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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0F介绍及在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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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运行可靠性是保障民用飞机安全经济营运的基础,S5000F《在役数据反馈国际规范》为民用飞机运行

可靠性分析与反馈以及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对 S5000F规范进行解读,首先,阐述

S5000F编制的背景和目的;然后,介绍S5000F规范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的业务流程;最后,探讨S5000F规范

在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中的应用。基于S5000F规范梳理民用飞机运行数据采集的业务流程,形成

基于数据的运行可靠性分析框架,为全寿命周期管理提供有效的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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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ofS5000FSpecificationandItsApplicationonOperational
ReliabilityAnalysisandFeedbackofCivil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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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erationalreliabilityisthebasisofensuringthesafeandeconomicoperationofcivilaircraft,S5000F
(internationalcodeforinservicedataandfeedback)providesanopportunityforthesystematicstudyofreliabili灢
tyanalysisandfeedbackandlifecyclemanagementofcivilaircraft.ThispaperinterpretstheS5000Fspecifica灢
tion.Firstly,thebackgroundandpurposeofS5000Faredescribed.Then,themaincontentofS5000Fspecifi灢
cationandrelatedbusinessprocessareintroduced.Finally,theapplicationofS5000Fspecificationinreliability
analysisandfeedbackofcivilaircraftoperationisdiscussed.BasedonS5000Fspecification,thebusinessprocess

ofcivilaircraftoperationdatacollectionissortedout,andadata灢basedoperationreliabilityanalysisframework

isformed,whichprovideseffectiveguidanceforlifecyclemanagement.

Keywords:S5000F;operationalreliability;analysisandfeedback;civilaircraft;lifecycle



0暋引暋言

运行可靠性是衡量装备是否正常运行的重要

指标,直接关系到装备全寿命周期的经济性和安全

性。此外,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主要通过运行数

据实现装备运行过程中可靠性评估和预测,依据分

析结果反馈指导装备全寿命周期的优化设计以及

维修工程分析。
为了有效指导装备全寿命周期运行可靠性分

析与反馈,欧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工业协会(Aero灢
spaceandDefenceIndustriesAssociationofEu灢
rope,简称 ASD)综合后勤保障规范委员会联合美

国航空工业学会(AerospaceIndustriesAssocia灢
tion,简称 AIA)共同制定了S5000F 《在役数据反

馈国际规范》[1灢2],并与 ASD其他S系列规范联合

使用,例如S1000D 《基于公共源数据库技术出版

物国际规范》[3]、S2000M 《军用设备综合数据处理

物资管理国际规范》[4]、S3000L 《后勤保障分析国

际程序规范》[5灢6]、S4000P《计划维修制定国际程序

手册》[7]、S6000T 《培训国际程序规范》[8]、SX000I
《S系列综合后勤保障规范使用指南》[9]等,实现装

备全寿命周期管理。此外,波音、空客等民用飞机

制造商运用S5000F规范并结合其他 S系列ILS
规范搭建了用于自主研发机型的运行可靠性分析

与反馈平台,例如波音的 AnalytX、空客的 Sky灢
wise,实现了产品运行过程中的可靠性分析,并将

分析结果用于指导全寿命周期管理,在保证满足持

续适航的要求下,达到提高签派可靠性、降低运营

支持成本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民用飞机行业迅猛发展,国产民

用飞机型号陆续投产并步入运营阶段,尽管国内民

航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民用飞机可靠性管理

要求,例如 MD灢FS灢AEG006 《航空器制造厂家运

行支持体系建设规范》[10]、AC灢121灢54R1 《可靠性

方案》[11]、CCAR灢21灢R5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

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12]等,但是与国外民用

飞机可靠性管理相比,国内在该方面仍存在较大差

距。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国产民用飞机事业

起步相对较晚,加之缺乏民用飞机运营经验,尚未

形成体系化的可靠性管理和运营支持方案;国内现

有的民用飞机可靠性管理要求与国际规范存在差

异,无法有效对标可靠性管理要求,构建的全寿命

周期可靠性管理体系不完善;基于数据的全寿命周

期管理已成为民用飞机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国产

民用飞机在全寿命周期可靠性管理方面目前正处

在起步阶段,尚未基于有效的标准规范形成可靠性

管理框架,无法为建立健全完善且适用于国产民用

飞机全寿命周期可靠性管理体系提供有效指导。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基于 ASD 组织制定的

S5000F《在役数据反馈国际规范》,本文对其进行

全方位解读;进而探究S5000F规范在民用飞机运

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中的应用,给出基于S5000F
的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研究思路;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运行可靠性分析结果在民用飞

机研制和服务阶段所起的作用。

1暋S5000F编制背景、目的及概述

随着新技术引进和装备日趋复杂,需要对装备

运行参数进行实时监测,监控其运行性能,确保装

备在全寿命周期内能够以最大效能被利用。因此,
数据反馈作为保障装备全寿命周期安全经济运行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用以描述利益攸关方相关数

据流,通过数据采集及处理流程,执行装备的性能

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反馈给利益攸关方,为复杂系

统及装备全寿命周期改进设计、运行控制、维修保

障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指导。为了有效指导装备全

寿命周期管理,ASD 于2008年联合 AIA 共同成

立工作小组筹备S5000F规范编制工作,该工作小

组主要成员构成如表1所示。

表1暋S5000F规范编制工作小组成员

Table1暋WorkinggroupmembersofS5000Fspecification

成员公司 国暋暋家

AgustaWestland UnitedKingdom

AirbusDefenseandSpace
Spain(formerAirbusMilitary)and

Germany(formerCassdian)

AndromedaSystems,Inc. USA

Boeing USA

DassaultAviation France

Bundeswehr Germany

ESG Germany

OCCAR European(basedinGermany)

Rolls灢Royce UnitedKingdom

SaabAB Sweden

UK MoD United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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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13年12月,S5000F 规范草案(第0.1版

本)在工作小组内部公布,仅供组内成员组织和公

司的专家参阅并提出改进意见;2014年6月,该小

组向公众发布了第二份规范草案(第0.2版本),更
广泛地征集建议以完善 S5000F 规范;2016年3
月,依据收集的建议和意见,第三份规范草案(第

0.3版本)正式发布;规范编制工作组历经多年改

进并完善迭代流程,于2016年9月正式公布了

S5000F规范正式版(第1.0版本)。
数据反馈是装备全寿命周期安全经济运营的

重要支持手段,S5000F规范旨在通过运行数据采

集处理和分析反馈,使制造商、运营商、维修商、供
应商等利益攸关方对装备运行和维护性能进行透

彻分析,用以指导装备改进设计和综合后勤保障

(IntegratedLogisticSupport,简称ILS),提高整

体运行性能,降低运营支持成本。此外,在役数据

分析结果可以应用于以下方面:加强维护和支持的

概念和理念;通过改进活动提升产品性能;指导和

完善运行计划。

S5000F规范总体预期目标是提高装备和产品

的可用性,优化整体运行效能,该规范可单独使用

或与其他S系列ILS规范联合使用,S系列ILS
规范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暋S5000F规范与其他S系列规范之间的关系

Fig.1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S5000Fspecificationand

otherSseriesspecifications

从图1可以看出:S5000F规范在装备全寿命

周期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主要作用是作为

ASD其他S系列规范的媒介,对装备运行数据进

行采集与处理,实现装备运行过程中的相关分析,
并将数据和结果反馈给其他S系列ILS规范,用

以指导装备全寿命周期的性能分析、优化改进、维
修工程分析等一系列活动,保障装备安全可靠经济

地运行。

S5000F规范描述了数据反馈的基本流程、运
行过程中所需执行的活动以及所需的数据信息,为
装备数据采集与处理、运行性能分析、维修保障提

供可行思路,为复杂系统和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体

系完善提供建设性方案。该规范内容共包括20
章,其组成结构如表2所示,表中 RAMCT为可靠

性 (Reliability),可 用 性 (Availability),维 修 性

(Maintainability),功能性(Capability)和测试性

(Testability)。

表2暋S5000F规范组成结构

Table2暋CompositionofS5000Fspecification

章节号 章节标题

Chap.1 规范使用介绍

Chap.2 运行数据反馈业务流程

Chap.3 RAMCT分析数据反馈

Chap.4 维修分析数据反馈

Chap.5 安全性数据反馈

Chap.6 供应保障数据反馈

Chap.7 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数据反馈

Chap.8 担保分析数据反馈

Chap.9 产品健康与使用监测数据反馈

Chap.10 报废管理数据反馈

Chap.11 综合产品群管理数据反馈

Chap.12 配置管理数据反馈

Chap.13 服务合同管理数据反馈

Chap.14 非预定义信息反馈

Chap.15 数据模型

Chap.16 数据交换

Chap.17 数据元素

Chap.18 S5000F剪裁

Chap.19 不同用例所需数据

Chap.20 术语和缩略语

2暋S5000F规范介绍

结合S5000F规范20个章节内容,依据各章

节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对该规范进行全方位解读,

用以 指 导 装 备 和 产 品 全 寿 命 周 期 管 理 活 动。

S5000F规范各章节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如图2所

示,可以看出:按照“总 - 分 - 总暠模式,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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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0F规范使用及数据反馈流程,全寿命周期管

理相关活动数据反馈,以及数据、剪裁及术语(包括

数据模型、交换准则及属性和剪裁、用例数据和术

语)三个方面,对S5000F规范内容进行介绍。其

中,S5000F规范使用及数据反馈流程涵盖规范使

用介绍和运行数据反馈业务流程共2章内容,全寿

命周期管理相关活动数据反馈涵盖 RAMCT分析

数据反馈至非预定义信息反馈共12章内容,数据、

剪裁及术语涵盖数据模型至术语和缩略语共6章

内容。

图2暋S5000F规范各章节之间的关系和联系

Fig.2暋TherelationshipofS5000Fspecificationchapters

2.1暋S5000F规范使用及数据反馈业务流程

第1章“规范使用介绍暠针对S5000F规范的

适用范围进行了介绍,明确了该规范主要用于运营

商、制造商、维修商等利益攸关方之间传递和反馈

产品运行信息。数据反馈贯穿于产品设计、制造、

运行、服务等各阶段全寿命周期,其工作重点是产

品运行和服务阶段的数据反馈,同时也可为产品其

他阶段数据反馈相关工作提供支持。

基于S5000F规范的数据传递与反馈框架如

图3所示,可以看出:基于S5000F规范数据交换

的具体流程为:依据研究对象,结合客户/用户使用

过程中获取的数据信息,将其按照S5000F规范要

求传递并集成到制造商、供应商、维修商等构建的

使用数据库,进而联合其他S系列ILS规范实现

装备和产品的性能分析、设计改进、维修保障等,并

将其反馈到客户/用户的使用数据库,为其进行全

寿命周期管理提供借鉴。

图3暋基于S5000F规范的数据交换框架

Fig.3暋Outlineofdataexchangebasedon

S5000Fspecification

此外,该章还给出了S5000F规范在运行和服

务阶段相关活动以及与其他S系列ILS规范相关

活动之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

图4暋S5000F规范与其他S系列规范ILS

过程中相关活动之间的关系

Fig.4暋RelationshipbetweenS5000Fspecificationandother

SseriesspecificationsrelatedactivitiesinILSprocess

从图4可以看出:基于S5000F规范中涉及的

相关活动采集数据,通过数据处理清洗数据,并将

其存储在使用反馈数据库,依据数据交换规则通过

S5000F信息分发网关反馈给工程设计、后勤保障

等部门;工程设计部门依据反馈信息实现装备和产

品的改进设计,优化运行效能;而后勤保障部门依

据反馈信息并结合其他S系列规范实现装备和产

品的全寿命周期管理,结合S3000L规范建立后勤

保障分析 LSA(LogisticSupportAnalysis)数据

库,进而参照S1000D、S2000M 和S4000P规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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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技术出版物编制、航材供应保障、维修任务

制定与优化等研究。

第2 章 “运 行 数 据 反 馈 业 务 流 程暠概 述 了

S5000F规范数据反馈业务框架,主要包括运行数

据反馈过程和运行数据采集流程。其中,运行数据

反馈过程如图5所示,涵盖准备、定义、说明、数据

处理和分析5个阶段,图中实线框为相关技术任

务,虚线框为合同任务,该过程是以有效和标准化

的方式支持数据采集,从不同的运营人接收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使参与者进行装备和产品性能分析,

旨在通过数据传递支持运营需求。运行数据采集

流程如图6所示,采集流程包括指导会议、合同拟

定、定义相关分析、定义请求数据元素、定义反馈利

益攸关方、定义数据反馈格式、请求的数据规范、合
并的数据规范、数据访问规范、数据传输规范、数据

生成、数据采集、数据准备、执行分析、生成结果、结

果反馈、审查会议和更新流程18个流程,其中指导

会议明确数据采集需求并执行相关准备工作,准备

工作包括全局分析策略、运行数据初步需求、初步

分析任务、替代方案和权衡分析、分析工作评估等。

图5暋运行数据反馈过程

Fig.5暋In灢servicedatafeedbackprocess

图6暋运行数据采集流程

Fig.6暋In灢servicedataacquisitionprocess

2.2暋全寿命周期管理相关活动数据反馈

第 3 章 “RAMCT 分 析 数 据 反 馈暠介 绍 了

RAMCT分析收集数据涉及的常见活动、基本定

义和基本数据。可靠性、可用性、维修性、功能性和

测试性是装备和产品的五大性能特征,其关系如图

7所示。测试性直接关系到维修性,维修性和可靠

性直接决定了装备和产品的可用性,而可用性是衡

量装备和产品功能完善与否的关键。此外,五大性

能特征还影响装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的安全性、经
济性等方面。RAMCT 分析数据反馈涉及可靠

性、可用性、维修性、功能性和测试性分析活动,以
及相关活动所需数据类别,本节仅以可靠性为例进

行说明。可靠性分析的目的是结合数据监测装备

和产品的可靠性,识别失效模式、原因和机理,预测

可靠性发展趋势,合理化维修间隔和支持后勤供应

保障,指导产品改进设计、优化运行计划及新型号

研制。关于运行可靠性分析方法,本章给出了适用

于结构系统层面的工程分析方法,例如仿真、Pare灢
to、故障树分析、FMECA、Markov等,其中部分方

法及分析流程可以参照 SAE ARP4754A[13]和

SAEARP4761[14]。此外,针对可靠性分析所需的

数据类型,通过性能分析、改进设计影响分析和趋

势、FMECA、根本原因分析、损坏和事件分析3个

案例,列出可靠性分析相关活动所需的数据信息。

图7暋RAMCT之间的关系

Fig.7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amongRAMCT

第4章“维修分析数据反馈暠定义了维修数据

反馈过程,其目的是为维修数据传递和交换提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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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实现装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维修管理,提升维

修保障能力。维修活动旨在保持或恢复某个项目

或使其能够执行其所需功能状态的行动,通常分为

计划/预防性维修和非计划维修两大类,这些维修

活动对于确保装备和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适

性和使用寿命至关重要。维修基础数据是执行装

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分析,维护装备和产品性能所

必需的基本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收集处理和分析,
可将得到的结果反馈到利益攸关方,优化维修活

动,提升签派可靠性和安全性,降低运营支持成本。
此外,针对维修数据类型,本章通过6个分析案例

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分别从制造商、运营商、维
修商等利益攸关方的角度说明了装备和产品全寿

命周期中所需执行的维修活动。
第5章“安全性数据反馈暠用于捕获影响装备

和产品安全性的事件信息,并涵盖了向制造商和维

修商反馈分析结果,提供安全问题的底层诱因和安

全问题的解决途径。安全性数据反馈的目的是试

图通过数据分析装备和产品在任何阶段(从概念设

计直至退役)发生的事件或潜在危险,将其反馈给

利益攸关方并及时作出应对策略,进而保障装备和

产品全寿命周期的安全性。安全性数据反馈最终

目标是向利益攸关方报告影响装备和产品的安全

事件和造成安全事件的根本原因,其涉及的重要组

织、安全事件来源以及数据反馈参与者如图8~图

9所示,可以看出:装备和产品安全性事件来源于

全寿命周期多项活动,且相关数据传递与反馈过程

中涉及多个对象,即运营商、供应商、维修商等利益

攸关方。此外,本章还给出了3个案例分析用以说

明安全性数据类别。

图8暋重要组织和安全事件来源

Fig.8暋Majororganizationsandsources

reportingsafetyevents

图9暋安全性数据反馈参与者

Fig.9暋Safetydatafeedbackparticipants

第6章“供应保障数据反馈暠通过供应保障相

关数据支持供应保障策略方面的工作,在保障可用

度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备件库存数量,实现物流链

管理,最大限度地提升资产可用性、降低运营支持

成本。供应保障作为产品支持策略的ILS要素之

一,其目的是规划采购、及时供应装备和产品维修

所需的备件,以合理的维修设备和工程人员支持产

品正常运行,最小化生命周期成本。供应保障数据

是实现装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维修保障管理的重

要信息,通过相关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可为运营

过程中的支持策略制定提供参考,在满足持续适航

的要求下,使装备和产品能够安全经济地运行。对

于供应保障数据类别,本章通过5个案例分析列出

了相关活动所需的数据。
第7章“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数据反馈暠主要着

眼点在于装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中成本分析并实

现成本数据信息的反馈。寿命周期成本分析主要

包括的内容有成本要素定义、识别各阶段的成本要

素及全寿命周期成本计算。成本数据不仅可用于

服务阶段的维修费用估算和评估维修方案,还可用

于后续供应保障费用的优化,改进维修策略,指导

航材配置。此外,在充分了解实际运营的情况下用

以支持决策者预测未来成本,管理现有预算并进行

决策分析,为有效调动资金奠定了基础。寿命周期

成本分析数据是有效衡量装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

费用的基础,为有效指导全寿命周期成本研究,本
章详细介绍了分析过程中所需的数据类型,并结合

S3000L规范中的成本分析模型,实现装备和产品

的运营支持成本计算。
第8章“担保分析数据反馈暠对产品担保内容

的合理性和管理缺陷进行了分析,主要内容和目的

为:记录系统故障并实施隔离措施,确定故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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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保范围内;研究费用成本、实际补偿费用、故障

费用数据交换等活动,为收集成本信息提供可行路

径;记录超出保修范围故障,识别不合理的担保项

目等,分析担保内容的合理性;通过组件故障率是

否超过预算损失率评估、有效识别风险项目;通过

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沟通管理改进担保分析,提高担

保制定流程和规则。产品担保分析是利益攸关方

之间的博弈过程,其反馈过程如图10所示,可以看

出:产品出现故障时,运营商结合担保内容和附加

信息(故障原因、故障数据)形成文件提交给制造

商,而制造商则依据合同有效性进行检查,确定是

否在担保范围内,如果属于担保范围则接受申请,
交由维修商进行维修;如果不属于担保范围则拒绝

申请,并将最终决定反馈给运营商,由运营商内部

决定是否提供新的支撑文件说服制造商接受担保

服务。此外,S5000F第8章3.2节给出了5个担

保分析的实例,并明确了担保分析需求的数据

类型。

图10暋担保分析数据反馈流程

Fig.10暋Warrantyanalysisdatafeedbackprocess

暋暋第9章“产品健康与使用监测数据反馈暠介绍

了收集和反馈健康和使用监测数据所涉及的常见

活动、基本定义和基本数据字段。产品健康和使用

监控是结合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用来确保和改进

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性,提升产品的整体性能。
产品健康和使用监控依据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即监

控产品的部位、监控措施、采集数据、数据提取、报
告数据、验证数据、数据分析传输、数据访问等,结
合数据输入、存储、传输、分析等流程,实现产品运

行监控、故障诊断、性能预测,最终实时反馈产品的

运行状态,进而确定ILS需求,保障产品安全性,

降低维修成本。此外,本章最后通过5个案例分析

阐述了产品健康与使用监测数据类别。
第10章“报废管理数据反馈暠针对全寿命周期

报废管理相关活动和数据进行了说明。报废管理

作为影响装备和产品设计、制造、运营和服务阶段

安全性和经济性的重要环节,是确保全寿命周期得

到合理支持的必要流程,其对于在整个产品寿命周

期内实现最佳成本效益至关重要。为了最大程度

地降低因报废产生的成本和影响,在装备和产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必须建立一个适用的报废管理流程,
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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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暋报废管理流程

Fig.11暋Obsolescencemanagementprocess

第11章“综合产品群管理数据反馈暠概述了综

合车队管理流程以及所需的数据,同时考虑到必要

的维护、产品配置和满足运营需求的所有可用性因

素,用以规划产品运营,满足产品的可用性和功能

性,适用于利益攸关方单个和多个产品运营综合管

理。综合产品群管理流程如图12所示,可以看出:
其流程主要包括产品需求管理、产品使用、运行管

理、产品管理、产品维修、产品设计、供应支持等。
此外,本章给出了7个案例分析,从不同角度罗列

出综合产品群管理所需的数据类别。

图12暋综合产品群管理流程

Fig.12暋Integratedfleetmanagementprocess

暋暋第12章“配置管理数据反馈暠提供了不同产品

配置管理方面所需的必要信息,其目的是确保产品

安全可靠地运行以及符合产品相关法规(例如适航

法规)要求。配置管理数据是执行产品全寿命周期

配置管理的基础信息,其相关数据类别通过5个案

例分析给出了详细的说明。此外,配置管理数据传

递与交换涉及制造商、运营商、维修商等,其数据反

馈流程如图13所示,可以看出:制造商主要负责功

能配置,运营商职责操作和运行,而维修商进行维

修维护;其中,与可靠性相关的为交付配置和升级

配置,交付配置是制造商在交付给运营商的产品配

置,升 级 配 置 是 由 制 造 商 (OriginalEquipment
Manufacturer,简称 OEM)提供的允许配置演变

而来。

图13暋配置信息反馈流程

Fig.13暋Configurationinformationfeedback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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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服务合同管理数据反馈暠主要是围绕

基于效能的物流 PBL(PerformanceBasedLogis灢
tics)管理,对服务合同中不同参与者之间信息交换

的必要数据进行定义,其目的是支持装备和产品全

寿命周期服务合同管理。PBL类型合同涵盖运营

商和供应商之间基于物流指标的长期合作协议(例
如服务合同),关注的是运营商的需求,即拥有一个

可操作、可靠、有效的系统,以合理的成本将物流成

本降至最低。此外,为了说明服务合同管理过程中

涉及的相关必要活动,本章结合12个案例分析对

其进行了论述。
第 14 章 “非 预 定 义 信 息 反 馈暠主 要 针 对

S5000F规范未定义的数据范畴问题,补充了相关

需求的数据信息,明确了非预定义信息为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数据两大类,用以支持装备和产品全寿命

周期管理。其中,非预定义结构化数据是指涵盖了

数据元素的数据结构,虽然不是该规范的一部分,
但是与数据反馈过程密切相关;非预定义非结构化

数据是指与操作和维护相关的信息,由于这些数据

自身的性质,无法将这些数据信息进行结构化。本

章还给出了该规范其他章节所需的非预定义数据

类别及相关的案例分析。

2.3暋数据、剪裁及术语

2.3.1暋数据模型、交换准则及属性

第15章“数据模型暠定义了一个通用的数据模

型———公共数据模型 CDM(CommonDataMod灢
el),用以指导装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相关

业务流程的数据交换和反馈。CDM 是S系列ILS
规范的核心,其为所有规范之间的互通性提供了有

效途径。在不影响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CDM 结

合功能单元 UOF(UnitsofFunctionality),将整个

数据拆分为多组较小的数据模型,用以简化整个数

据模型,方便数据交换和反馈流程。此外,针对装

备和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活动中所需的 UOF进

行了详细说明。
第16章“数据交换暠制定了基于可扩展标记语

言(ExtensibleMarkupLanguage,简称 XML)模

式数据交换准则,为实施数据交换提供了可行的指

导策略,处理的数据结合 UOF及 CDM,并依据相

关数据交换准则反馈给其他S系列规范用于相关

分析,相关活动如图4所示。此外,本章给出了

ASDXML模式与产品寿命周期支持PLCS(Prod灢
uctLifeCycleSupport)的 映 射 关 系,如 图 14
所示。

图14暋ASDXML模式与PLCS映射关系

Fig.14暋ASDXMLschematoPLCSimplementationmapping

第17章“数据元素暠针对S5000F规范装备和

产品全寿命周期管理相关活动数据模型涉及的所

有数据元素进行了定义,主要包括数据元素名称、
类型、文本及有效值、类/接口名称、UOF等。

2.3.2暋剪裁、用例数据和术语

第18章“S5000F剪裁暠主要用于指导不同使

用者依据该规范针对不同的装备和产品制定适用

于工程实际的指导性文件,提供利益攸关方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沟通途径,有效提高装备和产品全寿命

周期管理质量。
第19章“不同用例所需数据暠针对S5000F规

范第15章中描述的数据模型涉及的数据类别和数

据元素与其他章节中描述的用例之间的映射,目的

是为了快速确定装备和产品执行全寿命周期管理

活动所需信息。
第20章“术语和缩略语暠对S5000F规范涉及

的术语进行了定义并说明了该规范中相关缩略语

的含义,以便能够让使用者准确定位相关术语和缩

略语的含义,统一规范使用流程和行业认知。

3暋S5000F规范在民用飞机运行可靠
性分析反馈中的应用

民用飞机产业是影响全球战略地位的重要产

业之一,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对于民用飞机

而言,可靠性主要用以衡量其结构、机构、系统及整

机的性能是否能够满足预定功能需求,是全寿命周

期安全运行的保障指标之一,也是利润增长点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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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可靠性分析对于民用飞机安

全经济运行起到关键作用,并且可靠性分析贯穿于

民用飞机设计、制造、运行、服务等阶段全寿命

周期。
民用飞机设计阶段主要依据研究对象的概念

模型和预定义工作载荷开展其可靠性分析,进而结

合试验验证其可靠性指标,并进一步基于可靠性分

析结果指导优化设计。关于民用飞机设计阶段可

靠性分析的理论目前已相对完善,并且广泛应用于

工程实际;此外,西北工业大学冯蕴雯课题组针对

民用飞机典型系统(例如起落架、舱门等)结构机构

的设计阶段可靠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其推广至

国产民用飞机型号研制[15灢20]。民用飞机运行阶段

的可靠性研究(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着重分析

实际工况作用下分析对象的性能指标是否与设计

可靠性一致以及满足运行要求,其结果不仅能够反

映当前民用飞机运行状态的可靠性指标,而且能够

用于指导设计阶段的目标对象优化设计、运行阶段

的操作控制以及服务阶段的维修保障。对于民用

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通常做法是结合有效

的运行数据建立可靠性分析模型,基于该模型确定

运行状况下的可靠性水平,进而将分析结果用于民

用飞机全寿命周期管理。当前,随着大数据理论的

发展,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工程方面已在轨道交通、转子轴承等方面进行了初

步应用[21灢23],然而在民用飞机领域尚未系统应用。
针对S5000F规范,目前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

司已着手开展其翻译工作,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

所针对数据单元进行了初步研究。本课题组在民

用飞 机 运 行 可 靠 性 分 析 方 面 进 行 了 初 步 探

究[24灢27],并初步形成了基于S5000F规范在民用飞

机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中的思路框架,如图15
所示。

图15暋基于S5000F规范在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思路框架

Fig.15暋FrameworkofoperationalreliabilityanalysisandfeedbackforcivilaircraftbasedonS5000Fspecification

暋暋从图15可以看出: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

与反馈主要是基于民用飞机运行数据,结合大数据

理论,以S5000F为引,实现民用飞机运行阶段的

可靠性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反馈至民用飞机设计、
制造、服务等阶段,为民用飞机全寿命周期管理提

供有效支持。基于S5000F规范,民用飞机运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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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分析与反馈包括运行可靠性分析和分析结果

反馈两大流程。
运行可靠性分析主要包括数据获取、建模及分

析,其具体流程为:明确研究对象及分析目标;基于

S5000F规范相关章节,开展数据需求分析,梳理分

析所需的数据类别属性,通过飞行数据记录器

(FlightDataRecorder,简称FDR)、快速存取记录

器(QuickAccessRecorder,简称 QAR)、飞机通信

寻址与报告系统(AircraftCommunicationsAd灢
dressingandReportingSystem,简称 ACARS)等
收集的运行数据,运用多源信息融合对数据进行处

