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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螺混合连接在复合材料结构中的研究进展

邹鹏1,倪迎鸽2,毕雪1,陈向明1

(1.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力/疲劳实验室,西安710065)

(2.西安航空学院 飞行器学院,西安710077)

摘暋要:复合材料胶螺混合连接由于同时具备螺栓连接和胶接的优点,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本文总结了国内外胶螺混合连接在复合材料结构中的研究进展。以均衡载荷分配、提高承载能力为目标,分别

从复合材料修理与损伤容限、成型工艺与传力路径、参数影响与载荷分配、胶层剥离抑制与多钉载荷分配以及

承载能力预测等方面介绍了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研究现状及相关成果,指出目前胶螺混合连接结构存在的问

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与发展方向,可为胶螺混合连接在复合材料结构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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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DevelopmentonBonded灢boltedHybridJointin
CompositeStructure

ZOUPeng1,NIYingge2,BIXue1,CHENXiangming1

(1.FullScaleAircraftStructuralStatic/FatigueLaboratory,AircraftStrengthResearch

InstituteofChina,Xi暞an71006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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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mpositebonded灢boltedhybridjoint(BBHJ)iswidelyfocusedanddevelopedinaerospaceanda灢
viationfieldsforitsfullconsiderationofadvantagesofboltandbondedjoint.Inthisreview,therelativere灢
searchdevelopmentofthisBBHJincompositestructuresathomeandabroadisthoroughlysummarized.Focu灢
singonenhancingloadsharingandstructurebearingability,theresearchstatus,researchdevelopmentandre灢
latedachievementsareintroducedfrom theaspectsofcompositerepairinganddamagetolerance,forming
processandforce灢transferringroute,parametricinfluenceandloadsharing,adhesivede灢bondinginhibitionand
multi灢boltloadsharing,andthebearingstrengthprediction.Theexistingproblems,probablesolutionsandfu灢
turedevelopingdirectionofthisjointstyleisfurtherdiscussedinordertoprovideusefulreferenceforthefurther
applicationofBBHJincompositestructure.
Keywords:composites;bonded灢boltedhybridjoint;loadsharing;structurebearingcapability



0暋引暋言

传统的复合材料连接方式主要有机械连接(螺
接、铆接等)、胶接连接、缝合连接以及Z灢Pin连接

等,其中胶接连接由于耐久性差,对湿热环境敏感

且缺乏有效的无损检测技术等原因无法在飞机主

承力结构中广泛使用[1灢2]。而在胶接接头中增加机

械连接形成混合连接形式,作为一种新的设计特

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接头承载能力,满足民

用航空器适航需求[3]。N.Chowdhury[4]指出,胶
螺混合连接结构中的螺栓连接一方面可以降低胶

层的剥离应力,阻止裂纹扩展;另一方面相较于纯

胶接结构,螺栓可以防止突然发生的灾难性失效,
这对于很难检测到缺陷的连接区域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胶螺混合连接的研究,不论是用作修补,
还是安全保障措施,最终均与结构承载有关。在胶

螺混合连接中可以将机械连接看作是对胶接的加

强,而理想的连接状态是胶层和螺栓同时承担载

荷,并且在接头濒临破坏时,二者均达到极限强度,
亦或胶接先达到极限载荷,而螺栓连接还能继续承

载[5]。要达到这种状态,要求胶接与机械连接在变

形上相协调,实现两种连接形式承载的合理高效分

配。然而,由于接头形式刚度的差异,导致载荷无

法同时传递到胶层和螺栓,造成非均衡化承载。研

究表明:胶接和螺接二者载荷承担的同步性和均衡

性对于保证结构承载能力十分重要。K.P.Raju、

K.Bodjona等[1,6]特别指出载荷的合理分配可以有

效实现“AcrosstheBoard暠的强度提升。然而在实

际胶螺混合连接中很难做到二者同时承受较高载

荷,通常是胶黏剂承担了大部分载荷,而螺栓仅起

到了有限的辅助作用。因而改进承载机理,实现有

效的载荷分配成为提高结构承载能力的关键[6]。
此外C.Bois等[7]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对于混合连

接接头的评估使用主要包括两个阶段:评估胶螺两

种接头载荷传递的贡献分配值(即载荷分配)和预

测相应接头的失效强度(即承载能力)。因此为了

实现螺栓和胶接的载荷均衡化分配,提升二者同时

承载的能力,需要开展大量的参数化研究工作,从
材料 参 数、结 构 参 数 以 及 工 艺 参 数 等 方 面 入

手[8灢13],优化传力路径,提高结构承载性能,实现复

合材料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推广应用。
本文针对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现状进行梳理,

并结合目前的最新研究进展,从复合材料修理与损

伤容限、成型工艺与传力路径、参数影响与载荷分

配、胶层剥离抑制与多钉载荷分配以及承载能力预

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总结。

1暋发展历程

到目前为止,对于胶接和机械连接接头的单独

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混合连接的

研究尚短。典型的螺栓连接结构、胶接结构以及胶

螺混合连接结构如图1所示。航空行业中对于复

合材料胶螺混合连接的研究最早起源于 L.J.
Hart灢Smith[14]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其最初

是作为保险性结构和修补使用,用以提高损伤容

限[15灢16]。随后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由 S.C.
Tan[17]和 M.Steward[18]针对该混合连接结构进一

步开展了应用研究。在航空航天领域,一方面由于

胶接损伤难以有效预测,工艺控制困难,导致其无

法广泛应用于飞机结构中;另一方面,载荷主要由

胶层承担,而螺栓起的作用有限,因此混合连接效

率低,无法广泛应用。对于航天安全性能要求高的

结构,在使用混合连接时,通常使用较长的搭接长

度和特定模量的黏接剂以保证安全。实际上随着

黏接剂材料的不断发展,国外许多研究者通过试验

和理论预测发现,混合连接也可以有较好的连接性

能,甚至在某些情形下,相较于传统连接,混合连接

有更好的静强度和疲劳寿命。而在其他领域,混合

连接也因其独特的性能及安全性而获得了广泛关

注。黄文俊等[19]指出,复合材料混合连接结构的

传力路径多,合理设计可以有效提高连接效率和载

荷传递能力,并实现重量收益。

图1暋胶螺混合连接结构

Fig.1暋Bonded灢boltedhybridjoint

对于传统的胶接接头,为了保证接头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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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需要采用以下三种措施:栙采用“设计特征暠来
减小脱黏;栚对于每一种胶接结构开展试验验证;

栛采用无损检测技术对接头进行检测以保证接头

强度。然而实际上对每一种航空结构件都进行全

尺度验证试验会产生巨大的费用,并且无损检测技

术也无法准确预测接头强度。试图采用设计特征,
减少脱黏层尺寸的增长则需要增加额外的裂纹抑

制组件,增加了结构装配复杂性和结构质量。因

而,在胶接接头中添加螺栓,形成混合接头,成为一

种满足承载要求且较为经济的设计特征。研究表

明,采用紧固件对胶接连接加强,一方面可以使胶

层损伤的扩展被阻止或延缓,使抗剥离、抗冲击、抗
疲劳和抗蠕变等性能提高[20灢22],另一方面相对于

纯胶接结构,也存在可能带来应力集中的不利影

响。但是,胶接和机械连接的应力集中出现在不同

部位,对于胶接连接,应力集中发生在被胶接件胶

层端部和附近的复合材料处;对于机械连接,应力

集中则主要发生在孔附近[23]。而采用混合连接,
反而使得被胶接件端部和孔周的局部应力集中均

得到一定缓和,使其在接头强度、疲劳寿命和能量

吸收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24灢25]。此外K.
Bodjona等[26]指出,现有复合材料结构中的许多螺

栓接头从技术上讲都是混合连接,它们都包含一层

垫片以填充由制造公差或误差引起的间隙,或者使

用密封层来阻止微动磨损以及流体/微粒流入流

出。但是,大多数螺栓连接分析都忽略了垫片/密

封层,从而导致预测接头刚度准确度的降低,并且

厚垫片/密封层还会由于增加了载荷偏心率,被黏

物偏移变大造成螺栓倾斜等原因,导致接头强度

下降[27灢29]。

2暋研究现状

2.1暋复合材料修理与损伤容限

复合材料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应用起始于构

件修补,提高损伤容限,因而相关研究者针对修复

后的承载能力做了大量的试验和仿真工作。国外

L.J.Hart灢Smith[15,30]认为鉴于无法有效解决载荷

分配问题,复合材料混合连接的性能提升不大,但
是对于修复损伤的胶接接头,限制损伤扩展具有重

要作用。近年国内中国民航大学的学者在复合材

料修理方面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31灢32],徐航[31]分

别介绍了胶接、铆接以及胶铆混合连接修理工艺的

相关理论,重点论述了阶梯型补片内贴补(如图2
所示)的操作流程与优势,并通过 ANSYS建模,对
补片铺层进行了优化;王瑞峰[20]同样通过有限元

模型,对比分析了楔形挖补情况下胶铆混合修理和

胶接修理在受到拉伸载荷、垂直于板面均布载荷情

况下的修理效果(如图3所示),认为修理件在受到

以上两种载荷时,胶铆混合修理能够降低修理件应

力集中系数,明显减少胶层所受载荷。对大孔径损

伤的修理,铆钉孔对结构静强度影响不大,但是对

于小孔径损伤修理,胶铆混合修理的作用不再有

效,反而会由于铆钉的开孔降低结构的静强度。因

此在以上两种载荷作用下,胶铆混合修理更加适用

于大损伤孔情况,对于小损伤孔,直接采用胶接修

理是更好的选择。刘礼平等[32]则采用 ANSYS对

比分析了复合材料机身蒙皮胶接修理以及胶铆混

合修理的应力分布与最大剥离应力,发现相较于单

一胶接修理,胶铆混合修理的 Mises应力和剥离应

力均较小,且分布更为均匀,能够在使用过程中有

效降低胶层的剥离破坏。

图2暋混合修理损伤去除与阶梯型补片示意图[31]

Fig.2暋Thesketchofremoveddamagedmaterialand

steppedpatchforhybridrepair[31]

(a)拉伸载荷

(b)垂直于板面均布载荷

图3暋楔形挖补修理受载情况[20]

Fig.3暋Loadingconditionofwedgedrepai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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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修补场景的特殊需求,铆
接[33]和埋头螺栓[34]是修理时重点考虑的形式。
尽管铆接和埋头螺栓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螺栓连

接的挤压强度,但是其可以减少表面突起,具有空

气动力学优势,在气动外形要求严格的区域被广泛

应用[35灢36]。此外,相较于螺栓连接,尽管铆接能够

提高效率,消除螺栓孔间隙,但是也要注意铆接过

程 不 适 当 的 工 艺 参 数 很 容 易 损 坏 复 合 材 料 被

黏物[37灢41]。

2.2暋成型工艺与传力路径

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成型工艺与传力路径是

指由于胶层、螺栓连接各自的成型特点以及相互间

的前后顺序导致的工艺顺序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

的传力特性的不同。在成型工艺方面,目前胶螺混

合连接接头主要有两种典型工艺(如图4所示):栙
在已固化的胶接接头上打孔,然后安装螺栓,并拧

紧形成接头;栚连接处预先制孔,然后涂胶,并安装

拧紧螺栓,待胶层固化后形成接头。搭接区域的螺

栓孔如果在黏接之前进行钻孔,则必须在固化过程

中将销钉插入孔中以确保孔位对齐。因而除了改

善接头性能外,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混合连接接头的

作用是在黏接结构固化时将其固定,从而方便后续

加工制造。作为钻孔的替代方法,R.Matsuzaki
等[24]研究了纤维缠绕到螺栓周围的承载能力,以
避免纤维端产生钻孔相关的损伤,研究发现虽然使

用此技术未观察到静态强度的提高,但疲劳寿命有

所改善。

(a)工艺栙

(b)工艺栚

图4暋胶螺混合连接制作工艺

Fig.4暋Fabricationtechnicalprocessesof

bonded灢boltedhybridjoint

马毓等[42灢43]对比分析了双搭接接头两种混合

接头制作工艺,研究了二者承载变形过程中的传力

机理和变形协调条件,并通过理论推导建立了各自

承载能力的计算方法,通过试验验证了方法的准确

性。研究中发现,采用工艺栙制作的连接接头,由
于螺栓与孔之间的配合间隙造成螺栓与胶层未直

接接触,从而将接头传力及变形分为3个阶段:阶
段1,内外搭接板相对移动,胶层剪切变形承担载

荷;阶段2,内搭接板或外搭接板与螺栓接触,载荷

由胶层和/或界面摩擦力承担;阶段3,内、外搭接

板均克服间隙接触螺栓,载荷由胶层和螺栓共同承

担。采用工艺栚制作接头时,承载过程较为简单,
螺栓预紧力将迫使多余的胶黏剂填充螺栓与螺栓

孔之间的配合间隙,使螺栓与胶层紧密相连,促使

胶层和螺栓同时承载。在胶螺混合连接接头中,螺
栓传递载荷可能包含两种方式:螺栓杆与孔之间的

接触传递以及被黏物外表面与螺栓头/垫圈之间的

摩擦力传递。K.Bodjona等[13]认为前者更适合胶

螺混合接头中大量载荷的传递;而后者可靠性较

低,由于它依赖于螺栓预紧力,而承载能力会由于

接头变形[44灢45]以及复合材料的黏弹性蠕变逐步降

低[46灢48]。此外,黏合剂因预紧力作用而发生的蠕

变也反过来会对螺栓预紧力造成影响。
王衔等[12]利用试验,研究拉伸载荷下双搭接

复合材料板与钢板胶螺混合连接的性能,分析了该

连接结构的极限承载能力、应变分布和破坏模式,
同时考虑了制作工艺对混合连接的影响。结果表

明:混合连接承载力稳定,两种工艺制作的固定尺

寸的混合接头中,先胶接再钻孔的接头,在一定数

量范围内,增加螺栓数会使承载能力上升,但过多

使用螺栓承载能力反而下降;先钻孔再涂胶的接头

螺栓和胶层协同工作性能好,但制作工艺要求

更高。
此外,受胶接不同成型工艺的影响,混合连接

接头也有一定区别。当共固化成型时,被黏物和接

头是同时生产的。这种方法通常与湿法铺层结合

使用,并用于制造复合材料与金属接合处[38]。另

一种常见方法是二次黏接,这就要求任一复合材料

被黏物都要事先固化。二次黏合允许在黏合之前

对被黏物进行处理和检查[49],并且在黏合过程中,
使用黏合支架或垫片精确控制黏合层的厚度[50]。

2.3暋参数影响与载荷分配

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载荷分配是指螺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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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载荷与黏合剂承担的外部载荷的比例分

配[13灢14]。在载荷分配的参数影响方面,相关的研

究较多,目前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胶黏剂属性、螺
栓属性、被黏物属性等材料参数和胶层几何厚度、
端头 形 式、拧 紧 力 矩、搭 接 形 式 等 设 计 参

数[51灢53]。暋
在材料参数方面,胶黏剂属性尤其值得关注。

K.Bodjona等[13]假设了接头双线性弹塑性黏合行

为,使用傅立叶振幅灵敏度测试(FAST)定量确定

了影响载荷分配最重要的参数是黏合剂屈服强度,
而杨氏模量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另一项仅考虑线

弹性材料行为的研究中,却认为黏合剂杨氏模量的

影响最为强烈[54]。对比两项研究可以发现,材料

力学行为对载荷分配的重要性。实际上外载荷的

大小也会对材料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更高的载荷

下,影响大小的差异会变得更加明显[13],这主要是

与材料的非线性效应相关。黄文俊等[19]建立的胶

螺混合连接损伤累积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如图5所

示),其中复合材料由于设计需要,在端部有一垂直

于板面的翻边,模型中考虑了胶层物理非线性和接

触非线性等问题,分析了复合材料端头翻边、胶层

厚度、胶层韧性以及接触面摩擦系数等因素的影

响,发现端头翻边由于可以抑制端头的损伤扩展,
提高局部刚度,因而可以明显提高结构的拉伸强

度。韧性胶层同样也能够提高结构性能,但胶层厚

度对结构的强度基本没有影响;螺钉杆与连接孔接

触面间摩擦系数越大,连接结构的拉伸强度越高。

暋暋暋(a)含端头翻边模型暋暋暋暋暋暋(b)无端头翻边模型

图5暋胶螺混合连接有限元模型[19]

Fig.5暋Finiteelementmodelofbonded灢
boltedhybridjoint[19]

李成等[55]针对单搭接胶螺混合连接以及对应

的胶连接、螺栓连接开展了对比研究,并且分析了

两种不同弹性模量的胶材料对混合连接应力分布

的影响(如图6所示),计算了混合连接胶层与螺栓

的承载比例。研究发现,胶层的加入能够缓解连接

孔边应力集中,且低模量的胶黏剂可以促进胶层与

螺栓的共同承载,从而达到比传统连接方式更好的

承载性能。C.T.Hoang灢Ngoc等[56]、G.H.Lim
等[57灢58]研究了柔性胶黏剂(低模量、大应变)对于

混合连接接头载荷分配的影响;而 C.Bois等[7]、

G.Kelly[14]的研究表明,黏合剂的塑性行为会导致

胶接接头有效刚度的降低,从而导致混合连接中螺

栓承载能力的增加。

(a)剥离应力

(b)剪切应力

图6暋不同胶层材料混合连接与

胶连接的胶层应力分布图[55]

Fig.6暋Theadhesivestressdistributionofhybridand

bondedjointsfordifferentadhesivematerials[55]

几何参数同样会对承载分配产生影响。K.
Bodjona等[13]的研究表明:对于三种不同的外载荷

水平,重叠长度始终是最大的影响,其次是黏合剂

厚度和螺栓孔间隙,层合板的厚度和接头宽度的影

响要小得多;而在 G.Kelly[8]的研究中,虽然改变

层合板厚度对厚层压板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于非常

薄的层压板却具有很明显的影响;在 K.Bodjona
等[13]的研究中并未考虑过如此薄的厚度;B.Ku灢
mar等[9]提出了一种添加薄板连接附属件的方式

(如图7所示)来提供额外的载荷传递路径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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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能力,该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混合连接形式载荷

提高80%以上,但是该结构增加了结构重量和安

装复杂度;此外,袁辉等[59]针对胶层与螺栓可以协

调变形的胶螺混合连接接头,通过理论分析与试验

对比的方式,研究了多个参数对胶螺混合接头承载

力的影响规律与机理,包括胶层厚度、螺栓位移、螺
栓刚度等,结果表明:接头的破环形式和承载能力

受接头几何力学参数影响较大。

(a)传统混合接头

(b)带附属件的混合接头

图7暋新型含附加件的混合连接[9]

Fig.7暋Hybridjointwithattachments[9]

对于胶螺混合结构,螺栓承载实验测量的准确

性是验证载荷分配的关键手段[60灢62],但是在该方

面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改进。许多研究人员使用自

行设计加工的测量螺栓来测量拉伸载荷下单搭接

接头的剪切载荷(如图8所示),螺栓载荷分配比例

分别达到32%(施加8kN 载荷时)和36%(施加

10kN载荷时)[6,14]。在这两项研究中均使用单螺

栓、短搭接、相对较厚的黏接线以及低屈服强度的

韧性胶黏剂。相反,在另一份研究中,即使施加到

14kN的载荷时,长搭接的双排单搭接接头螺栓的

载荷分配比例也低于5%[54]。该研究使用了与 G.
Kelly[14]相同的黏合剂和黏合层厚度。对比两项

研究可知,几何参数和被黏物材料在载荷分配中的

重要性。

暋暋暋暋暋(a)示意图暋暋暋 暋暋(b)横截面图暋(c)实际样品

图8暋用于承载测量的定制螺栓[60]

Fig.8暋Instrumentedboltforloadvectormeasurement[60]

2.4暋胶层剥离抑制与多钉载荷分配

在胶螺混合连接领域,部分研究人员将注意力

集中于胶层剥离机理及其抑制策略。常用的紧固

件配置为单排单螺栓连接[63],这种配置消除了许

多复杂的影响和相互作用,能够有效获得影响接头

性能的机理。但是,上述配置不能代表大多数实际

的接头设计,实际上接头往往是多行多列的[64灢65]。

N.Chowdhury等[66]采用了渐进损伤的方法,研究

了复合材料胶铆混合连接中铆接阵列以及胶层缺

陷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行

螺栓的位置决定着胶层裂纹扩展率,随着裂纹进入

紧固件的夹紧区域,应变能释放率会急剧下降,导
致裂纹扩展速率缓慢,从而提高了混合连接接头的

抗疲劳能力;张明星[67]在对 T800碳纤维复合材料

多钉混合连接的钉载分布及破坏模式计算中发现:
首末两排钉承担载荷最大,中间的钉载最小,模量

相对较大的胶层阻止了钉载的有效传递,破坏模式

主要为钉孔挤压和层合板拉伸破坏;陈向明等[68]通

过对比单钉和双钉胶螺混合连接结构,发现相对于

胶接结构,单钉混合连接结构的承载能力并不会有

明显提高。但是两钉胶螺混合连接中两螺栓外侧的

胶层由于较大的面外力会很快发生破坏,而内侧的

胶层由于螺栓的法向作用使其只受纯剪切力,从而

提高了该区域胶层的承载能力。鉴于此结论,对混

合连接构型进行了改进设计(如图9所示),将两螺

栓外侧对结构承载能力影响不大的胶层去除,从而

避免初始破坏,很好地提高了连接强度。

(a)构型栺

(b)构型栻

图9暋两种构型的胶-螺混合连接模型[68]

Fig.9暋Twodifferentbonded灢boltedhybrid

jointsconfigurations[68]

由于螺栓扭矩拧紧而产生的预紧力会在螺栓

头/垫圈下方的被黏物和胶黏剂中产生压缩应

力[69灢71],这会阻碍裂纹的张开,从而减慢或阻止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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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



纹的扩展[72灢73]。螺栓预紧力作用下的接头压缩应

力分布如图10所示,该载荷可以有效提高接头局

部损伤抵抗能力,延长胶螺混合和螺栓连接的疲劳

寿命[69灢71]。并且这种提升在低振幅循环载荷下更

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螺栓张力松弛,导致在较高

面内载荷下的预紧力削弱[45]。胶螺混合连接的载

荷分配可以延迟疲劳裂纹的产生;一旦形成裂纹,
螺栓预紧力作用可以减缓其扩展,从而改善胶螺混

合连接结构的疲劳性能;螺栓张力松弛会减少预紧

作用。此外F.E.Goldarag等[74]研究了混合连接

接头在预紧力矩作用下的接头预紧力变化;S.Go灢
mez等[75]利用试验和有限元方法,研究了预紧力

矩对混合连接接头疲劳寿命的影响,分析了不同预

紧力矩和纵向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和应变分布,揭示

了预紧力矩产生的侧向预紧力在疲劳寿命中的重

要作用。

图10暋预紧力作用下的接头压缩应力[69]

Fig.10暋Compressivestressofjointunderpreload[69]

2.5暋承载能力预测

在胶螺混合接头中,尽管黏接剂的硬度低于螺

栓,但是黏结接头比相同尺寸的螺栓接头要坚硬得

多[14,34]。这说明结构刚度是由材料和几何参数共

同导致的[25],在典型的胶螺混合接头线性加载期

间,如图11中的原点和A 点之间所示,这种刚度

差异导致胶黏剂自身传递大部分载荷[25,34]。在该

区 域 胶 螺 混 合 接 头 的 刚 度 与 胶 接 接 头 基 本 相

同[14,24,76]。在较高的载荷下,胶黏剂的非线性行为

(超弹性或塑性)则会降低黏接接头的刚度[7,54]。
在此 阶 段,螺 栓 开 始 承 担 越 来 越 大 的 载 荷 比

例[6,14],胶螺混合接头的刚度开始超过两种单独接

头的刚度[8,14]。对于紧配合孔,一旦出现非线性黏

接效应(图11中的A 点)就会立即出现这种刚度

增强效应。对于间隙配合孔,仅在黏合剂充分变

形,克服螺栓孔间隙(图11中的点B)或施加足够

的螺栓预紧力,允许载荷通过螺栓头的摩擦传递到

螺栓,才发生这种增强效应。如果在加载过程中的

任何阶段胶黏剂层发生严重失效,胶螺混合连接接

头的承载将完全由螺栓承担,其载荷水平将突降至

纯螺栓连接结构在该位移下能够承受的载荷大小

(图11中的紧配合点C 和间隙配合点D)。随后,
胶螺混合接头的行为类似于螺栓接头[77]。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胶螺混合接头使用

的胶黏剂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材料非线性[78];使用

的胶黏剂的破坏应变低[79];黏接线很薄[80灢81](例
如,共固化接头)。在这种情况下,胶螺混合接头的

响应是准线性,直至胶黏剂破坏,类似于胶接接头,
此时螺栓产生的刚度效应无法体现[24]。

图11暋典型载荷-位移曲线

Fig.11暋Typicalload灢displacementcurve

对于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研究,最终都会落在

承载能力预测上[82灢83]。除了上文提到的相关文献

外,陈向明等[68]对复合材料胶铆单搭连接结构进

行了试验研究与理论分析,采用弹簧阻尼模型,建
立了混 合 连 接 结 构 拉 伸 强 度 的 计 算 方 法;N.
Chowdhury等[84]则主要针对胶铆混合连接加载过

程中的损伤机理开展了研究,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了

不同连接形式以及不同预紧力作用下的承载能力;
程小全等[85]针对平面编织复合材料单排胶螺混合

连接结构拉伸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研究发现:机
械连接可以分担部分载荷,并强化胶接连接。但是

二者的载荷传递机理存在很大不同,胶接主要是通

过层间剪切传递载荷,而机械连接则是通过铺层的

面内拉伸以及层间剪切传递载荷。只有将二者结

合起来,综合考虑二者的承载机理才能提高传递载

荷效果。XuP等[86灢88]针对 GLARE板的胶螺混合

结构开展了解析模型、数值仿真和实验研究,建立

了双弹簧解析模型,考虑了螺栓性能、胶黏剂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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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参数、螺栓孔间隙、被黏物属性、接触状况以及

预紧力松弛等因素,发现螺栓孔间隙、被黏物几何

参数以及胶层属性是三个主要的影响参数。而螺

栓孔之间的紧配合同样会对承载能力造成影响,但
是在这方面相关的研究较少[89]。

3暋总结分析

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发展脉络与相关研究现

状图如图12所示。

图12暋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

Fig.12暋Developmentcontextandresearchstatusofbonded灢boltedhybridjointstructure

暋暋从图12可以看出:虽然研究方向侧重点各有

不同,但是各研究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材料

参数、结构参数以及工艺参数是影响结构性能的三

个重要方向,因此对于胶螺混合连接问题需要综合

考虑各种因素,确定最终效果。目前国内外对于胶

螺混合连接结构的研究,已由作为保险性结构转移

到提升承载能力,如何有效匹配两种连接形式的刚

度,提高载荷分配的均衡性是贯穿混合连接研究的

关键问题,也是难点问题。目前虽然从材料、结构

以及工艺上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存在重量、效
率、尺寸限制等局限性。在设计允许的前提下,采用

韧性胶黏剂、较长的搭接长度、螺钉杆与孔紧密接触

以及采用合适的预紧力可以有效提高载荷分配比

例。进一步地,在质量限制低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

端头翻边设计、适当增加钉载数量以及添加薄板连

接附属件的方式大幅度提高结构承载能力。

4暋研究展望

尽管在胶螺混合连接在复合材料修理与损伤

容限、成型工艺与传力路径、参数影响与载荷分配、

胶层剥离抑制与多钉载荷分配以及承载强度承载

能力预测等方向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

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亟须进一步

探讨解决,包括以下5个方面:
(1)现有的方法对于提升胶螺载荷分配的作

用有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新的结构形式,设
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混合连接载荷传递机理,提升

胶层和螺栓承载能力的同步性与均衡性。
(2)针对胶螺混合多钉连接结构的研究相对

较少,尤其在载荷传递机理方面,由于涉及到胶螺

载荷传递和多螺栓载荷传递两种性质各异的载荷

传递机理,因此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设法厘清

二者的载荷传递机制及相互关系。
(3)胶螺载荷分配的试验测量是研究的重点

也是难点,现有的螺栓载荷测量设备多是基于应变

测量的自制设备,缺乏统一的标准,精度也无法保

证。因此,对胶螺载荷分配的试验测量也是值得关

注的问题。
(4)胶螺混合接头的优点之一,是能够大量吸

收断裂过程中能量,这对于必须耗散大量能量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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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很重要。然而,目前对于能量吸收机理的研究尚

不明确,相关的文献并未对能量吸收做详细分析。
(5)有效的强度预测方法是开展承载能力提

升工作的基础。目前的强度预测方法大多是基于

有限元方法和试验方法,但是在限元方法中,渐进

损伤的刚度折减方法尚未明确。因而,建立基于刚

度折减的混合连接承载能力解析模型,对于提高计

算准确性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5暋结束语

本文分别从复材修理与损伤容限、成型工艺与

传力路径、参数影响与载荷分配、胶层剥离抑制与

多钉载荷分配以及承载能力预测等方向系统分析

了目前国内外针对复合材料胶螺混合连接结构的

研究现状,并进一步归纳总结了目前胶螺混合连接

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为该结构的

深入研究与广泛应用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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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宽体客机巡航状态、阻力发散马赫数状态以及俯冲状态的绕流均属于跨声速流动,风洞试验过程中由

于试验段壁板的存在,模型与洞壁均可能产生较强的激波,并诱发复杂的相互干扰,进而呈现出强烈的非线性

耦合现象。针对宽体客机标模在FL灢26风洞中试验的洞壁干扰情况,提出一种基于透气壁模型的数值模拟方

法;基于该方法研究0.8曑Ma曑0.92范围内的模型洞壁干扰耦合效应。结果表明:与基于壁压信息法的数值

模拟方法相比,采用透气壁模型方法不需要测试数据,能够较好地模拟孔壁流动对宽体客机升力系数曲线的影

响,同时也给阻力带来较大的修正量。

关键词:宽体客机;洞壁干扰;数值计算;风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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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InvestigationonaPorousWallModelforthe
TransonicWall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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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mputationalAerodynamicsInstitute,ChinaAerodynamicDevelopmentandResearchCenter,

Mianyang621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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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lowspassingawide灢bodyaircraftatcruising,dragdivergenceordivingstatusaretransonic.When
theaircraftmodelistestedinatransonicwindtunnel,strongshockwavesmaybeinducedduetothetunnelwall
andthemodel,andincurcomplexinterferenceasastrongnonlinearcouplingphenomenon.Inordertoinvesti灢
gatethewallinterferencetothestandardmodelofawide灢bodyaircraftmountedintheFL灢26windtunnel,anu灢
mericalsimulationmethodbasedonaporouswallmodelisdeveloped.Basedonthiswallmodelmethod,the
couplingeffectofwallinterferenceatMachnumbersrangingfrom0.8to0.92isstudied.Comparingwiththe
wallpressureinformationmethod,resultswiththeporouswallmodelindicatepositiveeffectoftheporouswall
flowontheliftcoefficientofwide灢bodyaircraft,aswellasmoremodificationtodragcoefficient.
Keywords:wide灢bodyaircraft;wallinterference;numericalsimulation;windtunneltest



0暋引暋言

宽体客机研制对模型风洞试验数据的精准度

要求很高,需要消除或修正试验中的各种干扰因

素。在跨声速流动试验时,风洞试验段流场中存在

亚/跨/超声速的混合流动,有激波、激波/边界层干

扰及洞壁波反射干扰,还有试验段开孔或开槽壁的

复杂横流流动,流场十分复杂,传统线性修正方法

难以应用,故厘清跨声速洞壁干扰有重要意义[1灢2]。
跨声速洞壁干扰影响修正一直是气动试验技

术的一项研究主题。20世纪90年代末,范召林

等[3灢5]发展了壁压信息法进行洞壁干扰修正,以

FL灢21风洞中实测的透气壁附近的压力分布作为

风洞流场的边界条件,应用 Navier灢Stokes(N灢S)方
程,数值模拟风洞中模型的绕流流场,通过和无洞

壁自由流场模拟结果的对比,得到洞壁干扰对模型

气动力的影响;2016年,李鸿岩等[6]针对小展弦比

飞翼标模,利用FL灢2风洞实测壁压信息构造开孔

壁边界条件,通过求解 N灢S方程建立跨声速洞壁

干扰的非线性修正方法;同年,钟世东等[7]通过小

扰动壁压信息法、全速势位流方法和基于 RANS
的壁压信息法,预测洞壁干扰修正量,以大风洞

FL灢24的试验结果为标准,对小展弦比飞翼标模确

认了这种修正的有效性。壁压信息法适用范围较

广,但是需要在试验的同时测量洞壁的静压分布或

速度分布,而实际试验中,测压管数量可能偏少或

分布不合理,得到的壁面压力采样精准度有限;同
时,测压管本身也会带来干扰。

为了弥补壁压信息法的不足,人们转向研究通

过建立透气壁壁面边界模型,再进行数值模拟修正

洞壁干扰的新方法。日本在透气壁洞壁干扰修正

方法的研究上开展了一些计算与试验研究。2006
年,J.Akatsuka等[8]改进了 Harloff方法,在透气

壁壁面边界模型中引入了边界层位移厚度的影响,
更好地预测了从驻室流向主流时的质量流量;2010
年,T.Nambu等[9]在JAXA 的2m暳2m 跨声速

风洞的不同参数条件下,利用数值计算方法模拟单

孔流动,得出流过孔的质量流量与孔两侧压差的关

系,提出了一种新的适用于跨声速风洞开孔壁的壁

面流动模型;A.Hashimoto等[10灢11]应用 T.Nambu
的模型,对 ONERA灢M5模型在JTWT 跨声速风

洞中的洞壁干扰和支架干扰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很好;应用该孔壁模型,T.
Nambu等[12灢13]还对二维翼型试验的跨声速风洞洞

壁干扰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分析了开孔壁洞壁下

洗和阻塞效应。
近年来,国内针对透气壁的研究逐渐增加。

2015年,曹世坤[14]对单孔在 FL灢3风洞中的流动

进行了数值模拟,根据对开孔壁壁面流动细节的分

析,结合有关理论建立了开孔壁的壁面流动模型,
用作模拟跨声速风洞洞壁的边界条件;2017年,金
佳林等[15]建立了多孔板模型,发展了一种研究跨

声速孔壁风洞的孔壁效应的数值方法;同年,国立

强[16]应用孔壁模型的数值模拟方法,进行了开孔

壁洞壁干扰的修正技术研究。
透气壁的透气特性与其几何形状(例如开闭

比、孔径、壁厚等参数)有关,同时还受到试验马赫

数、雷诺数、洞壁边界层厚度的影响;实际上,洞壁

附近的气流偏角变化也有重要影响,这取决于试验

模型的布局构型、缩比大小、飞行姿态以及与模型

的距离。因此,建立透气壁壁面边界模型要想尽可

能逼真地反映透气特性,必须考虑具体的风洞、具
体的试验模型以及具体的试验内容,才可能较好地

预测洞壁干扰。
本文针对 FL灢26风洞的洞壁情况,首先建立

单孔流动模型,得到流量与压差的曲线关系;其次

将该拟合曲线关系式作为透气壁模型,用作壁面边

界条件,模拟宽体客机模型在风洞试验中的绕流;
最后为了对比,还应用传统的壁压信息法,以实测

壁压作为边界条件进行数值计算。

1暋数值模拟方法

1.1暋控制方程及其离散

1.1.1暋控制方程

控制方程选取任意坐标系下守恒型的雷诺平

均 N灢S方程组(RANS),应用有限体积法离散。

犿
毟

毠W
毠tdV+犾

毠毟

H·ndS=0 (1)

式中:毟 为控制体;毠毟 为控制体边界;n为控制体

边界外法向单位向量;dV 是体积微元;dS 是面积

微元;H 为面上的通量,可采用各种格式离散得

到;W 为守恒变量。
在格心格式中,控制体取为网格单元,守恒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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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存储在网格中心,其定义为

W =[氀氀u1氀u2氀u3e]T

通量张量H 可分为无黏项HI 和黏性项HV,
具体形式详见文献[17]。

1.1.2暋控制方程离散

控制方程无黏项的空间离散采用 Roe通量差

分格式(flux灢differencesplittingscheme),黏性项

采用中心差分格式离散。时间离散主要应用交替

方向隐式近似分解(AF灢ADI)及对称高斯-赛德

尔近似 LU 分解(LU灢SGS)。流场收敛加速措施

应用局部时间步长、多重网格等方法。计算分别采

用S灢A 一方程湍流模型和k灢氊 SST 二方程湍流

模型。

1.2暋边界条件

所用到的边界条件分为基于一维流动特征关

系式的无反射远场边界条件、固壁无滑移边界条

件、对称边界条件三类。对黏性固壁来说,流体运

动速度等于物面的运动速度;黏性计算中,固壁外

虚拟两排点后采用统一的格式在全场计算,统一计

算界面通量后,将物面无黏通量修正到只有压力贡

献上。

1.2.1暋试验段上游入流边界条件

入流边界条件需要指定总压、总温。首先计算

内点的马赫数及流动角:

Ma2=u2+v2+w2

a2 (2)

边界面上的压力和密度由式(3)得到:

pg= pT

1+毭-1
2 Maæ

è
ç

ö

ø
÷

2
毭

毭-1

氀g=氀T
pg

p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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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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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î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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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由状态方程得到,可由此得到声速。结合

外插得到的马赫数和流动角,可得边界面上的三个

速度分量。对于试验段入口,流动沿x向正向。

1.2.2暋壁压法透气壁边界条件

应用壁压信息法,壁面压强取风洞试验测压结

果。由于风洞测压数据存在跳动,扣除空风洞壁压

数据后,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散布,可能是测压孔加

工质量等原因所致。可采用三次样条曲线或“五点

三次平滑方法暠,把误差光顺掉,再将壁压数据使用

样条插值法插值到风洞壁面上。虚拟点速度直接

取内点外插。

1.2.3暋透气壁模型壁面边界条件

应用透气壁模型时,壁面界面附近法向速度

Vn 由透气壁模型给出,压强pg 及密度氀g 均采用

内点(下标i)外插:

氀g=氀i

ug=Vnnx +u氂

vg=Vnny +v氂

wg=Vnnz+w氂

p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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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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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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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切向速度(u氂v氂w氂)由内点速度矢量减

去法向速度分量得到。

1.2.4暋单孔流动模拟用的驻室外边界出入流条件

模拟试验段壁板的单孔流动时,设置驻室的计

算外边界,必须特别谨慎。小孔没有流动时,驻室

流动静止;有流动时,驻室外边界的流动可能“流
出暠,也可能“流入暠。

对于“流出暠情况,按照亚声速出流处理即可。

氀g=氀i

ug=ui

vg=vi

wg=wi

p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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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流入暠情况,假定总压为驻室静压,总密

度为来流密度,即

氀T=氀曓

pT=pp
{

lenum

(6)

外边界的虚拟点马赫数及流动方向均由内点

外插,即

nx=ui/qi

ny=vi/qi

nz=wi/qi

qi=(u2
i+v2

i+w2
i)1/2

Ma=Mai=q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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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维等熵流动关系式,采用式(6)~式(7)
得到:

氀g=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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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式(8)求得的密度、压强得到声速a后,得
到边界点的速度V,进而得到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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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毭pg/氀g

V=Ma·a
ug=V·nx

vg=V·ny

wg=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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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暋并行重叠网格技术

网格生成在CFD数值模拟中占据重要地位。
宽体客机标模试验需要模拟的部件包括:飞机主

体、支杆、弯刀、洞壁等,这些部件之间的距离很近,
生成多块对接的网格难度很大。并且风洞洞壁与

飞机存在相对运动,对接网格无法满足要求。本文

应用重叠网格技术模拟飞机与风洞洞壁流场。
对于静态计算,重叠网格插值及单元信息预先

处理并存储,并行计算剖分网格时,根据网格变化

信息将重叠网格相关信息进行变换即可,不需要重

新“挖洞暠及搜索贡献单元。

2暋单孔流动建模

2.1暋透气壁模型法简介

目前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均表明开孔壁的边界

条件是十分复杂的。开孔壁的透气特性与洞壁几

何参数(如开闭比、孔径、壁厚等)有关,还受试验马

赫数、雷诺数、洞壁边界层厚度以及洞壁附近的气

流偏角变化的影响。洞壁附近的气流偏角取决于

试验对象,即与模型的形状、大小、姿态以及距离模

型的远近有关。因此,应当针对每一座风洞建立透

气壁模型,针对具体的试验计算洞壁干扰。开孔壁

上透气孔的数量众多,不可能对每个孔都进行数值

模拟,因为不仅网格划分困难而且计算机资源也难

以满足要求,建立的物理模型需要进行合理的简

化。研究表明,在整个开孔壁上应用单孔流动模型

来预测洞壁干扰是可行的[10灢14]。因此本文仅对开

孔洞壁上的一个单孔流动进行建模。
对于指定风洞来说,影响开孔流动的主要参数

包括:孔两侧压差、来流马赫数、试验段边界层位移

厚度。考虑到FL灢26风洞试验段距离稳定段出口

为11.5m,边界层已经充分发展,在模型长度变化

范围内,边界层的变化不大,因此,在建模中没有考

虑边界层位移厚度变化的影响。针对每个马赫数

建模:指定孔两侧压差,计算通过孔的流量,用多项

式拟合,得到压差与流量关系的拟合公式。
单孔流动建模完成后,在实际应用中,风洞的

孔壁作为透气壁处理。以近壁第一层网格单元的

压强和驻室压强差为变量,应用单孔模型得到流

量,再根据壁面网格面积,得到法向速度,而后利用

1.2.3节透气壁模型壁面边界条件处理即可。

2.2暋单孔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

单孔几何模型的建立主要采用FL灢26跨声速

风洞的试验段及其开孔壁板的孔尺寸。该风洞是

一座半回流、暂冲引射式跨声速风洞,其试验段横

截面尺寸为2.4m暳2.4m。目前有四个试验段:
全模试验段、半模试验段、张线试验段和内埋试验

段。其中,全模试验段四壁开孔,开孔率为4.3%。
孔径为24mm,左右壁板孔深20mm,上下壁板定

板孔深20mm,动板孔深15mm,顺流向60曘,稳定

段到开孔壁起始距离11.5m。

FL灢26跨声速风洞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如下:
试验段尺寸:2.4m(宽)暳2.4m(高)暳7m

(长);

Ma范围:0.3~1.2,1.4;
总压范围:1.1暳105~4.5暳105Pa;

Re范围:Rec=1.76暳106~17.00暳106(c=
0.24m);

迎角范围:-22曘~22曘,-10曘~34曘,(12曘双转

轴机构);
侧滑角范围:-12曘~12曘(12曘双转轴机构)。
比较试验段、驻室和孔径尺寸可以看出:透气

孔相对于风洞洞壁、驻室尺寸是很小的。驻室内流

动速度极小,可以看做是静止来流。三维计算模型

简化后如图1所示,x 向为流向,y 向为风洞顶壁

方向,z向为侧壁方向;在y 向上带孔的洞壁把计

算区域分成驻室和试验段两部分。

(a)单孔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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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单孔立体示意图

图1暋单孔模型计算区域

Fig.1暋Calculationareaofsingleholemodel

初场设置:驻室及小孔内流动速度为0,压强

为驻室压强;试验段流场设置为自由来流。试验段

来流压强p曓 与驻室压强pplenum的关系为

pplenum=p曓 -1
2

·殼Cp·氀曓V2
曓 (10)

边界条件设置:x方向驻室前后以及y 方向驻

室上面,均设置为1.2.4节的驻室出入流条件,驻
室下壁面设置为无黏固壁;试验段上壁面为无黏固

壁;x方向上游设置为自由来流,x 方向下游设置

为亚声速出流;z方向上,驻室和试验段的左右面

均设置为对称边界条件。
单孔计算网格如图2所示。

(a)单孔对称面截面网格

(b)单孔物面网格

图2暋单孔局部计算网格

Fig.2暋Singleholelocalcomputationalgrid

网格共14块,网格格子数约200万,网格法向

最小间距为2暳10-4,y+ 曋0.2。驻室及试验段相

对于孔尺寸很大,满足黏性计算要求。单孔计算网

格采用“O暠型网格结构,消除奇性轴影响,孔附近

网格密度、均匀性也满足喷流计算要求。

2.3暋单孔流动计算结果

以宽体客机风洞试验模型为对象,研究0.8曑
Ma曑0.92范围内的洞壁干扰效应。计算状态依

据试验选取4个马赫数:0.80,0.85,0.89,0.92。

计算主要考虑中小压差的影响,即-1.0<殼Cp<
1.0。

在[-0.1,0.1]区间以间距0.01划分,其余部

分以0.1划分区间。通过指定不同的压差,数值计

算积分得到通过小孔的质量流量,绘制压差和流量

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利用多项式拟合曲线,

得到拟合公式,即最后应用到全机计算的透气壁

模型。

图3暋Ma=0.92流量随压差变化比较曲线

Fig.3暋Comparisonbetweenfittingandactual

curveatMa=0.92

拟合压差与流量关系曲线,采用分段三次多项

式曲线,具体形式为

y(x)=a+bx+cx2+dx3 (11)

曲线拟合时分三段:[-1,-0.09),[-0.09,

0.09),[0.09,1]。

从图3可以看出:马赫数0.92情况下,拟合曲

线与实际曲线误差不到0.1%,其他马赫数下的拟

合曲线精度类似。

不同马赫数下流量随压差变化曲线如图4所

示,可以看出:在小压差情况下,质量流量和压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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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随着压差进一步增大,

流量增加变缓,非线性现象增强;随着马赫数增大,

通过孔的流量增大;在正压差下(流出试验段情

况),随着压差进一步增大,各马赫数下的流量差别

减小,在压差为1.0时,各马赫数下的小孔流量趋

于同一值,但在负压差(流入试验段情况)下未出现

流量趋于同一值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流量与压

差的关系并不关于原点对称,略有偏移,这可能是

由于边界层流动的影响而造成的。

图4暋不同马赫数下流量随压差变化曲线

Fig.4暋Massflowratevariationswithpressure

differencesatdifferentMachnumbers

马赫数为0.85时,不同压差下马赫数云图和

流线图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对于“流出试验段暠

情况,小压差和大压差流场结构相似,由于试验段

流出气流的引射作用,驻室气流先缓慢向小孔汇

聚,后跟随着试验段喷出气流远离小孔;对于负压

差“流入试验段暠情况,驻室侧气流的压力大于试验

段主流,被引射流入小孔,而且压力越大,流入气体

越多;在大压差情况下,流入试验段气流与主流交

汇处形成分离涡,对试验段壁板边界层会有较大

影响。

(a)殼Cp=0.05

(b)殼Cp=0.50

(c)殼Cp=-0.10

(d)殼Cp=-0.50

图5暋Ma=0.85不同压差下孔内及附近

马赫数分布和流线图

Fig.5暋Machnumberdistributionandstreamline
diagraminandneartheholeunderdifferent

pressuredifferenceatMa=0.85

马赫数为0.92,压差为1.0时的典型流出状

态流场图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在大压差下,试验

段主流加速流出小孔,在小孔内部达到超声速,在
小孔出口形成斜激波,并在小孔外形成“波节暠。

(a)压力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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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马赫数等值线

图6暋流出小孔的流场(Ma=0.92,殼Cp=1.0)

Fig.6暋Flowfielddetailsoftheoutflow
(Ma=0.92,殼Cp=1.0)

负压差下的流入状态如图7所示。

(a)压力等值线

(b)马赫数等值线

图7暋流入小孔的流场(Ma=0.92,殼Cp=-1.0)

Fig.7暋Flowfielddetailsoftheinflow
(Ma=0.92,殼Cp=-1.0)

从图7可以看出:吸入气体后,在小孔后会形

成一个死水区,减小了流管面积,试验段主流加速。

3暋宽体客机洞壁干扰数值模拟

3.1暋程序验证

计算外形为宽体客机标模,不考虑风洞洞壁及

支杆等。模型基本参数为

参考面积:0.28662暳106 mm2

力矩参考点:(844.727mm,0mm,0mm)

参考长度:0.20251暳103 mm
计算网格取半模,网格共454块,网格点为

36109294,格子数为33930240,网格长宽均取为

模型机身长度的50倍以上。模型的整体网格如图

8所示,可以看出:外场采用“H暠型网格,物面附近

采用“O暠型网格,生成边界层网格,法向网格最小

间距为1.5暳10-3,模型平均气动弦长C为202.51

mm,法向最小间距小于10-5C 要求。对称面网格

在机翼、平尾、头部均加密,整个空间网格都比较

均匀。

图8暋宽体客机标模的计算网格

Fig.8暋Computationalgridofstandardmodelfor

widebodyaircraft

计算网格边界条件主要包含物面、对称面、远
场。来流马赫数依据试验给定,雷诺数在4个马赫

数下变化不大,统一取为Re=5.1暳106。计算格

式选Roe格式,限制器取光滑限制器(Albada型),
三阶插值,湍流模型分别采用S灢A 和k灢氊SST 模

型,时间离散选LU灢SGS离散,计算中应用三重多

重网格加速计算。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可靠性,以 Ma=0.85为

典型状态,采用自研软件 PMB3D 与美国 CFL3D
V6.4软件进行对比计算。马赫数为0.85、攻角为

6.84曘的典型流场如图9所示。

(a)物面压力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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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截面马赫数云图和流线

