进行识别,进而初步判断出临界载荷情况。
结合结构总体应力水平、变形情况,以及与以前类

似型号飞机的载荷情况进行比较,能够定性、定量

判断载荷计算的正确性、合理性。
根据弯曲主应力氁和式(3)可知,若结构承载

以弯矩为单一主导,或以扭矩为单一主导,载荷单

值包线能够给出足够准确的载荷设计工况。
实际上结构承载以弯扭组合、扭剪组合及弯剪

组合为主,因此在特定切面处可以按照该切面的弯

扭组合、扭剪组合及弯剪组合再进行组合包线筛

选,挑选出其外轮廓的凸多边形包络线点,作为补

充临界载荷设计工况,弥补载荷单值不是最大、最
小组合后可能成为临界载荷设计工况的受载情形。

载荷包线法为临界载荷设计情况筛选提供了

现实的解决方案,在求解时间和可信度方面能满足

工程 需 求,一 直 在 应 用。在 商 业 软 件 如 MSC
Flightload中也支持应用该方法。随着技术进步,
该方法的不足点也显露出来,具体为:

(1)将机翼等结构简化为抽象的工程梁,丢失

了结构部、组件固有的传力路径和特性,为了获得

结构部、组件内力,需要先进行具体结构传力受力

分析和内力计算,然后才能进行应力计算和强度校

核,即工程梁载荷和结构局部应力计算之间脱节,
不能用结构应力进行临界载荷设计情况筛选。

(2)对接头、传递集中大载荷的结构部、组件

等不能提供载荷。
(3)当结构内部有增压(或负压)、燃油载荷

时,载荷包线法不适用。
(4)没有将不同阶段的结构有限元模型应用

到临界载荷设计工况筛选方法中,即缺乏结构细节

载荷/应力评估。

2暋结构局部应力包线筛选法

载荷包线法是一种基于工程梁理论统揽性载

荷筛选法。随着结构有限元技术的发展,采用梁、
杆和板壳单元构建的有限元总体模型和细节模型

是结构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当施加载荷和边界条件

后,可以直接解出结构构件内载荷、应力场,识别高

应力部位和结构薄弱区。这样筛选出的临界载荷

设计工况将会更加精确,对结构的优化设计更具有

指导意义。
由于有限元模型结构单元数和节点数量巨大,

不可能对海量的载荷设计情况逐一进行有限元分

析,再按照高应力进行筛选[16灢17]。
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对预计的结构部位,

应用力的叠加法和结构影响系数法进行分开计算,
方法如下。

(1)假设有限元模型上有n个载荷作用结点,
每个点作用有6个载荷,用Pij表示,i=1,2,3,4,

5,6;j=1,2,…,n;i=1,2,3表示力的3个分量,

i=4,5,6表示矩的3个分量。矩阵P 是6行n列

载荷矩阵。
(2)假设想要预计应力的局部结点有m 个,在

其每个结点分别作用单独单位力、单位矩(共6
个),进行6个工况的结构有限元分析,每个工况在

n个载荷作用点处得到的应力(有限元分析中常用

VonMises应力),排列成矩阵,用矩阵Ck 表示,k
=1,2,3,4,5,6(代表单位力序号),矩阵Ck 的元素

Ck(i,j)表示第j个结点作用单位力,在第i个结点

处得到的应力,Ck 是n 行m 列应力矩阵。
(3)令B为行矩阵,有n个元素均为1。Dk 为

行矩阵,有m 个元素,Dk=BCk,k=1,2,3,4,5,6。
得到的6组Dk 行矩阵转置后,排列成新矩阵,

用矩阵Cs 表示,有m 行6列,Cs 称为结构影响系

数。运用力的叠加法,令A=CsP,A是m 行n 列矩

阵,预计的m 个结点处的应力为

氁j=暺
n

i=1
aji暋(j=1,2…m) (4)

结构影响系数矩阵计算工作量大,但可以接

受,其可以由结构分析程序单独计算,形成一个数

据文件供载荷计算程序模块调用。
载荷计算程序只需计算每个载荷工况的载荷

作用点处的载荷,再运用式(4)就可以得出预计结

构部位的应力,根据应力极值,按设计强度条件进

行临界工况筛选,形成包线。
这种方法适用于静定及静不定结构,适合各种

载荷情况,但对预计的结构部位选取要求较高,必
须有足够的工程经验。若增大预计的结构部位数,
计算量会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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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结构载荷-应力包线快速筛选法

结构局部应力包线筛选法是一种计算量偏大

的临界载荷选取方法。将工程梁方法和结构有限

元法结合,本文提出一种结构载荷-应力包线快速

筛选法。

结构载荷-应力包线快速筛选法的缺点是载

荷作用点可能很多,应设法进行精简,分解示意图

如图3所示,其中A 是机翼简化工程梁的翼尖点,

B 是工程梁一切面。抽象的工程梁的一部段受载

示意图如图3(a)所示,B 点作用的切面总载荷剪

力Q、弯矩 M 如图3(b)所示,该工况(图3(a)所
示)因梁弯曲,A、B 点的挠度为fA、fB,A、B 点切

面转角为毴A、毴B。

(a)梁的一部段受载示意图

(b)梁B点所在切面总载荷

(c)A、B点载荷分解方法1

(d)A、B点载荷分解方法2

(e)A、B点载荷分解方法3

图3暋工程梁受载和切面载荷等效分解示意图

Fig.3暋Equivalentdecomposedsectionload

将B 点作用的切面总载荷剪力Q、弯矩 M 分

解成A、B 点的等效载荷,通常有3种分法。最常

用的是按照杠杆比分解,如图3(d)所示,A、B 点仅

作用力Q1、Q2,这种分法最简单。
图3(c)、图3(e)所示的分法考虑了A、B 点作

用力Q1、Q2 之外,还保留了一个切面的力矩M1 或

M2,其分解方法更通用一些,其中图3(c)所示的分

法主要是如何求解Q1、Q2、M1。但是考虑一般翼

尖点结构不承受弯矩,图3(e)的分法不符合实际,
实际上不适用,本文不考虑。

令殼l=ZA-ZB,对B 点的剪力Q 进行分解,

Q2 作用在 A 点,剩余部分Q1 作用在B 点,弯矩

M2 作用在A 点。分解满足方程:

暋暋暋
Q1+Q2=Q
M1-Q2·殼l={ M

再根据力系的功互等原理有:

M1·毴B +Q2·fA +Q1·fB =
M·(毴B

Q1 +毴B
Q2 +毴B

M1
)+Q·(fB

Q1 +fB
Q2 +fB

M1
)

(5)
式中:毴B

Q1
为在B 点作用Q1 在B 切面产生的切面

转角,毴B
Q1=R1·Q1;R1 为在B 点作用相应单位力

在B 切面产生的切面转角;毴B
Q2

为在A 点作用Q2

在B 切面产生的切面转角,毴B
Q2=K1·Q2;K1 为在

A 点作用相应单位力在B 切面产生的切面转角;

毴B
M1

为在B 点作用M1 在B 切面产生的切面转角,

毴B
M1=S1·M1;S1 为在B 点作用相应单位力矩在B
切面产生的切面转角;fB

Q1
为在B 点作用Q1 在B

切面产生的梁挠度,fB
Q1=R2·Q1;R2 为在B 点作

用相应单位力在B 切面产生的挠度;fB
Q2

为在A 点

作用Q2 在B 切面产生的梁挠度,fB
Q2=K2·Q2;

K2 为在A 点作用相应单位力在B 切面产生的挠

度;fB
M1

为在B 点作用 M1 在B 切面产生的梁挠

度,fB
M1=S2·M1;S2 为在B 点作用相应单位力矩

在B 切面产生的挠度。
以上系数由结构有限元分析程序计算得到,其

包含了结构的内在传力特性,例如可以同时得到单

位力、力矩作用下感兴趣部位的应力,为方便后续

计算使用。
以上关系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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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通过模型假设和式(7),将切面载荷剪力Q、弯
矩M 等效为翼尖处的力Q2 和载荷切面(B 切面)
处作用的剪力Q1、弯矩 M1。这样处理后,将图3
(a)中某一承载结构部段的载荷作用情况等价为只

在承载结构部段的左端(B 切面)施加剪力Q1、弯
矩M1,及翼尖(A 切面)施加剪力Q2 的简单受载

情况。也就是说,在结构根部(支持端)至B 切面

之间的承载结构的应力分布在这两种情形下是等

效的。
当承载结构部段的位置、载荷情况变化时,其

左端(B 切面)位置变化,施加的剪力Q1、弯矩 M1

变化,翼尖(A 切面)施加剪力Q2 也变化,但是翼

尖(A 切面)位置固定。利用力的叠加法和结构区

段分段组合,能够对载荷包线法的不足点进行改

进,以满足对结构进行应力分析、判断危险部位的

需求。
对剪力Q、扭矩T 的处理可以仿上,公式原理

类似不再赘述。
对比结构局部应力包线筛选法,有限元模型n

个载荷作用点简化为工程梁上的切面计算点,数目

大为减少,并且要计算的结构影响系数矩阵减少,
结构分析工作量骤减。

上述方法为工程梁方法和结构有限元法结合

提出了具体技术途径,可以对结构有限元模型的元

素应力进行计算和筛选。当局部结构更改或载荷

发生变化时,计算效率更高,也是实际工程中经常

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该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就

是可以隐藏某些不需要结构分析区域的细节模型,
只需提供边界条件。

梁模型结合有限元模型,采用此法,可以直接

计算具体结构部位的应力,具有较高的载荷、强度

分析计算效率。

4暋算例验证

本文所述工程梁方法和结构有限元法结合的

核心方法就是求解式(7)。构造的算例是一段金属

铝斜削翼盒(切面外形均为不同的矩形),如图4所

示,其中上、下壁板厚度4 mm,前后梁腹板厚5
mm,肋腹板厚2mm,所有有限元单元为板壳元,
在根部固支。肋腹板中心点为刚轴点,也作为加载

点,节点125所在切面为B 切面,节点139所在切

面为A 切面。P 点是要检验变形的刚轴点,肋腹

板单元E1、梁腹板单元E2、壁板单元E3用来检验

应力。

图4暋模型和工况1示意图

Fig.4暋Elementmodelandloadcase1

考虑3个载荷工况,工况1载荷均匀(如图4
所示),工况2、3载荷有梯度,如图5~图6所示。

图5暋模型和工况2示意图

Fig.5暋Elementmodelandloadcase2

图6暋模型和工况3示意图

Fig.6暋Elementmodelandloadcas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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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图3(c)建立的、施加按照公式(7)解出载

荷的等效载荷模型如图7所示。

图7暋等效载荷模型示意图

Fig.7暋Elementmodelandequivalentloadcase

3个载荷工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3个等效

载荷工况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检验点

P 点的挠度fp,单元 E1、E2、E3的综合应力几乎

一样,P 点所在切面的转角毴p 稍有差别;载荷边界

B 切面的挠度fb 差别在10%以内,转角毴b 差别

大,这是载荷梯度差别和边界影响导致的正常

现象。

表1暋各工况检验点计算结果

Table1暋Checkedcalculationresultofall3loadcases

参暋暋数 工况1 工况2 工况3

载荷/(N·mm)
B点剪力Q -4.000E+04 -4.000E+04 -4.000E+04

B点弯矩M 暋6.000E+07 暋2.500E+07 暋9.500E+07

挠度/mm
fb -3.575975 -2.9808350 -4.171114

fp -1.156713 -0.9325033 -1.380923

切面转角/(曘)
毴b 1.830E-03 9.445E-04 1.218E-03

毴p 7.402E-04 2.622E-04 2.715E-03

VON MISES应力/MPa

E1单元 3.597E+00 2.360E+00 4.835E+00

E2单元 1.142E+01 1.212E+01 1.072E+01

E3单元 2.195E+01 1.434E+01 2.987E+01

表2暋各等效工况检验点计算结果

Table2暋Checkedcalculationresultofequivalentloadcases

参暋暋数 等效工况1 等效工况2 等效工况3

载荷/(N·mm)
B点剪力Q -4.000E+04 -4.000E+04 -4.000E+04

B点弯矩M 暋6.000E+07 暋2.500E+07 暋9.500E+07

挠度/mm
fb -3.791102 -3.2313680 -4.350891

fp -1.158735 -0.9348929 -1.382597

切面转角/(曘)
毴b 3.341E-03 1.306E-03 5.185E-03

毴p 7.169E-04 2.238E-04 1.208E-03

VON MISES应力/MPa

E1单元 3.613E+00 2.381E+00 4.847E+00

E2单元 1.145E+01 1.215E+01 1.074E+01

E3单元 2.206E+01 1.442E+01 2.998E+01

5暋结暋论

(1)本文提出的结构载荷-应力包线快速筛

选法弥补了载荷包线法对结构细节载荷/应力评估

的缺陷,提高了结构局部应力包线筛选法对载荷、
强度分析的计算效率。

(2)该方法原理正确,能够对结构临界危险进

行识别,满足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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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参与建模的飞行参数进行选取。以飞机跨声速俯仰机动为例,建立机翼某一测载剖面结构剪力模型,并

对该建模方法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采用改进支持向量机回归方法所建立模型精度优于原始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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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结构载荷测量是验证飞机结构强度设计、
实施飞行安全监控及飞机疲劳寿命估算的重要手

段,国军标及相关适航条例均对此做出了具体要

求[1灢2]。目前,通常采用应变法对飞机结构载荷进

行测量,该方法通过地面校准试验建立结构载荷-
应变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飞行实测应变得到真

实飞行环境下的飞机结构载荷。该方法的关键在

于结构应变测量,但应变电桥在使用中存在使用寿

命限制,并且可能会遭受无法修复的意外损坏,从
而导致无法进行长期可靠的载荷测量。因此,有必

要在应变法所测量飞机结构载荷的基础上发展一

种基于飞机飞行参数的飞机结构载荷模型。采用

该模型,可对同一型号多架飞机在无需进行应变改

装及校准试验的情况下,实施载荷监控及结构强度

分析,并为飞机疲劳寿命评估积累相关数据。
飞机结构在真实飞行过程中同时受到气动力、

惯性力及约束力影响,其中约束力即所测量的飞机

结构载荷。根据达朗贝尔原理[3],三者合力恒为

零,即飞机结构载荷取决于飞机结构所受气动力及

惯性力,其中惯性力与结构重力及其过载线性相

关;而气动力在低马赫数及小迎角情况下与飞行迎

角及动压呈线性关系,但在高马赫数或大迎角条件

下,该线性关系并不存在,气动力呈现较为复杂的

非线性特征[4]。在该条件下,可通过空气动力学及

飞行力学理论方法建立基于飞行参数的非线性飞

机结构载荷模型,但实现难度较高,而以人工神经

网络和支持向量机为代表的基于数据的非线性建

模方法可在已知相关飞行参数及其对应结构载荷

数据的情况下进行建模。目前,国内外已在该领域

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5灢7],其中神经网络模型具有

较好的适应性及非线性特征,但建模过程中网络结

构的确定并无明确方法且模型对样本敏感,存在过

拟合问题[8];而支持向量机回归(SVR)方法则较

好地避免了上述问题,该方法数学理论基础完善,
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在引入核函数的条件下具有较

好的非线性建模能力,基于该方法的建模工作研究

已于众多领域开展[9]。因此,针对基于飞行参数的

飞机结构载荷建模问题,可在SVR方法的基础上

展开应用研究。

本文在原始SVR方法基础上,通过改进序列

最小优化(SequentialMinimalOptimization,简称

SMO)算法及基于粒子群算法的模型参数优选方

法得到一种飞机结构载荷模型的建立方法,并以某

型飞机跨声速俯仰对称机动为例进行该建模方法

的仿真验证计算。

1暋飞机结构载荷SVR模型建立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结构载荷包含关键部位

的弯矩、剪力、扭矩及拉压力等,而结构载荷受飞行

高度、速度、迎角、侧滑角、舵面偏角、各向角速度及

过载等众多因素影响。建立飞机结构载荷模型的

目的是使用SVR方法基于飞行实测载荷及飞参数

据准确建立表述结构载荷与重要飞行参数之间关

系的非线性模型。

1.1暋模型输入变量确定

飞机飞行过程中所记录的飞行参数种类较多,
如果将所有参数均作为飞机结构载荷模型的输入

变量,首先会因变量过多,样本容量过大而降低运

算速度;其次,过多的变量类型中必然包含冗余变

量,会对模型精度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构建模

型过程中,应明确与模型输出有较好相关性的输入

变量,以保证模型精度及效率。
为确定有效输入变量,首先应依据空气动力学

及飞行动力学理论定性地对飞机进行动力学分析,
得到影响飞机姿态及运动状态的主要参数,例如速

度、高度、迎角、舵面偏角等,以初步确定输入变量。
在此基础上,对于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采用两者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X,Y)进行量

化判定,其表达式如下[10]

R(X,Y)= cov(X,Y)
var(X)var(Y)

(1)

式中:cov(X,Y)为 两 变 量 的 协 方 差;var(X)、

var(Y)分别为变量方差,其取值范围为[-1,1]。

R 越大,则两变量间相关性越强,一般以

R 是否大于0.7判断两变量间是否具有较强相

关性,取具有强相关性的参数作为建模参数可保证

所建立的模型精度不受冗余参数影响。

1.2暋SVR方法基本原理

回归是研究变量间函数关系的一种方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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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通过相应估算方法得到给定的训练样本

集xi暿Rn,yi暿R(i=1,…,l)之间的回归方程:

f(x)=氊Tk(x)+b (2)
式中:氊 为回归参数向量;函数k为非线性回归中

对样本在高维空间中的非线性映射。
传统回归模型一般通过模型输出f(x)与真实

输出y之间的差别来计算精度损失,而SVR模型

则以f(x)为中心,构建宽为2毰的间隔带,训练样

本在此间隔带内则认为预测正确,不计入损失,该
方法保证了模型的鲁棒性。基于损失最小的原则,

SVR问题在支持向量机(SVM)问题的基础上形

式化为[12]

min
氊,b

1
2暚氊暚2+C暺

m

i=1
l毰[f(xi)-yi] (3)

式中:C为正则化常数;l毰 为不敏感损失函数,当训

练样本落入间隔带内时该值为0,否则计入损失。
损失为

loss= f(xi)-yi -毰 (4)

分别引入间隔带两侧的松弛变量毱i 及毱*
i ,采

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原始问题的对偶问题,引入

非负乘子毺i,毺*
i ,毩i,毩*

i ,为保证原始问题及对偶问

题的等价性,需满足 KKT 条件[13],可得对偶问

题为

min
毩,毩*

i
暺
N

i=1
yi(毩*

i -毩i)-毰暺
N

i=1

(毩*
i +毩i)-1

2暺
N

i=1
暺
N

j=1

(毩*
i -毩i)(毩*

i -毩j)k(xi,xj) (5)

暋暋s.t.暺
N

i=1

(毩*
i -毩i)=0

0曑毩i 曑C
0曑毩*

i 曑C
其中k(xi,xj)=氄(xi)T氄(xj)为核函数,采用

核函数可简化低维空间样本点映射到高维空间的

运算,是该方法可进行非线性回归的关键因素。求

解式(5)优化问题,可得SVR问题解的形式为

f(x)=暺
m

i=1

(毩*
i -毩i)k(xi,x)+b (6)

2暋飞机结构载荷SVR模型训练算法

SMO 算法是针对 SVR 问题的快速学习算

法[14],在样本容量较大时,其效率高于传统凸二次

规划问题求解算法,该算法包括两部分:启发式双

变量选择和变量解析计算。以下将给出该算法实

现的主要步骤,并对其进行改进,以进一步提升

效率。

2.1暋启发式双变量选择

从SVR方法的基本原理可以看出,飞机结构

载荷SVR 模型训练的目的是针对每个样本i,计
算出使其满足 KKT条件的毩i 及毩*

i 。而SMO 算

法通过选择两个变量,固定其他变量,构建一个二

次规划子问题的方式,采用解析方法求解该问题,
从而实现高效率计算。对于变量选择,SMO 算法

采用一种内外双循环的启发式方法,具体如下。

(1)第一变量毩a 选择

对式(5)进行变量替换:

毩i=毩i-毩*
i

毩i =毩i+毩*
i

毩0=

ì

î

í

ï
ï

ïï b

(7)

则式(5)可写为

min
毩,毩*

i
暺
N

i=1
yi毩i-毰暺

N

i=1
毩i -1

2暺
N

i=1
暺
N

j=1
毩i毩jk(xi,xj)

(8)

s.t.暺
N

i=1
毩i=0

-C曑毩i 曑C
首先对(-C,C)区间内的训练样本点进行遍

历,选择违反 KKT条件最严重的点作为第一个变

量;若该区间内不存在违反 KKT 条件的点,则以

相同方法对区间边界样本点进行检验;若仍不存在

这样的样本点,则已得到问题的最优解,程序结束。
(2)第二变量毩b 选择

第二变量选择的目的是使该变量有足够大的

变化,以提高算法收敛速度。定义Ei 为第i个样

本的预测值f(xi)与其对应样本yi 的差值,依据解

析可得,在第一个变量确定的情况下,使|Ea-Eb|
最大的变量可满足要求,由此可确定第二个变量。
特殊情况下,若上述方法选择的变量不能产生改

进,则遍历非边界样本,从违反 KKT 条件的变量

中随机选取毩b;若仍无法改进,则遍历整个训练

集,从违反 KKT 条件的变量中随机选取毩b;若还

是无法改进,则放弃已选择的第一个变量,重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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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择。

2.2暋变量解析运算

在完成两个变量的选取后,式(8)的目标函数

转化为毩1 和毩2 的函数。

L(毩a,毩b)=1
2毩

2
akaa +1

2毩
2
bkbb +毩1毩2k12+

毰毩1 毰毩2 -毩1y1-毩2y2+毩1v*
1 +

毩2v*
2 +L曚 (9)

式中:v*
i = 暺

l

j=1,j曎a,b
毩*

jkij;L曚 为目标函数中不含毩a

和毩b 的项,此时为常数;具有上标 * 的量是前一次

迭代的值。
根据优化问题约束条件,迭代前后两变量之和

不变,令其和为s* ,由此式(9)可转化为单变量函

数L(毩b),依据式(8)的优化问题对其求最小值,令
其导数为0,即可得毩b 的递推公式,结合式(8)的约

束条件-C曑毩i 曑C可得毩a 和毩b 的解析解。
对于毩0 的求解,强制使fa=ya,fb=yb,分别

得到毩a
0 和毩b

0,将二者平均可得毩0。

SVR问题求解过程中,每一循环中均重复上

述步骤,直到所有变量毩i 均满足 KKT条件为止。

2.3暋SMO算法改进

虽然 SMO 算法可实现 SVR 问题的高效求

解,但实践表明,仅以 KKT 条件为停机准则过于

严格,使得训练时间较长,而模型在训练到一定程

度时已满足精度要求,因此有必要基于停机准则对

SMO算法进行改进以提高建模效率。
根据对偶问题(式(8))与原始问题(式(2))的

关系,当对偶问题与原始问题对偶间隙为0时,所
得的对偶问题解为原始问题的全局最优解,因此当

对偶间隙小于给定阈值时,即可认为已得到目标

解,可停止建模计算。在此基础上对SMO 算法进

行改进,具体方法如下:
根据不敏感损失函数l毰 可得松弛变量毱i 和

毱*
i 分别为

毱i=max(0,yi-f(xi)-毰)

毱*
i =max(0,f(xi)-yi-毰{ )

(10)

则原始问题的目标函数可写为

U(氊,毱i,毱*
i )=1

2暚氊暚2+C暺
l

i=1

(毱i+毱*
i )

(11)

令对偶问题目标函数为T(毩),则根据对偶间

隙可定义停机准则的表达式为

氁= U(氊,毱i,毱*
i )-T(毩)

U(氊,毱i,毱*
i ) (12)

当氁小于指定值时则停止模型训练。因此,定
义如下三个停机条件:栙所有变量满足 KKT 条

件;栚氁小于指定值;栛迭代循环次数到达制定上

限。当上述任一停机条件达到时,均停止建模,以
此提升SMO算法效率。

3暋飞机结构载荷SVR模型参数优化

SVR模型参数包括正则化常数C及核函数K
的相关参数,模型参数选择的合理性会直接影响模

型精度及计算效率,但SVR方法并未提供模型参

数优选方法,一般为任意给定或通过经验给定。本

文采用粒子群优化(PSO)算法[15]对飞机结构载荷

SVR模型参数进行优化选取。

PSO算法假设待优化变量处于范围给定的D
维搜索空间内,由n个粒子组成粒子群X=(X1,
X2,…,Xn),其中每个粒子均为D 维向量,是该粒

子在搜索空间中的位置,同时也是原始优化问题的

潜在解。依据优化目标函数可计算出每个粒子的

适应度,并依此判断目标优化情况。在迭代过程

中,为使粒子群向优化目标运动,定义第i个粒子

的速度Vi=[Vi1,Vi2,…,ViD ],并定义单个粒子在

寻优过程中的极值变量Pi=[Pi1,Pi2,…,PiD],整
个粒子群极值变量Pg=[Pg1,Pg2,…,PgD]。在迭

代过程中,粒子通过Pi 和Pg 更新Vi 及X,更新方

法为

Vk+1
id =氀V

k
id +c1r1(Pk

id -Xk
id)+c2r2(Pk

gd -Xk
gd)

Xk+1
id =Xk

id +Vk+1{
id

(13)
式中:氀为惯性权重常数;c1 和c2 为非负的加速度

因子常数;r1 和r2 为[0,1]之间的随机数。
当迭代次数达到最大限制或连续多次适应度

函数迭代结果保持不变时,则停止计算。
采用PSO算法对飞机结构载荷SVR模型相

关参数进行优选,定义适应度函数F 为模型的平

均误差,其形式为

F=
暺
n

i=1

(f(xi)-yi)2

暺
n

i=1
y2

i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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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xi)为第i个样本点的计算值;yi 为与之对

应的样本目标值。
每组模型参数对应单个粒子,其优化目标是得

到使适应度函数最小的SVR模型参数。由此,采
用PSO算法优化的飞机结构载荷SVR模型建立

方法如图1所示。

图1暋建模流程

Fig.1暋Modelingprocess

4暋方法验证及结果分析

以某型飞机在基本飞行重量且无外挂构型下

跨声速俯仰对称机动过程中机翼某一测载剖面处

结构剪力实测数据为原始数据,采用上述改进支持

向量机回归方法进行建模,为确保所建立模型的泛

化能力得到检验,未对正负过载进行区分,取36个

法向过载较小的俯仰机动数据作为建模数据集,9
个法向过载较大的俯仰机动数据作为测试数据集。
建模前对原始实测数据进行清零、去跳点及各参数

时间统一性检验等预处理工作。

4.1暋建模参数确定

飞机在对称俯仰机动过程中,绕质心运动为其

主要运动形式,运动中飞机除受自身转动惯量Iy

影响外,还受到翼身气动力矩 Mwb、平尾气动力矩

Mt、俯仰阻尼力矩Mq 及洗流时差力矩M毩 等外部

因素影响。根据空气动力学理论,上述外力矩的主

要影响飞行参数包括气压高度 H、指示空速V、迎
角毩、升降舵或全动平尾偏度毮e、俯仰角速度q及

其他可对飞机气动力产生影响的舵面偏度。在机

动过程中,飞机会形成法向过载,这是俯仰机动的

主要特征。初步将上述参数确定为主要建模参数,
对剖面结构剪力与上述参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相
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暋相关性计算结果

Table1暋Correlationcalculationresults

飞行参数 与结构载荷相关系数

气压高度/m -0.235

指示空速/(km·h-1) -0.071

迎角/(曘) 暋0.886

左平尾偏度/(曘) -0.876

右平尾偏度/(曘) -0.798

左前缘襟翼偏度/(曘) -0.732

右前缘襟翼偏度/(曘) -0.765

俯仰角速度/((曘)·s-1) 暋0.782

重心法向过载 暋0.977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气压高度及空速与结构载荷

的相关系数很小,表明其在机动过程中与机翼结构

载荷相关性并不强,究其原因,虽然它们是决定气

动力的关键因素,但建模采用俯仰机动过程数据,
在该时间段内飞机高度和速度基本保持不变,而实

测结构载荷随机动过程必然产生相应变化,因此两

参数与载荷间呈现低相关性是合理的,故在给定飞

机状态俯仰机动结构载荷建模中不将其作为建模

参数;而根据空气动力学理论,该过程中引起气动

力改变的主要因素是迎角,相关系数计算结果也证

明了这一点。
对于参与建模的参数,因其量级差异较大,在

开始建模前,为保证后续建模工作的计算效率,需
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针对各参数,在飞行实测中

均有对应的测量范围[Ximin,Ximax],故归一化方

式为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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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orm= Xi-Ximin

Ximax-Ximin
(15)

4.2暋模型建立及检验

在确定建模参数并对其进行归一化的基础上,
采用改进支持向量机回归方法建立飞机结构载荷

模型,选择高斯核函数作为核函数,其表达式为

K(x,z)=exp -暚x-z暚2

2毭
æ

è
ç

ö

ø
÷

2 (16)

给定支持向量机回归间隔带半带宽毰为0.05,

氁的临界值为0.001,因此PSO算法需要确定的参

数为正则化常数C和核函数参数毭,搜索空间为二

维空间。设定粒子群中粒子数量为50,最大迭代

数为100,采用图1所示算法,使用建模数据集进

行建模,每代最优个体适应度如图2所示,根据迭

代结果确定C=30.476,毭=3.223。

图2暋个体适应度迭代结果

Fig.2暋Individualfitnessiterationresults

作为对比,采用网格搜索及原始SVR方法对

参数C、毭 进行寻优,寻优目标仍为平均误差(式
(14)),寻优过程如图3所示,目标仍为使误差最小

的参数组合。受计算时间限制,C 的变化步长为

1,毭的变化步长为0.1,最终确定C=32,毭=3.5。

图3暋网格搜索法误差

Fig.3暋Gridsearcherror

分别使用两组C 和毭 进行建模计算,并使用

测试数据集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测试,结果如图4
所示。

图4暋模型预测结果与载荷实测值对比

Fig.4暋Comparisonbetweenmodelprediction

resultsandloadmeasuredvalues

基于原始SVR算法与改进后的SVR算法的

模型计算结果对比如表2所示,模型训练精度及测

试精度均使用平均误差(式(14))进行评价。

表2暋模型精度对比

Table2暋Modelaccuracycomparison

模型 训练精度 测试精度 最大测试误差/kN

改进SVR 0.006 0.035 1.161

SVR 0.018 0.146 4.213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基于改进SVR算法的飞机

结构载荷模型与原始SVR算法模型相比,虽然训

练精度相差不大,但测试精度明显优于后者,证明

通过模型参数优选可提高模型泛化能力,并且建模

过程中参数寻优速度明显优于原始SVR算法,因
此改进SMO算法停机条件并通过PSO 算法优化

模型参数是有必要的。

5暋结暋论

(1)通过改进支持向量机回归方法可获得精

度较高的非线性飞机结构载荷模型,相较于原始支

持向量机算法,该方法建模效率高,且所得到的模

型泛化能力较强,可更为准确地对飞机结构载荷进

行预测。
(2)通过建立泛化能力较好的飞机结构载荷

模型,可对同一型号多架飞机进行结构载荷监控及

结构疲劳寿命评估数据积累,对飞行数据进行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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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挖掘。
(3)采用改进支持向量机方法所建立的基于

试飞数据的飞机载荷模型避免了采用空气动力学

及飞行动力学理论进行建模所需的复杂理论推导

工作,充分利用了飞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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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缘板孔对涡轮叶片尾缘内冷通道流动换热
影响的数值研究

郑光华1,陈文彬2,赵顺1,吕文召1,刘俊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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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涡轮叶片下缘板出气孔对内冷通道的流动和换热性能有较大影响。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下缘板出

气孔对尾缘和下缘板双路出气涡轮叶片尾缘内冷通道内的流动和换热特性,对比分析孔径、孔形和孔位置对尾

缘溢流孔流量系数、尾缘出流比、尾缘通道内总压系数和尾缘内冷腔壁面换热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下缘板

出气孔孔径对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显著,孔径增大,尾缘溢流孔流量系数下降,尾缘出流比减小,尾缘内冷通道

内压力损失降低,内冷腔平均换热系数增大;孔形对上游内冷通道内流动和换热几乎没有影响;孔位置变化对

内冷通道壁面整体的换热系数影响很小,对局部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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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iroutletholeofloweredgeplateofturbinebladecaninfluencetheflowandheattransferper灢
formance.Thenumericalsimulationmethodisusedtostudytheeffectofairoutletholeofloweredgeplateon
theflowandheattransferperformanceininternalcoolingpassageofturbinebladefromthetrailingedgeandthe
loweredgeplate.Theeffectsofholesize,holeshapeandholepositionoftheloweredgeplateontheflowcoeffi灢
cientandoutflowrateoftheoverflowholeinthetrailingedge,totalpressurecoefficientintrailingedgepassage,
andheattransferpropertyofinner灢coolingcavitywallinthetrailingedge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
thediameteroftheholehasgreatinfluenceontheflowcoefficientdistributionoftheloweredgeoftheplate.
Withtheincreaseoftheholediameter,theflowcoefficientoftheoverflowholeofthetrailingedgeisdecreased.
Withtheincreaseofholediameter,thetailingedgeoutflowratioandpressurelossinthecoldpassageinthe
trailingedgearedecreased,andtheaverageheattransfercoefficientoftheinternalcoolingpassageisincreased.
Theshapeoftheholeisofsmalleffectontheflowandheattransferintheupstreaminnercoldpassage.The
changeoftheholepositionhassmalleffectontheheattransfercoefficientoftheinnerwalloftheinnercoldpas灢
sage,andhasgreateffectonthelocalpart.
Keywords:turbineblade;airoutletholeofloweredgeplate;internalcoolingpassage;flowcoefficient;flow
distribution;heattransfercoefficient



0暋引暋言

涡轮主流通道的高压燃气将导致高温气体渗

漏进转子和静子之间的涡轮盘腔,引起涡轮盘腔过

热、不可控的轮盘变形和疲劳损伤等[1],同时涡轮

导向叶片下缘板也承受着强烈的高温燃气冲蚀和

热载荷,而且静子和转子之间的叶间泄漏是涡轮效

率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唐晓娣等[2]提出对于先

进战斗机发动机,在发动机转速和涡轮转子进口温

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涡轮封严泄漏量减少 1%,

则推力增加0.8%,耗油率降低0.5%,因此涡轮叶

片下缘板结构及其冷却设计技术是提高涡轮叶片

安全性和发动机效率的关键问题之一[3灢4]。

涡轮导向叶片下缘板与转子之间的燃气泄露

问题与动叶叶顶、机匣之间的泄露相类似,目前国

内外多集中于叶顶结构气动与传热领域的研究。

崔涛等[5]对具有不同深凹槽结构平面叶栅在不同

间隙尺度条件下的流动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

深凹槽尾缘开口有利于降低叶顶间隙泄漏损失;李

广超等[6]提出了一种凹槽带肋叶顶结构并通过数

值模拟揭示其改善叶顶气膜冷却效率机理;张玲

等[7]研究不同孔排布置对叶顶气动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冷却喷气有效削弱了叶顶间隙泄漏损失;

孙国志等[8]、杜昆等[9]、胡建军等[10]和周治华等[11]

利用数值方法对凹槽叶顶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不同

工况和几何结构参数对叶尖泄漏量及气动损失影

响不同;王大磊等[12]、ZhouK 等[13]、ZhouC等[14]

研究了小翼结构对涡轮叶顶传热特性和气动性能

的影响,表明小翼结构可以改善叶顶的气动损失与

涡轮 间 隙 泄 漏;李 伟 等[15]、李 文 等[16]、GAO J
等[17]、CHENS等[18]、NIU M 等[19]研究发现,在

叶顶位置开孔,从孔中流出的冷气在孔下游形成射

流,射流对泄漏起到阻塞作用,大幅降低了泄漏量。

从涡轮叶片下缘板有封严用出气时,会对叶片

内冷通道的流动和换热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数值

模拟方法研究尾缘和下缘板双路出气涡轮导向叶

片的下缘板出气孔孔径、孔形和孔位置对尾缘溢流

孔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对冷却气从尾缘和下缘板

出流分配的影响,以及对内冷腔壁面换热的影响。

1暋数值计算方法

1.1暋计算模型

一种双路出气涡轮叶片流动换热计算模型如

图1所示[20],叶栅弦长为30.9mm;轴向弦长为

24.6mm;叶高为28mm;叶栅间距为22.8mm。

计算域包括叶栅以及进出口预延段 b、d,冷却气从

叶栅冷却气入口a进入,从下缘板出气孔e和尾缘

溢流孔c流出。

图1暋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1暋Calculationmodeldiagram

本文的下缘板出气孔几何结构如图2所示。

暋暋暋暋(a)孔半径0.9mm暋暋暋暋暋(b)孔半径0.7mm

暋暋暋暋暋(c)孔半径0.5mm暋暋暋暋暋暋暋(d)形状2

暋暋暋暋暋暋(e)形状3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f)位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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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位置3

图2暋下缘板出气孔几何结构

Fig.2暋Loweredgeplateholegeometry

将上述几何结构按照孔径、孔型和孔位置分成

三组,详细参数如表1所示,其中,形状1、形状2、
形状 3 依次为圆形、跑道形和高宽比更大的跑

道形。

表1暋下缘板出气孔几何结构参数

Table1暋Loweredgeplateholegeometryparameters

类别
出气孔几何结构参数

半径/mm 形状 位置

a 0.9 形状1 -

b 0.7 - 位置1

c 0.5 - -

d - 形状2 -

e - 形状3 -

f - - 位置2

g - - 位置3

1.2暋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本文采用 CFD 软件 ANSYSFluent18.0进

行计算。湍流模型选用realizablek灢毰和增强壁面

处理,求解器使用分离隐式求解器,压力与速度耦

合采用SIMPLEC算法,对流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进行离散。
主流和冷却气进口设为压力进口条件,主流进

口 压 力 为 104 000 Pa,冷 却 气 进 口 压 力 为

145600Pa;主流进口温度 为400K,冷却气进口

温度为300K;出口设为压力出口条件,主流和冷

却气出口压力均为100000Pa[20]。

1.3暋网格无关性验证

为了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基础上节约计算资源,

进行了网格无关性验证,以尾缘出流比为衡量标

准,网格数目对尾缘溢流孔出流比的影响如图3所

示,尾缘出流比即是从尾缘流出的冷却气质量流量

与进口总的冷却气质量流量之比。网格数目增加,
尾缘出流比趋于一致,超过801万后随着网格数目

的增加,尾缘出流比几乎不再变化,此时认为网格

对计算结果的无影响。最终选择的网格数目为

800万左右。

图3暋网格无关性验证

Fig.3暋Independenceverification

2暋计算结果与分析

2.1暋参数定义

孔流量系数:

Cd =m1

m2
= m1

A2 2氀2(Pt-Ps)
(1)

式中:m1 为通过孔的实际质量流量;m2 为通过孔

的理想流量;Ps 为孔出口处的静压;Pt 为孔入口

上游平均总压;氀2 为孔出口处的密度;A2 为孔出口

处的截面面积。
总压系数:

Cpt,i=
(Pt,i-Pt,曓 )
(氀曓V2

曓/2) (2)

式中:Pt,曓 为通道入口处的总压;Pt,i为位置i处的

总压;氀曓V2
曓/2为通道入口处的动压。

2.2暋下缘板出气孔对尾缘溢流孔流量系数

的影响

下缘板出气孔孔径对尾缘溢流孔流量系数沿

叶高方向分布的影响如图4所示,X/L 为相对叶

高位置,下缘板出气孔位置的相对叶高为0。可以

看出:孔径对流量系数分布影响很大,孔径越小,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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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叶中位置的流量系数越大。这是由于下缘板孔