理,进而结合数据挖掘技术提取有效信息,进一步

采用数据模型实现数据集成;在此基础上,通过数

据传输规则调用训练数据,依据S5000F规范中提

及的仿真、Pareto、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FailureModeEffectsandCriticalityAnalysis,简
称FMECA)、故障树分析(FaultTreeAnalysis,简
称FTA)、Markov、代理模型等可靠性建模方法,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理论建立运行可靠性分析模

型,利用测试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若不满足精度

分析要求,则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修正,直至满足

预设要求;基于确认的可靠性分析模型,结合一次

二 阶 矩 (First Order Second Moment,简 称

FOSM)、改进一次二阶矩(AdvancedFirstOrder
SecondMoment,简称 AFOSM)、二次可靠度方法

(SecondOrderReliabilityMethod,简称SORM)、
重要度抽样、蒙特卡洛(MonteCarlo,简称 MC)抽
样等方法完成运行可靠性分析,输出分析结果。

对于运行可靠性分析反馈,则是基于运行可靠

性分析的结果,分别将其作为输入反馈给民用飞机

设计制造和服务阶段利益相关方,用以指导民用飞

机设计制造和服务阶段相关涉及活动的分析:在民

用飞机设计制造阶段,运行可靠性分析结果可以用

于新研机型和现有机型设计阶段的设计方案制定

和改进优化设计,指导制造阶段的零部件加工工

艺,以及运行阶段制定适当的飞行计划等;在民用

飞机服务阶段,运行可靠性分析结果可以有效指导

维修计划制定、维修任务优化、维修供应支持、寿命

周期成本分析、安全性管理、担保分析、健康管理、
报废处置、机队管理(优化机队管理方案)等。

综上所述,S5000F规范为民用飞机运行可靠

性分析与反馈提供指导,规范民用飞机运行阶段的

可靠性分析流程,完善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管理体

系;S5000F规范与其他S系列ILS规范联合使用,
为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反馈提供思路,将运行可靠

性分析贯穿于民用飞机从设计直至退役的全寿命

周期管理,进而为民用飞机安全经济运行提供合理

的方案。

4暋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民用飞机行业的迅猛发展,对民

用飞机安全性和经济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运行

可靠性是保障民用飞机安全经济营运的基础,加之

大数据理论的兴起和民用飞机运行数据的积累,

S5000F规范的面世为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分析与

反馈,以及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

契机。S5000F规范不仅有助于加强和完善民用飞

机运行可靠性管理体系和运行维护理念,而且有助

于推动国产民用飞机乃至整个民用飞机行业运行

可靠性、ILS等领域的进步。
本文研究工作的主要意义是结合 S5000F规

范探索民用飞机运行数据采集的业务流程,形成基

于数据的运行可靠性分析框架,为大数据背景下的

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管理提供合理有效指导,为健

全完善民用飞机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提供支持,进
而缩小国内外民用飞机全寿命周期管理的差距,达
到提升民用飞机日利用率和签派可靠性,降低飞机

停场(AircraftonGround,简称 AOG)时间和维修

成本的目标。
当前国产民用飞机正处在稳步发展阶段,其运

行可靠性分析与反馈以及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也

在逐步完善中,为了能够占据有利的未来民用飞机

市场地位,有必要借鉴S5000F规范建立健全可持

续的运行数据反馈流程,规范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

分析与反馈业务,实现国产民用飞机单机及机群运

营阶段性能分析与监控,搭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符合行业规范的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管理体系,进
而结合其他S系列ILS规范实现国产民用飞机全

寿命周期活动管理,以及健全完善国产民用飞机

ILS体系的建设,为民用飞机安全、可靠、经济地运

行提供有力保障,最终目标是在保障满足持续适航

要求的条件下,有效提升国产民用飞机运行可靠性

能力,提高日利用率和签派可靠性,降低 AOG 和

全寿命周期运营支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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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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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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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暋100074)

摘暋要:自无人机诞生并应用于实战以来,无人机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随着各领域高科技技术的进步,战场

环境日趋复杂,作战任务向高危对抗战场拓展,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成为各国研究的热点。本文论述了高空

长航时飞翼无人机对涡扇发动机的要求,结合航空发动机基本原理分析了关键设计参数对涡扇发动机性能的

影响,总结了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面临的关键问题及研究进展。本文的研究对于高空长航时

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的选型及适应性改进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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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21世纪以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得到了迅猛

的发展及广泛的应用。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在军事

领域主要用于执行侦察监视、对地打击、战场毁伤

评估、电子战等任务,在民用领域可用于自然灾害

状况观测、气象研究、高空大气科学研究等[1灢2]。到

目前为止,成功研制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并投入实

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以色列、中国等,具有代表性

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有“全球鹰暠“死神暠“苍鹭暠“彩
虹暠“翼龙暠等。为了达到长航时的目标,这些无人

机大多采用大展弦比、高升阻比的平直机翼,其缺

点是隐身性能较差,战场生存能力不足。因此,在



军事领域主要用于非对称作战任务中。
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在高威胁环境下的生

存能力强,可对重要目标实施渗透或抵近侦察,执
行隐身突防、防空压制等对称作战任务。近年来,
飞翼布局隐身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成为各国武器装

备研究的热点之一。发动机作为无人机的动力装

置,其性能指标影响到全系统的性能指标。在活塞

式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涡桨发动机、涡扇发动机等

航空发动机中,涡扇发动机在亚跨声速飞行中推进

效率最高[3],最适用于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我

国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尚未达到广泛应用阶段,
对可应用于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的涡扇发动机

的适应性改进研究较为缺乏。国外对涡扇发动机

部件,如压气机、涡轮、燃烧室等的高空适应性改进

研究较早且较为广泛[4灢5],但对应用于高空长航时

飞翼无人机的涡扇发动机适应性改进尚缺乏系统

性的论述。
本文分析关键设计参数对高空长航时飞翼无

人机用涡扇发动机性能的影响,总结高空长航时飞

翼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面临的关键问题及研究进

展,以期为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的

选型及适应性改进设计提供参考。

1暋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作战任务

及其对涡扇发动机的要求

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利用其隐身、长滞空时

间等优势,可在对抗环境下执行抵近侦察、持续监

视、警戒探测、通讯中继、电子干扰等作战支援任

务,可执行隐身突防、防空压制等作战任务,也可通

过引导巡航导弹打击或直接发动攻击的方式对地

面高价值目标实施打击。对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

机作战任务的分析可知其对发动机的特定要求为:
(1)低的巡航燃油消耗率,以满足长航时飞行

的需求;
(2)稳定的高空工作性能,在宽广的飞行高度

-速度包线内稳定工作,避免发生喘振甚至空中

停车;
(3)高的功率提取能力,以满足光电吊舱、雷

达、电子战吊舱等众多机载设备的功率需求;
(4)低的红外特征指标,以满足隐身需求。
此外,用于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的涡扇发动

机还应满足高推重比、低寿命周期成本、良好的可

靠性和维护性等通用要求。

2暋关键设计参数

2.1暋经济性评价指标

作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动力输出装置,表征

涡扇发动机经济性的指标之一是单位燃油消耗率,
简称耗油率,用符号sfc表示,其通用定义如式(1)
所示。

sfc=3600Wf

F
(1)

式中:Wf 为发动机的燃油质量流量,kg/s;F 为发

动机推力,N;sfc为单位燃油消耗率,kg/(N·h)。
表征涡扇发动机经济性的另一个指标是推进

总效率,其定义为发动机所产生的推进功与燃油完

全燃烧产生的热能之比,也等于热效率和推进效率

的乘积,如式(2)所示。

毲0=
FV0

WfHf
= Lnet

WfHf
·FV0

Lnet
=毲th毲p (2)

式中:V0 为飞行速度,m/s;Hf 为每千克燃油热

值,J;毲th为热效率,即循环有效功与燃油完全燃烧

产生的热能之比;毲p 为推进效率,即推进功与循环

有效功之比。
由式(1)~式(2)可得:

sfc=3600V0

Hf毲0
=3600V0

Hf毲th毲p
(3)

由式(3)可知,当飞行速度相同时,在表征发动

机经济性方面,耗油率和推进总效率这两个指标是

等效的。

2.2暋涵道比

在其他设计参数一定时涡扇发动机的热效率

和有效功是一定的,其涵道比B 越大,发动机内

涵、外涵的排气平均速度越小,因而排气携带的散

失于大气中的能量越小,推进效率越高[6]。当飞行

速度一定时,发动机耗油率越低,涡扇发动机耗油

率sfc与涵道比B 的关系如图1所示[6]。对于高

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为了达到更低耗油率的目的,
应尽可能选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例如,高空长

航时无人机“全球鹰暠选用AE3007H发动机,其涵道

比为5,起飞状态耗油率可低至0.0388kg/(N·h),
未来的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涵道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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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12~15。

图1暋涡扇发动机耗油率sfc与涵道比B 的关系

Fig.1暋RelationshipbetweensfcandB

2.3暋总增压比

根据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工作原理,总增压比

毿是影响发动机热效率的重要参数,对发动机耗油

率有明显的影响。涡扇发动机理想循环效率仅受

增压比的影响,且随增压比单调增加,如式(4)
所示。

毲th,i=1- 1
毿

毭-1
毭

(4)

式中:毿为发动机压缩系统总增压比;毭为空气绝

热指数,毭=1.4。
在目前技术所能达到的增压比范围内,提高增

压比是降低发动机耗油率的重要技术途径,如图2
所示[6]。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追求更

低的燃油消耗率,因此进一步提高压气机总增压比

仍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图2暋涡扇发动机耗油率sfc与增压比毿c 的关系

Fig.2暋Relationshipbetweensfcand毿c

2.4暋风扇压比

对于涡扇发动机而言,发动机循环有效功分为

两个部分,一部分使内涵道油气混合气体速度增

加,另一部分使外涵道气体速度增加。在其他设计

参数一定时,发动机的热效率和有效功是一定的,
这两部分有效功的分配存在最佳分配的问题。研

究表明,涡扇发动机设计涵道比对最佳风扇增压比

产生影响,发动机涵道比越大,则最佳风扇压比应

越小,如图3所示[6]。因此,对于高空长航时无人

机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来说,应发展尺寸较大、
增压比较低的单级风扇。但为了提高总增压比,对
高压压气机压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3暋耗油率sfc与设计涵道比B、风扇增压比毿F 的关系

Fig.3暋RelationshipbetweensfcandB,毿F

2.5暋涡轮前温度

实际循环热力过程存在摩擦损失、排气损失

等,其热效率及燃油消耗率受涡轮前温度(T4)影
响,如图4所示[6]。

图4暋涡扇发动机耗油率sfc与涡轮前温度T4 的关系

Fig.4暋RelationshipbetweensfcandT4

从图4可以看出:随着涡轮前温度的提高耗油

率先减小后增大,存在一个对应发动机耗油率最低

的温度值。因此,对于追求低油耗的高空长航时涡

扇发动机来说,涡轮前温度应设定在使耗油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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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

3暋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

动机关键问题

3.1暋高空低马赫数飞行条件下的低雷诺数

效应

雷诺数(Re)是表征流体流动情况的无量纲

数,是流体惯性力与粘性力比值的量度,雷诺数越

小意味着粘性力影响越显著,如式(5)所示。

Re=氀vd
毺

=氀v2

d
毺v
d2 (5)

式中:氀为流体密度;v为流体速度;d为特征长度;

毺为粘性系数。
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空气密度明显降低,当飞

行速度及特征长度不变时,雷诺数下降趋势明显。
在空气速度及特征长度保持不变时,20km 处的雷

诺数仅为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的9.05%,如图5
所示,d=0.05m,v=25m/s。

图5暋雷诺数、空气密度、粘性系数随高度的关系

Fig.5暋RelationshipbetweenRe,airdensity,

coefficientofviscositywithheight

在高空低马赫数飞行条件下,低雷诺数意味着

粘性力对流动的影响变大,导致风扇/压气机、燃烧

室、涡轮等部件效率降低,发动机性能下降。在高

空低速飞行条件下,雷诺数低于风扇/压气机自模

化工作区的临界值[7],气流在叶片背面容易产生分

离,使风扇、压气机增压比、换算流量、效率大幅降

低,风扇/压气机喘振边界向下移动,压气机的工作

线向喘振线移动,稳定裕度降低[7灢8],典型的压气机

受低雷诺数影响的特性变化如图6所示[8]。

图6暋低雷诺数对压气机特性的影响

Fig.6暋EffectoflowRenumberoncompressor

characteristics

涡轮效率也受低雷诺数影响明显。在高空低

速飞行条件下,涡轮中燃气雷诺数较小,燃气在涡

轮叶片背面容易产生分离,使涡轮效率降低,流通

能力下降。受低雷诺数的影响,流量和效率特性线

均向下方移动,在相同的换算功下,涡轮流量和效

率都下降,如图7所示[9]。

(a)低雷诺数对涡轮流量的影响

(b)低雷诺数对涡轮效率的影响

图7暋低雷诺数对涡轮特性的影响

Fig.7暋EffectoflowRenumberonturbinecharacteristics

李文等[10]采用气热耦合 CFD计算方法,对某

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高空低雷诺数下的流动特性

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雷诺数从2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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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低压涡轮效率迅速减小,且雷诺数越低时低

压涡轮效率随雷诺数的降低减小得更快,如图8
所示[10]。

图8暋涡轮效率随雷诺数变化规律

Fig.8暋Relationshipbetweenturbine

efficiencyandRenumber

此外,在高空低马赫数飞行条件下,燃烧室进

口的空气流量、压力、温度均显著降低,导致燃油雾

化、油气掺混变差、燃烧室压力降低,加上高空低雷

诺数效应等因素,火焰传播速度和化学反应速率降

低,燃烧的稳定性和燃烧率降低[11]。

3.2暋功率提取

随着飞行高度的升高,空气密度降低,发动机

进气量及进油量相应降低,发动机动力性能下降,
因而分出功率的能力也下降。当发动机在高空工

作时,由于空气密度降低,发动机工作线向压气机

的喘振线方向移动,压气机的喘振裕度降低,此时

高的功率提取进一步降低了喘振裕度[12]。此外,
发动机分出功率还会导致发动机耗油率上升的问

题,如图9所示[12]。在高空条件下,发动机分出功

率很难满足光电吊舱、雷达、电子战吊舱、液压泵等

众多机载设备的功率需求。

图9暋功率提取对耗油率的影响

Fig.9暋Effectofpowerextractiononfuelconsumptionrate

3.3暋红外隐身

对于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为了最大限度地

提升战场生存能力、达到红外隐身的目的,其红外

信号特征应尽可能小。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最

大飞行马赫数一般在0.75左右,飞行时机体与空

气摩擦所产生的表面热量较小,红外特征主要集中

在发动机舱壁面和发动机尾流热信号。发动机热

辐射导致在发动机舱段壁面形成红外信号强点。
发动机尾喷口高温气流在中红外波段(3~5毺m)
上的红外辐射特征最为明显,在发动机正后向探测

时该特征尤为明显,约占整个机体的90%[13]。

4暋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

动机关键技术

4.1暋低雷诺数条件下高稳定裕度压气机

技术

压气机叶型设计是适应低雷诺数流动条件、降
低气流损失、提高压气机效率的关键[14]。王英锋

等[15]通过理论计算指出,适当增加高压压气机叶

片弦长可有效地提高压气机在低雷诺数下的增压

比和效率,拓宽喘振边界。刘太秋等[16]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研究了在高空低雷诺数条件下气流在叶

栅中的流动机理,指出应合理分配和控制叶型整体

的弯度和厚度,弯度在前段应适当降低,叶型的最

大厚度位置在35%~45%弦长处,可达到控制叶

片表面附面层和减少叶型损失的目的。
主动流动控制技术,特别是叶片抽吸技术是控

制附面层气流流动的有效手段[17]。采用吸附式压

气机叶型及附面层抽吸技术可以控制附面层气流

分离,从而改善低雷诺数效应对风扇/压气机的性

能影响,提高风扇/压气机的稳定工作范围。李俊

等[18]利用人工蜂群算法对吸附式压气机叶型和抽

吸方案进行耦合优化设计,在高空低雷诺数条件下

适当地增加吸附式叶型前段的负荷,继而通过抽吸

来控制层流的设计最为理想,优化后总压损失降低

了32%,静压提升了0.01,并且优化设计后在地面

条件下的性能也略有提高。

4.2暋高效率高/低压涡轮技术

对于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来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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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压气机增压比较高,导致高压涡轮膨胀比较大。
为了提高高压涡轮效率,应在低涡轮重量与多级涡

轮高效率之间折衷考虑,例如 AE3007发动机就采

用了两级高压涡轮[19]。大的涵道比导致风扇、低
压涡轮转速较低,使得低压涡轮处于不利的做功条

件,因此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的低压涡

轮应采用较多的涡轮级数以抑制流动分离[19]。此

外,抗分离能力强的涡轮叶片叶型设计对于提高涡

轮效率也十分关键。

4.3暋适用于高空低速飞行条件下的高效燃

烧设计

在高空低飞行速度条件下,由于燃烧室进口的

空气流量、压力、温度均显著降低,燃油雾化气动力

较小。为了解决燃油雾化不充分、油气掺混效果较

差的问题,提高燃烧效率,需要更好的雾化方式。
传统的航空发动机喷嘴大都通过油膜与高速气流

的相互作用,在空气动力作用下使油膜破碎雾化,
在高空低雷诺数下,雾化效果较差。魏德明[11]提

出应发展不借助气动力进行雾化的喷嘴,比如离心

式喷嘴、超声波喷嘴等,可在高空低雷诺数下仍然

保持良好的雾化效果。此外,在保证火焰筒壁温不

超过材料承温能力的情况下,减少冷却进气量,使
更多的空气参加燃烧和掺混,也是提高燃烧效率和

保证燃烧稳定性的有效手段,但对发动机冷却设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4暋高功率提取技术

为了满足无人机机载设备功率需求,梁振欣

等[20]研究了中小推力双轴混排式涡扇发动机在高

空条件下低压转子分出功率对发动机和核心机状

态的影响,结果表明:与高压转子分出功率相比,低
压转子分出功率能在保证发动机稳定工作的前提

下,有效提高涡扇发动机的高空分出功率能力,但
受到最大涡轮前总温和最大高压转子转速的限制。

4.5暋红外特征抑制技术

根据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红外辐射能量与

其温度的四次方和表面发射率成正比,因此抑制红

外特征应从降低发动机舱表面温度和红外发射率

两方面入手。为了降低发动机表面对发动机舱的

散热量,应对发动机内部较热部件采取气膜冷却技

术或冲击冷却技术,以降低发动机表面温度。为了

降低红外发射率,可在尾喷管腔体内的高温部件表

面涂敷或镀制专用低发射率涂料[21]。
对于发动机尾喷口气流的红外抑制,主要措施

有强化掺混、异形喷管等技术。采用矩形喷管或S
弯矩形喷管可以起到有效地强化掺混作用,降低发

动机尾喷口气流的温度[22灢24]。为了削弱涡扇发动

机尾喷口气流的红外特征,廖华琳等[13]对比分析

了轴对称喷管、圆转矩形喷管及S弯喷管在不同探

测面上的红外辐射强度,结果表明:S弯喷管二次

流掺混作用最强,尾喷口气流温度最低,此外其特

殊的弯道结构对喷管前高温部件形成有效遮挡,在
尾喷管正后方的整体红外特征相对于轴对称喷管

降低了89.7%;矩形喷管二次流掺混作用低于S
弯喷管,尾喷口气流温度较低,其红外辐射特征相

对于轴对称喷管降低了23.1%;但由于S弯喷管

的尾喷气流斜向上,其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出现在

高度角为20曘时,因此在巡航状态下来自上方的红

外探测威胁最大;此外,S弯喷管流动阻力最大,应
通过优化设计使流动阻力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5暋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的作战任

务及其对涡扇发动机的要求,结合航空发动机基本

原理分析了关键设计参数对涡扇发动机性能的影

响,总结了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用涡扇发动机面

临的关键问题及研究进展,可知:
(1)为了满足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的作战

要求,涡扇发动机研制或选型改进时应采用高涵道

比、高总增压比、低风扇压比、涡轮前温度适中、多
级涡轮的设计方案。

(2)采用压气机叶型设计、附面层抽吸等技术

措施可提高压气机在高空低雷诺数飞行条件下的

抗气流分离能力,拓宽喘振边界。
(3)发展不借助气动力进行雾化的喷嘴、采用

对燃烧室进气-冷却综合设计的措施,可以提高在

低雷诺数飞行条件下燃油的雾化性能和燃烧效率。
(4)发动机功率提取会带来发动机压气机喘

振裕度降低、耗油率升高等问题。高空中低压转子

分出功率能力较高,但受到最大涡轮前总温和最大

高压转子转速的限制,高空中发动机功率提取问题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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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了降低红外辐射特征,应采用对发动机

内部较热部件冷却散热及低发射率涂层技术,以降

低发动机表面温度。采用强化掺混、异形喷管(如
矩形喷管或S形喷管)等措施,可降低发动机尾喷

口气流的红外辐射特征,但应通过优化设计将流动

阻力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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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纵列式直升机前后旋翼之间会产生复杂的干扰现象。针对两旋翼之间的气动干扰问题进行流场分

析,建立基于动量源模型和 N灢S(Navier灢Stokes)方程的数值分析方法,选用k灢氊SST两方程湍流模型,采用基于

压力隐式求解器,对所建立的求解方法进行算例验证;对悬停状态、前向来流状态、后向来流状态的纵列式双旋

翼直升机前后旋翼干扰流场分别进行数值模拟,并结合计算结果与流场特性,对干扰流场所产生的气动现象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悬停状态,前后旋翼性能均降低,后旋翼对前旋翼的性能影响较大;前向来流状态,后旋翼

升力损失大于悬停状态;后向来流状态,前旋翼升力损失更为明显,最低处旋翼效率损失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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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willbecomplexinterferencebetweenthefrontandrearrotorsoftandemhelicopter.Theflow

fieldanalysisiscarriedoutfortheaerodynamicinterferencebetweentworotors,thenumericalanalysismethod

basedonmomentumsourcemodelandN灢S(Navier灢Stokes)equationisestablished,thek灢氊SSTtwoequation

turbulencemodelisselected,andthepressureimplicitsolverisusedtoverifythesolutionmethod;Theinterac灢
tionflowfieldsofthefrontandrearrotorsofatandemtwinrotorhelicopterinhover,forwardflowandback灢
wardflowaresimulatedrespectively.Combinedwiththecalculationresultsandtheflowfieldcharacteristics,

theaerodynamicphenomenacausedbytheinterferenceflowfield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inhover,

theperformanceofthefrontrotorandtherearrotordecreases,andtheperformanceofthefrontrotorisgreatly
influencedbytherearrotor;Intheforwardflowstate,theliftlossoftherearrotorisgreaterthanthatinthe

hoverstate;Inthebackwardflowstate,thelossofliftofthefrontrotorismoreobvious,andthelossofrotor

efficiencyatthelowestpositionisnearly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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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与常规单旋翼直升机相比,纵列式直升机具有

诸多优势,比如更加紧凑的结构,更大的载重量,更
强的抗侧风能力,更高的悬停效率,允许较大的重

心变化范围等。这些优点决定了纵列式直升机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军事上,可应用于机降部队、弹
药投送、舰船补给、吊运大型武器装备等方面,民用

方面,适用于灾后物资运送、灾民转移、油气开发、
森林灭火等方面[1灢4]。因此,对纵列式直升机的理

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国内对于重型直升机以及无人运输机的需求日

益凸显,纵列式直升机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

热点。
然而,纵列式直升机前后两个旋翼一般会有一

定的重叠,其尾迹流场和气动特性与常规单旋翼直

升机有很大区别。无论是悬停状态还是前飞状态,
前后旋翼之间都会产生严重且复杂的气动干扰现

象,造成性能损失的同时,还影响直升机安全飞行。
因此,前后旋翼间的气动干扰问题一直是纵列式直

升机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早期的理论研究主

要采用涡方法,A.Bagai等[5]首次使用自由尾迹方

法对纵列式直升机两旋翼进行了尾迹分析;D.A.
Griffiths[6]采用自由尾迹模型分析了两旋翼的干

扰流场与地面效应;黄水林[7]采用自由尾迹方法对

纵列式直升机双旋翼气动干扰特性进行了研究。
然而,涡方法无法捕捉干扰流场的细节特征,这给

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了困难。近年来,CFD 方法

发展迅速,在纵列式双旋翼干扰流场的模拟上也有

所应用。TongZ等[8]基于 N灢S方程对共轴、纵列

式双旋翼干扰特性展开了研究;A.Dimanlig等[9]

采用嵌套网格方法对 CH灢47模型进行了数值模

拟;吴林波[10]采用基于 Euler方程与动量源模型

的CFD方法开展了纵列式双旋翼/机身流场研究。
然而,针对纵列式双旋翼直升机的 CFD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以往的研究多存在未考虑空气粘性或

耗时过长的问题,且这些研究基本没有对干扰下前

后旋翼气动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采用高效的动量源方法,基于 N灢

S方程和k灢氊SST湍流模型,对纵列式直升机两旋

翼间的气动干扰问题进行数值研究。首先,使用本

文建立的数值方法,对悬停状态单旋翼进行计算,

验证本文所建立方法的可靠性;然后,对悬停状态

两旋翼干扰流场进行计算,并在随后的模拟中加入

来流,对孤立旋翼状态、双旋翼流场前向来流状态

与后向来流状态分别进行计算;最后,在计算结果

的基础上,结合流场特性,对前后旋翼相互干扰下

气动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具有实际意义

的结论,以期为纵列式直升机的研制提供一定的技

术支持。

1暋数值方法

1.1暋动量源方法与控制方程

本文采用动量源方法模拟纵列式直升机旋翼

流场,将旋翼产生的气动力以动量源的形式加载在

桨盘上,并假设此时旋翼的周期性转动为“准定常暠
流动。采用该方法在大幅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保
证了旋翼下洗流场的本质属性[11灢12]。

加载在桨盘上的动量源项[13]为

S
r

=k殼毤
2毿

(-F
r
) (1)

式中:k为旋翼桨叶的片数;殼毤
2毿

为旋翼桨叶所对应

的网格占一个旋转周期的比率;F
r

为计算域直角坐

标系下,桨叶微段所受气动力的大小。
本文所研究的旋翼转速较低,桨尖马赫数为

0.17,因此采用有粘不可压缩流体假设,控制方程

采用包含动量源项的 N灢S方程[14]。
其中,连续性方程与 X 方向动量守恒方程均

采用微分形式,分别为

毠u
毠X+毠v

毠Y+毠w
毠Z=0 (2)

暋暋暋氀u毠u
毠X+v毠u

毠Y+w毠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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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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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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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毠p
毠X+S曚

x (3)

式中:u,v,w 为流场速度在对应X,Y,Z 方向上的

分量;S曚
x 为动量源项,表示某一点上旋翼 X 向的

诱导力与单位体积之比。

Y 和Z 方向的动量守恒方程以此类推。

1.2暋湍流模型及边界条件

采用 FLUENT 流体计算软件对两旋翼干扰

流场进行计算,选用基于压力隐式求解器,控制方

程使用二阶迎风格式的有限体积法进行离散,在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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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型的选择上,采用k灢氊 SST 两方程湍流模

型[15],该模型对涡流场具有较高的捕捉精度,在两

旋翼干扰流场的模拟上具有良好的表现[16灢18]。
远场边界条件采用无反射边界条件,采用一维

Riemann不变量来保证远场边界满足该条件,Rie灢
mann不变量可以表示为

R+=Vn + 2毩
毭-1

R-=Vn - 2毩
毭-

ì

î

í

ï
ï

ï
ï 1

(4)