图9暋宽体客机标模的计算流场

Fig.9暋Flowfieldcalculationofstandardmodelfor

widebodyaircraft

从图9(a)可以看出:压力等值线显示在机翼

前缘有比较复杂的激波-边界层干扰,物面流线清

晰显示出机翼上出现分离,且分离点从翼根处后缘

逐渐发展到前缘。从图9(b)可以看出:激波-边

界层的相互作用在机翼中段形成大分离涡。
跨声速流动数值模拟的难点在于攻角超过一

定范围会出现激波诱导分离,激波位置及分离点的

准确捕捉对于准确计算气动力均非常重要。
计算的升力、阻力、俯仰力矩系数与试验值对

比如图10所示。

(a)升力系数

(b)阻力系数

(c)俯仰力矩系数

(d)升阻比

图10暋纵向气动特性计算结果比较

Fig.10暋Comparisonofthelongitudinalaerodynamic

char灢acteristicscomputedwithdifferentsolvers

从图10可以看出:PMB3D与 CFL3D计算结

果一致性非常好,用S灢A 模型的结果几乎完全重

合,而SST模型在大攻角略有差异。与FL灢26包

含洞壁、支架干扰的试验值相比,计算升力在3曘攻

角以前吻合较好,3曘攻角以后差别逐渐增大,推测

可能是计算中模拟的分离区偏大,导致升力系数显

著下降。用SST模型在大攻角时与试验值相差更

大,极有可能是SST计算的分离区比S灢A 模型的

分离区更大所致。从阻力来看,用S灢A 模型计算

的阻力在2曘攻角后与试验值吻合很好,1曘和-2曘攻

角差别较大,计算低估了阻力。俯仰力矩系数与试

验值变化规律一致,拐点接近,尽管斜率差别较大。
验证计算表明,在外形、网格一致的情况下,本

文解算器PMB3D与国外知名软件CFL3D具有很

好的一致性。与试验测试结果的对比表明,计算的

升力、阻力系数与试验规律一致,但对这种具有强

激波-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绕流,在量值上还有较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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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暋洞壁干扰计算结果

计算模型为全模,周围计算网格如图11所示,
共分859块,1~856块为飞机网格,857~859块为

风洞洞壁网格,格子数为37683200。攻角变化通

过旋转飞机网格用重叠网格技术实现。

图11暋整体网格结构

Fig.11暋Gridtopologyaroundtheairplanemodel

应用透气壁模型和壁压信息两种方法模拟洞

壁干扰,本文透气壁模型方法得到的洞壁压力云图

如图12所示,可以看出:洞壁影响在流向上的不均

匀性。

图12暋洞壁压力云图(单孔模型方法)

Fig.12暋Pressurecloudofthewindtunnelwall
(singleholemodelmethod)

透气壁模型法基于单孔流动的建模结果,数值模

拟时在洞壁边界条件上应用;壁压信息法基于风洞洞

壁上测得的压力值,应用多项式平滑后再应用“双线

性插值方法暠插值到数值模拟的壁面,即洞壁边界压

力用插值结果,但速度及密度根据流场外插得到。
三种方法计算的升阻特性与试验值的比较如

图13~图15所示,“plane暠为飞机在自由大气中的

计算结果;“plane+WT暠为飞机在风洞中采用透气

壁模型法的计算结果;“plane+WT2暠为飞机在风

洞中采用壁压信息法的计算结果;“Exp.暠为 FL灢
26风洞带洞壁、支架干扰的试验结果。

(a)升力系数

(b)阻力系数

图13暋洞壁干扰计算结果比较(Ma=0.80)
Fig.13暋Comparisonofwallinterference(Ma=0.80)

(a)升力系数

(b)阻力系数

图14暋洞壁干扰计算结果比较(Ma=0.85)
Fig.14暋Comparisonofwallinterference(Ma=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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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升力系数

(b)阻力系数

图15暋洞壁干扰计算结果比较(Ma=0.89)

Fig.15暋Comparisonofwallinterference(Ma=0.89)

从图13~图15可以看出:对于升力系数曲

线,用透气壁模型模拟洞壁的计算结果相比自由大

气结果有明显改善,在攻角-2曘~4曘间,升力系数

曲线与试验值重合最好,尤其是马赫数为0.89时

升力曲线在攻角-2曘~6曘的与试验重合;用壁压法

模拟洞壁的升力系数计算结果也略有改进,但改变

量相对较小。对于阻力系数曲线,透气壁模型法在

攻角-2曘~2曘的结果也有改善,但在2曘~6曘计算值

大于试验值;壁压法的计算结果在马赫数0.80时

有改进,但在马赫数0.85和0.89时,与自由大气

的结果很接近,差量较透气壁模型法要小。另外,
计算中发现马赫数0.92时气动力受到支撑干扰很

大,还需进一步考虑支撑干扰及洞壁干扰的耦合

效应。

4暋结暋论

(1)在马赫数0.80/0.85/0.89下,洞壁干扰

使得升力、阻力增大,透气壁模型与壁压法定性

一致。
(2)在带洞壁干扰的计算中,采用透气壁模型

得到的升力系数与试验值更为接近;阻力在攻角

-2曘~2曘范围内有明显改善,但在2曘~6曘范围内的

计算结果大于试验结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3)与本文壁压信息法相比,模拟跨声速洞壁

干扰采用透气壁模型方法得到的修正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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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因此在传统雨流计数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频率雨流计数法。以某型号发动机试车振动加速信号为例,

采用振动疲劳载荷谱的编制方法,编制振动信号功率谱、载荷-频次载荷谱、振动疲劳载荷谱,对频率雨流计数

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方法编制的载荷谱能够反映发动机实际工作载荷,满足实验室疲劳试验载荷

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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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发动机在实际工作中受气流影响,会产生结构

组部件振动,这种振动现象一般不会引起结构快速

破坏,而是造成结构疲劳损伤[1灢3]。振动引起的结

构疲劳损伤会导致结构性能逐渐退化,当损伤累积

到一定程度,结构会发生破坏[4]。
载荷谱作为飞机定延寿命、结构可靠性的基

础,通过对飞机正常工作载荷时间历程信息进行数

据处理,编制能够反映飞机实际工作载荷下的实验

室加速载荷谱[5]。N.W.M.Bishop等[6]在频域下

使用功率谱密度函数对振动疲劳寿命分析;赵凯

华[7]编制了 SCR 箱体的弯曲振动载荷谱;钟响

亮[8]对多轴随机振动加速度疲劳载荷谱的时域载

荷谱和频域功率谱进行研究,并分析随机振动疲劳

载荷谱加速方法;王肇喜等[9]通过对三轴振动的疲

劳损伤与单轴依次加载进行对比,计算出三轴振动

等效载荷谱;王志会等[10]确定航空发动机振动试

验载荷并编制正弦振动疲劳谱。上述文献主要研

究了振动疲劳的频域功率谱和时域载荷谱,频域功

率谱能够有效反映数据的能量和频率信息,时域载

荷谱只能反映原始数据的幅值、均值、载荷频次信

息。结构发生共振会造成疲劳寿命缩短,但编制的

时域载荷谱不能保留频率信息。
本文在传统雨流计数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适用

于振动疲劳的频率雨流计数法,采用振动疲劳载荷谱

的编制方法编制适用于振动环境下发动机可靠性试

验的振动疲劳载荷谱,并对编制的载荷谱进行验证。

1暋振动疲劳损伤理论

1.1暋疲劳累计损伤理论

根据 Miner疲劳线性累计损伤理论,假设结

构在循环载荷下发生的疲劳损伤是线性累积,达到

某一阈值结构会发生疲劳破坏[11],疲劳累积损伤

D 可表示为

D=暺
n

i=1
Di=暺

n

i=1

n(Si)
N(Si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n(Si)=E[p]Tp(Si)殼Si (2)
式中:N(Si)为应力水平Si 时的疲劳破坏循环数;

T 为随机响应作用时间;n(Si)为T 时间内应力水

平Si 下的循环数;p(Si)为应力水平Si 时的功率

谱密度(PSD)函数。

工程上材料疲劳性能采用S灢N 曲线:

SmN =C (3)
式中:m、C为材料常数。

联立式(2)、式(3),D=1时结构发生疲劳破

坏,结构的疲劳寿命为

T= C

E[p]暺
n

i=1
Smp(Si)殼Si

(4)

1.2暋雨流计数法

在时域分析过程中,选取合适的循环计数方法

十分重要,工程中通常选择雨流计数法。雨流计数

法计数处理过程如图1所示,将原始载荷-时间数

据旋转90曘,假设每个峰谷值从内部开始有雨水往

下流,根据雨滴流动的痕线,加上适当的规则便可

对此谱进行计数。

图1暋雨流计数法

Fig.1暋Rainflowcountingmethod

1.3暋频率雨流计数法

在传统雨流计数法上进行扩展得到基于振动

疲劳的频率雨流计数法(如图2所示),传统雨流计

数法只考虑应力-应变迟滞回线,频率雨流计数法

则考虑了频率的影响。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振动疲

劳的定义,当频率与结构固有频率接近或相同时产

生的损伤为振动疲劳损伤[12]。基于振动疲劳的频

率雨流计数法在进行记数时记录峰值时刻,计算相

邻峰值间的时间差 殼t,即可求得该峰值对应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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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F。

Si
Amp=Si

Peak-Si
Valley

2
(5)

Fi= 1
tSi+1

Peak -tSiPeak

(6)

式中:SPeak、SValley为波峰、波谷的幅值;i为峰谷值

频次;tSiPeak
为Si

Peak对应的时间刻度。

图2暋频率雨流计数法

Fig.2暋Rainflowcountingmethodwithfrequency

频率信息(即对应时刻)可以实现载荷谱从载

荷-循环次数转换成载荷-时间的转换,并保留最

小谷值的时刻。

2暋振动载荷编制流程

针对振动疲劳,采用振动疲劳载荷谱的编制方

法,主要思路就是对于振动数据进行统计时,记录

每个峰值的时刻,获得每个峰谷值对应时刻的频

率。此编制方法编制后的载荷谱形式为载荷-时

间,保留峰谷值(应力幅值)和对应频率,是时域和

频域的耦合形式。振动疲劳载荷谱的编制方法的

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暋振动疲劳载荷编制流程

Fig.3暋Vibrationfatigueloadcompilationprocess

3暋原始信号分析

3.1暋实测振动信号分析

本文发动机主要部件的随机振动数据来自加

速度信号,传感器采样频率为12800Hz,采样时

间为321s(如图4所示)。原始数据具有明显分段

特性,对数据处理需要分段进行,按照发动机工作

工况和数据整体变化趋势可以将数据分为开机段、

稳定工作段、关机段。开机段为开机后2s内出现

较大脉冲数据段,关机段为关机前2s出现较大脉

冲数据段,其余数据为稳定工作段。

图4暋原始振动加速度信号

Fig.4暋Theoriginalvibrationaccelerationsignal

3.2暋频谱分析

由于随机振动具有不确定性,一般采用功率谱

密度函数描述随机振动下结构的应力响应,可以表

示为

G(f)=W(f)H2(f) (7)

式中:W(f)为结构在某点的激励的功率谱密度函

数;H(f)为结构应力的频响函数。

功率谱密度函数的k阶谱惯性矩定义为

mk=曇
曓

0
fkG(f)df (8)

当k=0时,随机过程的响应均方根值表示为

氁= m0 =曇
曓

0
G(f)df (9)

随机信号峰值频率期望值E[p]表示为

E[p]= m4

m2
(10)

以1s振动信号数据为例进行快速傅里叶变

换(如图5所示),并且根据振动实际工况进行滤波

处理,保留主要频段内的振动信号,根据功率谱选

择滤波方式以及滤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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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暋振动加速度功率谱

Fig.5暋Vibrationaccelerationpowerspectrum

从图5可以看出:信号频率主要分布在950~

970Hz,1250~1350 Hz,1750~1950 Hz,

2400~2550Hz,其中950~970Hz为基频频率,

且基频具有最大幅值,因此950~970Hz也是主

频,1750~1950Hz为谐波频率,功率谱幅值比约

等于22=4;能量集中在低频部分0~3000 Hz,

3000Hz后能量较小。

因此在编制载荷谱时,可以忽略高频部分,采

用0~3000Hz带通滤波,滤波结果如图6所示,

一次完整试车321s滤波后数据如图7所示。

(a)局部原始数据

(b)原始数据功率谱

(c)滤波后功率谱

(d)滤波后局部原始数据

图6暋0~3000Hz带通滤波

Fig.6暋0~3000Hzbandpassfiltering

图7暋滤波后完整数据

Fig.7暋Filtereddata

4暋振动疲劳载荷谱的编制

4.1暋频域功率谱

由功率谱密度结果编制的适用于发动机振动

载荷谱如表1所示。

表1暋频域功率谱

Table1暋Frequencydomainpowerspectrum

频率/Hz
功率谱密度/
(g2·Hz-1)

频率/Hz
功率谱密度/
(g2·Hz-1)

暋961 0.0058270 1797 0.0002659

暋962 0.0017310 1803 0.0002771

暋964 0.0006967 1827 0.0002149

暋965 0.0007832 1875 0.0002088

1293 0.0002623 2420 0.0034590

1294 0.0001746 2422 0.0036170

1295 0.0007026 2423 0.0036570

1307 0.0005573 2426 0.0037280

4.2暋振动疲劳载荷谱

通过对传统雨流计数法提取的时域幅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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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级,确定载荷发生频次。将处理后数据按照

0.5g过载划分载荷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生成

载荷谱如图8所示。

表2暋时域统计结果

Table2暋Statisticalresultsoftimedomain

载荷级 频次 累计频次

[0~5) 3763 3763

[5~10) 4462 8225

[10~15) 5696 13921

[15~20) 8462 22383

[20~25) 13121 35504

图8暋不含频率载荷谱

Fig.8暋Theloadspectrumwithoutfrequency

将频率特征与上述载荷谱进行耦合,转换成振

动疲劳的载荷谱。由于统计的结果保留了频率的

特征,即每对加速度峰谷值对应频率如表3所示。

表3暋载荷谱部分数据

Table3暋Partialdataofloadspectrum

g/(m·s-2)

峰暋值 谷暋值
频率/Hz

343.096 -343.096 暋711

33.349 -33.349 1066

33.349 -33.349 1280

55.474 -55.474 1280

55.474 -55.474 暋914

55.474 -55.474 1066

143.973 -143.973 1280

99.724 -99.724 1280

33.349 -33.349 1066

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频率雨流计数法提取的频率

信息和频谱分析结果相吻合,从而验证了该方法的

可行性。由频率的定义可知频率为时间间隔的倒

数,因此可以将频率转换为时间,载荷谱的形式从

载荷-循环次数变成载荷-时间形式,具体思路是

根据上述频率数据,求出每对峰谷值发生的时间,
最后将所有峰谷值按照时间进行连接,如图9所

示,最后的载荷谱形式变成了载荷-时间,载荷谱

时间为0~196s。相对于原始数据的321s,转换

的载荷谱时间只有196s,原因是在进行载荷谱数

据处理时删除了大量的小幅值载荷以及将损伤小

的载荷等效成上一级载荷,并缩短疲劳试验所需

时间。

图9暋载荷-时间形式的载荷谱

Fig.9暋Loadspectruminload灢timeform

5暋结暋论

(1)频率雨流计数法提取的频率与功率谱下

主要信号功率对应的频率吻合度较好,验证了该方

法的可行性。
(2)编制的载荷谱能够很好保留高载的发生

次序,而且考虑了高载迟滞效应,为后续发动机振

动疲劳试验和数值仿真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3)本文给出振动载荷谱编制方法适用于工

程中类似结构的振动疲劳寿命评估,为后续发动机

主要组部件的振动疲劳寿命评估、可靠性试验提供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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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安全运营一直都是民航运输业发展追求的目

标,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空管系统在航空运输

安全运营中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航空运输安全事

故的发生直接或间接地与空中交通管理存在一定

关系,特别是随着航班增多导致空中拥挤,空中交

通管理面临的安全风险压力越来越大,有必要对空

管系统开展安全风险科学评价,保证航空运输系统

的安全、正常、高效。

针对空管系统安全风险问题,国外,S.Ternov
等[1]建立了基于事故的空管安全风险程序模型,运

用扰乱作用障碍分析法对空中交通管理运行风险

进行了研究;S.Huan灢Jyh[2]首次采用比例风险模

型对航空事故和安全指标进行了分析,得出人为失

误是造成安全风险事故的主要原因;L.Flavior
等[3]通过随机 Perti网对空管系统安全进行了评

价。但是障碍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不能对

空管安全风险进行量化研究;比例风险模型在使用

时各危险因素的作用不能随时间而变化,不能反映

安全变化趋势;Perti网所具有的精确性不能反映

空管安全风险所存在的模糊性。国内,丁松滨等[4]

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空中交通管理安全预警

指标体系;杜红兵等[5]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空管

系统安全风险进行了评价;文兴忠[6]建立了空管安

全风险评价的灰色多层次模型;袁丁等[7]应用证据

合成理论对空管安全开展了评价;赵嶷飞等[8]引入

集对论对空中交通管制运行风险进行了分析;

ChangY H[9]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对台湾地区的空

管安全状况进行了研究。但是层次分析法受限于

评价对象不能太多,否则计算量过大,且对评价目

标经验数据要求较高;模糊综合评价法容易受到评

价者主观性的影响,造成评价精度较低;灰色理论

中白化函数的确定缺乏可信的理论依据;数理统计

方法高度依赖于事故发生样本,需要与空管系统安

全风险样本之间保持一致性,限制了数理统计方法

在该领域的应用;证据合成理论由于缺乏理论基础

使得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存在较大的争议,在计算方

面存在指数爆发的可能性;集对论还未形成较为完

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差异度系数限定在[-1,1]

之间不仅简单粗糙,而且不能对客观事物或系统的

演化规律进行充分展示,在评价中存在不相容的问

题,容易遗漏所需的评价信息。物元理论是研究不

相容问题的常用方法[10],具有计算量相对较小,计

算比较简单,对于复杂的多指标问题,易于用计算

机进行编程处理,能够把事物的质和量很好地结合

等优点,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11灢14]。

本文根据空管系统安全运行的实际,构建空管

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引入欧几里得距离函

数确定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采用物元分析方法,

建立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物元模型,并进行实例

验证。

1暋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1.1暋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对空管系统进行安全风险评价的先决条件是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遵循系统性、科学性、

全面性、可比性和可行性等评价指标构建原则[15],

结合中国民航局已经实施使用的《空管安全审计》

和《空 中 交 通 服 务 安 全 评 估 系 统》等 管 制 规

定[16灢17],综合考虑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产生会受

到人为因素(空中交通管制员)、设备因素(管制设

施设备)、环境因素(空管系统的工作环境)以及管

理因素(空管系统安全管理以及制度建设)等因素

的影响,构建基于“人、机、环境与管理暠等因素的空

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该评

价指标是由4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评价因子组

成的递阶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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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暋Assessmentindexsystemofsafetyriskinairtrafficmanagementsystem

一级评价指标 权重 二级评价因子 权重 很安全栺 安全栻 较安全栿 不安全桇 很不安全桋 实得分

人为因素

指标C1
0.3832

设备因素

指标C2
0.2782

环境因素

指标C3
0.1387

管理因素

指标C4
0.1999

管制敬业精神C11 0.2597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88
身心健康状况C12 0.1595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81

班组资源管理能力C13 0.0625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78
预测和统筹能力C14 0.0930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80

管制专业知识技能C15 0.1296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85
安全责任意识C16 0.2088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84
决策应变能力C17 0.0869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86

管制设施设备建设C21 0.4467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77
设施设备完好程度C22 0.2715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83

设施设备运行管理能力C23 0.1424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75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能力C24 0.1394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75

管制空域环境状况C31 0.2872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85
管制区地理环境复杂度C32 0.1747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84
气象环境复杂度状况C33 0.1369 [90,100) [70,90) [60,70) [45,60) [0,45) 79
管制指挥流量大小C34 0.1015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81
管制通信导航环境C35 0.2297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83
管制电磁干扰环境C36 0.0699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82
安全文化管理建设C41 0.3272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72

组织机构设置合理性C42 0.1400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75
管制培训管理制度化C43 0.2492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72
管理制度建设执行力C44 0.1830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77

信息沟通有效性C45 0.1006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83

1.2暋评价指标权重的组合赋权法

在评价空管系统的安全风险时,评价指标权重

的确定将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权重计算

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常用的主

观赋权法为层次分析法,也是目前研究空管系统安

全风险时确定权重的主要方法[4,6灢8,18]。尽管层次

分析法存在受限于评价对象的数目会产生计算量

过大的问题,但是由于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评价指

标数目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加之层次分析法具有将

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研究,以及原理简单易理解的

特点,因此选择层次分析法作为确定空管系统安全

风险评价指标的主观权重。
考虑评价者的主观意愿会对层次分析法结果

产生影响,使得评价指标权重的主观性太强,引入

客观赋权方法有序加权平均(OWA)算子[19灢22],与
主观赋权方法层次分析法相结合。通过组合赋权

的方法确定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权重,组合

赋权既能够有效弥补层次分析法存在的缺陷,又能

够考虑到 OWA算子可能会因过于依赖指标数据

而出现的偏差,能相对客观准确地反映评价指标之

间的权重关系。
采用组合赋权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时,通过

线性加权组合方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有:

wi=毩xi+毬yi

毩+毬={ 1
(1)

式中:xi 为层次分析法确定的评价指标的主观权

重值;yi 为 OWA 算子确定的评价指标的客观权

重值;毩、毬分别为评价指标的主、客观权重的偏好

系数。
应用线性加权组合法最关键的步骤是确定主、

客观权重的偏好系数毩、毬。在目前研究中,偏好系

数的取值通常由评价者的经验来决定,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和随意性,既不客观也不合理,给评价结果

带来不利影响。为了尽可能地缩小由于主观随意

性对组合权重值的影响,本文引入欧几里得距离函

数[23灢24],使得主、客观权重之间和偏好系数间的差

异程度保持一致性,避免某一种赋权方法在组合赋

权中出现影响显著的问题。

采用欧几里得距离函数d(xi,yi)确定评价指

标的主、客观权重的偏好系数毩、毬,为此欧几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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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函数d(xi,yi)与偏好系数毩、毬之间具有如式

(2)所示的关系:

d(xi,yi)= 暺
n

i=1

(xi-yi)2

d(xi,yi)2=(毩-毬)

ì

î

í

ï
ï

ï
ï 2

(2)

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层次分析法和 OWA
算子的偏好系数毩、毬,进而得到空管系统安全风险

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值。

2暋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物元模型

2.1暋物元的基本概念

假设N 表示事物,事物N 关于特征C 的特征

量值为X,R=(N,C,X)是用于表示事物 N 的有

序基本三元组,被称为物元[10灢14]。当事物 N 具有

n 个特征C1,C2,…,Cn,其对应的特征量值为X1,

X2,…,Xn 时,则n维物元被用于描述事物N。
物元理论用于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的思路

为:第一步由构成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的相应指

标组成评价备选集;第二步计算空管系统安全风险

评价指标的特征值,通过将评价指标按照不同等级

进行物元变换,得到所评价的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

物元;第三步计算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和对

应的风险评价等级集合的关联度,并在关联度计算

结果中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选取最大值,其值就为

空管系统安全风险所隶属的等级。

2.2暋物元模型的表示方法

以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为事物,评价指标

Ci 为特征,评价指标的取值为特征值Xi,空管系统

安全风险评价物元可描述为

R=(N,C,X)=

N C1 X1

C2 X2

汅 汅

Cn X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

(3)

式中:N 为对象,即空管系统安全风险;Ci 为事物

特征,即人为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

等;Xi 为各特征对应的特征值。

2.3暋单项评价指标评价物元

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评

价指标集合C=(C1,C2,…,Cf),(f=4),评价指

标Cf 对 应 的 二 级 评 价 因 子 集 合 Cf = (Cf1,

Cf2,…,Cfn),Cfi表示第f 类评价指标中的第i个

评价因子,n在4个评价指标中对应的取值分别为

7、4、6、5。
在评价空管系统安全风险时,需要先评价安全

风险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再对空管系统的整体安

全风险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单项指标评价就是对

表1中四个一级指标进行物元评价,分别构建四个

评价指标的经典域、节域以及待评物元,同时计算

各等级对应的关联度。
四个指标关联度计算分别为:
(1)确定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经典域

Rfj =(Nfj,Cfj,Xfji)=

Nfj Cf1 Xfj1

Cf2 Xfj2

汅 汅

Cfn Xfj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

=

Nfj Cf1 <afj1,bfj1 >
Cf2 <afj2,bfj2 >
汅 汅

Cfn <afjn,bfj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4)

式中:Rfj为安全风险等级为第j级时,空管系统安

全状况对应的物元模型;Nfj为评价指标Cf(如人

为因素等)对应的第j 级安全风险等级(j =1,

2,…,m);Xfji为空管系统的安全风险等级在第j
级时第i项评价因子的取值范围,就是评价因子在

安全风险等级为第j级时所对应的特征Cfj的经典

域,取值范围为<afji,bfji>。
(2)确定节域

Rfp=(Nfp,Cfp,Xfpi)=

Nfp Cf1 Xfp1

Cf2 Xfp2

汅 汅

Cfn Xfp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

=

Nfp Cf1 <afp1,bfp1 >
Cf2 <afp2,bfp2 >
汅 汅

Cfn <afpn,bfpn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5)

式中:Rfp为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物元评价模型的节

域;Nfp 为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等级的集合;Xfpi为

Nfp 对 应 于 特 征 Cfi 的 特 征 值,取 值 范 围 为

<afpi,bfpi>。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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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待评物元

当待评物元对象为 Nf(如人为因素等)时,通
过对Nf 进行数据处理,用物元表示为

Rf =(Nf,Cfi,Xfi)=

Nf Cf1 Yf1

Cf2 Yf2

汅 汅

Cfn Yf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

(6)

式中:Rf 为空管系统安全风险中单项评价指标的

待评物元;Nf 为需要评价的指标;Yfi为Nf 对于

特征Cfi的量值,具体取值由空中交通管理安全风

险专家评分处理后得到。
(4)单因子关联度

评价指标相对于安全风险各个等级j的关联

度为

Kj(Yfi)=

氀(Yfi,Xfji)
氀(Yfi,Xfpi)-氀(Yfi,Xfji)

(Yfi 烖Xfji)

-氀(Yfi,Xfji)
旤Xfji旤

(Yfi 暿Xfji

ì

î

í

ï
ï

ï
ï )

(7)
其中:

氀(Yfi,Xfji)= Yfi-1
2

(afji+bfji)-1
2

(bfji-afji)

(8)

氀(Yfi,Xfpi)= Yfi-1
2

(afpi+bfpi)-1
2

(bfpi-afpi)

(9)
(5)单指标的综合关联度

确定待评物元Nf(如人为因素)在安全风险的

等级为j时的关联度Kj(Nf):

Kj(Nf)=暺
nf

i=1
wfiKj(Yfi) (10)

式中:wfi为评价指标Cfi所属的权重值,由组合赋

权计算得到。

2.4暋综合评价

对于待评事物 N(空管系统安全风险),当其

安全风险的等级为j级时的关联度Kj(N)通过式

(11)得到:

Kj(N)=暺
n

f=1
wfKj(Nf) (11)

式中:wf 为评价指标Cf 的组合赋权权重值。
通过计算空管系统对应不同安全风险等级的

关联度,基于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到空管系统安全

风险的实际安全风险状况。具体为

Kj(Nf)=
Kj(Nf)-min

j
[Kj(Nf)]

max
j

[Kj(Nf)]-min
j

[Kj(Nf)]

(12)

J=
暺
m

j=1
jKj(Nf)

暺
m

j=1
Kj(Nf)

(13)

式中:J为所评的物元-空管系统安全风险 Nf 所

对应的风险等级特征值,即空管系统的安全风险

等级。

3暋实例分析

将组合赋权方法和物元理论对某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的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进行评价,本文将空管

系统的安全风险划分为5个(取m=5)等级,分别

对应为栺级(很安全)、栻级(安全)、栿级(较安全)、

桇级(不安全),桋(很不安全),每个评价指标所对

应的各等级取值范围如表1所示,通过邀请8位空

管领域的安全管理专家进行专家评分,经整理得到

每项评价因子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3.1暋评价指标权重的组合赋权

应用 层 次 分 析 法 (AHP)和 有 序 加 权 平 均

(OWA)算子,分别对空管系统的安全风险评价指

标进行主、客观权重计算,然后根据公式(1)和公式

(2)进行组合权重计算,限于文章篇幅所限,评价指

标的组合权重值表如2所示(其中偏好系数毩=
0.6066,毬=0.3934),人为因素、设备因素、环境

因素以及管理因素所对应的评价因子的组合权重

值如表3所示。

表2暋一级评价指标组合权重值

Table2暋Combinationweightoffirst灢level

evaluationindicators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权重

AHP OWA 组合赋权

人为因素指标C1 0.4463 0.2861 0.3832

设备因素指标C2 0.2900 0.2600 0.2782

环境因素指标C3 0.0929 0.2093 0.1387

管理因素指标C4 0.1710 0.2446 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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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暋二级评价指标组合权重值

Table3暋Combinationweightofsecond灢levelevaluationindicators

评价指标 评价因子
权重

AHP OWA 组合赋权

人为因素指标C1

(毩=0.6024,毬=0.3976)

设备因素指标C2

(毩=0.6504,毬=0.3496)

环境因素指标C3

(毩=0.5964,毬=0.4036)

管理因素指标C4

(毩=0.6061,毬=0.3939)

管制敬业精神C11 0.3173 0.1724 0.2597

身心健康状况C12 0.1688 0.1454 0.1595

班组资源管理能力C13 0.0360 0.1026 0.0625

预测和统筹能力C14 0.0645 0.1363 0.0930

管制专业知识技能C15 0.1109 0.1580 0.1296

安全责任意识C16 0.2380 0.1645 0.2088

决策应变能力C17 0.0645 0.1208 0.0869

管制设施设备建设C21 0.1405 0.0571 0.4467

设施设备完好程度C22 0.4463 0.0003 0.2715

设施设备运行管理能力C23 0.2727 0.0176 0.1424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能力C24 0.1405 0.0154 0.1394

管制空域环境状况C31 0.3434 0.2041 0.2872

管制区地理环境复杂度C32 0.1772 0.1710 0.1747

气象环境复杂度状况C33 0.1158 0.1682 0.1369

管制指挥流量大小C34 0.0700 0.1480 0.1015

管制通信导航环境C35 0.2535 0.1946 0.2297

管制电磁干扰环境C36 0.0401 0.1140 0.0699

安全文化管理建设C41 0.3876 0.2342 0.3272

组织机构设置合理性C42 0.1077 0.1897 0.1400

管制培训管理制度化C43 0.2713 0.2152 0.2492

管理制度建设执行力C44 0.1744 0.1962 0.1830

信息沟通有效性C45 0.0590 0.1647 0.1006

3.2暋单项评价指标的物元综合评价

由于对每个单项评价指标进行物元综合评价

过程是相同的,因此以人为因素评价指标为例,具

体介绍评价过程。
(1)确定人为因素评价指标的经典域、节域、

待评物元

栙经典域物元

R=

人为因素指标 栺 栻 栿 桇 桋
管制敬业精神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身心健康状况 85~100 70~85 60~70 45~60 0~45

班组资源管理能力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预测和统筹能力 90~100 75~90 60~75 45~60 0~45

管制专业知识技能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安全责任意识 85~100 75~85 60~75 45~60 0~45
决策应变能力 90~100 75~90 60~75 45~60 0~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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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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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栚节域物元

Rfp =

Nfp Cf1 <0,100>
Cf2 <0,100>
Cf3 <0,100>
Cf4 <0,100>
Cf5 <0,100>
Cf6 <0,100>
Cf7 <0,100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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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栛待评物元

Rf =

人为因素指标Nf Cf1 85
Cf2 82
Cf3 75
Cf4 78
Cf5 82
Cf6 83
C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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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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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待评物元的评价因子关联度和评价

指标综合关联度

根据组合赋权方法得到评价指标组合权重值

后,根据式(7)~式(10),计算空管系统安全风险中

人为因素指标的关联度。同理的计算过程,可以分

别得到设备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对应的评价

因子的关联度和评价指标的综合关联度,结果如表

4所示。

3.3暋整体综合评价

从底层到顶层逐层递归,根据式 (11)~ 式

(13),最终得到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综合关联度、
安全风险等级以及对应的特征值,结果如表5所

示。该 空 管 系 统 的 安 全 风 险 综 合 特 征 值 为

2.0968,意味着其准确的安全风险等级为二级,说
明其安全风险状况属于栻级,即安全的状况。

表4暋评价指标关于各等级的关联度

Table4暋Correlationdegreeaboutvarouscategoriesofevaluationindicators

评价指标 评价因子
关联度

K1i K2i K3i K4i K5i

人为因素

设备因素

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

管制敬业精神C11 暋0.0866 -0.0519 -0.1558 -0.1818 -0.2030
身心健康状况C12 -0.0277 暋0.0425 -0.0585 -0.0837 -0.1044
班组资源管理能力C13 -0.0151 暋0.0099 -0.0075 -0.0281 -0.0375
预测和统筹能力C14 -0.0310 暋0.0310 -0.0186 -0.0465 -0.0592
管制专业知识技能C15 暋0.0100 -0.0086 -0.0570 -0.0842 -0.0966
安全责任意识C16 -0.0123 暋0.0139 -0.0752 -0.1253 -0.1481
决策应变能力C17 -0.0193 暋0.0348 -0.0382 -0.0565 -0.0648
综合关联度 -0.0089 暋0.0715 -0.4108 -0.6062 -0.7136
管制设施设备建设C21 -0.1613 暋0.0425 -0.0357 -0.1898 -0.2599
设施设备完好程度C22 -0.0286 暋0.0362 -0.1177 -0.1561 -0.1876
设施设备运行管理能力C23 -0.0388 暋0.0062 -0.0057 -0.0570 -0.0803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能力C24 -0.0398 暋0.0349 -0.0232 -0.0523 -0.0760
综合关联度 -0.2686 暋0.1198 -0.1823 -0.4552 -0.6038
管制空域环境状况C31 暋0.0221 -0.0191 -0.1532 -0.1867 -0.2141
管制区地理环境复杂度C32 -0.0103 暋0.0116 -0.0815 -0.1048 -0.1239
气象环境复杂度状况C33 -0.0471 暋0.1027 -0.0411 -0.0650 -0.0846
管制指挥流量大小C34 -0.0326 暋0.0468 -0.0244 -0.0533 -0.0664
管制通信导航环境C35 -0.0242 暋0.0306 -0.0995 -0.1321 -0.1587
管制电磁干扰环境C36 -0.0100 暋0.0140 -0.0196 -0.0384 -0.0470
综合关联度 -0.1020 暋0.1866 -0.4192 -0.5803 -0.6948
安全文化管理建设C41 -0.1280 -0.0317 暋0.0393 -0.0982 -0.1606
组织机构设置合理性C42 -0.0400 暋0.0350 -0.0233 -0.0525 -0.0764
管制培训管理制度化C43 -0.0975 -0.0241 暋0.0299 -0.0748 -0.1223
管理制度建设执行力C44 -0.0472 暋0.0174 -0.0146 -0.0778 -0.1065
信息沟通有效性C45 -0.0355 暋0.0159 -0.0121 -0.0453 -0.0604
综合关联度 -0.3483 暋0.0125 暋0.0191 -0.3485 -0.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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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暋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安全风险综合评价结果

Table5暋Resultsofcomprehensiveevaluationaboutsafetyriskinairtrafficmanagementsystem

评价指标
综合关联度

K1 K2 K3 K4 K5

等级j 等级特征值J

人为因素 -0.0089 0.0715 -0.4108 -0.6062 -0.7136 2 1.9015

设备因素 -0.2686 0.1198 -0.1823 -0.4552 -0.6038 2 2.2354

环境因素 -0.1020 0.1866 -0.4192 -0.5803 -0.6948 2 1.9526

管理因素 -0.3483 0.0125 暋0.0191 -0.3485 -0.5262 3 2.5021

风险综合评价 -0.1619 0.0891 -0.2625 -0.5091 -0.6430 2 2.0968

暋暋从表5可以看出:该空管系统设备因素和管理

因素的安全等级值分别为2.2354和2.5021,均
高于综合安全等级值2.0968,应重点关注空管系

统中的设备因素和管理因素,尤其要加强影响空管

系统安全风险的管理因素。可见物元方法既可以

得到空管系统的整体安全风险水平,又可以得到各

个评价指标的安全风险等级。相关管理部门可以

针对不同评价指标存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进行相应

的整改,从而提高空管系统的安全风险管理能力,
保障航空运输的安全运行。

4暋结暋论

(1)将物元分析理论应用于空管系统安全风

险评价,构建了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物元评价模型,
不仅解决了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中的不相容问

题,而且能够正确反映空管系统安全风险中事物质

与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规律。
(2)基于欧几里得距离函数的组合赋权方法

确定空管系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的权重,能够更真

实地反映出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实际,使研究结论

更能体现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现状。
(3)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物元评价,既可以得

到空管系统安全风险的整体安全风险等级,又可以

得到每个评价指标的安全水平状况,可以找到空管

系统中存在安全风险的不足之处,为指导空管系统

改进安全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
(4)物元评价方法能够充分利用评价指标的

信息,使得评价结果准确可靠,并与空管系统安全

风险的可拓物元特征相适应,为开展空管系统的安

全风险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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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通过技术手段准确识别航空网络的关键节点,对航空网络平时的正常运行以及战时的防御和修复,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一种基于核极限学习机的航空网络关键节点识别方法,首先,采用层次分

析法对节点综合重要度进行评估;然后,选取三个简单指标,基于核极限学习机学习简单指标与综合重要度之

间的映射关系,建立重要度评估模型;最后,以中美两国航空网络为例进行仿真。结果表明:仅需计算40个节

点的复杂指标值,就可对关键节点取得较满意的辨识效果,降低了计算复杂度,提高了辨识效率,即采用本文方

法辨识航空网络的关键节点是有效、可行的。
关键词:航空网络;关键节点辨识;极限学习机;参数寻优;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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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KernelExtremeLearningMachineAlgorithmfo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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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ofManagementTechnology,XijingUniversity,Xi暞an71012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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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uratelyidentifyingthekeynodesofaviationnetworkthroughtechnicalmeansisofimportanttheoretical
significanceandreferencevalueforthenormaloperationofaviationnetworkinpeacetimeanddefenseandrepairinwar灢
time.Forthis,akeynodeidentificationmethodbasedonkernelextremelearningmachineisproposed.Firstly,the
comprehensiveimportanceofnodesbasedon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isevaluated.Then,threesimpleindices
areselectedandtheimportanceevaluationmodelisestablishedbasedonthemappingrelationshipbetweensimpleindi灢
cesandcomprehensiveimportanceofkernelextremelearningmachine.Finally,thesimulationiscarriedoutwiththe
exampleofChina灢USairnetwork.ThesimulationanalysisoftheAmericanaviationnetworkindicatesthatitcanobtain
satisfactoryidentificationeffectforkeynodesbyonlycalculatingthecomplexindexvalueof40nodes,whichreduces
thecalculationcomplexityandimprovestheidentificationefficiency.Thisshowsthatitiseffectiveandfeasibletouse
thismethodtoidentifythekeynodesofaviationnetwork.
Keywords:aviationnetwork;keynodeidentification;extremelearningmachine;parameteroptimization;ker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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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国际国内机场、航路航线数量的指数式爆

炸增长,以城市机场为节点、航线为连边的航空网

络逐渐形成。航空网络的发展水平反映了国家的

社会和经济状况,是国家实力的一种象征。在平



时,航空网络为社会各产业提供了交流和输出平

台,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战时,航空网络担负着战

斗物资转移与战斗支援任务,直接影响战争进程。
当前,辨识航空网络关键节点的理论研究已成

为热点。以往的关键节点辨识方法存在的不足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视网络拓扑性质及其

节点相互关系,没有考量网络边权。例如,H.W.
Corley等[1]通过研究删除节点后的最短路径来评

估删除节点的重要性;D.Gomezb等[2]比较了接近

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和度数中心性指标,并引入博

弈论评估了网络节点的重要性;HeNan等[3]根据

节点度、效率研究了复杂网络节点的重要排序问

题;谭跃进等[4]在定义凝聚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评

估节点重要度的节点收缩方法,将收缩后网络凝聚

度最大的节点视为最重要的节点。上述研究主要

适用于不带权网络,但基本没有考虑航空网络中航

线流量的影响。其二,方法过于单一,一般仅考虑

节点的某一性质。例如,谢凤宏等[5]根据复杂网络

关键节点辨识算法的缺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加权聚

类系数的复杂网络节点重要度排序方法;Chen
Duanbing等[6]根据每种中心性度量自身缺点,将
几种不同的中心性度量多属性化,并采用层次分析

法对多属性进行聚合,得到各节点的影响评估值;
王建伟等[7]依据网络中节点的局域特征,提出了一

种基于近邻节点度节点重要性的度量方法。上述

研究简便高效,不足之处是机场节点的重要性影响

因素十分复杂,仅考虑个别性质往往难以获得准确

结论。
通常采用接近中心度、介数、网络连接密度以

及网络效率来综合评估节点的重要性。然而在实

际计算中,上述指标通常涉及最短路径等复杂度高

的运算,导致评估过程耗时过长,进而影响关键节

点的辨识效果。因此,本文以节点度值、点强和K灢
shell值等简单指标作为输入,以由复杂指标得到

的综合重要度作为输出,选取少量节点训练改进型

极 限 学 习 机 (ExtremeLearning Machine,简 称

ELM)模型,对航空网络关键节点进行辨识,并以

中美两国航空网络为例进行仿真验证。

1暋节点简单指标

航空网络对关键机场的研究主要是指标分析,

指标较少时评估准确度不够理想,指标较全面时计

算的时间复杂度又很高。
简单指标值为训练知识数据库,本文选取节点

度值、点强、K灢shell值作为简单指标。
节点度值:反映网络中单个节点与相邻节点间

连接次数的指标,定义为节点的直接连边数。

ki=暺
j
aij (1)

式中:aij为两节点间的连边状况。若节点vi 和vj

不存在直接连边,则aij=0;否则,aij=1。
点强:主要指航空网络中的边权,即航线流量。

点强Si 的表达式为

Si=暺
j暿Ni

wij (2)

式中:wij为与节点vi 直接连边的权值;Ni 为节点

vi 的相邻节点集合。
周围机场与该机场节点联系越紧密,连边权值

就越大。

K灢shell:K灢shell法是节点排序的代表性算

法,根据节点度或其他指标,将处在网络外壳的节

点一层一层剥离,剥离越晚的节点就越重要[8],如
图1所示。其具体步骤是:搜索网络中度为1的节

点,删除此类节点及其连边;删掉这些节点后,网络

结构出现变化,将此时度是1的节点及其连边删

除,依此过程,继续删除节点,直至网络中不包含度

为1的节点。将删掉的节点组成的壳作为1灢壳(即

Ks=1)。同理,继续去除节点度为2的节点,作为

2灢壳,以此类推,直至删完所有节点。这种方法对

节点进行的是粗粒化排序,虽然精度不高,但反映

了节点的全局性质。

图1暋K灢shell方法示意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K灢shellmethod

对于节点vi,其 K灢shell值为 Ksi,该值越大,
节点越重要。简单指标的优缺点对比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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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指标比较有代表性,且都具有较低时间复

杂度。

表1暋三个简单指标的相关信息

Table1暋Informationaboutthreesimpleindices

指标 优暋点 缺暋点
时间

复杂度

节点

度值

反映节点影响相邻

节点的能力

只考虑节点

局部信息
O(N)

点强 反映机场航线流量
只考虑节点

局部信息
O(N)

K灢shell 反映节点全局信息 精确度较差 O(N)

暋暋对简单指标进行归一化:

对于节点vi 的度值

Di= D(vi)-minD(v)
maxD(v)-minD(v) (3)

对于节点vi 的点强Si 和K灢shell值Ksi,做同

样的处理。综上所述,n个节点可以组成一个简单

的指标值矩阵

X=

D1 S1 Ks1

D2 S2 Ks2

汅 汅 汅

Dn Sn Ks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n

(4)

式中:X 为n 个节点的度值、点强和 K灢shell值

矩阵。

2暋节点复杂指标

在复杂网络领域,辨识关键节点的方法主要包

括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系统科学分析方法。

对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选取接近中心性与

介数中心性作为评估指标。

接近中心性(CC):计算网络中节点vi 与剩余

节点的距离平均值,解决特殊值问题。若vi 与其

他节点的距离比节点vj 小,则认为vi 的CC 比vj

大。通常,最靠近中心的节点具有信息流的最佳视

野。设网络包含n个节点,则vi 到网络中剩余节

点的最短距离平均值:

di= 1
n-1暺j曎i

dij (5)

若di 较小,则说明vi 比较接近网络的剩余节

点。di 的倒数可定义为节点vi 的CC:

CC(i)=1
d =n-1

暺
j曎i

dij

(6)

CC(i)越大,vi 越接近网络中心,位置越重要,
重要性也越大。节点度和接近度方法效果对比如

图2所示,可以看出:接近度比节点度更能精确区

分节点重要性。

暋暋暋暋(a)节点度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接近度

图2暋两种方法效果对比

Fig.2暋Comparisonoftheeffectsoftwomethods

介数中心性(BC):在整体网络中反映节点的

中心程度,节点vk 的介数BC(k)是指经过节点vk

的网络中全部节点对间的最短路径数占总最短路

径数的比重。

BC(k)=暺
i曎j

氁ij(k)
氁ij

(7)

式中:氁ij(k)为vi 与vj 间经由vk 的最短路径数目;

氁ij为vi 与vj 间最短路径的数目。
对于系统科学分析方法,可采用节点删除法。

节点删除法的思想是,删除某个节点后,计算网络

性能,并与原网络比较,网络性能变化越大,节点就

越重要。对于网络性能,采用网络连接密度与网络

效率来衡量。
网络连接密度(LD):在无权网络中,连接密度

指网络中现有连边与可能存在的连边的比值[9]。
对于航空网络,可定义加权连接密度:

LD=
暺
n

i
暺
n

j
aijwij

2n
(8)

式中:n为当前网络节点总数;若vi 与vj 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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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aij=1,否则,aij=0;wij为节点连边的权值。

LD 越大,整体的异质性越高,网络流量越大,
网络综合性能越好。

网络效率(NE)为所有节点之间的距离倒数

和的平均值。

NE= 1
N(N-1)暺i曎j

1
dij

(9)

式中:N 为网络中节点总数。

NE 反映了网络信息传输的难易程度,NE 越

大,信息传递越顺畅,抗毁性越强。
四个复杂指标的优缺点与时间复杂度对比如

表2所示。

表2暋四个复杂指标的相关信息

Table2暋Informationaboutfourcomplexindices

指标 优暋点 缺暋点
时间

复杂度

CC 反映节点位置信息 不适合大型网络 O(N3)

BC 反映节点负载能力
准确度不高/不适

合大型网络
O(N3)

LD
反映网络的异质

性、负载能力
不适合大型网络 O(N)

NE
反映网络信息

传递能力
不适合大型网络 O(N3)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连接密度外,其余三个

指标的计算时间复杂度均为O(N3)。虽然综合上

述四个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节点的重要性,但
这样耗费时间较长,不适合复杂的大型网络。

3暋核极限学习机(KELM)

考虑到航空网络节点训练样本集的复杂指标

计算复杂度较高,提出采用基于核函数的 ELM
(KernelELM,简称 KELM)来学习简单指标与综

合重要度之间的映射关系,以期耗费较少的计算时

间和资源,实现航空网络节点重要度的准确评估,
进而辨识出关键节点。

3.1暋核函数理论

对于模式识别问题,当样本在低维空间线性不

可分时,可通过某非线性函数映射到高维特征空

间,能够实现线性可分。核函数基本原理:通过某

非线性函数,将输入空间样本映射到高维特征空

间,在高维特征空间进行数据的处理。其关键在

于,引入核函数后,能够将高维特征空间的内积运

算转化为输入空间内的运算[10]。

设xi 与xj 为输入空间中的样本点,原始输入

空间到高维特征空间的映射函数为毜,则核函数方

法可描述为实现内积变换

(xi·xj)曻K(xi,xj)=<毜(xi),毜(xj)>
(10)

式中:K(xi,xj)为核函数;<毜(xi),毜(xj)>为

内积。

在式 (10)中,输入空间的核函数与高维特征

空间的内积是等价的,非线性变换函数毜 的内积

运算较为复杂,而核函数 K(xi,xj)的运算则相对

简单,因此,为了降低运算复杂性,可用输入空间的

核函数运算替代高维特征空间的内积运算。此外,

在使用核函数时,无需明确毜 的具体形式和参数,

极大地方便了运算。核函数的映射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3暋核函数的映射过程

Fig.3暋Mappingprocessofkernelfunction

3.2暋基于核函数的ELM

在ELM 工程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所采集

数据样本相互可能存在复共线性问题,那么,对于

隐层输出矩阵 H,在求解 Moore灢Penrose广义逆

H+ =HT(HHT)-1时,会导致非奇异,对估算结果

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Huang
Guangbin等[11]引入一个参数I/c,将之加到对角

矩阵HHT 的主对角线上,使 HHT 特征根偏离零

值,再据此估算隐层与输出层的连接权值向量毬̂,以

改善ELM 的稳定性和泛化性。

为提高ELM 的稳定性,毬̂可估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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毬̂=HT I
c +HHæ

è
ç

ö

ø
÷

T
-1

T (11)

则ELM 的输出函数为

f(x)=g(x)毬=g(x)HT I
c +HHæ

è
ç

ö

ø
÷

T
-1

T

(12)
对于训练样本(xi,ti),且xi=[xi1,xi2,…,

xin]T暿Rn 与ti=[ti1,ti2,…,tim]T暿Rm,g(x)为激

励函数,L 为隐层节点个数(L曑N)。则 ELM 算

法计算步骤:
(1)随机初始化输入层与隐层的权值向量ai

和隐层节点偏置值bi;
(2)构建隐层输出矩阵 H= [g(x1)T,…,

g(xN)T];暋
(3)通过式(11)估算隐层与输出层的连接权

值向量毬̂。
其中,x1= [x1,x2,…,xN ],为 N 个 样 本;

g(x)表示ELM 网络隐层节点的输出函数,根据

核函数理论,通过非线性函数将输入空间的样本点

映射入特征空间,并由核函数代替特征空间的内积

运算。假设隐层特征映射函数g(x)形式未知,则
可用核函数代替其内积形式。ELM 可通过核矩阵

形式来描述[12]