径的变化直接影响尾缘溢流孔的通流量,下缘板孔

径越小,下缘板出气孔的实际流量越小,气流径向

分速度越小,尾缘溢流孔的实际流量越大,且由于

气流径向分速度在叶中附近最大,其受下缘板孔径

的影响也最大。

图4暋孔径对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4暋Effectofholeradiusonflowcoefficient

孔形对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如图5所示,形状

1、形状2、形状3依次为圆形、跑道形和高宽比更

大的跑道形。可以看出:三种孔形对应的流量系数

分布几乎重合,只有在相对叶高为0.3~0.7区域

内有微小的差别,因此可以认为孔形对流量系数没

有影响。

图5暋Effectofholeshapeonflowcoefficient

Fig.5暋孔形状对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

孔位置对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如图6所示,孔
位置1、孔位置2、孔位置3从靠近弦中区的位置逐

渐向尾缘移动。可以看出:相对叶高在0~0.3的

范围内,孔位置越靠近弦中区流量系数越大,相对

叶高在0.3~0.7的范围内,下缘板孔最靠近尾缘

的模型流量系数最大,主要是孔位置的改变影响了

气流径向分速度。

图6暋孔位置对流量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6暋Effectofholelocationonflowcoefficient

2.3暋下缘板出气孔对尾缘出流比的影响

尾缘出流比是内冷通道内冷却气从尾缘出流

的质量流量与通道内总通流质量流量的比值。对

应孔径、孔形和孔位置分别对尾缘出流比的影响如

表2所示,可以看出:下缘板出气孔孔径改变,冷却

气体从下缘板出流的流量发生变化,从尾缘溢流孔

出流的流量几乎不变,孔径增大,下缘板出气孔流

量增大,尾缘出流比减小;下缘板出气孔孔形和孔

位置的变化对从下缘板和尾缘出流的流量几乎没

有影响,所以尾缘出流比几乎不发生改变。

表2暋下缘板出气孔对尾缘出流比的影响

Table2暋Effectofholesizeonoutflowrate

影响出流比的出气孔项目 出流比

1.8 0.430

孔径/mm 1.4 0.548

1.0 0.701

1 0.430

形状 2 0.431

3 0.422

1 0.548

位置 2 0.550

3 0.551

2.4暋下缘板出气孔对尾缘侧内冷腔压力损

失的影响

总压系数反映了内冷腔内压力损失情况。孔

径、孔形状和孔位置对压力损失系数的影响分别如

图7~图9所示,其中X/L 为相对叶高位置,冷却

气由计算模型的上方(X/L=1)流向下方(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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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总压系数的从X/L=1到 X/L=0逐渐减小,
表示总压沿气流方向逐渐降低。总压系数曲线的

周期性波动是由于内冷通道内肋的周期性排布。

图7暋孔径对压力损失系数的影响

Fig.7暋Effectofholeradiusonpressureloss

图8暋孔形状对压力损失系数的影响

Fig.8暋Effectofholeshapeonpressureloss

图9暋孔位置对压力损失系数的影响

Fig.9暋Effectofholelocationonpressureloss

从图7~图9可以看出:下缘板出气孔孔径的

改变对内冷通道内压力损失影响最大,孔形改变对

压力损失几乎没有影响,孔位置改变对压力损失略

有影响,且集中在下缘板出气孔附近。

下缘板出气孔孔径改变,内冷通道冷却气流量

发生变化,由总压系数定义式可知,冷却气入口速

度越小,总压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图7中压力系数

曲线变化规律与之相符。下缘板出气孔孔径的改

变,对压力系数的影响越靠近出口越大,孔径越小,
冷却气速度在内冷通道内的衰减越明显,动压转变

为静压在非理想条件下并不是无损失的,因此速度

变化越剧烈,总压损失越大,靠近下缘板出气孔附

近的速度变化最显著。孔位置改变导致的总压系

数改变,主要是由于孔位置越靠近尾缘,冷却气从

下缘板流出的速度越快,压力损失也越大,但这种

影响较小。

2.5暋下缘板出气孔对尾缘侧内冷腔换热的

影响

不同下缘板出流孔孔径下双路出气涡轮叶片

内部冷却通道壁面压力面侧温度分布云图如图10
所示。

暋孔半径0.5mm暋暋暋孔半径0.7mm暋暋暋孔半径0.9mm

图10暋孔径对温度分布的影响

Fig.10暋Effectofholeradiusontemperaturedistribution

从图10可以看出:随下缘板出流孔孔径的增

加,冷却气体出流面积越大,流量越大,气流速度越

大,掠过肋时扰动加强,换热能力增强,内冷通道壁

面温度整体下降,温度变化最明显的区域为云图左

下方下缘板出流孔的上方区域,从354K 降低到

345K;随下缘板出流孔孔径的增大,尾缘内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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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压力面侧高温区的位置发生变化,温度最高的区

域从左下角尾缘溢流孔上方区域移动到右下角尾

缘溢流孔靠近叶根附近的区域,这主要是由于下缘

板出流孔孔径变化显著影响了内冷通道中冷却气

体靠近下缘板出口处的流量。此外增大下缘板出

流孔孔径使得整个高温区域的面积也显著缩小,还
改善了叶片热应力过大的问题,壁面中部等温线分

布曲线间隔越大,表示涡轮叶片的热应力越小。
不同下缘板出流孔孔形状下双路出气涡轮叶

片内部冷却通道壁面压力面侧温度分布云图如图

11所示,下缘板孔形状依次为圆形、跑道形和高宽

比更大的跑道形,三种孔形通流面积相等,意味着

尾缘内冷通道内冷却气体的流量可以近似认为

相等。

暋 暋孔形状1暋暋暋暋暋暋孔形状2暋暋暋暋暋暋孔形状3

图11暋孔形状对温度分布的影响

Fig.11暋Effectofholeshapeontemperaturedistribution

从图11可以看出:随下缘板出流孔的形状越

来越狭长,壁面中部靠上方区域的低温区面积越来

越大,左下方高温区的面积越来越小,右下方温度

最高的区域面积同样有所减小,说明壁面温度整体

上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冷却气体在尾缘内冷通道内

的换热效果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下缘板孔特性对

尾缘内冷通道总压损失系数的影响十分有限,几乎

未显示出差别,因此下缘板出流孔孔形越狭长,对
内冷通道壁面换热特性越有利,对涡轮叶片冷却越

有利,而流动阻力几乎没有变化。

不同下缘板出流孔孔位置下双路出气涡轮叶

片内部冷却通道壁面压力面侧温度分布云图如图

12所示。

暋 暋孔位置1暋暋暋暋暋暋孔位置2暋暋暋暋暋暋孔位置3

图12暋孔位置对温度分布的影响

Fig.12暋Effectofholelocationontemperaturedistribution

从图12可以看出:随着下缘板出流孔逐渐向

尾缘方向移动,叶根附近靠近尾缘的高温区温度降

低,但靠近弦中区区域的温度上升,内冷通道壁面

最高温度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且最高温度的区域面

积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三个不同位置的下缘板出

流孔通流面积相等,内冷通道内冷却气体的流量基

本一致,壁面温度分布发生变化是由于下缘板出流

孔位置变化导致内部流场分布发生变化,与流量无

关。通过调整下缘板出流孔位置,可以改善涡轮叶

片尾缘内冷通道壁面局部高温,进而提高涡轮叶片

的冷却效率,实现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升。
不同下缘板出气孔孔径对应尾缘内冷通道压

力面侧壁面径向平均换热系数沿叶高方向的分布

曲线如图13所示,可以看出:换热系数在入口处迅

速增大,在相对叶高为0.8左右达到最大,之后开

始下降;下缘板出气孔孔径越大,径向平均换热系

数越高,且换热系数曲线的周期性波动越明显。孔

径越大,内冷通道内冷却气流量越大,流速越快,冷
却气与壁面对流换热效果越好,换热系数越大。流

速越大,肋对冷却气流的扰动越大,周期性波动越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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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暋孔径对径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13暋Effectofholeradiusonaverageradial

heattransfercoefficient

不同孔形对应尾缘内冷通道压力面侧壁面径

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曲线如图14所示,可以看出:
孔形对换热系数基本上无影响。

图14暋孔形状对径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14暋Effectofholeshapeonaverageradial

heattransfercoefficient

不同孔位置对应尾缘内冷通道压力面侧壁面

径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曲线如图15所示。

图15暋孔位置对径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15暋Effectofholelocationonverageradial

heattransfercoefficient

从图15可以看出:冷却气从相对叶高为0的

流出孔位置的改变对出口附近的换热系数影响较

大,远离出口的区域几乎无影响。
不同尾缘溢流孔孔径对应压力面侧尾缘内冷

腔壁面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曲线如图16所示,
其中X/D 为压力面侧尾缘内冷腔壁面展向相对

位置。可以看出:越靠近弦中区,展向平均换热系

数越低,即展向相对位置从0到0.5,平均换热系

数逐渐增大;孔径对展向平均换热的影响在相对位

置约为0.6附近最大,在两侧影响略小;且影响规

律与径向平均换热系数基本一致,孔径越大,换热

系数越大,周期性波动叶越大,其原因也基本一致。

图16暋孔径对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16暋Effectofholeradiusonaveragelateral

heattransfercoefficient

孔形状对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如图17所

示,可以看出:孔形状对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基

本没有影响。

图17暋孔形状对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17暋Effectofholeshapeonaveragelateral

heattransfer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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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孔位置对应尾缘内冷通道压力面侧壁面

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曲线如图18所示,可以看

出:位置3换热系数在展向相对位置为[0,0.5]的
区间内最低,在(0.5,1]的区间内最高,结合图12
换热系数分布云图,孔附近高换热区随孔位置的变

化沿展向移动,导致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曲线发

生变化。可以通过设计孔位置来调整换热系数的

分布,从而改善涡轮叶片局部高温区。

图18暋孔位置对展向平均换热系数分布的影响

Fig.18暋Effectofholelocationonaveragelateral

heattransfercoefficient

3暋结暋论

(1)涡轮叶片下缘板出气孔的孔径对孔上游

内冷通道内流动换热影响最大,孔位置次之,孔形

几乎没有影响。
(2)涡轮叶片下缘板出气孔孔径增大,尾缘溢

流孔流量系数降低,且这种影响在叶中附近最大。
孔径对尾缘出流比影响显著,孔径越大,尾缘出流

比越小。
(3)涡轮叶片尾缘内冷通道内压力系数受下

缘板出气孔的孔径变化影响最大,孔径越小,冷却

气体在尾缘内冷通道内的压力损失越大,且这种影

响越靠近出气孔越明显。
(4)涡轮叶片尾缘内冷通道内换热系数对下

缘板出气孔的孔径变化极为敏感,孔径越大,换热

效果越好。孔位置变化对内冷通道内整体换热系

数影响不大,但可以改善局部换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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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座舱盖串级PID加温控制系统设计

张洋洋1,马春香2,陈伟2,杨蓓1,王云1

(1.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工程学院,南昌33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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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座舱盖加温加载试验台是验证飞机飞行时的气动加温和气动加载是否会引发座舱盖疲劳破坏的最有

效途径之一,但在设计与搭建试验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座舱盖表面温度场滞后和超调等问题。在交

流换热给座舱盖加温的背景下,对加温系统进行建模,分别给出串级PID调节器和加温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

并对控制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加温控制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加温过程中温度场滞后及超调的

问题,且灵敏度较高。

关键词:飞机座舱盖;加温系统;串级PID

中图分类号:V216.5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5.01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DesignofAircraftCockpitCoverHeatingSystemBasedonCascadePID

ZHANGYangyang1,MAChunxiang2,CHEN Wei2,YANGBei1,WANGYun1

(1.SchoolofAircraftEngineering,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Nanchang330063,China)

(2.AVICHongduAviationIndustryGroupLtd.,Nanchang330024,China)

Abstract:Thecockpitcoverheatingloadingtest灢bedisoneofthemosteffectivewaystoverifywhethertheaero灢
dynamicheatingandaerodynamicloadingwillleadtothefatiguefailureofthecockpitcover,however,inthe

processofdesigningandbuildingthetest灢bed,itisinevitabletoencountertheproblemssuchasthelagand

overshootofthesurfacetemperaturefieldofthecanopy.UnderthebackgroundofheatingthecabincoverbyAC

heatexchange,theheatingsystemismodeled,andthedesignschemesofcascadePID (Proportion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regulatorandheatingcontrolsystemaregivenrespectively,andthecontroleffectisanalyzed.

Theresultsshowthattheheatingcontrolsystemdesignedinthispapercaneffectivelysolvetheproblemoftem灢
peraturefieldlagandovershootintheheatingprocess,andisofhighsensitivity.

Keywords:cockpitcover;heatingsystem;cascadePID

0暋引暋言

航空器的工作环境与地面设备的工作环境存

在差异,因此,在航空器研发过程中必须通过航空

环境试验[1],以保证机载设备能够安全运行,从而

保障飞行员安全[2]。随着载人航空器的高速发展,
座舱盖受到的气动载荷、气动加温愈发强烈,可能

导致座舱盖在飞行过程中出现裂纹甚至发生疲劳



破坏[3]。为了模拟座舱盖在高空飞行环境中所受

的温度、压力载荷,建立座舱盖加温加载疲劳试验

台十分重要。
国内加温加载疲劳试验台有关座舱盖加温场

模拟的研究主要有:刘振侠等[4]针对特定型号的飞

机设计试验台,解决其温度超调的问题;徐长君

等[5]、王鑫等[6]分别研究了座舱盖加温均匀性上的

关键技术;李世武和刘珊[7灢9]在理论上采用热经济

分析对加温加载试验台进行了功耗调整,增加其热

经济效益。对于常规单闭环 PID 控制回路,由于

管道换热的延时性,当座舱盖外表面温度接近设定

值时,下游温度伺服曲线会出现很大程度的超调。
应对由温度场滞后带来的超调,吴相甫[10]通过模

糊 PID 控制进行改善;曹顺安等[11]通过Smith预

估器做前馈处理;盛娜等[12]采用 DMC灢PID 串级

控制解决了焦炉加热系统温度滞后的问题,并通过

仿真验证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对于座舱盖加温模拟系统,俄罗斯采用辐射加

温的控制形式,控制对象为红外灯管的辐照强度,
其存在温度载荷谱难以控制、温度场的均匀性难以

满足的缺点;美、法主要采用交流换热的形式,控制

对象为对气体加温的功率,但同样存在温度场根据

任务要求反应不灵敏和控制效果滞后的现象。
针对温度场这一典型大惯性环节控制难的问

题,本文在座舱盖加温系统采用交流换热的基础上

再采用内外环 PID串级控制方案,内环 PID 调节

器控制风道加热器的输出功率,外环 PID 调节器

控制系统温度,并通过真实试验实际解决加温试验

中被控点温度对加温任务曲线反应不灵敏和温度

场滞后带来的温度超调问题。

1暋加温系统建模

试验台的加热方式已经趋于成熟,要解决加热

灵敏度不足和温度超调的问题还需要从控制入手。
分析加温系统模型,针对模型进行可靠控制器设

计,再应用于实际试验台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飞机 座 舱 盖 加 温 试 验 系 统 使 用 已 有 的

0.8MPa气 源 向 座 舱 盖 表 面 供 气,气 路 经 过

120kW风道加热器进行加热,加热器功率受可控

硅控制,如图1所示。加热系统采用风道加热器对

气体进行加热,通过平行射流的方式(图中简化为

直接喷气)对座舱盖表面进行加热,流进加温系统

中的加热后的气体通过热传递使座舱盖外表面升

温,传递热能后的气体通过保温层开口排出。

图1暋加热系统结构图

Fig.1暋Heatingsystemstructurediagram

图1中,Q0 为加热器产生的热量,为可控变

量;Q1 为长管道散热;Qc 为经过散热后给座舱盖

加温的热量;Q2、Q3 依次为气体带走的热量和保温

层散热;Q4 为保温层内气体的热量。单位都为焦

耳(J),Q4、Q2 部分的气体温度可以近似相同。
对加热系统进行特征分析,得到以下特点:栙

座舱盖上的任意位置温度,在加热过程中都随时间

升高,且只和控制量Q0 和环境温度te 有关(设系

统各部分导热系数为常数),单位为摄氏度(曟);栚
保温层内包围座舱盖的气体温度在加热过程中始

终高于座舱盖温度,使得座舱盖不具备对外进行热

辐射的条件,因此只需要考虑热对流和热传导的影

响;栛座舱内根据试验要求保持常温,可以认为座

舱的温度集中在外表面,内部热阻远小于外部热

阻。根据上述特征可以判断加热系统的加热过程

属于非稳态导热中的瞬态导热,且满足集总参数法

的使用条件。
根据集总参数法,将系统认为是一个“零维问

题暠,座舱盖外表面温度与其坐标位置无关,某一微

分时间d氂的导热速率只与加热气体和座舱盖发生

的热对流有关,即:

氀cV
dT
d氂=hA(T气 -T) (1)

式中:氀、c、V 分别为表征座舱盖密度(kg/m3)、比
热(J/(kg·曟))和体积(m3)的基本物理量;A 为

加热气体与座舱盖外表面之间的有效接触面积

(m2);h为对流表面传热系数(W/(m2·曟));T气

为发生热交换时的气体温度(曟),与Q4、Q2 部分

的温度相同;T(曟)为这一微分时间的座舱盖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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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曟)。
对加热系统使用能量守恒可知,用于加温的能

量Qc 在加热过程中被分成了Q2、Q3、Q4 和座舱盖

温度四个部分,即:

Qc=氀cVT+Q2+Q3+Q4 (2)
为了简化问题,且Q3 作为保温层温度泄漏量

不大,将Q3 部分的热量忽略不计,同时,由于最后

探究的关系是加热功率和当前温度之间的关系,式
(2)两边同时对时间微分d氂求导,则可写成如下形

式[13]:

Q曚
c=氀cV

dT
d氂+Q曚

2+Q曚
4 (3)

即:

Q曚
c=氀cV

dT
d氂+ c气m·气T气 +c气M气

dT气

d
æ

è
ç

ö

ø
÷

氂 +

氀气c气V气
dT气

d氂
(4)

式中:氀气 、c气 为气体的密度和比热;m· 气 为Q2 部分

流出气体的质量流量(kg/s),由于阀门开度一定,

Q2 是一个常量;M气 为时间d氂内流出保温层的总

质量(kg),若时间微分d氂取为1s,则 M气 =m· 气 ,
为常量,且由于温度本身的滞后性,认为d氂取为

1s时间内温度不变;V气 为 Q4 部分的气体体积

(m3),也是保温层和座舱盖之间的容积,是常量。
联立式(1)和式(4),消去T气 ,可得可控量Qc

和当前温度T 之间的关系为

Q曚
c=c气m·气T+ 氀cV+c气m·气氀cV

hA +c气m·气 +氀气c气Væ

è
ç

ö

ø
÷气
dT
d氂+

(c气m·气氀cV+氀气c气V气氀cV)
hA

dT曚

d氂
(5)

暋暋将常数项以简单字母表示,可令:

A=c气m·气

B= 氀cV+c气m·气氀cV
hA +c气m·气 +氀气c气Væ

è
ç

ö

ø
÷气

C=
(c气m·气氀cV+氀气c气V气氀cV)

hA
即有:

Q曚
0-Q曚

1=AT+BT曚 +CT曞 (6)

式中:T 为被控量;Q曚
0 为风道加热器功率,A、B、C

为常数系数;由于系数中包含的导热系数等实际中

难以测量,可根据试验数据进行系统辨识,近似获

得A、B、C的数值。

式(6)中所有的控制和被控量都是时间的函

数,考虑到温度传递性质本身具备的滞后性,设滞

后时间为氂1,则式(6)可写成如下形式:

Q曚
0(氂-氂1)-Q曚

1(氂-氂1)=

AT(氂)+BT曚(氂)+CT曞(氂) (7)