式中:毩为当地声速;Vn 为远场边界处流出速度的

法向分量[19]。

1.3暋计算模型与网格划分

旋翼参数如表1所示,计算域直角坐标系原点

位于前旋翼桨毂中心,后旋翼桨毂中心处于ZOY
平面。定义前旋翼旋向为逆时针,后旋翼旋向为顺

时针。本文主要研究前后旋翼间的干扰,因此忽略

了机身对流场的影响。

表1暋数值模拟旋翼参数

Table1暋Rotorparametersfornumericalsimulation

参暋数 数暋值 参暋数 数暋值

翼型 NACA0012 桨叶数 3

半径/m 1.22 弦长/m 0.063

总距/(曘) 11 负扭度/(曘) 8

根切/m 0.146 桨尖速度/(m·s-1) 57.65

暋暋计算域网格采用混合网格,桨盘处为结构网

格,外流场采用非结构网格。直升机旋翼几何模型

如图1所示,网格划分示意图如图2所示。

图1暋直升机旋翼几何模型

Fig.1暋Geometrymodelofhelicopterrotor

图2暋旋翼流场网格示意图

Fig.2暋Rotorflowfieldgriddiagram

2暋动量源方法算例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所建立的数值研究方法的可靠

性,以 NASAROBIN旋翼[20]悬停状态为算例,将
桨盘下方0.215R 处动压分布试验数据与本文计

算结果进行对比。动压分布如图3所示。

图3暋桨盘下方动压分布

Fig.3暋Dynamicpressuredistributionundertherotordisk

从图3可以看出:桨盘下方0.215R 处动压分

布计算结果与试验值趋势基本一致,表明本文建立

的基于动量源模型的数值模拟方法能准确预测旋

翼下洗流场。

3暋数值模拟及流场特征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两旋翼的干扰作用对旋翼

性能的影响,定义升力干扰系数KL,其为干扰作用

下前、后旋翼计算升力与对应流场情况下单旋翼升

力之比,计算公式为

KL1(2)=L1(2)/Lisolated (5)
定义前、后旋翼效率计算公式:

FM1(2)=1
2暳CL1(2)

3/2

mK1(2)
(6)

为了表现前后旋翼的干扰作用对纵列式双旋

翼直升机系统性能的影响,定义双旋翼效率计算

公式:

FMtwim=1
2暳CL1

3/2+CL2
3/2

mK1+mK2
(7)

式中:L为旋翼升力;CL 为旋翼升力系数;mK 为旋

翼功率系数。

3.1暋悬停状态流场分析

针对纵列式直升机悬停状态,使用本文建立的

数值模拟方法对两旋翼之间的气动干扰进行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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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并结合计算结果与流场特性,对气动干扰现

象进行了分析。
纵列式直升机两旋翼升力干扰系数随轴向间

距的变化如图4(a)所示,此时固定两旋翼纵向间

距Y/R=1.3,轴向间距Z/R 在0.1~0.3变化。
可以看出:受两旋翼相互干扰作用,前后旋翼升力

干扰系数均小于1,即两旋翼升力均小于单旋翼状

态,且后旋翼升力始终大于前旋翼;随着轴向间距

增大,后旋翼升力增加,前旋翼升力降低,最低处升

力损失为8.6%。
纵列式直升机两旋翼升力干扰系数随纵向间

距的变化如图4(b)所示,此时固定两旋翼轴向间

距Z/R=0.2,纵向间距Y/R 在1.1~2.1变化。
可以看出:随纵向间距增大,前旋翼升力变化较大,
总体上呈增大趋势,在Y/R=1.9时达到最大值,
高于Y/R=1.1时9.3%,且此时前旋翼的升力超

过了后旋翼;后旋翼升力变化不大,总体上呈降低

趋势。

(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4暋升力干扰系数随间距的变化(悬停状态)

Fig.4暋Interactionfactorofliftv.s.rotorseparation
(Hoveringstate)

旋翼效率随前后旋翼轴向间距与纵向间距的

变化如图5所示,图中分别给出前后旋翼与双旋翼

的效率变化。可以看出:由于干扰的存在,前后旋

翼效率均小于单旋翼状态,随轴向间距增大,前旋

翼效率基本不变,后旋翼效率增加,两旋翼效率也

略有增加;随纵向间距增大,前旋翼效率增加,最低

处在Y/R=1.1处,低于单旋翼状态10.3%,最大

效率出现在Y/R=1.9处;后旋翼效率总体上呈降

低趋势;同时,前旋翼、后旋翼、双旋翼效率曲线相

交于一点,这与文献[21]中带负扭旋翼的试验结果

相一致,本文算例相交于Y/R=1.74处。

(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5暋旋翼效率随间距的变化(悬停状态)

Fig.5暋Rotorefficiencyv.s.rotorseparation
(Hoveringstate)

Z/R=0.2,Y/R=1.1与Y/R=1.9处纵列式

直升机前后旋翼桨盘诱导速度分布云图如图6所

示,可以看出:在Y/R=1.1状态,受后旋翼的下洗

流影响,前旋翼在与后旋翼投影重叠的部分诱导速

度明显增大,这是导致此时前旋翼升力损失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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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而后旋翼桨盘诱导速度受前旋翼影响较小;
在Y/R=1.9状态,由于前后旋翼投影重叠区域减

小,前旋翼桨盘处诱导速度基本不再受后旋翼

影响。

(a)Y/R=1.1状态

(b)Y/R=1.9状态

图6暋旋翼桨盘处诱导速度分布云图(悬停状态)

Fig.6暋Inducedvelocitydistributionattherotordisk
(Hoveringstate)

悬停状态ZOY 剖面速度流线图如图7所示,
在Y/R=1.1时,前旋翼在桨盘投影重叠侧产生明

显的桨尖涡,这也是导致升力损失的一个原因;而
在Y/R=1.9时,后旋翼的尾迹边界刚好处于前旋

翼桨尖附近,前旋翼桨尖涡消失,后旋翼对前旋翼

桨尖产生有利效应,此时旋翼升力与效率增大,这
与文献[22]中横列式直升机的气动干扰现象相

一致。

(a)Y/R=1.1状态

(b)Y/R=1.9状态

图7暋悬停状态速度流线图

Fig.7暋Velocitystreamlineofhoveringstate

Z/R=0.2状态ZOY 截面前旋翼桨盘处下洗

诱导速度分布如图8所示,体现了不同纵向间距下

后旋翼对前旋翼的干扰作用。可以看出:前后旋翼

投影重叠区域诱导速度明显增大,最大下洗普遍出

现在后旋翼桨尖下方,诱导速度的变化直接导致前

旋翼升力与效率的变化。

图8暋前旋翼桨盘处诱导速度分布

Fig.8暋Inducedvelocitydistributionatthefrontrotordisk

3.2暋有来流状态流场分析

3.2.1暋前向来流状态

在流场中加入前向来流,给定来流速度 6、

10m/s,方向沿Y 轴正向,即模拟纵列式直升机迎

风状态。

6m/s来流作用下前后旋翼的升力干扰系数

随两旋翼相对位置的变化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
在来流作用下,前旋翼的升力始终高于后旋翼,这
与悬停状态的模拟结果截然相反;随着轴向间距的

变化,前旋翼升力略大于单旋翼状态,且基本不受

轴向间距变化的影响;后旋翼升力随轴向间距增大

而增大,最低处为Z/R=0.1时,升力损失为16%;
随旋翼纵向间距增大,前旋翼升力基本不受后旋翼

影响,后旋翼升力增大,最大升力损失为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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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9暋升力干扰系数随间距的变化(前向来流速度为6m/s)

Fig.9暋Changeforinteractionfactorofliftwithrotor

separation(Flowspeedinfrontis6m/s)

前向来流状态下旋翼效率的变化如图10所

示,可以看出:由于前旋翼的干扰作用,后旋翼效率

显著降低;随着轴向间距的增大,前旋翼效率略大

于单旋翼状态,且基本不变,后旋翼效率增加,最低

处效率仅为单旋翼状态的65.5%;而随着纵向间

距的变化,旋翼效率基本不变,此时由于前后旋翼

的干扰作用,两旋翼总体效率下降了约15%。

(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10暋旋翼效率随间距的变化(前向来流速度为6m/s)

Fig.10暋Changeofrotorefficiencywithrotorseparation
(Flowspeedinfrontis6m/s)

10m/s来流作用下前后旋翼的升力干扰系数

与效率随两旋翼相对位置的变化分别如图11~图

12所示。

(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11暋升力干扰系数随间距的变化(前向来流速度为10m/s)

Fig.11暋Changeofinteractionfactorofliftwithrotor

separation(Flowspeedinfrontis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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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12暋旋翼效率随间距的变化(前向来流速度为10m/s)

Fig.12暋Changeofrotorefficiencywithrotorseparation

(Flowspeedinfrontis10m/s)

从图11~图12可以看出:在10m/s来流作

用下,前旋翼的升力干扰系数与效率始终高于后旋

翼,其变化趋势与6m/s前向来流状态基本一致,

但相比之下后旋翼的升力干扰系数显著增大;最低

效率出现在Z/R=0.1,Y/R=1.3处,为单旋翼状

态的69.9%,大于相同位置6m/s来流状态,即此

时前旋翼对后旋翼的干扰作用减小。

ZOY平面Z/R=0.2,Y/R=1.3处6、10m/s
前向来流状态下的速度流线图如图13所示,可以

看出:在来流的作用下,前旋翼尾迹倾斜,对后旋翼

产生了明显干扰,随着前飞速度增大,干扰减小,而

后旋翼对前旋翼的流场影响很小。这解释了上文

前向来流作用下前后旋翼的升力与效率的变化

趋势。

(a)6m/s前向来流状态

(b)10m/s前向来流状态

图13暋前向来流状态速度流线图

Fig.13暋Velocitystreamlineofforwardflowstate

3.2.2暋后向来流状态

后向来流速度为6m/s,方向沿Y 轴负向,模
拟纵列式直升机在悬停状态下受后向来流影响。
升力干扰系数如图14所示,可以看出:与前向来流

状态相反,后旋翼升力与单旋翼状态基本重合,而
前旋翼产生了较大的升力损失,最大损失达28.
9%,远大于相同来流速度下前向来流状态后旋翼

的升力损失;随着轴向间距增大,前旋翼升力降低,
这与其他状态的模拟结果截然相反。

此时旋翼效率的变化曲线如图15所示,可以

看出:后旋翼效率与单旋翼状态基本一致,前旋翼

最低效率仅为单旋翼状态的54.2%,双旋翼总体

效率损失普遍达到20%以上,可见此状态前旋翼

所受干扰是很严重的。

(a)随轴向间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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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14暋升力干扰系数随间距的变化(后向来流速度为6m/s)

Fig.14暋Interactionfactorofliftv.s.rotorseparation
(Backwardflowspeedis6m/s)

(a)随轴向间距变化

(b)随纵向间距变化

图15暋旋翼效率随间距的变化(后向来流速度为6m/s)

Fig.15暋Rotorefficiencyv.s.rotorseparation
(Backwardflowspeedis6m/s)

后向来流速度为6m/s时,速度流线图如图

16所示,旋翼桨盘处诱导速度分布云图如图17所

示,可以看出:此时后旋翼向前倾斜的尾流直接作

用在前旋翼上,前旋翼桨盘下洗诱导速度明显增

大,直接导致前旋翼升力损失,而后旋翼处于前旋

翼尾流的上方,因而受前旋翼干扰影响较小;随着

轴向间距增大,前旋翼受后旋翼下洗流影响范围扩

大,升力损失更明显。

图16暋后向来流状态下速度流线图

Fig.16暋Velocitystreamlineofbackwardflowstate

图17暋旋翼桨盘处诱导速度分布云图(后向来流状态)

Fig.17暋Inducedvelocitydistributionattherotordisk

(Backwardflowstate)

4暋结暋论

(1)本文建立的基于动量源模型和 N灢S方程,

采用k灢氊SST湍流模型的数值研究方法,能准确预

测旋翼下洗流场。
(2)在悬停状态,纵列式直升机前后旋翼的干

扰作用会降低旋翼的升力与效率,前旋翼受后旋翼

下洗流影响较大,最大升力损失为10.3%。
(3)在悬停状态,随着两旋翼纵向间距增大,

前旋 翼 升 力 增 大,直 至 超 过 后 旋 翼 升 力。在

Y/R>1.74后,后旋翼下洗流会对前旋翼桨尖产生

有利效应,前旋翼效率开始大于后旋翼。
(4)前向来流状态,前旋翼尾迹倾斜,对后旋

翼产生较大干扰,轴向间距越大,干扰越小。在

6m/s来流速度下,后旋翼最大升力损失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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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速度达到10 m/s,前旋翼对后旋翼干扰作用

减小。
(5)后向来流状态,后旋翼尾迹直接作用在前

旋翼桨盘处,对前旋翼产生严重干扰,最大升力损

失达28.9%,最低效率仅为单旋翼状态的54.2%。
(6)本文建立的动量源模型未计入来流下旋

翼的挥舞运动,与实际情况会存在一些偏差,但前

后旋翼相互干扰的总体变化趋势与干扰作用下的

流场特性可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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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气动特性影响分析

吴伟伟,马存旺,孙凯军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暋100074)

摘暋要:前飞时,自转旋翼机的螺旋桨滑流穿过桨盘平面,会对旋翼产生非定常气动干扰。基于 RANS(雷诺

平均 Navier灢Stokes)方程,采用运动嵌套网格方法建立适用于自转旋翼-螺旋桨气动干扰流场的计算分析方

法,并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低速情况下,孤立状态自转旋翼和组合状态自转旋翼非定常气动特性及流场特性,

同时分析不同速度和螺旋桨位置对自转旋翼气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螺旋桨滑流会影响自转旋翼在各个

方位角的升阻力特性,并使得自转旋翼尾迹在0曘方位角附近发生畸变;相同拉力下,来流速度越大旋翼后倾角

越小,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的影响越小;增大螺旋桨与自转旋翼的间距可以减弱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的气

动干扰。

关键词:自转旋翼;螺旋桨滑流;气动干扰;非定常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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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PropellerSlipstreamInterferencewithAutorotating
Rotor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

WU Weiwei,MACunwang,SUNKaijun
(CaihongUAVTechnologyCo.,Ltd.,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Beijing100074,China)

Abstract:Thepropellerslipstreampassedthroughtherotorplanewhentheautogyroisflyingforward,willpro灢
ducetheunsteadyaerodynamicinterferenceontheautorotatingrotor.BasedontheRANSequations(Reynolds

averagedNavier灢Stokes),acomputationalanalysismethodfortheaerodynamicinterferenceflowfieldofautoro灢
tatingrotor灢propellerisestablishedbyusingthemovingembeddedgridsmethod,andthemodelissimulated.

Theunsteady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andflowfieldcharacteristicsoftheisolatedandcombinedautorotating
rotoratlowspeedareanalyzed.Theeffectsofdifferentvelocitiesandpropellerpositionsonthe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ofthespinningrotorarestudied.Theresultsshowthatthepropellerslipstreamaffectsthelift灢
dragcharacteristicsoftheautorotatingrotoratallazimuths,andcausesthedistortionoftherotorwakenear0曘

azimuth.Underthesamerotorthrust,thelargertheinflowvelocity,thesmallertherotortiltangle,andthe

smallertheinfluenceofpropellerslipstreamontheautorotatingrotor.Increasingthepitchbetweenthepropeller

andtheautorotatingrotorcanreducetheaerodynamicinterferenceofthepropellerslipstreamontherotor.

Keywords:autorotatingrotor;propellerslipstream;aerodynamicinteraction;unsteadyairload



0暋引暋言

自转旋翼机是一种依靠来流驱动旋翼自转产

生拉力,螺旋桨推力克服前飞阻力的旋翼类飞行

器。自转旋翼机前飞时旋翼后倒,此时旋翼部分区

域处于螺旋桨滑流区域内,特别是低速前飞时和下

降时,旋翼后倾角较大,螺旋桨滑流对旋翼有较强

的干扰作用,使得自转旋翼的气动特性发生变化。
国外对自转旋翼气动特性的研究相对较早,J.

B.Wheatley等[1]借助风洞试验研究了自转旋翼的

气动特性;F.D.Harris[2]介绍了旋翼机计算理论

的发展并给出了多种旋翼机的试验数据;F.N.Co灢
ton等[3]采用风洞试验研究了旋翼机机体气动特

性及螺旋桨对其的影响。国内,王焕瑾等[4]、王俊

超等[5]、朱清华等[6]分别采用叶素理论、自由尾迹

方法及风洞试验对自转旋翼气动特性进行了研究。
有关旋翼气动干扰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直升

机旋翼方面,包括旋翼和尾桨之间的干扰[7灢8]、共轴

旋翼 之 间 的 干 扰[9灢10]、旋 翼 - 旋 翼 之 间 的 干

扰[11灢12]、旋翼和机身之间的干扰[13灢15]等,而对螺旋

桨滑流对自转旋翼气动特性非定常干扰方面的研

究较少。
目前,采用叶素理论、自由尾迹等方法不能或

很难准确模拟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的气动干扰,
而风洞试验方法成本较高、试验周期较长。

本文基于CFD方法,采用运动嵌套网格技术

模拟螺旋桨对自转旋翼的非定常干扰,主要包括不

同来流速度及螺旋桨位置的影响。

1暋计算方法及验证

1.1暋数值计算方法

流场控制方程采用三维非定常 RANS方程,

其积分形式为

毠
毠t犿

V

QdV+犽
氁

F·nd氁=0 (1)

式中:V 为控制体体积;Q 为守恒变量矢量;氁为控

制体表面积;F 为通过表面氁 的净通量矢量,包含

粘性项和无黏项;n为表面氁的单位外法向矢量。
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空间离散,对

流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扩散项采用二阶迎风差分

格式,时间采用二阶隐式格式。湍流模型采用有曲

率修正的两方程SSTk灢氊 模型。

采用嵌套网格方法模拟旋翼和螺旋桨的运动,

其中背景网格采用非结构网格,桨叶和螺旋桨网格

采用C灢H 型网格,与背景网格之间通过交界面交

换流场信息。

1.2暋算例验证

前飞状态采用有试验数据作为对比的7A 旋

翼作为算例[16]。模型参数为:4片桨叶,旋翼半径

2.1m,桨叶弦长0.14m,桨叶翼型包括OA212和

OA209,桨叶平面形状为矩形,具有非线性扭转

角。计算 状 态 为:桨 尖 马 赫 数 0.616,前 进 比

0.167,桨轴前倾角1.48曘,拉力实度比(CT/氁)为

0.08。总距角和挥舞角采用平均值,如图1所示。

图1暋总距角和挥舞角随方位角变化值

Fig.1暋Variationofpitchangleandflapping

angleversusazimuthangle

计算旋翼流场图如图2所示,CT/氁随旋转圈

数的变化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两圈之后CT/氁已

收敛。

桨叶0.92R 和0.98R 截面处压力系数计算值

和试验值对比分别如图4~图5所示,可以看出:

本文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吻合较好。

图2暋旋翼流场图

Fig.2暋Flowfieldmapof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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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拉力实度比随计算圈数变化

Fig.3暋CT/氁versusnumberofcomputingcycles

(a)90曘方位角

(b)270曘方位角

图4暋0.92R处压力系数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Fig.4暋Comparisonofnumericalsimulationand

testvaluesofpressurecoefficientat0.92R

(a)90曘方位角

(b)270曘方位角

图5暋0.98R处压力系数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Fig.5暋Comparisonofnumericalsimulationand

testvaluesofpressurecoefficientat0.98R

2暋计算结果与分析

2.1暋计算模型

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自转旋翼-螺旋桨之间

的干扰,为了减小网格数量,未加入机身模型。旋

翼直径8.5m,锥度角3曘,逆时针旋转(从上向下

看),桨叶数为两片,桨叶平面形状为矩形,无扭转,
翼型为 NACA8灢H灢12,桨叶弦长0.218m,总距角

2.5曘。螺旋桨为三叶桨,直径1.73m,逆时针旋转

(从后向前看)。采用国际标准大气,高度1.6km。
螺旋桨中心位于旋翼中心下方1.5m、后方0.8m
处。模型网格如图6所示,旋翼-螺旋桨网格数量

为493万,采用20核主频2.2GHz工作站单个时

间步计算时长58s。

(a)z=0m 截面网格

(b)旋翼-螺旋桨嵌套网格

图6暋模型网格

Fig.6暋Model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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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系数、阻力系数定义如下

CT =T/ 1
2氀毟

2R2æ

è
ç

ö

ø
÷S (2)

Cd =D/ 1
2氀毟

2R2æ

è
ç

ö

ø
÷S (3)

式中:空气密度氀=1.0476kg/m3;桨盘面积S=
毿R2=56.745m2;桨尖速度毟R=160.2m/s。

旋翼 拉 力 系 数 CT =0.0059(拉 力 T =
4500N),旋 翼 转 速 毟=360rpm,螺 旋 桨 转 速

毟pr=2222rpm(顺时针旋转方向,沿x 轴观察)。
首先采用动量叶素理论[17]计算孤立状态旋翼的后

倾角(如表1所示),然后根据得到的旋翼后倾角,
采用数值方法分别计算孤立状态旋翼、旋翼-螺旋

桨的气动特性。

表1暋不同速度旋翼后倾角

Table1暋Rotortiltangleversusspeed

速度/(m·s-1)旋翼后倾角/(曘)速度/(m·s-1)旋翼后倾角/(曘)

15 20.5 25 8.3

20 12.0 30 5.8

2.2暋低速气动特性分析

自转旋翼机起飞时飞行速度较低,旋翼后倾角

最大,此时旋翼处于螺旋桨滑流区域的面积最大,
气动干扰问题最严重。

速度为15m/s时,孤立状态旋翼升阻力与组

合状态旋翼升阻力对比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受
螺旋桨滑流干扰,组合状态旋翼拉力系数和阻力系

数相 比 孤 立 状 态 均 略 有 增 加,殼CT =0.27%,

殼Cd=2.82%。

表2暋低速时(15m/s),孤立状态与组合状态气动特性对比

Table2暋Comparisonof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between

isolatedandcombinedstates(v=15m/s)

参暋数
数暋暋值

孤立状态 组合状态

CT 0.005842 0.005858

Cd 0.002267 0.002331

2.2.1暋升阻力分布对比

15m/s时孤立状态和组合状态旋翼拉力系

数、阻力系数随方位角的变化对比如图7所示,可

以看出:螺旋桨滑流对旋翼气动特性具有显著影

响,特别是在0曘/180曘方位角左右10曘范围,旋翼升

阻特性变化剧烈,螺旋桨滑流对于旋翼具有特别强

烈的干扰作用;受螺旋桨滑流影响,在0曘/180曘方位

角附近组合状态旋翼拉力系数远大于孤立状态旋

翼拉力系数,最大增量达21.2%;而在其他方位

角,组合状态旋翼拉力系数均小于孤立状态,减小

量在2%左右;旋翼阻力系数变化趋势与拉力系数

变化趋势类似,在0曘/180曘方位角附近,组合状态旋

翼阻力系数远大于孤立状态,最大增量达21.5%,
不同的是组合状态旋翼阻力系数在其他方位角时

大于或基本等于孤立状态旋翼阻力系数。

(a)拉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b)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图7暋15m/s速度旋翼拉力系数、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Fig.7暋Rotorthrustcoefficientanddrag
coefficientversusazimuthangleat15m/s

2.2.2暋流场对比

15m/s时旋翼流场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旋
翼尾迹在0曘方位角附近受螺旋桨滑流影响发生了

明显的畸变,其他方位角没有明显变化。这是由于

0曘方位角附近旋翼尾迹在螺旋桨滑流影响范围内,
受螺旋桨滑流影响,旋翼尾迹向后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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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孤立状态

(b)组合状态

图8暋15m/s流场图(俯视图)

Fig.8暋Flowfielddiagramat15m/s(Topview)

组合状态截面涡量云图如图9所示,可以看

出:螺旋桨滑流穿过部分桨盘平面,对旋翼流场产

生干扰,同时螺旋桨滑流受到旋翼下洗影响,向下

偏转。

图9暋z=0m 截面涡量云图

Fig.9暋Vorticitymagnitudecontoursatz=0msection

2.2.3暋桨尖涡位置变化

15m/s时孤立状态旋翼桨尖涡(简称孤立桨

尖涡)和组合状态旋翼桨尖涡(简称组合桨尖涡)在

z=0m 截面上的位置对比如图10所示,可以看

出:在前半区旋翼旋转中心左边(x/R<0),旋翼孤

立桨尖涡和组合桨尖涡位置基本一致;在前半区旋

翼旋转中心右边(x/R>0),组合桨尖涡x 方向位

置与孤立桨尖涡基本一致,y方向位置低于孤立桨

尖涡;在后半区组合桨尖涡相比孤立桨尖涡,x 方

向位置右移,y 方向位置上移,说明在后半区螺旋

桨滑流对旋翼桨尖涡有较大影响,桨尖涡下降速度

减小,后移速度增大。

图10暋15m/s时桨尖涡位置对比

Fig.10暋Comparisonoftipvortexpositionat15m/s

2.3暋较高速度气动特性分析

20、25和30m/s速度下旋翼拉力系数、阻力

系数计算结果对比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在恒定

拉力系数下,随着速度增加,组合状态旋翼拉力系

数、阻力系数减小量均逐渐减小,螺旋桨滑流对于

旋翼的干扰逐渐减弱。

表3暋计算结果对比(较高速时)

Table3暋Comparisonofcomputationresultsathigherspeeds

速度/(m·s-1) CT(孤立) CT(组合) 殼CT/% Cd(孤立) Cd(组合) 殼Cd/%

20 0.005941 0.005798 -2.40 0.0014189 0.0013890 -2.12

25 0.005903 0.005797 -1.79 0.0010463 0.0010310 -1.42

30 0.005784 0.005694 -1.56 0.0007856 0.0007767 -1.14

暋暋速度分别为20、25和30m/s下孤立状态和组

合状态旋翼拉力系数、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对比

如图11~图13所示,可以看出:组合状态旋翼拉

力系数、阻力系数在各个方位角均小于孤立状态,

但随 着 前 飞 速 度 增 大 差 值 逐 渐 减 小,同 时 和

15m/s速度相比,旋翼在0曘/180曘方位角未出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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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数、阻力系数突增现象。

(a)拉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b)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图11暋20m/s速度旋翼拉力系数、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Fig.11暋Rotorthrustcoefficientanddrag
coifficientversusazimuthangleat20m/s

(a)拉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b)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图12暋25m/s速度旋翼升阻力随方位角变化

Fig.12暋Rotorthrustcoefficientanddrag
coifficientversusazimuthangleat25m/s

(a)拉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b)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

图13暋30m/s速度旋翼拉力系数、阻力随方位角变化

Fig.13暋Rotorthrustcoefficientanddrag

coifficientversusazimuthangleat30m/s

2.4暋螺旋桨位置变化影响

2.4.1暋垂向位置变化影响

螺旋桨位置由1.5 m(组合状态1)下移至

1.7m(组合状态2)和1.9m(组合状态3),对比计

算15m/s速度下不同垂向位置螺旋桨滑流对自转

旋翼的影响,如图14所示,可以看出:随着螺旋桨

位置下移,螺旋桨对自转旋翼的影响逐渐减弱,特
别是在0曘/180曘方位角左右10曘范围,在其他方位角

螺旋桨对自转旋翼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

(a)拉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对比

181第2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吴伟伟等: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气动特性影响分析



(b)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对比

图14暋螺旋桨不同垂向位置自转旋翼气动特性对比

Fig.14暋Comparisonof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autorotatingrotorversusdifferentvertical

positionsofpropeller

2.4.2暋纵向位置变化影响

螺旋桨垂向位置保持1.7m 不变,纵向位置

由0.8m(状态4)前移至0.6m(状态5)和0.4m
(状态6)。15m/s速度下不同纵向位置螺旋桨滑

流对自转旋翼的影响如图15所示。

(a)拉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对比

(b)阻力系数随方位角变化对比

图15暋螺旋桨不同纵向位置自转旋翼气动特性对比

Fig.15暋Comparisonof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autorotatingrotorversusdifferentlongitudinal

positionsofpropelle

从图15可以看出:随着螺旋桨位置前移,螺旋

桨对自转旋翼的影响减弱,状态5和状态6相比,
螺旋桨对自转旋翼的影响变化较小,说明螺旋桨纵

向位置远离自转旋翼有利于减小螺旋桨对自转旋

翼气动特性的影响,但增大到一定距离后,影响变

化较小,可能是由于超过一定距离螺旋桨滑流的范

围及速度趋于稳定的原因。

3暋结暋论

(1)螺旋桨滑流影响自转旋翼在各个方位角

的升阻力特性,低速时,自转旋翼升阻力会在0曘/

180曘方位角附近出现突增;较高速度时,组合状态

旋翼升阻力在各个方位角均略小于孤立状态,旋翼

总的拉力系数和阻力系数变化在3%以内。
(2)受螺旋桨滑流影响,自转旋翼尾迹在0曘方

位角附近发生畸变,向后拉伸。
(3)相同拉力系数下,来流速度越大旋翼后倾

角越小,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影响越小,自转旋

翼升阻力减小量越小。
(4)增大螺旋桨与自转旋翼垂向或纵向间距,

均可以减弱螺旋桨滑流对自转旋翼的气动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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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发射初始状态对运载火箭有效载荷的影响

蔡恒欲,林立辉,刘士阳,叶正寅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西安暋710072)

摘暋要:目前,国内外针对空中发射技术的研究多集中于火箭分离过程中的数值模拟和气动特性方面,而有关

空中发射对运载火箭有效载荷影响程度的研究鲜少涉及。研究空中发射初始状态对运载火箭有效载荷的影

响,通过对飞行轨道的模型简化,建立火箭飞行的数学模型,定量地分析发射高度和发射速度对火箭入轨后有

效载荷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发射高度可以明显地增加有效载荷,但发射高度在10km 之上继续增加,对有

效载荷的提升并无良好效果;提升发射速度可以显著地增加有效载荷,并且发射速度对有效载荷的影响更大。

因此,考虑空中发射的经济性,设置初始发射高度约为10km,并尽可能提高初始发射速度的方案是较为合

理的。

关键词:空中发射;运载火箭;有效载荷;发射速度;发射高度

中图分类号:V475.1;V554+ .5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2.00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ffectofInitialStateofAir灢launchonPayloadofLaunchVehicle

CAIHengyu,LINLihui,LIUShiyang,YEZhengyin
(SchoolofAeronautics,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暞an710072,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researchonairlaunchtechnologyathomeandabroadfocusesonthenumericalsimula灢
tionand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intheprocessofrocketseparation,whiletheresearchontheimpactofair

launchonthepayloadoflaunchvehicleisrarelyinvolved.Theinfluenceoftheinitialstateofair灢launchonthe

payloadofthelaunchvehicleisstudied.Bysimplifyingthemodeloftheflightorbit,themathematicalmodelof

therocketflightisfirstestablishedandthentheinfluenceofthelaunchheightandthelaunchvelocityonthe

payloadoftherocketafterenteringtheorbitisquantitatively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increasingthe

launchheightcaneffectivelyincreasethepayload,butifthelaunchheightisincreasedbeyond10km,thein灢
creaseinpayloadisnotassignificantasbefore.Increasingthelaunchvelocitycansignificantlyincreasethepay灢
load,andthelaunchvelocityismoresignificantforthepayloadincrease.Therefore,consideringtheeconomics

ofair灢launch,itismoreappropriatetosetaninitiallaunchheightof10kmandtoincreasetheinitiallaunch

speedasmuchaspossible.