毟ELM =HHT暶毟ELMi,j=
g(xi)·g(xj)=K(xi,xj) (13)

此时,基于核函数的ELM (KELM)输出函数

为

暋f(x)=g(x)HT I
c +HHæ

è
ç

ö

ø
÷

T
-1

T=

K(x,x1)

汅

K(x,xN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T

I
c +毟æ

è
ç

ö

ø
÷ELM

-1

T (14)

不难理解,在 KELM 算法中,无需了解g(x)
的具体形式,仅需明确具体核函数K(x,x1),就可

计算输出函数的值。需要说明的是,核函数为内积

形式,在计算式 (12)时,不需要确定网络隐层节

点的个数。

4暋节点重要度评估流程

本文提出采用 KELM 对航空网络节点重要度

进行评估的流程如图4所示。

图4暋节点重要性评估流程

Fig.4暋Nodeimportanceevaluationprocess

具体可划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构造训练样本。从网络中随机生成部分

节点,计算度值、点强和 K灢shell值等简单节点指

标值X;同时,确定接近中心性、介数中心性、网络

连接密度和网络效率等复杂指标值。
(2)确 定 综 合 重 要 度。通 过 层 次 分 析 法

(AHP)[13]计算得出各复杂指标的权重:WBC =
0.5789;WNE =0.2055;WCC =0.1592;WLD =
0.0565,进 而 通 过 公 式 Yi =0.578 9BCi +
0.2055NEi+0.1592CCi+0.0565LDi 计算以上

随机节点的综合重要度Y=[Y1,Y2,…,Yn]T。
(3)训练评估模型。以X 为输入,以Y 为输

出,训练 KELM 评估模型,以学习其内在关系。
(4)执行评估过程。对于网络中除训练样本

的新节点,仅需计算新节点的简单指标Xt,并输入

KELM 评估模型,就能计算出新节点的综合重要

度Yt,进而完成关键节点的辨识。
此外,KELM 训练时对参数变化反应比较敏

感,当c值比较小,而氁值比较大时,模型的训练精

度非常高,而测试精度却不理想,说明此时参数对

训练的数据拟合程度非常高,但对新样本的预测能

力却非常低,即出现通常所说的“过学习暠现象。因

此,在选取参数c和参数氁 时,可引入交叉验证思

想,计算出测试精度较高时所对应的最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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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5暋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可行性,首先对随机

网络进行测试,然后分别对中美两国航空网络进行

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5.1暋随机网络测试

考虑一随机网络G={V,E,W},该网络含有

600个节点,6000条连边,实验目的是检验KELM
关键节点辨识方法的有效性,也即判断 KELM 能

够准确学习简单指标与综合重要度之间的关系。
按照关键节点识别算法步骤,先随机选择60

个节点作为 KELM 训练样本,通过 AHP得出复

杂指标CC、BC、LD 和NE 的权重分别为0.1592,

0.5789,0.0565,0.2055,计算复杂指标加权,其
和为综合重要度值Y,然后计算对应简单指标值

X。KELM 训练前,利用交叉验证法在log2c暿
[-10,10]与log2氁暿[-10,10]内自动搜索最佳的

参数c和参数氁,参数寻优过程如图5所示。图中,
复杂指标重要度的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均方根误差

RMSE 为

RMSE=1
N 暺

N

i=1

(Y-Yi)2 (15)

图5暋对随机网络的参数寻优过程

Fig.5暋Parameteroptimizationprocessfor

randomnetwork

从图5可以看出:网格图底部较平缓,说明在

很大取值范围内的两个参数都可以使RMSE 最

小,因此,能够较容易地找出最佳参数c和氁。
进行训练后,随机选择除训练样本之外的60

个节点作为测试节点,计算得到其简单指标Xt,并
输入 KELM 重要度评估模型,得到测试结果Yt,

与其原来复杂指标值评估得到的重要度Y 进行比

较,效果如图6所示。

图6暋测试结果与实际值对比(随机网络)

Fig.6暋Comparisonoftestresultsandactualvalues
(randomnetwork)

从图6可以看出:KELM 输出的结果与原来

的重要度值非常接近,说明本文方法是准确、可行

的。由表2可知,使用复杂指标对节点重要度评估

所需时间复杂度为O(N3),而 KELM 评估仅需

O(N曚2),其中,N曚为训练样本数。因此,采用这种

方法,可以通过简单、耗时少的指标快速得到节点

的综合重要度。

5.2暋航空网络测试

对于美国航空网络,做同样测试,实验数据集

包含332个机场节点、2126条连边(直飞航线)以
及连边的权重,美国航空网络的拓扑图如图7所

示。数据来源详见文献[14]。

图7暋美国航空网络拓扑

Fig.7暋U.S.aviationnetworktopology

根据本文方法,通过交叉验证法确定参数,如
图8所示。在节点重要度评估过程中,耗时最长的

是知识数据库的建立(用复杂指标评估节点重要

度),如果选择网络中大部分节点作为训练样本,评
估方法就失去了时间复杂度低的优势,变得没有意

义。因此,本文测试 KELM 是否仅需要很少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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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点就能准确评估节点重要度,分别随机选择

20、40、60、80个节点作为训练样本,然后比较测试

结果与原来的重要度值,如图9所示。

图8暋对美国航空网络的参数寻优过程

Fig.8暋ParameteroptimizationprocessforU.S.

aviationnetwork

(a)20个训练样本

(b)40个训练样本

(c)60个训练样本

(d)80个训练样本

图9暋测试结果与实际值对比(美国航空网络)

Fig.9暋Comparisonoftestresultsandactualvalues
(U.S.aviationnetwork)

从图9可看出:选择20个训练样本时,测试结

果与原值的拟合效果较差,当选择40个训练样本

时,拟合效果明显改善,选择60、80个节点时,拟合

效果无明显提升。因此,在美国航空网络中,仅需

计算40个节点的复杂指标值,如此将大幅降低原

来的运算量,提高辨识关键节点的效率。
选择40个节点作为训练样本,对所有节点进

行测试,得到测试结果后对节点进行排序,并与原

复杂指标评估重要度排序、ACI排序进行比较,如
表3所示。其中,ACI指国际机场委员会对美国各

机场的综合排名。

表3暋美国机场节点重要度排序

Table3暋RankingofU.S.airportnodeimportance

排名
方暋暋法

ACI 复杂指标评估 本文方法

1 HartsfieldAtlan ChicagoO暞hare ChicagoO暞hare

2 ChicagoO暞hare DFW DFW

3 DFW HartsfieldAtlan HartsfieldAtlan

4 Stapleton SanFrancisco G.Bush

5 LosAngeles G.Bush SanFrancisco

6 McCarran MSP MSP

7 G.Bush Charlotte/Douglas Charlotte/Douglas

8 Charlotte/Douglas JFK JFK

9 PSH McCarran McCarran

10 Philadephia Anchorage Anchorage

11 DMW Lambert灢StLouis Lambert灢StLouis

12 MSP Bethel Stapleton

13 JFK Stapleton Bethel

14 Newark PSH DMW

15 SanFrancisco SaltLakeCity PSH

16 SaltLakeCity DMW SaltLak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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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测试结果(简单指标评估结

果)排名前16的机场节点与 ACI仅有3个不同,

说明本文方法比较符合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准确

性。再将测试结果与复杂指标评估结果作比较,发

现两种方法的结果几乎一致,在前几名中,只有

SanFrancisco与G.Bush对调了顺序,后几名略有

差异,说明 KELM 的学习效果较好,具有准确预测

数据的能力。

为了验证算法的通用性,把本文方法应用于中

国的航空网络。将国内2016年199个具有定期航

班的通航城市作为目标节点,爬取和收集网页数

据,构建我国航空网络模型,并对我国航空网络进

行关键节点识别。参数寻优过程如图10所示,检

验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测试

结果在趋势上与实际值总体保持一致。

图10暋对中国航空网络的参数寻优过程

Fig.10暋ParameteroptimizationprocessforChina

aviationnetwork

图11暋测试结果与原值对比(中国航空网络)

Fig.11暋Comparisonoftestresultandoriginalvalue

(Chinaaviationnetwork)

6暋结暋论

(1)基于接近中心性、介数中心性、网络连接

密度对节点进行综合重要度评估,克服了以往复杂

网络研究领域未考虑航线流量、机场位置等影响节

点重要性的航空网络具体因素的不足。

(2)采用 KELM 学习综合重要度值与简单指

标的映射关系。对于剩余大部分节点,只需求出其

简单指标,便可以求得其综合重要度和节点排序。

解决了传统指标单一、未考虑边权的问题,提高了

节点排序的准确性,同时降低了计算复杂度,节省

了大量时间,实例验证了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3)鉴于数据获取和时间问题,本文仅研究了

民用机场构成的航空网络,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继

续拓展,获取更加充实的数据,构建军航或者军民

联合航空网络,以用于航空网络的平战转换机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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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并构建共词矩阵;应用 Ucinet6.0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航空发动机空

中停车研究领域热点集中于管理、维修、人员及企业运营等方面;民用航空与军用航空在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存

在差异;非常规类飞机的空中停车受到关注,无人机空中停车研究将成为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军用飞机空中停

车研究成果相比民用飞机存在一定差距,随着军用飞机适航工作的开展和推进,军用飞机空中停车研究将在该

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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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心脏暠和动力之源,在保

证安全飞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发生故

障,空中意外“抛锚暠,轻则失去动力,重则机毁人

亡。2015年9月19日晚,沈空航空兵某团在组织

对抗空战训练过程中,一架某型单发战机突发空中

停车故障,飞行员在发生故障到完成高度351m
惊险一跳的198s内两次尝试空中启动、三次调

整航向,但仍未能挽救战机,导致发生二等飞行

事故。

由于航空发动机工作条件严酷,具有高温、高

压、大流场、高转速的特点,导致故障易发、多发。

发动机空中停车(以下简称空停)是对飞行安全影

响最为显著的故障事件之一,被民航界视为飞行事

故征候的重要考核指标[1]。空停事件主要指飞行

过程中发动机出现非指令性停车,属于发动机突发

失效事件[2],其主要诱因可分为发动机自身故障、

外界干扰和飞行人员误操作等。随着航空发动机

技术的发展成熟,以及维修理念变革和发动机管理

经验的不断积累,能够保证每1000fh的空停率降

低至0.006以下,但由于飞行总小时数的迅猛增

长,空停事件的发生量仍达到每年近百起[2]。

在航空安全研究领域,空停一直是研究的热

点。J.Miyano[3]针对 XF灢2单发飞机的空中启动

进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该机型空中启动点火时

间、推力恢复时间和最大废气温度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验证了其在空中停车情况下再启动的安全性;

P.T.Roger等[4]设计出针对传感器系统故障的自

动化诊断系统,能够对降低空中停车率起到良好作

用;黄郁华[5]对空中停车的故障种类及原因进行了

研究,并从适航审定和发动机状态监控故障诊断方

面提出预防措施;张永[1]从发动机工程管理体系建

设的角度对预防发动机空中停车进行研究,在对空

停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对发动机工程管理、航空公

司运营管理、一线生产部门和飞行机组分别提出具

体工作内容,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孙超等[6]利用

Bow灢tie模型对空停事故进行分析,以供油系统故

障为主要研究对象,找到薄弱环节的根本原因及可

能导致的后果,达到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减少事故

发生造成损失的目的;张辛[7]以川航发动机工程管

理为例,初创创新风险分级和动态管控方法结合的

发动机空停风险评价和动态管控体系,有效防范空

停风险,降低空停率;李书明等[8]利用CBR灢模糊综

合评判法对空中停车率进行预测研究,在充分利用

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实现航空发动机设计初期的空

中停车率预测。以上文献均是运用特定的方法

选取专题对航空发动机空停问题进行研究,但

对发动机空停开展全维度、综合性分析的文献

还不多见。

本文 从 大 数 据 角 度 开 展 文 献 研 究,应 用

SATI3.2软件[9]对文献关键词矩阵化处理,应用

Ucinet6.0软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和聚类分析,通

过社会密度分析、中心性分析、聚类分析以及核心

-边缘等分析方法,对航空发动机空停研究领域内

的主题进行分类,并对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深

度挖掘和预测分析。

1暋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net)———高级检索路

径下有关航空发动机空中停车研究的文献作为统

计数据来源,以主题“空中停车暠为检索词,不限统

计年限,截至日期为2020年4月10日,共检索出

文献162篇,经过筛选甄别,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

的文献资料,共得到157篇研究文献,以此作为研

究数据。选取文献发表年限统计情况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文献总体分布呈波动上升趋势,在1994
年之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随着

空停发生频次增加,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

成果不断涌现。由于部分文献以具体空停事件为

主要研究内容,因此文献数量与空停事件的发生存

在相对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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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文献发表年限统计

Fig.1暋Statisticsofpublishedliteraturebyyears

暋暋应用SATI3.2软件对选取文献的关键词进行

频次统计分析,并按频次进行逆序排列,选取前50
位的关键词进行社会网络图分析,其中前30位高

频关键词词频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暋空中停车文献高频关键词

Table1暋HighfrequencykeywordsofIFSD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空中停车 86 飞行试验 5

发动机 53 无人机 4

航空发动机 14 双发飞机 4

飞机 11 预防措施 4

可靠性 10 机务维修 4

航空公司 8 直升机 4

飞机发动机 8 涡扇发动机 4

航空运输企业 7 飞行员 4

波音 7 状态监控 4

机队 7 双发延程飞行 4

故障 6 维修成本 4

故障分析 6 压气机 4

飞行人员 5 飞行 3

试飞 5 分析 3

普惠公司 5 飞行安全 3

暋暋在词频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共词分析原理构建

共词矩阵,应用 Ucinet6.0软件的变换-对分功能

将共词矩阵转化为0灢1共词矩阵。利用0灢1共词

矩阵开展航空发动机空停领域研究文献关键词的

社会密度分析、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以及核

心-边缘分析,进而分析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

发展趋势。

2暋关键词分析

在得到0灢1共词矩阵基础上,应用Ucinet6.0
软件的可视化-NetDraw功能绘制关键词社会网

络分析图谱,如图2所示,其中方框代表文献关键

词,且方框越大表示其中心性和关键性越强;方框

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且连线越粗表

示关联性越强;双线表示关联词出现在同一篇

文献。

2.1暋社会密度及中心性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网络密度指的是网络中各

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度,可通过网络图中实际存在

的关系数与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数相比得

到,其取值范围为[0,1],且取值越大代表节点联系

越紧密[10]。根据 Ucinet6.0软件计算出的网络密

度值结果为0.1894,属于密度低的网络图,表明发

动机空中停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不密

切,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广泛,但研究深度尚有

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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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图

Fig.2暋Socialnetworkanalysisofkeywords

暋暋中心性是度量整个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

标,越处于中心位置的节点对网络的影响力越大,
网络中心性可以分为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

间中心度三个指标。在关键词网络图中,处于中心

位置的关键词对该研究领域的影响程度更大,更有

可能成为研究重点,因此中心性分析方法也被广泛

用于研究趋势预测。应用 Ucinet6.0软件分析得

到的网络中心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该表以点

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特征根向量为

顺序参考对关键词进行排列。

表2暋中心性分析结果

Table2暋Resultsofcentralityanalysis

编号 关键词
点度

中心度

中间

中心度

接近

中心度

特征

根向量
编号 关键词

点度

中心度

中间

中心度

接近

中心度

特征

根向量

1 空中停车 46.000 571.860 94.231 0.378 11 故障 7.000 4.400 53.261 0.082
2 发动机 38.000 233.270 79.032 0.351 50 警戒值 7.000 1.333 52.128 0.106
6 航空公司 20.000 27.571 61.250 0.252 30 飞行安全 7.000 1.067 52.688 0.095
8 航空运输企业 20.000 27.571 61.250 0.252 33 交通运输安全 7.000 1.067 52.688 0.095
18 双发飞机 14.000 8.621 56.322 0.174 5 可靠性 6.000 48.667 52.688 0.070
3 航空发动机 13.000 61.236 56.977 0.131 26 维修成本 5.000 0.667 51.042 0.077
4 飞机 13.000 13.986 59.184 0.144 42 停车率 5.000 0.667 51.042 0.076
15 普惠公司 13.000 11.986 56.322 0.161 35 低压涡轮 5.000 0.667 51.042 0.069
16 飞行试验 13.000 10.119 56.322 0.140 24 状态监控 5.000 0.500 51.042 0.075
13 飞行人员 13.000 4.250 55.682 0.187 29 分析 5.000 0.400 51.579 0.071
14 试飞 12.000 10.119 55.682 0.132 17 无人机 4.000 23.500 51.042 0.032
20 机务维修 12.000 4.833 55.056 0.176 49 涡喷发动机 4.000 23.500 51.042 0.032
9 波音 12.000 3.888 55.056 0.164 12 故障分析 4.000 1.500 51.042 0.055
23 飞行员 12.000 1.750 55.056 0.183 34 涡轮叶片 4.000 1.000 50.515 0.064
36 航空器 12.000 1.400 55.056 0.181 47 附件传动机匣 4.000 0.333 50.515 0.060
41 飞机维修 12.000 1.000 55.056 0.180 7 飞机发动机 4.000 0.000 50.515 0.074
37 可靠性管理 12.000 1.000 55.056 0.180 48 轴承 4.000 0.000 50.515 0.065
45 全面质量管理 12.000 1.000 55.056 0.180 43 自转着陆 3.000 0.500 50.000 0.037
38 航空维修 12.000 1.000 55.056 0.180 22 涡扇发动机 3.000 0.333 50.000 0.044
27 压气机 9.000 3.088 53.846 0.114 19 预防措施 2.000 0.000 49.495 0.050
25 双发延程飞行 9.000 1.917 53.261 0.133 31 断裂 2.000 0.000 49.495 0.031
10 机队 8.000 2.367 53.261 0.123 21 直升机 2.000 0.000 49.495 0.029
39 压缩机 8.000 1.236 52.688 0.105 40 故障树 2.000 0.000 34.266 0.004
32 航空运动 8.000 0.417 52.688 0.127 44 连接螺栓 1.000 0.000 36.567 0.009
28 飞行 8.000 0.417 52.688 0.127 46 军用飞机 1.000 0.000 34.752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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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对表2参数进行分析如下:

(1)点度中心度表示节点在网络中的联结数

目,表征节点在网络中所处地位[11],中心度越高的

节点在网络中越处于核心地位,对其他节点的影响

程度越大。排除“空中停车暠及其他与航空发动机、

飞机相关的关键词影响后,航空公司、航空运输企

业、双发飞机、普惠公司、飞行试验、飞行人员、试

飞、机务维修、波音、飞行员、飞机维修、可靠性管

理、全面质量管理、航空维修等关键词的点度中心

度较高,说明它们相对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对整体

网络的构成起到核心关键作用,确保网络中各节点

的相互连接,这表明以上关键词在航空发动机空中

停车研究领域受到的关注度高。通过对相关文献

进行跟踪分析可以看出,航空公司与航空运输企业

在相应文献中同时出现的概率大,文献主要研究内

容集中于双发延程飞行、减少维修差错、提升发动

机可靠性及建设发动机工程管理体系[12]。航空公

司和航空运输企业作为航空发动机的使用维护单

位,空停事件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因此对空

中停车故障的关注度较高。双发飞机成为关键节

点的原因在于双发飞机延程飞行的研究,双发飞机

延程飞行在型号设计方面审定主要是依据发动机

的可靠性、飞机系统设计和可靠性、有效性验证飞

行进行的,而在发动机可靠性衡量指标上选取的是

空中停车率[13]。例如,120min的延程飞行其发动

机需要满足空中停车率小于5暳10-5次/飞行小

时;180min的延程飞行需要满足空中停车率小于

2暳10-5次/飞行小时。飞行人员作为直接参与飞

行的机组人员,包括驾驶员(飞行员)、副驾驶员、飞

行工程师、领航员、通信员等,受到空停事件的直接

影响,也是处置空停事件的首要参与人员。空停事

件发生后,飞行员的正确处置是保证人员和航空器

安全的首要条件。发动机的空中启动能力是飞行

安全的重要保障,根据发动机定型试飞要求,飞行

试验时需要对发动机空中热启动和冷启动能力进

行验证[14]。普惠公司作为世界上著名的航空发动

机供应商之一,为美国空军和民航提供大量涡喷和

涡扇发动机。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文献研

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普惠公司生产的经典型号发

动机的防空停设计[15灢16]及提高可靠性设计[17]进行

研究分析。波音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军

用飞机制造商之一,对航空发动机的使用需求是巨

大的,为了确保生产飞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波音

公司对空停更加关注和重视[17灢19]。飞机维修、机

务维修及航空维修都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而对飞

机及其技术装备进行一系列维护和修理的行为,这

也是保持发动机良好工作状态,避免发生空停事件

的前提条件[20]。可靠性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是从

发动机全寿命周期角度出发,以可靠性和质量管理

为重要关注点,避免空停事件的发生[21灢23]。

(2)中间中心度表示节点的媒介程度,即节点

在网络中的中继联结作用[11]。在排除搜索关键词

的影响后,排序相对靠前的关键词分别为:可靠性、

航空公司、航空运输企业、涡喷发动机、无人机、普

惠公司、飞行试验、试飞、双发飞机、机务维修、故

障、飞行人员、波音、压气机等。可以看出绝大部分

关键词与点度中心度分析结果相同,表明这些关键

词不仅作为网络的核心组成,也是连接网络整体的

重要桥梁,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增加的关键

词主要在网络中发挥连接作用,保证网络的整体

性,此类关键词主要有:可靠性、涡喷发动机、无人

机、故障、压气机等。相反,中间中心度为0的节点

则代表其在网络中必须依赖其内部的某个节点来

与其他节点发生联系。根据计算结果,此类关键词

主要有:故障树、预防措施、直升机、军用飞机、轴

承、断裂、连接螺栓。综合此类关键词可以看出,其

和空中停车的联系较为紧密,但从分类上看主要是

定义飞机类型、具体分析方法及确定的失效部位和

模式,在发动机空停研究领域缺乏广泛性和代表

性,导致其在网络中处于较边缘化的位置,无法起

到明显媒介作用。

(3)接近中心度表示节点不受其他节点影响

的测度,即相应节点与所有其他节点的接近性程

度[11]。排序相对靠前的关键词分别是:航空公司、

航空运输企业、飞行试验、普惠公司、双发飞机、飞

行人员、试飞、飞机维修、波音、飞行员、可靠性管

理、机务维修、全面质量管理、航空维修等。可以看

出绝大部分关键词与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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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相同,尤其是与点度中心度关键词全部重

合。上述核心关键词在整体网络中与自身之外的

其他所有节点接近性程度高,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

联系路径最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

(4)特征根向量是刻画节点中心度以及网络

中心势的一种标准化测度,能够在网络结构整体上

确定出最核心的节点,其取值越大说明节点在网络

中越靠近中心位置[8]。排序相对靠前的关键词分

别是:航空公司、航空运输企业、飞行人员、飞行员、

可靠性管理、航空维修、飞机维修、全面质量管理、

机务维修、双发飞机、波音、普惠公司、飞行试验、双

发延程飞行、试飞等。与前述点度中心度、中间中

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结果相比较,大部分关键词

均出现重复。这说明上述关键词在网络中属于较

为核心的关键词,相比而言更接近中心位置。

2.2暋凝聚子群分析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存在某些联系紧密以至于

结合成次级团体的节点,这种团体被称为凝聚子

群。凝聚子群分析就是分析网络中存在凝聚子群

的数目、子群内部各节点之间关系特点及子群之间

关系特点等。通过 Ucinet软件中的 CONCOR法

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利用树形图表达各个位置之间

的结构对等性程度,并且标记出各个位置拥有的网

络成员,输出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纵向项目为关

键词及其序号,横向数字为聚类级别。
从图3可以看出:3级聚类分析结果共8个凝

聚子群,剔除与空停研究关联性较低的分组后剩下

6个凝聚子群,分别为:栙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公

司、机队;栚航空器、全面质量管理、飞机维修、飞行

员、可靠性管理、飞行人员、航空维修、警戒值、机务

维修、飞机发动机;栛军用飞机、故障、分析、航空发

动机、可靠性、链接螺栓;栜普惠公司、双发飞机、停
车率、压气机、飞机、飞行安全、试飞、波音、飞行试

验、状态监控、双发延程飞行、压缩机、交通运输安

全;栞故障树、故障分析、涡喷发动机、无人机;栟涡

扇发动机、涡轮叶片、断裂、预防措施、直升机、附件

传动机匣、轴承、自传着陆、维修成本。在2级聚类

分析结果中总共有3个凝聚子群,分别为{栙栚}、
{栛栜}、{栞栟}。

图3暋凝聚子群分析树状图

Fig.3暋Condensedsubgroupanalysisdendrogram

结合对样本文献的分析研究,通过凝聚子群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1)在3级聚类级别下子群内关键词数量差

异较大,但在2级聚类级别下,子群内关键词数量

趋于平均。
(2)子群栙中关键词数量仅为3个,均属于广

泛意义上的发动机使用单位;子群栚中关键词主要

集中于发动机管理及维修方面;在2级聚类级别下

组合{栙栚}表明航空发动机的使用单位侧重于从

维修的角度开展空停研究。
(3)子群栛中关键词侧重于军用飞机的可靠

性和空停故障分析;子群栜中关键词数量最多,达
到13个,主要侧重于双发延程飞行中发动机的可

靠性研究,且研究关注点在于发动机的试验验证,
以确保飞行安全;在2级聚类级别下组合{栛栜}表
明发动机空停研究在民航和军用航空领域均受到

关注,但两者在关注点上的侧重有所不同,军用航

空领域研究成果更倾向于对特定空停事件的分析

研究,而民航领域研究成果则更倾向于对特定发动

机型号的防空停设计进行分析及发动机定型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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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分析。
(4)子群栞中关键词数量相对较少,为4个,

主要侧重于涡喷发动机、无人机空停故障分析;子
群栟中关键词侧重于涡扇发动机、直升机空停故障

研究,且研究成果更为具体,多为针对具体空停事

件或具体某一型号发动机的研究分析,研究结论具

体到发现引发空停故障的部附件;在2级聚类级别

下组合{栞栟}表明在无人机、直升机等类别的航空

器中空停研究也受到关注,且相关研究方法及深度

存在差异。

2.3暋核心-边缘分析

核心-边缘分析是根据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

的紧密程度,利用量化关键词的方式确定其在网络

中所处的位置,一般分为以下三种:核心位置、半边

缘位置、边缘位置[24]。本文以特征根向量的值作

为评判标准,具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
核心关键词均为点度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验证了

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表3暋关键词核心-边缘分析结果

Table3暋Core灢edgeanalysisresultsofkeywords

类暋别 特征根向量的值毸评判标准 关键词

核心关键词 毸曒0.15
空中停车、发动机、航空公司、航空运输企业、飞行人员、飞行员、航空器、可靠性

管理、航空维修、飞机维修、全面质量管理、机务维修、双发飞机、波音、普惠公司

半边缘关键词 0.05曑毸<0.15

飞机、飞行试验、双发延程飞行、试飞、航空发动机、飞行、航空运动、机队、压气

机、警戒值、压缩机、飞行安全、交通运输安全、故障、维修成本、停车率、状态监

控、飞机发动机、分析、可靠性、低压涡轮、轴承、涡轮叶片、附件传动机匣、故障分

析、预防措施

边缘关键词 毸<0.05
涡扇发动机、自转着陆、无人机、涡喷发动机、断裂、直升机、连接螺栓、军用飞机、
故障树

注:本研究提取关键词数量共547个,网络图中仅表示了频次出现较高的前50位,导致该表中边缘关键词数量少于核心关键词。

3暋结暋论

(1)通过本文分析得到了发动机空中停车研

究领域主要关键词,其在社会网络图中处于核心关

键地位,对其他节点的影响程度较大。
(2)针对空中停车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空

中停车研究在民航和军用航空中均受到关注,但两

者的研究侧重点有所差异,其中民航领域主要倾向

于发动机防空停设计研究及验证,军用航空领域研

究成果多集中于对具体空停事件的分析研究;同
时,对于发动机使用维护单位则侧重于从维修的角

度开展防空停研究。
(3)空中停车研究在无人机、直升机等非常规

类飞机中也受到了关注,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

存在差异。随着无人机的快速发展趋势,可以预见

无人机防空停研究将成为空停研究领域的热点

问题。
(4)通过对文献的整体考量,我国军机防空停

研究成果与民航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随着军机适

航工作的开展,在军用航空领域的发动机防空停设

计研究与验证工作将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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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机载浮标分离安全性研究

孙凯军1,付义伟1,陆冬平2,陈著1,汪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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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43)

摘暋要:研究机载浮标投放过程中气动干扰特性及浮标运动规律,对机载浮标安全投放方案的设计具有重要

意义。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机载浮标投放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动态嵌套网格技术模拟浮标运动,结
合刚体六自由度运动方程求解三维非定常 N灢S(Navier灢Stokes)方程,模拟基于察/打一体无人机平台的浮标自

由投放过程,获得详细的包括浮标运动姿态、运动轨迹和受力情况等在内的数据信息;通过算例,验证本文数值

模拟程序的准确性。结果表明:浮标投放过程中,轻质浮标口盖自由分离会对螺旋桨后推式无人机的安全性造

成重大影响;考虑浮标口盖固连在浮标降落伞上的状态下,初速度为0m/s时投放浮标整体(包含浮标、降落

伞、口盖)离螺旋桨最近距离为0.151m,安全余量不够;初速度为1.8m/s时投放浮标整体离螺旋桨最近距离

为0.671m,满足投放安全性要求。
关键词:无人机;计算流体力学;非定常流动;运动嵌套网格;外挂物投放;气动干扰

中图分类号:V211.3;V279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1.01.0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afetyResearchonReleaseofAirborneBuoyBasedonaMedium
AltitudeandLong灢endurance(MALE)UAV

SUNKaijun1,FUYiwei1,LUDongping2,CHENZhu1,WANGYang1

(1.CaihongUAVTechnologyCo.,Ltd.,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Beijing100074,China)
(2.ChinaAcademyofElectronic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ChinaElectronics

TechnologyGroupCorporation,Beijing100043,China)

Abstract: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studytheaerodynamicinterferencecharacteristicsandthemotionlawof
theairbornebuoyduringthelaunchingprocessforthedesignofthesafelaunchingschemeoftheairbornebuoy.
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CFD)methodsareusedtosimulatethereleaseprocessofairbornebuoyinrecon灢
naissanceandstrikeintegratedunmannedaerialvehicle(R/SUAV).Adynamicchimeragridapproachisused
andcoupledwith6灢DOFmovementequationstosolvetheunsteadyN灢S(Navier灢Stokes)equations.Thetime灢
dependentinterferencebetweenthestationaryandmovingboundariesiscaptured.Allmajorparameters,suchas
displacement,angularorientationsandforce,andtheirchangetrendsareobtained.Theresultsshowthatfree
separationofbuoycoverwill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safetyofUAVduringthereleaseprocessofair灢
bornebuoy.Consideringthestateofthebuoycoverattachedtothebuoyparachute,theclosestrangeofbuoy
fromthepropelleris0.151mwhentheinitialspeedis0m/s,thesafetymarginisnotenough;however,the
closestrangeofbuoyfromthepropelleris0.671m whentheinitialspeedis1.8m/s,thesafetymarginise灢
nough.
Keywords:unmannedaerialvehicle;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unsteadyflow;dynamicchimeragrid;ex灢
ternalstorerelease;aerodynamicinterference



0暋引暋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迅猛发展,海难

事故和海域领土纠纷也频发。与有人驾驶飞机相

比,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具有航时长、成本低、出勤

率高等优点,其搭载先进完善的搜索与通信浮标使

其成为远海救援、侦察监视的中坚力量。因此,研
究无人机机载浮标投放过程中的气动力干扰问题,
对机载浮标安全投放方案的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机载外挂物动态分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风洞

试验和数值计算两种。风洞试验方面,主要有捕获

轨迹系统(CaptiveTrajectorySystem,简称 CTS)
试验,其是现阶段模拟飞机外挂物投放分离的主流

试验方法,该方法能比较真实地模拟外挂物的分离

特性,但是该方法对试验环境要求高、试验设备复

杂,并且费用昂贵。数值计算方面,针对具有较大

相对位移的运动问题,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法主要是

动态嵌套网格方法[1灢3],其具有较高的网格质量,并
且考虑了流场的非定常效应。

国外,W.L.Sickles等[4]利用数值方法计算了

B灢1B轰炸机炸弹投放的运动轨迹,数值模拟结果

与飞行试验吻合良好,证明了CFD方法的有效性;

F.Robert等[5]利用 CFD 方法结合六自由度刚体

运动方程成功预测了F/A灢18C战斗机机载导弹的

运动轨迹,计算结果与风洞试验结果一致,说明

CFD方法可以有效预测导弹的运动轨迹。
国内,达兴亚等[6]结合预估校正机制和嵌套网

格技术对导弹的虚拟飞行进行了数值模拟,其数值

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良好;王巍[7]通过动网格技术模

拟了导弹的分离运动,给出了导弹安全分离的条

件;郭少杰等[8]、蒋胜矩等[9]、白治宁等[10]结合动

态嵌套网格与刚体六自由度运动方程,分别模拟了

内埋导弹、弹丸和反潜导弹分离舱的分离过程,得
出较为可靠的数值模拟结果。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通过非定常数

值模拟与刚体六自由度运动方程相结合的方法可

以模拟机载武器的投放过程,但是现有研究主要集

中在机载导弹的分离安全性分析方面,且主要体现

在有人驾驶飞机上,对轻质、无动力载荷的分离安

全性研究较少,尤其对螺旋桨后推式无人机的载荷

分离安全性研究鲜有报道。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非结构动态嵌套网格技术

模拟浮标运动,结合刚体六自由度运动方程求解三

维非定常 N灢S方程,模拟大侧风环境下某中高空

长航时无人机机载浮标的动态分离过程,并根据数

值模拟结果对浮标投放位置和方式进行适应性

改进。

1暋数值模拟方法

1.1暋控制方程

在惯性笛卡尔坐标系下,对于任意控制单元,

积分形式的三维雷诺平均 N灢S方程[11]可以写成如

下守恒形式:

毠
毠t犿

V

QdV+犾
毠V

(Fc-Fv)·ndS=0 (1)

式中:Q=(氀,氀u,氀v,氀w,氀e)T为守恒变量;毠V 为某

一固定区域V 的边界;n为边界的外法向矢量;Fc

为对流矢通量;Fv 为粘性矢通量。

1.2暋刚体六自由度动力学方程

计算采用两个坐标系来描述浮标运动过程,一
个是与无人机固联的惯性坐标系,另一个是与浮标

固联的非惯性坐标系,坐标原点位于浮标质心。非

惯性坐标系随浮标在惯性坐标系中作六自由度运

动。这两个坐标系的坐标变换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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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B表示非惯性坐标系;下标I表示惯性

坐标系;毬为两个坐标系的坐标转换矩阵。
刚体质心运动方程为

mdU
dt=F (3)

式中:m 为刚体质量;U 为惯性坐标系下刚体质心

的速度矢量;F为刚体受力总矢量。
将式(3)转换到非惯性系下:

m dU
dt+氊暳æ

è
ç

ö

ø
÷U =F (4)

刚体质心动力学方程为

mdH
dt=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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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刚体上的力矩总矢量;H 为刚体对质心

的动量矩。
将式(5)转换到非惯性系下:

毮H
毮t +氊暳H=M (6)

1.3暋动态嵌套网格

无人机和浮标分离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相对

位移,故数值计算必须采用动网格技术,而运动嵌

套网格技术[12灢14]在模拟复杂非定常流动中具有比

较明显的优势,因此本文对机载浮标分离的数值模

拟采用非结构动态嵌套网格技术。

1.4暋动态数值模拟原理

数值方法主要是基于非定常 N灢S方程和非结

构动态嵌套网格,并结合刚体六自由度动力学方程

的联立求解。动态数值模拟是在定常流场数值模

拟基础上重复进行初值不同的求解。具体动态求

解步骤如下:
(1)建立计算模型,嵌套网格划分;
(2)求解定常流场作为非定常计算的初始值;
(3)开始非定常求解,计算T 时刻浮标所受合

力和合力矩;
(4)通过求解刚体六自由度动力学方程得到

浮标的运动规律;
(5)由第(4)步得到的计算结果,求解T+殼T

时刻浮标的位置及姿态信息,更新浮标所在位置;
(6)求解T+殼T 时刻的非定常流场,返回第

(4)步,如此循环,即可数值模拟浮标投放的运动

轨迹。

2暋算例分析

采用美国空军实验室的标模[15]来验证本文所

采用的数值模拟程序的准确性,该标模具有完整的

CTS试验数据。模型的几何外形如图1(a)所示,
机翼和导弹的具体尺寸参见文献[15];计算网格示

意图如图1(b)所示。

(a)几何外形

(b)局部网格

图1暋外形和网格示意图

Fig.1暋Geometryandlocalgrid

为了防止导弹发射初始阶段撞到发射架,在发

射架下方增加弹射力:弹射力 1 作用点距弹头

1.237m,方向朝下,大小10679N;弹射力2作用

点距弹头1.747m,方向朝下,大小42717N。弹

射力持续0.05s后消失。
导弹基本参数:质量907.2kg,其重心距弹头

1.417m,惯量Ixx =27.12kg·m2,Iyy =488.1
kg·m2,Izz=488.1kg·m2,Ixy=Ixz=Iyz=0。

计算状态:飞行高度H=7925m,Ma=0.95,
攻角0曘,侧滑角0曘。导弹的运动轨迹、线速度与实

验数据的对比如图2所示。

(a)质心运动轨迹与实验值对比

(b)质心运动线速度与实验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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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导弹运动轨迹正视图

(d)导弹运动轨迹侧视图

图2暋非定常计算结果

Fig.2暋Resultofnumericalsimulation

从图2可以看出: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良

好,表明本文采用的数值模拟程序计算精度较高,

可以用来模拟无人机载荷分离过程。

3暋浮标投放分离模拟

3.1暋几何模型

飞机模型为某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属于螺旋

桨后推式无人机,翼展21m(如图3所示),本文计

算不涉及螺旋桨滑流。浮标投放舱如图4所示,浮

标为长圆柱型(如图5(左)所示),浮标从投放舱弹

出以后浮标口盖(如图5(右)所示)第一时间脱落,

浮标口盖将一小型降落伞从浮标内部带出(如图6
所示)。

图3暋某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Fig.3暋Medium灢altitudelong灢enduranceUAV

图4暋浮标投放舱

Fig.4暋Buoylaunchcabin

图5暋浮标及浮标口盖

Fig.5暋Buoyandportcover

图6暋浮标开伞示意图

Fig.6暋Schematicdiagramofopeningparachute

计算状态:飞行高度 H=0.5km,水平风速

56m/s,攻角0曘,最大侧风15m/s(相当于侧滑角

15曘,根据飞行力学仿真得到)。

3.2暋浮标口盖分离模拟

由于浮标口盖质量较轻,受侧风影响较大;并

且口盖处于浮标底部,在浮标没有完全出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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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已经从浮标上分离。因此,口盖对飞机的安全

性,尤其是对螺旋桨的安全性可能会造成影响。

首先模拟口盖的分离轨迹,浮标口盖的质量为

0.18kg,转动惯量分别为0.001,0.002和0.004

kg·m2。假定浮标盖板初始位置包含两种情况:

口盖背部朝上(如图7所示)和口盖背部朝内(如图

8所示),初速度为0m/s。

图7暋浮标口盖初始位置一:背部朝上(侧视图)

Fig.7暋Firstinitialpositionofportcover:

backup(sideview)

图8暋浮标口盖初始位置二:背部朝内(侧视图)

Fig.8暋Secondinitialpositionofportcover:

backin(sideview)

飞机表面网格示意图如图9所示,嵌套网格示

意图如图10所示。浮标口盖由位置一(背部朝上)

分离的数值仿真结果如图11所示。

图9暋飞机表面网格示意图

Fig.9暋SurfacegridofUAV

图10暋嵌套网格示意图

Fig.10暋Grid(chimeragrid)diagram

(a)侧视图

(b)后视图

图11暋初始位置一口盖空间运动轨迹

Fig.11暋Spacemotiontrajectoryofthefirstinitialposition

从图11可以看出:浮标口盖自由投放0.28s
后,水平位移很大,纵向位移次之,侧向位移较小;

整个投放过程中浮标口盖俯仰方向发生滚转,没有

横航向滚转。投放过程中,如果无人机是稳定的,

则可以认为浮标口盖投放是安全的。

浮标口盖由位置二(背部朝内)分离的数值仿

真结果如图12所示,可以看出:浮标口盖自投放

0.16s后,侧向位移明显比水平、纵向位移大得多,

浮标压板移动到机身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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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侧视图

(b)后视图

图12暋初始位置二口盖空间运动轨迹

Fig.12暋Spacemotiontrajectoryofthesecond

initialposition

虽然在初始位置一和初始位置二的计算中浮

标口盖没有碰到螺旋桨,但是计算发现口盖初始位

置会对其运动轨迹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初始位置不

合理,口盖很有可能会飘进螺旋桨滑流区,进而击

中螺旋桨,对飞机的飞行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3.3暋改进后浮标分离模拟

从3.2节的仿真结果可知,浮标口盖自由分离

会对无人机螺旋桨的安全性造成影响,故经考虑,

决定把浮标口盖固定在降落伞上,固定绳长度为

600mm,如图13所示,同时将浮标投放舱由机翼

最内侧挂点移动到最外侧挂点。

图13暋浮标开伞示意图(改进后)

Fig.13暋Schematicdiagramofopeningparachute
(afterimprovement)

浮标参数如表1所示,投放初速度分别为0和

1.8m/s,降落伞拉力为风洞试验结果。为了简化

问题,本节只模拟浮标运动,同时假设浮标初始位

置降落伞已经完全打开,在整个投放运动过程中降

落伞拉力大小、方向恒定,作用点在浮标底部。

表1暋浮标参数

Table1暋Buoyparameters

算例编号 投放方式 质量/kg
降落伞

拉力/N
初始速度/
(m·s-1)

算例一 30曘斜置 10 219 0

算例二 30曘斜置 10 219 1.8

3.3.1暋无初速度投放

无初速度时,浮标0.48s内的运动轨迹如图

14所示,可以看出:水平位移明显比纵向、侧向位

移大得多。

无初速度时,浮标运动过程中各参数随时间的

变化曲线如图15所示,可以看出:降落伞拉力较气

动力、重力要大得多,浮标在运动初期俯仰角变化

剧烈,由初始的30曘变成-36.4曘,但是纵向位移较

小;在运动中后期,浮标俯仰角又逐渐变大,直到

0.48s时刻俯仰角为28.2曘。

(a)侧视图

(b)正视图

图14暋动态分离空间运动轨迹(V0=0m/s)

Fig.14暋Spacemotiontrajectoryofbuoy(V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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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浮标三分量力(含重力和伞拉力)

(b)浮标质心位置

图15暋投放过程浮标各参数随时间变化曲线(V0=0m/s)

Fig.15暋Buoyparameterschangeovertimeduringlaunch

(V0=0m/s)

浮标底部与浮标口盖总长度为1.749m,通过

计算得到浮标运动过程中与螺旋桨平面的最小距

离为1.9m,极端情况下浮标口盖与螺旋桨平面的

最小距离约为0.151m。考虑到飞机沉浮运动,需
要留有0.5m 的安全余量,故0m/s初速度投放

不满足投放要求。

3.3.2暋有初速度投放

V0=1.8m/s时,浮标0.48s内的运动轨迹

如图16所示,可以看出:水平位移同样明显比纵

向、侧向位移大得多。

V0=1.8m/s时,浮标运动过程中各参数随时

间变化的曲线如图17所示,可以看出:浮标有1.8
m/s的初速度后,在运动初期俯仰角由30曘变成-
30.2曘,这段时间内纵向位移比无初速度投放要大

得多;在运动中后期,浮标俯仰角又逐渐变大,但是

幅值较小,直到0.48s时刻俯仰角为-9.8曘。

(a)侧视图

(b)正视图

图16暋动态分离空间运动轨迹(V0=1.8m/s)

Fig.16暋Spacemotiontrajectoryofbuoy(V0=1.8m/s)

(a)浮标三分量力(含重力和伞拉力)

(b)浮标质心位置

图17暋投放过程浮标各参数随时间变化(V0=1.8m/s)

Fig.17暋Buoyparameterschangeovertimeduringlaunch
(V0=1.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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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标底部与浮标口盖总长度为1.749m,通过

计算得到浮标运动过程中与螺旋桨平面的最小距离

为2.42m,极端情况下浮标口盖与螺旋桨平面的最

小距离约为0.671m。考虑到飞机沉浮运动,需要

留有0.5m的安全余量,故1.8m/s初速度投放满

足投放要求,可以认为在极限情况下也是安全的。

4暋结暋论

(1)动态嵌套网格方法可以用于处理螺旋桨

后推式无人机轻质载荷分离问题,具有较高的工程

应用价值。
(2)轻质浮标口盖自由分离状态的数值模拟结

果显示,口盖初始位置会对其运动轨迹产生很大影

响,其自由分离会对飞机的安全性造成重大影响。
(3)改进后浮标的投放安全性和其初始投放

速度有很大的关系,应在总体设计时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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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着陆系统安全性评估的故障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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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飞机着陆系统是保障飞机安全进近着陆的关键系统,如何评估着陆系统满足安全性设计要求是系统

设计的重要环节之一。阐述民用飞机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流程,以微波着陆系统为例,针对给定的微波着陆系统

框图,通过故障树分析方法,对完全丧失两侧微波着陆信息的失效状态进行定量评估,重点详述建树过程和建

树方法。结果表明:故障树分析对系统架构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紧密结合、相互反馈;特别是当失

效状态所对应的概率要求无法满足时,借助故障树分析产生的割集报告,能找出系统架构存在的薄弱之处和关

键部位,从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完成对系统架构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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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TreeAnalysisforSafetyAssessmentofCivil
AircraftLandingSystem

ZHANGHui,CHENShihao
(EngineeringDepartment,RockwellCollinsCETCAvionicsCo.,Ltd.,Chengdu611731,China)

Abstract:Aircraftlandingsystemisthecriticalsystemtoensurethesafeapproachandlandingofaircraft,and

howtoevaluatethelandingsystemtomeetthesafetydesignrequirementsisoneoftheimportantpartsofthe

systemdesign.Thebasicprocessofthesafetyassessmentforthecivilaircraftisdescribed.Takingthemicro灢
wavelandingsystem (MLS)asanexample,foragivenMLSblockdiagram,thefailureconditionofcomplete

lossofbothsidesMLSinformationisevaluatedbythefaulttreeanalysis(FTA)method.Theprocessand

methodoftreemodelingaredescribedindetail.TheresultsshowthatFTA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sign

ofthesystemarchitecture.TheFTAandsystemarchitecturedesignarecloselycombinedandfeedbackeach

other.Especiallywhentheprobabilityrequirementsassociatedwiththefailureconditioncannotbemet,the

FTAcutsetreportcanfindtheweaknessesandkeypartsofthesystemarchitecture,soastotakeeffective

measurestocompletetheoptimizationdesignofthesystem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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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着陆系统能够向飞行员提供精密引导信

息,保障飞机安全进近和着陆。一旦着陆引导信息

丢失,尤其是在气象条件恶劣和能见度差的条件

下,将大幅增加飞行员的工作负担,影响飞机的飞

行安全。据统计,飞机的飞行事故大约有一半发生

在进近着陆阶段,因此,研究飞机着陆系统的安全

性设计对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仪表着陆系统(InstrumentLandingSystem,

简称ILS)是国际民航组织认可的标准着陆设备,

过去几十年来在飞机进场着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相比于ILS,微波着陆系统(MicrowaveLand灢
ingSystem,简称 MLS)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工作

波道多、能达到栿类精密进场着陆等优点,但由于

种种限制,如 MLS地面设备昂贵、ILS已遍布全球

等,目前只有少数机场使用了 MLS[1]。2007年11
月,空客 A320系列飞机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批准

采用 MLS进行栿类b盲降。新一代着陆系统是

基 于 GBAS(Ground灢Based Augmentation Sys灢
tems)的卫星着陆系统(GBASLandingSystem,简
称 GLS),它通过机载设备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飞

机的大致位置,同时接收地面设备广播的误差信

息,对该位置进行校正,得到飞机更精确的位置,从
而支持 GLS着陆。目前,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

一些机场已实施 GLSI类运行,栻、栿类运行正在

发展和取证中。中国民航于2015年4月在上海浦

东机场完成了国内首次GLS演示验证飞行。鉴于

中国正在发展可覆盖全球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

统,基于北斗系统的 GLS系统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2灢3]。暋
安全性分析作为民用飞机研制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贯穿整个研制周期[4]。而安全性分析

过程和研制过程又是紧密结合的,二者的关系遵循

ARP4754A中提出的“双 V暠过程[5]。安全性评估

的结果能对系统架构提出改进措施,直到系统设计

满足适航安全性要求。

在系统安全性分析中,故障树分析方法作为安

全性概率分析方法之一,在工程中应用广泛。例

如,王栋[6]将动态故障树分析方法应用于辅助动力

装置 APU(AuxiliaryPowerUnit)系统的分析中,

可以呈现冗余系统的动态特性;王小辉等[7]应用故

障树分析方法,对结冰探测系统中丧失结冰探测告

警与指示功能故障进行分析,为结冰探测系统的设

计提供了参考;陆峥等[8]通过构建故障树模型,对
蓄意坠机中飞机驾驶舱遭遇非法控制的顶事件做

了分析,找出飞机遭遇非法控制的薄弱环节,提出

了一种改进的驾驶舱门控制流程和逻辑;闫锋等[9]