根据拉氏变换,可得传递函数:

G(s)= T(s)
Q曚

0(s)-Q曚
1(s)= s

Cs2+Bs+Ae
-氂1s (8)

2暋串级PID调节器设计

2.1暋调节器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PID调节器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是输入设定

值时,通过调节输出执行机构的功率,将误差缩小

到一定范围,并保持稳定。系统中的执行机构是控

制风道加热器功率的可控硅。实际应用中,由于采

样时间不是连续的,在采样间隔足够短的情况下,

通常用累加表示积分部分,差商表示微分部分,得
到如下表达形式[14]:

u(k)=KPe(k)+KI暺
k

i=0
e(i)+KD

e(k)-e(k-1)
T

(9)
式中:u(k)为采样周期下的系统输出,对应加温系

统中的输出功率;e(k)为采样周期下的调节量与目

标值的差值,对应系统中采样周期下的当前温度和

设置温度的差值;KP、KI、KD 分别为系统的 PID
参数;T 为采样周期。

对于常规的单闭环 PID 控制回路,由于管道

换热具有一定的延时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控制效

果滞后的情况。当座舱盖外表面温度接近设定值

时,风道加热器出口温度由于持续加热将超过设置

温度很多,导致测点温度达到设定值时,由于上游

加热器出口温度过高,依然存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换

热,致使下游温度的伺服曲线跟随会出现很大程度

的超调。本文根据实际导致控制大滞后的原因,即
由于风道加热管道过长,导致管路出口温度和测点

温度温差过大,设计串级 PID 调节器来解决升温

过程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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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暋调节器设计

串级PID控制是采用两个PID调节器串联使

用,第 一 个 PID 的 输 出 作 为 第 二 个 PID 的 输

入[15],串级控制的系统控制框图如图2所示。

图2暋串级PID控制方案

Fig.2暋CascadePIDcontrolscheme

暋暋内环PID调节的作用是直接改变风道加热器

的输出功率,外环PID改变内环PID的设定温度,

SV1 表示试验要求的温度设定值,SV2 表示用于控

制输出功率的设置值,其控制规则为:
(1)升温阶段,当外环PID接收到测点温度和

SV1 时,外环PID调节器计算出一个增益K,并以

SV2=SV1暳K 作为内环PID的设定值,使得内环

PID调节器的设定值SV2 明显大于试验设定的值

SV1,从而保证升温过程中的升温速率。
(2)升温末段,当测点温度接近设置温度时,

内环 PID 以加热器出口温度作为闭环反馈,当测

点温度接近SV1 时,外环 PID输出一个很小的增

益,使得SV2 接近于SV1,从而保证出口温度不会

超过设定值很多,达到减小超调的目的。
(3)稳温阶段,当加热阶段结束,测点温度接

近于SV1 时,外环PID输出值K曑1,使得测点温

度、设定温度SV1 以及加热器出口温度,三点温度

相等(实际试验由于长管道散热Q1 存在,加热器

出口温度会略高于设定温度),保持温度稳定。

3暋加温系统温度控制的实现

3.1暋控制器的仿真实现

试验控制系统最终在 LabVIEW 虚拟仪器平

台上完成,LabVIEW 平台提供的 MIT(ModelIn灢
terfaceToolkit)模块是一种模型接口工具包,可以

将不同软件环境中的仿真模型和控制算法集成到

LabVIEW 中,目 前 支 持 15 种 仿 真 环 境,包 括

MATLAB/Simulink仿 真 环 境[16]。设 计 阶 段 在

Matlab中的Simulink模块中建立仿真模型,并针

对模型设计相对应的串级PID调节器。

通过对控制系统进行控制效果仿真,反复调节

串级控制器内外环参数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根据

系统仿真的结果,利用 Matlab中CodeGeneration
指令可将串级控制器的部分转换为 LabVIEW 平

台所能调用的dll文件,即动态链接库。LabVIEW
平台则通过 MIT模块调用动态链接库,完成跨平

台开发。

3.2暋控制系统结构

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如图3所示,加温系统的硬

件架构包括上位机的电脑主机,座舱盖上的温度传

感器和加温设备,以及管道和气动阀门组成。系统

采用加热空气进行热交换的方式加热座舱盖表面,
通入风道加热器的气体受气动控制阀控制,气动控

制阀能接收模块输出的4~20mA信号,对应输出

阀门开度从全关到全开,由于座舱盖外的保温层与

座舱盖之间不构成密闭环境,气动加温系统不会改

变座舱盖外受载情况。风道加热器电源由交流接

触器控制,通过继电器模块可以远程控制交流接触

器线圈的通断,进而实现上位机对风道加热器的供

电控制。

图3暋控制系统硬件结构

Fig.3暋Hardwarestructureofcontrolsystem

120kW 的风道加热器在实际安装时被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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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组40kW 加热器,其目的是在升温到某一阶

段时,能以最快方式将加热器功率降低,防止温度

过度超调。
座舱盖表面均匀分布有22个 T型热电偶,用

于数据的实时监控和温度的控制。控制温度的直

接执行结构是风道加热器,风道加热器受电流调整

器(即可控硅)控制,可控硅接收4~20mA的模拟

量信号,控制加热器工作功率从0到100%变化。
软件结构如图4所示,在 LabVIEW 平台下,

运用 LabVIEW 特有的图形 G 语言进行程序设

计,实现控制系统数据采集、远程通/断电设置、数
据保存以及错误报警等功能。下位机通过 NI数

据采集卡采集传感器数据,采样速率为300Sps,即

1s采样3次,通过光纤板卡将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试验要求先行通气,再对加热器进行操作,目的是

防止风道加热器干烧,造成设备损坏;同时,程序还

能够满足故障报警要求,在加热器出口设置报警,
防止过高的温度吹入座舱盖。

图4暋控制软件流程图

Fig.4暋Flowchartofcontrolsoftware

4暋控制效果分析

为了方便显示,本文将试验中22个座舱盖表

面的测点温度取平均值,与常规的单闭环 PID 控

制器做比较,结果如图5所示。
串级PID调节器在抑制系统温度超调时具有

很大优势,主要原因是串级 PID 在调节过程中将

风道加热器出口温度设计进入闭环,通过出口温度

影响加热器输出功率;而普通单闭环PID调节时,
只能以测点温度作为唯一被调量,导致温度接近设

置温度时,出口温度已远超设定温度,从而导致系

统控制效果超调。

图5暋控制方案对比

Fig.5暋Comparisonofcontrolschemes

本次试验的任务曲线要求为:每分钟升温不低

于10曟,最后将温度稳定在(50暲2)曟的范围内。
从图5可以看出:串级控制对温度任务设置更为敏

感,反应速度快,且超调量较少。串级控制起始位

置过高的原因是压缩气源处提供的压缩气体温度

高于室内温度,压缩气体进入后使得保温层内温度

升高。

5暋结暋论

(1)由于送气管道过长,常规单闭环PID调节

器持续大功率输出会导致上游加热器出口温度过

高,超调量过大的问题。本文以飞机座舱盖为加温

对象设计的加温控制系统,有效解决了该问题;同
时还解决了由于加温试验本身性质导致的控制量

反应滞后的问题。
(2)通过串级控制的方式,能很好地改善系统

控制的灵敏程度,使系统尽快进入到加温阶段。
(3)在抑制超调方面,内外环的串级方式能考

虑更多影响因素(例如加热出口温度),从而改善控

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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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根据我国海军当前的发展需求,针对舰载机飞行员及相关技术保障人员匮乏这一问题,设计搭建一套

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阐述搭建该训练平台的核心目的及其基本功能,结合飞行控制系统和电传控

制的基本原理,介绍平台的具体组成结构以及各个组成装置的原理及功能。实际应用表明:该飞行控制模拟训

练平台可用于飞行控制专业的相关原理教学和模拟操作训练,达到服务教学训练、促进科学研究、保障部队实

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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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currentdevelopmentneedsofChina暞snavy,inviewoftheshortageofcarrierbased
aircraftpilotsandrelatedtechnicalsupportpersonnel,asetofcarrierbasedaircraftflightcontrolsimulation
trainingplatformisdesignedandbuilt.Thecorepurposeandbasicfunctionsofthetrainingplatformareex灢
pounded,andthespecificstructureoftheplatformandtheprincipleandfunctionofeachcomponentdevicecom灢
binedwiththebasicprinciplesofflightcontrolsystemandflybywirecontrolareintroduced.Thepracticalap灢
plicationshowsthattheflightcontrolsimulationtrainingplatformcanbeusedforflightcontrolrelatedprinciple
teachingandsimulationoperationtraining,whichcanmeettherequirementsofservingteachingandtraining,

promotingscientificresearchandensuringactualcombatoftr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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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我国海军“走向深蓝暠战略的深化实施,航
空母舰作为海军走向远海大洋的首要利器,重要性

不言而喻,而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主要攻防武器,
其战斗力的发挥效果直接影响了航空母舰的作战

效能。因此,对舰载机飞行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的培养和训练十分重要,尤其是相关院校,若能充

分发挥教学作用、提升训练品质,培养出优秀的舰

载机飞行员和装备维护保障人员,必将对未来我国

航母形成实质战斗力打下坚实基础[1]。为了提高

飞行员和保障人员的训练质量、加快培养进程、保



证舰载机安全起降和发挥战斗力,亟需搭建高水平

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2灢3]。
国外有关飞行模拟器的研究起步较早,例如,

T.L.Alfred[4]通过搜索收集信息,介绍了飞行模拟

的历史及飞行模拟器实现飞行员训练的相关功能;

A.S.J.VanHeerden等[5]开发了一种具有俯仰和横

滚两个自由度的运动平台驱动系统,可用于本科生

的工程培训;J.L.Bouthillier[6]设计出一种易实现且

低成本的三自由度飞行模拟运动平台,并介绍了该

平台的优缺点和应用情况;S湨rgioRonaldoBarros
dosSantos等[7]利用专用微处理器和 X灢Plane飞行

模拟器组成测试平台,进行了飞机纵向控制系统的

设计、仿真和实时实现;G.K.Sagoo等[8]利用西弗吉

尼亚大学的飞行模拟器功能,让飞行员在六自由度

的运动飞行模拟器中进行操纵测试,以评估F灢15飞

机的故障检测、隔离和识别系统的性能。
近年来,国内对模拟飞行训练装置的开发设计

也逐渐兴起。例如,张沛帆[9]设计了基于 Vega灢
Prime视景驱动的某型运输机飞行模拟训练器;王
志乐等[10]利用 HLA分布式仿真技术,基于 COM
组件与PLUGIN 设计了分布式交互飞行虚拟仿真

训练平台,可用于桌面级仿真训练软件和中小型飞

行训练器的快速开发;张兵强等[11]基于虚拟仿真

技术开发了航空类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以供飞行学

员进行主战机型的空中模拟飞行操作实验和教学

体验飞行;郑嘉铭等[12]基于 MATLB 和 Flight
Gear平台,改进了某型国产飞行训练装置。

但已有研究尚缺乏针对舰载机机型的适配建

模,而且大多是单纯对飞行环节进行仿真模拟,难
以适用于机务保障人员的培养和训练。为此,本文

设计搭建一套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阐述

该平台的基本功能与原理,详细介绍其组成结构以

及各个组成装置的原理及功能,并通过实际应用验

证该平台的使用优势。

1暋基本功能

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具备三大基本

功能:实验教学功能、科学研究功能和为部队服务

的功能。旨在保障技术人才的教学训练,支撑先进

理论的科学研究以及满足服务部队的实战需求;为
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控制相关专业的装备保障服

务提供验证平台;为海军机关飞行控制系统、着舰

控制系统以及相关专业装备的研究、论证决策等提

供技术支持[13]。
其中,实验教学功能指理论层面的综合控制原

理教学,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的模拟驾驶训练和维护

技能训练:主要提供自动飞行控制原理、电传控制

系统原理、主动控制技术原理、下滑着舰控制原理、
自修复飞行控制原理和自动攻击导引相关原理的

教学实验;还可提供舰载机空中飞行模态的仿真、
视景反馈和地面模拟检测、故障排查的功能。实现

空中飞行驾驶和下滑着舰操纵等模拟训练,以及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包括电传控制系统)的通电检查、
性能调整、故障模拟与排除等操作技能的训练[14]。

科学研究功能包括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控制律

研究、自动着舰控制方法和着舰引导控制律研究、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安全性和鲁棒性研究、飞行综合

控制技术研究和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控制品质研究。
本文搭建的训练平台可以为上述技术方法的研究

提供仿真模拟环境和演示验证试验平台[15]。
为部队服务功能则包括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

着舰引导控制系统的故障模拟排查及性能分析。
可以模拟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电传控制系统和着舰

引导控制系统的空中故障状况并进行故障重现和

影响分析,对部队实际装备发生的疑难故障进行复

现,以便研究分析其成因及解决办法。

2暋基本原理

本文设计搭建的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

台,其实质是一套“人在回路暠的舰载机飞行控制半

物理仿真系统,不仅具备舰载机飞行仿真模块,还
配置了电传系统模拟装置和舵面模拟装置等模块,
能够实现舰载机飞行控制系统地面通电、性能调

试、故障模拟与排除的课程实践及电传控制、着舰

引导控制、自修复飞行控制等先进控制技术的实验

教学,适应舰载机飞行员及飞行控制系统相关装备

保障人员岗位任职培养的需求。
训练平台的核心功能体现了自动飞行控制系

统和电传控制系统等的基本原理,在飞机飞行控制

系统中,是通过舵回路根据飞行控制指令自动驱动

飞机操纵面,改变飞机气动受力,调整飞机运动状

态,达到自动飞行控制的目的。早期的控制回路主

要是通过机械操纵进行传动,存在很多缺点,因此

出现了利用反馈控制原理,将飞行器的运动作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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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参数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电传操纵系统。
典型单通道电传操纵系统主要由杆位移传感器、飞
行控制计算机、舵机及其作动器、飞机运动状态传

感器、控制/显示接口装置等组成。飞行员的杆操

纵信号、飞机运动状态信号和控制面作动器位置信

号全部通过电信号传递。电传操纵系统能够快速、
准确地处理飞控计算机产生的控制面偏转角指令

并以电信号的形式传送给控制面伺服作动器。控

制面伺服作动器根据飞行员的指令信号与相应传

感器测得的飞机运动状态之间的偏差进行飞行控

制,驱动相应的控制面运动并使飞机能够快速、平
稳地跟踪飞行员的指令。

而在舰载机着舰过程中,因所处环境复杂、要
求精度高、操作难度大,仅靠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

电传控制系统难以平稳、快速地实施着舰,故还涉

及自动着舰引导技术、甲板运动补偿技术、舰尾流

抑制技术、自动油门控制系统以及全自动着舰引导

技术等[16灢17]。

3暋组成结构

基于自动飞行控制的基本原理,训练平台模拟

系统的飞行仿真模块以飞行员的操纵指令、模拟故

障参数和数据采集传输模块所获取的信息等作为

输入,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信号通信技术和数据

库管理技术等,依据飞行动力学的理论和数据及飞

行控制学原理,使用实时的4阶龙格-库塔法解算

飞机的运动状态和运动轨迹,通过电传控制系统模

拟装置传递控制信号,以视景显示模块、虚拟仪表

模块以及舵面模拟装置等作为模拟数据输出,实现

对现实飞行环境的模拟仿真,既能实时反馈解算飞

行运动参数又能同步驱动舵面模拟装置产生相应

的舵面偏转,以供学员直观地感受、学习并且进行

实际操纵训练。其简单的结构原理如图1所示。

图1暋舰载机飞行仿真模块结构图

Fig.1暋Structurediagramofcarrier灢basedaircraft

flightsimulationmodule

在进行着舰过程仿真时,需由舰面运动引导仿

真模块来仿真舰船的运动和航母甲板的运动,由着

舰环境仿真模块来模拟舰尾流的信息,由精密着舰

引导雷达系统产生着舰距离和偏差并且规划期望

着舰轨迹。基于着舰环境信息和着舰引导律,由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和自动油门控制系统所组成的综

合控制系统根据预设的自动着舰控制律输出控制

信号,在与人工操纵信号融合后,经由电传控制系

统控制舵面和发动机,保证舰载机下滑时的迎角和

速度恒定并能沿着期望的下滑轨迹进近着舰。自

动着舰控制系统的原理如图2所示[18灢19]。

图2暋自动着舰控制系统原理图

Fig.2暋Diagramoftheautomaticlandingcontrolsystem

甲板运动参数、舰尾流模型、环境模型参数以

及着舰引导参数均由数据采集传输模块收集,通过

数据传输单元输送给数据库管理系统,同时还包括

飞行状态参数、驾驶操纵参数、控制设置参数等。
数据采集传输模块结构如图3所示。

图3暋数据采集传输模块结构图

Fig.3暋Structureofdataacquisitionand

transmissionmodule

训练平台的硬件架构由舰载机飞行控制半物

理飞行仿真系统、地面检测设备模拟装置、交联信

号模拟器、控制与故障设置台等组成,各组成部分

结构关系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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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原理结构图

Fig.4暋Diagramofthecarrier灢basedaircraftflightcontrolsimulationtrainingplatform

暋暋平台实际整体布局如图5所示,其中飞行控制

半物理飞行仿真系统是仿真训练和模拟操作的主

体,地面检测设备模拟装置用于进行舰载机飞行控

制系统地面通电、性能调试操作的教学训练,交联

信号模拟器用于各类模拟信号的产生和综合,控制

与故障设置台可以实现实验项目管理、机型管理和

电源控制等任务,还可以人为设置空中或地面故障

情况,分析故障影响并进行应对操作的训练[20]。

图5暋舰载机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整体布局图

Fig.5暋Layoutofthecarrier灢basedaircraftflightcontrol
simulationtrainingplatform

3.1暋舰载机飞行仿真系统

舰载机飞行仿真系统包括舰载机飞行仿真模

块(三通道投影视景显示、模拟座舱、人感系统模拟

装置等)、电传控制系统模拟器、自动飞行控制系统

和舵面模拟装置。

3.1.1暋飞行仿真模块

利用舰载机飞行动力学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技

术,采用半物理实时仿真,实现模拟飞行操纵,飞行

仿真系统具有逼真的座舱显示和杆操纵系统。飞行

模拟器配有模拟座舱,座舱仪表显示功能采用虚拟

仪表实现,驾驶杆、油门杆和脚蹬配置人感模拟系

统,操控特性与真实舰载机基本一致,采用三通道视

景显示系统实现舰载机飞行或着舰过程的场景画面

显示,舰载机飞行仿真装置硬件组成如图6所示。

图6暋舰载机飞行仿真装置硬件组成示意图

Fig.6暋Diagramofthehardwarecompositionofthe

carrier灢basedaircraftflightsimulation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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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座舱用来实现飞控系统的操控和检测功

能以及飞行或检测状态信息显示,由驾驶系统模拟

装置、人感模拟系统、虚拟仪表显示屏组成。

驾驶系统模拟装置壳体采用复合材料模具成

型,外观精致牢固,移动方便。座椅符合人体学设

计,座椅安装平台可前后移动。驾驶系统模拟装置

和人感模拟系统可以实现模拟杆力和配平功能,油
门杆系统采用悬挂式双发油门,操控特性与实战飞

机基本一致。

仿真计算机和数据库管理计算机能够满足飞

行仿真的实时性、数据管理容量的要求。模拟座舱

还包括飞行控制系统所需的控制显示装置,模拟座

舱系统结构如图7所示。

图7暋模拟座舱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7暋Diagramofthesimulatedcockpitsystem

3.1.2暋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模拟器

舰载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用实装试验件实现

半物理实时仿真。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相关控制部

件的模拟装置采用与真实装备一致的输入/输出信

号,满足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的实验需求,可实现舰

载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模态模拟、控制律分析、性
能分析和故障模拟,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模拟器的硬