Keywords:air灢launch;launchvehicle;payload;launchspeed;launchheight



0暋引暋言

空中发射技术是指从空中发射平台(主要是飞

机或者飞艇等航空飞行器)上发射携带任务载荷的

运载火箭、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统称为有效载荷)
的技术[1]。

从军事角度来看,火箭发射基地一般是战时敌

方最先想要摧毁的地方,采用空中发射技术具有三

方面优势:栙使火箭发射具有极强的机动性和隐蔽

性,在战时和应急情况下是相当重要的;栚有利于

减少火箭发射场地的数量、节约维护经费、缩短发

射周期;栛提高火箭的有效载荷,使小型火箭可以

运载更多的有效载荷到轨道上[1灢2]。从民用角度来

看,空中发射技术在商业方面也具有巨大潜力,例
如,2013年初,维珍银河公司已有超过575名付费

用户购买了用于乘坐"太空船2号"的太空旅行票,
票价暂时稳定在250000美元[3]。

在国外,2004~2006年间,Beggar求解器被广

泛用于诸如F灢15E、F灢16、B灢52等空中发射平台的

外挂物投放仿真[4灢6]。V.C.Nguyen等[7]分析了机

箭系统发射阶段的鲁棒稳定性;E.Roosenboom
等[8]利用实验方法,研究了重装空投货物出舱后机

-物-伞系统的气动耦合特性。1990年4月,美
国“飞马座暠火箭通过空中发射平台发射的空射型

运载火箭,其总质量18.3t,可以发射180~410kg
的小型卫星[9]。2018年10月,英国维珍航空公司

利用改装后的747灢400在9144m 高空成功实现

二级运载火箭“LauncherOne暠的发射。2019年4
月,“Stratolaunch暠实现首飞,用于运载火箭空中

发射,有效载荷可达250t[10]。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和数值模拟

方面。唐志共等[11]采用基于非结构重叠网格的挖

洞技术求解 Euler方程,数值模拟了外挂投放;肖
中云等[12]在并行环境下进行了外挂物动态分离过

程的数值模拟;朱和铨等[13]对仿真的火箭箭体进

行了气动特性分析;高云逸等[14]和杨磊[15]分别研

究了运载火箭在空中投放后的姿态控制。
各国研究者已对空中发射技术进行了大量研

究,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大都是研究火箭分离过

程中的数值模拟和气动特性方面,对于具体的空中

发射对运载火箭的有效载荷影响程度的研究很少,
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在不同的发射高度和速度下有

效载荷的变化情况,定量地给出空中发射对有效载

荷的影响程度。

1暋计算方法

为了便于研究发射高度和发射速度对火箭入

轨后有效载荷的影响程度,对火箭运动轨迹(如图

1所示)进行简化处理,火箭运动方式为:
(1)在初始高度、初始速度下,火箭发动机点

火,火箭开始进行爬升;
(2)到达一定高度后,火箭发动机熄火,火箭

依靠惯性继续爬升,直到火箭到达指定轨道,此时

火箭速度基本为0;
(3)火箭到达轨道高度后发动机二次点火,产

生的推力一方面与离心力一起平衡地球引力,另一

方面对火箭进行加速,直到火箭达到轨道速度

为止。

图1暋火箭运动轨迹

Fig.1暋Motiontrajectoryofrocket

为了简化计算,设定如下假设:
(1)火箭发动机推力恒定,不对火箭发动机推

力进行调整;
(2)火箭发射不考虑地球自转问题;
(3)运动过程中将火箭看成一个质点,不考虑

火箭自身姿态改变问题;
(4)箭体与载机分离后至转为垂直姿态开始

点火,仅需数秒,期间火箭高度的变化忽略不计;
(5)由于到7暳104 m 高度时大气密度数值在

10-4kg/m3 的量级,计算出来的气动阻力在103 N
的量级,远小于由于重力引起的阻力,故假定火箭

到达7暳104 m 高度后大气密度为0。
火箭加速上升阶段的数学模型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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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n 为火箭当前高度;hn-1为火箭上一时刻高

度;vn 为火箭当前速度;vn-1为火箭上一时刻速度;

fn 为火箭当前时刻所受气动阻力;mn 为火箭当前

质量;mn-1为上一时刻火箭质量;dm 为火箭发动

机推进剂质量流量;FGn为火箭当前时刻所受重力;

G 为万有引力常量;M 为地球质量;R 为地球半

径;F 为发动机推力;an 为火箭当前加速度;an-1为

火箭上一时刻加速度。
在计算火箭的飞行阻力时,阻力系数(Cd)的

值随马赫数(Ma)的变化而变化。使用 RASAero
软件,建立火箭的简易模型,如图2所示;得到阻力

系数的变化曲线,如图3所示。

图2暋火箭外形

Fig.2暋Therocketshape

图3暋Cd 随马赫数的变化曲线

Fig.3暋CurveofCdchangedwithMachnumber

考虑到不同高度下,大气温度不同,声速也不

同,故将大气模型加入到计算模型中。根据火箭当

前高度,确定出当前高度下的大气温度,再计算出

声速,根据火箭当前速度,即可求出火箭当前马赫

数Ma,阻力系数Cd 根据马赫数的值确定。

火箭进入轨道后进行加速阶段的数学模型如

式(2)所示。

vn =vn-1+an-1dt
mn =mn-1-dm·dt

Ffn = GMmn

(R+h)2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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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fn为火箭受到的万有引力与离心力的合力;毴
为火箭发动机推力方向的离轴角,用来使推力产生

一个分力平衡万有引力与离心力的合力;Fa 为火箭

发动机推力用来加速的分力;其他参数同式(1)。
采用上述一阶精度算法,能快速地定量分析火

箭有效载荷随发射高度和发射速度的变化情况,从
而更好地反映出初始发射状态对火箭有效载荷的

影响程度。本文虽然采用的是较为简易的数学模

型和一阶精度计算方法,但是对于研究不同初始发

射状态对运载火箭有效载荷的影响,其结论不会产

生影响。

2暋火箭入轨模型

本文研究火箭在不同发射高度和不同发射速

度下在指定轨道上有效载荷的变化情况,得出发射

高度和发射速度对火箭入轨后有效载荷的影响程

度。基于长征6号火箭部分参数构建火箭数学模

型,指定火箭轨道高度为100km。
假定火箭起飞质量中除了结构质量外,其余质

量全为火箭的推进剂。当火箭在轨道高度上速度

达到轨道速度时,剩余的推进剂质量即为有效载

荷。为了做到火箭完全回收,火箭采用长征6号火

箭的参数,但在发射过程中不做分离,即看作是一

个一级火箭,参数如表1~表2所示。

表1暋火箭主要参数

Table1暋Mainparametersofrocket

参暋暋数 数暋值

火箭起飞质量/kg 103000
火箭结构质量/kg 10000

火箭推进剂质量/kg 93000
火箭全长/m 29.287
箭体直径/m 3.35

681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表2暋1个标准大气压下火箭发动机参数

Table2暋Rocketengineparameters(1atm)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推

力/kN
发动机比

冲/(m·s-1)
发动机推进

剂流量/(kg·s-1)

TF灢100 1199.190 2942 409.7

暋暋首次计算后发现在0高度、0速度状态下发

射,即地面发射,火箭能到达轨道,但在推进剂全部

消耗完之后速度为3699.58m/s,小于轨道速度

7840.3m/s,即火箭无法真正意义上进入轨道。
之后将发射高度定为20000 m,发射速度定为

250m/s,结果在推进剂耗尽前仍无法将火箭在轨

道上加速到轨道速度。
考虑到火箭的全重,一般将大型飞机作为空中

发射平台,而计算结果表明,即使通过飞机进行空

中发射,火箭也无法真正进入100km 轨道,故这

种方案在一级火箭模型下不可行。
鉴于一级火箭无法达到轨道速度,将火箭改为

二级火箭,当一子级用完其全部推进剂后脱离,之
后由二子级进行推进,而火箭主要参数不改变,包
括火箭起飞质量、火箭结构质量、推进剂质量等,火
箭各子级参数如表3~表4所示。

表3暋火箭一子级参数

Table3暋Firststageparametersofrocket

参暋暋数 数暋值

推力(1atm)/kN 1199.190

发动机比冲/(m·s-1) 2942

推进剂质量/kg 76000

发动机推进剂流量/(kg·s-1) 409.7

结构质量(估算)/kg 8270

表4暋火箭二子级参数

Table4暋Secondstageparametersofrocket

参暋暋数 数暋值

推力(真空)/kN 180

发动机比冲(真空)/(m·s-1) 3349

推进剂质量/kg 17000

发动机推进剂流量(估算)/(kg·s-1) 54.023

结构质量(估算)/kg 1730

注:火箭二子级使用的发动机参考长征6号二子级发动机。

暋暋火箭各子级的空重是通过推进剂占比估算得

到的。此外,在火箭一子级中,发动机比冲和推进

剂流量的乘积所得到的推力为1205.3374kN,而
给出的发动机推力为1199.190kN,故通过两者

的比值和火箭二子级发动机推力,可估算出火箭二

子级发动机的推进剂流量。
计算结果表明,在初始发射高度为0,初始发

射速度为0,火箭在100km 轨道上可达到轨道速

度,此时有效载荷为213.32kg。表明选用二级火

箭模型为基本的计算模型,火箭能携带一定的有效

载荷进入100km 轨道,该方案可行。

3暋初始发射状态对入轨有效载荷的

影响

选取二级火箭模型为基本计算模型,用于分析

初始发射状态对有效载荷的影响。首先,在0高

度、0速度下,火箭在100km 轨道高度上达到轨道

速度,此时的质量为 1943.32kg,有效载荷为

213.32kg。在该发射状态下,火箭进入轨道前火

箭高度、质量、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4~图5所

示。图4中横坐标为火箭发射后的时间,左边纵坐

标为火箭的质量,右边纵坐标为火箭距地面的高

度;图5横坐标为火箭发射后的时间,左边纵坐标

为火箭的速度,右边纵坐标为火箭距地面的高度。

图4暋火箭入轨前高度、质量随时间的变化

Fig.4暋Theheightandqualityoftherocket

changedwithtimebeforeenteringtheorbit

图5暋火箭入轨前高度、速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5暋Theheightandspeedoftherocket

changedwithtimebeforeenteringtheor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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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入轨前阻力系数、马赫数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如图6所示,横坐标为火箭发射后时间,左边纵

坐标为火箭当前马赫数 Ma,右边纵坐标为阻力系

数Cd。
从图4~图6可以看出:由于火箭一开始质量

较大,加速度较小,速度曲线开始时变化较为平缓,
但总体上加速度有增长的趋势;在火箭发射后

100s左右,由于火箭马赫数接近1,此时火箭进入

跨声速阶段,激波的产生使火箭的阻力系数剧增

(如图6所示);之后随着马赫数的增加,阻力系数

下降,且火箭自身的质量在不断减少,故火箭的加

速度不断增加;在火箭发射155s后,火箭发动机

熄火,火箭开始减速,相对于火箭所受到的引力,火
箭的气动阻力为小量,即火箭的减速上升运动近似

为匀减速上升运动。

图6暋火箭入轨前Cd、Ma随时间的变化

Fig.6暋 TheCdandMaoftherocketchangedwith

timebeforeenteringtheorbit

火箭在上升阶段不同高度下的速度、质量和推

进剂所耗占比(所耗推进剂与一、二级火箭总推进

剂的 比 值)如 表 5 所 示,高 度 选 取 为5000.16、

10000.20、15000.30、20000.20、25000.20 和

30000.50m,可以看出:由于初始加速度较小,当
火箭到达5000.16m时,火箭速度达到0.55Ma左

右,但此时火箭已经消耗了25.5t的推进剂,占总

推进剂质量的27.4%;而当火箭到达30000.50m
时,火箭速度为2.14Ma左右,此时火箭已经消耗

58.7%的推进剂。表明提高发射高度和发射速度,
可以明显节省推进剂的使用或增加有效载荷。

表5暋上升段时不同高度下火箭的速度、

质量和推进剂所耗占比

Table5暋Ratioofthespeed,massandpropellant

consumptionoftherocketatdifferentheights

duringtheascendingsegment

火箭当前

高度/m
火箭当前

速度/(m·s-1)
火箭当前

质量/kg
推进剂所

耗占比/%

5000.16 176.633 77538.4 27.4

10000.20 267.218 68215.2 37.4

15000.30 341.991 61454.0 44.7

20000.20 434.897 56137.7 50.4

25000.20 538.180 51907.1 54.9

30000.50 644.678 48433.3 58.7

暋暋火箭从地面发射,到10000.20m 高度时,已
消耗 34784.8kg 的推进剂,此时 火 箭 速 度 为

267.218m/s。若由 空 中 发 射 平 台 将 火 箭 带 到

10000.20m高度,并赋予火箭267.218m/s的初

速 度,火 箭 的 质 量 可 由 103000kg 减 少 到

68215.2kg。暋
从工程实践角度出发,由于推进剂的减少,火

箭结构质量可以相应减少,故假定火箭一子级的结

构质量(发动机的质量除外)与其推进剂的质量成

线性关系,并规定火箭的二子级参数不改变。根据

假定,由空中发射平台搭载的火箭,其一子级全重

49485.2kg,其中推进剂质量43905.25kg,结构

质量为5579.95kg(发动机质量为1900kg)。此

时,该火箭由空中发射平台在10000.20m 初始高

度、267.218m/s初始速度下发射,在轨道上的有

效载荷为426.41kg,比从地面发射到达轨道的有

效载荷(即213.32kg)增加了近1倍。
同理,若空中发射平台将火箭带到30000.50m

高度,并赋予火箭644.678m/s的初始速度,火箭质

量由103000kg减少到48433.3kg。同样,基于之

前的假设,火箭一子级的全重为29703.3kg,其中

推进剂质量25633.16kg,结构质量为4050.14kg
(发动机质量为1900kg)。此时,该火箭由空中发

射平台在30000.50m初始高度、644.678m/s初始

速度下发射,在轨道上的有效载荷为799.28kg,比
从地面发射到达轨道的有效载荷(即213.32kg)增
加了1.7倍。

综上可知,空中发射不仅可以减少火箭的质量

和尺寸,还可以增加火箭的有效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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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发 射 速 度 分 别 为 0、300、500、700 和

1000m/s情况下,有效载荷随高度的变化曲线如

图7所示,横坐标为初始发射高度,纵坐标为入轨

的有效载荷。

图7暋在不同速度下有效载荷随高度的变化

Fig.7暋Thechangeofpayloadwithemissionheight

从图7可以看出:当初始发射速度为0时,发
射 高 度 从 0 变 化 到 30 km,有 效 载 荷 从 约

213.32kg增加到约765.59kg,增加了2.59倍,表
明有效载荷随着发射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发射速

度为0,发射高度由0增加到10000m 时,有效载

荷增加了290.37kg;当发射速度为1000m/s时,
发射高度由0增加到10000m 时,有效载荷增加

了834.93kg,表明随着发射速度的增加,会显著

提升发射高度对有效载荷的影响程度。
初始发射高度分别为0、10、20和30km 情况

下,有效载荷随速度的变化曲线如图8所示,横坐

标为初始发射速度,纵坐标为入轨的有效载荷。

图8暋不同高度下有效载荷随速度的变化

Fig.8暋Thechangeofpayloadwithemissionspeed

从图8可以看出:当发射高度为0时,发射速

度从0增加到1000m/s,有效载荷从约213.32kg

增加到约1326.89kg,增加了5.22倍;发射高度

从0提升到10km 时,有效载荷有较为显著的提

升;若发射高度从10km 继续增长,对有效载荷的

提升并无良好效果,而且若要继续增加发射高度,
对载机平台的设计要求将更加严苛,因此初始发射

高度设置在10km 左右较为合适;当发射高度为0
时,发射速度由0增加到1000m/s时,有效载荷

增加了1113.57kg,当发射高度为10000m 时,
发射速度由0增加到1000m/s时,有效载荷增加

了1158.13kg,表明发射高度的增加不会显著提

升发射速度对有效载荷的影响程度,但发射速度的

增加则会显著提升发射高度对有效载荷的影响程

度,即发射速度对有效载荷的影响更为突出。
为了更好地反映发射高度、发射速度对有效载

荷的影响,给出有效载荷随发射高度、发射速度变

化的三维图,如图9所示。

图9暋有效载荷随发射高度、发射速度的变化

Fig.9暋Thechangeofpayloadwithemission

heightandemissionspeed

从图9可以看出:当从初始发射高度和速度都

为0,增加到30km 高度并且速度达到1000m/s
下发射时,有效载荷从约 213.32kg 增加到约

2554.78kg,增加了10.98倍。
火箭要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空中发射平台就

需要飞的更快、更高。但考虑空中发射平台在提升

发射高度后,其本身由于高空空气稀薄,升力会相

对下降,而火箭本身起飞质量不会发生变化,并且

提升发射高度对有效载荷的提升影响较小,故将提

高发射速度作为第一考虑因素,提升发射高度仅作

为提升发射速度的一种手段,这种做法更为经济,
也对有效载荷的提高更加有效。

4暋结暋论

(1)发射高度在10km 以上继续增加,对有效

载荷的提升并不明显,而且因为发射高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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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载机平台的设计将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因此初

始发射高度设置在10km 左右较为合适。
(2)通过不同发射高度、不同发射速度对有效

载荷的变化进行数据对比,可知发射速度对有效载

荷的影响更为突出。
(3)若考虑空中发射的经济性,设置初始发射

高度为10km 左右,并尽可能提高初始发射速度

的方案是较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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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渡工作过程的航空发动机气路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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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目前,绝大多数有关航空发动机气路分析方面的研究均基于发动机的稳态过程,但稳态数据通常难以

获得,且有些故障特征仅在过渡工作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因此使用相对更容易获得的过渡态数据能够更全面

地对发动机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在气路传感器数目较少的情况下,采用序列工作点方法对大量健康参数进

行分析,在增加可用信息量的同时,降低由多工作点方法的平均效应引入的参数估计系统误差;提出间接递归

牛顿-拉夫逊法强化非支配分类差分进化算法,以解决发动机大偏差性能退化健康参数估计中的计算收敛性

问题。对某型双轴分排涡扇发动机进行气路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在气路传感器数目有限的条件下,

利用发动机过渡态数据实现对大偏差范围内大量健康参数的高效、准确估计。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过渡工作过程;机动性能退化;序列工作点;大偏差欠定气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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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mostoftheresearchonaero灢enginegaspathanalysisisbasedonthesteady灢stateprocess
oftheengine,butthesteady灢statedataisusuallydifficulttoobtain,andsomefaultfeaturescanonlybedis灢
playedinthetransientworkingstate,sothetransitionstatedatawhichisrelativelyeasytoobtaincanbeusedto
evaluatethehealthstateoftheenginemorecomprehensively.Inthecaseofasmallnumberofgaspathsensors,

alargenumberofhealthparametersareanalyzedbyusingthesequentialoperatingpointsmethod,whichcanin灢
creasetheavailableinformationandreducethesystematicerrorofparameterestimationintroducedbytheaver灢
ageeffectofthemultipleworkingpointsmethod.AnindirectrecursiveNewtonRaphsonmethodisproposedto
enhancethenon灢dominatedsortingdifferentialevolutionalgorithmtosolvetheproblemofcomputationalconver灢
genceintheestimationoflargedeviationperformancedegradationhealthparametersofengines.Theresults
showthatthismethodcaneffectivelyandaccuratelyestimatealargenumberofhealthparametersinalargede灢
viationrangebyusingenginetransitionstatedataundertheconditionoflimitednumberofgaspathsensors.
Keywords:aero灢engine;transientprocess;maneuveringcharacteristicsdegradation;sequentialoperating
points;underdeterminedgaspathanalysiswithconsiderabledeviations



0暋引暋言

航空发动机健康监测的目标是掌握发动机各

部件的性能退化程度,即获得相应部件在特定工作

状态下健康参数的量值,它们通常与旋转部件的流

通能力、做功效率,燃烧室反应效率、燃油泵延迟,

高/低压轴承的摩擦损失,气路的漏气比例以及变

几何机构的控制参数等的变化相关。上述健康参

数通常无法通过传感器直接测量,因此需要采用气

路分析(GasPathAnalysis)技术并利用发动机气

路传感器测得的各旋转部件转速以及部分截面的

压力和温度等对相应的健康参数进行估计。

自从L.A.Urban[1]将基于线性模型的气路分

析方法引入航空发动机状态分析以来,绝大多数的

气路分析研究均基于发动机的稳态过程[2灢7]。然而

从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稳态数据经常难以获

得[8],且在实际某个航段获得多个稳态工作点的数

据更不现实。在民航客机特别是国内航线上运行

的发动机,存在着相当比例的过渡工作状态,而这

一状态在军用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占比甚至达到

了70%[9]。此外,由于发动机的很多故障特征仅

在过渡工作状态下才能表现出来,使用相对更容易

获得的过渡态数据能够更全面的对发动机的健康

状态进行评估。

目前过渡态气路分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

有:T.Groenstedt[10]发展了基于最小二乘的扩展

常微分代数方程算法;LiYiguang[11]提出了以积

累误差构建目标函数的理论;J.C.Simmons等[12]

和J.R.McCusker等[13]分别对过渡态输出信号进

行了小波分析,前者获得了故障特征并以此为基础

开发出一套适合机载系统使用的快速诊断方法,后
者实现了对测量参数的选择并对性能参数进行了

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但是上述研究均未对影响

发动机动态性能的关键参数进行分析,也无法解决

在测量传感器数目少于待求健康参数数目情况下

的大偏差发动机气路分析问题。

本文首次提出基于过渡工作过程的航空发动

机大偏差欠定气路分析方法,是为在测量传感器数

量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对包含表征发动机机动性能

在内的大量关键气路部件健康参数精确估计的系

统方法。该方法基于发动机非线性模型,采用序列

工作点分析方法,并应用间接递归牛顿-拉夫逊法

强化非支配分类差分进化算法(IndirectlyRecur灢
sive Newton灢Raphson Method Enhanced Non灢
dominated Sorting DifferentialEvolution Algo灢
rithm)执行健康参数估计的数值计算。其优点是

能够区分在同一过渡工作过程中不同功率条件下

退化程度的差异,且在提升发动机大偏差性能退化

条件下全局寻优能力的同时,平衡演化算法的高计

算时间成本。通过对多组序列工作点算例的应用

以及对算法性能的分析,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1暋模型理论

采用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方法对发动机的健康

状态进行估计,研究对象为某型大涵道比分开排气

涡轮风扇发动机,其布局如图1所示。

图1暋分排涡扇发动机示意图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separatedflow

turbofanengine

发动机模型的数学描述为一组非线性方程组:

x·(t)=f[(x(t),u(t)] (1)

z(t)=g[(x(t),u(t)] (2)

式中:x为发动机性能参数向量;u为发动机输入

向量(包括飞行高度、马赫数和燃油流量等);z为

发动机测量参数向量。式(1)左边部分分量为零。

将上述非线性模型进行扩展,嵌入部件健康参

数向量毴,构建发动机非线性状态分析模型:

x·(t)=f[(x(t),u(t),毴(t)] (3)

z(t)=g[(x(t),u(t),毴(t)] (4)

式中:毴 各分量由对应部件性能参数的相对值定

义,其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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毴i,d=Xi,d

Xi,c
暋(i=1,…,p) (5)

式中:X 为特定的部件性能参数;下标d、c分别表

示实际退化发动机与标准发动机;p为健康参数向

量维度。

状态分析模型中健康参数偏差的定义为

殼毴i,d(t)=毴i,d(t)-1暋(i=1,…,p) (6)

在对健康参数进行估计的过程中,需对非线性

模型进行线性逼近并实施迭代计算,其过程如下:

首先将式(4)在当前健康参数的估计值毴̂处进

行 Taylor展开:

zd(t)曋ẑ(t)+J[t,毴̂(t)][毴d(t)-毴̂(t)](7)

式中:ẑ为状态分析模型在当前健康参数估计值毴̂
处的测量参数估计值。

ẑ(t)=g[(x(t),u(t),毴̂(t)] (8)

式中:J为毴̂ 处的测量参数敏感性Jacobi矩阵。

J[t,毴̂(t)]=

毠ẑ1[t,毴̂(t)]
毠毴1

… 毠ẑ1[t,毴̂(t)]
毠毴p

汅 烑 汅

毠ẑq[t,毴̂(t)]
毠毴1

… 毠ẑq[t,毴̂(t)]
毠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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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p

(9)

式中:q为测量传感器数目。

将式(7)写为差值形式:

殼ẑ(t)=J[t,毴̂(t)]殼毴̂(t) (10)

测量参数估计值与真实值的相对估计残差殼ẑ
的定义为

殼ẑj(t)=zj,d(t)-ẑj(t)
zj,d(t) 暋(j=1,…,q)(11)

健康参数估计值相对真实值的残差 殼毴̂ 的定

义为

殼毴̂i(t)=毴i,d(t)-毴̂i(t)暋(i=1,…,p)(12)

根据式(10)可以给出健康参数估计的最小二

乘迭代格式:

毴̂k+1(t)=毴̂k(t)+(JTJ)-1JT殼ẑk(t) (13)

式中:k为迭代步数。

利用式(13)进行迭代计算的原理如图2所示。

图2暋迭代计算原理示意图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iterativecomputation

2暋大偏差欠定气路分析方法

2.1暋序列工作点分析技术

考虑式(13)的构造形式,Jacobi矩阵J的行数

应该大于或等于列数,而在测量传感器数目较少的

情况下,这一条件并不满足。因此,本文采用基于

多工作点分析(MultipleOperatingPointsAnaly灢
sis,简称 MOPA)[14]思想的序列工作点分析技术

(SequentialOperatingPointsAnalysis,简称 SO灢
PA)[15]对Jacobi矩阵进行扩维。SOPA 方法在发

动机的某段过渡工作过程中选取特定传感器布局

下一组采样频率为10Hz(气路传感器信号的带宽

为5~20Hz[16])的连续测量数据进行气路分析。
序列工作点选取在发动机某加速过程工作线上的

分布如图3所示。

图3暋序列工作点选取示意图

Fig.3暋Schematicdiagramofsequentialoperatingpoints

在不考虑传感器故障的前提下,序列工作点的

数量l需满足如下条件:

p曑l暳q (14)
采用序列工作点构造lq暳p 维增广测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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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矩阵Jaug以及lq维增广测量参数估计残差