将故障树分析方法和蒙特卡罗方法相结合,分析了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导致的发动机丧失推力

控制的失效状态,为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适航审

定提供了一种方法;张艳慧等[10]运用系统安全性

评估方法对某型号反推力系统的设计方案进行分

析,构建了反推力装置空中意外打开的故障树,提
出了系统架构的更改建议,为其他型号反推力系统

的设计提供了借鉴;徐文华等[11]、刘宇等[12]提出

了一种故障树自动建模方法,能够提高安全性分析

的效率和完备性,但安全性分析模型的建立较为复

杂,同时由于传统的故障树手动建模方法在工程中

已广泛应用,要完全替代故障树手动建模方法仍存

在困难。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文献提到的

各个系统,对飞机着陆系统的安全性分析,并未做

更详细的研究。

本文以微波着陆系统为例,采用一种“紧凑暠的
故障树建模方法,对故障树的建模过程、概率的计

算以及当安全性需求无法满足时,如何优化系统架

构等方面展开研究,为飞机着陆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和系统设计提供参考。另外,故障树分析方法是以

微波着陆系统为载体展开,该方法的建模思路对飞

机其他着陆系统(如ILS系统、GLS系统等)也是

适用的。

1暋安全性评估过程

安全性评估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暋安全性评估过程[13]

Fig.1暋Safetyassessmentproces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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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评估过程主要包括飞机级功能危险性

评估(AircraftFunctionalHazardAssessment,简
称 AFHA)、系 统 级 功 能 危 险 性 评 估 (System
FunctionalHazardAssessment,简称 SFHA)、初
步系统 安 全 性 评 估 (PreliminarySystem Safety
Assessment,简称PSSA)和系统安全性评估(Sys灢
temSafetyAssessment,简称SSA)。

AFHA通过系统地分析飞机级的功能,识别

和飞机级功能相关的失效状态,并根据失效影响的

严重程度对其分类。AFHA的分析结果会通过初

步飞机安全性评估(PreliminaryAircraftSafety
Assessment,简称PASA),将各个功能的安全性需

求分配到系统。各系统根据分配结果,进一步做

SFHA,识别和系统级功能相关的失效状态和影响

等级。失效状态的影响等级包括灾难性的、危险性

的、重大的、轻微的和无安全影响的五大类,对应的

概率要求分别为1.00暳10-9、1.00暳10-7、1.00暳

10-5、1.00暳10-3和无概率要求[14]。SFHA 的分

析结果输出给PSSA,PSSA 通过对提出的系统架

构进行系统性地检查,以确定系统故障如何导致

SFHA识别的功能危险,以及怎样满足SFHA 中

识别的安全性需求。SSA 通过对已实现的系统设

计做系统性地分析,综合各种分析结果,以确定系

统实现能满足相关的安全性需求。

2暋故障树分析

故障树分析(FaultTreeAnalysis,简称FTA)

是一种自顶向下的分析方法,作为最常用的安全性

概率计算分析方法,故障树分析广泛应用于PSSA
和SSA中,用于评估系统架构是否能满足系统危

险性评估中定义的失效状态对应的概率要求。

2.1暋概率值计算

电子设备通常具有随机的故障分布,可用指数

分布建模,如式(1)所示。

P=1-e-毸氂 曋毸氂 (1)

式中:P 为电子设备发生故障的概率;毸为失效率;

氂为暴露时间或称为处于风险的时间。

基本事件对应的失效率毸取值可来源于可靠

性预测、失效状态与影响分析(FailureModeand

EffectAnalysis,简称FMEA)等。

2.2暋割暋集

割集是导致故障树顶事件发生的任何基本事

件或者基本事件的组合。割集分析作为故障树分

析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基本事件或基本事件组

合的检查,能够发现故障树结构中存在的潜在逻辑

错误,同时能根据对顶事件发生概率的贡献程度,

对割集的组合排序。

3暋微波着陆系统

微波着陆系统(MLS)是一种全天候精密进近

着陆系统,工作频率为5031.0~5090.7MHz,共

200个波道,依时间基准波束扫描原理工作,由地

面设备和机载设备组成。地面设备向空中辐射一

个很窄的扇形波束,在相应的覆盖区内往返扫描

(覆盖范围通常为方位角-40曘~40曘,仰角0.9曘~
15曘),对方位而言,在水平方向上左右往返扫描,对
仰角而言,在垂直方向上上下往返扫描。方位波束

左右往返扫描的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暋微波着陆系统角测量原理

Fig.2暋AnglemeasurementprincipleofMLS

假设飞机处于微波着陆系统的覆盖区,当方位

波束相对于跑道中心线从左往右往扫描碰到飞机

时,机载设备收到一个往扫脉冲,当波束从右向左

返扫描碰到飞机时,机载设备收到一个返扫脉冲。
由于波束的扫描速率是已知的,通过测量往扫脉冲

和返扫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就能得到飞机相对于

跑道中心线的方位角。俯仰角的测量原理和方位

角类似,区别仅在于仰角波束是上下往返扫描的。

测量出方位角和俯仰角后,就得到了飞机相对于跑

道中心线的方位偏差和相对于下滑道的俯仰偏差,

从而为飞机提供着陆引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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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针对微波着陆系统的故障树分析

4.1暋微波着陆功能的失效状态

假设系统功能危险性评估(SFHA)中识别出

的关于微波着陆功能的失效状态如表1所示,表中

列出了失效状态及其编号、适用的飞行阶段、失效

影响、等级分类和概率要求。当影响等级为重大

时,对应的概率要求为1.00暳10-5。

表1暋微波着陆系统功能危险性评估表

Table1暋Functionalhazardassessmentformicrowavelandingsystem

编号 失效状态 阶段 失效影响 等级分类 概率要求

34灢F37灢01
完全丧失两侧的微波着陆信息

(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
进近着陆

飞机:丧失 MLS信息,极大地降低了

飞机安全裕度

机组:驾驶员必须放弃微波着陆,极
大地增加了机组的工作负担

乘客:无

重大的 1.00暳10-5

4.2暋微波着陆系统框图

假设微波着陆系统的概念框图如图3所示。

图3暋微波着陆系统概念框图

Fig.3暋ConceptualMLSblockdiagram

微波着陆系统由两套微波着陆子系统构成,包
括两个微波着陆单元(MicrowaveLandingSystem
Unit,简称 MLSU)和一个双路输出的 MLS天线。

MLSU接收来自 MLS天线的射频信号,同时通过

A 总线接收来自状态控制单元 (StatusControl
Unit,简称SCU)经接口控制单元(InterfaceCon灢
trolUnit,简称ICU)转发的波道信息,调谐到对应

的工作频点,将射频信号解调后,计算出方位偏差

和俯仰偏差。方位偏差和俯仰偏差数据经 A 总线

发送至接口控制单元,再由接口控制单元路由至B
总线网络,最终送至显示器显示。

供电方面,采用电源汇流条#1为左侧的 ML灢

SU、左侧的ICU 以及主驾驶显示器(PilotDis灢
play)供电;电源汇流条#2为右侧的 MLSU、右侧

的ICU以及副驾驶显示器(CopilotDisplay)供电;

电源汇流条#3为SCU供电。

4.3暋完全丧失两侧微波着陆信息的故障树

分析

4.3.1暋故障树建模方法

常规的故障树建模方法在构建故障树时,较容

易忽略一些中间事件,过快地从顶事件分解到底事

件。在系统架构不复杂的情况下,该方法构建的故

障树可信度仍较高,但针对复杂的系统设计,往往

会出现分析的遗漏或不完备。

本文在构建完全丧失两侧微波着陆信息为顶

事件的故障树时,采用一种“紧凑暠的故障树建模方

法,如图4所示。

图4暋故障树建模方法概念框图

Fig.4暋Faulttreemodelingmethodconceptualdiagram

假设某数据经单元B传送至单元C,故障树分

析的起点是单元 C无数据输出,该事件可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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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单元C或丢失单元C的输入。丢失单元C的

输入又可进一步分解为丢失单元B到单元C的连

接或单元B无数据输出。单元B无数据输出又回

到故障树分析的起点,可按同样的方法进行分解,

直到找出最底层的基本事件。

如果将单元B和单元C组成的框图看作一个

最小单元,那么复杂的系统架构可看作是由多个这

样的最小单元串联和并联而成,通过循环使用该建

模方法,就能层层递进地完成故障树的分解。

4.3.2暋故障树分析过程

针对完全丧失两侧的微波着陆信息(34灢F37灢
01)的失效状态,其详细的故障树分析过程如图5~
图10所示。该分析假设主驾驶显示器仅从左侧微

波着陆单元接收微波着陆方位和俯仰偏差数据,副
驾驶显示器仅从右侧微波着陆单元接收微波着陆

方位和俯仰偏差数据。整个故障树由两个子故障

树组成,包括完全丧失主驾驶显示器的微波着陆信

息(G10)和完全丧失副驾驶显示器的微波着陆信

息(G7)。G10对应的故障树由第1页~第6页构

成,G7对应的故障树由第7页~第12页构成。由

于 G7和 G10完全相似,区别仅在于一个是右侧,

一个是左侧,出于简洁性和篇幅的考虑,并未列举

第7页~第12页的内容。

图5暋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第1页)

Fig.5暋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Page1)

图6暋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第2页)

Fig.6暋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Page2)

图7暋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第3页)

Fig.7暋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Page3)

图8暋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第4页)

Fig.8暋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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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暋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第5页)

Fig.9暋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Page5)

图10暋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第6页)

Fig.10暋CompletelossofbothMLSinformation(Page6)

针对完全丧失主驾驶显示器的微波着陆信息

的顶事件,导致其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丧失主驾

驶显示器、丧失输入路径(如总线 A、总线 B和射

频线)、丧失状态控制单元、丧失左侧接口控制单

元、丧失左侧微波着陆单元、丧失微波着陆天线以

及丧失飞机电源。
故障树中底事件符号圈内的数字代表该底事

件在整个故障树中出现的次数。如果底事件仅发

生了1次,则符号圈内默认显示空白。如果底事件

发生的次数大于1次,则符号圈里将显示对应的数

字。例如,LEFT灢ICU灢LOSS在故障树第2页和第

5页各出现1次,则符号圈内显示“2暠。B灢BUS灢
LOSS在第2页和第8页各出现1次(故障树第8
页并未在文中列举),则符号圈内显示“2暠。

由于微波着陆功能应用于飞机的进近着陆阶

段,假设进近着陆的时间为10min,则暴露时间约

等于0.17h。整个故障树分析过程中,涉及的所

有基本事件对应的失效率如表2所示。

表2暋失效率信息汇总

Table2暋Failurerateinformationsummary

序号 描述 失效率/fh

1 总线B故障 1.00暳10-6

2 显示器故障 5.00暳10-4

3 接口控制单元故障 1.50暳10-4

4 总线 A故障 1.00暳10-4

5 射频电缆故障 1.00暳10-4

6 微波着陆单元故障 8.00暳10-4

7 微波着陆天线故障 4.00暳10-5

8 电源汇流条故障 5.00暳10-4

9 状态控制单元故障 1.15暳10-5

暋暋在整个故障树中,由于有基本事件出现的次数

不止1次,在计算顶事件的发生概率时,故障树分

析工具会先做布尔代数化简,再根据化简后的逻辑

关系做概率计算,以保证概率值的真实性。基于表

2所假设的失效率,经故障树分析工具计算后,结
果表明,完全丧失两侧微波着陆信息的发生概率为

9.24暳10-5,不能满足1.00暳10-5的概率要求。

4.3.3暋割集报告

割集报告列举了所有割集对应的基本事件或

基本事件的组合、发生概率以及该概率占顶事件发

生概率的百分比,并按照概率重要度对割集按从大

到小排序。
当34灢F37灢01发生概率为9.24暳10-5时,对应

的割集报告如表3所示,表中列举了对顶事件发生

概率贡献最大的前5个割集组合、对应的概率值和

所占的百分比,可以看出:电源汇流条#3故障、微
波着陆天线故障、状态监控单元故障和总线 B故

障均是单点事件,任何一个事件发生都能导致完全

丧失两侧的微波着陆信息。电源汇流条#3故障

作为最大贡献者,发生的概率为8.35暳10-5,占顶

事件发生概率的90.3%;微波着陆天线故障作为

第二贡献者,发生的概率为6.68暳10-6,仅占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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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生概率的7.3%。表明为了让顶事件的发生

概率满足1.00暳10-5的要求,需要围绕最大贡献

者———丧失电源汇流条#3做进一步改进。

表3暋割集报告(34灢F37灢01=9.24暳10-5)

Table3暋Cutsetreport(34灢F37灢01=9.24暳10-5)

概率值 百分比/% 基本事件或组合

8.35暳10-5 90.3 POWER灢BUS#3灢LOSS

6.68暳10-6 7.3 MLS灢ANT灢LOSS

1.92暳10-6 2.1 SCU灢LOSS

1.67暳10-7 0.1 B灢BUS灢LOSS

1.78暳10-8 0.1
LEFT灢MLSU灢LOSS
RIGHT灢MLSU灢LOSS

4.4暋改进措施

为了满足1.00暳10-5的概率要求,围绕电源

汇流条#3有两种改进措施。

4.4.1暋措施一

最简单且代价最小的措施是考虑能否进一步

降低电源汇流条#3的失效率或者找到另一种失

效率更低的电源汇流条替代电源汇流条#3。假设

电源汇流条#3的失效率可从5.00暳10-4降低到

1.00暳10-5,代入故障树计算出顶事件发生的概率

为1.06暳10-5。由于1.06暳10-5和1.00暳10-5

非常接近,可认为已满足1.00暳10-5的概率要求。
当34灢F37灢01发生概率为1.06暳10-5时,对应

的割集报告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当电源汇流条

#3的失效率降低至1.00暳10-5后,最大贡献者已

不再是电源汇流条#3故障,而转换成微波着陆天

线故障。若需进一步降低顶事件发生概率,可围绕

微波着陆天线采取改进措施,如将当前微波着陆天

线替换为两个单路输出的微波着陆天线,但成本也

会相应地增加。

表4暋割集报告(34灢F37灢01=1.06暳10-5)

Table4暋Cutsetreport(34灢F37灢01=1.06暳10-5)

概率值 百分比/% 割集组合

6.68暳10-6 63.1 MLS灢ANT灢LOSS

1.92暳10-6 18.1 SCU灢LOSS

1.67暳10-6 15.8 POWER灢BUS#3灢LOSS

1.67暳10-7 1.5 B灢BUS灢LOSS

1.78暳10-8 0.2
LEFT灢MLSU灢LOSS
RIGHT灢MLSU灢LOSS

4.4.2暋措施二

假设电源汇流条#3的失效率无法降低,另一

种可能的改进措施是增加一路应急汇流条对状态

控制单元供电,同时引入一个电源监视控制单元

(PowerMonitorControlUnit,简称PMCU),优化

后的状态控制单元供电框图如图11所示。PMCU
具有电压监视和电压切换的功能,系统上电后,

PMCU默认选择接通电源汇流条#3为状态控制

单元供电,一旦监视到电源汇流条#3的电压丧失

时,PMCU会选择接通应急汇流条#4为状态控制

单元供电,从而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图11暋状态控制单元供电框图(优化后)

Fig.11暋PowersupplyforSCU (afteroptimized)

供电优化后,完全丧失对SCU 供电的子故障

树如图12所示,包括电源汇流条#3故障同时

PMCU无法接通应急汇流条#4,以及电源汇流条

#3和应急汇流条#4同时故障。

图12暋完全丧失SCU电源的子故障树(优化后)

Fig.12暋FaulttreeforlossofpowertoSCU
(afteroptimized)

假设PMCU 的失效率为1.00暳10-3、电源汇

流条#3和应急汇流条#4的失效率仍为5.00暳
10-4,计 算 出 丧 失 SCU 电 源 的 概 率 为 2.09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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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将图12所示的子故障树代入整个故障树

中,计算出完全丧失两侧 MLS信息的发生概率为

8.94暳10-6,满足1.00暳10-5的概率要求。

4.4.3暋结果对比

原始方案及加入两种改进措施方案的结果对

比如表5所示,概率要求值为1.00暳10-5。

表5暋三种不同方案结果对比

Table5暋Comparisonresultsforthethreedifferentmethods

措施 概率计算值 是否满足要求 改进方法

原始方案 9.24暳10-5 否 无

措施一 1.06暳10-5 是
降低电源汇流条

#3的失效率

措施二 8.94暳10-6 是

增加应急汇流条

#4 和 电 压 监 视

控制单元

5暋结暋论

(1)“紧凑暠的故障树建模方法对故障树层与

层之间的关系衔接更加紧密,能更好地保证故障树

构建过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针对复杂的系统架

构,只需循环使用该方法,即可完成复杂故障树的

构建。该建模方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不同安

全性分析人员构建的故障树具有相似的结构,便于

适航当局开展评审工作。
(2)当安全性概率要求无法满足时,故障树分

析可根据割集报告找出对顶事件发生概率的最大

贡献者,为系统架构的优化指明方向。
(3)当安全性概率要求无法满足时,可从两方

面采取改进措施,一是考虑能否进一步降低最大贡

献者的失效率,二是考虑如何围绕最大贡献者增加

冗余度设计,从而满足安全性概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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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式水陆两栖飞机起降飞行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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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水陆两栖飞机地面和水面起降特性需要满足适航规章的要求,有必要在飞机方案的优化设计过程中

建立准确的计算分析方法来开展评估,以保证飞机方案的适航符合性、降低设计更改风险。基于滑行艇水面滑

行水动力分析方法、地面起落架多体动力学建模方法及 Matlab/Simulink仿真环境,分别建立某船身式水陆两

栖飞机水面、地面起降的飞行仿真模型,数学模型中包含飞机本体飞行力学模型、水动力模型或起落架模型,通

过对算例飞机水面和地面起飞过程开展飞行仿真,得到飞机各运动状态变量、起落架参数、水动力等的时间历

程,并与飞行试验、水池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所建立的船身式水陆两栖飞机地面、水面飞行仿真

方法达到了型号设计的精度要求,仿真结果与试验试飞结果吻合得较好。

关键词:水动力模型;水陆两栖飞机;起落架模型;飞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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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灢offandLandingFlightSimulationofAmphibiousAircraft

WANGZhenghua,DUANXupeng,CHENGZhihang,SUN Weiping
(GeneralDesignDepartment,AVICGeneralResearchInstituteCo.,Ltd.,Zhuhai519040,China)

Abstract:Foramphibiansaircraft,groundandwaterhandlingcharacteristicsshouldmeettherequirementsof

airworthinessregulations,andanaccuratecomputationanalysismethodshouldbeestablishedtocarryoutthe

evaluationduringtheoptimizationdesignprocessoftheaircraftscheme,soastoensuretheairworthinesscom灢
plianceoftheaircraftschemeandreducetheriskofdesignchange.Basedontheslidingboatshydrodynamican灢
alyzingmethods,landinggearsystemmulti灢bodydynamicmodelingtechnologyandMatlab/Simulinksimulation

environment,themathematicalflightsimulationmodelsofflyingboatinwaterandonthegroundarebuiltre灢
spectively.Thetimehistoryofvariousmotionstatevariables,undercarriageparameters,andhydrodynamic

forcesoftheaircraftareobtainedafterthesimulation.Finally,acontrastiveanalysisofthetaking灢offprocess

betweenthesimulationresultsandexperimentaldataismade.Theresultsshowthatthegroundandwaterflight

simulationmethodisconsistentwithtestdataoftheamphibiousaircraft,canachievetheaccuracyrequirement

oftheaircraftdesign.

Keywords:hydrodynamicmodel;amphibiousaircraft;landinggearmodel;flightsimulation



0暋引暋言

水陆两栖飞机可以利用船身在水面上起飞着

水,在陆上机场使用专门设计的起落架完成地面起

降。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发展了 US灢1、US灢2、Be灢200
等成熟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在该类型飞机地面、

水面操纵特性的适航验证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技术

体系、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我国在建立水陆两

栖飞机起降数学模型并应用到型号方案优化设计、

地面和水面适航条款[1]适航符合性计算评估等方

面的研究尚不完善,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以

往开展地面和水面操纵特性的适航符合性验证工

作直到研发试飞阶段才能开展,如果试飞结果表明

不满足适航条款要求,再尝试修改不同的设计方案

以满足适航要求,这会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和经济

成本[2]。此外,飞机起降阶段的时间占总飞行时间

的6%,事故率却占到了80%以上,可见起降阶段

的飞行安全性研究不容忽视,建立较高精度的水陆

两栖飞机不同介质起降的数学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水陆两栖飞机水动力的数学建模方面,远不及

气动力模型研究得深入和成熟,目前针对船体水动

力数学建模的方法通常为近似计算公式,主要有:

栙Savitsky半理论半经验水动力计算方法。D.
Savitsky[3]基于滑行平面假设提出了水动力、水动

力矩的计算方程,并对侧舷浸湿面积、喷溅浸湿面

积、喷溅阻力等进行了逐步改进,提高了该方法计

算水作用力的估算精度。栚浉洝洡洩 法[4]。浉洝洡洩
法与Savitsky方法的区别在于采用了不同的浸湿

面积修正方法。苏联中央空气动力学与水动力学

研究院采用平板假设计算浸湿面积、升力、纵倾角,

提出了棱形艇升力和力矩方程,该方法对滑行艇起

滑阶段水动力计算精度较高;董文才等[5]提出了一

种 浉洝洡洩 法结合 RANS方程的计算方法进一步

提高了水阻力计算精度。栛二维切片理论方法。

近似将船体水线以下水流变化等效成无数个二维

楔形面冲击水面过程中产生的水流运动,作用在船

体的总水作用力等于所有二维平面流体作用力的

总和。J.A.Keuning[6]使用该方法建立了不规则

波浪上 滑 行 艇 六 自 由 度 非 线 性 数 学 模 型;K.
Grame[7]进一步改进该方法,在模型中增加相关修

正算子以提高数学模型对俯仰角运动的计算精度;

朱迎谷等[8灢9]基于二维切片理论和 Savitsky水动

力计算方法开展了船身型水上无人机起飞过程的

纵向非线性数学建模和自动控制律设计研究;段旭

鹏等[10]针对水上飞机复杂外形船体,利用计算流

体力学技术对船体切片数值积分的方法,分析了水

面起飞滑行过程中的水动力特性。

水陆两栖飞机的起落架不同于常规陆基飞机,

主起落架需在水面运行时收于水线之上,造成了起

落架结构高度远高于一般陆基飞机;大长宽比的船

身又使得起落架主轮距较小。飞机地面运行时由

机体、起落架支柱、机轮以及道面等多个刚体和柔

性体组成了多体系统[11]。国外,R.George等[12]、

D.H.Klyde等[13]、W.S.Pi等[14]分别对起落架地

面运动进行建模和仿真,并已应用于起落架工程设

计优化、地面操纵特性分析之中。国内,张明等[15]

建立了综合飞机本体、前轮转弯、防滑刹车的地面

运动数学模型,仿真研究了地面匀速转弯和滑跑刹

车的动态响应;詹家礼[16]和韩纪军等[17]分别在

ADAMS、LMSVirtualLab软件中建立了水陆两

栖飞机的起落架系统结构动力学仿真模型,进行了

地面滑跑仿真分析;刘海良等[18灢19]利用建立的地

面运动数学模型,通过人机闭环数字飞行仿真评估

了民用飞机地面操纵特性的适航符合性。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某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适航符合性分析、水面控制律设计等工程

应用的实际需求出发,利用与上述研究不同的建模

方法,分别建立该型飞机的水动力数学模型和起落

架数学模型;联立飞机本体六自由度飞行力学模型

分别开展水面、陆地的起降飞行仿真,并利用仿真

计算得到的飞机运动参数与水池试验、飞行试验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

1暋水动力模型

基于某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池试验[20]测量的

水动阻力、水动升力、浮力等水动力分量(如图1所

示),建立静水滑行中的纵向水动力数学模型。浮

力和浮心的计算方法主要基于阿基米德定律[21],

文中不再列出其具体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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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船体水面运动的关键参数和受力

Fig.1暋Hullparametersandforces

1.1暋水动升力

水动升力与气动升力产生机理相似,均与动

压、浸润面积和升力系数相关。水陆两栖飞机船体

水动升力的计算表达式[4]为

Lw =1
2氀wV2SCLw =氀wV2毸B2 0.35毿毴b

1+1.4毸
(1)

式中:氀w 为水的密度;V 为飞机速度;S 为浸湿面

积,S=毸B2;B 为舭宽;CLw为水动升力系数;毴b 为

纵倾角;毸为浸湿长宽比。

毸=Lwet

B =
(Lkeel+Lchine)

2B = d
Bsin毴b

- tan毬b

2毿tan毴b

(2)

式中:Lwet为船身平均浸湿长度;Lkeel为龙骨浸湿长

度;Lchine为船舭线浸湿长度;d 为断阶下缘点在水

线以下的垂直距离;毬b 为船体斜升角。

1.2暋水动阻力

本文所建立的水动阻力Dw 模型为

Dw =Dfv+Ds=(1+k)Df+Ds

Ds=0.5氀wV2AasCfs

Df=1
2氀wV2

1S 0.075
(lgRe-2)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2

(3)

式中:Dfv为黏性阻力;Ds 为喷溅阻力;(1+k)为形

状因子,仅与船体形状有关,参考与两栖飞机船体

相似的船模试验结果[22],k修正为0.195。

船体底部平均水流速度V1 小于飞机的前进

速度V,与机身底部的平均动压Pd 有关,根据伯努

利方程可得:

V1=V 1-2Pd

氀wV
æ

è
ç

ö

ø
÷

2

0.5

Pd= Lw

毸B2cos毴

ì

î

í

ï
ïï

ï
ï

b

(4)

喷溅区面积Aas
[3]:

Aas=LwsB= B2

4sin2毩bcos毬b

毩b=arctan毿tan毴b

2tan毬
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

ï
ï

b

(5)

喷溅阻力系数Cfs
[3]:

Cfs=1.328
RNws

暋暋 暋暋暋(RNws <1.5暳106)

Cfs=0.074
5
RNws

-4800
RNws

暋暋(RNws 曒1.5暳106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6)

其中,RNws=VLws氀w

毺w
。

式中:Lws为喷溅特征长度;毺w 为水的黏性系数,

毺w=0.001002kg/(m·s)。

1.3暋水动作用点

水陆两栖飞机在水面滑行时船体底部的水动

压力分布如图2所示,70%左右的水动压力分布在

滑行面与水面相遇的部位,本文参考苏联中央空气

动力学与水动力学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水动

压力中心的计算公式[4]为

lp =3
4Lkeel+0.08毸0.865

FrB

Lkeel (7)

式中:lp 为水陆两栖飞机船体断阶到水动压力中

心的距离;傅汝德数FrB=V/ gB。

图2暋船体底部的水动压力分布

Fig.2暋Waterpressuredistributiononbottomoftheh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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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起落架模型

在某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支柱式起落架建模的

过程中,将机轮、起落架支柱、缓冲器活塞等非弹性

支撑质量的参考点定位于机轮轴心处,具有3个方

向的平动自由度,机轮绕轮轴具有1个转动自由

度。起落架缓冲器沿轴向具有1个平动自由度,同

时可沿航向和侧向发生弯曲变形,但不考虑支柱扭

转变形。机体等弹性支撑质量为具有3个方向的

平动和3个转动自由度的刚体,其参考点位于飞机

的重心处。

起落架模型中支柱和机轮的相关参考系和矢

量方向如图3所示。机体重心C 为机体参考系

Oxbybzb 的原点,受到的外力包括:飞机的重力、气

动力和气动力矩、发动机拉力及其力矩、由该起落

架在机身上的连装点 A 处传递给机体的作用力

[FxkFykFzk]和力矩[Mxk Myk Mzk]。机轮轮心W

为机轮参考系Oxwkywkzwk的原点,机轮受到的外力

和外力矩包括:地面作用于其与机轮接触面的力

[FgxkFgykFgzk]和力矩[Mgxk Mgyk Mgzk](该力和力

距经过轮胎和轮毂传递至轮心 W 处)、刹车力矩

Tbk、起落架支柱对机轮的反作用力[寛Fxk
寛Fyk

寛Fzk]和

力矩[寛Mxk
寛Myk

寛Mzk]。

(a)第k个起落架的支柱

(b1)侧视图

(b2)俯视图

(b)第k个起落架的机轮

图3暋起落架模型中的各参考系及矢量方向

Fig.3暋Referenceframesanddirectionofvectorinthe
landinggearmodel

第k个起落架支柱在机轮轴线参考点W 处作

用于机轮的力[14]为

寛Fxk

寛Fyk

寛F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zk

=
Fxk

Fyk

F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zk

+LT
SBk

-Cxk殼x·sk

-Cyk殼y·sk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0

(8)

式中:LSBk为由体轴参考系Oxbybzb 转换到第k个

起落架缓冲器参考系Oxskyskzsk的转换矩阵;Cxk=

2毱k Kxkmk ,为第k个起落架支柱的航向阻尼系

数;Cyk=2毱k Kykmk ,为第k个起落架支柱的侧向

阻尼系数(毱k 为第k 个起落架的支柱结构阻尼

比)。

3暋仿真模型

根据上述水动力模型、起落架模型,结合飞机

本体飞行力学仿真模型[23](包含由风洞试验数据

建立的气动力模型、发动机拉力特性模型等),利用

MATLAB/Simulink所建立的仿真软件(如图 4
所示),可以分别实现地面和水面起降阶段的实际

飞行任务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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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飞行仿真的结构框图

Fig.4暋Blockdiagramofflightsimulation

4暋仿真算例

4.1暋水面起飞

本算例计算某大型水陆两栖飞机以给定起飞

构型(质量53500kg、重心26%MAC、襟翼20曘)从
平静水面以速度1.5m/s、起飞功率起飞的过程,
升降舵舵面预置在水池试验偏度-15曘。初始配平

计算的俯仰角为2.74曘,与水池试验得到的初始浮

态2.75曘基本相同。
水陆两栖飞机水面起飞过程仿真结果如图5

所示,“计算值暠为利用水动力数学模型进行飞机飞

行仿真的结果,“试验值暠为飞机在相同状态下的水

池试验值,其中水动阻力和水动升力的试验值是基

于水池缩比模型试验数据换算为实机尺寸后的

结果。

(a)纵倾角

(b)高度

(c)速度

(d)水动阻力

(e)水动升力

(f)水动作用点

图5暋水面起飞仿真结果与水池试验对比

Fig.5暋Comparisonoftake灢offonthewatersimulation

resultandwatertunnelresult

从图5可以看出:飞机在12s时达到纵倾峰,
峰值约为6.2曘,31s时飞机离水;水面滑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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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角处于水池试验稳定边界之内,不会出现不稳

定运动,符合适航规范的要求;质心高度和速度的

变化规律与试验值相同;水动阻力的峰值与试验值

误差为8.7%;水动力作用点在起飞过程中逐渐向

船体断阶移动,也符合理论规律。

4.2暋地面起飞

利用建立的地面仿真模型,计算大型水陆两栖

飞机在某次给定起飞构型(质量48000kg、重心

25.5%MAC、襟翼20曘、起飞功率)从速度5m/s开

始滑跑起飞的过程,舵面输入与飞行员操纵时间历

程相同。初始配平状态为俯仰角0.3曘、质心高度

4.37m。水陆两栖飞机地面起飞过程仿真结果如

图6所示。

(a)高度

(b)速度

(c)升降舵

(d)俯仰角

(e)前轮缓冲器行程

(f)主轮缓冲器行程

图6暋地面起飞仿真结果与试飞数据对比

Fig.6暋Comparisonoftake灢offsimulationresultand
flighttestresultontheground

从图6可以看出:在滑跑、拉杆、离地起飞过程

中,飞机的速度、高度、俯仰角等关键运动参数与试

飞数据吻合较好;在未拉杆之前随着速度增加,全
机升力增大使飞机呈现低头趋势,该现象符合一般

起飞过程的俯仰角变化趋势,飞机没有前翻倾向能

够满足适航条款的要求;仿真计算的前主轮缓冲器

的行程变化初始滑跑段有一定误差,但也基本落在

试飞数据振荡曲线之内。

5暋结暋论

(1)本文建立的某水陆两栖飞机水面运动的

数学仿真方法,可以分析水陆两栖飞机在水面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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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受力和运动状态变量的特征,与水池试验结

果的对比表明,该方法能够反映飞机水面滑行过程

中运动参数的变化规律及过程,较为准确地捕捉到

了纵倾峰出现的状态,可以用于型号飞机水面操纵

特性条款的适航符合性计算分析、评估和改进飞机

设计方案、水面控制律设计。
(2)本文建立的某水陆两栖飞机地面运动飞

行力学仿真数学模型考虑了缓冲器、轮胎、支柱的

动力学和运动学关系。采用数字飞行仿真可以得

到飞机地面起飞过程中飞机本体运动状态变量以

及起落架各特征参数的时间历程,该地面仿真方法

的计算结果与飞机试飞结果吻合得较好,达到了工

程应用的精度要求,目前已应用于型号飞机地面操

纵特性的适航符合性评估、地面控制律设计、工程

模拟器仿真、指导飞行员试飞操纵程序等方面。
在本文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可以继续开展波浪

条件下的水动力数学建模,进一步扩大水面仿真的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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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防火性能的适航问题进行研究,给出适航工作的验证思路。对于飞机上使用的线缆,采用国外先进企

业内部标准制定线缆的性能指标,能够降低适航验证风险,为线缆的选取和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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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wireandcableastheimportantmaterialofaircraft,itsqualityoffireresistanceperformancein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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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上发生火灾极易导致灾难事故。对于飞

机内部使用的材料,要求火灾发生后能够具有防止

火势蔓延的能力,确保一定时间内驾驶员对相关系

统、发动机等的控制,同时也要求材料不产生过量

的烟雾、有害气体,防止和减少人员的伤亡。电线

电缆在飞机上的用量大,起着连接飞机各大系统的

枢纽作用,因此其防火的性能要求是选用时考虑的

重要指标。国内对阻燃防火线缆的研究多集中在

国内外公开标准的比对[1灢4],具体试验方法的研

究[4灢7],飞机使用材料整体的适航符合性探讨[8灢9],

也给出了当前线缆环保的发展趋势[10灢12],但对飞



机上选用何种线缆能满足适航规章的要求,及满足

适航要求的试验方法的选用很少有系统性的研究。
本文从研究适航规章对电线电缆防火性能的

要求开始,分析线缆标准对其防火性能的要求以及

线缆防火阻燃试验标准方法,探讨线缆的适航符合

性验证途径,总结航空线缆防火适航验证的思路。

1暋适航规章对电线电缆防火性能要

求分析

对于民用运输类飞机,在适航规章 CCAR灢25灢
R4[13]中,与舱内材料防火性能要求直接相关的条

款是CCAR25.853、855、856,分别针对座舱内部设

施、货仓和行李舱、隔热/隔音材料。CCAR25.856
针对隔热/隔音材料,不涉及电线电缆。

在CCAR25.853中,条款(a)要求:舱内材料

(包括用于材料的涂层或饰面)必须满足本部附录

F第栺部分规定的适用试验准则或其他经批准的

等效试验方法,无论飞机的客座量为多少[13]。
在CCAR25.855中,条款(c)要求:C级货舱

的天花板和侧壁的衬垫必须满足本部附录F第栿
部分规定的试验或其他经批准的等效试验方法的

要求;条款(d)要求:构成货舱或行李舱的所有其

他材料必须满足本部附录F第栺部分或其他经批

准的等效试验方法规定的适用试验准则[13]。
根据 CCAR25.853、855条款的指向,在附录

F第栺部分(a)材料试验准则的第(3)条中,可找到

线缆进行放置角度为60曘燃烧的相关要求,即:电
器系统部件,装于机身任何区域的电线或电缆的绝

缘层,在按本附录第栺部分规定进行60曘试验时,
必须是自熄的[13];平均烧焦长度不得超过76mm,
移开火源后的平均燃烧时间不得超过30s,试样的

滴落物在跌落后继续燃烧的时间平均不得超过

3s[13]。
从上述条款看出,由于电线电缆一般位于内饰

与结构之间或结构空间内部,如果按照狭义理解,
电线电缆容易被排除在 CCAR25.853、855条款涉

及的材料之外,按照条款 CCAR25.853、855的指

向,也不能直接判断出电线电缆是否需要强制进行

指定项目的验证试验。
适航条款CCAR25.1713、CCAR25.831,分别

针对飞机的电气互联系统(EWIS)防火以及飞机

的通风。EWIS系统是飞机上任何部位的用于在

两个或多个端点之间传输电能(包括数据和信号)
的 任 何 导 线、布 线 装 置 或 其 组 合[13灢14]。 在

CCAR25.1713中,要求EWIS系统:
(a)所有 EWIS部件必须符合 CCAR25.831

(c)适用的防烟防火要求[13]。
(b)位于指定火区和应急程序使用的 EWIS

部件必须是耐火的[13]。
(c)安装于飞机任何区域的电气导线和电缆

的绝缘,以及对导线和电缆提供额外保护的材

料[13]。按本部附录F第栺部分的适用部分进行测

试,必须是自熄的[13]。
在CCAR25.831中,条款(c)要求:必须有措

施保证,在通风、加温、增压或其他系统和设备出现

有合理可能的故障或功能失常后,仍能满足本条

(b)的规定[13],即要求机组或旅客舱的空气不得含

有达到有害或危险浓度的气体或蒸汽,一氧化碳在

空气 中 的 浓 度 不 超 过 1/20000(认 为 是 危 险

的)[13],必须表明飞行期间通常有旅客或者机组乘

坐的舱内二氧化碳的浓度不得超过0.5%。
综上,条款 CCAR25.1713、CCAR25.831(c)

的结合,更加清晰地指出了电线电缆要进行放置角

度为60曘燃烧试验的要求,以及在飞机系统级层面

的防烟防火、有害气体等的要求。对于防烟防火、
耐火、有害气体在系统级层面给出的结果性需求,
在进行飞机设计时,需要进行需求指标的逐级分

解,以保证线缆最终满足规章的要求。在电线电缆

防火性能要求方面,CCAR25.1713、CCAR25.831
的结合比CCAR25.853、CCAR25.855条款更直接

明确。

2暋电线电缆标准要求分析

2.1暋国外电线电缆标准现状及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上已形成了一系列的电

线电缆规范、试验方法、标准等,形成了完备的体

系,主要分欧洲标准系列(IEC、ISO、BS、DIN 等)
和美国标准系列(UL、ASTM、AEIC、SAE等),欧
洲国家内部的标准BS、DIN 要求一般高于IEC的

要求[1灢2]。在防火阻燃电线电缆或材料的试验标准

方面,这两个系列标准最大的区别是对成束线缆的

垂直燃烧的要求[3]。对于任何线缆,其面向对象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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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产品标准规范中对验证项目和指标的要求,一
般是最低要求,通常都必须满足。国外对线缆实行

认证制度,一种是对企业的生产进行评估认证,一
种是对线缆产品进行认证。认证可提高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当前国际电线电缆行业竞争激烈,因此

企业内部标准要求多高于国际通用标准[2灢4]。目前

国际上电线电缆绝缘材料正在向耐温、耐介质、耐
湿热环境、阻燃、低烟无毒、不含有害重金属、可回

收性等方面发展[4,11灢12]。飞机使用环境特殊,对线

缆有着特殊的要求,如重量轻、可靠性高、相对较高

的耐温等。飞机线缆主要是铜及铜合金导体,由于

减重的需要,出现了铝及铝合金导体,线缆外部绝

缘材料有聚四氟乙烯、聚酰亚胺、乙烯-四氟乙烯

共聚体、辐照交联乙烯-聚四氟乙烯共聚体以及聚

四氟乙烯/聚酰亚胺复合体等[15]。可以看出,飞机

上线缆还在大量使用含卤素的绝缘材料,并没有及

时采用最新的技术,后续发展需要进行产品技术更

替。针对飞机相关线缆规范,当前国际上比较重要

的有 ANSI/NEMA WC27500《航空和工业电缆》
系列[16],SAE灢AS灢22759《铜及铜合金线芯氟聚合

物绝缘电线》系列[17]。在 NEMA WC27500规范

中除了规定与功能和环境相关的性能指标外,在防

火性能方面规定了可燃性指标;在SAE灢AS灢22759
中,还增加了冒烟指标;SAE灢AS灢4373灢2012《绝缘

电线测试方法》[18]中,给出了航空航天上使用线缆

的试验方法。

2.2暋国内电线电缆防火性能标准现状

国内线缆标准采取跟随和借鉴国外标准的方

式制定,国标 GB/T19666《阻燃和耐火电线电

缆》[19]发布于2005年,其制定时等效采用了IEC
标准要求。对于飞机上要求的阻燃防火电线电缆,
国标没有强制认证的要求和规定,即对标式结构、
电性能、机械性能、阻燃性能等的试验认证[4,20],相
关标准出现在国军标(GJB)、行业标准(HB)中,如
表1所示。在 GJB773B-2015[21]中,对燃烧性、
冒烟、燃烧烟密度、燃烧有害气体释放、毒性给出了

要求,GJB76.X[22]、GJB77.X[23]对燃烧性能进行

了规定,HB7274、HB7275和 HB6215对阻燃性

和冒烟特性进行了规定[24灢26]。上述 GJB和 HB中

要求的耐火和防火性能测试方法为 GJB17.X[27]

给出的试验方法,GJB17.X于1984年发布,其编

制主 要 参 考 了 美 国 标 准 Mil灢W灢5086C、Mil灢W灢
22759D、Mil灢W灢81381A、ISO R 1220-1970 和

ISOR1491-1970等,这些标准分别发表于1983
年、1973年、1967年、1970年和1970年,目前已被

替代废止并且新标准多次升版,因此国内标准急需

更新。HB发布了部分最新的耐火和防火试验方

法,例如 HB5469[28]、HB6577[29]、HB7066[30]。
其中 HB5469-1991中60曘燃烧试验示意图有误,
在 HB5469-2014中得到了更正。

表1暋国内飞机用电缆相关标准

Table1暋Relevantstandardsofnationalaircraftcable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最新版发布年份 分暋类

GJB773B 航空航天用含氟聚合物绝缘电线电缆通用规范 2015
GJB76.X 航空用聚酰亚胺薄膜绝缘电线电缆(系列标准,X=1~5) 1985

GJB77.X 航空用聚氯乙烯绝缘尼龙护套电线电缆(系列标准,X=1~7) 1985
HB7274 航空用镀锡铜导体辐照交联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绝缘电线 1996
HB7275 航空用镀银铜导体辐照交联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绝缘电线 1996

HB6215 航空用聚四氟乙烯/玻璃丝组合绝缘电线 1989
HB6150 航空用聚四氟乙烯绝缘电线 1988

HB5963 航空用镀锡铜芯105曟聚氯乙烯绝缘尼龙护套电线 1986

材料规范

GJB17.X 航空电线电缆试验方法(系列标准,X=1~21) 1984

HB5469 民用飞机机舱内部非金属材料燃烧试验方法 2014
HB6577 民用飞机机舱内部非金属材料烟密度试验方法 2014

HB7066 民机机舱内部非金属材料燃烧产生毒性气体的测定方法 1994

试验方法

暋暋对国外航空相关线缆标准[16灢17,31]分析可以看

出:在防火方面,标准中一般会对电线电缆燃烧性、
冒烟指标给出要求[16灢17,31],但对于线缆燃烧释放的

气体毒性方面,没有给出要求,当前对线缆的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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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性要求不断在加强[11灢12]。这些公开的标准规范给

出的是最低要求,企业内部产品规范中,技术要求则

高于规范要求。这些国外线缆标准中全部指标要求

的提出,应是考虑了飞机系统对其的需求,是在经过

了大量试验后确定的,否则适航验证就会存在风险,
电线电缆不能装机使用。通过国外民用飞机使用经

验来看,其使用的产品,性能并没有出现不满足适航

规章要求的情况。
也可看出:国内目前 HB中电线电缆标准编制

于20多年前,版本较旧,对低烟无毒、不含有害重金

属、可回收性等国际上具有发展趋势的技术要求都

没有纳入。部分GJB的技术要求相对较新,但整体

配套的试验方法较老。在进行烟密度试验时,GJB
773B、HB6577-1992、SAE灢AS灢4373只要求了有焰

燃烧试验,而 ASTME662要求包含有焰和无焰试

验[26]。有研究报告指出,材料的阻燃性合格,烟密

度性能不一定合格[7],其热释放率也不一定合格[8]。
综上,对于国内民用飞机来说,目前国内标准使用起

来不配套、不协调。在产品标准方面,建议参照国外

先进企业内部标准来制定选用线缆的性能指标;在
试验方面,建议选用国外最新满足适航要求的试验

方法来进行产品的适航符合性验证,如SAE灢AS灢
4373-2012标准给出的试验方法;在工程应用方面,
在验证试验规划充分,可后续化解风险的条件下,按
照产品标准的约定方法执行。

3暋电线电缆适航符合性验证思路

适航规章CCAR灢25的603条款从宏观层面对

材料的使用提出了要求,规章通过603条款来对民

用飞机上使用的材料进行管控,通过613条款对材

料的强度性能数据和设计值指标的制定给出具体要

求,电线电缆作为飞机上使用的一种重要材料,必须

满足这两个条款的要求,其中613条款虽然在文字

上是针对材料强度指标确定和使用提出的要求,但
对于线缆的其他性能指标,体现的理念可作为确定

数值时的指导。在实际工程中,需要603、613条款

与其他应用指标相关的条款结合,如防火相关条款

1713与831(c),表明材料在飞机上使用是安全的。

603条款要求材料的适用性和耐久性:(a)建

立在经验或试验的基础上;(b)符合经批准的标准

(如工业或军用标准,或技术标准规定),保证这些

材料具有设计资料中采用的强度和其他性能;(c)

考虑服役中预期的环境条件,如温度和湿度的

影响[13]。
在603条款中,(b)条是核心,要求使用的材

料应符合某种材料规范/标准,材料规范应具备保

证材料具有约定的强度和其他性能的功能。

613条款除对具体的材料强度性能和设计值

指标提出要求,还要求材料的强度性能必须以足够

的材料试验为依据,在试验统计的基础上制定设计

值[13],并对特殊条件下材料值的使用给出了要求。
在工程实践中,包括飞机上使用的线缆材料,

按照603、613条款的要求,表明满足条款的符合性

验证过程一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材料规范

中性能指标的制定满足条款的要求,第二个层次是

型号中使用的材料满足材料规范中给出的性能指

标的要求。没有使用经验和数据累积,则必须进行

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符合性验证过程;有使用经验

和数据累积,则进行第二层次的验证。
根据国内当前现状,在工作中,要使线缆满足

适航条款中对防火性能的要求,满足规章对线缆材

料性能的要求,建议借鉴国外先进企业满足适航要

求的产品性能指标,定义国内飞机上使用电线电缆

产品的性能要求;在有效举证的情况下,不进行第

一层次的验证,只进行第二层次的验证过程,这是

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在验证过程中,试验大纲要

得到局方的批准,试验过程要接受局方的监控,试
验报告要得到局方的批准。材料在已经取证并在

飞机上成功运行的使用经历,材料在相似型号上的

服役经验数据或材料在相似型号上的试验数据,可
以作为材料的使用经验。材料的数据累积要得到

申请人和局方的认可,或者由局方充分信任的行业

协会把关[32]。

4暋结暋论

(1)适航条款 CCAR25.1713、CCAR25.831
(c)和附录F的结合,明确地给出了电线电缆阻燃

防火方面的适航要求。
(2)飞机线缆的国内标准与其试验方法标准

不配套、不协调。
(3)对于飞机上使用线缆,采用国外先进企业

内部标准来制定线缆的性能指标,能降低适航验证

风险。适航规章中对于电线电缆防火性能的要求

是最基本的,目前行业先进的线缆公开标准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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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火和防火性能都是最低要求。
(4)对于飞机线缆,可按产品标准约定的试验

方法进行符合性验证,但推荐选用国外最新满足适

航要求的试验方法/标准来进行产品的适航符合性

验证,有利于选取合适环保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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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旋转状态下高压涡轮叶盘振动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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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在高速旋转状态下,开展对高压涡轮转子叶片的振动特性和缘板阻尼装置减振效果的试验研究,有利

于后期的设计迭代,获得真实的叶片振动情况。以高压涡轮转子模拟件为对象,采用雾化油滴非接触式激励方

式模拟涡轮叶片周期性气动激励,建立高速旋转状态下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振动特性试验系统,并进行介于静止

状态夹具固定式测试和整机直接测试之间的组件级试验,在高速旋转状态下实现叶片非接触式高频激振,获取

叶片的振动特性和缘板阻尼装置对转子叶片的减振效果。结果表明:在常温10000~19000r/min运行转速

下,缘板阻尼装置对转子叶片减振约40%,阻尼质量较大的叶片频率较高。

关键词: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振动;阻尼;减振

中图分类号:V232.4;V231.92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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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TestofBladeDiscofHighPressureTurbinein
HighRotatingSpeed

LUOLi1,2,HUANGDayong1,2

(1.DepartmentofDisciplineEngineering,AECCCommercialAircraftEngineCo.,Ltd.,Shanghai200241,China)