件结构如图8所示,包括自动飞行控制计算机(或
模拟装置)、自动飞行控制盒模拟装置、飞控调效逻

辑控制盒模拟装置和传感器模拟装置。自动飞行

控制计算机模拟装置接收来自传感器模拟装置、电
传控制系统模拟器以及交联信号模拟器的信息,根
据操作员通过自动飞行控制盒、地面检测设备和控

制与故障设置台等给定的操纵量和输入指令,自动

飞行控制计算机模拟装置进行模态转换逻辑和控

制律解算,形成控制信号,经数据通信总线传递给

电传控制系统模拟装置,控制舵面模拟装置运动,

并完成对姿态和航迹的控制。

在进行着舰过程模拟时,自动着舰仿真模块可

以采用进场动力补偿(APC)技术、甲板运动补偿

与预估技术、着舰引导跟踪雷达噪声抑制技术、舰
尾气流扰动抑制技术以及舰载机复飞决策技术等

对舰载机自动着舰控制系统进行模拟,完成对舰载

机着舰导引控制、综合飞行/推进控制、进场/着舰

飞行管理控制理论的实验研究。

图8暋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模拟器硬件结构图

Fig.8暋Diagramofhardwarestructureofthe

automaticflightcontrolsystemsimulator

3.1.3暋舵面模拟装置

在实际飞行中,飞行控制系统通过控制飞机的

舵面来调整飞行状态,在地面通电检查、故障分析

和控制律重构等实验中需直接观察舵面偏转情况

并要求能够设置舵面卡死故障,因此舵面模拟装置

应能够模拟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前翼、襟副翼的偏

转,在驾驶杆进行操纵时,使学员能够直观地观察

舵面状态的变化或研究舵面故障情况。舵面模拟

装置由电传控制系统模拟器驱动,其结构如图9
所示。

图9暋舵面模拟装置结构图

Fig.9暋Structureofthecontrolsurfacesimulation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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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暋交联信号模拟器

交联信号模拟器能够模拟电传控制系统、自动

飞行控制系统和着舰引导系统所需的各种交联信

号,包括惯导系统、大气数据系统、任务系统等产生

的飞行状态数据以及控制偏差信号。利用 A/D转

换、总线数据生成技术,完成电传控制系统与自动

飞行控制系统的信号激励[21]。

3.3暋控制和故障设置台

利用控制和故障设置台完成训练平台各模块

的管理、控制以及故障模态设置,控制台实现实验

项目管理、机型管理和电源控制等任务,分为电源

控制单元和教员实验控制单元两部分。电源控制

单元主要完成实验系统的主电源控制、交流电源相

序的测量、二次电源的产生和测量、电源故障的告

警等任务。教员实验控制单元主要完成实验系统

任务控制,对各类数据的传输、分析和管理,实验和

训练效果的评估等任务[22]。

4暋实现与应用

依照所设计的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编写飞

行驾驶模拟和舰基起降操纵模拟程序,并搭建、连
接各硬件设备。平台完整建成后的主体如图10所

示,图中栙为三通道投影视景显示屏;栚为综合模

拟座舱;栛为舵面模拟装置;栜为实验中控机柜。

图10暋飞行控制模拟训练平台实物图

Fig.10暋Flightcontrolsimulationtraining

platformphysicalgraph

本文设计的模拟训练平台实际使用过程中的

实时仿真场景如图11所示,其可作为舰载机飞行

员进行着舰操纵训练的模拟器,其中由舰载机飞行

仿真系统模拟飞机驾驶视景,系统中的航空母舰模

拟场景如图12所示;此外还可以用于控制律设计

的半物理仿真验证,例如,试验舰载机着舰鲁棒控

制的实际仿真效果如图13所示。

图11暋模拟训练平台实时仿真场景图

Fig.11暋Real灢timesimulationscenegraphof

trainingplatform

图12暋航空母舰模拟场景

Fig.12暋Aircraftcarriersimulationscene

图13暋舰载机着舰鲁棒控制仿真效果图

Fig.13暋Simulationeffectdiagramoflandingrobustcontrol

平台建成后,现已应用于飞行控制及相关专业

学员的《飞行控制原理》《电传控制系统》等课程的

实验教学和模拟实操训练,每门课程根据培养目的

安排2~3次实验课,使课堂教学更具开放性、趣味

性,优化了学员对专业知识的理性认识和直观感

受。同时也为研究生学员进行控制律原理设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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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仿真验证平台,改善了培养条件,丰富了训练

手段,提高了教学效果,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5暋结束语

本文设计搭建的舰载机飞行控制系统模拟训

练平台是解决舰载机飞行员及相关技术保障人员

匮乏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符合我国海军当前的发

展需求。使用该平台进行飞行控制专业相关原理

的教学及模拟操作训练,不仅能加快飞行员及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进度、提升训练质量,还可以

为新型战机飞行控制系统的改进性研究、舰载机着

舰引导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新理论的研究提供实验

平台。但该训练平台的功能尚不完善,仍有很多需

要改进的问题,例如未来可引入虚拟现实(VR)技
术,通过给模拟座舱加配机械臂来实现4D效果的

模拟飞行体验,为学员模拟操作训练提供更逼真的

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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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关键部位损伤程度的研究是民航领域关注的新型热点问题。本文首次提出采用

火箭橇试验评估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的安全性。通过对碰撞速度、碰撞位置、无人机姿态、参数测量等进行研

究,设计碰撞技术方案,论述火箭橇的设计、弹道控制设计、强度校核和测试方案,并进行试验验证和仿真计算。

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火箭橇碰撞试验方案是可行的,实现了单一弹道上的连续多点碰撞及多视角、全覆盖、高

稳定的全过程记录;可为后续开展同类碰撞试验提供必要的技术参考,所开展的多发次碰撞试验也为无人机碰

撞民用飞机的安全性评估提供了有效的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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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BasedonRocketS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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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earchonthedamagedegreeofthekeypartsofcivilaircraftimpactedbyUAVisanewhotis灢
sueinthefieldofcivilaviation.ItisthefirsttimethatrocketsledtestisproposedtoevaluatethesafetyofUAV

collidingwithcivilaircraft.Throughtheresearchoncollisionspeed,collisionposition,UAVattitudeandpa灢
rametermeasurement,thetechnicalschemeofcollisionisdesigned,andthedesignofrocketsled,trajectory
controldesign,strengthcheckandtestschemearediscussed,andthetestverificationandsimulationcalculation

arecarriedout.Theresultsshowthat:therocketsledcollisiontestschemedesignedinthispaperisfeasible,

whichcanrealizecontinuousmulti灢pointcollisiononasingletrajectoryandrecordthewholeprocessofmultian灢
gle,fullcoverageandhighstability.Itcanprovidethenecessarytechnicalreferenceforthesubsequentsimilar

collisiontests,andthemultipleimpacttestsalsoprovideeffectivetestdataforthesafetyevaluationofUAVcol灢
lisionwithcivil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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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近年来,随着消费级无人机的普及和其数量剧

增,无人机“黑飞暠现象频发,严重危及航空安全和正

常航班的运行[1],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造成破坏损

伤程度的研究成为民航领域关注的新型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针对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的安全性

研究主要有:吴志坚[2]利用有限元分析,对碰撞客机

关键部位的损伤情况作出分析;王永虎等[3]通过

ABAQUS软件,对比分析了无人机撞击机翼与鸟撞

机翼,得出无人机撞击飞机比鸟体撞击飞机更具破

坏性的结论;于清媛[4]和高扬等[5]通过改进 Event
碰撞模型,得出不同情况下的碰撞风险;邓力[6]研究

了不同类型无人机与民航客机的碰撞概率。
国外,针对无人机撞击民用飞机的问题,FAA

无人机安全研究联盟认为,无人机的刚性结构及质

量集中的部分,例如电池、摄像头、电机等对飞机结

构的损坏比柔性的鸟要严重[7],但研究时可以借鉴

比较成熟的鸟撞案例[8];J.Lai等[9]参考飞鸟撞击位

置,采用有限元分析法对无人机撞击客机进行了数

值模拟;K.Schroeder等[10]将无人机等同于相同质

量的鸟体来分析碰撞的损伤,但这一思路的合理性

仍需进一步验证;文献[11]介绍了一个模仿无人机

物理特性的弹体,通过压缩空气以一定的速度射出,
但未考虑无人机的锂电池,锂电池如果在发动机的

燃烧室中,则很容易燃烧,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综上,国内外已在无人机与民用飞机碰撞的安

全性分析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但主要是在鸟撞研

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数值模拟和试验,虽然得到了一

些有价值的物理现象和规律,但有些结论只能从表

面上进行猜测和推测,一直缺乏全面、系统性的碰

撞试验验证。
火箭橇试验是介于实验室与全尺寸飞行试验

之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地面试验,其采用不同的火

箭发动机组合作为推进动力,主要模拟飞行时的动

态环境,以解决飞机、导弹、宇航飞行器等在研制中

有关高速度和高加速度的技术问题[12],能够为无

人机碰撞民用飞机的安全评估提供一种全新的试

验方法。
本文基于火箭橇试验平台对无人机碰撞民用

飞机的破坏损伤开展试验技术研究,针对无人机与

民用飞机碰撞工况的复杂性、随机性及火箭橇试验

高昂的成本和苛刻的试验要求,为了系统、逼真地

模拟无人机与民用飞机碰撞的工况,通过对碰撞速

度、碰撞位置、无人机碰撞姿态、参数测量等进行研

究,设计出适用于火箭橇试验的无人机与民用飞机

碰撞技术方案;对设计的火箭橇进行结构有限元刚

度、强度分析和弹道仿真计算,并完成10个工况的

火箭橇试验,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价分析。

1暋试验技术状态

根据某型飞机和大疆系列无人机的真实性能

数据,参考鸟撞试验方法,确定技术状态如下。

1.1暋试验件

采用某型民用飞机机头及平尾段,真实模拟和

分析碰撞的危害性。
选用大疆系列无人机。参考鸟撞适航规章[13]

和民航局对无人机的注册管理规定,选用0.30、

0.73、1.30、3.50kg四个质量型号的无人机进行

碰撞试验。

1.2暋碰撞速度

FAAPart107规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得高

于400ft(120m)[14],大疆公司的无人机限飞高度

为500m。按某型民用飞机运营的速度包线,120
m 高度对应的速度为96m/s,500m 高度对应的

速度为122m/s,考虑到10000ft以下运行速度

250kn(1kn=1.852km/h)的限制,选择这3个工

况下的速度为试验速度。无人机最大水平飞行速

度统一为20m/s,碰撞速度如表1所示。

表1暋碰撞速度

Table1暋Collisionspeed

民用飞机

飞行高度

民用飞机飞行

速度/(m·s-1)
无人机速

度/(m·s-1)
碰撞速度/
(m·s-1)

120m 96 20 116

500m 122 20 142

10000ft 131 20 151

1.3暋碰撞位置

通过动态仿真分析,确定风挡的中间点和边角

点、机头承力梁和平尾中点为薄弱部位,作为碰撞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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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暋无人机姿态

无人机姿态有悬停和悬挂,为了保证碰撞位置

的精确控制,采用悬挂的方式。
无人机悬挂时,既要保证其能稳定地挂在预定

碰撞点,又要保证在碰撞瞬间其不与机体结构干

涉、连接绳完全断裂而不发生牵连作用。
为了保证无人机平稳地挂在预定碰撞点,通过

实验室模拟吹袭试验,得到悬挂方式,如图1所示。

图1暋实验室悬挂试验

Fig.1暋Laboratorysuspensiontest

通过动静结合及试验前在位调节保证碰撞位

置的准确性。

2暋技术方案

利用火箭橇平台搭载民用飞机机头及平尾,以
固体火箭发动机为动力,推动火箭橇沿高精度滑轨

高速运动,模拟民用飞机飞行过程。在预定碰撞点

位置布置无人机悬挂架,将无人机预先用多根凯夫

拉绳悬挂固定并调整至试验姿态。火箭橇运行到预

定速度(碰撞点速度)时与悬挂在轨道上方的无人机

发生碰撞,模拟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的全过程。
通过橇载高速视频系统、地面高速视频系统拍

摄整个碰撞过程,并利用橇载电遥测测试设备采集

撞击过程的结构应变数据,试验后通过数据分析评

价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后的危害性。试验总体布

局如图2所示。

图2暋火箭橇试验总体布局

Fig.2暋Overalllayoutofrocketsledtest

2.1暋火箭橇结构设计

考虑机头总体尺寸和结构传力特点、运行平稳

性、制动需求和研制成本等因素,确定火箭橇采用

双轨、分节、桁架式结构形式。为了保持所有发次

试验弹道的一致性和碰撞可实施性,民用飞机机头

安装在试验橇体上方,将平尾始终安装在机头前方

下部位置的橇体上,并在平尾与机头之间用搭接板

进行整流,以取得良好的整体气动外形,最终得到

一体化的机头-平尾结构外形,如图3所示。

图3暋火箭橇结构示意图

Fig.3暋Structuraldiagramofrocketsled

2.2暋试验弹道设计

无人机和民用飞机碰撞速度的精确度直接影

响到对试验结果的评价,由于火箭橇速度受轨道精

度、发动机技术状态、环境温度、轨道润滑状态等多

因素影响,每发试验实际弹道结果存在不可避免的

误差。本文无人机碰撞试验基于同一弹道设计,碰

撞速度精度依赖于碰撞点的弹道位置布局,因此对

弹道的准确估计是控制碰撞速度精度的前提。试

验过程中采取如下措施:

栙试验前调整试验段轨道精度;

栚规范轨道润滑作业程序,确保各发次试验轨

道润滑状态保持一致;

栛在所有5发试验中选用同型、同批次固体火

箭发动机。

弹道计算的速度和加速度-时间曲线如图4
所示,可以看出:火箭橇运行过程中满足试验碰撞

速度的点有两处,分别处于火箭橇运行加速段和减

速段,可实现一次试验中完成两次碰撞,减少试验

发次,节约试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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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速度和加速度-时间曲线图

Fig.4暋Graphofvelocityandaccelerationversustime

2.3暋强度校核

在结构设计和弹道性能计算的基础上,对火箭

橇进行强度计算,以保证整个试验过程中火箭橇的

安全,结果表明:在各个危险状态,火箭橇的强度、
刚度均能满足试验要求。火箭橇有限元计算模型

如图5所示。

图5暋火箭橇有限元计算模型

Fig.5暋Finiteelementcalculationmodelofrocketsled

2.4暋测试方案

火箭橇速度采用电测测量。滑轨副轨东侧每

10m 安装一块永磁铁,火箭橇底部前后分别安装

两台霍尔传感器,火箭橇运动过程中,霍尔传感器

进入磁场会产生脉冲变化,采集器通过捕捉脉冲变

化来判断永磁铁的位置[15]。

在民用飞机舱内固定 HBM 应变测试系统和

NI应变测试系统,在碰撞点对应的内侧贴一定数

量的应变片,记录碰撞时的数据。典型的应变片布

局如图6所示。

图6暋应变片布局

Fig.6暋Straingaugelayout

为了能够多角度地观测无人机的碰撞过程,光
测采用多方位、多点交汇布局,如图7所示。

图7暋光测布局

Fig.7暋Photometriclayout

3暋结果分析

共进行5发次10个工况的火箭橇试验,各工

况试验技术状态及实际碰撞速度如表2所示。

表2暋各工况试验技术状态及实际碰撞速度

Table2暋Testtechnicalstatusandactualcollision

velocityundereachworkingcondition

工况
无人机

型号 姿态
碰撞部位

碰撞速度/(m·s-1)

设计 实测

1 Spark 水平 左侧风挡中间点 142 135.7

2 Spark 水平 右侧风挡左上角 142 152.7

3 Ph4Pro 水平 右侧风挡左上角 151 158.6

4 Ph4A 水平 风挡中间点 151 153.4

5 Mavic 后仰45曘 风挡中间点 151 152.8

6 Ph4Pro 后仰45曘 风挡中间点 151 131.5

7 Ph4Pro+电池 水平 风挡中间点 151 150.7

8 Inspire1 水平 风挡中间点 116 154.8

9 Ph4Pro 水平 机头左侧 151 118.5

10 Inspire1 水平 尾翼 151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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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为了进一步验证试验碰撞结果的准确性,对各

试验工况进行数值仿真。碰撞分析采用 PAM灢
CRASH 求解器进行计算分析,有限元网格在 Hy灢
permesh中处理,机头试验件、尾翼和Phontom 型

无人机的有限元模型如图8~图9所示。

图8暋机头、尾翼有限元模型

Fig.8暋Finiteelementmodelofnoseandtail

图9暋Phontom 型无人机有限元模型

Fig.9暋FiniteelementmodelofPhontom UAV

机头和尾翼的隔板固支,无人机以预定速度碰

撞。工况7和工况10的试验结果和仿真结果分别

如图10~图11所示。

暋暋暋暋暋(a)试验结果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仿真结果

图10暋工况7的试验结果和仿真结果

Fig.10暋Testresultsandsimulation
resultsofworkingcondition7

暋暋暋暋暋(a)试验结果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仿真结果

图11暋工况10的试验结果和仿真结果

Fig.11暋Testresultsandsimulationresultsof
workingcondition10

工况7的仿真计算结果显示:第一、第三、第五

层风挡出现严重破损,其他两层胶膜出现轻微破

损,与试验结果一致;工况10的仿真计算结果显

示:蒙皮出现局部破损,斜板断裂,前梁未击穿,与
试验结果一致。试验结果和仿真计算结果基本一

致,表明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的试验方案和数据是

可信的。无人机的姿态、重量和相对速度是影响民

用飞机飞行安全的主要因素,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4暋结暋论

(1)本文针对无人机碰撞民用飞机的安全性

研究问题,设计了火箭橇碰撞试验方案,解决了某

型机身-尾翼一体化的火箭橇设计及制造、基于弹

道布局的无人机运行状态模拟等问题,实现了单一

弹道上的连续多点碰撞;并通过动静结合及试前在

位调节保证了碰撞位置模拟的精确性;制定了多方

位、多点交汇的测试布局,实现了多视角、全覆盖、
高稳定的全过程记录。

(2)试验结果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试

验方案的可行性和仿真结果的可信性,试验达到了

预期目的。
(3)采用火箭橇试验来评估无人机碰撞民用

飞机的安全性,该碰撞技术为后续开展同类型火箭

橇试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试验结果为无人机

碰撞民用飞机的安全性评估提供了重要的试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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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态分析的配电产品耐振性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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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振动是导致机载电子设备损坏的重要载荷,线路板部件是电子设备的核心部件。在配电产品的设计

阶段,需要对线路板进行动力学分析和抗振优化设计。根据某机载配电产品的方案设计,采用 MSC.Patran和

MSC.Nastran软件对产品结构进行模态分析、振动分析,得到产品的固有频率及振动响应曲线;基于模态分析,

提出不同的优化方案,并进行建模及模态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增加线路板厚度、合理布局线路板上的元器件、

对加强筋进行翻边处理以及在较易发生变形的部位增加螺钉约束等手段,可以提高产品的耐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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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ibrationisanimportantloadforthedestructionofairborneelectronicequipment,andcircuitboard
componentsarethecorecomponentsofelectronicequipment.Inthedesignstageofpowerdistributionprod灢
ucts,itisnecessarytocarryoutdynamicanalysisandanti灢vibrationoptimizationdesignofcircuitboard.Based
onthedesignofanairbornepowerdistributionproduct,theMSC.PatranandMSC.Nastransoftwaresareused
toconductmodalanalysisandvibrationanalysisoftheproductstructure,andthenaturalfrequencyandvibration
responsecurvesoftheproductareobtained.Basedonmodalanalysis,differentoptimizationschemesarepro灢
posedformodelingandmodalanalysis.Theresultsshowthatthevibrationresistanceoftheproductscanbeim灢
provedbyincreasingthethicknessofthecircuitboard,reasonablyarrangingthecomponentsonthecircuit
board,flangingthestiffeners,andaddingscrewrestraintattheeasilydeformedparts.
Keywords:airbornepowerdistributionproduct;modalanalysis;finiteelementanalysis;vibrationresistancede灢
sign;optimizationdesign