向量殼ẑaug:

Jaug[T,毴̂(T)]=
J[1,毴̂(T)]

汅

J[l,毴̂(T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15)

殼ẑaug(T)=
殼ẑ(1)

汅

殼ẑ(l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6)

式中:T 为t时刻(如图3所示)对应的采样点。
基于序列工作点的迭代更新格式为

毴̂k+1(T)=毴̂k(T)+(JT
augJaug)-1JT

aug殼ẑk
aug(T)

(17)
在应用式(17)进行迭代计算的过程中,健康参

数初值毴̂0(T)的选择是影响计算性能的关键因素。
如果初值在真实解的凸邻域范围内,则基于函数导

数的迭代计算可以实现对真实解的有效逼近(如图

2所示)。但是由于发动机的非线性,特别是当多

个部件同时产生较大性能退化时,直接对式(17)进
行迭代求解很难保证初值位于真实解的高维凸邻

域范围内,从而导致计算结果发散,因此需要采用

一定的初值优化方法使其尽可能地靠近真实解。

2.2暋间接递归牛顿-拉夫逊法强化非支配

分类差分进化算法

本文提出间接递归牛顿-拉夫逊法强化非支

配分类差分进化算法,其流程如图4所示,通过结

合进化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与确定性算法的局部

逼近能力,为大偏差气路分析问题提供一种解决

思路。
在不考虑测量噪声的情况下,在各序列工作点

构造子目标函数:

OF(n)=
暺
q

j=1
殼ẑ2

j(n)

q
暋(n=1,…,l) (18)

多目标进化算法能够将散布在整个搜索空间

的非支配个体逐步向局部最优解或全局最优解聚

集,但是由于演化过程的随机性,准确判断非支配

个体进入全局最优解凸邻域范围的时机并不现实,
故本文算法采用一种特殊的后验偏好衔接(APos灢

terioriPreferenceArticulation)[17]方式:渐进后验

偏好衔接(ProgressivelyA PosterioriPreference
Articulation),即在种群的进化过程中,按照一定

的代数间隔选择非支配个体执行最优解决策,如果

达到决策目标,则算法结束,否则继续演化进程。
其中,非支配个体的演化过程采用非支配分类差分

进化算法(Non灢dominatedSortingDifferentialE灢
volution,简称NSDE),通过将NSGA灢栻[18]中的遗

传算法(GA)替换为基本差分进化算法(DE/rand/

1)构建。

图4暋间接递归牛顿-拉夫逊法强化非支配

分类差分进化算法流程

Fig.4暋IndirectlyrecursiveNewton灢Raphsonmethod

enhancednondominatedsortingdifferential

evolutionflowchart

最优解决策的过程采用间接递归牛顿—拉夫

逊 方 法 (Indirectly Recursive Newton灢Raphson
Method,简称IRNRM),其构建思路如下:

非线性模型通过对式(1)和式(2)的迭代求解

获得发动机性能(牛顿-拉夫逊法是求解该过程的

经典算法之一[19]),如此构建的发动机模型称为直

接模型(StraightModel)。对非线性模型进行扩展

之后形如式(3)和式(4)状态监测模型,则有“内部暠
以及“外部暠两种处理方式。A.Stamatis等[20]采用

“内部暠的形式对部件性能状态参数进行求解,即同

时对x、毴进行迭代计算。而本文则采用“外部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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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即对x、毴的迭代计算分开进行。这是由于相

对文献[20]中基于发动机的稳态过程以及性能状

态参数数量等于测量参数数量的情况,本文基于过

渡工作过程以及待求健康参数更多地情况会对“内
部暠形式的迭代求解带来巨大的初值选择挑战。因

此间接递归牛顿-拉夫逊法是基于下述对毴的“外
部暠求解过程构建的:以所选非支配个体作为健康

参数的初值应用式(17)进行迭代求解,每一步迭代

产生殼ẑk
aug(T)的过程中都需要完成一次对基于整

个过渡工作过程直接模型的迭代求解;上述迭代过

程将持续进行直至殼ẑk
aug(T)濚0或达到其他迭代

退出条件。

3暋算例分析

以某型大涵道比双轴分排涡扇发动机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方法验证,其布局如图1所示。给定发

动机工作高度和马赫数,燃油计划如图5所示。

图5暋目标发动机燃油计划

Fig.5暋Fuelscheduleoftargetengine

待分析部件性能参数为风扇、增压级、压气机、

高压涡轮、低压涡轮的换算流量殻 和效率毲,高压

轴承、低压轴承的摩擦损失毺,压气机导叶调节角

度毬,燃烧室燃烧效率毲以及燃油泵延迟氂,即p=
15,如表1所示(第一列)。将测量传感器布置给定

为(如图1所示):增压级出口总压p25、压气机出口

总温T3、压气机出口总压p3,即q=3。在持续时

间为5s的加速工作过程中,于t分别为1.0、1.5
和3.0s处各选取一组序列工作点(如图6所示)

的测量数据分别采用如图4所示算法进行气路状

态分析。其中每组序列工作点包含5个连续的发

动机状态点以满足式(14)条件,即l=5。

(a)算例1

(b)算例2

(c)算例3

图6暋在过渡工作过程中包含t=1.0s,t=1.5s
以及t=3.0s时刻的序列工作点选取示意图

Fig.6暋Schematicdiagramofsequentialoperating
pointsincludingt=1.0s,t=1.5s,andt=3.0s

本文以预先植入性能偏差的发动机非线性模

型仿真数据代替真实发动机的测量数据,待估计性

能参数偏差的植入值、搜索范围,以及在各算例中

使IRNRM 决策计算过程收敛的非支配个体取值、
健康参数估计结果和计算所需机时如表1所示。
假设传感器测量准确且不受噪声影响,表中所列部

件的健康参数偏差同时存在。另需说明的是,虽然

本文在整个过渡工作过程中均采用了表1所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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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健康参数偏差,但这并不代表在实际发动机工 作过程中健康参数的偏差值是恒定的。

表1暋发动机性能参数植入偏差、搜索范围以及估计结果

Table1暋Implantedperformancedeviations,searchingranges,andestimationresults

部件性能

参数

植入偏差

(殼毴i,d/%)
搜索域/%

算例1 算例2 算例3

初值个体

(殼毴̂0i,d/%)

估计结果

(殼毴̂i,d/%)

初值个体

(殼毴̂0i,d/%)

估计结果

(殼毴̂i,d/%)

初值个体

(殼毴̂0i,d/%)

估计结果

(殼毴̂i,d/%)

殻Fan -3 -4~0 -2.7067 -3.0000 -2.8624 -3.0000 -3.0231 -3.0001

毲Fan -1 -2~0 -0.2922 -1.0001 -1.6543 -0.9996 -0.7206 -1.0008

殻LPC -3 -4~0 -2.7622 -3.0001 -1.7577 -2.9995 -2.7884 -2.9994

毲LPC -1 -2~0 -0.7895 -0.9999 -0.6395 -1.0000 -1.1844 -1.0008

殻HPC -3 -4~0 -2.7618 -3.0001 -2.2036 -2.9995 -2.7568 -2.9994

毲HPC -1 -2~0 -1.0711 -1.0000 -1.1895 -0.9999 -0.9471 -0.9997

毬HPC 暋2 暋0~3 暋1.5295 暋2.0000 暋0.8757 暋1.9999 暋2.5045 暋1.9912

氂FuelPump 暋2 暋0~3 暋0.0237 暋1.9992 暋0.7566 暋2.0022 暋0.9164 暋2.0000

毲Burner -1 -2~0 -1.7040 -1.0001 -0.2622 -0.9996 -0.7318 -0.9992

殻HPT 暋3 暋0~4 暋3.1753 暋2.9998 暋3.9660 暋3.0004 暋3.2026 暋3.0006

毲HPT -1 -2~0 -0.3885 -1.0000 -0.8407 -0.9998 -1.1626 -1.0002

殻LPT 暋3 暋0~4 暋2.0840 暋2.9999 暋2.6433 暋3.0002 暋3.5195 暋3.0006

毲LPT -1 -2~0 -1.8026 -0.9998 -1.8731 -1.0005 -1.2806 -0.9991

毺HPB 暋4 暋0~5 暋3.1695 暋4.0003 暋1.0708 暋3.9988 暋2.5213 暋3.9771

毺LPB 暋2 暋0~3 暋1.9094 暋1.9999 暋2.2737 暋2.0001 暋0.8717 暋2.0060

注:上述三个算例的计算机时分别为12.6、3.54以及6.71h,基于Inter(R)Core(TM)2DuoCPUE7500@2.93GHz个人电脑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仅
利用有限的测量传感器布置即能实现大偏差范围

内多于测量传感器数目的大量健康参数的精确估

计,而较低的计算时间成本也体现了本文优化方法

的计算效率。另需说明的是,本文所采用的传感器

布置(p25、T3、p3)在该过渡工作过程不同位置的序

列工作点上应用时,其参数辨识能力存在一定差

异,从而会影响算法的收敛性及计算效率,但是由

于该部分内容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不再

赘述。
以图6中算例1为例,进一步论证本文的参数

估计方法:NSDE的种群大小设置为 NP=100,差
分变异操作中缩放因子F=0.5,交叉概率Cr=
0.5。算例1在非支配解搜索过程中起始代(第0
代)、中间代(第10代)以及终了代(第20代)非支

配个体的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由于可视化呈现

的维度限制,图中仅选择健康参数中压气机流量偏

差、效率偏差两个分量进行展示,纵坐标OF 取值

为式(18)中各子目标函数平方和的正二次方根。

(a)起始代

(b)中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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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终了代

图7暋典型代数非支配解相对真实解的分布

Fig.7暋Distributionofnondominatedsolutionsfor
representativegenerationsrelativetothetruesolution

从图7可以看出:伴随演化过程的进行,非支

配解的数量逐渐增多,且在空间中向真实解聚集;
根据图4所列流程,图7中所列非支配解均需经历

决策过程;当某代种群非支配解集中某个体足够接

近真实解(即进入了真实解的凸邻域范围内)时,以
其作为初值的IRNRM 决策过程计算收敛并可最

终获得真实解;而图7(c)所示终了代编号为13的

非支配个体(个体取值如表1阴影列所示)即满足

了上述条件,以其作为初值进行IRNRM 最优决策

计算收敛。
由决策计算中各步迭代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RMSE)所表示的收敛历史如图8所示。

图8暋算例1终了代13# 非支配个体IRNRM
决策过程收敛历史

Fig.8暋ConvergencehistoryofNo.13nondominated
individualinthe20thGenerationofCase1

4暋结暋论

(1)本文提出的基于过渡工作过程的气路分

析方法,可以实现对压气机变导叶角度、燃油泵控

制延迟等发动机关键机动性能参数的退化估计。
(2)SOPA 方法既能解决工程实际中待求健

康参数较多而测量参数不足所导致的欠定问题,又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由多工作点分析方法的平

均效应所引入的参数估计系统误差。具体到本文

结果,该方法能够在仅利用3个低温截面传感器测

量信息的条件下,确定发动机在不同功率条件下

(针对不同算例)由15个健康参数描述的真实健康

状态。
(3)本文提出的间接递归牛顿-拉夫逊法强

化非支配分类差分进化算法,既具备全局搜索能

力,又能够实现高效高精度的局部逼近。该算法能

在配置一般的个人电脑上于数小时内完成大偏差

参数空间内健康参数的精确求解。
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系统性方法能够有效

地解决涵盖发动机机动性能退化的大偏差欠定气

路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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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的基础上,构建空域规划模型,提出遗传-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通过融合遗传算法中的交叉与变异思想

来提高离散粒子群优化(DPSO)算法摆脱局部最优解的能力,从而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和精度;同时为了保证

种群的多样性,设计可保证个体可行性的自适应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利用甘特图来表示整个空域的规划过

程。将提出的遗传-粒子群优化算法用于算例,并与传统粒子群优化算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该算法获得的

结果更优且收敛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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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训练空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增强国防能力的

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和空

军部队的战斗转型,日常训练对于空域的需求与日

俱增;与此同时,民航事业对空域的需求也急剧增

加。军民航之间的用空矛盾愈加突出。因此,训练

空域的动态规划对于提高空域资源的利用率和空

域灵活使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缓解军

民航之间的用空矛盾。
对于空域的动态规划问题,国外研究开始较

早。2005年,K.Alexander[1]通过对正六边形分割

法的改进,在现有分割法的基础上利用雷达历史数

据进行空域划分;2009年,G.Sabhnani[2]利用几何

算法根据各扇区内空中交通密度的历史数据对扇

区进行了动态重组;2012年,D.K.Kumar[3]利用

ART1神经网络,结合扇区管制员的工作负荷对扇

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在为管制人员减压的同时提高

了空中交通的管制能力。在德国,空域的灵活使用

给军民航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主张对于预

留的军事训练具有优先使用权的空域,在无军事训

练的时段可开放给其他用户使用。但由于军方活

动的特殊性,无法完全照搬国外的方法。国内对于

空域规划的研究大都是有关民航方面的[4],针对空

域动态利用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5灢6]。
对于训练空域的动态规划,目前主要依靠参谋的经

验,缺乏定量分析,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高效的规划

程序来供部队使用。
战术训练空域动态规划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

组合优化问题,要求在满足空间约束的前提下,合
理安排所有训练任务的开始节点和结束节点,使其

在保证空域利用率的同时尽可能缩短空域占用时

间。从理论上看,该问题类似于资源调度[7灢8]问题,
对于此类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其中遗传算

法和整数规划算法占据了主要地位[9灢12]。
在规划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栙由于训练

科目种类较多,且各个科目所需的空域大小不同,
无法保证空域的利用率;栚由于训练任务的繁重和

空域资源的有限性,需要分批实施,确定各个科目

实施的时间与空间成为难点。
本文根据训练空域动态规划问题的特点,将其

划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个阶段,每个阶段

做出最优决策后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从而使整个

过程的总体决策最优。对于每个阶段,对训练空域

进行离散化处理,并通过遗传-粒子群优化算法来

搜索寻优得出最优决策。

1暋问题描述与数学模型

1.1暋问题描述

训练空域是为了保证飞行部队日常训练而划

设的空域范围。由于各个科目实施方法的不同,所
需的空域大小也不尽相同。战术训练空域的动态

规划是指在机场所辖的空域范围之内,合理地安排

各批次训练任务,使得在保证空域利用率的同时尽

可能缩短所需的总训练时间。其约束条件为:
(1)每个训练任务一旦开始,必须持续到任务

结束;
(2)所有训练任务必须全部完成;
(3)所有训练任务必须在机场所辖的空域范

围内完成,不得超出空域边界;
(4)训练任务完成时间以10min为单位;
(5)各个训练任务所占空域不得重叠;
(6)考虑到实际情况,安排各任务所需空域

时,需要与坐标轴平行,但可以90曘旋转。

1.2暋数学模型

针对每一阶段的空域规划,是指在保证空域利

用率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安排训练科目。即在实

施过程中,使整个时段内空域的利用率最大。其目

标函数为

maxE=n+暺
n

i=1

(li暳wi)/S (1)

式中:S 为作战责任区内的面积大小;li 为某训练

科目所需空域的长;wi 为某训练科目所需空域的

宽;n为该时段内总的训练科目数,且1曑i曑n。
作战责任区会受天气、航路航线、空中限制区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作战责任区通常是不规

则的,这也增加了空域规划的难度。本文对空域进

行离散化处理,同时将其放入直角坐标系当中,放
置每个训练科目所需的空域时,需要使其长或者宽

与坐标轴平行,并选取其左下顶点为参考点。
在规划过程中,需要遵循如下约束条件:
(1)由于战斗机在训练时不得超出划设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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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范围,每个科目必须在作战责任区实施;
(2)各科目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相

互重叠;
(3)各科目的训练空域需要与坐标轴相互平

行,但可以旋转。
具体公式如下:

Exy +Bxy
i 曑1,炐i暿 {1,2,…,m} (2)

Bxy
i +Bxy

j 曑1,炐i,j暿 {1,2,…,m} (3)

lxi+lyi=1
wxi+wyi=1
lxi+wxi=1
lyi+wy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

暋炐i暿 {1,2,…,m} (4)

式中:(x,y)表示空域内的坐标,Exy与Bxy
i 均为0

或1的变量,前者表示(x,y)处的空域是否被占

用,后者表示(x,y)处的空域是否被第i个训练科

目占用,若被占用,则值为1,反之为0;lxi与lyi为取

值为0或1的变量,表示训练科目i的长边是否平

行坐标轴,若平行于X 轴,则lxi=1;wxi与wyi为取

值为0或1的变量,表示训练科目i的宽边是否平

行于坐标轴,若平行于Y 轴,则wyi=1。

2暋训练空域动态规划的主要方法

训练空域的动态规划是指在机场所辖的空域

范围内合理安排训练科目,使其在保证空间利用率

的同时尽可能地缩短占用空域的时间。由于空域

的有限性,无法同时完成所有科目的训练,将此问

题看作时序和空间的双重约束问题。本文通过分

阶段处理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的时序约束,通过遗

传-粒子群优化算法来解决某个时段内的空间约

束问题。

2.1暋分阶段处理模型

假设有m 个相互独立的训练任务j1,j2,…,

jm 需在机场所辖空域内完成,由于空域资源有限,
无法同时完成m 个训练任务。将其划分为n个相

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作

出相应的最优决策,各个阶段通常按照时间先后顺

序进行划分(有科目完成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阶
段变量用k表示。Tks和Tke分别表示该阶段开始

时间和结束时间,Tk(i)表示该阶段内正在进行的

任务所需完成时间。假设某时段有a个训练任务,

则Tke=Tks+min{Tk(1),Tk(2),…,Tk(a)},且

T(k-1)e=Tks。通过多阶段处理直至所有的训练任

务均完成。再利用遗传-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计

算不同方案所需的时间,在保证空域利用率的前提

下,选择其中时间最短的一组作为最终的规划

方案。

2.2暋基于遗传-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的空

域规划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着重解决一些连续、无约束的

问题。对于像空域规划这一离散、不连续、有约束

的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提出用转换子

和转换序列来解决离散的规划问题,并引入遗传算

法中的交叉与变异思想来提高离散粒子群优化算

法中摆脱局部最优解的能力,进而提高算法的收敛

速度和精度。通过对当前解与个体最优解、全局最

优解的交叉变异操作,在解空间中产生新的位置。
同时为了保证种群的多样性和个体的适应性,用自

适应递阶算法来控制交叉率和变异率。

2.2.1暋编码与解码

粒子的编码方式采用整数十进制编码,根据训

练科目数生成排放序列,且编码中区分正负,正数

表明横放,否则为竖放,默认横放为训练科目的长

度大于宽度。每个排放序列根据上方改进的排样

算法都能生成一个规划方案,从而确定该方案的适

应度值。

2.2.2暋转换操作

对于每个可行解的转换操作是通过由多个转

换子构成的转换序列来实现的。转换子由2个随

机数组成,假设转换子为(ik,jk),Xk 为粒子的序列

位置,那么对应的转换操作为交换 Xk 中值为(ik,

jk)的位置来得到新的位置。例如,转换序列为

{(1,2),(2,3)},序列位置为(1,2,3,4,5),通过转

换得到的新位置为(3,1,2,4,5)。应注意,转换序

列是按照转换子的位置依次作用在位置序列上的。

2.2.3暋粒子更新操作

粒子的更新操作既包括位置的加法操作也包

括速度的数乘操作。位置的加法操作是指依照对

应的转换序列,对个体的位置进行转换;而速度的

数乘操作是指以一定的概率来保留对速度的操作。
具体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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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煪V=
V C暳Rand()<1
0 C暳Rand()曒{ 1

(5)

式中:Rand()为0~1之间的随机生成数。当C=5
时,保留概率为20%。

而在离散粒子群中,粒子更新如下:

Vi+1=w 煪Vi 煩C1 煪 (Pid -Xid)煩
C2 煪 (Pgd -Xid)

Xi+1=Xi+Vi+

ì

î

í

ï
ï

ïï 1

(6)

式中:w、C1、C2 分别为速度保留概率、全局最优值

和个体最优值对进化的影响因数。

2.2.4暋交叉、变异操作

为了防止算法陷入局部最优,可通过交叉、变
异操作增加离散粒子群的全局搜索能力。

交叉策略为:假设染色体长度为n,交叉概率

为Pc,生成一个随机数R,以及变异位r1,r2(r1曎
r2,r1曑n,r2曑n)。若R<Pc,则对r1~r2 之间的

基因进行反转,从而得到新的基因,代表在规划过

程中,更改了各个科目的先后顺序。
变异策略为:假设变异概率为 Pm,交叉位为

rm,随机生成0~1之内的数字O,若O<Pm,则更

改rm 位对应的正负值,代表在规划时将空域进行

相应的旋转。

2.2.5暋交叉、变异的自适应性

交叉率和变异率作为遗传操作中的核心操作,
为了保证性能较好地基因得以保留、较差的基因尽

快剔除。合理地选择交叉率和变异率至关重要。
本文对交叉率和变异率做自适应调整,将交叉率的

变化值定义为

f(x)=(1-Pc)e(-1/cf) (7)
式中:Pc 为当前的交叉概率;cf为剩余的迭代数。

变异率的值定义为

f(x)=(1-Pm)e(-1/cf)/10 (8)
式中:Pm 为当前的变异率。

2.2.6暋算法流程

假定种群的粒子数为m,最大迭代次数为 N,

Pid为个体最优位置,Pgd为全局最优位置。

Step1:初始化种群,且每个位置均赋予一个

初始速度,同时给定相应的参数值。

Step2:将每个粒子的位置与个体最优位置、
全局最优位置进行交叉操作,以获取新的染色体,
再对新的染色体进行变异操作获得最终个体,同时

更新交叉率和变异率。

Step3:利用改进的排样算法解码粒子并求其

适应度值F,将其作为粒子的初始个体最优位置

Pid,选取其中适应度最大的位置作为全局最优位

置Pgd。

Step4:按照算法中粒子的更新方法更新粒子

的位置。

Step5:对每个粒子分别进行两种变异操作,
同时求出每个新粒子的适应度值。如果新位置的

函数值大于原函数值,则更新个体的最优位置。而

对于整个粒子群,每更新一代就选取其中最大的适

应度值与上一代进行比较,若大于上一代,则将此

位置作为新的全局最优位置。

Step6:当迭代次数达到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

或者适应度不再发生变化时,终止该算法,并根据

最优的规划方案画出空域规划图。

2.3暋算法复杂度分析

算法复杂度不仅决定了算法的执行效率,而且

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算法的求解能力。相较于基

本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改进后的算法增加的计算

时间主要用于粒子的交叉和变异。假设问题的规

模为D,种群的大小为N,迭代次数为G,对于基本

的粒子群优化算法需要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并
计算相应的适应度值及保留最优个体,其计算时间

复杂度为

O(N,G,D)=3G暳O(N暳D)+G暳O(N)

曋G暳O(N暳D) (9)
而改进算法的复杂度为

O(N,G,D)=3G暳O(N暳D)+G暳O(N)+
暋(Pc+Pm)G暳O(N暳D)

曋G暳O(N暳D) (10)
可以看出:算法的计算时间复杂度仅与求解问

题的规模D、种群规模N 和迭代次数G 有关,改进

以后的算法并没有明显增加算法的计算时间复

杂度。

2.4暋甘特图

甘特图,也称为条状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显

示工作进度随着时间进展的情况[13灢14]。其横轴表

示时间,纵轴表示作业,线条表示各个工作任务的

完成情况。通过甘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某个任务

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并评估该任务的进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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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甘特图具有清晰明确的特点,是控制工作进度

的工具,其绘制方法也非常灵活,具体方法详见参

考文献[15]。本文利用甘特图来表示各个训练任

务随时间的进展情况,并通过 Matlab软件进行

绘制。

3暋训练空域动态规划实例仿真

为了评估本文提出的算法对于解决战术训练

空域动态规划问题的有效性,进行实例仿真。实例

一为了检验遗传-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有效性,实例

二为了检验空域动态规划的可行性。
基于某飞行部队日常训练进行仿真,该部的作

战责任区及其离散化处理后的空域图如图1~图2
所示。

图1暋训练空域图

Fig.1暋Trainingairspacefigure

图2暋离散训练空域图

Fig.2暋Discretetrainingairspacefigure

3.1暋某一阶段的空域规划问题

假定某天所进行的训练科目及其所需空域大

小如表1所示。

表1暋各训练科目所需空域大小

Table1暋Airspacesizerequiredbyeachtrainingsubject

序号 长/km 宽/km 序号 长/km 宽/km

1 8 10 9 7 5

2 4 4 10 4 14
3 5 3 11 8 9

4 6 8 12 5 5
5 8 8 13 13 10

6 10 5 14 8 7
7 4 14 15 4 6
8 6 6 16 7 7

暋暋在求解过程中,假定粒子群的种群个数为20,
迭代次数为100代,个体经验保留概率c1=2,全局

经验保留概率c2=2,w=1,变异概率Pm=0.1,交
叉概率Pc=0.9。通过仿真,发现当迭代到第73
代 时 已 经 趋 于 稳 定,而 此 时 的 适 应 度 值 为

11.8553,最后生成的空域训练图以及在迭代过程

中每代的最优适应度值和平均适应度值的变化过

程如图3~图4所示,交叉率、变异率的变化如图5
所示。

图3暋战术训练空域规划图

Fig.3暋Planningdiagramoftacticaltrainingairspace

图4暋适应度值变化曲线图

Fig.4暋Curveoffitnessvalu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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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暋变化率曲线图

Fig.5暋Curveofchangerate

而用传统的粒子群优化算法进行求解时,假定

参数相同,通过仿真发现:当迭代到第90代时,基
本趋于稳定,而此时的适应度值为10.7899,最后

生成的空域训练图以及在迭代过程中每代的最优

适应度值和平均适应度值的变化过程如图6~图7
所示。

图6暋战术训练空域规划图(传统方法)

Fig.6暋Planningdiagramoftacticaltrainingairspace
(traditionalmethod)

图7暋适应度值变化曲线图(传统方法)

Fig.7暋Curveoffitnessvaluechange(traditionalmethod)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1)利用遗传-离散粒子算法得到的训练空

域规划方案对空域的利用率更大,且在作战责任区

内安排的训练科目数也更多,提高了算法全局搜索

的能力;
(2)通过比较两组数据趋于稳定时的代数,发

现传统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搜索性能要明显弱于遗

传-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利用遗传-离散粒子群

优化算法求解时,在第73代就可以得到趋于稳定

的解,表明算法改进后收敛能力更强。
综上所述,两种算法均可用于求解训练空域的

规划问题,但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求解性能要

优于传统的粒子群优化算法。

3.2暋多时段的空域规划问题

假定某部某天需完成3种战术训练任务,每个

任务均有4个批次(m=12),其训练任务的时长及

所需空域大小如表2所示。

表2暋训练任务所需空域大小及时长

Table2暋Airspacesizeanddurationrequiredby
trainingtasks

序号 长/km 宽/km 时长/min 序号 长/km 宽/km 时长/min

1 6 16 50 7 8 16 50

2 12 10 40 8 12 10 40

3 6 6 30 9 6 6 30

4 8 16 50 10 8 16 50

5 12 10 40 11 12 10 40

6 6 6 30 12 6 6 30

暋暋应用本文算法对此问题求解,通过计算可得,
完成上述训练任务需要分6个阶段,各阶段空域规

划如图8~图13所示。

图8暋第一阶段空域图

Fig.8暋Airspacediagramatthefirststage

402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图9暋第二阶段空域图

Fig.9暋Airspacediagramatthesecondstage

图10暋第三阶段空域图

Fig.10暋Airspacediagramatthethirdstage

图11暋第四阶段空域图

Fig.11暋Airspacediagramatthefourthstage

图12暋第五阶段空域图

Fig.12暋Airspacediagramatthefifthstage

图13暋第六阶段空域图

Fig.13暋Airspacediagramatthesixthstage

训练进度随时间变化的进展情况(甘特图),如
图14所示。

图14暋训练进度图

Fig.14暋Trainingschedule

从图14可以看出:先进行第1,2,3,6号训练

任务,第40 min执行第4,9,12号训练任务,第

50min开始执行第7号任务,第90min开始执行

第10号任务,第100min进行第5号训练任务,最
后在第140min进行第8和第11号训练任务。

目前,战术训练空域主要依靠人为经验进行划

设,仅能够按照训练任务的种类依次进行,其训练

进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15所示。

图15暋当前训练进度图

Fig.15暋Currenttraining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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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5可以看出:相较于依靠人为经验划设,
利用本文算法可以更快地完成所有训练任务,训练