(2.Shanghai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CivilAeroEngine,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Inthehigh灢speedrotatingstate,theexperimentalstudyonthevibrationcharacteristicsofhigh灢pres灢
sureturbinerotorbladeandthevibrationreductioneffectofflangedampingdeviceisbeneficialtothelaterde灢
signiterationandobtaintherealbladevibrationsituation.Withhighpressureturbinerotorsimulatorasanob灢
ject,simulatingtheturbinebladeperiodicpneumaticexcitationbynon灢contactatomizingoilexcitation,thevi灢
brationcharacteristicstestsystemofhighrotationalspeedhighpressureturbinerotorbladesisdesignedandcre灢
ated.Thecomponentleveltestisbetweenthefixedbladetestandthedirecttestofthecoreturbineaero灢engine
system.Thetestsystemexcitestherotorbladesunderoperationstatus,obtainsdataofbladevibrationcharac灢
teristicssuccessfully,andverifiesthevibrationreductionleveloftheplatformdamper.Researchshowsunder
10000~19000r/minoperatingrotatingspeedatthenormaltemperature,theplatformdamperdevicecanre灢
ducethevibrationofrotorbladesbyabout40%,andfrequencyoftherotorbladewithhigherdampingmassis
higher.
Keywords:highpressure;turbine;rotorblade;vibration;damper;vibrationreducing



0暋引暋言

航空发动机的涡轮转子叶片在工作过程中承

受离心力、高温、气动压力,涡轮叶片经常会由于过

大的振动应力导致高周疲劳断裂[1灢2],从而导致发

动机失去推力。目前主要通过转子叶片调频或者

安装干摩擦阻尼等方式降低叶片振动的高周疲劳

风险,避免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不

可接受的振动应力。然而调频和阻尼装置设计均

需要获取转子叶片的振动特性和振动水平。通常

采用两种方式对高压涡轮转子叶片的振动特性和

振动水平进行测试研究[3]。一种方式是叶片处于

静止状态,采用夹具固定[4灢6]或者预紧[7]的方式,测
量叶片榫头固定时高压涡轮转子叶片的振动特性,

通过振动台、激振器等施加叶片振动激励,测量高

压涡轮叶片所能承受的振动应力极限;另一种方式

是在核心机或者整机试验[8灢9]中,测量高压涡轮叶

片的实际振动特性和应力水平。前一种试验转子

叶片的安装形式和约束刚度通常和发动机实际情

况存在差异,振动特性测量结果存在误差[10]。林

垲等[11]、范秀杰等[12]分别对涡轮叶片在夹具固定

安装和非旋转状态下开展试验,但无法模拟真实的

叶片离心力状态,获取的叶片频率偏低。后一种试

验在整机上开展,这类试验能反映叶片振动的真实

结果,但往往要等核心机或者整机设计和试制全部

完成以后才能开展试验,存在设计反复的风险,时
间和经济成本较高。因此考虑一种介于静止状态

夹具固定式测试和整机直接测试之间的组件级试

验,在高速旋转状态下实现叶片非接触式高频激

振[13灢14],既可获取更真实的叶片振动特性和振动

水平,又能方便快捷地在产品设计早期使用该试验

系统,有利于设计迭代。

大多数叶盘振动问题是由于空气力的激励引

起的,气流激振[15]是一种较好的非接触式激振方

法,但该方法会导致试验的真空腔真空度下降,试
验系统阻尼增加,无法达到试验需要的运行转速。

因此,本文在高速旋转试验台开展试验,采用雾化

油滴的方式模拟涡轮导叶周期性气动激振的情况,

建立高速旋转状态下的测试系统,既能还原转子叶

片与轮盘的连接方式,又可实现涡轮叶片周期性气

动激励,获取高速旋转状态下转子系统的叶片振动

特性和阻尼减振效果。

1暋试验系统

高速旋转状态叶盘激振试验台如图1所示,该
试验系统主要由高速旋转试验器、喷油激振系统、

回油供油系统、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组成。通

过驱动电机、高速滑环、试验腔等组成高速旋转试

验器,驱动电机作为驱动源,试验腔内抽真空以减

少转子系统高速旋转引起的功率损耗,达到试验件

的运行转速,获取转子叶盘的真实离心力。转子系

统的外围安装多个喷嘴,喷嘴喷出雾化油滴,模拟

导叶尾流激励,以实现对转子叶片在高速旋转状态

下的非接触式激励,利用涡轮转子叶片上的应变片

测量涡轮叶片的振动特性和响应。通过数据采集

系统实时采集振动响应。回油供油系统中的回油

泵将试验腔内的油液送回外部油箱,液体经增压泵

增压后输送至喷嘴处。试验系统实现闭环。

图1暋试验系统示意图

Fig.1暋Testsystemscheme

1.1暋激励装置

激励装置示意图如图2所示,先用螺栓将上安

装板固定在试验腔盖上,再用螺栓将下安装环(第
一层安装环)固定,将多个喷嘴周向并排布置在滑

杆外安装环上。螺栓和喷嘴滑杆的长度和数量可

根据试验件具体情况调节。喷嘴块可自由地在滑

杆上滑动和旋转,喷嘴通过螺纹连接在喷嘴块上。

喷嘴安装于真空仓内,是可拆卸的,以便于调整其

数量。在试验过程中,喷嘴的喷射量和喷射角度可

调节,以便调节对叶片的激振力。激励装置的实物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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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激励装置示意图

Fig.2暋Exciterscheme

图3暋激励装置实物

Fig.3暋Exciterphysicalplot

当激振频率与试验件频率相同时引起共振,激
振频率为

f=N暳n/60
式中:f为激振频率;N 为喷嘴数;n为转速。

1.2暋供油装置

油管由主油站出油口连接至试验腔盖上的分

油器,而后连接至各喷嘴块的进油口,以实现多路

油路同时供油。根据所需喷嘴数量,可以通过堵住

多余的出油口来实现不同喷嘴数的供油。将回油

桶放置在试验腔底部,将油箱出油口与底板的接口

相连,再连接至回油泵装置的进油口,经过滤器及

回油泵连接至主油箱,完成回油管路安装。

1.3暋布线装置

在高速旋转状态下,离心力较大的应变片及引

线在喷油激励作用下受到较大的冲击载荷,当模拟

试验件沿程较长,零件表面存在几何突变时,高速

旋转过程中应变片容易脱落、引线易断裂。为了确

保引线和应变片能在高速旋转且存在较大激振力

的情况下,依然能正常工作,设计空心轴的布线方

案(如图4所示),避免引线的大段长度承担离心

力,引线沿着光滑的通道直接从空心轴孔穿出,再
沿着试验件外壁粘贴。应变片粘贴进行固化,利用

高温胶带将应变片引线排布固定在试验件表面。
应变片引线的排布自然弯曲,避免引线断裂。

图4暋布线方案示意图

Fig.4暋Thecablelayoutscheme

1.4暋数据采集

采用高速滑环数据传输系统,将高速旋转的应

变信号转换为非旋转信号,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
将滑环引电器的引线通过信号线连接至动态信号

采集分析系统,如图5所示,实现多通道应变数据

同步采集与实时频谱分析。

图5暋动态信号采集分析系统

Fig.5暋Dynamicsignalacquisitionsystem

2暋试验件介绍

对高压涡轮转子模拟件开展试验,考虑转子系

统的动平衡和试验实施的方便性,对试验件叶片沿

轮盘周线成对角线布置,分别为1号、2号、3号、4
号叶片。高压涡轮叶片的缘板阻尼装置在叶片缘

板下侧,相邻叶片之间,其结构形式如图6所示,阻
尼器两个侧面分别和相邻的两个转子叶片的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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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在离心力作用下接触面产生正压力,当叶片

振动时,相邻叶片缘板位置的振动位移存在相位

差,使缘板阻尼器的缘板接触面发生相对滑动,滑
动摩擦消耗叶片的振动能量,发挥阻尼效果。

图6暋缘板阻尼装置结构示意图

Fig.6暋Structuraldiagramofplatformdampingdevice

3暋试验测试结果

3.1暋叶片振动频率的测试结果

在喷油嘴个数确定的 情 况 下,试 验 转 速 为

10000~19000r/min,对带阻尼和不带阻尼装置

的叶片开展振动特性测试,获取叶片的一阶频率,
如表1所示,缘板阻尼装置的质量有三种,对阻尼

装置的质量进行无量纲化;对叶片频率取均值并进

行归一化,以无阻尼装置叶片的频率为基准。

表1暋涡轮叶片不同阻尼状态的频率比

(质量和频率归一化)

Table1暋Frequencyratiosofturbinebladesindifferent

dampingstates(massandfrequencynormalization)

阻尼情况 阻尼装置质量比(m) 叶片频率比

无阻尼装置 0 1

0.62 1.004

带阻尼装置 0.78 1.010

1.00 1.020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无阻尼装置时叶片的频率小

于有阻尼装置的叶片频率,这是因为当带有阻尼装

置时,阻尼装置与缘板之间产生正压力,提高了叶

片的刚度;带有最重的缘板阻尼叶片的频率增加约

2%;带有不同质量阻尼装置的叶片频率随着阻尼

装置质量的增大而略微增大。

3.2暋叶片动应变的测试结果

在叶片接近根部的位置粘贴应变片。在相同

激振力,相同转速的情况下,获取不同阻尼装置情

况下叶片振动响应水平,如图7所示,横坐标表示

叶片带有不同质量比的阻尼装置,纵坐标为叶片测

得的应变比。

图7暋叶片动应变测试结果

Fig.7暋Testresultsofdynamicstrainofblades

对叶片的应变进行归一化,以无阻尼装置时的

应变为基准,即无阻尼装置时的叶片应变比为1,
并对阻尼装置质量进行无量纲化。对4只叶片的

动应变取均值,涡轮叶片的应变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暋涡轮叶片的应变结果随阻尼质量的变化

Table2暋Variationofstrainresultsofturbine

bladeswithdampermass

阻尼情况 阻尼装置质量比(m) 应变比

无阻尼装置 0 1

0.62 0.50

带阻尼装置 0.78 0.53

1.00 0.59

暋暋从图7和表2可以看出:带缘板阻尼装置叶片

比无阻尼装置的动应变显著下降,在 10000~
19000r/min运行转速下,阻尼装置对叶片的减振

效果达到40%;在阻尼装置质量变小时,叶片动应

变的结果缓慢减小,这是因为质量较小的阻尼装置

与叶片缘板的接触面更小,阻尼装置和叶片缘板更

容易产生相对滑动,消耗更多能量,减小振动。

4暋结暋论

(1)本文采用非接触式雾化油滴激振的方法

模拟涡轮叶片的周期性气动激励,可以获取高速旋

转状态下,高频率小尺寸转子叶片的振动特性,解
决了高速旋转状态下涡轮叶片激励施加的难题。

(2)本文设计的试验系统布线方案,解决了离

心力较大、沿程较长、冲击载荷等因素作用下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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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片容易脱落、引线易断裂的问题,确保试验正常

开展。
(3)该试验技术为常温条件下高压涡轮缘板

阻尼的设计提供了较真实的工作状态,为转子叶片

和阻尼装置的设计提供了试验支撑,可以减少设计

迭代周期。
(4)通过对某转子系统开展带缘板阻尼装置

的叶盘振动特性试验,获取了高压涡轮动叶的振动

频率有效数据和规律,阻尼装置使叶片频率略有增

加,安装质量最大的阻尼装置的叶片其频率增加大

约2%。
(5)某转子系统在高速旋转状态下获取其叶

片动应变的结果及缘板阻尼装置的减振水平,该缘

板阻尼装置在常温高速旋转状态下减振明显,特定

转速下可达40%。
本文所提试验技术可应用于燃气轮等各类旋

转机械的转子叶片研究中,但该试验方案未考虑高

温对转子叶片振动特性的影响,未来还需发展同时

考虑转速、高温、尾流激振等载荷共同作用的试验

研究,更进一步逼近真实的发动机运行情况,为发

动机的研发提供更完善的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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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无人机爬升过程中燃油温度变化规律仿真研究

温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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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RON95# 车用汽油或100LL航空汽油为燃料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在爬升过程中容易遭遇气阻。

利用Flowmaster软件搭建某型无人机燃油系统的仿真模型,以实际飞行试验中的环境温度、初始燃油温度、初

始燃油量、耗油率等参数作为边界条件,通过仿真得到飞行过程中油箱内燃油温度,并与实际飞行试验数据进

行对比,验证仿真模型的可行性;利用该模型定量研究环境温度、燃油油量、耗油率、爬升速度等因素对燃油温

度变化规律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某型无人机燃油系统,在连续爬升过程中燃油温度的变化受初始外界环境

温度、爬升速度的影响比较大,而燃油油量、耗油率则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较小;初始外界环境温度越低、燃

油油量越少、耗油率越快、爬升速度越大则燃油温度下降幅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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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中空长航时无人机一般采用活塞式发动机及

螺旋桨作为动力装置,多采用 RON95# 车用汽油

或100LL航空汽油作为燃料[1灢3]。中空长航时无

人机燃油系统一般为开式或半开式油箱通气系统,

其油箱内压力与外界环境压力基本一致。在无人

机起飞爬升过程中,油箱内的压力、外界环境温度

随飞行高度的上升而迅速下降,由于燃油与外界环

境存在热交换,燃油温度也随着飞行高度的上升而

下降,但由于燃油比热容较大,燃油降温速度较慢。

燃油温度是影响其饱和蒸气压的重要参数,燃油温

度越高其饱和蒸汽压越大[4]。当燃油饱和蒸汽压

接近或等于油箱内压力时,会导致供油泵入口条件

恶化,极易发生气阻,造成发动机供油压力或供油

流量波动,并引起发动机工作不稳定,甚至导致发

动机空中停车,严重威胁无人机飞行安全[5]。在相

同温度条件下,RON95# 车用汽油或100LL航空

汽油的饱和蒸气压比航空煤油大,采用 RON95#

车用汽油或100LL航空汽油为燃料的中空长航时

无人机在爬升过程中更容易发生气阻问题[6]。连

续爬升能力是衡量无人机性能的重要考核指标,针
对连续爬升过程中燃油温度变化规律开展研究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康振烨等[7]以燃油箱的壁面温度作为燃油箱

热模型的边界条件,通过 Matlab/Simulink软件平

台,搭建了客机燃油箱热模型,对于有飞行试验数

据的飞机可以有效地利用该模型进行数值仿真;陈
悦[8]采用Fluent软件针对油箱内部的流动换热过

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马赫数、耗油率、入口温度

等参数对油箱燃油温度的影响;郝毓雅等[9]根据传

热学原理,建立了油箱内燃油的传热学方程,分析

了起飞前地面温度、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等因素对

飞机油箱内燃油温度的影响。上述研究采用Flu灢
ent等商用软件或者以 Matlab/Simulink为平台仅

针对单个油箱内的流动换热做了数值分析,无法快

速完成对整个燃油系统的计算。实际上,在无人机

连续爬升过程中,燃油温度变化过程属于瞬态过

程,受外界环境温度、各油箱内油量、耗油率等多种

动态因素的影响。Flowmaster软件基于整个燃油

系统,具备较为完备的油箱、阀门、管道、泵等多种

组件模型,在此基础上搭建系统仿真模型,可以高

效地完成复杂流体系统的流动仿真与热系统分析,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加油系 统[10灢11]、供 输 油 系

统[12灢13]、冷却系统[14]、环控系统[15]等的仿真研究。

本文针对某型无人机燃油系统,利用 Flow灢
master软件搭建仿真模型并定量研究环境温度、

燃油油量、耗油率、爬升速度等因素对燃油变化规

律的影响,以期为该型无人机飞行试验、通气增压

系统设计等提供科学依据。

1暋燃油系统描述及模型

1.1暋燃油系统描述

某型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燃油系统共5个油箱

组成,布局如图1所示,其中1# ~4# 油箱为输油

箱,5# 油箱是消耗油箱(以下均简称油箱)。

图1暋燃油系统布局

Fig.1暋LayoutofFuelsystem

5个油箱均为可拆卸式金属铝油箱,安装在机

身内部,由于4# 油箱所在的起落架舱为敞开式布

局,且其他油箱舱和4# 油箱舱连通,故假定各油箱

外部的空气温度和外界环境温度一致。1# ~4# 油

箱分别通过导管与5# 油箱连通,1# ~4# 油箱内的

燃油在重力的作用下同时输送至5# 油箱。通气系

统为开式通气系统,各油箱通气管路在油箱顶部连

接,并通过伸出机身外部的通气总管与外界大气相

通,因此可认为油箱内压力与外界环境压力一致。

燃油温度传感器安装在5# 油箱壁上,油泵安装在

供油管路上,将燃油从5# 油箱吸出增压后输送至

发动机。燃油系统满油状态和半油状态各油箱油

量分布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半油状态油量合计

为179L,满油状态油量合计为35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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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各油箱油量分布

Table1暋Volumedistributionofeachfueltank

油箱 半油状态/L 满油状态/L

1# 35.0 74.5

2# 35.0 74.5

3# 35.0 74.5

4# 54.0 115.5

5# 20.0 20.0

1.2暋燃油系统仿真模型

利用Flowmaster软件搭建该燃油系统的仿

真模型,如图2所示,1# ~4# 油箱采用3灢arm 油箱

元件,5# 油箱采用12灢arm 油箱元件。外界环境压

力通过控件给出,采用流量源模拟发动机耗油。

Flowmater软件在模拟多个串联油箱的输油问题

时,对较高液位油箱内油量的仿真结果通常不太准

确,因此在4个支路上额外增设辅助球阀,根据5#

油箱内燃油液位高度对4个支路辅助球阀同时开

关控制。该设置对1# ~4# 油箱向5# 油箱的输油

及燃油温度仿真没有影响。

图2暋燃油系统仿真模型

Fig.2暋Simulationmodelofthesystem

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是油箱内燃油温度仿真,对
通气管路、供输油管路、油滤、油泵等组件进行简

化,此外忽略管路换热、气动加热、太阳辐射等对燃

油温度的影响。上述简化可大幅提升模型运行效

率,缩短仿真运算时间。

2暋边界条件及仿真结果对比

仿真边界条件按照实际飞行试验数据给出,飞
行高度、环境压力随时间的变化如图3所示,以起

飞时刻作为第0s,之后历时3804s分阶段爬升至

7000m。起飞时外界环境温度为23曟,在爬升过

程中外界环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4所示。仿

真介质为RON95# 车用汽油,1# ~3# 油箱的初始

油量均为34.8L、4# 油箱、5# 油箱的初始油量分

别为54.2和20L。各油箱内的初始燃油温度均

为15曟,耗油率设为0.5L/min。各油箱与外界

大气环境的对流换热系数设为30W/(m2·K),仿
真时间设为3804s,仿真时间步长设为0.2s,选
用compressibletransient模型进行仿真运算。

图3暋飞行高度、环境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Fig.3暋Flightaltitudeandenvironmentalpressurev.s.time

图4暋环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4暋Environmentaltemperaturev.s.time

各油箱油量随时间变化的仿真结果如图5所

示,可以看出:1# ~4# 油箱内油量随着飞行时间缓

慢下降,5# 油箱则一直处于满油状态,油量仿真结

果正确地反映了各油箱真实的燃油消耗状态;4#

油箱内油量消耗速率大于1# ~3# 油箱,这是因为

1# ~4# 油箱内的燃油在重力的作用下同时输送至

5# 油箱,故1# ~4# 油箱内燃油的液面基本一致,
而4# 油箱内的油量大于1# ~3# 油箱内的油量,所
以在同样的时间内4# 油箱内燃油消耗量比1# ~
3# 油箱内燃油消耗量要多。

39第1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温占永:某无人机爬升过程中燃油温度变化规律仿真研究



图5暋各油箱油量随时间的变化

Fig.5暋Volumeofeachtankv.s.time

由于某无人机燃油系统只在2# 、4# 油箱内安

装了油量传感器,且实际油量测量数据受飞行姿态

影响较大,故飞行试验油箱油量变化数据无法用来

和仿真结果对比。某无人机燃油系统在5# 油箱内

安装了燃油温度传感器,且燃油传感器测量温度经

处理后精确到个位数,故实测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为折线,如图6所示。为了便于与仿真结果

对比,对实测结果进行多项式曲线拟合,可知在整

个飞行过程中5# 油箱燃油温度仿真结果与实测结

果拟合数据误差不超过1曟。

图6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6暋Temperatureof5# tankv.s.time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所搭建的燃油系统仿

真模型正确地反映了各油箱的燃油消耗及5# 油箱

内燃油温度的变化规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故可

基于此仿真模型开展进一步的仿真研究。

3暋各参数对燃油温度影响研究

3.1暋环境温度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

为了研究环境温度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设
置仿真初始条件如表2所示,无人机从第0s时刻

开始连续爬升2000s。起飞前环境温度分别设置

为-5、15、35曟,起飞后环境温度按每升高1km下

降6.5曟的规律下降,结合爬升速度可得出外界环

境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如式(1)所示。

表2暋仿真初始边界条件(环境温度影响)

Table2暋Initialboundaryconditionsofsimulation
(environmentaltemperatureeffect)

边界条件 状态/数值

油量 半油状态

初始燃油温度/曟 15

起飞前环境温度/曟 -5/15/35

爬升速度/(m·s-1) 2.5

耗油率/(L·min-1) 0.5

ta=ta0-13Vy·t
2000

(1)

式中:ta0为起飞前环境温度;Vy 为爬升速度;t为飞

行时间;ta 为t时刻环境温度。
在连续爬升2000s后,无人机飞行至5000m

高空,此时外界环境温度比起飞时下降了32.5曟。

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7所示。

图7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环境温度影响)

Fig.7暋Temperatureof5# tankv.s.time
(environmentaltemperatureeffect)

从图7可以看出:在某型无人机常见的飞行环

境温度范围内,外界环境温度对燃油温度具有明显

的影响,在起飞前外界环境温度与燃油温度相等的

情况下,2000s时5# 油箱内燃油温度下降8.5曟;
当起飞前外界环境温度比燃油温度低20曟时,当起

飞后2000s时燃油温度下降18.1曟;在起飞前外

界环境温度比燃油温度高20曟时,燃油温度则随着

飞机的爬升先升高后降低,在1086s时燃油温度上

升至18.1曟,而后在2000s时下降至16.1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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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暋油量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

为了研究油量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设置仿

真初始条件如表3所示,无人机从第0s时刻开始

连续爬升2000s,外界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关

系如式(1)所示。
在该仿真条件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

变化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在半油状态和满油状

态下,燃油温度均随飞行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且燃

油温度的下降幅度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大,这
是因为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燃油温度与外界环境

温度的温差越来越大;在半油状态和满油状态下,
飞行2000s后,燃油温度分别下降8.5、7.7曟,在
半油状态下燃油温度下降稍快,但总体上燃油油量

对某型燃油系统的燃油温度影响不大。

表3暋仿真初始边界条件(油量影响)

Table3暋Initialboundaryconditionsofsimulation
(fuelquantityeffect)

边界条件 状态/数值

油量 半油状态/满油状态

初始燃油温度/曟 15

起飞前环境温度/曟 15

爬升速度/(L·min-1) 2.5

耗油率/(m·s-1) 0.5

图8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油量影响)

Fig.8暋Temperatureof5# tankv.s.time
(fuelquantityeffect)

3.3暋耗油率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

为了研究耗油率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设置

仿真初始条件如表4所示,无人机从第0s时刻开

始连续爬升2000s,外界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的

关系如式(1)所示。
在该仿真条件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

变化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在某型无人机最大耗

油率范围内(0.5L/min),耗油率对燃油温度的变

化速度基本上没有影响,无人机连续爬升2000s
时,燃油温度下降约8.4曟。

表4暋仿真初始边界条件(耗油率影响)

Table4暋Initialboundaryconditionsofsimulation
(fuelconsumptionrateeffect)

边界条件 状态/数值

油量 半油状态

初始燃油温度/曟 15

起飞前环境温度/曟 15

爬升速度/(m·s-1) 2.5

耗油率/(L·min-1) 0.3/0.4/0.5

图9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耗油率影响)

Fig.9暋Temperatureof5# tankv.s.time
(fuelconsumptionrateeffect)

3.4暋爬升速度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

为了研究爬升速度对燃油温度变化的影响,设
置仿真初始条件如表5所示,无人机从第0s时刻

开始连续爬升2000s,外界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

的关系如式(1)所示。
在该仿真条件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

变化如图10所示,可以看出:燃油温度受爬升速度

影响较 为 明 显,当 爬 升 速 度 分 别 为 1.5、2.5、

3.5m/s时,在连续爬升2000s后燃油温度分别

下降5.1、8.5、11.9曟,且燃油温度下降幅度也随

着爬升速度的增大而增加。这是因为无人机爬升

速度越大,在相同的时间内爬升的高度越高,对应

的外界环境温度则越低,燃油与外界环境的温差也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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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暋仿真初始边界条件(爬升速度影响)

Table5暋Initialboundaryconditionsofsimulation
(climbingspeedeffect)

边界条件 状态/数值

油量 半油状态

初始燃油温度/曟 15

起飞前环境温度/曟 15

爬升速度/(m·s-1) 1.5/2.5/3.5

耗油率/(L·min-1) 0.5

图10暋5# 油箱燃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爬升速度影响)

Fig.10暋Temperatureof5# tankv.s.time
(climbingspeedeffect)

4暋结暋论

(1)针对某型无人机燃油系统,利用 Flow灢
master软件搭建了仿真模型,并通过与实际飞行

试验数据的对比,验证了该仿真模型的可行性与准

确性。
(2)对于某型无人机燃油系统,在其连续爬升

过程中,燃油温度的变化受初始外界环境温度、爬
升速度的影响较大,而燃油油量、耗油率则对燃油

温度变化的影响较小。初始外界环境温度越低、燃
油油量越少、耗油率越快、爬升速度越大则燃油温

度降幅越大。
上述研究结果可为该型无人机飞行试验、通气

增压系统设计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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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随着高度的上升,飞机座舱盖有机玻璃易形成损伤,影响飞行安全。为了能在地

面试验台更加精确地模拟飞机飞行过程中座舱盖承受的压力载荷情况,通过引入分段控制思想,对试验台座舱

增压系统进行控制器设计;针对试验台座舱增压系统的组成结构,建立控制系统模型,研究在虚拟仪器中通过

分段控制技术实现对座舱增压系统的PID闭环控制。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 PID控制器可以提高飞机座舱增

压系统的控制精度与试验效率,满足试验台压力控制系统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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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courseofaircraftflight,withtheincreaseofaltitude,theplexiglasofcockpitiseasytoform

damage,whichaffectsflightsafety.Inordertosimulatethepressureloadofthecockpitcoverinflightmoreac灢
curatelyonthegroundtestbed,thecontrollerdesignofthecabinpressurizationsystemofthetestbediscarried

outbyintroducingtheideaofpiecewisecontrol.Accordingtothesystemstructureofthecabinpressurization

systemofthetestbed,thecontrolsystemmodelisestablished,andthenthePIDclosed灢loopcontrolofthecab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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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cockpitcover;piecewisecontrol;cabinpressurizationsystem;virtualinstrument;PIDcontroller



0暋引暋言

座舱增压系统是飞行器生命保障系统的重要

实验设施之一[1]。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随着飞行高

度的不断提升,座舱盖有机玻璃很容易形成损伤,

影响飞行安全。解决这一问题通常的方法是,根据

飞行包线的情况制定具体的载荷谱,在试验台上对

其进行加载试验,验证压力疲劳可靠性[2]。

座舱压力调节系统先后经历了气动式、电子气

动式、数字式三个发展阶段。在国外,座舱压力系

统供应商以提供数字电动式为主,数字式座舱压力

调节系统以其适应性强、舒适性好的特点,在各类

大型飞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3灢6],其核心技术在于

系统控制器的研制,但由于技术保密等原因,相关

文献资料较少。国内,韩叶飞等[7]通过建立压力控

制系统模型,研究了模型的线性化处理和拟合降

阶,并进行了控制仿真验证;聂进方等[8]建立了高

空模拟舱系统,通过虚拟仪器测控平台,对飞机飞

行过程中的各飞行状态进行模拟试验,但未对座舱

增压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及现场试验。目前,我国各

军用与民用飞机座舱功能试验基本上是使用充气

试验台[9],试验台充气压力的控制仍主要采用人工

调节方式进行系统试验,导致压力控制精度较低并

影响了试验效率,同时也降低了试验过程中的安全

性,不具备通用性。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根据现场试验台座舱增压

系统建立系统模型,设计座舱压力系统的 PID 控

制器,安装在工控机的模拟量输入板卡通过压力传

感器实时采集压力信号并与电脑端进行通信,采用

分段控制方法对座舱压力系统试验过程中的各个

阶段实行闭环控制;对系统进行仿真分析及试验验

证,以期为座舱压力调节系统的控制设计提供

依据。

1暋座舱增压系统控制策略

1.1暋系统工作原理

座舱增压系统采用座舱正压加载,即采用使舱

内压力高于舱外压力的方式进行飞机座舱盖加载。

这是目前飞机座舱盖加温加载试验通用的加载方

法[10]。具体就是采用向座舱内充气的方式,使座

舱盖内外形成压力差,实现座舱盖加载。

座舱增压系统由控制阀和空气管网等组成。

主要包括:低压气源(0.8 MPa)、各手动阀、气动

阀、安全阀以及压力传感器。系统结构原理图如图

1所示。

图1暋座舱增压系统结构原理图

Fig.1暋Schematicofcabinpressurizationsystemstructure

1.2暋控制方案及策略设计

本系统的控制方案是:上位机接收压力传感器

模拟信号并进行 K/B转换,其结果与给定值做比

较,反馈至程序内PID控制器进行计算,将数据输

出至板卡并转化为4~20mA 模拟量信号以控制

阀门开度,对应线性开度为全关至全开,通过控制

两个气动阀(即进口阀与出口阀)的开度,从而控制

内部压力,满足加载要求。控制方案如图2所示。

图2暋控制方案

Fig.2暋Controlscheme

在加载试验中,需要不断提高压力载荷以确定

试验件的疲劳特性。为了保证试验的真实性和加

载精度、减少传感器非线性的影响,在进行不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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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加载前,需要对传感器进行标定。试验件及传感

器的重复拆装所带来的安装误差会持续影响整个

试验过程。为了简化试验过程、精确试验数据,通
过LabVIEW 子程序对不同的传感器进行数据标

定,并将这些对应关系储存在ini文件中,供主程

序随时调用。

控制策略主要采用分段控制,将压力曲线分为

上升、平稳、下降三个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 PID
参数加以控制。升压阶段与稳压阶段,出口阀全

关,通过控制进口阀来调节舱内压力;降压阶段,进
口阀全关,赋予出口阀给定初值,通过控制出口阀

来调节舱内压力。本文使用PID控制器对座舱压

力系统进行控制,通过采用分段控制方法,可以尽

可能地做到曲线最优化。

2暋系统建模

2.1暋基本假设

座舱增压系统进行压力试验时,其结构涉及座

舱、管道、气动阀等,气体流动状态十分复杂,为便

于系统建模,先进行如下必要的假设[11]:
(1)忽略温度的影响,假定整个系统的空气温

度不变,均等于大气环境温度;
(2)作理想气体处理,气体在阀口或各个节流

口处的流动满足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3)等效泄露面积为常数;
(4)忽略管路的压力损失;
(5)舱内容积保持恒定。

则气体的质量流量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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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流量系数;A 为节流口流通面积;Pm 为

上游气压;Pn 为下游气压;M 为气体摩尔质量;k
为比热容比;Z 为气体压缩系数;R 为理想气体常

数;T 为气体的开氏温度。

2.2暋座舱压力模型建模

假设舱内压力分布均匀,座舱压力模型如图3
所示,Q1 为进气流量;Q2 为排气流量;Q3 为舱内

泄露流量;P0 为大气压力;Pa 为气源压力;Pb 为

座舱压力;Vb 为舱内体积;A1 为进气阀当前流通

有效面积;A2 为排气阀当前流通有效面积;A3 为

泄露量等效面积。

图3暋座舱压力模型

Fig.3暋Pressuremodelofcabin

2.3暋电气比例阀建模

电气比例阀的阀芯位置是由比例电磁铁的电

磁力与阀出口压力反馈到阀芯上的作用力决定,由
牛顿第二定律得到比例压力阀阀芯的力平衡方

程为[12]

mx··=kI-bx·-Afp-ks(x+x0)-Fcsgn(x·)
(2)

式中:m 为阀芯构件的总质量;x为弹簧位移量;x0

为弹簧的预压缩量;k为比例阀的电流-力系数增

益;I为控制电流;b为阀芯运动阻尼系数;Af 为阀

芯端部有效面积;p 为阀的输出压力;ks 为阀的液

动力与反馈弹簧等效刚度;Fc 为库伦摩擦力。

2.4暋座舱内压力系统建模

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舱内压力的微分方

程为

MVb

RT
dpb

dt =Q1-Q2-Q3 (3)

试验过程中,忽略管道内压力损失,进气阀出

口压力远小于进口压力,即Pb

Pa
<M0,根据式(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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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气流量为

Q1=C1A1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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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毿D·x (5)
式中:C1 为进气阀口流量系数;D 为阀芯直径。

试验过程中,大气压力与座舱压力之比P0

Pb
>

M0,根据式(1)可得排气流量Q2 与舱内泄露流量

Q3 分别为

Q2=C2A2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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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C2 为排气阀口流量系数;C3 为泄露流量

系数。

2.5暋状态空间方程

对控制过程中的各阶段,用系统的物理机理建

立状态空间方程。对增压与稳压状态,Q2=0,即

MVb

RT
dpb

dt =Q1-Q3 (8)

定义系统的状态变量z1=x,z2=x·,z3=Pb,
系统输入u=I,系统输出y=z3。

令Z=[z1z2z3]T,则有:

Z
·

=AZ+Bu
y=CZ+{ Du

(9)

可知,传递函数:

G(s)=C(sI-A)-1B+D (10)
式中:I为单位矩阵。

对降压状态,计算方法同上述方法一致,即

Q1=0,有

MVb

RT
dpb

dt =-Q2-Q3 (11)

3暋PID控制器

3.1暋PID控制器的设计方法

PID控制由于其算法简易、安全性高和鲁棒性

好等优点而被应用在各个领域。随着自动控制的

发展,PID控制依然在控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其

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的关系为

u(t)=Kp e(t)+ 1
Ti曇

t

0
e(t)dt+Td

de(t)
d

é

ë
êê

ù

û
úút
(12)

式中:Kp 为比例系数;Ti 为积分时间常数;Td 为

微分时间常数。
实际应用中,使用增量式 PID 控制算法是通

过对控制量增量进行控制的方法,该算法计算量

小、不容易被影响,其表达式为

殼u(k)=Kp[e(k)-e(k-1)]+KIe(k)+
KD[e(k)-2e(k-1)+e(k-2)] (13)

u(k)=u(k-1)+殼u(k) (14)
参数整定以 Ziegle灢Nichols稳定边界法整定

PID参数最为著名[13],Ziegle灢Nichols整定公式如

表1所示。

表1暋Ziegle灢Nichols整定公式

Table1暋TurningformulaofZiegle灢Nicholsmethod

控制器

类别

整定参数

Kp Ti Td

P T/(K氂) 0 0

PI 0.9T/(K氂) 3.3氂 0

PID 1.2T/(K氂) 2.2氂 0.5氂

暋暋按经典Ziegle灢Nichols设计方法,通过适当地

选择控制器中的PID参数,将系统 Nyquist曲线上

的某一点 A0:G(j氊0)=raej(毿+氄a)移动到期望点

A1:G1(j氊0)=rbej(毿+氄b),则有公式[14]:

Kp=Kcrbcos氄b

Ti=2
氊c

1+sin氄b

cos氄
æ

è
ç

ö

ø
÷

b

Td= 1
2氊c

1+sin氄b

cos氄
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b

(15)

式中:氊c 为系统 Nyquist曲线的剪切频率。
选择不同的参数rb 和氄b,可以设计出更加稳

定的控制器。

3.2暋系统模型降阶

座舱增压控制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高阶

系统,为了便于研究该系统,可将原系统模型线性

化并降阶拟合为带延迟环节的一阶惯性系统[7],具
体形式为

G(s)= K
Ts+1e

-氂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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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系统增益;T 为惯性时间常数;氂为延迟

时间。
而后可解得该系统的惯性时间常数与延迟时

间,进而设计出系统PID控制器。

3.3暋压力控制系统仿真

对于如式(16)所示的座舱增压系统,根据现场

测量以及试验数据倒推的方式计算公式中参数的

具体值,故座舱增压系统增压与稳压阶段的传递函

数为

G(s)= 1.933
165.3s+1e

-1.3s (17)

利用座舱增压系统的传递函数,可以得到PID
控制仿真模型,如图4所示。

图4暋控制系统仿真模型图

Fig.4暋Simulationmodelofcontrolsystem

按改进经典 Ziegle灢Nichols方法进行 PID 调

参控制,可大幅减小该一阶惯性系统的震荡幅度,
仿真设计结果如图5所示。

图5暋仿真设计结果

Fig.5暋SimulationresultsofPIDcontrollerdesign

从图 5 可以看出:系统输出最大超调量为

0.3%,输 出 量 进 入 2% 误 差 带 的 调 整 时 间 为

10.8s,证明了该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能够满足座

舱增压系统的试验要求。

4暋测控系统的功能开发

目前最为常用的虚拟软件是 LabVIEW,它是

美国国家仪表设计的虚拟仪器开发平台,是一款功

能强大、工具多样的图形化编程语言,主要用于设

备控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工业过程仿真及控制

等领域[15]。LabVIEW 通过 VISA 技术、MODB灢
US通讯技术、自定义硬件设备技术可以支持各类

硬件的通讯。
上位机软件是通过 LabVIEW 平台开发的一

套压力系统软件,满足座舱增压系统的试验要求。
该软件主要功能包括:参数设置、零点采集、数据采

集及保存、数据分析回放等功能。
根据上述功能要求,程序结构分为四个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参数设置模块、手动调节模块、报警

及处理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主要负责显示,将采集的参数数

据进行处理、显示及保存,包括的功能有数据采集、
数据回放。该模块主要由 NI公司的PXIe输入模

块将压力信号传至上位机,供LabVIEW 调用并编

写程序加以完成。参数设置模块包括的功能有:传
感器参数标定、参数上下限设置、座舱加压曲线参

数设置。手动调节模块用于各个执行机构功能检

测,即阀门开关。报警及处理模块用于重要执行机

构的急停、故障报警、生成故障报表等。
其中最重要的模块是手动调节模块,该模块需

要满足的要求是:使低压气源传来的气体受电气比

例阀控制,电气比例阀能够接收模块输出的4~20
mA信号,对应输出线性阀门开度从全关到全开。
手动调节模块程序框图如图6所示。

图6暋手动调节模块程序框图

Fig.6暋Programblockdiagramofmanual

adjustmentmodule

程序运行后,对压力曲线及 PID 参数进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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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设定,然后进入压力曲线PID控制阶段,在整个

程序运行的过程中,需保证试验设备的安全。操作

流程如图7所示。完成曲线任务后,试验人员可根

据自定的要求做出筛选,重新调整PID参数,如此

迭代以完善曲线特性。

图7暋操作流程图

Fig.7暋Flowchartofoperation

5暋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座舱增压系统控制方案的可行性,对现

场搭建的座舱增压控制系统试验台按操作流程进

行试验,现场试验压力曲线如图8所示。由于现场

存在一定的信号干扰,已在程序中做了相应的滤波

处理,保证测量精度在暲0.5kPa范围内。

图8暋现场试验压力曲线图

Fig.8暋Curveoffieldtestpressure

从图8可以看出:增压阶段与降压阶段,压力

系统的跟随性较好,满足压力模拟跟随偏差暲5%
(FS)的试验要求;稳压阶段,曲线出现轻微波动是

由于现场干扰信号的不稳定性以及存在一定的气

体泄露量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数据表明稳压阶段

曲线表现较为稳定,系统稳定性较好。整条曲线的

控制精度保持在暲1kPa范围内,满足试验要求。
对于一条完整的试验曲线来说,软件从输入曲

线起就可将其分解为各个上升、平稳、下降阶段,由
此可以设定各个阶段的PID参数。而本文试验曲

线的增压阶段较降压阶段更为稳定,说明增压阶段

的PID参数整定较降压阶段更优。

6暋结暋论

(1)采用分段PID控制器能增强座舱增压系

统的稳定性,有效提高系统的输出精度。
(2)本文设计的分段PID控制器提高了飞机

座舱盖试验台增压系统的控制精度与试验效率,且
试验台满足各项技术要求,可为今后飞机座舱盖试

验台增压系统的控制器设计与调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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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节流孔是磁流变减摆器产生阻尼的主要方式,在磁流变减摆器实际工作环境下,磁流变液经过磁场时

会随磁场分布强度不同而产生变黏度等应激变化。建立某新型磁流变减摆器计算模型,通过改变节流孔孔径

大小,使用商业软件Fluent对其所产生的流场进行分析,将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磁流变

液流通量及淤积效应是决定磁流变减摆器初始阻尼及时滞效应的主要原因;在0.2mm 孔径时时滞效应最明

显,且随频率增高磁流变减摆器对于外界激励反应速度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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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FieldAnalysisofThrottlingApertureofaNewMagneto灢
rheologicalShimmyDamper

ZHUShixing,FUYibo
(CollegeofAeronauticalEngineering,CivilAviationUniversityofChina,Tianjin300300,China)

Abstract:Orificeisthemainwaysofmagneto灢rheologicalshimmydampertoproducedamping.Undertheactu灢
alworkingenvironmentofmagneto灢rheologicalshimmydamper,thestresschangessuchasvariableviscosity
canbecausedbydifferentmagneticfielddistributionwhilethemagneto灢rheologicalfluidispassingthroughthe
magneticfield.Thecalculationmodelofmagneto灢rheologicalshimmydamperisestablished.Thecommercial
softwareFluentisusedtoanalyzetheflowfieldcausedbymagneto灢rheologicalshimmydamperbychangingthe
sizeofthrottleaperture,andthesimulationresultsarecompared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Theresults
showthatthemainreasonsfordeterminingtheinitialdampingandtimedelayeffectarethefluxandjamof
magneto灢rheologicalfluid.Thetime灢delayeffectisthemostobviouswhenthethrottlingaperturediameteris
0.2mm,andtheresponsespeedofthemagneto灢rheologicalshimmydampertoexternalexcitationisdecreased
significantlywiththeincreaseof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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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前轮摆振会导致起落架疲劳断裂,是影响

飞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减摆器可有效抑制飞

机摆振现象的发生,但现役的油液式减摆器输出阻

尼大小不可调控,为追求飞机高性能,需要研制新

型减摆器。
磁流变减摆器作为代替油液式减摆器的解决

方案,以非牛顿流体磁流变液作为介质材料,受不

同磁场调节时其输出阻尼具有范围广、连续可控性



强等特点[1]。国外,A.Groisman等[2]对聚合物的

黏性湍流产生机理及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其研究

有助于提升对非牛顿流体流动领域的发展;T.M.
Gurubasavaraju等[3]根据半主动悬架系统 使 用

CFD软件,对双管磁流变阻尼器的阻尼力与流体

流动间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阻尼力

与流动间隙成反比。国内,邱翔等[4]基于J灢S流体

采用双摄动法分析了黏弹性参数和雷诺数等参数

对压力及剪切力的影响;祝世兴等[5]设计了一种双

线圈磁流变减摆器,并对其磁路进行了仿真分析。
流场分析方面,杜新新[6]通过对磁流变缓冲器的速

度和压力分布探究了磁流变缓冲器输出阻尼与进

口流速的影响;吴俊岐等[7]利用 UDF技术,研究

磁流变阻尼器流动过程中活塞速度及磁流变液黏

性对于输出阻尼的影响。但目前对磁流变减摆器

数值模拟多停留于磁路及结构方面的分析[8灢13],磁
流变液在磁流变减摆器中的流动状态研究甚少,特
别是磁流变减摆器节流孔孔径尺寸影响尚待发掘。

本文通过对某新型磁流变减摆器节流孔孔径

的流场分析,研究节流孔孔径对于减摆器输出阻尼

的影响;使用 ANSYSFluent对其不同孔径状态下

减摆器的三维流动特性进行数值仿真,初步研究磁

流变液流动状态及黏度分布对其阻尼产生机理及

减摆器性能的影响,并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1暋计算模型

1.1暋物理模型

为了测试及验证某型磁流变减摆器性能,选定

某型磁流变减摆器作为研究对象。磁流变液通过

节流孔进行受限流动而产生阻尼效果。在磁流变

减摆器实际工作环境下,磁流变液经过磁场时会随

磁场分布强度不同而产生变黏度等应激变化。由

于磁场分布强度难以监控,这使得对于磁流变减摆

器内部的流场模拟尤为困难[14]。但当磁流变液流

经节流孔附近时,节流孔处无磁场作用,所以流动

状态相对稳定。无磁场作用使得磁流变液黏度处

于一个稳定范围,因此对于节流孔附近的磁流变液

流动状态进行分析时,可将一定范围内磁流变液黏

度视为固定值,据此研究磁流变液流动状态。通过

对此条件下磁流变液流动状态的分析,可探究磁流

变减摆器阻尼产生机理,为优化磁流变减摆器设计

提供理论依据。

取某 型 磁 流 变 减 摆 器 所 对 应 输 出 力 约 为

288N时,取进口压强为300000Pa。所选取磁流

变液材料参数为:密度2.28~2.48g/cm3,黏度

0.042暲0.020Pa/s(104烏/40曟)。
由于受磁流变液本身特性影响[15],为控制模

拟的准确性,且综合考虑磁流变减摆器阻尼产生机

理,选取节流孔附近区域为研究对象,忽略磁场变

化对 磁 流 变 液 流 动 的 影 响,即 磁 场 强 度 变 化

殼H=0。暋
磁流变减摆器计算模型简图如图1所示,L 为

节流孔孔长,毤 为节流孔直径,壁面节流孔数量

n=4,节流孔按圆周分布且均匀分布于壁面上。
考虑到实际结构,计算模型前后进出口距来流方向

节流孔距离为6mm。

图1暋磁流变减摆器计算模型简图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magnetorheological
shimmydamper

由于磁流变减摆器工作环境及外界激励存在

非周期性影响,其流动产生的沿程阻力及局部损失

在某一范围内波动。因此将流动所产生损失近似

成与压力相关的单调函数,选择通过控制孔径来调

控流量变化。采用近似指数式增长对液体流通量

进行分级调控,综合考虑加工精度,故选取0.2,

0.5,1.0,1.2mm 孔径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不

同直径相同孔长的流场分析,探究节流孔孔径对于

磁流变减摆器的影响,其简化模型如图2所示。

图2暋简化节流孔物理模型与计算模型

Fig.2暋Thesimplificationoforificecalculationmodel

501第1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祝世兴等:新型磁流变减摆器节流孔流场分析



简化模型网格划分软件使用 ANSYSICEM,

进行非结构化网格生成,如图3所示。由于在流场

边界附近网格质量较差,被切割的矩形或立方体所

产生的形状可能极其不规则,产生的网格质量难以

保证。因此对节流孔及其附近网格进行加密,加密

后各模型中最差网格质量的网格数为614961,其
中网格最低质量的计算高度与其每一条边的长度

比为0.3,占比为0.001%,0.3以下无低质量网

格。经网格无关性验证,所得模拟结果基本一致。

图3暋网格质量分布图

Fig.3暋Thegraphofmeshquality

1.2暋理论计算基础及流场模型

根据工作原理不同,磁流变减摆器分为剪切

式、阀式、剪切阀式、挤压流动式。结合本文所涉及

磁流变减摆器结构,计算磁流变液流动所产生的阻

尼力,采用剪切-阀式(如图4所示)输出阻尼力计

算公式,其输出阻尼力Fsv如式(1)所示。

暋Fsv= 3毿毲s(D2-d2)
4Dh3 +s毿D毲é

ë
êê

ù

û
úúh x·+

3毿s(D2-d2)
h +sDé

ë
êê

ù

û
úú毿氂y (1)

式中:d为活塞直径;D 为缸筒内壁直径;h为活塞

与缸体的间隙;s为活塞的有效长度;毲为磁流变流

体的表观黏度;x· 为位移关于时间的一阶导数;氂y

为磁流变液的剪切屈服应力(受磁流变液自身性质

及所处磁场影响,由于本文计算工况取磁流变液处

于稳定磁场下,故可视氂y 为定值)。

针对于节流孔部分,磁流变液流动模式采用连

续性假设,基于 N灢S方程及连续方程对控制体进

行分析。

图4暋磁流变减摆器流场计算模型简图

Fig.4暋Schematicdiagramofflowfieldcalculation

modelofmagnetorheologicaldamper

在进口及出口处得到如式(2)~式(4)所示的

方程为

毠u
毠t+u毠u

毠x+V毠u
毠y+w毠u

毠z=-1
氀

毠p
毠x+v

殼

2u

(2)

毠V
毠t+u毠V

毠x+V毠V
毠y+w毠V

毠z=-1
氀

毠p
毠y+v

殼

2V

(3)

毠w
毠t+u毠w

毠x+V毠w
毠y+w毠w

毠z=-1
氀

毠p
毠z+v

殼

2w

(4)
由于三个迁移项为0,故:

毠u
毠t=-1

氀
dp
dx+v 毠2u

毠y2 +毠2u
毠

æ

è
ç

ö

ø
÷

z
(5)

假设管道内减摆器自身工作时,压力变化在x
方向处于规律性脉冲状态,忽略y、z方向影响,故
可将振动形式表达为

毠p
毠x=-氀Ccosw0t (6)

式中:p为压强;氀为磁流变液密度;C为振动幅度;

w0 为振动频率。
则根据 N灢S 方程,圆管内横向流速u 可表

达为

毠u
毠t=Ccosw0t+v毠2u

毠y2 (7)