0暋引暋言

美国空军统计了20年内的现场故障电子设

备,与工作环境相关的故障中,约有27%的故障是

与振动和冲击相关的[1]。因此耐振性设计是电子

设备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2],需要对设备进行动

力学分析,了解其动态特性,并结合其振动特点,对



设备进行抗振优化设计[3]。而利用仿真分析几乎

可以不需要设计成本和周期[4],便可为结构的改进

设计提供指导方向和依据。线路板是电子设备的

核心部件,Steinberg公式在国外被认为是研究线

路板动力学特性的理论支柱之一[5灢6],YangQJ
等[7]、T.L.Wong等[8]利用模态仿真研究了元器

件布局对线路板的动态影响;国内一些高校通过电

子设备的试验模态技术验证了仿真分析的合理性,

从不同维度提出了适用于线路板抗振设计的措

施[9灢12],结合仿真软件及二次开发建立了线路板元

器件布局的优化模型库[13灢14],还对电子设备的焊

点、贴片元件、线路板采用试验方法和有限元仿真

进行了对比[15灢16],表明有限元方法大幅降低了试

验周期及成本。

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着重针对

实际产品中影响线路板模态的因素进行仿真分析。

对线路板的尺寸、安装形式等不同维度进行耐振性

优化设计,包括现有产品模态仿真分析、产品的振

动仿真分析,从不同角度对产品的结构、布局、安装

等方面进行模态分析,建立优化模型,以期提高产

品的耐振性。

1暋建立模型

产品结构如图1所示,机箱各面板采用6061
铝合金材料。线路板部件采用滑道插板式结构与

安装,连接器与前面板用螺钉固定,线路板部件包

括印制线路板、连接器及锁紧条,省略掉元器件,按
照现有的线路板参数进行建模及参数设置。

图1暋产品结构图

Fig.1暋Productstructurediagram

振动图谱采用 DO灢160G 第8章 M 曲线[17],

其量值如图2所示。

图2暋振动图谱

Fig.2暋Vibrationspectrum

2暋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是动力学分析的基础,是求模型的固

有特性,包括频率、振型等。
整个结构的动力学运动方程为

Mx··+Cx· +Kx={f(t)} (1)

式中:M 为质量矩阵;C 为阻尼矩阵;K 为刚度矩

阵;x·· 为加速度向量;x· 为速度向量:x为位移向量。
设{f(t)}=0,求解动力学方程,得出关于x的

特征值,反代入方程求解。
忽略系统阻尼,可得到固有频率与质量、刚度

有关:

f=1
2毿

k
m

(2)

从公式(2)可以看出:结构的固有频率只受刚

度分布和质量分布的影响,质量增大,固有频率降

低;刚度增大,固有频率增大。
系统产生共振的要素:
(1)激励频率与固有频率相当或相近;
(2)激励振型与固有振型一致(方向正交不共

振)。
因此激励频率一定时,应使系统的固有频率远

离激励频率才能提高耐振性。
对产品四个安装孔的6个自由度进行全约束,

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模态计算,得到

产品在500Hz以内的模态有6阶,固有频率及振

型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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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阶频率351.84Hz下的振型

(b)二阶频率373.47Hz下的振型

(c)三阶频率391.63Hz下的振型

(d)四阶频率451.53Hz下的振型

(e)五阶频率473.41Hz下的振型

(f)六阶频率483.35Hz下的振型

图3暋产品前六阶模态分析结果

Fig.3暋Analysisresultsofthefirstsixordersofmodels

由产品模态仿真结果可以得到固有频率较低

的部位为上盖板和线路板部件。单独对上盖板及

线路板进行仿真,分别对线路板约束锁紧装置位置

及连接器位置,对上盖板则约束其安装孔位置,进
行模态仿真计算,得到相应振型及固有频率如图4
~图5所示。

暋 (a)一阶频率暋暋暋暋(b)二阶频率暋暋暋暋(c)三阶频率

275.52Hz下的振型暋暋328.10Hz下的振型暋446.59Hz下的振型

图4暋线路板部件分析结果

Fig.4暋Analysisresultsofcircuitboardcomponent

(a)一阶频率251.85Hz下的振型

(b)二阶频率339.28Hz下的振型

(c)三阶频率493.61Hz下的振型

图5暋上盖板分析结果

Fig.5暋Analysisresultsofuppercoverplate

从图4~图5可以看出:线路板部件和上盖板

前三阶固有频率在500Hz以内,属于振动量值较

大的范围,容易在扫频振动时引起产品共振。
根据振动图谱(图2)对产品进行振动仿真计

算,得到应力云图分布结果和安装孔处的应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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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图7所示。

暋暋(a)x方向暋暋暋暋暋(b)y方向暋暋暋暋暋(c)z方向

图6暋应力云图

Fig.6暋Stressnephogram

(a)x方向

(b)y方向

(c)z方向

图7暋应力曲线

Fig.7暋Stresscurve

从图6~图7可以看出:500Hz以内,x 方向

和z方向无共振;在5~55Hz范围内,输入加速度

随频率增大而增大,相应应力值也增大;而在55~
500Hz范围内,输入加速度保持不变,应力值随频

率增大平稳增长,最大应力值分别为 0.775 和

1.370MPa,可以满足振动要求;但是y 方向振动

在一阶固有频率351.84Hz处产品发生共振,应
力值在共振频率附近增幅较大,最大应力值达到

15.5MPa。

3暋优化方案

从模态分析及振动结果可以看出,在垂直于线

路板方向存在共振现象,因此,优化方向主要是提

高线路板及上盖板的固有频率,使其远离500Hz
以内的频率段,提高此频率段内的抗振性。

Steinberg公式用来计算线路板的振幅[18]:

毮=9.8aout

f2
n

=9.8aQ
f2

n
(3)

式中:毮为线路板中心的最大位移;fn 为线路板的

固有频率;aout为线路板最大振幅处的加速度,并且

aout=aQ;a为外部激励载荷的加速度;Q 为线路板

的激励传递率,即输出与输入的比值。

Q=Fout

Fin
=A(fn)1/2 (4)

式中:A 为常系数。

毮=9.8Aafn
-3

2 (5)
因此,在外界激励a不变的情况下,要减小线

路板的最大振幅毮,应尽量提高其固有频率fn。
矩形线路板,可采用瑞利公式来估算固有频

率fn:

fn =毿
2

Dæ
è
ç

ö

ø
÷

氀

1
2 1
a2 +1

b
æ

è
ç

ö

ø
÷

2 (6)

D= Eh3

12(1-毺2) (7)

式中:D 为线路板的刚度因子;E 为弹性模量;毺为

泊松比;氀为线路板密度;a、b、h 为线路板的长、
宽、厚。

从式(3)~式(7)可以看出:线路板的固有频率

由刚度因子、密度和几何形状决定,而刚度因子由

弹性模量、泊松比和厚度决定。
因此,提高线路板的固有频率可以考虑以下四

方面:
(1)提高材料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但材料确

定后,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即确定了,不易更改。
(2)增加线路板厚度。增加厚度可以增大刚

度因子,进而增大固有频率。
(3)改变线路板的形状,产品中线路板的长宽

基本固定,可以考虑增加加强筋来改变线路板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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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固有频率。
(4)改变约束方式。减小某个部位振幅最直

接的方法是在该部位增加螺钉约束[19],即改变约

束方式可以改变固有频率。
而产品的模态分析结果显示,500Hz以内的

固有频率模块还有上盖板,因此还需考虑上盖板的

设计优化。参考瑞利公式,可以通过调整盖板厚

度、增加加强筋的方式改变其固有频率。

3.1暋线路板部件优化

3.1.1暋改变线路板厚度

现有常用线路板的厚度为2mm,分别计算出

线路板1.5、2.0、2.5、3.0mm 的模态,根据线路板

部件的总质量,估算元器件的质量,重新给线路板

赋密度,约束锁紧装置位置及连接器位置,进行模

态仿真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暋不同厚度线路板模态分析结果

Table1暋Modalanalysisresultsofdiffrent

thicknesscircuitboard

规格/mm 一阶频率/Hz 二阶频率/Hz 三阶频率/Hz

1.5 194.27 231.06 314.20

2.0 275.52 328.10 446.59

2.5 360.77 430.33 586.26

3.0 448.64 535.57 730.09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改变线路板厚度能改变线路

板的固有频率,但是增加线路板厚度受产品内部空

间及布局的限制。

3.1.2暋增加加强筋

为了减振,分别给出不同方案的加强筋结构,
约束锁紧装置位置及连接器位置,得到的模态仿真

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暋增加加强筋模态仿真分析结果

Table2暋Modalanalysisresultsofstiffeners

方案 一阶频率/Hz 二阶频率/Hz 三阶频率/Hz

1mm 加强筋 290.23 343.93 458.11

1mm 加强筋翻边 333.57 380.43 480.00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线路板增加加强筋可以提高

线路板部件的固有频率,在加强筋边沿进行翻边处

理,可在较大程度上增加此方向的刚度,固有频率

有较大提高。因此,设计线路板加强筋时,应考虑

翻边结构。

3.1.3暋更改安装方式

由于产品只有2块线路板部件,考虑采用支柱

结构代替插板式结构,即在振幅较大的位置安装螺

钉,约束螺钉安装孔,不同螺钉紧固方案的模态结

果如表3所示。

表3暋螺钉固定模态分析结果

Table3暋Modalanalysisresultsofscrewfixation

方案 一阶频率/Hz 二阶频率/Hz 三阶频率/Hz

左右各三个钉,
上侧中间一个钉

227.95 328.69 499.93

在中心增加1个钉 339.20 441.19 500.15

在中心增加2个钉 529.89 537.21 551.46

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在振幅较大位置增加一个螺

钉,能有效提高固有频率,但是螺钉间距过大,不能

满足条件。

3.2暋上盖板的优化设计

3.2.1暋增加加强筋

参考线路板的瑞利公式,可以通过增加加强筋

的方式增加上盖板的刚度,包括增加垂直方向的加

强筋及斜对角线的加强筋,约束安装孔的6个自由

度,增加加强筋后的模态 仿 真 分 析 结 果 如 表 4
所示。

表4暋上盖板增加加强筋模态分析结果

Table4暋Modalanalysisresultsofstiffenersof

uppercoverplate

方案 一阶频率/Hz二阶频率/Hz三阶频率/Hz

优化前 251.85 339.28 493.61

垂直加强筋 239.58 350.21 544.42

对角线加强筋 228.86 360.47 560.00

暋暋从表4可以看出:原始模型已经在四周存在加

强筋的结构了,在内部增加加强筋只能增加质量,
反而会降低上盖板的固有频率。

3.2.2暋增加厚度及减重槽

由增加加强筋的仿真结果可知,增加与边沿位

置加强筋厚度相同的加强筋,不能增加上盖板的固

有频率,因此,考虑增加盖板的厚度并通过加密减

重槽来减轻上盖板的质量,约束安装孔的6个自由

度,3和6mm 厚度上盖板加减重槽后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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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

表5暋增加厚度及减重槽的模态分析结果

Table5暋Modalanalysisresultsofthicknessandtanks

方案 一阶频率/Hz 二阶频率/Hz 三阶频率/Hz

3mm 384.70 51.61 暋828.41

6mm 512.38 747.60 1230.50

暋暋从表5可以看出:改变上盖板的安装方式,只
在一面加工减重槽,最薄位置为1 mm,质量为

346g,比原始结构的上盖板质量增加了75g,但是

固有频率提高到512Hz,能够满足大于500Hz的

优化条件。

3.3暋优化后振动仿真

将线路板部件更新为支柱安装结构,上盖板增

加总厚度加密减重槽,简化后产品模型如图8所示。

图8暋优化后模型

Fig.8暋Optimizedmodel

产品优化前后,质量增加的部分为上盖板增加

了厚度、底板增加了支撑线路板的凸台、增加了支

柱,但是由于侧板不再需要滑道,也不再需要线路

板锁紧装置,因此机箱的质量有所降低,可以满足

质量要求。
优化后约束产品安装孔的6个自由度,模态仿

真分析结果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前三阶模态已

经大于500Hz,大于激励频率上限,理论上不容易

引起共振。

(a)一阶频率524.28Hz下的振型

(b)二阶频率530.72Hz下的振型

(c)三阶频率808.42Hz下的振型

图9暋优化后模态分析结果

Fig.9暋Modalanalysisresultsofoptimized

优化后根据振动图谱(图2)再次进行振动仿

真分析,计算三个方向的频率响应,得到响应云图

及应力曲线分别如图10~图11所示。

暋暋暋(a)x方向暋暋 暋暋(b)y方向暋暋暋暋暋(c)z方向

图10暋优化后的应力云图

Fig.10暋Stressnephogramafteroptimization

(a)x方向

(b)y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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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方向

图11暋优化后的应力曲线

Fig.11暋Optimizedstresscurve

从图10~图11可以看出:500Hz以内无共

振,x方向和z方向的应力最大值与优化前差值较

小,而根据模态仿真结果显示,一阶固有频率为

524Hz,方向为y 方向,由y 方向应力曲线可知,

在接近 500 Hz处,应力值增速加快,最大值在

500Hz处 增 大 到 5.36 MPa,比 优 化 前 量 值

15.50MPa降低了65%。

虽然振动量值有效降低了,但是一阶固有频率

并没有远离激励频率的10%范围,因此,在产品详

细设计阶段,还应该根据线路板元器件的布局来调

整螺钉的安装位置,进而有效提高线路板的固有

频率。

4暋结暋论

(1)增加厚度可以明显提高线路板的固有频

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增加较大线路

板的厚度。
(2)合理布局线路板上的元器件,体积较大、

质量较大或焊点距离较远的元器件应靠近约束位

置放置,以减小线路板变形引起的应力。
(3)给线路板部件配置加强筋时,应利用翻边

增加刚度。
(4)在尺寸较大的线路板形变较大的位置或

关键位置,增加螺钉约束,可以有效降低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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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对航空液压作动器密封性能的影响

闫晓亮,杜晓琼,常凯,李梦晨
(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设备研究所,西安710077)

摘暋要:航空液压作动器普遍应用在飞机机翼、舱门、起落架等部位,往复密封为其典型密封形式,密封失效会

严重影响飞机任务的执行和飞行安全。密封副表面粗糙度是重要的工程可控参数且对于密封性能的影响很

大,因此分析表面粗糙度对作动器密封性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建立适用于往复组合密封的

确定性混合润滑数值仿真模型,并与有限元分析方法结合计算膜厚值,分析密封圈表面粗糙的幅值和波长变化

以及运动速度和液压油黏度变化对密封圈润滑性能和密封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正弦粗糙表面的幅值和波

长增大,会引起油膜压力和油膜厚度波动的幅值增大,但会减小摩擦系数;正弦粗糙表面的幅值增大,有利于减

小密封间隙的最小膜厚和泄漏量,但是波长变化的影响作用不大;液压油黏度和活塞运动速度增大,有利于增

大密封间隙油膜厚度,但会增大泄漏量和摩擦系数。

关键词:航空液压作动器;组合密封;流固耦合;表面粗糙度

中图分类号:V233.91;TH137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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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SurfaceRoughnessonSealPropertyofAircraftActuator

YANXiaoliang,DUXiaoqiong,CHANGKai,LIMengchen
(InstituteofAeronauticalEquipment,AVICQing暞anGroupCo.,Ltd.,Xi暞an710077,China)

Abstract:Aviationhydraulicactuatoriswidelyusedinmanypartsofanaircraft,suchasaircraftwing,landing
gear,hatchdoor.Thetypicalsealformisreciprocatingseal,andthefailureofsealwillseriouslyaffecttheexe灢
cutionofflightmissionandevenflightsafety.Thesurfaceroughnessofsealingpairasanimportantengineering
controllableparameterisofgreatinfluenceonthesealingperformance.Therefore,itisofgreattheoreticaland
practicalsignificancetoanalyzetheinfluenceofsurfaceroughnessonthesealingperformanceofactuator.Ade灢
terministicmixedlubricationnumericalmodelforreciprocatingcombinedsealisestablished,andthefiniteele灢
mentmethod(FEM)iscombinedtocalculatethefilmthickness.Theeffectsofsurfaceroughnessandoperating
conditionsonlubricationandsealingperformance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increaseofroughnessand
wavelengthofthree灢dimensionalsinusoidalroughsurfacecancontributetotheincreaseoffluctuationamplitude
offilmthicknessandpressure,andthereductionoffrictioncoefficient.Increaseofamplitudeofthesinusoidal
roughsurfaceisbeneficialtothereductionoftheminimumfilmthicknessandleakagerate.However,thewave灢
lengthchangehaslittleeffectontheminimumfilmthickness.Theincreaseofviscosityofhydraulicfluidandki灢
nematicvelocityofpistonisbenefittotheincreaseofoilfilmthicknessofsealingclearance,butisbadforleak灢
agerateandfrictioncoefficient.
Keywords:aviationhydraulicactuator;combinedseal;fluid灢solidcoupling;surfaceroughness



0暋引暋言

目前,飞机液压系统的压力向着高压化方向发

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先进飞机采用35MPa压力

体系[1]。作为单独或者集成于电静液作动器中的

执行元件,液压作动器一旦发生泄漏,轻则引起环

境污染,降低系统传动效率,重则影响飞机任务的

执行甚至危胁飞行安全。液压作动器在工作中会

受到温度、压力、振动、密封材料性能及作动速度等

因素的明显影响,其密封性能受流固与热相互耦合

作用影响。
目前,国内对航空液压往复密封的理论研究较

为缺乏,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密封设计大多基于

工程经验和仿制国外先进密封结构。受实验手段

的限制,当前的实验研究也无法真实描述密封

机理。
随着计算科学的飞速发展,仿真技术成为科研

人员探索工程问题的重要手段,通常采用数值方法

研究往复密封规律。国外,G.K.Nikas等[2灢3]针对

做往复运动的矩形密封圈建立了数值仿真模型,并
进行了一系列数值仿真研究;M.Scaraggi等[4]将

软弹性体密封的平均流量模型进行了理论扩展,模
拟实际加工表面粗糙度对密封的影响;M.Crudu
等[5]将试验和数值方法结合,考察了表面粗糙效应

对做往复运动的活塞杆密封性能的影响;S.Bhau灢
mik等[6]进一步将磨损仿真应用到表面粗糙度对

往复密封的影响分析。国内,张延良等[7]、董峰[8]

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组合密封滑环表面粗糙度对

往复密封性能的影响;欧阳小平等[9]建立了基于混

合润滑理论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了典型航空高压

往复密封问题,考察了高压、高温及速度的影响;

XiangChong等[10]基于平均流量模型开发出更加

高效的针对往复密封的流-固耦合算法。
上述研究大多数建立的是往复密封的统计性

模型,无法考察实际密封副表面粗糙形貌的影响,
而为数不多的文献采用确定性模型的研究,也无法

考虑混合润滑状态下的密封问题。
本文针对做往复运动的液压作动器建立组合

密封的流-固耦合确定性仿真分析模型,考察密封

副的表面粗糙度及使用工况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

响规律,以期为密封圈的结构设计和使用提供理论

指导。

1暋往复密封的求解模型

由于橡胶材料具有摩擦系数大、不耐磨、抗挤

出能力差的缺点,在高压、长行程、长寿命的往复密

封场合,普遍采用橡胶圈和塑料滑环组成的组合密

封形式,其中橡胶圈提供初始变形的弹力,塑料滑

环与轴或者塑料滑环与衬套组成滑动副,一方面可

以减小摩擦,另一方面具有较好的耐磨性。塑料滑

环通常由添加了增强添加剂和减摩添加剂的改性

PTFE材料制成。
由于密封圈具有轴对称性,忽略结构偏心和轴

的偏斜,则可简化为二维线接触模型,因此可以对

上述接触副开展结构强度分析、流体力学分析,求
解得到密封接触副的压力分布和膜厚分布,进而预

测密封副的密封性能。
在对组合密封圈进行有限元强度分析时,由于

密封采用 O 型的橡胶材料属于超弹性材料,具有

材料非线性、几何非线性、接触非线性的特点,可以

用超弹性本构模型通过应变能密度函数来定义。
本文用两参数 Mooney灢Rivlin模型来定义其本构

模型[11],其表达式为

w=C10(I1-3)+C01(I2-3) (1)
式中:w 为应变能密度;C10和C01为橡胶材料常数,

本文 取 橡 胶 材 料 的 Mooney灢Rivilin 常 数 C10 =
1.9461,C01=0.4619[12];I1 和I2 为 Green应变

不变量。
对密封系统进行流体力学求解是为了获得密

封间隙的流体压力分布、流体膜厚分布,并在此基

础上计算泄漏率和摩擦力。密封面的润滑油膜控

制模型为雷诺方程和密封变形模型,数值求解方法

有逆解法、直接迭代法和复合直接迭代法等。
由于密封间隙往往是沿圆周方向对称的,因此

忽略沿圆周方向上参数的变化,将三维密封问题简

化为二维密封问题,且本文分析的活塞杆密封为二

维稳态问题,其流体控制方程为

d
dx

氀h3

12毲
dp
d

æ

è
ç

ö

ø
÷

x =ve
d
dx

(氀h) (2)