时间由210min缩短到了180min,节约了30min;
利用本文方法在实现动态任务规划的同时,还能够

保证空域利用率和用空安全,给空域的灵活使用提

供了一定的借鉴;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可大

幅缩短空域规划所需时间,提高规划效率。

4暋结暋论

随着军民航飞行需求的增加和民用航空的蓬

勃发展,现有的空域资源分配方式已然无法满足日

常的用空需求。针对训练空域的规划问题,本文融

合了遗传算法中的交叉变异思想,提出了遗传-离

散粒子群优化算法。与传统的粒子群优化算法相

比,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栙利用遗传算法中的交

叉与变异思想来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栚引入了自

适应交叉与变异算子,提高了搜索的广度与深度,
保证了种群的多样性。

将训练空域规划问题进行分阶段处理,并利用

甘特图来表示整个空域利用过程,在保证空域利用

率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缩短空域占用时间;相较

于目前的人为划设规化法,利用该方法可以大幅缩

短训练所需时间,不仅能够提高飞行效率,而且能

够有效缓解军民航的飞行冲突;但该算法的稳定性

和求解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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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防止无人机飞出指定空域或飞入禁飞空域的核心算法是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为了提高无

人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的准确性,从而保证低空无人机飞行的安全性,针对射线法进行改进;通过添加缓冲距

离的判断来解决传统射线法无法解决的三种特殊情况,在 Matlab环境下对其进行仿真验证,实现越界探测功

能;找出影响改进算法运行时间的三个因素,并进行分析和讨论。结果表明:提出的基于改进射线法的无人机

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在不影响运行时间的前提下,提高了无人机越界探测的准确性。
关键词: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改进射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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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realgorithmtopreventunmannedaerialvehicle(UAV)fromflyingoutofthedesignatedair灢
spaceorflyingintotherestrictedairspaceisthegoe灢fenceviolationdetectionalgorithmofUAV.Inordertoim灢
provetheaccuracyofcross灢borderdetectionofUAVgeo灢fenceandensurethesafetyoflow灢altitudeUAVflight,
theraycastalgorithmisimprovedbyaddingbufferdistancetosolvethreespecialcasesthatcannotbesolvedby
thetraditionalraycastalgorithm,anditisverifiedbysimulationunderMatlabenvironment,andthedetection
functionofcrossingtheboundaryisrealized.Threefactorsthataffecttherunningtimeoftheimprovedalgo灢
rithmarefoundout,andin灢depthanalysisanddiscussionarecarriedout.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pro灢
posedgoe灢fenceviolationdetectionalgorithmbasedonimprovedraycastalgorithmimprovestheaccuracyof
UAVdetectionwithoutaffectingtherunnin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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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在无人机行业不断兴起、无人机驾驶员成为了

一种新职业的大背景下,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频

繁;同时,涉及无人机的事故数量也在增加,而目前

各国均缺少对无人机的相关规定,只能向无人机运

营商提供建议[1]。一系列无人机空中交通事故的

发生,让人们意识到低空空域无人机监管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地理围栏的发展让无人机监管越来越

简单高效,无人机地理围栏是一个虚拟的栅栏边

界,由垂直高度的限制和水平方向的边界组成[2],
它可以将通过 GPS或雷达获取的位置信息作为输

入,经运行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判断其是否在指

定的空域内飞行,一旦无人机的飞行航向将与地理

围栏边界发生冲突,它就会提前告警,并配合机载

传感器和规避系统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助于提高无

人机自主水平。
由于无人机地理围栏能够有效地解决无人机

监管过程中的问题,国内外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研

究发展。国内大疆无人机[3]的 GEO(Geospatial
EnvironmentOnline)就有地理围栏技术的应用,
能为大疆用户提供相关信息,帮助用户在飞行时间

和地点上做出合理决定,但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

技术不够成熟,不能完全可靠地实现地理围栏越界

探测;二是只适用于部分机型。强明辉等[4]利用无

人机感知与规避系统、基于地理围栏的地面站避让

系统模型、添加了高度参数的地理围栏优化算法,
实现了基于无人机地面站避让系统的地理围栏算

法设计与仿真,将地理围栏算法与无人机的机载定

位导航系统结合起来,不需要雷达等其他机载探测

设备,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性与创新性;付其喜

等[5]提出了无人机地理围栏预控制层生成算法,实
现了自主飞行的无人机地理围栏算法设计,能保证

自主飞行的无人机在地理围栏内安全飞行。但上

述文献均未对无人机越界探测功能进行深入研究。
国外同样也在开发类似的地理围栏技术。T.Gur灢
riet等[6]利用优化方法和尽可能微小的飞行指令

变动,在避免地理围栏越界的前提下,实现了平滑

规避轨迹的生成,但该方法仅适用于圆形地理围

栏,难以适应无人机复杂的飞行环境;M.N.Ste灢
vens等[7]提 出 并 实 现 了 二 维 和 三 维 方 向 上 的

TWC(TriangleWeightCharacterization)算法,适

用于任意复杂不自相交的多边形,并且运行速度大

幅提高,但是一旦地理围栏边界有所变化,则该算

法的初始化步骤又要重新进行。
本文在国内外地理围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针

对射线算法的不足进行改进,避免射线法出现错误

判断的情况,提高算法的准确性;并通过仿真实现

基于改进射线法的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
对影响其运行时间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说

明,以便适用于复杂多变的飞行环境和更多种类的

无人机。

1暋无人机地理围栏算法的一般流程

地理围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禁出型地理围

栏,它为无人机定义了一个有界的可飞空域,无人

机不能飞出这一围栏空域;另一种是禁入型地理围

栏,是为了防止无人机进入并且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而定义的一个围栏空域。地理围栏有水平的边界

和垂直高度的限制。一般地,地理围栏可以由一个

禁出型地理围栏和若干个禁入型地理围栏组成,其
算法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暋地理围栏算法基本流程

Fig.1暋Basicflowofviolationdetectionalgorithm

输入参数为r和g,r=(x,y)为当前无人机横

向平面位置,用于探测是否存在地理围栏冲突。地

理围栏由G=[gi,go]指定,其中gi 为禁出型地理

围栏边界多边形;go={go1,…,gon}是一组禁入型

地理围栏边界;gok是n 个禁入型地理围栏边界多

边形的第k个。pointinpolygon()函数是一种点包

容算法,可以是射线算法,也可以是 TWC算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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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地理围栏边界为圆形,还可以是圆形地理围栏算

法。只要没有发生地理围栏冲突,它就会为每个新

的状态执行循环。

2暋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改进

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根据地理围栏

边界的形状可以分为:圆形地理围栏算法、矩形地

理围栏算法、复杂多边形地理围栏算法[8]。复杂多

边形地理围栏算法更符合实际应用,也能节省更多

的空域资源,提高空域利用率。该算法中目前用得

最多的是射线法算法[9]。

2.1暋基于射线法的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

(1)算法原理

从无人机测试点r投影出一条射线s(如图2
所示),如果这条射线相交于奇数条多边形的边,则
测试点r包含在地理围栏p 中,否则r在p 之外。

图2暋射线法示意图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raycastalgorithm

(2)判定规则

栙若为禁入型地理围栏,设置“c为奇数暠为地

理围栏冲突事件,具体判定规则如下:
判定规则1:c为奇数时,无人机此时已进入禁

飞区,其飞行器系统相应模块应作出反应。
判定规则2:c为偶数时,无人机没有进入禁

飞区。

栚若为禁出型地理围栏,设置“c为偶数暠为地

理围栏冲突事件,具体判定规则如下:
判定规则1:c为偶数时,无人机此时已飞出指

定空域,其飞行器系统相应模块应作出反应。

判定规则2:c为奇数时,无人机此时在指定空

域内飞行。

2.2暋基于改进射线法的地理围栏越界探测

算法

使用原始射线法可能出现特殊情况(如图3所

示),即射线会与多边形顶点相交、射线经过多边形

的一条边[10],甚至测试点p 就在多边形边上[11]。
若仍使用原始射线法进行交点计数,则会产生错误

的判断,因此将射线法原理进行改进,提高其准

确性。

图3暋原始射线法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Fig.3暋Specialcasesthatmayoccurwiththe

originalraycastalgorithm

(1)算法原理

在原始射线法的基础上,设置一个用于判断特

殊情况的缓冲距离D,规定引出的射线是y 方向

的,当测试点的x 坐标在地理围栏边界顶点的x
坐标的缓冲距离内时,将地理围栏边界顶点的x
坐标减去2倍的缓冲距离,即2D,使得测试点引出

的y方向的射线避开地理围栏边界的顶点;再进

行测试点与边的判断:当测试点在边的缓冲距离内

时,直接视为该测试点在地理围栏之外;随后判断

射线与地理围栏每条边是否只有一个交点,若是,
则交点计数加1;通过交点计数的奇偶性判定测试

点与地理围栏的位置关系,判定规则同原始射

线法。
改进射线法的具体流程如图4所示,其中rx

和ry 分别为测试点r 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地理围

栏g={p1,p2,…,pi,…,pn}由p1,p2,…,pn 点顺

时针或逆时针连接而得;s为从点r沿y 轴方向引

出的一条射线;pix为pi 点的横坐标;pix,D为pi 点

在经缓冲距离D 处理之后的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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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改进的射线算法流程图

Fig.4暋Improvedraycastalgorithmflowchart

图4与原始射线法不同之处就是图中灰色部

分,不仅解决了射线与非凸地理围栏边界顶点相交

的问题、测试点在地理围栏边上的问题,还解决了

射线经过地理围栏边界边的问题。
(2)判定规则

具体判定规则同原始射线法。

3暋仿真与实验结果分析

3.1暋改进射线法假设背景

(1)为了凸显可解决的问题,绘制横向地理围

栏边界,如图5所示,黑色实线边界为禁出型地理

围栏,灰色虚线边界为禁入型地理围栏。
(2)地理围栏边界在无人机飞行期间保持

不变。
(3)为了给无人机定义一个可飞空域,地理围

栏包含了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边界。

图5暋横向地理围栏边界

Fig.5暋Thehorizontalgeo灢fenceboundary

(4)垂直地理围栏边界(高度上限和下限)在
地面(AGL)或平均海平面(MSL)以上是恒定的。

(5)无人机飞行高度恒定,使研究重点集中在

横向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上,应注意,该算法在

未来的工作中可以进行扩展优化,以消除高度等假

设带来的影响。
(6)每个地理围栏边界都不是自相交的,自相

交多边形如图6所示。

图6暋自相交的多边形

Fig.6暋Self灢intersectingpolygon

(7)边界指定为按顺时针或逆时针顺序的顶

点列表,可以是 GPS纬度和经度,也可以是相对位

置点。

3.2暋基于改进射线法的地理围栏越界探测

算法仿真与分析

为了验证改进射线法的可行性,在 Matlab
R2014a的环境下对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进行仿

真验证。首先,通过plot()函数将各个顶点逆时针

连接起来建立多边形地理围栏边界,随机生成若干

个测试点,然后,分别进行顶点缓冲距离的判断和

边缓冲距离的判断,以及射线与边的交点判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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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图4中算法灰色部分,进而进行与射线交叉的边

的数目的计算,最后判定测试点是否在多边形内。
实验分三个步骤进行:
(1)验证改进射线法的可行性,并与原始射线

法在准确性上作比较分析;
(2)分析测试点个数对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

法运行时间的影响,并与原始射线法作比较;
(3)分析地理围栏边界的顶点数对基于改进

射线法的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时间的影响。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
(1)改进射线法可行性验证及其与原始射线

法在特殊情况下的比较。
为了对改进射线法进行可行性验证,随机产生

50000个测试点,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将被判定

在规定区域外的点标为浅灰色,被判定在规定区域

内的点标为深色。

图7暋改进射线法随机生成50000个测试点仿真结果

Fig.7暋Simulationresultsof50000testpointsrandomly

generatedbytheimprovedraycastalgorithm

从图7可以看出:在随机生成的50000个测

试点中,判定结果基本正确,在地理围栏边界附近

能看到有个别测试点被判定为浅灰色,这是由于缓

冲距离的设置,同时也能起到提前告警的作用,以
便无人机及时做出规避动作。表明本文改进的射

线法在地理围栏越界探测中是可行的。
另外,还仿真出原始射线法和改进射线法在其

中一特殊情况下的判断,即当测试点引出的y 方

向射线与地理围栏顶点相交。程序设置时仍将射

线与边的交点为奇数的点判定在地理围栏内,用深

色标记;为偶数的点判定在地理围栏外,用浅灰色

标记,均取500个随机点。原始射线法和改进射线

法在类似情况下的仿真结果分别如图 8~ 图 9
所示。

图8暋原始射线法特殊情况下的仿真结果

Fig.8暋Simulationresultsoftheoriginalraycast

algorithmunderspecialcircumstances

图9暋改进射线法特殊情况下的仿真结果

Fig.9暋Simulationresultsoftheimprovedraycast

algorithmunderspecialcircumstances

从图8~图9可以看出:原始射线法在该特殊

情况下的判断全错,但是改进射线法解决了这一问

题。此外,图7的结果也表明:基于改进射线法的

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还可以解决测试点在地理

围栏边界上的问题和射线经过地理围栏边界的问

题,这都是原始射线法无法解决的。因此,改进射

线法的准确性相比原始射线法大幅提高。
(2)测试点个数对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

行时间的影响,并将改进射线法与原始射线法作

比较。
为了得到原始射线法和改进射线法的运行时

间与测试点个数的关系,设置在图5所示地理围栏

中测试点随机产生的个数分别为1、10、50、100、

150、200、250、300个,利用tic/toc函数分别计时,
各进行100次实验,结果如图10(a)所示;分别计

算出100次结果的平均值,将8个点连接起来,如
图10(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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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不同测试点数的时间

(b)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不同测试点数的时间平均值

图10暋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时间与测试点数的关系

Fig.10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runningtimeofthe

geo灢fenceviolationdetectionalgorithmandthetestpoints

从图10可以看出: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

行时间与测试点个数成正比,测试点越多,算法运

行的时间越长。因此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系统需安

装在无人机上,在飞行之前就输入地理围栏各个参

数,由无人机自行根据其 GPS模块或雷达传输的

数据进行判断,这样每架无人机每个时刻只运行自

己的位置点,速度快,能及时反应;相反,如果地理

围栏越界探测由地面设备来运行,一旦同一时刻同

一地理围栏内的无人机过多,算法运行时间就会增

长,加之由地面反馈到无人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无法保证实时性。

此外,原始射线法运行时间比改进射线法快,但
是将地理围栏系统应用到机载设备上,每次只进行一

个测试点的判断,改进射线法的运行时间与原始射线

法相差不大,对于无人机这样“低、慢、小暠的飞行器,
这个差值可以忽略不计。即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
改进射线法的越界探测功能优于原始射线法。

(3)地理围栏边界的顶点数对基于改进射线法

的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时间的影响。

因为实验(1)和实验(2)已经证明改进射线法

优于原始射线法,所以在此不再考虑原始射线法。
为了得到基于改进射线法的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

法运行时间与地理围栏边界顶点数的关系,设置相

同的测试点数1个,一个随机生成的禁出型地理围

栏,且顶点数分别为3、6、9、12、15、18、21、24个,分
别进行100次实验,结果如图11(a)所示,计算各

顶点数运行时间的平均值,结果如图11(b)所示。

(a)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不同顶点数的运行时间

(b)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不同顶点数的运行时间平均值

图11暋地理围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时间与边界顶点数的关系

Fig.11暋Therelationshipbetweenrunningtimeof

geo灢fenceviolationdetectionalgorithmandthe

numberofboundaryvertices

从图11可以看出:基于改进射线法的地理围

栏越界探测算法运行时间与边界顶点数成正相关,
边界顶点越多,算法运行的时间越长,因为此算法

要遍历每一条边。之所以不完全成正比例的关系,
从编程角度上来说,只有当从测试点引出的y 方

向射线与地理围栏其中一条边相交,才会执行相应

的条件语句,如果不相交,就会直接跳过,节省时

间,图11(a)中的时间分布也能印证这点,当地理

围栏顶点数较少时,地理围栏边界相对简单,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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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测试点引出的射线与地理围栏相交的边数

普遍较少,算法执行时间短,分布集中;当地理围栏

顶点数较多时,边界相对复杂,随机产生的测试点

引出的射线与地理围栏相交的边数有多有少,所以

不同点执行算法的时间跨度相对较大。
综上所述,基于改进射线法的地理围栏越界探

测算法运行时间不仅与地理围栏边界顶点数成正

相关的关系,还与测试点在地理围栏中的相对位置

有关系,从测试点引出的y 方向射线与地理围栏

边界相交的边数越多,算法的运行时间越长,相交

的边数越少,运行时间越短。

4暋结暋论

(1)基于改进射线法的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

探测算法的运行时间与测试点个数成正比,测试点

个数越多,算法运行时间越长。因此应将地理围栏

系统主要应用于机载设备上。
(2)基于改进射线法的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

探测算法的运行时间与地理围栏边界顶点数成正

相关的关系,顶点数越多,算法运行时间越长。控

制地理围栏边界顶点数可以提高无人机地理围栏

越界探测的效率和实时性。
(3)基于改进射线法的无人机地理围栏越界

探测算法的运行时间与测试点在地理围栏中的相

对位置有关,从测试点引出的y 方向射线与地理

围栏边界相交的边数越多,算法的运行时间越长。
因此对相对于地理围栏较为复杂的位置,地面人员

应加强监督和管控,保证空域内的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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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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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电动飞机在国内外通用航空领域蓬勃发展,并影响着未来航空的发展方向。利用电推进技术对无人

机进行电动化改造,能提高无人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维修性,降低使用成本。以天翼1无人机为电动化改造

对象,提出电动化改造方案,详细计算分析电推进系统中电动机和锂电池组的主要参数,并从无人机的重量重

心、性能以及电推进系统的安装方式等方面分析改造的可行性,并提出后续改造实施中需注意的问题。结果表

明:天翼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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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ectricaircraftisboominginthefieldofgeneralaviationathomeandabroad,andaffectsthefuture

developmentdirectionofaviation.Usingelectricpropulsiontechnologytotransformunmannedaerialvehicle
(UAV)cangreatlyimprovethesafety,reliabilityandmaintainabilityofUAVandreducetherunningcost.

SW1UAVistakenastheobjectofelectrictransformation,theelectrictransformationschemeisproposed,the

mainparametersofmotorandlithiumbatterypackintheelectricpropulsionsystemarecalculatedandanalyzed

indetail,andthefeasibilityofthetransformationoftheUAVisanalyzedfromtheweight,centerofgravity,

performanceandtheinstallationformoftheelectricpropulsionsystem.Theresultsshowthattheelectrictrans灢
formationofSW1UAVisfeasible,andtheproblemsthatneedtobepaidattentiontothesubsequenttransfor灢
mationareputforward.

Keywords:unmannedaerialvehicle(UAV);electrictransformation;electric灢poweredaircraft;electricpropul灢
sionsystem;motor;lithiumbattery

0暋引暋言

电动飞机是指以电能作为推进能源的飞机,其

优点是高效节能、环境友好,能够实现零排放或极

低排放;噪声和振动水平极低,乘坐舒适性好(对于

军事用途而言隐蔽性好);结构简单,使用维护简

单,经济性好等[1灢3]。在小型飞机中,用电池代替燃



油作为初级能源,不仅没有污染,而且规避了航空

燃油获取困难,价格昂贵的缺点,扩展了飞机的使

用范围。由于这些优点,电动飞机迅速成为近年来

航空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受到广泛关注[4]。
纯电动飞机已被国内外的飞机公司研制成功,

有些已实现了批量生产,并广泛应用于飞行员培

训、旅游观光、私人飞行和航空摄影等通用航空领

域。捷克 PhoenixAir飞机公司2011年推出了

PhoenixAirU灢15电动滑翔机,最新的升级版本将

有超过2h的续航时间,该机已经取得捷克实验类

轻型运动飞机适航许可(ELSA)。捷克Skyleader
飞机公司的SL400是一款下单翼并列双座电动飞

机,属于欧洲标准的超轻型运动类飞机,该机具有

可收放的起落架和全金属机身,使用液冷电机,最
大飞行速度230km/h,航时1.5h,已于2017年秋

季首飞成功,目前已经取得捷克实验类轻型运动飞

机适航许可。斯洛文尼亚蝙蝠公司(PipistrelAvi灢
ation)的电动飞机AlphaElectro于2017年推向市

场,同年即获得24架的订单,该机因其技术成熟、
指标先进,成为当前电动飞机市场的代表作。我国

沈阳通用航空研究院研制的国内首款电动双座轻

型飞机“锐翔暠RX1E于2013年实现首飞,2015年

获得国家民航局颁发的轻型运动飞机“型号设计批

准书暠和生产许可证,已实现量产交付。该机的最

新改进型 RX1E灢A 续航时间已提高到2h,符合世

界主要地区对电动轻型飞机续航能力的要求[5]。
电动飞机正在影响着未来航空的发展方向,先进电

动飞机有望广泛应用于通用航空等领域,大幅度改

善人 类 的 生 活 和 生 产 方 式,开 创 电 动 力 航 空

时代[6]。
目前在无人机领域,采用电动机作为动力主要

集中在微小型无人机、无人旋翼机和太阳能无人

机。质量大且航时较长的无人机基本都采用了燃

油动力系统。随着电动机、电池等技术的发展,将
现有的燃油动力无人机改造为电动无人机在技术

上已变得可行。对适合的无人机进行电动化改造,
可提高无人机的环保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维护性。
电动机相对于燃油发动机几乎可以做到零排放,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电动机系统与燃油发动机

系统相比,系统组成更加简洁,更利于维护,安全性

更高(不存在燃油泄漏甚至着火的危险),也具有更

高的可靠性(空中停车的可能性更低)。另外电动

化改造后无人机的控制将变得更加简单,同时还能

降低使用成本(每次任务只需要充电,而不是消耗

相对昂贵的燃油),可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天翼1无人机是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成飞公司)现有的一款成熟

无人机,采用活塞式汽油发动机。本文对天翼1无

人机电动化改造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1暋天翼1无人机简介

天翼1无人机是成飞公司自行研制的轻型多

用途无人机,具有小型化、集成化、智能化等特

点[7]。该无人机具备滑跑起飞、车载起飞、火箭助

推起飞、滑跑着陆、伞降回收多种起降方式,可以满

足用户不同使用条件的需求。在航空遥感、气象探

测、环境监测、边防巡逻、海事监测、应急救灾、航空

测绘、森林防火监视、高压电线与输油管路巡查等

众多领域都有其用武之地。目前天翼1无人机已

交付于国家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8],并参

与了多次执法行动,在环境监测领域发挥了巨大作

用。天翼1无人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暋天翼1无人机

Fig.1暋SW1UAV

天翼1无人机基本参数如表1所示。

表1暋天翼1无人机基本参数

Table1暋BasicparametersofSW1UAV

项目名称 参数值

正常起飞质量/kg 70

最大起飞质量/kg 85

巡航速度/(km·h-1) 120~150

航时/h 3

发动机额定功率/kW 13.1

2暋电动化改造分析

2.1暋改造方案

传统飞机通过发动机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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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能产生动力,与之相对的电推进飞机通过电动

机驱动涵道式风扇、螺旋桨或其他装置产生动力,
直接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9]。

天翼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将拆除原有的燃油

动力系统,换装以锂电池组为能源,电动机为动力

的电推进系统。电推进系统是电动飞机的核心,电
动 飞 机 的 性 能 和 用 途 主 要 取 决 于 其 电 推 进 系

统[10]。电推进系统由电动机、螺旋桨、电动机控制

器、锂电池组、电源管理系统(BMS)组成,系统交

联关系如图2所示,螺旋桨沿用天翼1无人机原螺

旋桨。此外还需要对无人机的配电设备和配电方

式进行调整,同时飞控的控制策略也要做相应

修改。

图2暋电推进系统交联图

Fig.2暋Cross灢linkingofelectricpropulsionsystem

电推进系统要满足各飞行状态下的最大推力

要求,在续航时间内提供所需的推力并为机载设备

供电[11]。通过计算飞机飞行剖面各状态所需的功

率和能量,由各状态所需功率确定电动机的功率,
由飞行剖面总能量确定电池的电容量[12]。

2.2暋电动机需求分析

选择合适的电动机,需要对无人机各飞行状态

所需的最大功率进行综合分析。如果选择的电动

机功率过小,电动机会经常处于高过载状态工作,
这会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甚至导致无人机无法

起飞[12];相反,如果所选电动机功率过大,则无法

发挥出电动机最佳工作状态,且所需电量也会增

大,这会增加电动机和电池质量,对电动机和电池

造成浪费,同时影响无人机性能。
通过对天翼1无人机飞行任务剖面的分析,可

知无人机在起飞时的爬升阶段所需功率最大。因

此选择起飞时需要的最大功率作为电动机额定功

率。无人机在起飞时所需的最大推力可由以下方

程式组求出:

a1=
(V2

l -V2
tk)

2Sc

D=1
2氀V

2
lSCD

Fc=D+mgsin毬+ma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1

(1)

式中:a1 为飞机起飞爬升时的加速度;Vl 为爬升结

束时的平飞速度(取150km/h);Vtk 为起飞速度

(取100km/h);Sc 为爬升飞行的距离(设爬升高

度为1000m,则Sc=1000/sin毬);D 为阻力;S为

机翼面积;氀为空气密度(取海平面空气密度);毬为

爬升角(取5曘);CD 为阻力系数;Fc 为起飞时最大

推力;m 为无人机质量(取最大起飞质量85kg);g
为重力加速度(取9.8m/s2)。

代入各参数值可求得Fc=180.68N。假设无

人机做定常爬升飞行,则所需最大功率为

PC =FcVl=180.68暳150
3.6=7528W

螺旋桨效率毲p 取0.8,电动机效率毲e 取0.95,
则所需的电动机功率为

Pm =PC

毲p毲e
= 7528

0.8暳0.95=9905W

实际选择电动机时应考虑一定的余量,这里参

考天翼1无人机的动力系统,选取额定功率13kW
的电动机。

2.3暋锂电池组电容量分析

锂电池组电容量需要根据无人机任务剖面内

各阶段的耗电量进行分析确定。本文选择天翼1
无人机滑跑起飞、伞降回收起降方式的任务剖面,
该剖面包含以下几个阶段:地面等待、滑跑、爬升、
巡航、下滑、伞降回收,如图3所示,其中伞降回收

阶段,除切伞外全机基本无其他电量消耗,且切伞

所耗电量极低,可忽略不计。

图3暋天翼1无人机任务剖面

Fig.3暋MissionprofileofSW1UAV

按最佳航时进行分析,无人机质量取正常起飞

质量70kg,起飞速度取100km/h,巡航速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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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km/h,爬升高度取1000m,电动机控制器效

率毲c 取0.98,则电推进系统的总效率

毲=毲p毲e毲c=0.8暳0.95暳0.98=0.7448
下面分别对各阶段所需电量进行分析。
地面等待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间设为1min,

所需功率取电动机额定功率的1/5,则这一阶段的

耗电量为

Wwait=
Pwaittwait

毲
=13/5暳1/60

0.7448 =0.058kW·h

滑跑阶段:假设这一阶段无人机作等加速度运

动,这一阶段的时间可以由式(2)求出

Vtk=毩2trun

Srun=1
2a2t2

r

ì

î

í

ïï

ïï un

(2)