由于磁流变减摆器随飞机机轮摆振进行周期

性的往复运动,其运动周期在减摆器正常工作状态

下呈周期性递减状态,递减周期受地面环境、机轮

轮胎状态、飞机着陆速度及着陆质量等因素复合作

用影响。因此对其整体运动状态分析,可能由于耦

合因素影响带来的不确定性引起较大的误差。但

对其递减运动内的某一周期状态下,作动筒往返一

次的运动状态可视为在某一恒定周期作用力下的

运动,对其进行分析结果较为可信。对磁流变减摆

器单次周期运动进行分析,此时可将磁流变减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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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单次往复运动视为对称流动,其筒内液体受外

界力影响呈单向流动,故各项异性流动基本可忽

略,因此本文采用k灢毰模型进行分析。

k灢毰模型是根据半经验公式总结而来,适用于

大多数工业流体情况,通过对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

即速度波动耗散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求解,得到流体

在划分流体域的流场分布情况。湍流动能量方程

k的表达式如式(8)所示,扩散方程暿的表达式如

式(9)所示。

毠
毠t

(氀k)+ 毠
毠xi

(氀kui)= 毠
毠xj

毺+毺t

氁
æ

è
ç

ö

ø
÷

k

毠k
毠x

é

ë
êê

ù

û
úú

j
+Gk-

Gb-氀暿-YM +Sk (8)

毠
毠t

(氀暿)+ 毠
毠xi

(氀暿ui)= 毠
毠xj

毺+毺t

氁
æ

è
ç

ö

ø
÷

暿

毠暿
毠x

é

ë
êê

ù

û
úú

j
+

暋暋C1暿
暿
k

(Gk+G3暿Gb)-C2暿氀暿2

k +S暿 (9)

式中:Gk 为各层流速度由于不同产生速度梯度而

引起的湍流动能;Gb 为由浮力产生的湍流动能;

YM 为在可压缩湍流中,过渡的扩散产生的波动,
此处取YM=0;C1、C2、C3 为常数;Sk 和S暿 由经验

公式及实际工况条件决定。
根据对动能方程及扩散方程的计算求解可得

到流场分布情况[16]。

1.3暋边界条件设定及剪切模型

结合实际实验过程与磁流变减摆器腔内情况,
入口边界条件设定为开放式边界,其质量和动量条

件设定为开放压强和方向;出口边界条件设定为压

力出口,根据额定工况设定入口压强为300000
Pa;在模型中轴线设立对称面以加快结果收敛速

度;壁面条件设定为无滑移,壁面粗糙度为Smooth
Wall。计算采用Fluent中内置非牛顿流体计算模

型,使用ShearRateDependent来模拟非牛顿流体

在受剪应力时屈服前后的黏度变化。
鉴于磁流变液黏度当受磁场影响时,磁流变液

近壁面端先受到磁场影响,与近中心位置的磁流变

液相比,近壁面端黏度较大,中心位置(远壁面)磁
流变液磁化最慢。当线圈通电后,磁流变液黏度分

布呈沿壁面至圆管中心轴线黏度逐渐降低的对称

分布。因此在模拟计算时根据磁场分布将磁流变

液黏度通过分层模式来设定进口黏度分布[17灢18]。
参考SY/T6613-2005可得其流性指数及稠

度系数的经验公式。其计算公式为

氂=K毭·n (10)

式中:氂为磁流变液的剪切应力;K 为磁流变液稠

度系数;毭· 为剪切速率;n为流性指数。

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的曲线在直角坐标

系中为一条曲线,但从式(10)可得该曲线在双对数

坐标系中为一条直线,其中n为该直线斜率,K 为

当剪切速率取1时,y 轴的截距。使用 Matlab软

件结合磁流变液说明书中磁流变液剪切应力-剪

切速率图像进行拟合,采用指数式拟合,并将所得

指数函数取双对数坐标化可得其K 与n 值。其剪

切应力-剪切速率曲线图像如图5所示。

图5暋磁流变液剪切应力-剪切速率曲线图

Fig.5暋Shearstressasafunctionofshearratewithno

magneticfieldappliedat40曟 (104烏)

2暋计算结果及内部流场分析

节流孔阻尼通道速度云图如图6所示。

(a)0.2mm 孔径速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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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mm 孔径速度云图

(c)1.0mm 孔径速度云图

(d)1.2mm 孔径速度云图

图6暋磁流变减摆器阻尼通道速度云图

Fig.6暋Velocitycontourofmagnetorheological

damperdampingchannel

从图6可以看出:随着节流孔孔径增加,其节

流孔中磁流变液速度随之上升,射流影响区域不断

增加,使得磁流变液黏度分层现象减弱,使减摆器

输出阻尼更加平稳均匀;同时射流在出口处被急剧

减小,产生阻尼效果。节流孔孔径愈大,磁流变液

流经节流孔速度随之增加,流通性能愈好。但随速

度增加,磁流变液速度分层现象愈发严重,流体动

能通过内摩擦热耗散部分消耗的能量占比增加,反
而不利于阻尼产生。

湍流黏度分布图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当磁

流变液从环形圆槽流入小孔时,在节流孔前区产生

一定淤积。除1.2mm 孔径外,随着流通孔径的增

大,流通系数增大,磁流变液淤积效应逐渐减弱,磁
流变液分层现象加剧,磁流变液流动率更高,磁流

变减摆器阻尼灵敏度更高。节流孔孔径前所产生

的淤积量又决定着磁流变减摆器所产生初始阻尼

的大小,0.2mm 及0.5mm 孔径时磁流变减摆器

初始阻尼相对于1.0mm 及1.2mm 孔径初始阻

尼更大。但由于淤积量较少的缘故,1.0mm 及

1.2mm孔径磁流变减摆器所产生的时滞影响更

小,对于复杂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在低时滞

要求的工况状态下,使用较大孔径的磁流变减摆器

效果更佳。但1.0mm 孔径与1.2mm 孔径相比,
可明显观察到磁流变液所产生的黏度分布向节流

孔附近转移。1.2mm 孔径时,受节流孔附近组分

黏度聚集影响,磁流变液从环形圆槽流入节流孔处

分层现象减弱,部分磁流变液滞留于节流孔前,磁
流变减摆器性能受到削弱。

(a)0.2mm 孔径湍流黏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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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mm 孔径湍流黏度分布图

(c)1.0mm 孔径湍流黏度分布图

(d)1.2mm 孔径湍流黏度分布图

图7暋磁流变减摆器湍流黏度分布图

Fig.7暋Turbulentviscosityofmagnetorheological

damperdampingchannel

涡量分布方面,磁流变液通过节流孔时在节流

孔附近会伴随着涡的产生,大涡团通过吸收能量破

碎成小涡团消耗能量。当节流孔孔径为0.2mm
和0.5mm 时,磁流变液流经节流孔时未产生大量

的涡,此时剪切应力占主导影响。对于身为较高黏

度流体的磁流变液来说,层流流动克服剪切应力所

带来的损耗完全高于湍流形成涡所带来的损耗,以

至于在小阻尼需求工况下难以达到应有的阻尼效

果。而1mm 孔径下能明显观察到有部分涡的产

生,在同一磁流变液情况下使得减摆器输出阻尼范

围较广,阻尼效果好。但孔径的增大(1.2mm 孔

径时)使得涡的产生也带来了不利影响,磁流变液

流动产生的涡团发生聚集,部分涡团甚至破碎成小

涡团,涡团通过旋转将动能耗散为热能,且磁流变

液在进出节流孔附近时受组分黏度梯度削弱影响,

使磁流变减摆器输出阻尼减少。

3暋磁流变减摆器实验结果对比及验证

将本文所研究的磁流变减摆器搭载于某型无

人机前起落架进行实验,结合实际工作中起落器所

受最大载荷约为4kN,最大起飞速度为125km/h
的情况,测试减摆器工作性能数据。为探究孔径变

化对于减摆器工作性能影响,综合考虑频率、电流

及不同滑跑速度所造成的影响,整理所得实验数

据。整理后实验数据如图8所示,其中垂向载荷为

起落架与飞轮接触施加的载荷;机轮偏角为干扰机

构强制干扰机轮后机轮与轴线偏角变化情况;激励

力可等效为磁流变减摆器输出阻尼。

(a)0.2mm 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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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mm 孔径

(c)1.0mm 孔径

(d)1.2mm 孔径

图8暋实验数据图

Fig.8暋Experimentaldata

从图8可以看出:当忽略电流及频率影响时,

1.0mm孔径下机轮受到初始扰动后,在3个周期

内,摆振幅值降至初始扰动值的1/4以下;反之

0.2、0.5及1.2mm 条件下,摆振角在3周期内未

能降低至摆振幅值性能要求最低值。在1mm 孔

径工况条件下,磁流变减摆器可以对外界提供稳定

的所需阻尼力,其装载的减摆器工作性能明显优于

0.2、0.5、1.2mm 孔径等工况。其中1.2mm 孔

径实验数据证明了过大孔径的条件反而会使得磁

流变减摆器因流量过大引起输出阻尼不匹配的现

象,印证了仿真模拟中不同孔径条件下,流通效果

对于输出阻尼的影响即磁流变液流通量过量时会

导致磁流变减摆器输出阻尼难以符合所需阻尼值,
难以满足实际减摆阻尼要求的结论。同时根据实

验结果所得加载激振力与机轮摆角的分析可知:

1.0mm孔径时,减摆器可以根据外界响应及时的

提供激励力,但0.2、0.5mm 孔径提供激励力不足

甚至无法及时响应,1.2mm 孔径虽有响应,但其

输出阻尼不足使得机轮偏角变化难以维持,减摆效

果不佳。实验数据所得的激励峰值与机轮偏角峰

值的时间差表明磁流变减摆器具有一定的时滞效

应,这与流场分析中由于磁流变液的流动损失引发

的干扰相符,印证了仿真中淤积效应对于响应时间

的影响,证明磁流变液方面流动状态是对于外界激

励存在即时响应的主要因素。
针对上述情况,磁流变减摆器的孔径大小根据

所需阻尼力进行调节,当阻尼力产生不足时,需增

加流动损失或调节磁流变液所处磁场强度,通过增

加初始阻尼来满足实际情况所需阻尼力,以达到预

期阻尼效果。
为探究磁流变液流通率所引起的时滞及阻尼

力输出影响因素,选取流通量最小及最可能存在阻

塞现象的0.2mm 孔径为例,进行试验验证,所得

试验结果如图9所示。

(a)3Hz位移-激励力图像

(b)3Hz速度-激励力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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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Hz位移-激励力图像

(d)7Hz速度-激励力图像

(e)9Hz位移-激励力图像

(f)9Hz速度-激励力图像

图9暋磁流变减摆器0.2mm 孔径不同频率下示功图

Fig.9暋Differentfrequenciesexperimentaldataof
0.2mmorificedamper

从图9可以看出:在0.2mm 孔径下,当活塞

处于位移“0暠位置时,活塞对应的速率理论上应处

于峰值状态。但由于磁流变液流通时因部分淤积

引起的堵塞效应,同一磁流变减摆器速率峰值产生

的位置在不同工况条件会存在差异性,尤其在不同

频率影响下,这种差异性尤为明显。这种差异性所

引发的输出阻尼峰值时间节点上的延后较大概率

引发了输出阻尼的时滞效应。
此外,在低频状态下,活塞速度峰值会因流通

效果的不稳定性产生明显波动。随着频率增高,流
通量增大,活塞最大速度至反向速度阶段愈发平

缓,有助于稳定输出阻尼力,提升减摆器输出阻尼

性能。也就是说,速度峰值的不稳定也会引起输出

阻尼的迟滞,使得磁流变减摆器对于外界激励的响

应延后,不利于提供应激效果。因此需要根据实际

所需阻尼来控制磁流变液流通量。

4暋结暋论

(1)通过对磁流变减摆器不同节流孔孔径流

场分析,得到在0.2mm 孔径时时滞效应最明显,
而在1mm 孔径时减摆器提供的阻尼力与减摆所

需阻尼力匹配良好,减摆效果最佳。
(2)当其他条件一定时,改变磁流变减摆器节

流孔孔径大小,其初始阻尼会发生明显变化,进而

直观影响减摆效果。
(3)考虑到实际所处环境,在涉及复杂环境及

工作频率范围较广时,需要同时对频率及初始阻尼

进行耦合计算,以达到最优减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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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importantmeansofatmosphericthreatawareness,airborneweatherradarplaysan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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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气象条件是影响飞机飞行安全的重要因素之

一[1]。为了避免飞行过程中由于恶劣气象导致的

飞行事故,气象雷达成为飞机必备的机载电子设

备,用于实现航路前方的气象实时探测与显示,使
飞行员及时了解航路上的气象分布态势,辅助规避

危险气象,从而保障飞行安全。

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

机载气象雷达的功能、性能也随着实际使用需求而

不断改进。自1955年民用飞机配装气象雷达以

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机载气象雷达功能已十分

先进,各项操作也更趋于简便和自动化[2]。同时,

随着硬件技术、大规模集成器件以及数字信号处理

技术的发展和飞行安全需求的提升,机载气象雷达

朝着更加精细化探测与精确告警的方向发展。因

此,机载气象雷达未来将面临巨大的商机与挑战,

需要大力开展相关技术的研究。



本文简要分析机载气象雷达的国内外现状,对

RockwellCollins和 Honeywell两家公司典型雷

达产品的功能性能进行分析,从飞行安全需求的角

度出发,梳理出新一代机载气象雷达的关键技术及

难点,并对机载气象雷达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展

望,以期为国内航空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1暋国内外机载气象雷达现状分析

1.1暋国外机载气象雷达产品现状

国际上,民用飞机机载气象雷达基本被美国

RockwellCollins和 Honeywell两家公司所垄断,
作为商用机载气象雷达领域的“领头羊暠,其产品代

表了机载气象雷达的先进技术。
(1)RockwellCollins公司典型机载气象雷达

产品简介

目前,RockwellCollins公司的主要机载气象

雷达产品有:WXR 系列、TWR 系列、RTA 系列

等。其中,WXR灢2100雷达是目前 RockwellCol灢
lins的主推产品,主要装配空客 A319/320、波音

737NG等机型。

WXR灢2100多扫描威胁气象雷达[3灢8]是 Rock灢
wellCollins在2006年推出的新一代机载气象雷

达产品,该雷达采用多扫描技术抑制地杂波,能够

探测320nmile(1nmile=1852m)范围内的气

象目标,具有增强型湍流探测、风切变告警、飞越保

护、路径衰减补偿和告警、海洋/陆地气象校正、全
球地理相关、雷暴单元跟踪、冰雹和闪电预测、边扫

描边跟踪等多项先进技术,进一步加强了对雷暴的

跟踪以及评估能力,可安全、平稳、高效地探测、分
析、显示对飞机的相关气象威胁。该型气象雷达所

具备的全面气象分析技术,基于飞行的不同状态和

飞行航线,定向连续的危险评估技术都为飞行提供

了安全保障。多扫描雷达的一系列突破性核心技

术造就了它的自动性和高性能,引领了气象雷达产

业的发展。
(2)Honeywell公司典型机载气象雷达产品

简介

Honeywell公司的主要机载气象雷达产品有:

ART系列、Primus系列、RDR 系列以及IntuVue
系列,其中RDR灢4000雷达是目前 Honeywell的主

推产品,主要装配空客 A320/A340/A380等机型。

RDR灢4000三维自动气象雷达[9灢13]是 Honey灢
well于2008年推出的具有脉冲压缩功能和三维气

象探测能力的机载气象雷达,该雷达使用了立体扫

描技术,在巡航阶段进行了17个俯仰层的扫描,结
合全球地形数据库实现地杂波抑制,3D存储器中

存储了 飞 机 前 方 320n mile 从 地 平 面 到 海 拔

60000ft(1ft=0.3048m)空域中的所有气象目

标,能够对立体扫描数据进行合成显示,同时对感

兴趣方位的气象目标进行垂直剖面显示,获得更为

直观的气象目标强度、高度等信息。该雷达还具有

增强型湍流探测、风切变告警、路径衰减补偿等功

能,基于垂直多扫描功能的边扫描边跟踪技术实现

了云层高度探测、闪电、冰雹预测,可帮助飞行员更

容易、更准确地操控飞机绕过或越过雷暴,从而减

少航班延误、返航及备降。

IntuVueRDR灢7000气象雷达系统[14灢15]是 Ho灢
neywell现有技术上最先进的雷达。该雷达使用

成熟的技术,能够为飞行员提供天气检测、分析和

回避功能,具有自动3D 体积扫描功能、湍流探测

距离 达 60n mile、预 测 式 风 切 变 作 用 距 离 为

10nmile、冰雹和闪电检测预警等功能,是第一台

提供完整垂直天气视图的雷达,可以更加准确地分

析和显示天气,在最安全、最舒适的路线上做出充

分明智的战术决策,增强安全性,最大限度减少与

天气有关的飞机损坏。该雷达小而轻的特点也使

它非常适用于中小型公务机、直升机、支线飞机等

机型。
(3)美国Garmin公司典型机载气象雷达产品

简介

GWX灢80[16]是美国 Garmin公司在2017年推

出的用于商用和军用飞机的、性能先进的多普勒气

象雷达,该雷达实现了自动3D 体积扫描、预测式

风切变检测、结冰和闪电预测以及先进的地面杂波

抑制功能。新的增强调色板具有比市场上其他机

载气象雷达更多的色彩轮廓,同时集成了自动大气

威胁评估功能,帮助飞行员分析对流天气威胁,有
助于实现态势感知,减少飞行员的工作量,并降低

飞机运营成本。
通过对多家公司的典型机载雷达产品进行对

比分析发现,虽然各雷达的技术实现细节不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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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侧重,但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即提高对威胁飞行

安全的气象的探测与告警能力。目前,美国 Rock灢
wellCollins、Honeywell、Garmin 以 及 Curtiss
Wright公司等四家原始设备制造商正在开展对具

有探测距离更远、耐用性更强、人机界面更加友好

优点的机载气象雷达新技术的研究[17],使机载气

象雷达探测技术不断地朝更精确、更智能的方向

发展。

1.2暋国内机载气象雷达技术现状

近年来,国内包括航空工业雷华电子技术研究

所、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北工业大

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业,积极开展了机载气象雷达的相关技

术研究,在雷达气象学、湍流探测、风切变探测、危
险气象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机载气象

雷达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上,已具备相当功能的雷达

产品。

2暋机载气象雷达关键技术

机载气象雷达的技术发展一直致力于提高飞

行安全性,FAA飞行规划和ICAO 业务计划都将

飞行安全纳入第一战略目标[18灢20],为使气象雷达

充分发挥危险气象感知能力,确保飞行安全,以下

关键技术需要重点研究。

2.1暋全自动智能化探测技术

严重威胁飞行安全的雷暴等危险气象目标,是
在空间范围内尤其是高度上具有一定发展特性和

回波特征的体目标,且不同的发展状态和发展高度

都会对飞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机载气象雷达常规

气象探测技术无法获取其立体分布信息,影响危险

性判断。RDR灢4000雷达采用了立体扫描技术来

获取全量程范围内的立体气象信息,但涉及到的扫

描层数多,机械扫描条件下数据更新速度慢,对于

发展变化迅速的气象信息不能及时获取。
全自动智能化扫描技术,将根据载机实时飞行

信息、雷达参数等,结合地形信息及气象目标特性,
调配合理的雷达探测方式,实现气象目标的快速有

效探测,获取载机前方大范围气象分布态势,并能

够根据探测结果自动调度雷达资源,实现对重要气

象的立体扫描与跟踪,不仅提高了气象探测更新

率,还能够存储气象三维回波信息,作为后期危险

气象识别的数据基础。

2.2暋危险气象识别技术

普通降水云和雷暴在某些条件下具有相似的

回波反射率强度,但其对飞行安全的影响差异很

大,后者才是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的元凶。因此,判
断气象是否危险,仅根据雷达反射率强度是不够

的,还需识别威胁飞行安全的危险气象,如雷暴、闪
电、冰雹、湍流、风切变、冰晶、晴空湍流、火山灰等,

在确保飞行安全的前提下,可降低航空公司的运营

成本、减少旅客出行延误等情况。

气象目标可看作是一个具有体积连续性的三

维立体结构。目前,国内外雷达气象领域的研究人

员在地基天气雷达危险气象识别与预测领域做了

大量工作,其中雷暴单体识别与跟踪(SCIT)[21]、

雷暴识别跟踪分析与预报(TITAN)[22]等是较为

经典的雷暴识别算法,国内一些研究人员在以上两

种算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得到较多类别的雷暴

分类识别算法[23灢24]。多因子冰雹云判别方程、冰

雹检测算法(HAD)[25]等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冰雹

识别算法,同时,也有根据雷暴与冰雹、闪电的内在

联系,在雷暴识别的基础上,提取相应的回波特征

来实现冰雹、闪电的预测,也可以基于闪电数据实

现雷暴的识别、追踪与外推[26]。

另外,有别于传统单极化雷达需在气象三维立

体数据基础上进行危险气象识别,双极化雷达可通

过信号处理提取气象回波的双极化特征参量,用来

估计气象目标内部粒子大小、相态等微物理特征,

实现对降水、冰雹、雪等威胁飞行安全的气象目标

的分类识别[27灢28]。极化气象目标识别技术是另一

种有效的识别手段,已应用于地面天气雷达信号处

理系统。

对于机载气象雷达而言,危险气象识别可借鉴

地基天气雷达的研究成果,但由于雷达体制、波段、

天线波束宽度、雷达探测视角等差异,以上算法在

机载气象雷达上应用还需要通过大量的试验进行

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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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暋气象威胁评估技术

飞行过程中,由于气象目标特性、飞机特性和

飞行环境等因素影响,雷达探测到的气象反射率强

弱并不能准确表征气象对飞行的威胁程度,还需要

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地理信息:包括平原、高山、盆地、江河、湖

泊等;
(2)气候环境:包括大陆性气候,季风气候,高

原山地和海洋气候等;
(3)飞机类型:包括不同翼载的固定翼飞机和

旋翼飞机;
(4)飞机状态:包括起飞、降落、低空飞行和中

高空巡航等不同阶段。
气象威胁评估主要实现复杂多变的气象目标

对处于不同飞行阶段的飞机飞行安全的影响分析,
并以醒目的符号对危险区域进行标识与告警,使飞

行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获得最真实的气象

威胁感知。该技术的难点在于:栙不同地理、气候

条件下气象目标的统计特性,这需要对各区域大量

典型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与总结;栚气象条件对不同

飞机类型、飞行阶段的飞行安全影响分析,这需要

对各类飞机的气动特性进行建模仿真,获取可靠的

告警门限,涉及飞行气象学、空气动力学等多个领

域,研究难度较大。

2.4暋机载毫米波雷达气象探测技术

毫米波雷达已经广泛应用于直升机载战场侦

查和监视、火控和跟踪、防撞、高分辨率成像和敌我

识别等领域。毫米波对微小粒子具有较强的散射

特性,能够探测云内部的精细结构,提高对气象目

标形成的微物理过程的认知,在气象观测领域有着

重要的研究意义。国内外已研究出多型地基、机载

和星载毫米波测云雷达[29灢31]。

将毫米波雷达装载于飞行平台,作为危险气象

探测与导航用途时,采用前视探测的方式获取飞行

前方范围内的气象分布情况。严重的空间传输衰

减及其使用场景和需求使得毫米波雷达在气象探

测时作用距离近,仅能适用于直升机、支线飞机等

航行速度较慢的机载平台。美国FLIR公司(原加

拿大 Amphitech)研制的 OAsys毫米波障碍物感

知雷达系统,其气象探测距离达40nmile。航空

工业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利用研制出的毫米波雷

达实现了气象模式的试飞,录取了大量的气象数

据。一个扫描扇区地杂波抑制后的气象反射率因

子探测结果如图1所示,横坐标为扫描方位角,天
线扫描范围暲45曘,纵坐标为探测距离,显示量程

45km。

图1暋机载毫米波雷达气象探测结果

Fig.1暋Thereflectivitydetectedbyairborne

millimeter灢waveradar

从图1可以看出:毫米波雷达能够实现气象目

标的有效探测,虽然探测距离较近,但是能够满足

直升机平台的使用需求。除此之外,机载毫米波雷

达还能够通过波形设计和信号处理等方式获取气

象目标速度和谱宽信息,以辅助实现危险气象区域

的识别。因此,研究毫米波雷达气象探测技术,可
解决已安装毫米波雷达的直升机加装气象雷达带

来的成本和装机空间问题,保障直升机低空飞行

安全。

但是,利用毫米波雷达实现气象探测告警的应

用尚存在较多的技术难点,如毫米波雷达进行气象

探测时,云雨等气象目标衰减大,若要获取准确的

回波反射率强度,需要对毫米波雷达回波衰减订正

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另外,衰减影响将导致气象回

波信息不完整,需考虑如何设计毫米波气象探测方

式以获取更多的目标信息、并在有限的目标信息的

基础上实现危险气象的识别。以上都是毫米波雷

达气象探测技术亟需解决的问题。

3暋机载气象雷达发展趋势

全自动智能化、气象威胁评估与精确告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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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机载气象雷达的发展方向。随着机载气象雷

达技术的发展和器件的升级换代,机载气象雷达可

借助双极化、相控阵雷达、多传感器联合探测等技

术来增强对危险气象目标的探测、识别、评估与告

警能力。

3.1暋双极化雷达

双极化雷达除了能够获取常规单极化雷达得

到的宏观气象参量外,还能够通过信号处理等方式

提取出微观气象参量,如图2所示,在定量测量降

水、准确探测目标物理特性、气象目标精细化识别

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32]。

图2暋双极化雷达与常规气象雷达探测参数对比

Fig.2暋Comparisonofdetectionparametersbetween

dual灢polarizationradarandconventionalweatherradar

将双极化技术应用于机载气象雷达,可获取更

丰富的气象目标回波信息,通过对极化参量信息的

分析,可提高雷达测雨精度,同时获取水凝物大小、
形状、相 态 等 特 征,实 现 精 细 化 的 气 象 目 标 分

类[33],并能够有效区分气象回波和地杂波[34灢35],解
决机载气象雷达地杂波抑制难题。目前极化技术

已在S波段和C波段的地基天气雷达上成功布署

和应用,基于极化特征的气象目标分类技术已经在

地基双极化气象雷达上进行了较充分地研究与验

证,这些技术都为机载双极化气象雷达的研制奠定

了基础。
但由于装机空间和重量的限制,机载双极化气

象雷达还需考虑天线尺寸、发射功率、扫描方式、极
化参数测量、极化校准等雷达系统技术、偏振雷达

反射率因子衰减订正技术以及飞行场景下的极化

特征提取、气象目标分类等信号处理技术的适应性

问题[36]。

3.2暋相控阵雷达

相控阵雷达具有波束灵活、捷变特性,能够提

高获取信息的时间分辨率,大幅缩短扫描时间,节
省雷达资源。将相控阵技术应用于机载气象雷达

领域,可以更加灵活地控制收发波束形状、波束扫

描速度和目标驻留时间,采用边扫描边跟踪方式,
通过资源管理、自适应探测、先进信号处理等技术

实现全空域气象探测与重要气象立体扫描,不仅能

够更快地获取更丰富的气象回波信息,改善地杂波

抑制性能,还可以高效地完成航路上的气象态势分

析,大幅提高目标的更新率,提前对危险气象进行

预警。对于高巡航速度的飞机而言,也意味着提高

了飞行的安全性。相控阵雷达是机载气象雷达的

发展趋势,其在机载火控、预警领域的成功应用,也
为相控阵天线在机载气象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工程

技术基础。

3.3暋系统架构一体化

机载气象雷达由于装机空间等条件限制,对雷

达系统的体积、重量、功耗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雷达系统架构的一体化设计,不仅能够简化设备、
缩小体积、减轻重量、降低成本,而且功能更强、可
靠性更高。

同时,机载综合监视系统(ISS)是未来机上监

视设备的发展方向,它将机载气象雷达与空中交通

告警和防撞系统、应答机、近地告警系统等机上其

他相互独立的监视设备更加紧密的集成化[37灢38]。

ISS将各种告警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给飞行员提供

实时高效且全面准确的态势感知,避免恶劣气象环

境、邻近空域内的与本机距离过近的飞机以及可控

飞行撞地事故等威胁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机载

气象雷达作为ISS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体化架构

降低了多系统集成的难度,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
因此,机载气象雷达系统架构的一体化设计是

机载气象雷达发展的必然趋势。

3.4暋多传感器联合探测

为了提升雷达对航路前方气象的准确探测、识
别、预测与威胁分析能力,同时降低飞行员的工作

强度,通过机载气象雷达与机上其他相互独立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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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的交联,实现基于多传感器的气象联合探测,
同时借助地面天气雷达、星载气象雷达以及其他机

载气象雷达等强大的气象探测网络和高速大容量

的航空数据链路的支撑,丰富航路前方危险气象信

息,在数据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气象目标的精细化分

析、高精度综合显示与告警,并辅助航路规划,如图

3所示。主要实施途径如下:
(1)将闪电探测仪与机载气象雷达探测结果

进行融合,不仅能够提高闪电定位精度,还能预测

强对流的存在及演变;
(2)晴空湍流探测器、火山灰探测器等传感器

的探测结果,与机载气象雷达实现数据融合与综合

显示;
(3)利用温度传感器获取的温度信息,结合雷

达探测结果,区分常温层、低温层和超低温层,评估

不同温度层的水凝物相态,辅助判断气象目标的危

险性;
(4)通过空地协作的方式,融合上传的卫星云

图和地面多普勒天气雷达图像,实现气象信息共

享,提高飞行员对危险气象的感知能力。

图3暋气象雷达与多传感器联合探测

Fig.3暋Combineddetectionofairborneweather

radarandmulti灢sensor

3.5暋雷达功能扩展

随着航空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机载气象雷达

的安全导航能力也在不断地改善,可开发扩展以下

功能:
(1)结冰区探测。飞机飞过结冰区,可能导致

飞机积冰,对飞机的失速特性,起飞、爬升、续航、着
陆等性能、发动机性能以及稳定性等造成很大的

影响[39]。
(2)尾流探测。飞机尾流是飞机经过后引起

的空气不规则运动,会危及跟进的后机飞行安

全[40]。尾流体积小,回波强度弱,现有雷达体制下

难以探测,需针对尾流的特点,研制出适用于尾流

探测的雷达系统及其探测方式。
(3)空中小目标监测。近年来,飞机在起降和

飞行过程中与鸟类、无人机等飞行物相撞的事件日

益增多,是航空安全的重大隐患。利用高分辨雷达

识别鸟类、无人机等空中目标,建立预警模型,有针

对性地驱散和避开鸟群、无人机等,是降低空中目

标相撞危害的有效途径[41]。
(4)气象信息服务。气象信息服务的关键是

异源数据的融合和大数据量的实时传输。通过地

面天气雷达网络和空中机载气象雷达数据的双向

信息共享,机载气象雷达及时获取地面采集的气象

信息,与机上雷达获取的气象信息进行融合处理;
地面气象信息网络也可以结合机载气象雷达获取

的气象信息,实现地面雷达盲区和远距离的气象监

测。两者的信息共享,互相弥补,实现更大范围和

更精确的气象预测。

4暋结束语

机载气象雷达实时探测载机航路前方的气象

目标,并以醒目的方式进行提示与告警,是保障飞

行安全的重要机载电子设备。随着航空事业的快

速发展和人们对飞行安全需求的日趋增高,机载气

象雷达正朝着气象的精细化探测、精确告警和友好

的人机交互方向发展,这对目前体制下的雷达系统

和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一代机载气象雷达可通过对气象目标的智

能化探测、识别与威胁评估等技术的研究,借助新

体制、多传感器联合探测等方式,不断与机载航电

设备集成,在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利用集成

系统的共享信息进一步增强危险气象探测和告警

能力,为飞行员提供全面而精确的气象态势,引导

飞行员规避危险气象,保障飞行安全。

参考文献

[1] 张建荣.气象条件对飞机及其飞行的影响分析[J].航空科

学技术,2014,25(5):54灢56.

ZHANGJianrong.Impactanalysisofweatherconditionson

aircraftanditsflight[J].AeronauticalScienceandTechnol灢
ogy,2014,25(5):54灢56.(inChinese)

[2] 吴仁彪,卢晓光,李海,等.机载前视风切变检测气象雷达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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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



的研究进展[J].数据采集与处理,2014,29(4):496灢507.

WURenbiao,LUXiaoguang,LIHai,etal.Overviewon

airborneforward灢lookingweatherradarwithwindshearde灢
tectioncapability[J].JournalofDataAcquisition & Pro灢
cessing,2014,29(4):496灢507.(inChinese)

[3] RockwellCollins.Collins WXR灢2100 multi灢scanTM radar

fullyautomaticweatherradaroperator暞sguide[R].USA:

RockwellCollins,2003.
[4] RockwellCollins.Collins WXR灢2100 multi灢scanTM radar

fullyautomaticweatherradar[EB/OL].[2020灢09灢14].

http:曃www.smartcockpit.com.
[5] RockwellCollins.WXR灢2100 multi灢scanhazarddetection

systemproductinformation[EB/OL].[2020灢09灢14].ht灢
tp:曃www.rockwellcollins.com.

[6] RockwellCollins.Multi灢scanhazarddetectionTMradaroper灢
ationalcompetitiveanalysis[R].USA:RockwellCollins,

2009.暋
[7] RockwellCollins.WXR灢2100componentmaintenanceman灢

ual[R].USA:RockwellCollins,2012.
[8] RockwellCollins.WXR灢2100multi灢scanthreattrackTM we灢

atherradar[EB/OL].[2020灢09灢14].http:曃www.rock灢
wellcollins.com.

[9] Honeywell.3DvisionaryRDR灢4000[R].USA:Honey灢
well,2006.暋

[10] Honeywell.Pilot暞sguideforRDR灢4000weatherradarsys灢
temwithforwardlookingwindsheardetection[R].USA:

Honeywell,2006.
[11] Honeywell.IntuVue3灢Dweatherradarproductinformation

[EB/OL].[2020灢09灢14].https:曃aerospace.honeywell.

com.暋
[12] Honeywell.RDR灢4000M 3D weatherradarsystem[EB/

OL].[2020灢09灢14].https:曃aerospace.honeywell.com.
[13] Honeywell.IntuVueRDR灢40003D weatherradarsystem

[EB/OL].[2020灢09灢14].https:曃aerospace.honeywell.

com.暋
[14] Honeywell.Honeywell暞sIntuVueRDR灢7000weatherradar

system[EB/OL].[2020灢09灢14].https:曃aerospace.hon灢
eywell.com.

[15] Honeywell.IntuVueTM RDR灢7000weatherradarforbusi灢
nessaircraftandhelicopters[EB/OL].[2020灢09灢14].ht灢
tps:曃aerospace.honeywell.com.

[16] Garmin.GarminGWX80weatherradarforcessnalongi灢
tude[EB/OL].[2020灢09灢14].https:曃www.garmin.com.

[17] 全球无人机网.美国原始设备制造商探索提高机载气象雷

达性能的新技术[EB/OL].(2019灢07灢12)[2020灢09灢14].

https:曃www.81uav.cn/uav灢news/201907/12/59607.ht灢
ml.

GlobalUAVnetwork.USOEMsexplorenewtechnologies

toimprovetheperformanceofairborneweatherradar[EB/

OL].(2019灢07灢12)[2020灢09灢14].https:曃www.81uav.

cn/uav灢news/201907/12/59607.html.(inChinese)

[18] Federal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flightplan2009灢

2013[EB/OL].(2010灢03灢20)[2020灢09灢14].https:曃

www.faa.gov/about/plans_reports.
[19] FederalAviationAdministration.NextGenimplementation

plan2018-2019[EB/OL].[2020灢09灢14].https:曃www.

faa.gov/nextgen.
[20] ICAO.ICAOannualreportofthecouncil-2018[EB/OL].

[2020灢09灢14].https:曃www.icao.int/about灢icao/Pages/

annual灢reports.aspx.
[21] 汤玉杰,佘勇.基于SCIT算法的天气雷达回波风暴识别跟

踪方法[J].雷达与对抗,2014,34(1):19灢21,57.

TANGYujie,SHEYong.Stormidentificationandtracking
ofweatherradarsbasedonSCITalgorithm[J].Radar&

ECM,2014,34(1):19灢21,57.(inChinese)

[22] 刘海.强对流天气识别与预报方法研究[D].天津:天津大

学,2014.

LIU Hai.Researchonrecognitionandforecastmethodsof

severeconvectiveweather[D].Tianjin:TianjinUniversity,

2014.(inChinese)

[23] 王萍,高毅,李聪.50km 以内雷暴系统的分类识别方法研

究[J].气象,2016,42(2):230灢237.

WANGPing,GAOYi,LICong.Methodstudyofclassifi灢
cationandrecognitionofthunderstormsystemlessthan50

km[J].MeteorologicalMonthly,2016,42(2):230灢237.
(inChinese)

[24] 刘学谦,刘娟.基于网格的雷暴识别与追踪技术[J].计算

机工程与设计,2015,36(1):254灢257.

LIUXueqian,LIUJuan.Thunderstormidentifyandtrack灢
ingtechnologybasedongrids[J].ComputerEngineering
andDesign,2015,36(1):254灢257.(inChinese)

[25] 郑建琴.基于 GIS的雷达冰雹识别算法及应用[D].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6.

ZHENGJianqin.Thehailstormidentificationalgorithmand

applicationbasedonradardataandGIS[D].Nanjing:Nan灢
jing University of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inChinese)

[26] 周康辉,郑永光,蓝渝.基于闪电数据的雷暴识别、追踪与

外推方法[J].应用气象学报,2016,27(2):173灢181.

ZHOUKanghui,ZHENGYongguang,LANYu.Thunder灢
stormidentification,trackingandextrapolationbasedon

lightningdata[J].JournalofApplied MeteorologicalSci灢
ence,2016,27(2):173灢181.(inChinese)

[27] 郭凤霞,马学谦,王涛,等.基于X波段双线偏振天气雷达

的雷暴云粒子识别[J].气象学报,2014,72(6):1231灢

1244.暋

GUOFengxia,MA Xueqian,WANG Tao,etal.Anap灢
proachtothehydrometeorsclassificationforthunderclouds

basedontheX灢banddual灢polarizationdopplerweatherradar
[J].ActaMeteorologicaSinica,2014,72(6):1231灢1244.
(inChinese)

[28] 李海,任嘉伟,尚金雷.一种基于模糊神经网络———模糊C
均值聚类的双偏振气象雷达降水粒子分类方法[J].电子与

信息学报,2019,41(4):809灢815.

911第1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陈娟等:机载气象雷达发展趋势分析



LIHai,RENJiawei,SHANGJinlei.Hydrometeorclassifi灢
cationmethodindual灢polarizationweatherradarbasedon

fuzzyneuralnetwork灢fuzzyC灢means[J].JournalofElec灢
tronics&InformationTechnology,2019,41(4):809灢815.
(inChinese)

[29] 唐顺仙,吕达仁,何建新,等.天气雷达技术研究进展及其

在我国天气探测中的应用[J].遥感技术与应用,2017,32
(1):1灢13.

TANGShunxian,LYU Daren,HEJianxin,etal.Re灢
searchofweatherradartechnologyandapplicationonChi灢
neseweatherobservation[J].RemoteSensingTechnology
andApplication,2017,32(1):1灢13.(inChinese)

[30] 李勇,高仲辉,黄兴玉.机载测云雷达探测模式分析[J].
雷达科学与技术,2016,14(2):121灢126.

LIYong,GAO Zhonghui,HUANG Xingyu.Detection

modeanalysisofairbornecloudradar[J].RadarScienceand

Technology,2016,14(2):121灢126.(inChinese)

[31] 苏涛,高仲辉,黄兴玉.94GHz机载测云雷达总体技术研

究[J].雷达科学与技术,2013,11(6):574灢577.

SUTao,GAOZhonghui,HUANG Xingyu.Researchon

airbornecloudradarsystem[J].RadarScienceandTech灢
nology,2013,11(6):574灢577.(inChinese)

[32] VIVEKANDNDANJ,LEE W C,LOEW E,etal.The

nextgenerationairbornepolarimetricDopplerweatherra灢
dar[J].GeoscientificInstrumentation,MethodsandData

SystemsDiscussions,2014,4(1):1灢42.
[33] 闫世强.雷达极化技术与极化信息应用[M].北京:国防工

业出版社,2006.

YANShiqiang.Radarpoparimetryanditsapplication[M].

Beijing:NationalDefenseIndustryPress,2006.(inChi灢
nese)

[34] 曹杨,苏德斌,周筠珺,等.基于双线偏振多普勒雷达识别

地物回波[J].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14,29(5):509灢

515.暋

CAOYang,SU Debin,ZHOUJunjun,etal.Recognition

ofgroundobjectechobasedondualpolarizationDopplerra灢
dar[J].JournalofChengdu University ofInformation

Technology,2014,29(5):509灢515.(inChinese)

[35] 吴欢.X波段双线偏振雷达资料的衰减订正和地物消除以

及降水 物 类 型 判 别 研 究 [D].南 京:南 京 信 息 工 程 大

学,2013.

WU Huan.Studyonattenuationcorrectionandground

cluttercancellationandprecipitationtypeclassificationofX灢

banddual灢polarizationweatherradar[D].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ofInformationScience& Technology,2013.(in

Chinese)

[36] 周晔,高霞,陈娟.极化技术在机载气象雷达探测中的应用

[C]曃2017年(第三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北京:中

国航空学会,2017:122灢131.

ZHOUYe,GAOXia,CHENJuan.Applicationofpolari灢
zationtechniqueinairborneweatherradardetection[C]曃

The3rd China AeronauticalScience Technology Confer灢
ence.Beijing:CSAA,2017:122灢131.(inChinese)

[37] AirLinesElectronicEngineeringCommittee.Integratedsu灢
rveillancesystem (ISS),ARINCcharacteristic768灢1[S].

Annapolis,Maryland:AeronauticalRadioInc.,2006.暋
[38] 陈晨.面向 AESS仿真系统的视景生成及其相关算法研究

[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2.

CHENChen.Scenegenerationandrelatedalgorithm re灢
searchorientedtoAESSsimulationsystem[D].Shanghai:

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2012.(inChinese)

[39] 李哲,徐浩军.结冰对飞机飞行安全的影响激励与防护研

究[J].飞行力学,2016,34(4):10灢14.

LIZhe,XU Haojun.Researchonflightsafetyeffectmech灢
anismandprotectionforaircrafticing[J].FlightDynamics,

2016,34(4):10灢14.(inChinese)

[40] 冯志勇.尾流对飞行的影响及安全间隔研究[D].成都:西

南交通大学,2007.

FENGZhiyong.How wakevortexesaffecttheflightand

safetyseparationresearch[D].Chengdu:SouthwestJiao灢
tongUniversity,2007.(inChinese)

[41] 宁焕生,刘文明,李敬,等.航空鸟击雷达鸟情探测研究

[J].电子学报,2006,34(12):2232灢2237.

NINGHuansheng,LIU Wenming,LIJing,etal.Research

onradaraviandetectionforaviation[J].ActaElectronic

Sinica,2006,34(12):2232灢2237.(inChinese)

作者简介:
陈暋娟(1985-),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机载

气象雷达及信号处理技术。

周暋晔(1982-),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机载

气象雷达及信号处理技术。

高暋霞(1984-),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机载

气象雷达及信号处理技术。

钱暋君(1985-),男,学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机载

气象雷达系统。

(编辑:马文静)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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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



第12卷 第1期

2021年2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2 No灡1
Feb.2021

收稿日期:2020灢07灢23;暋修回日期:2020灢09灢02
通信作者:邓晓波,xiaobobo.deng@qq.com
引用格式:邓晓波,王飞,杨光曜.机载 ADS灢B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J].航空工程进展,2021,12(1):121灢128.

DENGXiaobo,WANGFei,YANGGuangyao.AsurveyonairborneADS灢Btechnologyanditsdevelopmenttrend[J].Advances

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21,12(1):121灢128.(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1)01灢121灢08

机载ADS灢B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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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随着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DS灢B)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国外涌现出许多 ADS灢B设备研制商,开发

出多种应用于不同平台、具有不同功能构型的 ADS灢B产品。从搭载平台与功能构型两个视角出发,对国内外

机载 ADS灢B产品进行分类;分析航线飞机、通航飞机以及无人机载 ADS灢B产品的功能与技术特点,并针对当

前 ADS灢B系统面临航空器监视应用开发、安全性、密集干扰环境下接收增强、1090ES链路扩容等难点问题,分

析讨论技术途径并提出发展建议。

关键词:机载;ADS灢B;安全性;干扰抑制;ADS灢B防欺骗

中图分类号:V243;V355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1.01.01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SurveyonAirborneADS灢BTechnologyandItsDevelopmentTrend

DENGXiaobo,WANGFei,YANGGuangyao
(LeihuaElectronic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AviationIndustry

CorporationofChina,Ltd.,Wuxi214063,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andwideapplicationofautomaticdependentsurveillance灢broadcast(ADS灢B)

technology,therehavebeenemergingmanyADS灢BmanufacturerswhohavedevelopedalargenumberofADS

relatedproductswithversatileconfigurationsfordifferentairborneplatforms.Thispaperfirstlycategorizesthe

diverseADS灢Bproductswithrespecttoconfigurationandintendedplatform,andthen,analyzesthefunctional

andtechnicalcharacteristicsoftheADS灢Bproductsdesignedforairlines,generalaviation,andunmannedair灢
craftsystem (UAS).Finally,thispaperanalyzesanddiscussesthecountermeasurestothechallengingprob灢
lemsofADS灢Bsystemincludinginformationsecurity,enhancedreceptionindensejammingenvironment,as

wellas1090ESchannelcapacityimprovement.