式中:ve 为平均速度,ve=(v1+v2)/2;h、毲、氀均为

x 的函数,边界条件可采用雷诺边界条件。
在任意点x处的油膜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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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hc+S(x)+氁(x)+毮(x) (3)
式中:hc 为没有变形时的中心膜厚;S(x)为由于表

面几何尺寸变化引起的油膜厚度变化;氁(x)为由

于表面粗糙形貌引起的油膜厚度变化;毮(x)为由

于压力分布在各点产生的弹性变形。
假设粗糙表面处在静止表面,且服从正弦分

布,则可对表面形貌进行确定性的描述和分析,其
二维正弦粗糙表面的表达式为

氁(x)=Ascos2毿(x-xs)
氊

é

ë
êê

ù

û
úú

x
(4)

式中:As 为正弦波的幅值;氊x 为x 方向的波长;xs

为正弦波表面中心的位置。
采用式(4)描述正弦粗糙表面,来考察正弦粗

糙表面形貌对往复密封性能的影响。
表面弹性变形可通过 Boussinesq积分式来

计算:

毮(x)=- 2
毿E曚曇

s2

s1

[p(x)-psc(x)]ln(s-x)2ds+c

(5)
式中:p(x)为流体压力;psc(x)为静态接触压力;

s1,s2 分别为载荷的起点和终点坐标;E曚为等效弹

性模量。
当发生粗糙接触时,油膜厚度变成0,传统的

Reynolds方程变成如下特殊形式[13]:

ve
d
dx

(氀h)=0暋(h曑毰h) (6)

式中:毰h 为用来判断是否关闭压力流动项的预设

值,本文选取毰h 值为10nm。
式(6)为式(2)的特殊形式,在流体润滑区和粗

糙接触区的边界,可自动满足压力连续条件。由此

在一个迭代循环中可以同时求解流体压力和粗糙

接触压力。
粘-压关系式采用Roelands粘压公式

毲=毲0exp{(ln毲0+9.67)[(1+5.1暳10-9p)z-1]}

z= 毩
5.1暳10-9(ln毲0+9.67

ì

î

í

ïï

ïï )
(7)

式中:毩为润滑油的黏-压系数,Pa-1;毲0 为液压油

的环境黏度,Pa·s。
密-压关系采用 Dowson灢Higginson公式来

计算:

氀=氀0 1+ 0.6暳10-9p
1+1.7暳10-9

æ

è
ç

ö

ø
÷

p
(8)

式中:氀0 为液压油的环境密度,kg/m3。

2暋往复密封的流固耦合数值求解

方法

数值迭代求解过程如图1所示。在求解往复

密封的润滑问题时,首先根据给定的密封几何尺

寸、材料参数和安装参数,借助有限元软件计算密

封接触副的静态接触压力和结构变形,然后连同润

滑油参数、工况参数、初始油膜厚度作为流固耦合

求解的输入条件开展耦合求解。每次在修正完流

体压力后,根据弹性变形方程更新膜厚,并计算新

的润滑油黏度和密度。当压力求解收敛后,再判断

膜厚是否收敛,如不收敛,则修正油膜厚度。为了

加快计算速度,采用基于离散卷积和快速傅里叶变

换法的弹性变形计算法[14]。

图1暋数值迭代求解流程图

Fig.1暋Theflowchartofthenumericalsolution

3暋计算结果及影响分析

以 GreeneTweed公司的 ACGT型密封圈为

例进行计算。ACGT型密封圈由4部分组成,左、
右两侧为挡圈结构,截面呈 T 型结构的部分由橡

胶材料制成,起减摩和密封作用的滑环由改性PT灢
FE材料制成。该型密封圈的优点是呈 T 型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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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体能够很好地避免往复运动中的扭转,滑环

做的很薄能够及时对磨损进行补偿,径向尺寸小、
密封性能好,在航空液压作动器上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密封圈安装后的有限元网格模型如图2所示,
该密封圈内径为46.83mm。由于结构和所受工

况的对称性,对 ACGT型密封结构进行有限元分

析时,将其简化成二维轴对称模型,其中y轴为对

称轴。

图2暋ACGT型密封圈的有限元网格模型

Fig.2暋ThefiniteelementmeshmodeloftheACGTseal

密封压力为28MPa,安装后由有限元软件求

解得到的ACGT型密封圈的T型橡胶密封圈和滑

环的应力分布云图为图3所示,可以看出:在油压

作用下密封圈所受的最大接触压力靠近出口侧。

暋暋暋暋(a)T型密封圈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滑环

图3暋ACGT型密封圈的接触压应力云图

Fig.3暋ThecontactpressuredistributionoftheACGTseal

在得到密封圈的接触压应力后,将其作为初始

值开展双向流固耦合数值分析,用以得到密封区域

的油膜厚度和油膜压力分布,并可在此基础上预测

泄漏量和摩擦力。

3.1暋正弦粗糙表面波长和幅值对油膜厚度

和压力的影响

在算例中,共同的输入参数包括:轴的弹性模

量E=210GPa,泊松比毻=0.3,密封压力pseal=28
MPa,出口压力pout=0.1MPa,液压油的环境密度

氀0=800kg/m3。
活塞杆运动速度v=0.1m/s,润滑油动力黏

度毲0=0.01Pa·s,正弦粗糙幅值Ra=0.1毺m,正
弦粗糙表面的波长氊 分别取为10、40、160、320、

640毺m时,对应的密封区域油膜压力分布和油膜

厚度分布及压力和膜厚的局部放大图如图4所示。

(a)膜厚分布

(b)压力分布

图4暋不同正弦波长对应的膜厚和

压力分布(Ra=0.1毺m)

Fig.4暋Distributionsoffilmthicknessandpressurefor

differentwavelengthofsinusoidalroughness(Ra=0.1毺m)

从图4(a)可以看出:虽然油膜分布适应表面

形貌发生变化,但是在此工况下,正弦粗糙表面的

波长变化对密封区域油膜厚度的影响很小。从图

4(b)可以看出:随着正弦波长增大,压力的波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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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这是与表面形貌变化相一致的;但是正弦波长

增大引起油膜压力幅值增大,且波长越大对应的油

膜压力的幅值越大。
活塞运动速度v=0.1m/s,润滑油动力黏度

毲0=0.01Pa·s,正弦粗糙表面的波长氊 分别为

10、40、160、320、640毺m,正弦粗糙幅值增大为

Ra=0.6毺m 时,对应的密封区域油膜压力分布和

油膜厚度分布及局部放大图如图5所示。

(a)膜厚分布

(b)压力分布

图5暋不同正弦波长对应的膜厚和

压力分布(Ra=0.6毺m)

Fig.5暋Distributionsoffilmthicknessandpressurefor

differentwavelengthofsinusoidalroughness(Ra=0.6毺m)

从图4~图5可以看出:正弦粗糙表面的幅值

增大,导致油膜厚度和油膜压力的波动幅值增大。

从图5(a)可以看出:存在显著的油膜波动,油膜波

动与正弦表面的波形是适应的,波长越小波动越剧

烈。从图5(b)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局部放大图,也
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由于表面粗糙形貌引起的压力

波动,且比图4(b)中Ra=0.1毺m 时的压力波动要

显著的多。因此得出:正弦幅值和波长越大,油膜

压力波动的幅值越大。

3.2暋正弦粗糙表面波长对密封区域最小油

膜厚度的影响

三个 不 同 运 动 速 度 v 分 别 取 0.04、0.1、

0.2m/s,以及三个不同正弦粗糙表面幅值(Ra 分

别为0.1、0.3、0.6毺m)对应的最小油膜厚度如图

6所示,可以看出:总体来说,密封间隙最小膜厚随

正弦粗糙表面波长变化而幅度变化较小,最小膜厚

没有随着正弦粗糙表面波长变化呈现单调变化或

者出现显著的趋势性变化。这说明正弦粗糙表面

波长氊x 对密封间隙最小膜厚的影响作用较弱。

图6暋正弦波长变化对最小膜厚的影响

Fig.6暋Influenceofwavelengthonthe

minimumfilmthickness

正弦粗糙表面波长变化对摩擦系数的影响如

图7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正弦粗糙表面波长的增

大,摩擦系数呈现单调减小的趋势,且正弦粗糙表

面幅值大(如Ra=0.8毺m)时对应的摩擦系数受波

长变化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活塞运动速度增大时,

波长对摩擦系数的影响作用减弱。

(a)速度v=0.04m/s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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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速度v=0.2m/s

图7暋正弦粗糙表面波长变化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Fig.7暋Influenceofwavelengthonthefrictioncoefficient

不同正弦粗糙表面波长下,摩擦系数随粗糙表

面幅值的变化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正弦粗糙表

面幅值增大有利于摩擦系数的减小;波长增大有利

于减小摩擦系数,且速度增大时正弦粗糙表面幅值

变化对摩擦系数的影响作用减弱。

(a)速度v=0.04m/s

(b)速度v=0.2m/s

图8暋正弦粗糙表面幅值变化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Fig.8暋Influenceofamplitudeofsinusoidal
roughnessonthefrictioncoefficient

3.3暋活塞运动速度和液压油黏度变化对密

封间隙最小油膜厚度、摩擦系数和泄

漏量的影响

在分析运动速度的影响时,取三个不同的液压

油黏度进行计算。

正弦粗糙幅值Ra=0.2毺m,波长氊x=160毺m

时,三个不同液压油黏度毲0 下,活塞运动速度v对

密封间隙最小膜厚hmin、泄漏量Q 和摩擦系数毺 的

影响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密封间隙最小膜厚

hmin、泄漏量Q 均随着活塞运动速度v 增大而单调

增大,这是由于活塞运动速度v增大,增强了对油

液的卷吸效应,有利于油膜厚度的增大;全膜润滑

的摩擦系数也相应增大,摩擦系数随着运动速度v

增大的原因主要是剪切效应增大导致的。

(a)最小膜厚hmin

(b)摩擦系数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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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泄漏量Q

图9暋活塞运动速度v变化的影响

Fig.9暋Effectsofthevelocityvofpiston

正弦粗糙幅值Ra=0.2毺m,波长氊x=160毺m
时,三个不同活塞运动速度v下,液压油黏度毲0 对

密封间隙最小膜厚hmin、摩擦系数毺和泄漏量Q 的

影响如图10所示,可以看出:液压油黏度毲0 对密

封间隙最小膜厚hmin、摩擦系数毺和泄漏量Q 的影

响作用与运动速度v 的影响作用类似,液压油黏度

毲0 增大引起最小膜厚hmin、摩擦系数毺和泄漏量Q
的单调增大。

(a)最小膜厚hmin

(b)摩擦系数毺

(c)泄漏量Q

图10暋液压油黏度毲0 变化的影响

Fig.10暋Effectsoftheviscosity毲0oflubricant

对于表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粗糙度的密封圈来

说,增大液压油的黏度或活塞杆的运动速度,有利

于增大密封间隙油膜厚度,对密封圈的润滑是有利

的;但同时会导致泄漏量和流体润滑摩擦系数的增

大。液压油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油液本身的品

质和环境温度,对于特定的航空润滑油来说,想要

达到低泄漏率和长寿命,采用的措施是控制作动器

的运行温度在合理范围内。

4暋结暋论

(1)正弦粗糙表面的幅值和波长增大,引起油

膜厚度和油膜压力的波动幅值增大,但摩擦系数

减小。
(2)正弦粗糙表面的幅值增大,引起密封间隙

最小膜厚的减小,而波长对最小膜厚的影响作用

不大。
(3)随着速度增大,正弦粗糙表面的幅值和波

长变化对摩擦系数的影响作用减弱。
(4)液压油黏度和活塞杆运动速度的增大有

利于密封圈的润滑,但同时会导致泄漏量和流体润

滑摩擦系数的增大,在实际使用时需要综合考虑二

者对密封性能和长期使用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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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直升机(飞机)动力舱灭火系统进行试验时需要准确测量灭火剂浓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利用空气中不

同百分比的灭火剂流经多孔塞产生不同流阻的原理,研究并标定流阻与灭火剂浓度的关系;研制灭火剂浓度测

试设备,并将该设备应用于多个型号的地面试验。结果表明:该设备响应灵敏,能实时反应动力舱内灭火剂浓

度的变化情况,满足直升机(飞机)动力舱灭火系统地面模拟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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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按照CAAC适航条例[1灢2],国军标[3]和 AC20灢

100[4]的要求,灭火系统的有效性必须用动力舱灭

火系统试验进行验证。要求规定,灭火系统满足灭

火要求的条件是试验中所有灭火剂采样点体积浓

度同时大于6%且维持时间不小于0.5s。因此,

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成为灭火系统试验中极

其关键的测试设备,其准确性和响应时间直接影响

到灭火系统性能指标的判断。

目前,欧美飞机动力舱内灭火剂浓度测试技术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世纪60年代,国外开始关

于飞机动力舱内灭火剂浓度测试技术研究,E.P.
Klueg等[5]、S.S.Lee等[6]、D.A.Ingerson[7]对飞

行试验和地面试验的灭火剂浓度测试技术进行讨

论和总结,并形成了动力舱灭火系统试验的通用要

求(航空器灭火剂浓度记录仪的安装与使用准则

FAA灢DS灢70灢3[8]和咨询通告 AC20灢100),这两份通

用要求一直指导灭火系统浓度测试工作。与此同

时,灭火系统供应商研制出了配套的灭火剂浓度测

试设备,HALONYZER灢栻型气体分析仪和 GA 型

气体分析仪已被 FAA 认可,法国 L曚HOTELLI灢
ER公司的灭火剂浓度专用气体分析仪已被欧洲

适航局EASA认可,这些设备既可用于地面验证

试验,又可用于飞行适航取证试验。

国外研究灭火剂浓度测试方法采用的主要原

理有三种:利用气体进入某种装置的进口、出口压

力不同的压差原理,利用热线/热膜进行测量的热

线/热膜原理和红外光谱的吸收原理。W.M.Pitts
等[9]对灭火剂浓度测量的原理进行了详细描述。

从热线/热膜工作原理可知,凡是影响换热的系统

因素(环境温度变化,热丝上的漩涡脱落等)和非系

统因素(污染,探针振动等)都会影响测量精度,例
如污染物或细小颗粒吸附在热线/热膜上,改变了

传热特性,从而引起探针特性偏离;而红外吸收原

理最大的缺点是温度和待测气体的气流对光源、探
测器和其他元件的影响比较大,直接造成在某些浓

度范围的测量误差很大;相比之下,由于压差原理

的测试设备对环境温度变化、环境压力变化不敏

感,在低压低温的环境下测量精度不受影响,因而

适用于飞机飞行试验的灭火剂浓度测量,同时该方

法具有通过系统标定来提高测量精度的和对多种

气体灭火剂的浓度进行探测的优点。

目前欧美灭火系统试验主要采用基于压差原

理的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并对产品不断地进行更

新换代,如美国太平洋公司并购了 Statham 研究

的 GA 型 灭 火 剂 浓 度 测 试 设 备 后,通 过 HAL灢
ONYZER和 GA 进行技术融合,将 HALONYZ灢
ER升级到 HALONYZER灢V。

国内在飞机动力舱灭火系统验证技术的研究

工作起步较晚,王志超[10]对民用飞机防火系统进

行研究;吴燕燕等[11]对直升机动力舱灭火系统地

面模拟试验技术研究;李丽等[12灢15]对国产多种型

号的运输机动力装置舱灭火系统试验技术进行了

研究,同时对试验中采用国外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

的原理和系统组成进行详细介绍。目前灭火剂浓

度测试设备的研制仍处于起步阶段,西安飞机设计

研究所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制了一台基于红

外吸收原理的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该设备适用范

围较窄。随着直升机(飞机)应用市场的不断扩大,

高精度、快速响应的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研制迫在

眉睫。

本文介绍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的研制过

程、工作原理及系统结构,并进行多个型号直升机

灭火系统的地面模拟验证。

1暋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

1.1暋测试设备组成及原理

测试设备由专用灭火剂浓度测量仪,测量插

箱,专用数据采集和处理软件等组成,如图1所示。

图1暋系统组成示意图

Fig.1暋Systemcomponentsdiagram

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的原理主要是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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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灭火剂浓度测量仪原理,根据国外资料公布的压

差原理[4,8灢9]进行研制,属于地面设备测试设备。

根据 AC200灢100和 FAA灢DS灢70灢3公布的资

料,如 果 纯 空 气 压 力 降 为 殼Pa,对 于 100%
Halon1301的压力降则为k殼Pa,k是一个常数(对
于 Halon1301,k=0.401),如果测得一个压力降为

殼Pa,则 Halon1301浓度为

c= 殼Pa -殼P
殼Pa -k·殼Pa

=1-殼P/殼Pa

1-k
(1)

对式(1)进行理论分析和试验验证,最终得出

该测试设备的原理:利用真空泵抽取被测气体;气
体经过加热稳定到一个合适的温度;恒温气体经过

微压差产生装置,产生一定的压降;测试前后端的

气体压差,并通过经验公式换算为气体浓度,原理

图如图2所示。

图2暋灭火剂浓度测量仪原理框图

Fig.2暋Principlesketchofextinguishingagentmeasurement

1.2暋测量设备的关键技术

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研制涉及的关键技

术如下:
(1)灭火剂浓度计算公式及关键技术参数;
(2)气体快速加热技术;
(3)压差生成技术;
(4)多通道同步控制技术;
(5)试验与检定技术。

这5个关键技术是互相关联的,直接关系到设

备的最终性能。

1.3暋测量设备主要技术参数及特点

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主要技术指标为:
(1)工作原理:压差原理灭火剂浓度测量;
(2)分析方式:在线实时分析灭火剂浓度;
(3)测量介质:Halon1301(CF3Br)、CO2;
(4)测量误差:不大于0.5%V/V(Halon1301

的绝对体积浓度);
(5)响应时间:不大于20ms;

(6)测量通道数:12通道;
(7)测量量程:0~100%V/V(百分比体积浓

度);
(8)采样频率:不小于50Hz;

(9)专用数据采集和分析软件。

由于 AC20灢100指定灭火剂浓度测量值是百

分比体积浓度值,所以本文所指的浓度均为体积浓

度,单位为 V/V,%V/V是指百分比体积浓度。

该设备具有系统响应速度快(小于20ms)、系
统测量精度高(体积浓度绝对值小于0.5%)、设备

体积小、系统结构模块化、对环境适应能力强等特

点,还具有便于安装、运输、操作简单等优点。

专用采集软件利用LabVIEW 作为开发平台,

在运用虚拟仪器技术同时还采用数据库管理、报表

生成以及通用测试软件设计方法等技术,具有人机

界面友好、容错能力强、良好的数据管理、稳定可

靠、操作向导简单明了等特点。采集软件功能示意

图如图3所示。

图3暋采集软件功能示意图

Fig.3暋Functiondiagramofacquisitionsoftware

1.4暋测试设备系统性能检定

测试设备的两个关键参数是响应时间和测量

误差(系统精度),因此交付过程需要进行检定,确
保设备的系统性能满足研制要求。

(1)响应时间检定

用于考核前端压力变化时,后端测量单元的响

应时间,通道12的响应时间如表1所示,响应时间

满足要求。
(2)测量误差标定

考虑到测量设备的扩展性,测量量程为0~
100%,但 Haolon1301灭火系统的试验中只关注

6%左右的浓度值,因此从实际需要和试验成本出

发,只对20%以内的浓度值进行标定(国外设备只

对0%,6%,12%三个浓度值进行标定)。

系统标定是确定系统测量误差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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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标定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配置不同浓度点的灭