式中:Srun为起飞滑跑距离,设为150m;a2 为滑跑

加速度,可求得时间trun=10.8s。
这一阶段电动机功率取爬升阶段起飞时功率

的90%,求出爬升阶段起飞时的需用最大功率为

4257W,则滑跑阶段的耗电量为

Wrun=Pruntrun

毲
=4.257暳0.9暳10.8/3600

0.7448

=0.015kW·h
爬升阶段:由式(1)和Vl=Vtk+a1tclimb,可求

得爬升所需时间为376s,则这一阶段的耗电量为

Wclimb=
Pruntclimb

毲
=4.257暳376/3600

0.7448
=0.596kW·h

巡航阶段:这一阶段的需用功率为

Pcruise=
mgVl

K
(3)

式 中:K 为 升 阻 比,取 15,可 求 得 Pcruise =
1.524kW,巡航时间按2h计算,则这一阶段的耗

电量为

Wcruise=
Pcruisetcruise

毲
=1.524暳2

0.7448=4.094kW·h

下滑阶段:开伞高度距地面约200m,下滑高

度为1000-200=800m。这一阶段的需用功率

取巡航阶段的80%,下沉率取3m/s,则这一阶段

的耗电量为

Wglide=
Pcruisetglide

毲
=
1.524暳0.8暳800

3 暳 1
3600

0.7448
=0.121kW·h

伞降回收阶段:考虑30min的巡航时间余量,
则有

Wsave=
Pcruisetsave

毲
=1.524暳30/60

0.7448 =1.023kW·h

机上其他用电设备的总功率为400W,2h的

耗电量为

Wother=Pothertother=0.4暳2=0.8kW·h
因此锂电池组的总电容量应为

暋Wcell=Wwait+Wrun+Wclimb+Wcruise+Wglide+
Wsave+Wother=6.707kW·h

2.4暋改造可行性分析

首先分析天翼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后全机质

量变化。目前广泛使用的电动机系统功率密度普

遍低于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水平,电动机系统的功率

密度问题严重影响了电推进系统的推广使用[13]。
现有小型电动飞机的电动机额定功率密度基本为

2kW/kg。斯洛文尼亚Pipistrel公司的TaurusE灢
lectroG2飞机中,使用了30kW 永磁同步电机,其
转速在2000rpm 左右,质量仅为11.8kg[14]。国

内外电动机厂商正在研制功率密度大于3kW/kg
的电动机。有报道称全超导电动机的功率密度理

论上能超过25kW/kg[15],但这仅停留在对大型电

推进飞机的理论研究。随着对电动机材料改进,电
动机结构优化和电动机容错性能优化等,未来电动

机的功率密度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可以假定天翼

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使用的电动机功率密度为

3kW/kg,则 可 计 算 出 电 动 机 质 量 为 13/3曋
4.33kg。暋

早期电池能量密度远低于燃油能量密度[16]。
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飞速发展,锂电池技术发

展迅速。松下公司为特斯拉电动车 Model3研制

的21700电池于2017年7月28日随车一起公布,
能量密度达到了300 W·h/kg。2018年特斯拉

CEO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在电池技术方面

获突破性进展,能量密度再提升30%,并且生产成

本大幅下降[17]。参考这个数据,再考虑锂电池技

术的发展,可假定改造选取的锂电池组能量密度为

330W·h/kg,则其质量为6707/330曋20.32kg。
天翼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前后主要换装推进

系统设备的质量对比如表2所示,其中电动机控制

器、BMS和增加电缆质量是参考现有电动飞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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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预估。

表2暋推进系统质量对比

Table2暋Weightcontrastofelectricpropulsionsystem

改造前 改造后

设暋备 质量/kg 设暋备 质量/kg

发动机 4.11 电动机 4.33

发电机 1.30 电动机控制器 0.60

消音器等 0.60 BMS 0.50

燃油 11.11 锂电池组 20.32

油箱及输油管 0.40 增加电缆 0.50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电动化改造前燃油动力系统

质量 为 17.52kg,改 造 后 电 推 进 系 统 质 量 为

26.25kg,电 动 化 改 造 后 无 人 机 质 量 增 加 了 约

9kg,正常起飞质量变为79kg。计算出巡航时间

为1.77h,比改造前航时3h减少较多。如果再考

虑质量变化引起的其他飞行阶段耗电量增加,航时

还会有所减少。
再来分析电推进系统在天翼1无人机上安装

的可行性。天翼1无人机总体布置如图4所示,可
以看出:电动机安装在机身尾部原发动机安装位

置,空间富余;锂电池组将安装在机身中部油箱位

置。参考21700电池单体参数:外径21mm,高度

70mm,标称容量4600mA·h,电压标称3.7V,
可以计算出满足6.707kW·h的电池总体积约为

0.012 m3。 天 翼 1 无 人 机 油 箱 舱 容 积 约 为

0.021m3,即使考虑锂电池组封装增加壳体带来

的尺寸增加,油箱舱的尺寸也能够满足锂电池组的

安装需求。也可以考虑在采用滑跑起降方式的天

翼1无人机中取消回收伞,再增加一块与回收伞质

量相同的锂电池组装到伞舱,这样就能获得更多的

航时。

图4暋天翼1无人机总体布置

Fig.4暋OveralllayoutofSW1UAV

综上所述,天翼1无人机改造前后除锂电池组

外,其他机载设备质量变化不大,且锂电池组安装

于全机重心附近,因此不会对无人机重心位置变化

产生大的影响。此外,天翼1无人机本身具有较大

的静安定裕度,因此可以初步确定改造时无需对机

上其他设备布置进行调整。

3暋结暋论

(1)天翼1无人机电动化改造基本可行,但是

会付出一定的质量和性能代价(全机质量增加约9
kg,巡航时间减少了一个多小时)。

(2)在实际改造中还应当仔细研究电推进系

统中的其他设备,以及如何实现电推进系统与机上

其他设备的交联。同时还要考虑全机电磁兼容,电
动机和电池的散热、隔热等问题。另外改造成本也

应当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3)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关注电推进系统

相关技术的发展,寻找合适的电动机和锂电池,完
善改造方案,最终实现对天翼1无人机的电动化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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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太阳能飞机依靠自身携带的太阳能电池供能,
不似常规飞机受到能源的限制,在理论上能够实现

“永久飞行暠;而无人机较之常规飞行器,可适应环

境范围更广,维护成本更低,因此,太阳能无人机在

执行通信、监视、侦察等任务,尤其是长时间任务时

优势明显,具有广阔的军、民用应用前景,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目前,国外已经研发出多款太阳能无

人机,例如“西风暠“太阳神暠等,国内也在加紧研制,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太阳能无人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超高空、超
长航时(无限接近于永久飞行)暠。无人机主要在平

流层(距离地面11~50km)内活动,该区域几乎没

有雷雨等气象,太阳能辐射强烈,大气基本只有水



平方向的运动而无上下运动[1灢2],是太阳能无人飞

机的理想飞行环境。但是该区域空气密度很低,若
采用常规螺旋桨,则推力小、效率低。另一方面,受
限于太阳能电池的转化效率,超长航时飞行对螺旋

桨的推进效率也有极高要求。地面至20km 高空

之间,空气密度随高度变化明显,这些气动参数均

会对螺旋桨的气动特性产生直接影响。为了降低

能耗,充分利用电机功率,必须研制能适应大跨度

飞行且在低密度平流层高效推进的螺旋桨,这就要

求螺旋桨具有轻质、高效、适用范围广的特点,这也

是太阳能无人机的一个设计难点[3灢5],给传统意义

上的螺旋桨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低雷诺数螺旋桨气动特性的评估方法主要有

理论分析、CFD数值模拟和试验。CFD数值模拟

计算量大、耗时较长,试验成本高、周期长[6],因此

理论分析方法更适用于螺旋桨的设计阶段。理论

分析方法中最常用的是片条理论和叶素理论[7]。
刘沛清等[8灢9]利用雷诺数相似等原则开展螺旋桨的

缩比风洞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片条理论与试验结果

吻合度较高;王豪杰等[10]也利用片条理论开展了

螺旋桨气动设计;国外研究人员也在螺旋桨气动特

性评估工作中验证了片条理论和叶素理论的可行

性[11灢13];焦俊等[14]通过车载试验获取了螺旋桨的

气动性能,验证了叶素理论在螺旋桨设计阶段也适

用。上述研究多针对典型状态设计点进行高空螺

旋桨的气动设计,没有考虑螺旋桨使用的全包线。
对于太阳能无人机而言,能源利用是其设计方

案重点,螺旋桨须在全包线范围内尽量保持高效率

工作。本文结合某太阳能无人机的总体设计要求,
兼顾飞机高空巡航环境和低空爬升性能,完成螺旋

桨的高效气动设计;同时采用遗传算法对翼型进行

优化设计,并利用叶素理论评估螺旋桨的气动

性能。

1暋算法说明

在螺旋桨设计阶段,常用的螺旋桨性能计算方

法主要有动量理论、螺旋桨叶素理论、螺旋桨片条

理论、螺旋桨数值模拟四种方法[7]。其中螺旋桨叶

素理论准确性较高,计算量较小,能够满足螺旋桨

设计阶段的需求,应用非常广泛。
叶素理论将桨叶分为有限个微小段(称之为叶

素),然后计算每个叶素上的气动力,最后沿径向求

和得到桨叶上的总气动力。
叶素理论未计入桨叶产生的下洗效应和桨叶

之间的干扰,但是对于低速低雷诺数下展弦比较大

的两叶桨而言,该理论缺陷的影响很小。
叶素受力图如图1所示,取螺旋桨径向r处的

微段dr,相应叶素弦长为b。

(a)叶素剖面

(b)叶素剖面速度图

图1暋叶素受力图

Fig.1暋Forceonbladeelement

在飞行中,叶素的前飞速度为V0,切向旋转速

度为2毿nsr,ns 为单位时间内螺旋桨的转速,单位

是r/s,由此可得叶素的几何合成速度:

W0= V2
0+(2毿nsr)2 (1)

旋转平面之间的夹角为

tan毤0= V0

2毿nsr
(2)

令叶素的安装角为毴,则气流相对叶素的迎角

毩=毴-毤0,利于翼型的气动力系数定义,作用于叶

素上的升力和阻力分别为

dL=1
2氀W

2
0CLbdr (3)

dD=1
2氀W

2
0CDbdr (4)

叶素的升阻角为

毭=arctandD
dL

(5)

叶素的拉力为

dT= dL2+dD2cos(毤0+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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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素的转矩为

dM=r dL2+dD2sin(毤0+毭) (7)
设螺旋桨的总叶数为 NB,桨毂半径为r0,则

积分可得螺旋桨的拉力为

T=1
2氀V

2
0NB曇

R

r0
TCdr (8)

其中,

TC =CLbcos(毤0+毭)
sin2毤0cos毭

(9)

转矩为

M=1
2氀V

2
0NB曇

R

r0
QCdr (10)

其中,

QC =CLbrsin(毤0+毭)
sin2毤0cos毭

(11)

吸收功率为

Pw =2毿nsM (12)
有效功率为

Pe=TV0 (13)
效率为

毲=Pe/Pw (14)

2暋螺旋桨设计要求

某无人机以太阳能为 动 力,实 现 跨 昼 夜 的

20km高空飞行。根据该无人机的总体方案,飞机

从地面起飞至20km 高空,然后在20km 高空进

行昼间巡航,并在太阳能不足的夜间降低至12km
高空进行夜间巡航,待太阳能充足的白昼再次升往

20km 高空巡航,如此反复。
根据无人机的动力需求,螺旋桨的气动设计指

标如下:
(1)昼间巡航高度20km,效率不低于83%;
(2)夜间巡航高度12km,效率不低于85%;
(3)爬升下滑段效率不低于75%;
(4)螺旋桨需尽量外形简单易加工,具有良好

的非设计点气动性能,失速和缓。

3暋螺旋桨气动设计

3.1暋叶素设计

叶素是指螺旋桨垂直于展向的截面,也称为翼

型。叶素的形状和尺寸对螺旋桨的工作性能产生

直接的影响,是螺旋桨的设计重点之一。无人机飞

行速度非常低,20km 高空处空气又非常稀薄,螺
旋桨桨叶的绕流雷诺数为10万量级,接近翼型的

临界雷诺数。对于超低雷诺数翼型,小迎角时就可

能出现层流分离泡,导致阻力系数迅速增加,升力

系数下降,甚至失速提前,气动特性严重恶化。对

于超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一般采用定桨矩螺旋

桨,在飞行包线内,螺旋桨的桨叶角固定,通过调整

桨转速满足不同状态的动力需求。因此,该翼型设

计除满足高效巡航要求外,还需兼顾飞机起降、爬
升等工况需求。

根据螺旋桨设计要求,采用低雷诺数高升力翼

型[15],确保飞行包线内螺旋桨具有较高的效率。

20世纪80年代,在模型飞机和人力飞机等低速飞

行器设计中研究过低雷诺数高升力翼型,发展的优

秀翼型包括Eppler387、S1223和FX63灢137等。该

类翼型在工作条件下具有层流特征,通过层流流

动,减小摩擦阻力,提高气动效率。
对于层流翼型,存在一个低阻戽斗区,在该区

间内,阻力系数随升力系数变化非常小;离开该区

间,阻力系数随升力系数变化将急剧增大。层流翼

型的工作升力系数一般位于该区间内。为了提高

螺旋桨的效率和使用范围,所用叶素的低阻戽斗区

需尽量宽,各工作升力系数位于低阻戽斗区内,这
样在较宽的升力系数范围内,叶素阻力系数就足够

小。经过分析,设计工况选取为20km 高空,优化

低阻戽斗区边界和阻力系数。
设计工况:

CASE1:Ma=0.3,Re=1.7暳105,CL=1.0
CASE2:Ma=0.3,Re=1.7暳105,CL=0.1
设计目标:各工况阻力最小。
设计约束:(1)翼型相对厚度10%;(2)几何

曲率连续;(3)失速特性和缓。
采用多点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完成翼型设计,

优化算法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流程如图2所示。
参考翼型选择典型的低雷诺数高升力 Eppler387
翼型(以下简称E387)。

气动力求解采用 XFOIL软件,该软件采用高

阶面元法,进行有粘或无粘迭代计算翼型气动力,
具有较高的分析效率。XFOIL采用基于线性稳定

性理论的eN 方法进行转捩判定,N 因子取9。
通过与参考翼型几何特征比较的间接方法来

实现失速特性约束,即约束新翼型的前缘半径和前

缘钝度不小于参考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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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翼型优化设计流程示意图

Fig.2暋Flowchartofairfoildesign

优化翼型(opt)与 E387翼型的几何对比如图

3所示,可以看出:优化翼型的弯度小于 E387翼

型,但通过后缘的后加载设计弥补了损失的升力。

图3暋优化后的翼型和E387的外形对比

Fig.3暋Shapecomparisonbetweenoptimized

airfoilandE387

优化翼型与E387翼型的气动力对比如图4~
图5所示。

图4暋优化后的翼型和E387的升力对比

Fig.4暋LiftcomparisonofoptimizedairfoilandE387

图5暋优化后的翼型和E387的极曲线对比

Fig.5暋PolarcomparisonofoptimizedairfoilandE387

从图4~图5可以看出:优化翼型具有更高的

最大升力系数,更宽的低阻戽斗区,在较宽的升力

系数范围内,升阻特性优于E387翼型。

3.2暋三维优化

为了提高螺旋桨效率且尽量减轻结构复杂度

和重量,设计为直径4m 的两叶定距螺旋桨。
桨叶截面翼型的弦线长度称为桨叶宽度b。

为了更好地发挥气动性能,桨叶宽度一般是沿径向

变化的。翼根部分由于当地雷诺数低,一般选择厚

度较大的翼型,且弦长较小,既保证低雷诺数下不

易失速,也利于螺旋桨的结构强度。而桨尖的弦长

也较小,能够减弱桨尖的三维效应,利于提高气动

效率。因此,螺旋桨的弦长分布基本呈现“柳叶

型暠,即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弦长的分布,以保证

0.5R~0.8R 段的气动效率为主要目标,并尽可能

减小螺旋桨的轴距,也利于提高螺旋桨效率。本文

螺旋桨的弦长分布,保证在高效气动效率段,当地

雷诺数尽量相同,且在20km 高度巡航时,当地雷

诺数大于桨叶翼型的临界雷诺数。螺旋桨的桨叶

平面外形如图6所示。按照此弦长分布,在20km
高空巡航时,螺旋桨的0.7R 处雷诺数约为1.0暳
105,高于翼型的临界雷诺数。

图6暋螺旋桨桨叶平面形状

Fig.6暋Propellerbladeplane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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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桨叶的任何半径处,剖面翼型弦线与螺旋桨

旋转平面之间的夹角,称为桨叶剖面的安装角,也
称为桨距。本文螺旋桨为定距桨,即指桨距不可变

化。为了达到良好的气动效率,需要合理分布桨距

以保证在不同半径的剖面翼型都处于有利的工作

迎角,从而使翼型的升阻比较高。根据对翼型气动

特性的分析,可以得到翼型的最佳工作迎角。但是

本文螺旋桨的主要工作点有两个,即昼夜巡航点,
因此需要对两个状态点统筹规划,同时也要兼顾升

空阶段螺旋桨能够提供足够的拉力及效率。最后

获得的螺旋桨桨距分布如图7所示。

图7暋螺旋桨桨叶角分布

Fig.7暋Bladepitchdistribution

3.3暋性能分析

螺旋桨外形确定以后,根据无人机总体技术方

案的要求,对螺旋桨在昼夜两个巡航设计点和爬升

阶段进行气动性能评估。气动评估使用基于叶素

理论的Jblade软件[17]。
昼夜巡航阶段的螺旋桨气动特性如表1和图

8~图10所示,可以看出:螺旋桨的昼间巡航效率

达到0.85,夜间巡航效率达到0.89,并且螺旋桨在

一定转速范围效率均较高。

表1暋巡航状态的气动力

Table1暋Propelleraerodynamicforceincruisecondition

高度/km 前进比 拉力系数 功率系数 螺旋桨效率

20 0.82 0.0207 0.0198 0.853

12 0.83 0.0207 0.0191 0.896

图8暋螺旋桨的拉力系数随前进比变化曲线

Fig.8暋Propellerthrustcoefficientforcecurve

图9暋螺旋吸收功率系数随前进比变化曲线

Fig.9暋Propellerpowercoefficientcurve

图10暋螺旋桨效率随前进比变化曲线

Fig.10暋Propellerefficiencycurve

两个巡航状态下螺旋桨沿径向的当地迎角分

布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在设计点上,剖面翼型

的当地迎角大部分处于小迎角范围,在此范围内翼

型升阻比较大,气动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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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暋螺旋桨沿径向当地迎角分布

Fig.11暋Bladelocalangleofattackdistribution

爬升阶段的螺旋桨气动特性如表2所示,可以

看出:螺旋桨在最大功率条件下爬升,效率均达到

0.8以上,满足设计需求。

表2暋爬升状态的气动力

Table2暋Propelleraerodynamicforceinclimbingcondition

高度/km 前进比 拉力系数 功率系数 螺旋桨效率

0 0.58 0.0560 0.0379 0.855

4 0.61 0.0522 0.0364 0.870

8 0.64 0.0480 0.0348 0.880

12 0.68 0.0418 0.0321 0.890

16 0.73 0.0353 0.0292 0.886

20 0.77 0.0286 0.0254 0.873

4暋结暋论

(1)低雷诺数高升力翼型的设计优化,是获得

高效螺旋桨的关键点之一,本文采用多目标遗传算

法获得的翼型气动性能优良,最终螺旋桨的巡航气

动效率达到0.89。
(2)合理的桨距分布对于定距桨的气动设计

尤为重要,使设计点的当地叶素处于高升力使用迎

角范围,是获得高气动效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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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气动特性在亚跨音速下的风洞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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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在导弹的设计过程中,导弹的气动特性作为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导弹飞行的动态品质,在亚跨音速段气

动特性呈现剧烈非线性的情况下,工程估算以及CFD数值计算方法所能提供的气动计算精度有限,导致对舵

效特性的辨识精度较低,需要进一步采用风洞试验的方法精确计算气动参数,进而确定导弹的舵效。应用风洞

试验方法研究导弹飞行马赫数在亚跨音速段对导弹气动特性的影响,根据气动特性对舵机操纵效率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随着马赫数的增加,亚音速时导弹的气动特性基本一致;跨音速时导弹的俯仰舵效绝对值先增大后

减小,滚转舵效先减小后增大。

关键词:导弹风洞试验;亚跨音速;气动特性;舵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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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WindTunnelTestof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MissileunderSubtransonic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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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rocessofmissiledesign,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missileasanimportantfactordi灢
rectlyaffectthedynamicqualityofmissileflight.Inthecaseofseverenonlinearityofaerodynamiccharacteris灢
ticsinsubsonicandtransonicregions,theaerodynamiccalculationaccuracyprovidedbyengineeringestimation

andCFDnumericalcalculationmethodislimited,whichleadstolowidentificationaccuracyofrudder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s,soitisnecessarytocalculateaerodynamicparametersaccuratelybywindtunneltestmethodto

determinetherudderefficiencyofmissiles.TheinfluenceofMachnumberofmissileflightonaerodynamicchar灢
acteristicsofmissileinsubsonicandtransonicspeedisstudiedbymeansofwindtunneltestmethod,andthe

drivingefficiencyofrudderisanalyzedaccordingto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Theresultsshowthat,withthe

increaseofMachnumber,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hemissilearebasicallythesameasatsubsonic

speed;thepitchrudderefficiencyofthemissileis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whiletherollruddereffi灢
ciencyisdecreasedfirstandthenincreasedatsubtransonic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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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在导弹设计过程中,导弹的气动特性决定了导

弹的速度以及弹体响应特性[1灢2],针对飞行马赫数

处于亚跨音速段的导弹,其气动特性可能会发生剧

烈的非线性变化[3],进而对导弹的速度以及弹体响

应特性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需要对亚跨音速下导

弹的气动特性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舵效特

性进行计算分析,为控制系统设计做铺垫。
采用工程估算[4灢5]以及CFD数值计算[6灢8]等方

法可以对处于亚跨音速的导弹进行气动特性研究,
但由于导弹在亚跨音速段的气动非线性特性较强,
工程估算以及数值计算方法所能提供的计算精度

较低,无法获得高精度的导弹气动模型,不便于精

确计算导弹的舵效,导致其控制系统在亚跨音速段

的设计变得困难。工程上,采用风洞试验方法可获

取高精度的导弹气动模型,其结果可直接用来对导

弹气动特性进行研究分析[9灢10]。
通过风洞试验方法对导弹亚跨音速段的气动

特性进行研究[11]已经较为成熟,陈霞[12]、向玉伟

等[13]以及杜学伟[14]等通过风洞试验得到了鸭式

布局弹箭在跨音速段的气动模型;相比于数值计算

的结果,风洞试验得到的气动模型更加精确。但这

些研究没有在气动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舵效进

行分析。
本文以某型空地导弹为研究对象,应用风洞试

验方法研究亚跨音速段飞行马赫数对其气动特性

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根据气动特性对导弹舵效

进行分析,研究在亚跨音速段,不同马赫数以及不

同攻角对导弹舵效特性的影响,进一步为导弹的控

制系统设计、弹道规划提供依据。

1暋风洞试验

1.1暋试验模型

风洞试验在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

FD06风洞中进行。风洞试验模型采用尾部支撑

方式,模型缩比为1暶2.5,模型如图1所示。导弹

基本外形尺寸如图2所示,头部为二次曲线形,弹
身为圆柱形,弹身带4片弹翼,尾部带4片梯形舵,
弹身正上方带两个吊耳,弹身正下方有一个腹鳍,

弹翼和尾翼呈“X暠布局。

图1暋风洞试验模型安装图

Fig.1暋Installationoftestmodelinwindtunnel

图2暋导弹基本外形尺寸图

Fig.2暋Missileconfiguration

1.2暋试验条件

本次风洞试验攻角范围为-10曘~10曘,侧滑角

范围为0曘~8曘,试验马赫数分别为 0.40、0.60、

0.80、0.90、0.95、1.00、1.05、1.10、1.15。本文只

对攻角范围为-8曘~8曘,侧滑角为0曘的数据结果进

行研究。

2暋风洞试验结果分析

通过试验的方法分析亚跨音速下飞行速度对

导弹气动特性的影响。

2.1暋升阻特性

不同攻角下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升阻比的绝

对值随导弹飞行速度变化的曲线如图3~图5所

示,可以看出:在亚音速时(Ma=0.4~0.8)升力系

数、阻力系数、升阻比的绝对值基本不变;跨音速时

(Ma=0.9~1.15)升力系数先减小后增加,过了

Ma=1后又减小,阻力系数急剧增加,升阻比急剧

减小。导致阻力系数急剧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导弹

头部和其他局部地方产生了激波(从风洞试验纹影

视频可以观察到),形成了波阻。由于吊耳和腹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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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破坏了导弹的轴对称性,攻角为0曘时,升力

系数不为零,升阻比的绝对值不重合;正负攻角下

升力系数的绝对值基本相同(有小量的差距),阻力

系数的重合度随着攻角的增加而加大。

图3暋升力系数

Fig.3暋Liftcoefficient

图4暋阻力系数

Fig.4暋Resistancecoefficient

图5暋升阻比

Fig.5暋Lift灢dragratio

2.2暋力矩特性

不同攻角下俯仰力矩系数随导弹飞行速度变

化的曲线如图6所示。

图6暋俯仰力矩系数

Fig.6暋Pitchmomentcoefficient

从图6可以看出:在亚音速时俯仰力矩系数基

本不变,跨音速时俯仰力矩系数先增加后减小,过
了Ma=1后又增加。

2.3暋纵向焦点的位置

根据稳定性的定义[15],焦点位置的计算公式

如下:

xF =xG -m毩
z

c毩
y

(1)

式中:c毩
y 为单位角度所引起的升力系数;m毩

z 为单

位角度所引起的俯仰力矩系数;xG 为全弹质心的

相对坐标,量纲为1;xF 为全弹焦点的相对坐标,
量纲为1。

当导弹外形不变,导弹飞行速度变化时,xG 均

保持不变,但xF、c毩
y、m毩

z 均会随着飞行速度的改变

而发生变化,因此焦点的位置与导弹飞行速度

有关。
不同攻角下纵向焦点相对位置随导弹飞行速

度变化的曲线如图7所示。

图7暋纵向焦点相对位置

Fig.7暋Longitudinalfocusrelativ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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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7可以看出:在亚音速时纵向焦点相对位

置基本一致,跨音速时随着导弹飞行速度的增加纵

向焦点的相对位置先后移再前移,过了 Ma=1后

又前移。

2.4暋舵效特性

本节根据力矩特性对导弹的舵效进行辨识计

算,并总结舵效与飞行马赫数之间的关系。由于所

研究的导弹具有轴对称特性,偏航舵效与俯仰舵效

的绝对值基本一致,数值上只是相差一个负号,故
本节只对俯仰舵效特性以及滚转舵效特性进行

分析。

2.4.1暋俯仰舵效

由于控制直接使用舵机作为操纵机构,因而俯

仰舵效指的是舵机改变攻角的能力,根据导弹力矩

平衡关系式[15],俯仰舵效计算公式如下:

毩
毮z

=-m毮zz

m毩
z
=-c毮zy (xR -xG)

c毩
y(xF -xG) (2)