Keywords:airborne;ADS灢B;security;interferencesuppression;ADS灢Banti灢fraud

0暋引暋言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AutomaticDependent
Surveillance灢Broadcast,简称 ADS灢B)系统把源自

机载卫星导航、飞行管理等系统的多维信息(包括

位置、速度、识别码、意图等)通过数据链自动广播

发送,为监视者提供了一种高精度低成本的监视方

式[1灢2]。ADS灢B系统可以为飞行员与监管者提供

空地一致的情景意识,优化解决交通冲突,提高飞

行安全水平;可以辅助实现更优化的进近与爬升程

序,提升航班运行效率。ADS灢B技术被认为是下

一代空中监视以及未来自由飞行理念的基石。



ADS灢B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空中交通管理

标准,已在全球主要区域开始实施。美国联邦航空

局已强制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在美国运行

的航空器需要具备 ADS灢B发射功能。欧洲航空安

全局要求自2020年6月7日起,在欧洲地区运行

的航空器需要具备 ADS灢B发射功能。中国民航

ADS灢BOUT系统于2019年7月1日开始全面运

行,并且中国民航总局要求,要在2022年12月31
日前完成满足 RCTADO灢260B标准的 ADS灢B设

备加改装。

随着 ADS灢B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国外研

制了许多应用于不同平台、具有不同功能构形的

ADS灢B产品。本文对国外主流机载 ADS灢B产品

进行分类,分析这些产品的技术与功能特点;针对

ADS灢B系统面临的基于 ADS灢B航空器监视应用

开发、信息安全性、密集干扰环境下接收增强、链路

扩容等问题,分析讨论相关技术途径,提出一些技

术发展建议,以期为国内产品研制提供有益借鉴。

1暋ADS灢B产品分类

从应用平台来看,ADS灢B产品包括地面站、机

载、车载以及星载产品。其中,地面设备主要以

ADS灢B接收站为主;机载平台、车载平台都有比较

成熟的 ADS灢B发射与接收产品;星载 ADS灢B产品

主要是 ADS灢B接收机。本文重点关注机载 ADS灢

B产品,其分类如图1所示。

图1暋机载 ADS灢B产品分类

Fig.1暋ClassificationofairborneADS灢Bproducts

从图1可以看出:从应用平台来看,机载ADS灢

B产品可以粗略分为面向航线飞机的 ADS灢B 产

品、面向通用航空飞机的 ADS灢B产品以及面向无

人机的 ADS灢B产品;从功能构型视角来看,机载

ADS灢B产品又可以分为独立ADS灢B接收机、ADS灢
B发射机以及 ADS灢B收发机。

分别从载机类型与功能构型两个视角对机载

ADS灢B产品进行分类,如表1所示。

表1暋机载 ADS灢B主要产品

Table1暋MainproductsofairborneADS灢B

应用平台 产品厂商
产品名称/型号

仅发射 收发一体

面向航

线飞机

平台

面向通

航飞机

平台

面向 UAS

RockwellCollins
TPR灢901
TDR灢94D

ISS灢2100

Honeywell
TRA灢67A
TRA灢100B

TPA灢100B
AESS

ACSS
NXT灢700
NXT灢800

TCAS3000
T3CAS

BendixKing -
KGX灢130
KGX灢150

uAvionix tailBeaconX -

L3Harris
NGT灢1000
NGT灢2000

NGT灢9000

Garmin GDL90
GNX灢375
GTX灢335

uAvionix ping200SR
PingRx

Ping1090i
Ping2020i

1.1暋按载机平台分类

(1)面向航线飞机的 ADS灢B产品

目前,航线飞机的 ADS灢B 相关产品大都被

RockwellCollins、Honeywell、ACSS等主流供应

商垄断。这些公司多通过对现有S模式应答机的

升级来实现 ADS灢B发射功能;通过对交通防撞和

告警系统(TrafficAlertandCollisionAvoidance
System,简称TCAS)进行升级实现ADS灢B接收功

能。具有 ADS灢B发射功能的主流产品有:Honey灢
well公司的 TRA灢100B应答机、RockwellCollins
公司的 TPR灢901应答机、ACSS公司的 NXT灢600/

700/800系列应答机。具有 ADS灢B接收功能的产

品 有:Honeywell公 司 的 AESS,ACSS 公 司 的

T3CAS等,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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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三大国外厂商综合监视产品示意图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comprehensivemonitoring

productsofthreeforeignmanufacturers

(2)面向通用航空飞机的 ADS灢B产品

在通航领域,提供 ADS灢B产品与解决方案的

厂商 众 多,包 括 L3Harris、FreeFlight、BendixK灢
ing、uAvionix、Garmin等。由于通航飞机种类多,
应用场景多样,其产品功能构型也比较多,包括独

立的接收机、发射机以及一体化收发机。具有代表

性的产品有:BendixKing公司研制的 KGX灢130/

150接收机;Garmin公司的 GTX335/345收发机

的价格仅2295美金,市场竞争力极强[3];uAvion灢
ix公司研制的tailBeaconX发射机(如图3所示);

L3Harris 公 司 研 制 的 NGT灢2000/2500、NGT灢
9000系列一体化收发机。其中,uAvionix公司研

制的tailBeaconX发射机非常有特点,它集成了广

域增强 GPS接收机与航行灯,结构设计非常巧妙,
可以方便地安装于飞机尾垂的航行灯位置,原位替

换原航行灯。

图3暋面向通航的 ADS灢B发射产品tailBeaconX

Fig.3暋NavigationorientedADS灢Blaunch

producttailBeaconX

(3)面向无人机的 ADS灢B产品

在无人机 ADS灢B产品领域,uAvionix公司推

出了多款轻巧且集成度很高的 ADS灢B产品,包括

ADS灢B 接 收 机 PingRx、ADS灢B 发 射 机 ping灢
200SR;ADS灢B 一体化收发机 Ping2020i与 Ping灢
1090i等。其中Ping1090i(如图4所示)仅重26g,

支持1090与978MHz双频接收,1090MHz发

射,集成了广域增强 GPS接收机与气压高度表。

图4暋面向无人机的 ADS灢B收发机Ping1090i

Fig.4暋ADS灢BtransceiverPing1090iforUAS

1.2暋按功能构型分类

从功能构型 来 看,ADS灢B 产 品 可 分 为 以 下

三类:
(1)ADS灢B接收

独立的 ADS灢B接收机主要应用于通用航空与

无人机,大多支持1090与978MHz双频段接收,
比较 有 代 表 性 的 产 品 包 括 BendixKing 公 司 的

KGX灢130/150、Freelight 公 司 的 FDL灢978灢RX、

uAvionix公司的plugUSB接收机等。这些接收机

十分轻巧、集成度高、价格便宜,可以通过无线网络

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交联,信息可以在第三方软

件上直观显示,只要很小的代价就可以极大地增强

飞行员对周边交通态势的感知能力。
(2)ADS灢B发射

ADS灢B发射机按频段可以分为978与1090
MHz两种,工作于978MHz的 ADS灢B发射机主

要面向美国通用航空飞机;工作于1090MHz的

ADS灢B发射机其应用范围广。为了防止1090ES
链路拥 堵 与 干 扰,独 立 的、不 与 应 答 机 集 成 的

ADS灢B发射机类型与应用场景受到了约束,因此,
主流的工作于1090MHz的 ADS灢B发射机大多

与应答 机 集 成。面 向 航 线 飞 机 的 典 型 产 品 有

TRA灢100B、TPR灢901、NXT灢800等;面向通航飞机

的产品有 BendixKing公司研制的 KT74应答机、

Freelight公司研制的 FDL灢1090灢TX 等。面向通

航飞机的 ADS灢B发射产品大都集成了广域增强

GPS接收机、气压高度表等,安装方便、性价比高。
(3)ADS灢B一体化收发机

该构型集成 ADS灢B发射与接收功能,主要应

用于通用航空与无人机,集成广域增强 GPS接收

机与气压高度表,大都支持1090与978MHz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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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接收;发射机一般都有多种配置,可工作于978
或1090MHz。L3Harris公司针对通航飞机开发

了 NGT灢9000多功能收发机,支持双频接收,可以

获取交通、飞行与气象信息;发射机工作于1090
MHz,与S模式应答机集成。uAvionix公司针对

无人机开发了 Ping1090i与 Ping2020i系列收发

机,两者都支持1090与978 MHz双频接收,其
中,Ping2020i发射机工作于978 MHz,Ping1090i
发射机工作于1090MHz频段。

2暋机载ADS灢B系统技术特点

总体而言,面向航线飞机、通航飞机与无人机

的 ADS灢B产品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特点。
对于航线飞机而言,其 ADS灢B发射功能多通

过对已装备的S模式应答机、GPS位置源进行软

硬件升级或替换来实现。比如 RockwellCollins
针对波音与空客系列飞机,把原 TPR灢900应答机

升级到 TPR灢901,把原 GPS接收机 GPS灢4000升

级到 GPS灢4000S,就可以满足 DO灢260B要求。同

时,航线飞机又把S模式应答机、TCAS系统、地形

提示 和 告 警 系 统 (Terrain Awareness Warning
System,简称 TAWS)进一步集成,形成交通监视

系统,如 ACSS公司T3CAS系统、Honeywell公司

SmartTraffic交通监视系统。最终,交通监视系统

又与气象雷达系统集成构成了综合监视系统,如图

5所示,它们的特点是继承性很强,综合性很强,技
术壁垒很大。

图5暋Honeywell综合监视系统

Fig.5暋Honeywellintegratedmonitoringsystem

通航飞机种类多,应用场景差异大,因此,其

ADS灢B产品构型也比较多,涵盖独立的接收机、发
射机以及一体化接收机。通航飞机 ADS灢B产品关

注系列化设计、集成化设计、结构与功能一体化设

计;同时,非常重视与第三方软硬件的交互,一般都

可以方便地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互联,各种交互

式信息可以直接在第三方应用软件(例如 Fore灢
Flight、Avare)上显示。

无人机 ADS灢B产品更加关注高集成度、轻量

化、低成本设计,大都支持1090与978MHz双频

接收,并且带有与自动驾驶软件交联的接口,支持

“自动感知与规避暠功能,能够自主感知周边空中交

通信息,自主规避,从而保障空域安全。

3暋问题及发展趋势

随着 ADS灢B系统应用越来越广泛,其面临的

支持 ADS灢B的监视应用开发、安全性、密集干扰环

境下增强接收、1090ES链路扩容等问题也越来越

受到关注,本节对上述问题及潜在技术途径进行深

入分析,并提出技术发展建议。

3.1暋支持ADS灢B的航空器监视应用

基于 ADS灢B优质的监视数据链,航空器可以

接收其他航空器发送的 ADS灢BOUT信息或地面

服务设施发送的信息,为驾驶员提供运行支持。其

中最典型的应用是机组通过驾驶舱交通信息显示

设备(CDTI)获知其他航空器的运行状况,从而提

高驾驶员的空中交通情景意识。
支持 ADS灢B的航空器监视应用仍在进一步发

展中,现阶段主要包括基本型状态感知类、增强型

状态感知类和驾驶舱间隔管理类等。主要分类

包括:
(1)基本型状态感知类:空中态势感知(Air灢

borne Situational Awareness, 简 称 ATSA灢
AIRB)、目视间隔进近(VisualSeparationonAp灢
proach,简称 ATSA灢VSA)、CDTI辅助目视间隔

(CDTIAssistedVisualSeperation,简称 CAVS)、
航迹 中 程 序 (In灢TrailProcedure,简 称 ATSA灢
ITP)、机场场面态势感知(SituationalAwareness
onAirportSurface,简称 ATSA灢SURF)。

(2)增强型状态感知类:支持告警交通情景意

识(TrafficSituationAwarenesswithAlerts,简称

TSAA)、支持指引和告警的机场场面态势感知

(EnhancedTrafficSituationalAwarenessonthe
AirportSurfacewithIndicationsandAlerts,简称

SURFIA)。
(3)间隔管理类:空中间距(AirborneSpac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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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简称 ASPA灢FIM)、指定间隔(DelegatedSepa灢
ration)、自主间隔(Self灢Separation)。

支持 ADS灢B 的航空器监视应用划分如图6
所示。

图6暋支持 ADS灢B的航空器监视应用划分

Fig.6暋ApplicationdivisionofaircraftsurveillancesupportingADS灢B

暋暋ADS灢B作为下一代监视的基石,部分应用独

立于地面系统和空管系统,但大部分应用还是基于

或与空管有密切联系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监视、
导航和通信综合的新航行系统,因此将来更多的应

用需要结合通信、导航才能发挥最大效益。ADS灢B
应用需要确保不影响空域的运行安全,故都应建立

在大量实验和实际运行的基础上。支持 ADS灢B的

航空器监视应用仍在发展中,随着制度和标准的不

断完善,其应用范围将会更加广泛。

3.2暋ADS灢B安全性提升

由于历史与现实多方面原因,ADS灢B采用开

放、共享和广播式架构,其协议也是公开的,这些特

点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应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

题[4灢8],这些问题不仅是地面单方面的问题,机载

ADS灢B系统作为空空和空地监视数据链最关键的

一方,也对机载系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具体问题

如表2所示。
(1)易被蓄意接收监听。由于 ADS灢B协议是

公开的,信息也没有加密,采用简单的无线电设备

就可以接收到飞机的身份、位置与速度等信息,这
些信息可能会被非法用于后续恶意攻击,带来很大

的安全隐患。
(2)易被人为电子干扰。人为电子干扰是指

在特定区域,通过辐射大功率同频段干扰信号,导

致 ADS灢B接收前端饱和、ADS灢B报头脉冲提取困

难、ADS灢B信息解码错误等一系列问题,造成地面

或机载 ADS灢B接收功能下降或丧失,严重影响空

空、空地监视链路的正常运行[6灢7]。
(3)易被恶意欺骗篡改。信息欺骗篡改是指

通过发射与 ADS灢B消息类似的虚假消息、接收篡

改飞机 ADS灢B消息相关字段等手段,致使空管人

员或者机载接收方接收到虚假或错误信息,造成决

策错误,这将对航空安全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表2暋ADS灢B面临问题分析

Table2暋AnalysisofADS灢Bproblems

问题分类 原因分析

安全

问题

数据

链路

问题

蓄意监听

协议公开,仅需一个简单的天线和收发装

置就可以获得飞机的精确信息,增加了运

行风险。

人为干扰

利用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机就可以干扰信

号的正常接收,这种干扰可能是故意的或

无意的。

恶意欺骗

通过架设天线,可以发射与 ADS灢B类似的

虚假消息,给空管和飞机飞行造成恶劣的

影响。

链路性能
数据链的带宽和性能取决于所设想的复杂

性,并有可能成为主要的问题。

链路拥堵
ADS灢B 与 SSR、MDL 共 同 占 用 1 090
MHz,导致频段十分拥挤,引发丢报和报文

时延现象。

暋暋针对以上信息安全问题,总体而言,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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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个途径提升 ADS灢B系统信息安全。
(1)基于外部系统的 ADS灢B信息验证。基于

外部系统的信息验证是指采用一次雷达、二次雷

达、多点定位等外部系统获得目标信息来对 ADS灢
B信息进行验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虚假的

ADS灢B目标[9灢10]。
(2)ADS灢B数据真实性独立校验。ADS灢B数

据独立校验指接收端对接收到的 ADS灢B信息进行

完好性与真实性校验,剔除非法的虚假信息。此方

法可以不依赖外部系统,实现代价低,具有很高的

工程实用价值[11灢14]。当前,主要技术手段包括:基
于 Kalman滤波的航迹突变检测[11];意图校验,即
验证 ADS灢B消息中意图字段是否与目标的滤波航

迹相关匹配;ADS灢B消息中导航不确定类别参数

校验[12];另外,还可以通过验校回波信号幅度、多
普勒频移、时延等参数与发射机位置及速度的符合

性来确认发射机的合法性[13灢14]。
(3)身份认证技术。ADS灢B身份认证包括指

纹特征认证[15]与基于密钥的身份认证[16灢17]。指纹

特征认证利用发射机在辐射电磁指纹、时钟偏移等

方面特征差异辨识非法发射机[18灢19]。

3.3暋密集干扰环境下的接收增强

由于 ADS灢B与二次雷达、TCAS、多点定位、
敌我识别等多个系统共用1090ES链路,该频段非

常拥挤,容易受到同频干扰;同时,随着航空器数目

持续增长,各种应答信号、ADS灢B信号密度会进一

步增加,地面及空中 ADS灢B接收机将面临着密集

的异步虚假应答信号(FalseRepliesUnsynchro灢
nized with Interrogator Transmissions, 简 称

FRUIT)以及窜扰[20灢21]。

FRUIT是指其他询问机触发的非期望应答信

号,包 括 A/C 模 式 FRUIT 与 S 模 式 FRUIT,

ADS灢B接收机需要应对的 FRUIT 密度可达到

40000次/秒。窜扰是指一个询问机触发的多个目

标应答信号交叠;不同目标的 ADS灢B信号也会时

域交叠窜扰,彼此难以分离。由于独立于应答机的

ADS灢B发射机被限制,数目相对很少,ADS灢B信号

彼此窜扰的情形也可以归类到S模式 FRUIT 类

别中。影响 ADS灢B接收性能的主要因素是密集

FRUIT干扰信号。
对于空中 ADS灢B接收机而言,由于空间体积

等代价约束,基本上都是单通道接收体制,主要通

过对 传 统 方 法 进 行 优 化 升 级 来 实 现 接 收 增

强[20灢21]。主要的优化手段有:基于匹配滤波的信

噪比增强技术,通过自相关接收提高回波信噪比;
同步脉冲回波强度一致性检验技术,通过检验四个

同步脉冲强度是否一致来判决是否被干扰;基于多

采样点分析的数据位及其置信度提取技术;全信息

误差检测与纠错技术,提升多个异步干扰条件下的

纠错能力[20灢24]。

3.4暋1090ES链路扩容

随着 ADS灢B应用进一步发展与成熟,不仅需

要传输位置、速度、识别与意图等信息,还有传输飞

行情报、实时气象等多种信息的需求,这对1090ES
链路容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提升1090ES
链路容量成了广受关注的课题[25灢27]。目前,提升

1090ES链路容量的途径主要有:
(1)增加广播频次。当前 ADS灢B的信号发送

频率要求不超过每秒6.2次,每帧信息为112bit,
对应的传输速率不超过694bit/s。虽然增加广播

频次,传输速率会成倍提升,但是会带来比较严重

的信号重叠干扰,特别是当空中目标较多时,不同

飞机 ADS灢B信号重叠概率也会急剧增大,导致后

续报头检测、信息解码等处理困难。
(2)信号中增加相位调制。当前,1090ES链

路采用相对简单的脉冲位置调制与脉冲幅度调制,
载波相位连续,没有携带任何信息,传输效率不高。
可以通过增加相位调制的方式,如二相调制、四相

调制、八相调制等,提高信息传送速率。如果采用

八相调制,每个比特位将增加3bit信息,每一帧将

增加336bit信息,传输速率将最大提升 2.083
kbit/s。通过相位调制可以在不增加信号重叠干

扰的条件下扩充链路容量,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新

问题,比如相位突变导致的谱频扩展抑制、接收端

载频同步、链路扩容后信息编码与校验、传输位数

增加后字段定义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验证。

4暋未来发展趋势

美国联邦航空局已于2020年1月强制要求相

应航空器具备 ADS灢B发射功能;欧洲与中国航空

局也陆续推行了 ADS灢BOUT的运行。在此背景

下,ADS灢B产品研制将迎来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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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发展方面,支持 ADS灢B的航空器监视应用

将不断开发和完善,ADS灢B信息安全将会越来越

受到关注,ADS灢B数据独立校验技术、身份认证技

术可以不依赖雷达、多点定位等相对昂贵的外部系

统,是比较有前景的解决方案。
针对密集FRUIT环境下接收增强问题,一方

面可以通过精细化处理算法提升接收性能;另一方

面,可进一步研究低成本、多通道接收架构,通过自

适应阵列处理提升抗干扰能力。
针对1090ES链路扩容,在信号中增加相位编

码提高传送速率是一种比较有前景的方法,但需要

进一步解决链路扩容后信息编码与校验、传输位数

增加后字段定义等新问题。

5暋结束语

本文对国外主流 ADS灢B产品进行了梳理,对
典型产品技术特点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针对航线

飞机、通航飞机以及无人机需求,已经成体系地研

制了功能多样的 ADS灢B产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

产品谱系;而国内机载 ADS灢B产品仍然很少,存在

较大的差距,需要依据不同平台的特定需求,有层

次地开展相关 产 品 研 制。对 运 输 类 飞 机 而 言,

ADS灢B 发射与接收功能大都通过原有应答机、

TCAS系统升级获得,这些交通监视系统又与气象

雷达综合,形成综合监视系统,技术门槛很高,国内

厂商需要顶层策划、通力合作才能推出有竞争力的

产品。对通用飞机和无人机而言,门槛相对较低,
国内厂商可以针对一些细分市场与特定平台,研制

高集 成 度、结 构 巧 妙、安 装 便 捷 灵 活 的 ADS灢B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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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民用飞机内部航空电子通信技术由无线通信部分替代有线通信,可进一步降低飞机自重,增强飞机安

全性,提升民用飞机运营经济性,将成为下一代民用飞机发展的重要技术。目前,该技术尚处于研究起步阶段,

为了促进该技术的发展,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当前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明确民用飞机

无线航空电子内部通信(WAIC)网络的定义,概括了 WAIC网络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了 WAIC网络的特

点,介绍了 WAIC网络架构、时间同步、网络管理及网络安全等关键技术,提出了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技术开展

4.2~4.4GHz无线通信节点硬件设计的技术路径,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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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ofChina,Ltd.,Xi暞an710068,China)

Abstract:Thewirelessavionicscommunicationtechnologyinthecivilaircraftwillbeanimportanttechnology
forthedevelopmentofthenextgenerationaircraft,whichcanfurtherreducetheweightoftheaircraft,enhance

thesafetyoftheaircraft,andimprovetheoperationeconomyofthecivilaircraft.Thispaperdescribesthedefi灢
nitionofwirelessavionicsintra灢communication(WAIC)network,summarizestheresearchstatusofWAICnet灢
workathomeandabroad,analysesthecharacteristicsofWAICnetwork,andgivesthekeytechnologies,such

asnetworkarchitecture,timesynchronization,networkmanagement,networksecurityandhardwaredesignin

theprocessofWAICnetworkdesign.Italsoputsforwardthetechnologypathforrealizationof4.2~4.4GHz

wirelesscommunicationbasedonsoftwaredefinedradioinWAIC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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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空电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民用客机

的安全性及自动化水平,各子系统之间通过航空数

据总线交换信息,当前航空器线缆及相关连接装置

的重量占航空器总重量的2%~5%。大量通信线

缆的使用给飞机的制造和运营维护带来了额外的

成本。据估计,电气线路问题平均每个月造成两次



飞行中的火灾、超过1077次任务中止,每年损失

超过10万个任务小时[1]。电缆损坏不仅会影响与

故障导线相关的系统,还会影响相邻系统[2]。飞机

运营成本的13%与维护、维修有关[3],此外,线缆

的大量使用还给航空通信系统的配置、维护、故障

排除带来了挑战。
为了进一步减轻重量、降低成本、提高民用飞

机飞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使用无线通信替代部分

有线通信,是未来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之一。无

线航空电 子 内 部 通 信 (WirelessAvionicsIntra灢
communications,简称 WAIC)[4]网络可实现同一

架飞机上多个设备(两个及以上)的无线连接,适用

于安全相关和常规飞行相关的应用,例如烟雾探

测、客舱压力、防除冰、紧急照明、起落架等。以空

客 A380灢800为例,全机线缆长度约470km,线缆

质量约5.7t,其中30%的线缆(约1.7t)可以用无

线通信替代。

本文综述 WAIC网络概念以及国内外研究现

状,分析 WAIC网络架构及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1暋WAIC网络概念

1.1暋WAIC网络含义

WAIC网络旨在替代单个飞机上的面向特定

业务的有线通信,借助安装在航空器上不同位置的

无线传感器,实现航空器驾驶舱与机翼、发动机、客
舱和货舱等重要位置的无线通信传输,其应用主要

包括航空器结构健康监测、关键位置感知控制、航
空运行信息实时传输等[5]。WAIC网络并不提供

飞机与地面工作站、多架飞机之间、飞机和卫星之

间、以及乘客无线上网的相关服务。根据传感器安

装位置和数据传输速率的不同,在国际电信联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 称

ITU)报告书中为 WAIC系统确定了四种不同的

传输模式,分别是高速率内部传输模式(HI)、低速

率内部 传 输 模 式 (LI)、高 速 率 外 部 传 输 模 式

(HO)、低速率外部传输模式(LO);并针对不同的

传输模式建立了对应的传输模型[5]。

1.2暋WAIC网络特点

作为下一代民用飞机机内通信发展的方向,

WAIC网络具备以下特点:
(1)低复杂性:WAIC网络的引入极大地降低

了电气布线和线束使用的复杂性。当前,线束设计

是决定设计新飞机所需时间的关键因素之一,设计

并部署数英里的线路给飞机制造人员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此外,在飞机长时间生命周期内对密集线

路进行周期性维护也具有很大难度。
(2)高经济性:电缆和布线对飞机制造商、运

营商以及乘客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主要成

本包括线束设计、线束制造、连接器的维护和更换,
以及飞行过程中电缆和连接器自重所带来的相关

运营成本。
(3)高灵活性:机舱无线通信设备安装的灵活

性可显著提高通信网络的可重构性。此外,WAIC
网络由于其易拓展性,可以以更低的难度和费用安

装新的传感器。更重要的是,WAIC网络的引入还

可以对运动或者旋转部件的参数进行可靠监控,比
如发动机转子轴承,这些都是有线通信难以实

现的。
(4)高可靠性:减少线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可降低线缆切断或有缺陷接线的风险,简单的使用

线束冗余来提供容错机制容易受到“共模故障暠的
影响,使用无线链路冗余方式则不存在该情况,且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无线通信带来的不稳定问

题。此外,无线通信的引入使得机组人员可以实时

可靠地监控航空器各部位的运行情况,极大地提高

了航空器的运行效率和安全飞行能力。

2暋国内外研究现状

2.1暋国外研究现状

2010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灢10)通过

了 M.2197报告,该报告的内容代表了国际商用航

空业所预期的 WAIC系统应用的现状。2013年世

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灢13)上通过 M.2283报

告,该报告介绍了 WAIC网络应用特性、系统特性

以及 WAIC 网 络 频 谱 要 求。2014 年 2 月 发 布

M.2059标准,提供了无线电高度仪的操作和技术

特性以及保护标准。2014年11月发布 M.2318
标准,表明4.2~4.4GHz频段是满足 WRC灢15议

程要求的15.7GHz以下的唯一选择;同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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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19 标 准,研 究 WAIC 系 统 和 现 有 系 统 在

4.2~4.4GHz频段的兼容性。2015年世界无线

电通信大会(WRC灢15)发布标准 M.2285,正式确

定了4.2~4.4GHz作为 WAIC的通信频段[6]。

WAIC网络自提出以来,工业界和学术界在标

准的制定和技术的选择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早在2013年,文献[5]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受益于此

类网络部署及其要求的应用并给出了较为详细的

系统设计。近两年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WAIC
网络与现有机载系统的共存[7灢10]、WAIC网络与工

业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结合[5灢6]、WAIC网络通信模

型的建立[11灢12]等方面。

关于 WAIC 网络与现有机载系统的共存问

题,文献[13]在不同飞行场景中测试了 WAIC网

络与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
源)和固定业务的最坏潜在干扰影响,结果表明:通
过合理的配置,采用诸如降低外部 WAIC网络的

天线发射功率、使用定向天线等措施,WAIC网络

与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源)

和固定业务可共用4.2~4.4GHz频段。

关于 WAIC网络与现有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

的融合问题,P.Park等[6]在满足飞行认证的前提

下,从丢包率和最大允许丢包率等方面分析了具有

代表性的工业无线协议(LLDN、Wirelesshart、WI灢
SA和ISA100.11a)在安全关键航空电子设备应用

中的性能和可行性,从侧面说明了自适应的 MAC
层协议是决定网络鲁棒性的关键因素;文献[5]以

IEEE802.15.4和IEEE802.11a/g标准为例分析

了协议应考虑的介质访问机制,主要包括通信开

销、信道化开销因子以及调制效率等多方面因素。

关于 WAIC网络通信模型建立方面,M.Sury灢
anegara等[12]综合功率因数、调制效率、频谱以及

OPS数量等多方面因素建立了测量模型,详细分

析了 GMSK、QPSK、16灢PSK、8灢FSK 等调制方法

的技术特性,结合 WAIC网络低速率传输、高效率

调制、宽频谱和大数量 OPS 的技术要求,得出

QPSK在 WAIC网络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关于数据传输的吞吐率,S.Das等[14]讨论了

一种利用 OFDM (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作 为 物 理 层 的 传 输 技 术,其 在

WARP (Wireless Open灢Access Research Plat灢
form)硬件中实现了基于FPGA的测试,首次在实

验床中完成且测试了 WAIC 网络在2.4和4.5
GHz频段的高吞吐量通信。

就传播模型而言,文献[5]对空客 A320灢200
飞机机舱进行建模并使用全3D灢FDTD(Three灢Di灢
mensionalFiniteDifferenceTimeDomain)方法分

析估算了机内 WAIC网络无线电发射机的基本传

播特性,分别在距机舱地板0.5、1.0和1.5m 处测

量了信号传播损耗值,表明与自由空间传播相比,
在4.4GHz频段飞机机舱平面每个高度的传播损

耗平均值约为10dB。
上述工作对于 WAIC网络相关标准的建立和

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2暋国内研究现状

有关在飞机上应用无线通信技术,目前国内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客舱内为乘客提供娱乐服务的无

线网络[15],在机体上为飞机健康管理提供数据采

集监控的无线传感器网络[16],以及为飞机与地面

廊桥间提供无线连接,完成数据快速上传下载的机

场无线网络[17]等。但这些研究都与 WAIC网络不

同,WAIC网络是飞机控制网络的延伸,属于飞机

控制网络的一部分,国内针对 WAIC网络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3暋关键技术

3.1暋WAIC网络架构设计

飞机内部通信应用数量众多而且功能差异极

大,几千个应用节点的传输速率从每秒几个字节到

每秒几兆字节不等,对传输延时的要求也大不相

同。此外,飞机内部复杂的电磁环境[15],舱室之间

隔板对电磁信号的影响等复杂的应用状况也给

WAIC网络架构的设计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本文

以典型客机空客 A320作为应用模型对 WAIC网

络规模和部署进行研究。A320飞机内部主要包

含如下部件和舱段:驾驶舱、客舱、辅助动力装置

(APU)舱、设备舱、前货舱、后货舱、散舱、舱底、发
动机短舱、中央油箱、机翼油箱、垂直尾翼和水平尾

翼、主起落架舱、前起落架舱、缝翼和襟翼舱等,如
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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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A320飞机主要部件和舱段[18]

Fig.1暋Maincomponentsandcabinsectionsof

A320aircrafc[18]

从系统需求来看,WAIC网络需要对飞机所有

区域(内部和外部)提供全面覆盖。为了减小飞机

内部舱室隔板和金属外壳等对射频信号的削弱作

用,可以对系统采取划分子网的方式解决该问

题[18]。针对飞机上复杂的应用场景进行设计优

化,将飞机内部通信按照位置划分为飞机外部应用

和飞机内部应用,按照传输速率分为高速应用和低

速应用。针对不同类型的应用制定适合的设计方

案。系统设计则必须考虑节点的最佳数量和位置,
以及射频功率和频谱资源的划分。针对该问题

M.2283给出了一种网络架构,如图2所示。该架

构将 WAIC网络应用根据传感器所在位置和数据

传输速率划分为内部高速应用、内部低速应用、外
部高速应用和外部低速应用四种类型。

图2暋WAIC网络应用分类[5]

Fig.2暋WAICnetworkapplicationclassification[5]

针对高速和低速两种应用的特点提出两种解

决方案。针对低速应用,其单个链路数据速率小于

10kbit/s,提出以IEEE802.15.4为基础进行网络

协议开发;针对高速应用,其单个链路数据速率范

围从12.5kbit/s到1.6Mbit/s不等,净峰值数据

速率可达4.8Mbit/s,提出以IEEE802.11a/g为

基础进行网络协议开发。
针对上述 WAIC网络架构,M.2283灢0以一架

典型客机为模型,对 WAIC的无线频谱开销进行

了估算。在考虑了应用的数据传输速率、协议开

销、信道化开销、调制效率等多个因素后,计算出

WAIC网络总频谱需求为145MHz[5]。
因此,在 WAIC网络架构设计时,要充分考虑

其与位置、速率的相关性,提取共性技术,借鉴现有

成熟民用无线网络通信作为基础协议,在此基础上

进行增强型开发,以保证网络传输的可靠性。范祥

辉等[16]给出了机载无线传感器网络架构是由无线

网络作为子网,并接入骨干网的整体架构,同样,

WAIC网络在整个民用飞机通信网络平台中也是

作为子网存在,并通过网关接入骨干网 AFDX(A灢
vionicsFullDuplexSwitchedEthernet)网络。因

此,在设计中要充分考虑 WAIC网络与现有骨干

网络 AFDX的兼容性。

3.2暋WAIC网络同步技术

时间同步对于 WAIC网络完成一系列基础性

操作至关重要,尤其体现在网络调度和数据可靠传

输方面。受 WAIC 网络业务模式的影响,WAIC
节点所处的环境差异较大,节点晶体震荡受环境影

响所产生的累积误差也随之增大,这给 WAIC网

络实现精准同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根据 WAIC网络拓扑结构(如图3所示)和自

身特点,结合现有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综合

考虑集中式和分布式时间同步技术的适用条件,采
用 TPSN协议可以达到理想的同步效果。协议采

用分层结构,基于发送者-接收者模式,可提供全

网范围内的时间同步。

图3暋WAIC网络应用拓扑结构示意图

Fig.3暋SchematicdiagramofWAICnetwork
application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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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网关节点广播层次消息,直接接收者属

于层次1,即为网关节点的子节点组;再由层次1
的节点依次转发广播消息,分别建立层次2的节点

组;以此类推,建立所有节点的树状结构。
节点与父节点之间通过双向握手进行同步,首

先子节点S在T1 时间发送包含子节点级别和T2

时间戳的分组给父节点R,节点R 在T2 时间收到

分组,得到T2=T1+d+殼;然后在T3 时间发送应

答分组给节点S,分组中包含父节点的级别和时间

戳T1,T2,T3 的信息,如图4所示。在子节点处可

得T4=T3+d-殼,由此:

殼=
(T2-T1)-(T4-T3)

2

d=
(T2-T1)+(T4-T3)

2
子节点在得到d 和 殼的具体值后,将时间值

同步至父节点。

图4暋TPSN协议示意图

Fig.4暋SchematicdiagramofTPSNprotocol

由于时钟精度、算法实现平台和测量方式的差

异性,实际同步精度性能通常难以估量,相关资料

显示 TPSN 协 议 的 时 间 单 跳 同 步 精 度 高 达

16.9毺s
[19]。相较于其他同步算法而言,TPSN 协

议在 WAIC系统网络环境中也可实现符合要求的

时间同步效果。

3.3暋WAIC网络管理技术

WAIC网络规模大、节点数量多、涵盖业务种

类差别广,给 WAIC 网络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以空客 A320为例,安装 LI链路数量可能高达

4150个,安装LO链路数量可能高达400个,安装

HI链路数量可能高达125个,安装 HO 链路数量

可能高达65个。
飞机可以被认为是不同舱室的集合,其与 RF

信号或多或少地相互隔离。每个隔间被划分成一

个子网,每个子网包括以下组件:
(1)网络节点,WAIC网络实体,能够使用无

线接口连接并与另一个 WAIC网络实体通信。
(2)网关节点,网络节点,将 WAIC网络(或其

部分)连接到其他有线机载网络。
(3)终端节点,网络节点,能够使用 WAIC无

线电接口在网关节点和传感器、作动器之间提供连

接,提供无线链路中继功能。
网关节点负责整个子网的设备接入、退出和通

信调度,对整个子网的实时运行状态、配置、性能进

行基于策略的控制。当设备发送消息,其需要向网

关节点申请“合同暠(Contract)。当网关节点接收

到合同申请,网关节点根据其掌握的整个网络当前

的调度信息(链路、时隙、路由路径、设备容量等),
计算是否可以满足合同申请。如果可以满足,则计

算一条满足合同的调度(同样包含上述信息),并配

置沿途的设备,最后向源节点返回批准合同,否则

不会批准建立合同。

3.4暋WAIC网络安全技术

飞机上传输的数据,尤其是飞机健康监测数据

和控制指令,对于飞机的运行、管理和安全至关重

要。因此,WAIC网络对安全性(Security)要求较

高,其应能够解决来自乘客或机上实体以及地面或

其他飞机的不同类型的攻击。
目前,无线通信主要面临数据完整性、真实性、

保密性、链路密钥建立、信道干扰[20]、安全路由等

安全性问题。这些安全威胁都有可能对 WAIC系

统造成极大的威胁。

WAIC 网络尚未指定具体的安全举措,根据

WAIC 网络特点,结合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现有安

全方案和先前机载网络无线网络安全架构[17],综合

考虑网络的高效性和安全性,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设备之间的通信采用双向认证,通过密钥

协商机制完成设备鉴权,并确保消息来源于已认证

的设备并且没有被其他无关设备篡改;
(2)对于设备间的通信使用轻量级加密算法

保护数据,隐藏消息载荷所携带的内容;
(3)设置适当的阈值来保证消息传输时间和

顺序;
(4)从系统管理层次上抽出安全模块,组合使

用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Protocol)SYN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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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ie和Backlog技术应对SYN洪泛攻击。

4暋WAIC网络节点设计

WAIC网络使用4.2~4.4GHz频段,基于该

频段的射频芯片较少,且硬件平台需要考虑功耗、
体积等因素,还需要兼容 WAIC网络高速、低速应

用需求,具有较高的设计难度。WAIC网络硬件平

台设计思路有两个:基于集成度较高的无线协议芯

片或者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技术。
采用集成射频处理电路的IEEE802.15.4或

IEEE802.11a/g协议芯片构建 WAIC网络硬件

平台,其需解决的问题是将2.4GHz频率调整到

4.2GHz频率,可选的方案是在2.4GHz集成芯

片外接一个混频器电路,发射信号时,混频器将输

出的2.4GHz信号与1.8GHz本振混频,通过高

通滤波器过滤掉低频信号,得到4.2GHz信号,在
信号 接 收 端,再 将 接 收 到 的 4.2 GHz信 号 与

1.8GHz本 振 混 频,通 过 低 通 滤 波 器 还 原 出

2.4GHz频段信号。该方法理论上可以达到信号

无损转换,但具体实现效果有待考证,且2.4GHz
的频宽低于 WAIC网络所需频宽。该方案的优点

在于可以利用现有的芯片及协议,功耗小;缺点是

射频部分设计复杂,低速和高速需要使用不同的芯

片,不易作为 WAIC网络技术解决方案。
软件无线电的硬件平台可根据需求对通信频

段进行设置,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以

AD9361+ZYNQ7000设计的软件定义无线电平

台具有高集成度、宽频段的特点,支持从10MHz
到6GHz频段超宽频率范围,通过 GNUradio编

程,利用普通计算机对数据处理,具有非常强的可

塑造型,可运行不同协议,该硬件平台支持高速、低
速两种速率要求。其缺点在于需要对该平台进行

改造,使其适用于嵌入式环境,同时需在该平台上

开发IEEE802.15.4协议以及IEEE802.11a/g
协议支持包,并移植到该平台上。基于无线电平台

的无线节点硬件架构设计如图5所示,信号接口模

块包括 天 线 和 巴 伦,完 成 信 号 的 接 入 和 发 出;

AD9361模块主要完成信号放大、A/D 和 D/A 转

换、混频、滤波等处理;FPGA 模块与 AD9361连

接,实现 AD9361工作频段4.2~4.4GHz的设

置,WAIC网路协议以及必要的调试接口等;电源

模块完成各模块电路的直流电源供电。

图5暋无线节点硬件架构

Fig.5暋Wirelessnodehardwarearchitecture

综合 WAIC网络需求及其特点,从工程实践

角度 来 看,软 件 定 义 无 线 电 射 频 前 端 +FPGA
(FieldProgrammableGataArray)的实现方式是

目前评估最灵活最有效的设计方式。尤其是在目

前未定义 WAIC网络协议的条件下,软件定义无

线电技术给物理层的设计带来了超高灵活性,以及

FPGA的高性能、灵活性的特点可以作为 WAIC
网络协议实现的载体,满足 WAIC网络不同的应

用场景需求。

5暋结束语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无线航空电子内部

通信(WAIC)网络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降低飞机总

重量及维护成本,提高飞机安全性,实现更具成本效

益的飞行操作。本文从 WAIC 网络概述、研究现状、
关键技术等方面介绍了 WAIC 网络,着重介绍了

WAIC 网络架构、时间同步、网络管理及网络安全等

关键技术,给出基于软件无线电平台设计 WAIC 网

络无线节点的技术方法。就 WAIC 网络的发展来

说,已确定其通信频段为4.2~4.4GHz,但尚未形

成标准协议,同时存在应用场景和技术问题亟待解

决,下一步应重点研究高安全实时数据传输问题、

WAIC 网络子网频谱资源划分管理问题、子网内消

息分时调度传输问题以及节点硬件设计问题等。

WAIC网络正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可靠性和安

全性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机内无线通信将会部

分替代有线通信,用于机内传感器与处理机或处理

机之间的数据传输,其技术将在下一代军用、民用

飞行器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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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值仿真的飞机雷电流传导通路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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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飞行器的雷电防护设计和验证是保障飞行员及飞机安全的必要措施,尤其是随着雷电防护能力较差

的复合材料广泛应用。复合材料对雷电流的传导能力远弱于金属,需要为雷电流传导提供额外的通路。本文

从国内相关研究极少提及的飞机内部结构电磁建模出发,提出一套飞机内部结构的电磁建模及精度控制方法;
构建F22飞机左机翼到右机翼的内部金属结构作为雷电流传导通路,基于通用电磁仿真软件进行飞机雷电间

接效应仿真;对复合材料蒙皮、金属网蒙皮、金属网蒙皮加内部金属结构三种情况下飞机内部的电磁场及线缆

耦合仿真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合理的雷电流传导通路设计能够使飞机内部线缆感应的电流强度减半,起
到良好的雷电防护效果;该评估方法适用于固定翼飞机的雷电流传导通路设计,能够作为飞机机载设备雷电间

接效应试验指标分配的参考依据,便于定位飞机雷电间接效应防护的薄弱环节。
关键词:雷电防护;数值仿真;传导通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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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MethodofAircraftLightningCurrentConductionPath
BasedonNumericalSimulation

ZHENGuoshuai,ZANGJiazuo,QIXuefeng
(AeronauticScienceKeyLaboratoryElectromagneticEnvironmentEffects,ShenyangAircraftDesign&

ResearchInstitute,Shenyang110000,China)

Abstract:Thelightningprotectiondesignandverificationofaircraftarenecessarymeasurestoensurethesafety
ofpilotsandaircraft,especiallywiththepoorlightningprotectionabilityofcompositematerials.Theconductiv灢
ityofthecompositeisweakerthanthatofthemetal,whichneedstoprovideadditionalpathwaysforthelight灢
ningcurrentconduction.Basedontheelectromagneticmodelingofaircraftinternalstructurerarelymentionedin
domesticrelatedresearch,asetofelectromagneticmodelingandprecisioncontrolmethodforaircraftinternal
structureisproposed,andtheinternalmetalstructurefromleftwingtorightwingofF22aircraftisconstructed
aslightningcurrentconductionpath.Theindirecteffectofaircraftlightningissimulatedbasedongeneralelec灢
tromagneticsimulationsoftware.Thesimulationresultsofelectromagneticfieldandcablecouplinginaircraft
interiorunderthreeconditionsofcompositeskin,metalmeshskin,andmetalmeshskinwithinternalmetal
structurearecompared.Theresultsshowthatthereasonablelightningcurrentconductionpathdesigncanre灢
ducethecurrentintensityinducedbythecableinsidetheaircraftbyhalf,andplayagoodlightningprotection
effect.Theproposedevaluationmethodissuitableforthelightningcurrentconductionpathdesignoffixedwing
aircraft,canbetakenastheindexesdistributionreferenceframeofaircraftairborneequipmentlightningindirect
effecttest,andisconvenientforlocatingtheweaklinksofaircraftlightningindirecteffectprotection.
Keywords:lightningprotection;numericalsimulation;conductionpathdesign



0暋引暋言

飞行器不可避免的会遭遇雷击,巨大的雷电及

电磁辐射能量使得飞行事故时有发生[1],民航飞机

的雷电防护有着严格的适航要求。雷电对飞行器

的危害一般分为直接效应危害和间接效应危害。
雷电直接效应危害可以根据 SAEARP5416A 和

RTCA/DO灢160G通过部件级试验进行验证评估。
雷电间接效应危害情形复杂,一般需要进行整机试

验,确认机载系统与设备的防护指标,指标过低,飞
行器的雷电防护设计存在安全隐患,指标过高,则
要付出重量、体积和成本的代价。

为降低雷电间接效应危害,研究者开展了大量

研究,一方面通过理论计算或整机试验,揭示飞机

雷电电磁耦合的主要机制有开口耦合、扩散耦合及

电流重分布等[2];另一方面,研究者提出了飞机雷

电耦合的主要波形类型、参量范围和防护手段

等[3]。随着电磁仿真技术的发展,研究机构逐步具

备模拟飞机雷电耦合、扩散和重新分布过程的能

力[4],依靠飞行器整机数字模型也可以进行雷电间

接效应仿真及防护设计,既可以节约大量试验经费

又避免了机载设备在试验中毁伤的风险。
国外,雷电间接效应仿真软件主要以EMA3D

软件为主,基于该软件相关飞机设计公司及研究机

构在20世纪末进行了大量的雷电间接效应仿真与

试验验证工作[5灢7],提升了仿真结果的可信度。国

内,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航大学以

及合 肥 航 太 电 物 理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等 也 基 于

EMA3D进行了燃油箱、液压系统、设备舱等相关

雷电防护研究[8灢10]。国内大多数高校及研究机构

出于EMA3D软件成本或采购限制等方面的原因,
主要基于另一款电磁仿真软件CST进行地面目标

和飞行器的雷电间接效应仿真研究工作[11灢13]。
在国内已经完成的飞行器雷电间接效应研究

中,雷电流在飞行器的传导通路主要为金属蒙皮,
既不符合新型飞机大量使用轻质化复合材料机体

蒙皮的发展现状,又不符合复合材料占比提升后主

要依靠飞机内部金属结构传导雷电流的实际情况。
尤其在飞机内部结构建模方面很少有人提及,严重

制约着国内飞行器雷电间接效应仿真及评估技术

的发展与工程应用。单纯依赖雷电间接效应试验

进行飞机雷电防护设计,既不经济又要承担很大的

设计风险,国内亟需针对复合材料飞机进行内部结

构建模研究,并在飞机内部结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

雷电流传导通路仿真评估研究。
本文提出基于飞机内部结构建模技术的飞机

雷电流传导通路评估方法,构建部分 F22飞机内

部金属结构的电磁仿真模型,搭建从左机翼到右机

翼的雷电流传导通路,根据飞机内部的磁场分布和

机载线缆感应的短路电流对传导通路的防护效果

进行评估。

1暋机体内部结构电磁建模

飞行器内部结构复杂,各种机载系统、设备、线
缆线束、油箱、发动机以及弹舱等占据了绝大部分

的空间,如果不能根据雷电流的传导特性进行裁

剪,飞机内部结构的电磁建模几乎不可能实现。
飞机内部结构的建模需要从电磁学出发抓住

重点进行等效建模。从雷电流沿飞机内部金属结

构的传导来看,内部结构的传导电阻是最为重要

的。结合飞机内部结构的安装特点,飞机内部结构

表面一般涂覆有防腐蚀层,内部结构之间一般是绝

缘的,主要通过螺钉实现紧固并保持电连续性。因

此飞机内部结构的建模既要考虑自身的传导电阻

又要兼顾结构之间的搭接电阻。
从内部结构的传导电抗来看,包含电容和电感

控制两个方面。内部结构之间的相对位置应与实

际情况保持一致,保证内部结构之间电容的一致

性;电感主要产生在内部结构表面,需要保证内部

结构表面积的一致性。
出于减重等目的,飞机内部结构大量采用“工暠

字型,为了表面积的一致性可以简化为“口暠字型,
同时可以保证内部结构与机体蒙皮搭接面积的一

致性。
从上述限制因素出发,构建的 F22飞机机翼

段内部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主要有三个

部分:一是飞机机体蒙皮,主要参照结构专业的数

字模型进行修复建模;二是机体内部结构,机体内

部结构的建模主要基于上述限制,在保证内部结构

外形、相对位置一致性的同时,对其电导率进行等

效替代;三是机体内部金属结构与机体蒙皮的搭接

面,搭接面一般为密集的铆钉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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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飞机及内部结构示意图

(b)机体蒙皮与内部结构搭接面示意图

图1暋飞机左机翼到右机翼的雷电流传导通路示意图

Fig.1暋Lightningcurrentconductionpathfrom

leftwingtorightwingofaircraft

F22飞机机体内部的金属结构如图1(a)所

示,根据直流情况下的电导率匹配结果,机体内部

金属结构的电导率大致为4暳105 S/m,厚度为

5mm;机 体 蒙 皮 与 飞 机 内 部 结 构 的 搭 接 面 如

图1(b)所示,搭接面的电导率设置为1暳105S/m,
厚度为1mm;非搭接区域的机体蒙皮假定为电导

率为1暳104S/m 的复合材料,厚度为1mm,并可

能铺设有电导率为1暳107S/m 的金属网,金属网

厚度为0.075mm。上述材料的相对介电常数和

相对磁导率均设置为1,不同材料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电导率方面。

2暋仿真场景的布置

考虑雷电流从左机翼进入和右机翼流出的场

景,如图2所示。

图2暋飞机雷电间接效应仿真场景示意图

Fig.2暋Simulationsceneofindirectlightning
effectofaircraft

在机体内部传导通路附近区域布置电磁场监

测器如图3所示。在机体内部传导通路附近区域

布置1m 长的线缆如图4所示,线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监测短路电流,一份监测开路电压。雷电流

激励波形参照SAEARP5412-2013的雷电流 A
分量设置。

图3暋电磁场探针布置示意图

Fig.3暋Probedistributionofelectromagneticfield

图4暋线缆布置示意图

Fig.4暋Airbornecabledistribution

三种仿真场景类型说明如表1所示,场景1和

场景2用于对比1mm 厚复合材料和0.075mm
厚金属网的防护效果,场景2和场景3用于对比机

体内部结构对雷电流传导的影响。场景3中由于

存在机体内部金属结构,机体蒙皮与内部结构之间

存在搭接面。

表1暋仿真场景类型说明

Table1暋Descriptionofsimulationscenetypes

仿真场景 复合材料蒙皮 金属网蒙皮
机体内部

金属结构

场景1 曬 - -
场景2 - 曬 -
场景3 - 曬 曬

3暋磁场强度分布分析

3.1暋扩散耦合和电流重分配机制

通过机翼三个不同位置的磁场探针分布(如图

5所示),观察飞机雷电耦合时的扩散耦合机制。
场景1和场景2磁场强度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可
以看出:距机翼后缘位置越近曲率半径越小,磁场

越快达到最大值,表明扩散耦合机制越快;场景1
中三个探针的磁场强度更快达到最大值,表明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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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机体蒙皮的扩散耦合机制更快。

图5暋机翼三个不同位置的磁场探针布置示意图

Fig.5暋Distributionofmagneticfieldprobesinthree

differentpositionsofwing

(a)场景1

(b)场景2(探针1)

(c)场景2(探针2、3)

图6暋机翼后缘三个不同位置处的磁场强度

Fig.6暋Magneticfieldstrengthatthreedifferent

positionsontrailingedgeofwing

在图5中,探针1接近机翼后缘,场景1和场

景2中的磁场强度基本一致,这种现象还可以在接

近机翼前缘的探针位置观察到,代表着在曲率半径

过小的区域几何结构对雷电屏蔽效果的影响强于

材料的影响。

通过对比不同时刻的雷电流分布,可以观察雷

电耦合时的电流重分配机制。场景1的雷电流再

分配机制如图7所示,可以看出:场景1下,8毺s时

刻雷电流的能量以高频分量为主,雷电流沿机体边

缘(机翼外缘)传导,但到了180毺s时刻,雷电流能

量以低频分量为主,雷电流沿最短传播路径传导。

(a)8毺s

(b)180毺s

图7暋场景1的雷电流再分配机制

Fig.7暋Lightningcurrentredistribution

mechanisminscenario1

场景3的雷电流再分配机制如图8所示,场景

3中存在机体内部金属结构,可以看出:雷电在180

毺s时刻主要沿机体内部金属结构传导,因为机体

内部金属结构的传导能力远强于金属网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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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毺s

(b)180毺s

图8暋场景3的雷电流再分配机制

Fig.8暋Lightningcurrentredistribution

mechanisminscenario3

3.2暋机体内部结构对磁场强度分布的影响

机体截面选取前视图及俯视图如图9所示,图
中红色横线所示即为选取的水平截面,通过该截面

对比场景2和场景3中的机体内部感应的磁场

分布。

(a)截面选取前视图

(b)截面选取俯视图

图9暋截面选取前视图及俯视图

Fig.9暋Sectionselectionfrontviewandtopview

场景2和场景3中从2毺s到200毺s选取100
个时刻的磁场分布情况分别如图10~图11所示,
可以看出:场景2和场景3中磁场的差别主要集中

在机体内部金属结构所在区域,雷电流沿机体内部

金属结构传导,增强了金属结构周围区域的磁场。

图10暋场景2中选取截面的机体内部磁场强度

Fig.10暋Theinternalmagneticfieldintensityofthe

selectedsectioninscenario2

图11暋场景3中选取截面的机体内部磁场强度

Fig.11暋Theinternalmagneticfieldintensityofthe

selectedsectioninscenario3

在图3所示的34个磁场探针中,场景2和场

景3中的探针磁场强度对比如图12所示,根据对

比结果可以将机体划分为四个区域,四个区域对应

的磁场探针位置布局如图13所示。

图12暋场景2和场景3探针磁场强度对比

Fig.12暋Comparisonofprobemagneticfield

strengthinscenario2andscenari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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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域1