火剂标准样气(必须保证灭火剂是气态),然后通过

专用标定设备对测试设备12个通道同时进行标

定,将测试设备采集的浓度值与标准灭火剂浓度值

进行比较。为了确定结果的重复性进行多轮次标

定,得出系统的误差,系统标定结果如表2所示,可
以看 出:单 个 浓 度 点 下 的 测 量 误 差 最 大 值 为

0.43%,12个测量单元所有浓度点平均测量误差

最大值为0.28%,均方误差最大值为0.18%,测量

误差满足研制要求。

表1暋通道12的响应时间

Table1暋Responsetimeof12# channel

前端压力/kPa
后端测量单

元压力/kPa
上升段时

间差/ms
下降段时

间差/ms

97.2 94.2 -32 +10

98.1 95.7 -30 -15

100.0 96.2 -31 -15

101.9 97.1 -40 -6

102.1 98.2 -41 +9

104.2 99.1 -43 -2

表2暋系统标定结果

Table2暋Systemcalibrationresults

通道
误差/%

0%浓度 2%浓度 6%浓度 10%浓度 20%浓度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均方误差/% 标定结果

01通道 0.01 0.03 0.08 0.05 0.23 0.23 0.08 0.09 合格

02通道 0.07 0.01 0.01 0.17 0.26 0.26 0.10 0.11 合格

03通道 0.21 0.25 0.04 0.22 0.24 0.25 0.22 0.09 合格

04通道 0.25 0.43 0.04 0.28 0.42 0.43 0.28 0.16 合格

05通道 0.24 0.26 0.01 0.22 0.18 0.26 0.18 0.10 合格

06通道 0.21 0.35 0.01 0.02 0.41 0.41 0.20 0.18 合格

07通道 0.14 0.21 0.01 0.13 0.20 0.21 0.14 0.08 合格

08通道 0.25 0.30 0.08 0.17 0.33 0.33 0.23 0.10 合格

09通道 0.14 0.23 0.01 0.11 0.39 0.39 0.18 0.14 合格

10通道 0.16 0.34 0.09 0.12 0.36 0.36 0.21 0.13 合格

11通道 0.21 0.28 0.02 0.15 0.15 0.28 0.20 0.10 合格

12通道 0.01 0.08 0.09 0.24 0.18 0.24 0.10 0.10 合格

2暋试验应用

直升机灭火系统地面模拟试验测试方法如下:
(1)试验前检查

栙检查压力、温度、流量传感器等传感器的安

装情况;

栚检查飞行通风量模拟系统的工作情况;

栛检查动力舱内采集点布置情况,确保采集点

安装位置符合测点布置图要求;

栜检查采样管路在动力舱内固定是否牢固,确
保所有取样管无折弯且长度相同。

(2)试验步骤

栙安装好排气管,便于采样气体能从设备中排

出,启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的温度控制系统,温
度控制系统的温度稳定后,启动真空泵;

栚启动飞行通风量模拟系统,控制飞行模拟通

风量为试验给定值;

栛启动专用数据采集系统和专用灭火剂浓度

测试仪,观察采集的数据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进

入准备试验状态,否则需要进入排故状态;

栜通风量稳定10min左右后,由专业试验人

员通过引爆系统引爆灭火瓶上的电起爆器,于此同

时开始记录各测试点灭火剂体积浓度,记录时间不

少于30s;

栞试验持续30s后,关闭飞行通风量模拟系

统的风机,为了设备内的灭火剂气体被完全排出需

要真空泵继续工作一段时间(20min)。

3暋结果分析

利用该设备进行多个型号直升机灭火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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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模拟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主要试验条件为动力舱

内通风量,灭火剂填充压力,灭火瓶温度,灭火剂填

充量,发动机的体积和外形,发动机舱的体积和内

形。试验时在同一试验条件下进行三次喷射,以验

证试验数据的重复性。

本文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说

明,详细的试验条件如表3所示,模拟高速气流流

动室温环境和低温环境情况的试验曲线分别如图

4~图5所示。

表3暋试验条件

Table3暋Testconditions

试验
通风量/

(kg·s-1)
灭火剂填充

压力/MPa
灭火瓶

温度/曟
灭火剂

填充量/kg

试验1 0.85 4.2 暋20 1.5

试验2 0.85 4.2 -40 1.5

图4暋20曟风量0.85kg/s时浓度测量曲线

Fig.4暋Curvediagramofagentmeasuringat

20曟,0.85kg/s

图5暋-40曟风量0.85kg/s时浓度测量曲线

Fig.5暋Curvediagramofagentmeasuringat

-40曟,0.85kg/s

通过上述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测量误差对试验结果的影响。通过试验

数据分析表明设备的误差对试验结果影响很大,例
如在设备最大误差为0.43%浓度情况下,图4和

图5的共同维持 6% 浓度值分别是 1.151s和

0.722s;而在设备均方误差为0.16%浓度情况下,

图4和图5的共同维持6%浓度值分别是2.536s
和1.722s。

(2)数据连续性好,测试结果也与分析一致。

通道1和通道3均布置在发动机附件机匣端的底

部,是灭火剂不易扩散到达的部位,所以浓度值偏

低;通道9布置在自由涡轮附件,自由涡轮附件由

于有灭火喷嘴,灭火剂扩散很容易到达,所以通道

9的浓度明显高于其他通道。
(3)该试验能准确反映不同试验条件下动力

舱内浓度变化情况。灭火瓶温度越低,灭火剂喷射

速度和喷射流速均变小,喷射时间变短。因此图4
最大浓度值和浓度的维持时间均优于图5。

4暋结暋论

(1)专用灭火剂浓度测试设备响应速度快、精
度高,满足直升机动力舱灭火系统地面模拟试验要

求,准确反映了动力舱内各测点灭火剂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
(2)设备安装方便快捷,操作简单,数据所见

即所得,易于搬运,可用在不同环境下的地面试验。
(3)本设备不能满足机上飞行试验测试要求,

主要表现为重量、体积、功耗、电磁干扰、自身抗干

扰、防振等方面,需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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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采购合同签署的基础。提出一种基于产品结构的需求管理方案,构建三层数据管理结构和各种表单对客

户需求进行全流程管控,对某型号飞机信息系统开发的案例进行分析。该管理方案能够支撑不同航空公司客

户化构型的定义,保证客户需求传递的便捷性和实现的准确性,符合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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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空公司基于自身的选型需求,对所购置飞机

的系统、设备以及功能进行定制的过程称为飞机客

户化管理。通常客户化成本约占飞机总价值的

10%,比如对于一架1亿美元的宽体飞机,产品客

户化成本约为800~1200万美元,而产品客户化

数据定义是购机合同签署[1]的基础,也是工程配



置、生产制造及客户接机检查依据。

飞机产品因适用对象和服务目标不同,所产生

的数据也有所差异,主制造商往往依据服务对象,

将产品构型以不同方式进行表达和管控。航空公

司在购置飞机中所产生的客户化数据主要用于合

同构型签订,技术和商务可行性评估,且为下游的

产品采购、工程设计以及生产制造提供最原始的需

求信息,这些数据将严格约束飞机制造商按照合同

要求生产和交付。

工程技术人员主要关心图纸以及试验和验证

信息,制造人员更多关注工艺和操作要求等。客户

化数据[2灢4]往往区别于正常的工程和制造数据,因

为客户更为关心飞机和系统功能描述以及主要设

备清单,一般也只能在飞机制造商提供的标准构型

基础上进行有限程度的客户化,因此可以将飞机的

客户化构型数据和载体[4灢5]分为以下3类:

(1)标准构型:商用飞机基本不变的信息,一

般以技术规范的形式表达;

(2)选装构型:商用飞机选装项目的清单,一

般以选项指南的形式表达;

(3)定制构型:客户提出的特殊更改需求,一

般以技术规范更改单的形式表达。

从理论上来讲,标准构型、选装构型和定制构

型可以根据制造商的销售策略相互转换,并针对目

标客户进行营销,因此这些客户化数据必须进行高

效和方便的管理。

本文基于飞机客户化数据管控的需要提出一

种产品结构管理解决方案,并以某飞机型号为例进

行案例分析,以期为市场销售和合同签订提供依据

以及所有过程数据的可追溯信息。

1暋国内外客户化管理现状

结合对国内主要航空公司和转包企业的调研,

了解到国外主流飞机制造商不但在工程、工艺和生

产制造过程中使用产品结构对整个飞机的产品数

据进行管理,目前将基于产品结构的数据管理推广

至整个销售和售后服务[6]过程中,以满足不同用户

的需求,并且有利于整个产品数据的过程管控和上

下游衔接。

空客公司通过产品结构形式,将标准构型、选

装构型以及定制构型进行分解并按照 ATA 章节

和架次有效性进行动态管理[4,7],并且通过不定期

提 取 相 关 的 飞 机 构 型 信 息 用 于 生 成 标 准 规 范

(StandardSpecification)来表达标准构型,生成构

型指南(ConfigurationGuide)来表达选装构型,并

且通过规范更改单/制造商规范更改单(Specifica灢
tionChangeNotice/Manufacturer暞sSCN)形式表

达客户定制构型和制造商发起的改进更改,最终买

卖双 方 签 署 的 StandardSpecification 和 SCN/

MSCN文档作为商务合同的附件来描述单机或批

架次飞机客户定制构型。

波音公司也采用产品结构的形式表达客户化

以及单机客户构型定义信息[4,8灢9],其中构型规范

(ConfigurationSpecification)表达了基本不变构

型,生成选项手册(StandardSelection)表达选装构

型,并且通过客户指定选型结果(CustomerSpecif灢
icOptionSelection,简称 CSOS)形式表达客户定

制的飞机构型。

国内商用飞机制造业目前刚刚起步,针对产品

结构分解和管理研究集中在设计研发阶段[10灢11]以

及生产制造和维修维护领域[12灢15],并未强调产品

的客户化数据管理,左怀亮[16]对此进行了探索性

的研究,并且介绍了企业级 PLM 相关的软件功

能,但对企业实际的业务流程和需求管控机制并没

有深入研究。目前为止,国内制造商仍主要以技术

文档编制和换版的方式进行管理,尚不能对这些数

据进行条目化管控,不能很好地支撑大批量商务合

同的签署以及与工程等下游专业的有效衔接。

2暋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概念

产品结构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主要

手段,将产品相关信息进行条目化管理,方便对所

有产品相关信息进行动态更改控制,以及提供各种

状态查询[17]等,具有不易出错、管理方便、按需实

时生成所需报告或报表等优良特点。
产品结构模型通常覆盖设计、制造等环节,本

文将其进一步扩展至产品客户化阶段,即客户合同

签署阶段构建所需的产品结构,使得客户化数据能

够进行规范和简单化管理,与工程产品结构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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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对接,保障从商务谈判、合同签署、工程配置、生
产制造,乃至交付客户后的全周期的产品数据

管理。

飞机客户化所需的产品结构管理对象、生成信

息和冻结对象如图1所示。

图1暋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内容图

Fig.1暋Contentofaircraftcustomizationproductstructure

3暋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模型

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模型构建,包括功能需求

项(FunctionItem,简称FI)、技术实现方案(Tech灢
nicalSolution,简称 TS),围绕该动态产品结构会

生成提供给客户相应的各类技术文档以及基于此

文档进行的各类客户化需求更改控制和评估。

按客户化要求分解的产品结构及上下游控制

连接关系,如图2所示。

图2暋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组织形式

Fig.2暋Productstructureformforaircraftcustomization

3.1暋客户化产品结构

客户化产品结构主要包括三大层次,分别是:
(1)组 织 层:制 造 商 主 要 通 过 ATA100 或

ATA2200规范中的章节顺序来组织客户能理解

的功能信息,便于结构化管理和信息查询。
(2)控制层:组织描述和控制飞机功能的最小

单元,其中FI是功能描述,TS为技术实现方案,即

可以是标准方案,也可以是选装方案或为客户定制

的构型解决方案。
(3)数据层:TS所包含的元数据,主要从客户

关注角度描述,包括功能说明、设备信息、BFE/

SFE项目、销售策略、以及更改历史。
本产品结构模型中,制造商最为关心的 TS元

数据属性信息填写需求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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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TS元数据填写说明

Table1暋Metadatafillingexplanationoftechniquesolution

元数据描述 枚举类型 枚举值 元数据填写说明

功能说明 否 - TS的技术描述,比如“安装 RC公司的海事卫星系统暠

设备信息 否 - TS的主要设备清单

BFE/SFE 是
BFE TS为买方提供设备(BuyerFurnishedEquipment,简称BFE)项目

SFE TS为卖方提供设备(SellerFurnishedEquipment,简称SFE)项目

销售策略 是

STD TS为标准(Standard,简称 STD)构型技术方案,一般不可选装

OPT TS为选装(Option,简称 OPT)构型技术方案,可供客户选装

IMP TS为改进(Improve,简称IMP)构型技术方案,制造商发起的更改由此产生

ABT TS为作废(Abort,简称 ABT)构型技术方案,曾经推荐,现不再向客户推介

MEO
TS为封存(Memory,简称 MEO)构型技术方案,曾经推荐,除非特定情况下,
一般不再向客户推荐

TBD TS为待定(ToBeDefined,简称 TBD)的构型技术方案,尚未分配销售策略

更改历史 否 - TS可以追溯更改历程,各版本使用的飞机架次信息

3.2暋客户化资料集

制造商在与客户进行飞机构型谈判时,应通过

客户化产品结构生成最新的客户化手册,本文定义

为4类手册作为买卖双方进行客户化选型的基准:
(1)标 准 构 型 手 册 (TechnicalDocumenta灢

tion,简称 TD),主要是在客户化过程被设定为默

认的装机构型,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客户更改。
(2)总 体 选 型 手 册 (GeneralConfiguration

Guide,简称 GCG),该类选项一般不是一个独立的

系统或设备,它牵涉到飞机级的产品战略定位、运
营规章限制、或一些差异化的性能设置,这些选项

往往涉及到多个功能和系统设备的组合。
(3)系 统 选 型 手 册 (System Configuration

Guide,简称SCG),该类选项主要涉及飞机各个系

统和设备,以及一些可定制的机载软件构型。
(4) 客 舱 选 型 手 册 (Cabin Configuration

Guide,简称CCG),该类选项主要有旅客座椅、厨
房和盥洗室位置和插件、乘务员座椅、客舱系统等

大量的客舱设备,以及各种装饰材料、颜色等。

由于生成的 TD将作为飞机买卖合同构型谈

判的初始基准构型,且客户购机和交付时间存在巨

大的时间差异,因此不同版本的 TD将针对不同客

户或不同时间段进行客户化的飞机都同时有效。

销售策略代表了制造商的销售意愿或方式,一

般STD和 OPT将分别体现在通用的标准构型手

册 TD 和选型手册 GCG/SCG/CCG 中,而IMP、

ABT、MEO 以及 TBD 等不需要加入最新版本的

手册中。

3.3暋合同构型定义集

从合同构型定义的角度来看,买卖双方需要签

订的构型协议包括如下3个方面:

(1)TD文档:该 TD文档以买卖双方确认的

版本作为合同签订的依据,该版本仅适用于双方约

定的交付架次。

(2)CS文档:该 CS(Customer暞sSpecific)文

档为客户更改单,买卖双方针对选装构型和定制构

型所达成的协议,应作为合同依据。

(3)MS文档:该 MS(Manufacturer暞sSpecif灢
ic)文档为制造商更改单,制造商针对标准构型或

适航强制要求所做的构型更改,获得客户批准后作

为合同依据,并跟随产品结构的更改而更新。

所有的 TD、CS、MS都来源于 TS技术方案,

其中CS和 MS文档需要新增相应的元数据用以

描述双方针对标准构型飞机的更改,这些元数据应

能体现买卖双方关注的构型信息。

本产品结构中,CS和 MS元数据属性信息填

写需求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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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CS/MS文档元数据填写说明

Table2暋MetadatafillingexplanationofCS/MSdocuments

CS/MS元数据 元数据填写说明

标题 简化说明客户化或更改的内容

描述 详细说明客户化或更改的内容

重量影响
对飞机制造空机重量、运营空机重量

以及最大商载的影响

更改编号 对应的客户更改需求输入

TD文档版本
买卖双方所签订的 TD 版本和发布

日期

TD文档更改前后描述 TD更改前后的说明

关联的其他CS/MS文档
具有 相 互 关 联 的 CS/MS 需 要 进 行

说明

价格 一般按美元计价的客户化价格

使用的飞机架次 客户化所关联的飞机架次

暋暋另外所有的 CS/MS必须与相应的客户机队

号进行关联,其中每架客户机队号也将与飞机制造

序列号(ManufacturerSerialNumber,简称 MSN)
一一对应,并纳入统一的更改控制流程中,表明所

有的客户飞机都分配了机位号且构型都将受控。

3.4暋客户化需求评估

客户化需求评估通常分为4个步骤,分别是:

(1)客户发起更改表单(CustomerRequire灢
mentSheet,简称CRS)。商务人员根据客户需求,
忠实的记录需求,并生成新的FI功能管理项。

(2) 商 务 人 员 启 动 需 求 评 估 单 (Design
ChangeRequest,简称 DCR)。商务人员根据 FI
功能项,启动设计更改评估流程,将需求传达至型

号项目团队。
(3) 项 目 启 动 评 估 反 馈 单 (Engineering

Sheet,简称ES)。项目人员根据客户需求组织启

动内部的技术和制造可行性评估、成本和实施周期

分析,并反馈至商务人员。
(4)商务人员根据 ES编制相应的 TS方案,

并与客户协商签署 CS,最终完成客户化构型配置

后将需求传递至工程设计部门。

4暋应用案例分析

按照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管理模型,以某飞机

型号为例开发了相应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并且飞机

的客户化资料集可以通过产品结构树进行管理并

动态输出,其产品结构树开发的主要界面示意情况

如图3所示。

图3暋飞机客户化产品结构管理界面示意图

Fig.3暋Productstructuremanagementillustrationforaircraftcustomization

暋暋本系统为保障飞机型号合同构型的签署,结合

飞机架次有效性所开发的产品客户化结果输出界

面示意情况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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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飞机产品客户化构型配置器

Fig.4暋Configurationtoolforaircraftproductcustomization

暋暋基于图4和图5以及各类属性信息的填写,所
有的技术实现方案 TS需要关联客户机队信息和

生产机位号后,将可以自动生成合同所需的 CS/

MS文档信息。
另外,客户化需求需要通过型号内部的 DCR

表单将FI需求转换为主制造商内部的评估流程,
并通过ES表单将最终的评估结果转换为 TS解决

方案,满足了飞机制造商全流程的客户化需求内部

评估和管理要求。
通过飞机型号客户化产品结构系统的开发和

应用实践表明,该实现方法可以有效地将商用飞机

产品数据管理扩展至商务合同,极大简化了客户化

管理难度,提高了需求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为构

建商用飞机全产业链产品数据管理提供了思路。

5暋结暋论

本文结合产品结构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客户化

数据管理方案,能够满足合同签订、工程配置,以及

下游设备采购指令发放的要求。从整个产品研发

和项目管理的角度来看,该数据管理方案还能大幅

度提高客户需求的捕获效率,明显加快企业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速率,为保障飞机快速交付提供了更加

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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