(b)区域2

(c)区域3

(d)区域4

图13暋四个区域的探针布局示意图

Fig.13暋Probelayoutoffourareas

从图12~图13可以看出:在内部金属结构附

近区域,受内部金属结构传导雷电流影响,场景3
的磁场大于场景2的磁场,例如区域1;相反的,远

离内部金属结构的区域,则是场景2的磁场大于场

景3的磁场,例如区域2和区域4;区域3受所处

位置曲率半径过小的影响,雷电能量很容易进入机

体内部,内部金属结构的有无对该区域无影响。

4暋线缆感应电流强度分析

飞机内部的线缆布置如图4所示,共计26根

线缆,13根用于监测短路电流,13根用于监测开路

电压。三种场景监测到的短路电流形式均如图14
所示,电流强度的差别如表2所示。监测到的开路

电压如图15所示,开路电压在15V 以内,部分开

路电压过小未显示。

图14暋场景3中线缆监测到的短路电流

Fig.14暋Shortcircuitcurrentdetectedbycableinscenario3

图15暋场景3中线缆监测到的开路电压

Fig.15暋Opencircuitvoltagedetectedbycableinscenario3

在表2中,场景1比场景2中线缆感应的短路

电流最大值高25倍左右,表明复合材料对雷电的

屏蔽效果远弱于金属网,而且场景1中的线缆短路

电流普遍大于SAEARP5412B中电流波形5A 和

5B最高防护等级5000A 短路电流。对比场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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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场景3,除线缆3、9和12以外,场景3的线缆短

路电流强度均小于场景2的短路电流强度,其中一

半线缆的短路电流最大值下降了1/2。

表2暋三种场景的线缆短路电流最大值

Table2暋Maximumvaluesofcableshortcircuit

currentinthreescenarios

线缆编号
短路电流/A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1 13444 529 259

2 26741 1033 617

3 548 28 95

4 23610 880 420

5 11254 426 389

6 24111 903 158

7 26024 963 470

8 5885 230 46

9 312 16 105

10 1311 59 66

11 10116 363 293

12 3949 147 301

13 18879 725 288

暋暋结合机体内部的磁场强度分布,虽然机体内部

金属结构将雷电流引入到机体内部导致机体内部

的磁场增强,但是由于内部金属结构的雷电流传导

能力远强于金属网,更多的雷电能量以电流的形式

沿着内部金属结构传导,向外辐射的电磁能量反而

较弱,线缆感应到的电流也更弱。对于机载系统和

设备雷电防护而言,由内部金属结构组成的雷电流

传导通路起到了很好的防护效果。

5暋结暋论

(1)飞机机体复合材料的雷电防护效果极差,
在不对复合材料进行金属化处理的情形下,机载线

缆感应短路电流最大值远高于最高级5级的指标。
(2)飞机机体复合材料采取敷设金属网等防

护措施后,雷电防护效果显著提升,与复合材料机

体相比,机载线缆感应短路电流最大值下降25倍。
(3)飞机内部的金属结构对雷电流传导起到

了很好的分流作用,雷电流通过重分配机制,主要

沿内部金属结构从左机翼传导至右机翼,与内部金

属结构缺失的情形相比,一半机载线缆的感应电流

最大值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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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民用飞机为获得在高强辐射场环境中的运营许可,必须按照适航当局发布的高能电磁辐射场(HIRF)
防护相关适航条款进行防护设计和适航验证。当前确定航空器内部 HIRF环境主要通过试验方法和相似性评

估法,具有工作量大、测试成本高等缺点。针对仅有 A类显示系统的CCAR23部飞机首次使用数据推算方法,
确定飞机内部 HIRF环境电平,用于实现整机的 HIRF防护适航验证;提出一套适用于 CCAR23部飞机 HIRF
防护适航验证的方法,分析该方法的关键技术及可行性。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已应用于 Y12F飞机 HIRF防护

适航验证的实际工程,有效降低了整机 HIRF防护适航验证的复杂程度,节约了整机试验所需的测试成本,提
高了试验效率,为民用航空器 HIRF防护验证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能电磁辐射场;CCAR23部;民用飞机;HIRF防护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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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btaintheoperatingpermitinthehigh灢intensityradiationfield(HIRF)environment,the
civilaircraftmustcarryouttheprotectiondesignandairworthinessverificationinaccordancewiththeairworthi灢
nessprovisionsrelatedtotheprotectionofhigh灢intensityradiationfieldissuedbyairworthinessauthorities.Cur灢
rently,theinternalHIRFenvironmentofaircraftisdeterminedmainlythroughtestmethodsandsimilarityas灢
sessmentmethod,whichhasthedefectsoflargeworkingamountandhightestcost.Thedataestimationmeth灢
odisfirstlyusedtodeterminetheinternalenvironmentlevelofHIRFfortheCCAR23aircraftwithonlycatego灢
ryAdisplaysystem,soastorealizetheairworthinessverificationofHIRFprotectionforthewholeaircraft.A
setofairworthinessverificationmethodsuitableforCCAR23aircraftHIRFprotectionisproposed,anditskey
technologyandfeasibilityofthismethodareanalyzed.Theproposedmethodisappliedtothepracticalenginee灢
ringofY12FaircraftHIRFprotectionairworthinessverification,whichcaneffectivelyreducethecomplexityof
thewholeaircraftprotectionairworthinessverification,savethetestcostandimprovethetestefficiency,and
providethereferenceforHIRFprotectionverificationofcivil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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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目前飞机所使用的复合材料的低电导率特性

使其提供的屏蔽效能差,使得电子电气系统更多地

暴露于外部电磁环境。考虑到飞机中关键功能的

电子系统对飞行安全的重要性和对 HIRF环境的

敏感性,为保障飞行安全,飞机适航要求飞机需要

进行 HIRF试验验证。
欧美国家基于 HIRF适航条例的贯彻已具备

系统性的 HIRF试验能力。设备级和系统级试验

基于混响室、微波暗室已经开展了大量试验研究工

作[1],整机 HIRF试验通常采用低电平耦合方式在

开阔场地进行[2]。国内强电磁环境防护技术航空

科技重点实验室目前已为诸多型号开展设备级

HIRF试验测试。此外还有一些单位具备部分

HIRF混响室试验能力[3],由于 HIRF防护的系统

及要求均存在分级的复杂性,国内针对 HIRF防护

的适航验证缺少整机的方法和经验。孔叔钫等[4]

中对适航条款进行解析,介绍了 HIRF适航验证流

程和试验要求,但没有给出具体操作方法;章光

灿[5]仅叙述了 HIRF符合性验证整机试验的流程

和方法,而缺少用于飞机适航验证的实例,此外文

中介绍的整机试验方法所需工作量极大。Y12F
飞机是新一代多用途涡桨支线运输机,配备通讯、
导航、控制、显示等重要电子电气系统。

本文以 Y12F飞机为例,针对CCAR23部飞机

HIRF防护系统,提出适用于CCAR23部飞机 HIRF
防护适航验证的方法,并对其关键技术与可行性进

行分析,以期对整机 HIRF防护适航验证进行指导。

1暋概暋述

2007年,FAA对14CFR中适航条例23部[6]

(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进行修正,
增加了1308条款,提出了 HIRF环境I和 HIRF
环境II及设备 HIRF试验等级1、2、3。而在此之

前FAA 主要采用专用技术条件的形式对型号合

格审定提出 HIRF防护要求。

CAAC 在其各个适航规范中还没有专门的

HIRF防护条款,但通过专用技术条件,针对合格

审定型号提出与FAA条例相应条款等同的 HIRF
防护要求。CAAC定义的 HIRF环境与 FAA 所

定义的保持一致[7]。

证明 HIRF符合性有多种可行方法,适航认可

的 A类系统 HIRF防护符合性验证程序,如图1
所示。

图1暋A类系统 HIRF符合性验证流程图[8]

Fig.1暋HIRFcomplianceverificationflowchartof

levelAsystems[8]

HIRF防护适航符合性认证应包含以下内容:
(1)根据系统安全性分析,确定需要 HIRF防

护系统级别;
(2)确定外部 HIRF环境;
(3)确定所安装系统的 HIRF环境;
(4)HIRF符合性验证的方法和效果。

2暋HIRF防护系统的确定

根据系统功能危险性分析结果,确定需要进行

HIRF防护的系统及要求级别。Y12F飞机各系统

功能危险性失效结果类别在栿级以上的系统失效

模式如表1所示。对于系统功能危险性分析,其失

效结果类别为栺(灾难的)、栻(危险的)、栿(主要

的)的,其 HIRF 防 护 等 级 为 A、B、C 三 类[9]。

HIRF防护等级与系统研制保证等级一致。

Y12F飞机涉及电子电气系统的飞机级危险

等级为灾难性的事件是飞行信息丧失、飞行信息有

害误导,相关系统是大气/航姿系统和综合显示系

统,其 HIRF合格审定级别为 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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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系统功能危险性失效模式和类别

Table1暋Modeandtypeofsystemfunctionriskfailure

失效模式
失效结

果类别

合格审定

级别

大气与航姿系统不能给出高度信息 栻 A类显示

大气与航姿系统不能给出空速信息 栻 A类显示

大气与航姿系统不能给出飞机的姿态信息 栻 A类显示

大气与航姿系统空速信息误指示 栻 A类显示

大气与航姿系统超速警告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大气与航姿系统不能给出磁航向信息 栿 A类显示

直流电源系统左发电机主汇流条得不到供电 栻 B类

直流电源系统右发电机主汇流条得不到供电 栻 B类

直流电源系统蓄电池汇流条得不到供电 栿 B类

综合显示系统主姿态信息指示功能丧失 栻 A类显示

主姿态信息误指示并且没有警告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主气压高度信息指示功能丧失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主气压高度信息误指示并且没

有警告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主空速信息指示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主空速信息误指示并且没有

警告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航向指示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航向信息误指示并且没有警告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低速提醒误指示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燃油油量信息指示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燃油油量信息误指示且无低油

量警告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电气系统信息误指示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配置错误提示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错误进入数据下载模式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错误进入远端维护模式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发动机参数指示功能丧失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发动机参数误指示并且没有

警告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俯仰配平信息误指示且无起飞

构型警告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襟翼位置信息误指示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起落架信息指示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起落架放下及锁定信息误指示

且无警告
栿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机组告警系统功能丧失 栿 A类显示

机组告警系统不能指示故障信息 栻 A类显示

综合显示系统机组告警系统信息误指示 栿 A类显示

近地警告系统不能发出报警信号 栿 C类

CAS67A空中防撞系统不能接收其他飞机的

应答信号
栿 C类

音频控制系统不能收听音频信号 栿 C类

音频控制系统不能提供发射音频信号 栿 C类

甚高频通信系统不能和地面进行视距通信 栿 C类

交流电源系统丧失功能,无法提供交流电能 栿 C类

3暋外部HIRF环境的确定

CAAC为 Y12F飞机发布的 HIRF专用技术

条件SC灢Y12F灢01附录1中给出的飞机外部 HIRF
环境与适航规章 FAR23附录J给出的飞机外部

HIRF环境一致,为 HIRF环境栺和 HIRF环境栻
以及设备 HIRF试验级别1、2、3,其中 HIRF环境

栺和 HIRF环境栻分别见文献[10]第8页的表2
“HIRFEnvironment栺暠和第9页的表3“HIRF
Environment栻暠。

4暋内部HIRF环境的确定

Y12F飞机安装的系统最高类别为 A 类显示

系统,根据 AC20灢158A 第17页的图2(A 类系统

HIRF符合性流程图)[10],确定 Y12F 飞机内部

HIRF环境可以通过通用传递函数和衰减的关键

技术,需注意的是该方法仅适用于 A 类显示系统,
具体见 AC20灢158附录1,如表2所示。

表2暋通用传递函数和衰减表

Table2暋Generaltransferfunctionandattenuation

项目 适用范围

图 A1灢1通用
传递函数

适用于机身长度不大于25m 的飞机

图 A1灢2通用
传递函数

适用于机身长度在(25m,50m]的飞机

图 A1灢3通用
传递函数

适用于机身长度大于50m 的飞机

图 A1灢4通用
传递函数

适用于直升机

图 A1灢5通用
传递函数

适用于所有飞机

无衰减

A类显示设备、连线位于的区域没有 HIRF屏蔽
(例如:未被保护的非导电复合材料结构区域,结
构搭接无保证的区域,其他未提供屏蔽保护的开
口区域)

6dB衰减

A类显示设备、连线位于最低限度 HIRF屏蔽的
区域内(例如:提供最低限度 HIRF屏蔽的非导电
复合材料机身内的驾驶舱、机翼前或后缘区域、起
落架舱内)

12dB衰减

A类显示设备、连线完全位于具有一定 HIRF屏
蔽的飞机内部,飞机为金属机身或屏蔽效率等同
金属的复合材料机身(例如:未完全封闭的电子设
备舱、驾 驶 舱、窗 户 附 近 的 区 域、过 道 板、不 带

EMI衬垫的门以及那些电流承载导体如液压管
路、操纵钢索、导线束和金属线架通过隔框时未全
部电搭接)

20dB衰减

具有中等 HIRF屏蔽的飞机内部,飞机为金属机
身或屏蔽效率等同金属的复合材料机身,此外,线
束通过这些区域内的壁板时,其屏蔽电搭接到壁
板上。线束安装时靠近金属结构,以利用金属结
构提供的固有屏蔽特性优点。电流承载导体如液
压管路、操纵钢索和金属线架通过所有隔板时全
部电搭接

32dB衰减 A类显示设备、连线完全位于 HIRF屏蔽效率很
高的区域内,从而形成电磁封闭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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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Y12F飞机主体为金属结构,驾驶舱门、客货

舱门、行李舱门和整流罩为复合材料结构,复合材

料舱门外表面嵌合一层带孔的铝箔以提供一定的

电磁屏蔽,整流罩内安装有电子设备时,整流罩外

表面也要求嵌合一层带孔的铝箔以提供电磁屏蔽。

Y12F飞机的电子/电气设备主要安装于如下区

域:机头设备舱、飞机驾驶舱区域、飞机驾驶舱左右

设备架、主起区域设备架、行李舱设备架、尾段设备

架,其中,机头设备舱、飞机驾驶舱左右设备架、行
李舱设备架、尾段设备架处于封闭的金属结构中。

Y12F飞机身长16.403m,选择表2中的图

A1灢1通用传递函数计算飞机内部线束感应的电流

(如图2中的线3所示),通过计算,飞机内部受

HIRF栺环境影响而感应的电流值如图2中的线1
所示,飞机内部受 HIRF 栻环境影响而感应的电

流值如图2中的线2所示。根据设备和线束的位

置不同,选择不同的衰减计算飞机内部的 HIRF环

境场强:当设备及连线位于驾驶舱或未完全封闭的

电子设备舱区域,如主起区域设备架,选择12dB
衰减计算飞机内部受 HIRF栺环境、HIRF栻环境

影响而产生的场强,如表3~表4所示,用于驾驶

舱区域的设备和连线,频带边界使用最高场强;当
设备位于封闭的设备架上、连线位于机身电缆通

道,选择20dB衰减计算飞机内部受 HIRF 栺环

境、HIRF栻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场强,如表5~表6
所示,用于机头设备舱、驾驶舱、行李舱、尾段的设

备架,频带边界使用最高场强。

图2暋通用传递函数和飞机内部 HIRF环境(感应的电流)

Fig.2暋GenerictransferfunctionandinternalHIRF

environment(inducedcurrent)

表3暋飞机内部 HIRF环境栺(驾驶舱区域)[8]

Table3暋InternalHIRFenvironment栺 (cockpitarea)[8]

频暋暋率
场强/(V·m-1)

峰暋值 平均值

10kHz~2MHz 12.5 12.5
2~30MHz 25.0 25.0

30~100MHz 12.5 12.5
100~400MHz 25.0 25.0
400~700MHz 175.0 12.5

700MHz~1GHz 175.0 25.0
1~2GHz 500.0 50.0
2~6GHz 750.0 50.0
6~8GHz 250.0 50.0
8~12GHz 750.0 75.0
12~18GHz 500.0 50.0
18~40GHz 150.0 50.0

表4暋飞机内部 HIRF环境栻 (驾驶舱区域)[8]

Table4暋InternalHIRFenvironment栻 (cockpitarea)[8]

频暋暋率
场强/(V·m-1)

峰暋值 平均值

10~500kHz 5.0 5.0
500kHz~2MHz 7.5 7.5

2~30MHz 25.0 25.0
30~100MHz 2.5 2.5
100~200MHz 7.5 2.5
200~400MHz 2.5 2.5

400MHz~1GHz 175.0 10.0
1~2GHz 325.0 40.0
2~4GHz 750.0 30.0
4~6GHz 750.0 40.0
6~8GHz 100.0 42.5
8~12GHz 307.5 57.5
12~18GHz 182.5 47.5
18~40GHz 150.0 37.5

表5暋飞机内部 HIRF环境栺 (机头设备舱)[8]

Table5暋InternalHIRFenvironment栺
(headequipmentcompartment)[8]

频暋暋率
场强/(V·m-1)

峰暋值 平均值

10kHz~2MHz 5 5
2~30MHz 10 10

30~100MHz 5 5
100~400MHz 10 10
400~700MHz 70 5

700MHz~1GHz 70 10
1~2GHz 200 20
2~6GHz 300 20
6~8GHz 100 20
8~12GHz 300 30
12~18GHz 200 20
18~40GHz 60 20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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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卷



表6暋飞机内部 HIRF环境栻 (机头设备舱)[8]

Table6暋InternalHIRFenvironment栻
(headequipmentcompartment)[8]

频暋暋率
场强/(V·m-1)

峰暋值 平均值

10~500kHz 2 2

500kHz~2MHz 3 3

2~30MHz 10 10

30~100MHz 1 1

100~200MHz 3 1

200~400MHz 1 1

400MHz~1GHz 70 4

1~2GHz 130 16

2~4GHz 300 12

4~6GHz 300 16

6~8GHz 40 17

8~12GHz 123 23

12~18GHz 73 19

18~40GHz 60 15

暋暋在确定飞机内部 HIRF环境时应用传递函数

法,选取适当的传递函数计算飞机内部电流时代替

整机试验的方法,用以节约整机试验直接所需的测

试成本、时间成本,以及间接的人工成本,提高试验

效率。

对于B类系统/设备,应采用专用技术条件附

录中设备 HIRF试验等级1或 HIRF试验等级2,

设备 HIRF试验等级1采用的电流值如图3中的

线1所示,环境场强如表7所示,设备 HIRF试验

等级2采用的电流值即如图2中的线2所示,环境

场强根据设备的位置选择表4或表6。

图3暋设备 HIRF试验等级1、3的电流值

Fig.3暋CurrentvalueofequipmentHIRFtestclass1,3

表7暋设备 HIRF试验等级1的环境场强

Table7暋Environmentalfieldstrengthof

equipmentHIRFtestclass1

频率
峰值场强/
(V·m-1)

波暋暋形

100~400MHz 20
连续波(CW),1kHz方波(SW),
调制深度90%或更大

400MHz~8GHz 150

1kHz重复频率的脉冲调制波,
占空比不小于4%,以1Hz的频

率和50%的占空比将信号不断地

接通和断开

暋暋对于C类系统/设备,应采用专用技术条件附

录中设备 HIRF试验等级3,设备 HIRF试验等级3
采用的电流值如图2中的线2所示,从100MHz~
8GHz频率范围内,环境场强最小值为5V/m。

5暋HIRF防护符合性验证方法

5.1暋A类系统

除对各设备按文献[11]第20章的要求完成设

备级 HIRF 试 验 以 外,还 需 在 试 验 室 按 SAE
ARP5583[8]要求进行系统级台架 HIRF试验,试
验电平大于或等于飞机内部 HIRF环境,试验电缆

的制造应与飞机上的电缆一致。Y12F飞机上的

A类系统是综合显示系统和大气/航姿系统,其设

备组成、安装位置及射频敏感度试验要求如表8
所示。

Y12F飞机上的 A 类系统是综合显示系统和

大气/姿 态 系 统,包 含 的 A 类 设 备 有 4 个

KDU1080平板液晶显示器、1个12槽 MAU、4个

KBT300总线终端电阻和1个双通道 KSG7200大

气航姿计算机,其中12槽 MAU 包含2个 PWR灢
210电源模块、2个 NIC灢200网络接口控制模块、2
个 AGM灢200图形模块、1个 GIO灢200双通道通用

I/O模块、1个 CIO灢AP2双通道用户I/O 模块、2
个IM灢950配置模块。KDU1080平板液晶显示器

安装在驾驶舱仪表板上,MAU、KBT300总线终端

电阻、双 通 道 KSG7200 大 气 航 姿 计 算 机 安 装

在驾驶舱电子设备架,相关设备及连线所在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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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F内部环境场强分别如表3和表5所示,线束

感应电流如图2中的线2所示,由此确定相关设备

的射频敏感度试验最低要求(按 DO灢160),如表8

所示,实际的射频敏感度试验电平也列在表8中,

实际的射频敏感度试验电平大于或等于射频敏感

度试验最低要求,满足要求。

表8暋A类设备射频敏感度试验要求及符合性

Table8暋RFsensitivitytestrequirementsandcomplianceoflevelAequipment

系统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安装位置

射频敏感度

最低试验要求

实际的射频敏

感度试验水平

CS RS CS RS

符合性

综

合

显

示

系

统

平板液晶显示器 KDU1080 4 驾驶舱仪表板上

12插槽 MAU机箱 MAU灢12U 1 驾驶舱右电子设备架上

MAU模块:电源模块 PWR灢210 2 MAU内

网络接口控制模块 NIC灢200 2 MAU内

MAU模块:图形模块 AGM灢200 2 MAU内

双通道通用I/O模块 GIO灢200 1 MAU内

双通道用户I/O模块 CIO灢AP2 1 MAU内

MAU模块:配置模块 IM灢950 2 MAU内

总线终端电阻 KBT300 4 驾驶舱电子设备架上

A D K D

A B K D

A B K D

实 际 的 传 导

敏 感 度 试 验

电 流 大 于 所

要 求 的 传 导

敏 感 度 试 验

电流;实际的

辐 射 敏 感 度

试 验 电 平 大

于 或 等 于 所

要 求 的 辐 射

敏 感 度 试 验

电 平,满 足

要求。

大气航姿计算机 KSG7200 1 驾驶舱电子设备架上 A B K D

暋暋A类系统除对设备应按DO灢160中的20章要

求进行设备的 HIRF合格鉴定试验外,在试验室按

ARP5583要求进行系统级台架 HIRF试验,试验

电平大于或等于飞机内部 HIRF环境电平,并按飞

机上的实际电缆情况制作一套试验电缆,试验电平

需大于或等于飞机内部 HIRF环境电平[12]。HO灢

NEYWELL公司为 Y12F飞机提供的 APEX系统

为 A 类显示系统,由于在以往飞机上安装的复杂

配置 的 APEX 系 统 已 完 成 试 验 室 系 统 级 台 架

HIRF试验,相对 Y12F飞机的 APEX系统的配置

比已完成试验系统的配置简单,因此不再进行试

验,但对Y12F飞机的APEX系统和已完成系统级

台架 HIRF试验的 APEX 系统进行相似性分析,

作为验证支持文件。APEX系统级台架 HIRF试

验电平如表9所示,其中 A类显示系统:6dB对应

的频率为400MHz~1GHz,12dB对应的频率为

1~18GHz。

表9暋APEX系统级台架 HIRF试验电平

Table9暋HIRFtestelectricallevelofAPEXsystem

频率/Hz

JAA/FAA外部

环境场强/
(V·m-1)

内部环境 & 试

验限度场强/
(V·m-1)

峰值 平均值 峰值 平均值

10~100kHz 50 50 50 50

100~500kHz 50 50 50 50

500kHz~2MHz 50 50 50 50

2~30MHz 100 100 100 100

30~70MHz 50 50 50 50

70~100MHz 50 50 50 50

100~200MHz 100 100 100 100

200~400MHz 100 100 100 100

400~700MHz 700 50 350 25

700MHz~1GHz 700 100 350 50

1~2GHz 2000 200 500 50

2~4GHz 3000 200 750 50

4~6GHz 3000 200 750 50

6~8GHz 1000 200 250 50

8~12GHz 3000 300 750 75

12~18GHz 2000 200 500 50

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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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暋B类系统

对于B、C类设备,按 DO灢160的20章要求进

行设备的 HIRF合格鉴定试验,试验电平大于或等

于其对应的飞机内部 HIRF环境[13]。

Y12F飞机上的B类系统是直流电源系统,其

设备组成、安装位置及射频敏感度试验要求如表8
所示。

Y12F飞机上的 B类系统是直流电源系统,

B类设备有直流电源系统的1个 PDA灢145主配

电盒、2 个 300SG116Q灢1 起 动 发 电 机 和 2 个

GCSG504灢4调压盒,B类设备暴露于专用技术

条件 SC灢Y12F灢01附录1中描 述 的 HIRF设 备

测试水平1或2时,系统不会受到不利影响,设

备 HIRF试验等级1采用的电流值如图2的线

1所示,环境场强如表7所示,设备 HIRF试验

等级2采用的电流值即为图3中的线2,环境场

强根据设备的位置选择表4或表6[14]。由此确

定相关 设 备 的 射 频 敏 感 度 试 验 最 低 要 求 (按

DO灢160),如表10所示。

表10暋B类设备射频敏感度试验最低要求[15]

Table10暋RFsensitivitytestminimumrequirementsoflevelBequipment[15]

系统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安装位置

射频敏感度

最低试验要求

CS RS

直流电源系统

主配电盒 PDA灢145 1 驾驶舱电子设备架上 B或 R B或 R

起动发电机 300SG116Q灢1 2 左、右发动机上 B或 R B或 R

调压盒 GCSG504灢4 2 驾驶舱左、右电子设备架上 B或 R B或 R

暋暋PDA灢145主配电盒实际的射频敏感度试验是

按DO灢160进行的,其中传导敏感度试验按 U 类

进行,试验电平为30mA,频率范围:10kHz~400

MHz,辐射敏感度试验按 U 和 R 类进行,试验电

平分别20V/m(CW 连续波、AM 调幅波,频率范

围:100MHz~8GHz)和150V/m(PM 调相波,

频率范围:400MHz~8GHz),实际的射频敏感度

试验电平大于或等于射频敏感度试验最低要求,满

足要求。

300SG116Q灢1起动发电机和 GCSG504灢4 调

压盒 为 货 架 成 品,这 2 个 成 品 为 早 期 产 品,

300SG116Q灢1起动发电机满足 TSO灢56a技术规

范,只按 DO灢160进行了环境试验,其中无线电频

率敏 感 度 试 验 (辐 射 和 传 导)未 进 行,考 虑 到

300SG116Q灢1起动发电机是一个磁密闭体,不会

受到电磁场辐射影响,又由于发电机是一个大的能

量转换设备,传导干扰电流也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因此300SG116Q灢1起动发电机能满足 HIRF环境

使用要求;而 GCSG504灢4调压盒,只按 MIL灢STD灢

461B元器件手册进行了EMI/RFI试验,其中与传

导和 辐 射 敏 感 度 有 关 的 试 验 有:CS01、CS02、

RS02、RS03,未进行无线电频率敏感度试验(辐射

RS和传导 CS)。GCSG504灢4调压盒已在 Y12IV
飞机上使用,其间未发生由于 HIRF环境而引起的

故障,其服役经验表明其在预期的环境条件下提供

连续、安全服务的能力。

5.3暋C类系统

Y12F飞机上的 C 类系统是交流电源系统、

TCASII空中防撞系统、TAWS地形提示和告警系

统、VHF甚高频通信系统和音频控制系统,其设备

组成及射频敏感度试验要求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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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暋C类设备的组成及射频敏感度试验最低要求

Table11暋RFsensitivitytestminimumrequirementsandcomplianceoflevelCequipment

系暋统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射频敏感度

最低试验要求

实际的射频敏

感度试验水平

CS RS CS RS

符合性

磁航向系统磁通阀 KMG7010 2 T T R R

综显系统主飞行显示器控制板 KMC2210 2 T T T T

综显系统多功能控制板 KMC2220 1 T T T T

综显系统数据采集单元 ADAU 1 T T T T

TCAS栻
空中防撞处理器 TPU67A 1 T T R R

模块 CM67A 1 T T R R

TAWS 增强型近地警告计算机 MKVI 1 T T T T

音频系统 音频控制板 KMA29 2 T T T T

VHF系统 多功能设备 KTR2280 2 T T T T

交流电源系统 静态变流器 SC50 2 T T - -

除了 SC50 静 态 变 流

器外,其 他 设 备 实 际

的传导敏感度试验电

流大于或等于所要求

的传导敏感度试验电

流;实 际 的 辐 射 敏 感

度试验电平大于或等

于所要求的辐射敏感

度 试 验 电 平,满 足

要求。

暋暋Y12F飞机上的 C 类系统是交流电源系统、

TCAS栻、TAWS、VHF 通信系统和音频控制系

统,主要设备有综合显示系统的 KMC2210主飞行

显示器控制板和 KMC2220多功能控制板及数据

采集单元、ADAHRS中的磁通阀、TCAS栻系统中

的 TPU67A 空 中 防 撞 处 理 器 和 CM67A 模 块、

TAWS系统中的 MK 桍增强型近地警告计算机、

VHF通信系统中的 KTR2280 多功能设备、音频

控制系统的 KMA29音频控制板以及交流电源系

统的SC50静态变流器。对于C类设备,采用专用

技术条 件 附 录 中 设 备 HIRF 试 验 等 级 3,设 备

HIRF试验等级3采用的电流值如图3的线2所

示,从100MHz~8GHz频率范围内,环境场强最

小值为5V/m。由此确定相关设备的射频敏感度

试验最低要求(按 DO灢160),除了SC50静态变流

器外,其他设备实际的射频敏感度试验电平大于或

等于射频敏感度试验最低要求,满足要求,而SC50
静态变流器已在 Y12系列飞机上使用,其间未发

生由于 HIRF环境而引起的故障,服役经验表明其

在预期的环境条件下提供连续、安全服务的能力。

6暋结暋论

(1)在确定内部 HIRF环境时,根据 Y12F飞

机只有 A 类显示系统的特点,采用了传递函数和

衰减计算的方法,应用该方法有效降低了整机

HIRF防护 适 航 验 证 的 复 杂 程 度,提 高 了 试 验

效率。

(2)通过对 A、B、C三类飞机 HIRF防护系统

分别进行验证,表明本文提出的整机 HIRF防护适

航验证方法符合 CAAC23部飞机适航条例要求,
可供今后此类适航验证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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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总线拓扑完整是基于1394总线网络的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正常、可靠工作的必然要求,为了确保各

传感器节点信息的可靠传输,必须在系统工作前进行总线完整性检查,以排除节点或线缆故障可能对系统造成

的不利影响。导航计算机在执行总线完整性检查程序时,总线控制器的时钟源将发生切换,这会带来一定的时

序问题。针对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在某次1394b总线完整性检查过程中出现的虚警故障,通过理论分析和建

模仿真,对故障时刻的系统运行时序和虚警原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在进行总线完整性检查时,组合导航计

算机与总线控制器时钟异步导致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相邻两周期读取 DPRAM 中同一片缓存是系统报出虚警

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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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伴随着分布式网络拓扑

结构的发展而产生,是现代航空电子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与传统的集中式导航系统相比,分布式导

航系统将多个不同种类的导航测量系统分散地安

装在载体的不同位置,并通过总线连接,进行融合

解算,这样既提高了系统的冗余度,又能够为飞行

器提供更加精准且更为可靠的位置、姿态和航向

信息[1]。
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采用1394b总线网络进

行通 信。IEEE1394 总 线 又 被 称 为 火 线 (Fire
Wire),是 Apple公司于1985年提出的一个串行

总线技术标准,1995年被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协会(IEEE)正式认可,进而确立为通用标准。随

着时间的推移,该标准被不断地修订、完善和改进,
依次形成了IEEE1394a[2]、IEEE1394a-2000[3]

以及IEEE1394b-2002[4]等标准。为了提高总线

的可靠性、确定性以及总线网络的安全性,增强总

线网络的管理手段,降低总线系统的消息延时,

SAE(SocietyofAutomotiveEngineers)组 织 在

IEEE1394协议的基础上,从应用层角度考虑,对
协议提出了进一步的限定和约束,形成了新的

SAEAS5643协议[5]。
常见的1394总线网络故障模式有3种:节点

可达性故障、总线可用性故障以及数据可靠性故

障[6]。对于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组合导航计算机

通过总线实时获取各类传感器数据,是实现传感器

信息融合算法的基础,倘若某传感器节点由于物理

连接断开而出现不可达的情况,那么组合导航功能

就无法实现。因此,为了保证分布式系统的总线网

络拓扑的完整,避免可达性故障的出现,同时具备

容忍一次网络断线故障的能力,必须在系统工作前

对各节点的线缆连接情况进行检查。
针对1394总线网络测试的研究工作有很多。

王仲杰等[7]搭建了一套1394总线网络系统测试平

台,实现了对1394总线网络的线缆特性、误码率、
信号质量以及总线协议符合性等测试;杨峰等[8]对

1394线缆的结构及差分阻抗进行了理论分析,并
使用专用设备对1394线缆的差分阻抗进行了测

试;N.Takashi等[9]利用建模和数值仿真手段,对
两种队列模型下,1394总线网络异步流包的平均

等待时间等性能进行了测试和分析。但现有的研

究工作尚未涉及1394总线网络的完整性测试,且
针对1394总线网络在完整性测试过程中时序问题

的研究也未见报道。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给出基于1394总线

网络的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总线完整性检查方法,
并以某次检查过程中出现的虚警故障为切入点,通
过建模与仿真等手段,对总线完整性检查过程的时

序问题进行研究。

1暋1394总线网络完整性检查方法

SAEAS5643协议中给出了3种不同的总线

拓扑结构,分别是:基本拓扑、带环的基本拓扑、带
环的多余度拓扑[10]。本文研究的分布式组合导航

系统采用带环的基本拓扑结构,一个简单的环状

1394总线网络,如图 1(a)所示,其中 Node1 和

Node2的两端分别与CC的端口P0和P1相连,构
成总线环。在各个节点正确连接的情况下,端口

P0的状态为active,即正常工作状态,而 P1的状

态为loopdisable,处于环断开状态,CC通过端口

P0与 Node1和 Node2进行通信。
带环的1394b总线网络具备环断开特性,即容

忍一次网络断线故障,若总线环上某两个相邻节点

间的线缆断开,CC的另一端口将被自动激活,确
保节点能够通过另一个端口与 CC进行通信。若

Node1与 Node2间的线缆断开,端口P1将被自动

激活,从 loopdisable 状 态 变 成 active,从 而 使

Node2能够通过P1与CC进行通信,如图1(b)所
示。不成环的基本拓扑结构,不具备环断开特性,
一旦有线缆连接故障,该节点以后的所有节点都将

掉线,无容错能力。

暋暋暋(a)带环的基本拓扑暋暋暋暋暋(b)带环的多余度拓扑

图1暋1394总线网络拓扑结构图

Fig.1暋Topologicalstructureof1394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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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对总线完整性检查方法和原理进行

描述,首先介绍本文研究的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的

组成和结构。该分布式系统如图2所示,总线控制

器CC位于组合导航计算机(INC)中,并通过内部

总线与CPU进行通信,其他远程节点总线网络接

口子卡分别位于 GPS、INS、CNS以及 ADS之中,
各个节点通过符合1394b标准的铜制双绞线相互

连接,组成了带环的1394总线网络。总线网络中

相邻两节点之间的信道被分别命名为 Cable1~
Cable5。需要说明的是,上文中所述信道包括线缆

及其两端连接的电连接器。

图2暋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示意图

Fig.2暋Diagramofdistributedintegratednavigationsystem

1.1暋基于SAEAS5643协议的总线收发数

原理

SAEAS5643协议规定了1394总线网络具有

初始化和常规总线操作两个阶段。当总线上有任

意节点断开或者上下电,都会使得总线进入初始化

阶段,重新标识网络拓扑。在初始化阶段完成后,
进入常规总线操作阶段,SAEAS5643标准对此阶

段进行了详细规范,基本通信过程如图3所示。

图3暋常规总线操作[10]

Fig.3暋Generalbusoperation[10]

图3中STOFn 到 STOFn+1之间的时间称为

一个完整的帧周期,帧周期可以与系统应用的任务

周期相关联,实现总线上模块间同步。STOF称为

帧起始包,只能由 CC发起,每个 RN 节点都有唯

一预定义的相对于STOF的发送偏移和接收偏移

时间,节点仅在到达发送偏移时启动异步流包发

送[10]。总线上数据的传输行为由总线配置表进行

定义,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采用的总线配置表如表

1所示。

表1暋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总线配置表

Table1暋Busconfigurationtableofdistributed

integratednavigationsystem

数据包名 消息ID 包大小/字节 发送偏移/毺s 目的节点

GPS_DATA 0x100 469 100 INC

INS_DATA 0x200 256 2000 INC

ADS_DATA 0x300 128 3500 INC

CNS_DATA 0x400 469 4850 INC

1.2暋总线完整性检查方法

总线完整性检查可通过软件检查来实现,也可

通过硬件检查来实现。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采用

基于软件的总线完整性检查方法[11],具体步骤

如下。

Step1暋向 CC端口发送禁止指令,命令 CC
的端口P1处于禁止(disable)状态,人为地将总线

环断开,在此情况下,若总线网络中存在故障信道,
故障信道之后连接的节点都无法将数据继续向前

传输。

Step2暋由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对数据包更

新情况进行检查,由近及远地依次检查远程节点发

送至CC的数据包是否更新,若数据包更新,则表

明该节点离CC近端的信道是完好的;若检查到数

据包未更新,则表明该节点离 CC近端的信道故

障。结合图2,若检查到INS发送的数据包已更

新,则说明信道 Cable1正常,否则说明 Cable1故

障,若检查到CNS发送的数据已更新,则说明信道

Cable2正常,否则说明Cable2故障,以此类推。本

步骤可对信道 Cable1~Cable4进行检查,但无法

覆盖到Cable5。

Step3暋向 CC端口 P1发送使能指令,命令

CC端口P1恢复active正常工作状态,向C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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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发送禁止指令,命令 CC 端口 P0处于禁止状

态,使得GPS只能通过Cable5与CC进行通信,并
通过检查 GPS向CC发送的数据包是否更新来判

断信道Cable5是否正常。

1.3暋组合导航计算机获取数据包更新标志

的系统运行时序

在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中,当CC接收到总线

节点在规定时刻发送过来的数据包后,会将该数据

包更新标志置“1暠,导航计算机软件将数据包信息

读走后,会清除该数据包的更新标志。导航计算机

软件通过检查该更新标志是否置位来判断数据包

是否更新。
以CNS为例,组合导航计算机获取数据包更

新标志的系统运行时序如图4所示。CC在组合导

航计算机软件的控制下实现二者的同步运行,帧周

期同为15ms,根据总线配置表的定义,CNS在每

周期开始后的第4850毺s向 CC传输其最新数据

包。组合 导 航 计 算 机 软 件 在 每 周 期 开 始 后 约

1350毺s读取 CNS数据包中的信息,同时获取数

据包更新标志。
若总线连接完好且 CNS工作正常,那么按照

上述时序,组合导航计算机每一拍获取的数据包更

新标志都将为1。当系统运行总线完整性检查程

序时,软件检查数据包更新标志为1,确认数据包

已更新,判断该总线节点连接正常,信道完好。若

数据包更新标志为0,则可以说明 CNS与INS连

接的信道Cable2故障。

图4暋总线完整性检查时序(a)

Fig.4暋Timingsequenceofthebusintegrity
checkingprocedure(a)

2暋虚警故障现象和原因分析

在某次试验过程中,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在运

行总线完整性检查程序时,报出CNS与INS间信

道故障,即采集到CNS的数据包更新标志为0,但
总线分析仪记录的数据显示该节点通信正常,可确

认该故障为虚警[12]。在不改变总线网络的硬件连

接状态下,进行多次重复试验,发现该故障无法稳

定复现,属于偶发现象。

2.1暋原因探究

通过查看记录到的故障数据发现,由于组合导

航计算机软件帧周期的起始阶段会进行同步等事

务处 理,其 实 际 运 行 周 期 略 小 于 15 ms,约 为

14.876ms,而总线运行周期约为14.998ms。实

际上,总线完整性检查是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检查

程序的一部分,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在执行系统检

查程序时,总线控制器时钟源发生了切换,CC的运

行周期不再由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控制,组合导航

计算机与CC的运行分别采用不同的时钟,并且不

同的时钟其精度也不相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上
述偏差逐渐累积,在某一时刻必然会出现时序,如图

5所示。即在新的数据包到来之前,导航计算机读

取了上一拍的数据包,并获取了已经被清零的数据

包更新标志,故本文怀疑正是上述原因引起的虚警。

图5暋总线完整性检查时序(b)

Fig.5暋Timingsequenceofthebusintegrity
checkingprocedure(b)

2.2暋故障数据分析

为了对上述怀疑进行确认,进行多次试验,并
对总线分析仪采集的试验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为

551第1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梁兆鑫等:基于1394网络的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时序建模与仿真



了增大报故概率,还缩短了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的

工作周期。
在故障数据中,本文最关注的是组合导航计算

机软件进行总线完整性检查当拍的时序情况。在运

行系统检查程序的第0拍,组合导航计算机与 CC
仍然是同步的,以该时刻作为起始参考点,并根据参

数说明(如图6所示),按照以下步骤绘制时序图。

图6暋时序图绘制参数说明

Fig.6暋Parameterdescriptionoftimingsequencedrawing

Step1暋绘制总线检查当拍(第n拍)组合导航

计算机软件运行时序。首先确认导航计算机软件

进行总线完整性检查的那一拍相对于起始参考点

的拍序号n,并计算其相对时间T0。设Ps 为上位

机软件运行周期,i为拍次,总线检查拍次n使用

JTAG读取,同时还要使用JTAG获取数据包更新

标志时刻的小帧偏移毤0。其中:

T0=暺
n

i=1
Ps,i (1)

Step2暋绘制总线检查当拍(第n拍)CC运行

时序。在总线分析仪记录的数据中,将切换时钟后

CC发送的第一个STOF包选为参考点,找到发送

偏移最接近T0 时刻的STOF包,并记录其发送时

间T1,同时观察STOF包的实际发送周期PCC。

Step3暋比较分析。同时绘制导航计算机和

CC在检查拍的前一拍(第n-1拍)时序,观察相

邻两拍中上位机软件获取数据包更新标志的时刻

与CC接收到 CNS发送最新数据包 CNS_DATA
时刻的相对位置关系,将时序分析结果与故障清单

进行比较,判断系统功能是否正确。
对试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数据和正常数据进行

记录,并按照上述步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出现

如图5所示的时序时,软件会报出总线连接故障,而
当未出现如图5所示时序时,软件不会报故,这也印

证了之前的怀疑。其中两次试验的试验数据如表2
所示,第一组数据报故障,第二组数据正常。

表2暋试验数据及结果

Table2暋TestDataandresults

参暋暋数
数暋暋值

第一组 第二组

PCC/ms 14.999 14.998
Ps/ms 10.002 14.004

n 174 123
T0/ms 1740.696 1722.492
T1/ms 1739.930 1724.930

毤0/毺s 1352 1352

3暋建暋模

为了 说 明 故 障 的 偶 发 性,使 用 Inchron 工

具[13]对系统进行建模和仿真。

3.1暋时序建模

设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在第n个周期获取数

据包更新标志的时刻为tn
0

[14],则有:

tn
0=T0+毤0+J0 (2)

式中:T0 为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运行第n个周期

的起始时刻;毤0=1352毺s,为获取数据包更新标志

时刻的小帧偏移;J0暿(-1000ps,1000ps),为
服从均匀分布的抖动。

为实现精确建模,对式(1)进一步展开,可得:

T0=暺
n-1

i=1
Ps,i=暺

n-1

i=1

(Ps+殼Ps,i) (3)

式中:Ps=14.876ms;殼Ps,i~N(0,100毺s2),为第

i个周期的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运行周期偏差,该
偏差服从正态分布。

同样的,对CC的运行时序进行建模,设数据

包发送时刻为t1,则总线上第m 个周期的数据包

发送时刻为

tm
1 =T1+毤1+J1 (4)

式中:T1 为CC运行第m 个周期的起始时刻;毤1=
4850毺s,为CNS_DATA 最新数据包发送时刻的

小帧偏移;J1暿(-1000ps,1000ps),为服从均

匀分布的抖动。
类似地:

T1=暺
m-1

i=1
PCC,i=暺

m-1

i=1

(PCC +殼PCC,i) (5)

用函数R 来表示总线完整性检查结果,当出

现虚警时函数值为1,否则为0。根据上文分析及

总线完整性检查原理,函数R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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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殼Ps,i,殼PCC,i,J0,J1)=
1 (case*)

0 (else{ )
(6)

其中,case*为

tm-1
1 <tn-1

0 且tm
1 >tn

0 (7)
若在总线完整性检查当拍及前一拍,上位机时

序与总线时序存在式(7)所示关系,系统就会出现

虚警故障。总线检查结果R 为殼Ps,i、殼PCC,i、J0 和

J1 的函数,而上述参数均存在一定的随机性,这也

从根本上解释了该虚警故障偶发的原因。

3.2暋DPRAM 双端口缓冲区读写逻辑建模

总线上各节点发送到CC的数据被存储在CC
的DPRAM 中,DPRAM 存储器结构如图7所示。

图7暋DPRAM 存储器结构

Fig.7暋StructureoftheDPRAM

双端口缓冲区存在两块存储区域,分别为缓冲

区0和缓冲区1,FPGA 第一次接收到消息后,默
认将数据填入缓冲区0,同时将缓冲区0中数据包

对应的更新标志置为1。第二次接收到消息后将

数据存放在缓冲区1中,之后逻辑采用乒乓操作依

次向缓冲区0和缓冲区1中写入数据。CPU 获取

总 线 数 据 时,将 数 据 从 DPRAM 中 搬 运 到

SDRAM。由于 DPRAM 首先向缓冲区0中写入

数据,为了避免读写冲突,主机在读取数据时,首先

对缓冲区1进行操作,在读取完数据及其对应的数

据更新标志后,将更新标志清零。

4暋仿真与分析

使用Inchron工具对3.2节描述的 DPRAM
读写机制进行建模,并根据CC时序与组合导航计

算机软件时序,对系统检查程序的运行进行100次

仿真。在仿真过程中使用真实的系统参数,其中

n=120。

在100次试验中,有28次出现了如图8~图9
所示的情况,由于下个周期的数据包尚未到来,上
位机软件连续两次读取 DPRAM 中同一片缓冲

区,导致第二次读取缓冲区数据更新标志为0,引
起虚警。

图8暋单次总线完整性检查试验结果(a)

Fig.8暋Singletestresultforbusintegritychecking(a)

图9暋单次总线完整性检查试验结果(b)

Fig.9暋Singletestresultforbusintegritychecking(b)

为了避免在总线完整性检查过程中因时序问

题导致虚警故障,可以采用如下办法。
方法一:延长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运行周期或缩

短CC总线运行周期。只要节点向总线上传数据的频

率大于导航计算机获取数据包的频率,就可以避免虚

警问题。但此方法引起的软件架构变动较大。
方法二:在现有的总线完整性检查过程中,

CPU每一周期都读取数据包信息及其更新标志,
并在读取之后对更新标志进行清零操作,而实际

上,在执行系统检查过程中,无需对数据包信息进

行处理,因此可以延迟获取数据包更新标志。具体

方法为:在禁止端口后,将 DPRAM 中的数据读

走,使得两片缓冲区域中的数据包更新标志均为

0,同时只在数据包进行总线完整性检查当拍读取

DPRAM 中的总线数据。如此,假如总线线缆连接

故障,那么总线数据包在禁止端口后就无法更新,
总线完整性检查当拍读到的数据包更新标志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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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判断总线连接故障;如果总线连接完好,那么

将DPRAM 中的数据读走后,仍然会有新的数据

包发送过来,新的数据包会将数据包更新标志重新

置1,在总线完整性检查当拍读到数据包更新标志

为1,判断总线连接完好。由于在总线完整性检查

过程中,数据包只读取一次,虚警可以避免。
方法三:从仿真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连续两次

读取同一片缓冲区的现象也呈现周期性变化,目前

的检查方法只信任单次数据包更新标志的检查结

果,难以避免偶然性,可以通过多次获取数据包更

新标志的方式,在第一次检查结束后,延迟5拍第

二次获取数据包更新标志,紧接着再延迟5拍,进
行第三次数据包更新标志的获取,将多次检查结果

进行综合,只要有一次检查到数据更新即可认为总

线连接完好。

5暋结暋论

在进行总线完整性检查时,组合导航计算机与

总线控制器时钟异步导致组合导航计算机软件相

邻两周期读取DPRAM 中同一片缓存是系统报出

虚警的根本原因。由于总线控制器周期与组合导

航计算机的理想运行周期相同,因此在设计初期,
此类问题较难发现。本文对基于1394总线网络的

分布式组合导航系统的时序建模与仿真工作对

1394总线网络完整性检查以及异步系统的时序问

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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