式中:c毮z
y 为单位角度的舵偏所引起的升力系数;xR

为舵面压力中心至导弹头部顶点距离的相对坐标,
量纲为1。

当导弹外形不变,导弹飞行速度变化时,xR、

xG 均保持不变,但xR、c毩
y、c毮z

y 均会随着飞行速度的

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俯仰舵效特性与导弹飞行速

度有关。
不同攻角下毮z=5曘时俯仰舵效的绝对值随导

弹飞行速度变化的曲线如图8所示。

图8暋俯仰舵效

Fig.8暋Pitchrudderefficiency

从图8可以看出:在亚音速时俯仰舵效绝对值

的基本一致,跨音速时俯仰舵效的绝对值存在一定

的波动;随着马赫数的增加,俯仰舵效的绝对值先

增加后减小。

综上可知,俯仰舵效与导弹的飞行马赫数存在

一定关系,通过对导弹飞行马赫数的选取以及约

束,可以提高俯仰舵效,增加空地导弹的机动性。

2.4.2暋滚转舵效

滚转舵效一般用力矩系数导数m毮xx 表征,其含

义为单位舵偏角所引起的操纵力矩,其值为负。不

同攻角下毮x=5曘滚转舵效随导弹飞行速度变化的

曲线如图9所示。

图9暋滚转舵效

Fig.9暋Rollrudderefficiency

从图9可以看出:在亚音速时滚转舵效基本一

致,随着马赫数的增加,滚转舵效先减小后增大,但
增加后的舵效仍低于亚音速段舵效值;随着攻角绝

对值的增加,滚转舵效略有减小。
综上可知,滚转舵效与导弹的飞行马赫数存在

一定关系,通过对导弹飞行马赫数的选取以及约

束,可以提高滚转舵效,增加空地导弹对滚动通道

的控制能力。

3暋结暋论

(1)亚音速时导弹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力矩

系数以及升阻比基本不变;跨音速时随导弹飞行速

度的增加,升力系数、俯仰力矩系数存在一定的波

动,阻力系数急剧增加,升阻比减小。
(2)在亚音速时纵向焦点相对位置基本一致,

跨音速时随着导弹飞行速度的增加纵向焦点的相

对位置先后移再前移,过了Ma=1后又前移。
(3)亚音速时导弹的俯仰、滚转舵效基本不

变;跨音速时导弹的俯仰、滚转舵效存在一定的波

动,随着攻角绝对值的增加,俯仰舵效的绝对值减

小,滚转舵效略有减小。为了保证导弹的俯仰、滚
转舵效,可对导弹的飞行马赫数进行一定选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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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本文所做的研究具有一定工程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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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积极完善相关适航审定规定,将使我国发展水陆两栖飞机的步伐走在世界前列。从水陆两栖飞机的国内外

发展现状入手,展望水陆两栖飞机的未来应用;结合我国目前的适航审定规则与国外发达通航国家的适航规

章,从飞行性能和特征、结构和载荷、航电系统三个方面比较分析现有适航规定中水陆两栖飞机的适航要求异

同,总结其特点,并分析适航规章的不足。根据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的实际结构特点和任务模式,提出我国现有

适航规定在水陆两栖飞机方面的适航要求在起飞特性、结构安全、密封和腐蚀防护以及驾驶舱系统集成等方面

的增补建议,可为我国相关适航规章条款的增补修订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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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近年来,我国在水陆两栖飞机研发领域取得了

里程碑式进展: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研制的国

内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轻型多用途水陆两栖

飞机———海鸥300,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依据CCAR灢
23部适航规定批准研制;中国首次按民航适航规

章 CCAR灢25部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水

陆 两 栖 飞 机 鲲 龙 AG600 实 现 成 功 双 首 飞。

CCAR灢23部《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

机适航规定》[1]和 CCAR灢25部《运输类飞机适航

标准》[2]两项规章是我国通用飞机适航审定的主要

参考,但由于水陆两栖飞机的独特设计和特殊用

途,审查组和申请人需要在现有适航规定的基础

上,结合国外相似机型的相关适航要求,确定国产

水陆两栖飞机的型号审定标准。
目前,国内针对水陆两栖飞机通用航空适航审

定领域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型水陆两

栖飞机试验性质的适航认证。例如,回艳等[3]通过

对 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特种工艺规范的研

究,提出了 AG600型号的特种工艺适航审查重点,
形成了一套特种工艺规范的适航管理流程;何超

等[4]参照现行的水陆两栖飞机适航要求制定了某

型水陆两栖飞机的水上试飞测试改装方案,为开展

相关水上试飞适航验证工作提供了参考。但上述

研究多以现有适航规章为立足点开展,尚未基于水

陆两栖飞机承担任务的特殊性来审视我国通用飞

机适航规定中存在的可改进之处。
鉴于CCAR灢23部是针对乘员和起飞重量较

小的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型号的

适航标准,而CCAR灢25部侧重于起飞重量较大的

运输类飞机,故本文将根据国内外现有的 CCAR灢
23、CS灢23及 FAR灢23通用航空适航规定,结合轻

型水陆两栖飞机的实际用途,提出我国通用飞机适

航规章针对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的修订建议。经过

完善的适航规定可以作为国产轻型水陆两栖飞机

的安全研发导向,以期为其他类型国产水陆两栖飞

机的适航审定提供参考,满足民用和国防需求。

1暋水陆两栖飞机定义与发展

水陆两栖飞机指既能在陆地起降,也能在水面

上起飞、停泊、降落的飞机。相较于单一功能的陆

基飞机或水上飞机,水陆两栖飞机的优点显而

易见[5]。
(1)良好的低空飞行能力:水陆两栖飞机在飞

行状态下可以比一般的飞机和直升机处于更接近

地面或水面的高度,能够直接着水和着陆;
(2)较强的起降环境适应性:水陆两栖飞机可

以在一般的民用机场和水面较为平稳的水域直接

起降,其航路不再受限于专用的机场;
(3)受天气状况影响小:船舶和直升机很容易

被恶劣天气因素影响,在遭遇恶劣天气时难以保持

平常的航程和航速,而水陆两栖飞机可以更及时地

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任务。
水陆两栖飞机几乎与水上飞机同时出现,20

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法
国等共研制出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共22个型

号,生产总数1000余架[6]。各国现役水陆两栖飞

机的典型型号如图1所示。

图1暋现役水陆两栖飞机典型型号

Fig.1暋Typicalmodelsofactiveamphibiousaircraft

美国是使水上飞机从试验品阶段迈入实用品

阶段的先驱,如今更多地研制轻型水陆两栖飞机,
较著名的型号有LAKELA灢250、LAKE灢LA4灢200、
塞斯纳、美人鱼等。

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自行研制列装了PS灢1
水上飞机。21世纪,在 US灢1A 的基础上全面升

级,生产了性能更加完备的 US灢2,它不仅能够执行

搜救任务,还能够执行海上巡逻和反潜等作战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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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20世纪成功研制了 A灢40“信天翁暠。

2002年,Be灢200“牵牛星暠双发涡扇消防型水陆两

栖飞机开始批量生产,同时具备发展为反潜巡逻

型、海上搜救型和客货运输型的潜力。俄罗斯还研

制了Be灢103轻型水陆两栖飞机和“澳洲野狗暠多用

途轻型水陆两栖飞机。
我国早在1919年就研制了第一架水上飞机

“甲型一号暠。20世纪70年代,水轰灢5成功首飞。

20世纪80年代初期,航空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

所/通飞研究院自行开发了 A1、A2C系列超轻型

水上飞机,可用于旅游观光、航空摄影、农业作业等

用途。2010年11月10日,国内首款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轻型多用途 水 陆 两 栖 飞 机———“海 鸥

300暠在石家庄首飞成功。2017年12月,大型特种

用途飞机“鲲龙 AG600暠翱翔蓝天,成为我国民航

工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2暋国内外轻型水陆两栖飞机适航要

求及对比分析

对CCAR灢23部和CCAR灢25部规章中针对水

陆两栖飞机的条款进行总结归纳,如表1所示,可
以看出:两部规章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水陆两栖飞

机的适应性。

表1暋CCAR灢23部和CCAR灢25部中水陆两栖飞机适航条例

Table1暋AirworthinessregulationsofamphibiousaircraftinCCAR灢23andCCAR灢25

CCAR灢25 CCAR灢23

条款 条款名称 条款 条款名称

25.105~25.115 起飞

25.125 着陆

25.231 纵向稳定性和操纵性

25.239 水面喷溅特性、操纵性和稳定性

25.237 风速

25.521 总则

25.523 设计质量和重心位置

25.525 载荷的假定

25.527~25.533 船体和主浮筒规定

25.535 辅助浮筒载荷

25.537 水翼载荷

25.751~25.755 浮筒和船体

25.1045 冷却试验程序

25.1399 停泊灯

23.51a(3) 起飞速度

23.65a 爬升:全发工作

23.75c 着陆距离

23.231b 纵向稳定性和操纵性

23.233d 航向稳定性和操纵性

23.239 喷溅特性

23.237 水上运行

23.521 水载荷情况

23.523 设计质量和重心位置

23.525 载荷的假定

23.527~23.533 船体和主浮筒规定

23.535 辅助浮筒载荷

23.537 水翼载荷

23.751 主浮筒浮力

23.755 船体

23.757 辅助浮筒

23.1399 停泊灯

暋暋鉴于国内同类飞机适航审定经验相对薄弱,基
于美国FAA、欧洲EASA 的23部规定(括号内数

字为该内容在 CCAR灢23中的条目)中的相关内

容,分析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的具体适航要求。

2.1暋国内外轻型水陆两栖飞机适航要求的

共通点

2.1.1暋飞行性能和特性

(1)对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飞机,抬前轮速

度VR 是飞行员做出操纵想使飞机升离道面或水

面的速度。对水上和水陆两栖飞机从水面起飞,

VR 是在所有合理预期的条件,包括紊流和临界发

动机 完 全 失 效 的 情 况 下,表 明 安 全 的 速 度。
(23.51)暋

(2)当最大质量不超过2722kg(6000lb)
(1lb=0.4535924kg)的活塞发动机式水上和水

陆两栖飞机每台发动机不超过其最大连续功率、起
落架处于收上位置、襟翼处于起飞位置、爬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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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该飞机至少具有6.7%的定常

爬升梯度。(23.65)
(3)水上飞机和水陆两栖飞机,在水面上的任

何正常使用速度上,不得有危险的或不可控制的海

豚运动特性(23.231),着落时必须避免大的垂直加

速度和水面打转的倾向(23.75),并且在最大风速

下保持令人满意的水上航向稳定性和操纵性。
(23.233)暋

(4)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在滑行、起飞

和着水的任何时候,喷溅不得危险地模糊驾驶员的

视线或损坏螺旋桨或飞机的其他部件。(23.239)

2.1.2暋结构和载荷

(1)水上飞机和水陆两栖飞机的结构必须根

据在可能遇到的恶劣海上条件下正常运行时很可

能出现的任何姿态,以相应的向前和下沉速度起飞

和 着 水 过 程 中 所 产 生 的 水 载 荷 进 行 设 计。
(23.521)暋

(2)必须在直到设计着水质量的各种运行质

量下满足水载荷要求,但在必要条件下必须采用水

面设计起飞质量(水面滑行和起飞滑跑的最大质

量)。设计重心时需考虑水上飞机结构每一部分的

最大设计载荷。(23.523)
(3)一般起飞情况下,在着水时,假定水上飞

机的气动升力为水上飞机重力的2/3。(23.525)
(4)水上和水陆两栖飞机水面反作用载荷系

数计算、着水情况水载荷合力计算、船体和主浮筒

底部压力计算、框架、龙骨和舭结构压力分布计算、
辅助浮筒限制载荷的计算在三部规定中均相同。
(23.527~23.535)

(5)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的每个主浮筒

必须具有比在淡水中承托该飞机最大质量所需该

浮筒浮力大80%的浮力,并有足够的水密隔舱来

合理保证在任一主浮筒的任何两个隔舱注满水时,
水上飞机和水陆两栖飞机仍能浮在水面上而不倾

覆。每个主浮筒必须具有不少于4个体积大致相

等的水密隔舱。(23.751)
(6)最大质量等于或大于680kg(1500lb)的

船体式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其船体必须有水

密隔 舱。对 于 最 大 质 量 等 于 或 大 于 2268kg
(5000lb)的飞机,其设计和安排应使船体辅助浮

筒和气囊(假如使用气囊)能在任何两个相邻的水

密隔舱注满水时保持飞机漂浮在淡水中而不倾覆;
对于最大质量为680kg(1500lb)直到(但不包括)

2268kg(5000lb)的飞机,其设计和安排应使船

体辅助浮筒和气囊(假如使用气囊)能在任何单个

水密隔舱注满水时保持飞机漂浮在淡水中而不倾

覆。(23.755)
(7)辅助浮筒的安排必须保证当其全部浸没

在淡水中所提供的恢复力矩,至少为水上飞机或水

陆两栖飞机倾斜时产生的倾覆力矩的1.5倍。

2.1.3暋航电系统

水上飞机或水陆两栖飞机所需要的每个停泊

灯 的 安 装 必 须 在 大 气 洁 净 的 夜 间 至 少 能 够 在

3.2km(2nmile)(1nmile=1.852km)的距离内

显示白光,且当该飞机在水上停泊或漂泊时,应尽

可能显示最大无间断的灯光。可以使用外部吊灯。
(23.1399)

2.2暋国内外轻型水陆两栖飞机适航要求的

差异

2.2.1暋CS灢23
(1)评估水上或水陆两栖飞机的着陆特性并

确定着陆距离时,着陆点距离是指飞机以每小时

5.6km(3kn)(1kn=1nmile/h=0.514444m/s)
的速度降落的距离,而不是对陆基飞机而言的,从
着陆点上方15m(50ft)(1ft=0.3048m)的飞行

路径上的某一点到飞机完全停稳的水平距离[7]。
(23.75)

(2)评估水上或水陆两栖飞机的纵向稳定性

和操纵性时,应该在适用于该飞机的各种跑道上、
尽可能多的不同的水面条件下,起飞、滑行和着陆,
直到确定该飞机稳定性和操纵性下的最大浪高[7]。
(23.231)

(3)水陆两栖飞机应具备适当的航向稳定性

和操纵性,可从水中滑行至陆上设施,反之亦然,除
非无需这种操作[7]。(23.233)

(4)具有反推系统的飞机,应该确定在水上飞

机的正常水上操作条件下,飞行员的视野不会因为

反向气流的喷射而模糊,导致危险[7]。(23.933)暋
(5)对于单发涡轮发动机和往复式发动机的

船体式水上飞机,通过顺风滑行评估其冷却性能

时,该飞机应以高于步速9.3km/h(5kn)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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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至少10min。每隔1min记录冷却数据[7]。
(23.1047)

2.2.2暋FAR灢23
FAR灢23部第五修正案于2017年8月30日

生效,在此之前,FAR灢23部与我国 CCAR灢23部对

水陆两栖飞机的适航要求基本一致,但此后FAR灢
23部不仅取消了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分类,而且

将大部分细则从适航法规中移除,加入行业标准

中,其中就包括水陆两栖飞机的一些条目。目前,
与CCAR灢23相比,FAR灢23中只列出了定常爬升

梯度(23.2120)、浮筒浮力要求(23.2310)和航行灯

光(23.2530)三方面的水陆两栖飞机相关规定[8]。

2.3暋现有适航标准的特点及不足

FAR灢23和CS灢23均特别规定了水陆两栖飞

机在飞行性能和载荷方面的适航要求。相比于

FAR灢23,CS灢23涵盖水陆两栖飞机的条目较多,提
出了该类飞机额外的在起飞距离、起飞速度、水面

纵向和航向稳定性、滑行稳定性、喷溅特性和反推

气流喷射安全 性 方 面 的 要 求。通 过 对 比 分 析,
可知:

(1)在飞行特性方面,现有的适航规定仅对起

飞、着陆的极端危险情况予以避免,但飞行性能标

准中的大部分参数是按照陆基飞机的工作情况定

义的,如起飞滑跑距离、起飞航迹、着陆进场速度、
着陆距离等。在地面状况由硬质地面变为具有一

定风浪的水面时,适航参数的种类和定义如果不作

改变,将不能适用于水面验证。
(2)现有的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的结构和载荷

方面的适航标准最为系统和完整,该部分针对水陆

两栖飞机的船体、浮筒、水密舱提出了适航要求,其
中主浮筒的设计和稳定性验证方法也较为成熟[9],
还包括了针对该类飞机的不同任务模式(三种断阶

着水情况)下载荷的详细数值分析过程[10]。但规

定仍然缺少该类飞机特有的零件与系统(如水面转

向系统)的相关适航要求。
(3)在航电系统设计方面,现有适航规定鲜少

区分陆基和水上飞机的航电控制系统,未注重水陆

两栖飞机执行特殊任务时面临的复杂情况,如驾驶

舱告警系统的欠缺考量可能会对该类飞机的安全

性造成极大影响。

3暋对我国轻型水陆两栖飞机适航审

定标准的修订建议

3.1暋起飞特性

现有的 23 部法规均采 用 起 飞 抬 前 轮 速 度

(VR)来制定一个安全且标准化的程序,VR 则由最

小定常飞行速度VS1
和地面最小操纵速度VMCG共

同确定。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水陆两栖飞机水上起

飞的情况与陆基飞机在跑道上起飞的情况有很大

不同:一是飞机在水面上起飞时受到静浮力、水动

力、气动力等力和力矩的复杂作用,这些力和力矩

会随着飞机速度和姿态的改变发生巨大变化,造成

飞机起飞过程中的纵向不稳定,因此飞机在水面起

飞时具有一个与速度和姿态相关的稳定区域[11],
如图2所示,水陆两栖飞机的水面最小操纵速度主

要受飞机稳定上边界限制,一旦超出限制,飞机便

会出现弹跳、海豚运动等危险动作;二是飞机从水

面起飞时不存在抬前轮的动作,飞行员通过操纵升

降舵使飞机在不发生“海豚运动暠的情况下改变飞

机姿态,从而顺利升空,在23部中表述为“是在所

有合理预期的条件包括紊流和临界发动机完全失

效的情况下表明安全的速度暠。

图2暋水陆两栖飞机水面纵向运动稳定边界示意图

Fig.2暋Diagramofstabilityboundaryofsurface
longitudinalmovementofamphibiousaircraft

由此可见,现有的以VR 为基础的标准化程序

并不适用于水陆两栖飞机的适航验证。应针对水

陆两栖飞机从水上起飞的特点制定符合性适航

标准。
针对起飞速度,适航规定里应以最小定常速度

VS1
或起飞速度VMC为参考,完善对水陆两栖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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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面起飞过程的水面最小操纵速度VMCW和抬前

轮速度VR 的规定,进而完善飞机的起飞安全速度

V2、参考着陆进场速度VREF、加速-停止距离的定

义,使其同样适用于飞机水上起飞的情况。

3.2暋水面转向系统

水舵操纵系统是水上飞机用来控制水上航向

的系统,主要靠操纵水舵来获得水中的操纵力以在

水面保持或改变航向[12]。水舵一般安装在船体式

飞机的底面尾部,由一根转轴控制,飞行员通过蹬

动驾驶舱内的脚蹬实现水舵的偏转,从而操纵航

向。某型飞机水舵操纵系统连接原理如图3所示,
水舵与航电系统、机械作动系统相连接,从而实现

对飞机水上机动的控制。此系统的典型机型包括

俄罗斯的 Be灢200多用途水陆两栖飞机和国产水

轰灢5水上飞机。

图3暋某型飞机水舵操纵系统连接示意图

Fig.3暋Diagramofwaterruddercontrolsystemofa

certaintypeofaircraft

目前CCAR灢23部中尚无针对水舵操纵系统

的适航条款,因此建议增加水舵操纵系统的符合性

适航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水舵操作要求,水舵与航

电系统,机械操作系统交联规定,水面操纵性能要

求,水舵中立位置告警,水舵失效要求等。

3.3暋密封和腐蚀防护

复合材料在小型水上飞机上的应用十分广泛,
全复合材料的小型水上飞机并不少见。水陆两栖

飞机的工作环境较为恶劣:飞机在水面滑行取水或

着水时,船体直接浸泡在水中,密封性能若较差将

导致海水腐蚀机身和机体内部[13];飞机执行灭火

任务时,处于火场的高温空气上方,机身易受高温

影响;飞机在高湿度的环境中长期工作,也加重了

材料的腐蚀,故而飞机的复合材料必须满足腐蚀防

护和密封设计要求[14]。
在现有 的 23 部 规 定 中,“结 构 保 护暠条 目

(23.609)指出,结构零件应有适当保护、通风排水,
以防止使用中由于气候、腐蚀等原因而引起性能降

低或强度丧失;“结构的损伤容限和疲劳评定暠条目

(23.573)提到了复合材料机体结构的损伤评定,包
括腐蚀引起的损伤扩展率。

目前我国已有针对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的结构

密封防水和排水设计[15],包括结合面、填角、缝隙

密封防水方法和紧固件湿安装方法等,并通过了水

密试验验证,符合适航规定的要求,但现有适航规

定中仍缺少水陆两栖飞机结构和材料的防腐蚀性

能、抗高温性能、密封性能的具体设计要求、工艺质

量要求以及相关的零件安装要求,这将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水陆两栖飞机的研发与维护。

3.4暋航电系统

目前通用飞机的驾驶舱仪表布置和告警系统

设计安装多是针对常规陆基飞机而言的,当水陆两

栖飞机在执行特殊任务时,不匹配的告警系统可能

产生混乱。例如,水陆两栖飞机进行森林灭火或水

上救援时,因为飞行高度过低,可能触发地形告警、
拉起告警等;当飞机在水上滑行、停泊时,触发起落

架收起告警、水密舱进水告警等,这些系统信息会严

重干扰飞行员对飞机情况的判断,影响飞行安全。

CCAR灢23部第23.1309条“设备、系统及安

装暠中规定:当系统和有关部件在单独考虑以及与

其他系统一起考虑时,“必须提供警告信息提醒机

组注意系统的不安全工作情况并能使机组采取相

应的纠正动作。系统、操纵器件以及有关的监视和

警告装置的设计必须将可能产生附加危险的机组

失误减至最小暠。这说明如果告警系统设计理念不

明确、设计准则不统一、设计流程方法可操作性不

强,对驾驶安全有害无益。
目前各国的23部规定中还没有出现对水陆两

栖飞机告警系统设计的补充规定,也缺少响应的验

证方法,但一个适合水陆两栖飞机的、能对复杂任

务环境做出准确判断和智能分析的驾驶舱告警系

统是未来该类通用飞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降

落构型告警系统为例:如果水陆两栖飞机在襟翼和

632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油门都处于进场位置降落时,起落架未全部放下并

上锁,告警系统应该进行陆上降落告警;起落架并

未完全收上到位并上锁,或水舵处于未回中位置,
告警系统应该进行水上降落告警[16]。告警系统可

通过情况选择开关进行控制,如图4所示。

图4暋水陆两栖飞机模式选择告警系统示意图

Fig.4暋Diagramofalternativemodesalarmsystemof

amphibiousaircraft

此外,水陆两栖飞机要完成水上救援和森林灭

火任务,则必须在驾驶舱操作面板上加装额外的操

纵与显示器件,例如水舵操纵开关、投水灭火开关、
投水量实时显示、水密舱渗漏水液位监控显示等,
此时操作面板的布局设计会更加困难。如果信息

集成度较差,驾驶员受到的干扰会很强,极大地影

响飞行安全,因此新的适航规定中应针对该类飞机

的用途提出更加全面的航电系统适航要求。

4暋结暋论

(1)在适航规定的飞行性能中,一部分与地面

状况有关的性能参数没有考虑水面的特殊情况,飞
机的水上操纵性没有定量的标准描述,应根据水陆

两栖飞机的实际起飞情况在规定中完善此类要求。
(2)在适航规定的设计与结构标准中,缺少水

陆两栖飞机特有的一些机构和零件的适航评定,而
此类机构和零件至关重要,若出现问题,则可能对

飞行安全造成极大影响。
(3)在适航规章的航电系统标准中,现有的规

定缺少水陆两栖飞机因为其特定用途和功能所增

设的仪表或电气系统和设备的标准与限制,要完善

这方面的系统规定,很可能要打破目前的驾驶舱操

纵面板的设计和电子设备布线模式。
此外,针对轻型水陆两栖飞机的适航要求仍存

在适航验证与审定难以完成的问题,适航验证无法

做到全面模拟飞机执行任务时的环境请况,如森林

大火等;其余适航验证试验则可能缺少相应的试验

方法或技术支持,如复合材料防腐蚀性能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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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天平试验预弯接头干扰研究

张永升,刘丹,黄浩,陆伟,张秋实,王乾威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第二研究所,北京暋100074)

摘暋要:目前国内现有的旋转天平试验装置均使用弧形弯轨的方式,为了获得较大的迎角范围,都采用了预弯

接头的设计。小迎角下,预弯接头正好处于模型的尾流区内,会对模型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矩产生一定干扰。基

于FD灢09低速风洞旋转天平试验系统,采用将预弯接头安装到对称的负角度并翻转模型的方法,开展预弯接头

干扰试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小迎角下,当预弯接头处于模型尾流区内时,预弯接头对模型

纵向和横航向气动特性都有干扰,但是其干扰主要是引起气动特性曲线的平移,对旋转导数几乎没有影响;所

提出的将预弯接头安装到对称的负角度并翻转模型的干扰修正方法非常简便,可以为旋转天平试验开展预弯

接头干扰修正研究提供一种方便快捷的试验方法。

关键词:低速风洞;旋转天平;小迎角;预弯接头;干扰

中图分类号:V211.752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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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theInterferenceofPre灢bendingSupport
JointinRotaryBalanceTest

ZHANGYongsheng,LIUDan,HUANGHao,LU Wei,ZHANGQiushi,WANGQianwei
(TheSecondResearchInstitute,ChinaAcademyofAerospaceAerodynamics,Beijing100074,China)

Abstract:Inordertogetawiderangeofanglesofattack,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sareusedinrotarybalance

test.The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islocatedinthemodelwakeregionatlowangleofattack.Thepre灢bending
supportjointcancauseinterferencewithaerodynamicforceandaerodynamicmomentofthemodel.Basedonthe

FD灢09lowspeedwindtunnelrotarybalancetestsystem,thetestiscarriedoutbyinstallingthepre灢bending
supportjointatasymmetricalnegativeangleandrotatingthemodelby180degrees.Thetestresultsshow:that

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oftheSDM modelareinterferedbythe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whenthepre灢
bendingsupportjointislocatedinthemodelwakeregionatlowangleofattack.Buttheinterferenceofpre灢ben灢
dingsupportjointmainlycausesthetranslationofthe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curve,andtheinterferenceof

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isoflittleeffectontherotationderivative.Theinterferencecorrectionmethodpro灢
posedinthispaperisverysimple,whichcanprovideaconvenientandfasttestmethodfortheresearchofinter灢
ferencecorrectionofthe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inrotarybalancetest.

Keywords:lowspeedwindtunnel;rotarybalance;lowangleofattack;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interference



0暋引暋言

尾旋是飞机最复杂的飞行状态之一,它以超过

失速迎角、较大的侧滑角、显著的滚转角速度及偏

航角速度为主要特征。飞机一边滚转,一边偏航,
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沿着半径很小的螺旋线下落,
严重危及飞行安全。因此,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

用飞机的研制,都要求飞机不易进入尾旋或进入尾

旋后能比较容易改出。然而预测飞机尾旋是一项

十分复杂的工作,因为它不仅涉及与绕飞机失速流

动现象相关的空气动力学,而且还与飞机当时的飞

行姿态、运动特性与过程以及驾驶员的操纵特点等

有关。大量的飞机设计和使用经验表明:在飞机初

步设计阶段到原型机试飞的整个研究过程中,同时

或交叉使用多种预测研究方法和手段,相互配合和

补充,才有可能成功地预测给定飞机的失速/尾旋

特性,其中通过旋转天平试验确定旋转状态下的气

动导数是极为关键的。国内在尾旋特性研究方面

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建立发展了成熟的旋转天

平风洞试验技术[1灢4]。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旋转天平

风洞试验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开展了大量的

应用研究[5灢7]。
旋转天平试验提供的是旋转的飞机模型在流

场中受到的气动力,它不仅可以用来直接预测稳态

尾旋平衡点及其性质,而且可以对飞机从尾旋的进

入、发展到改出的时间历程计算提供较为准确的气

动力数据。在风洞中进行旋转天平试验的主要目

的是测定飞机模型在不同迎角和侧滑角下,以不同

速率绕气流坐标轴系的x轴作等速旋转状态下的

气动特性,为飞机尾旋特性的分析和预测提供必要

的气动系数。
国内目前投入使用的旋转天平试验装置共有

4套。沈礼敏[8]、孙海生等[9]在FL灢12风洞中研制

了旋转天平试验装置,并开展了大量的型号试验;
范洁川[10]、杨恩霞等[11灢12]开展了尾旋特性理论研

究,并在FL灢8风洞中建立了旋转天平试验装置;
马军等[13]在毤5m 立式风洞中建立了旋转天平试

验装置,扩展了立式风洞的试验能力;黄浩等[14]在

FD灢09风洞中建立了旋转天平试验装置,并投入型

号试验使用。
目前国内现有的旋转天平试验装置均使用弧

形弯轨的方式,为了获得较大的迎角范围,都采用

了预弯接头的设计。预弯接头在增大迎角范围方

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存在如下弊端:在小迎角

下,预弯接头正好处于模型的尾流区内,预弯接头

对流场的扰动会向前传递,干扰模型的绕流,特别

是飞机模型尾部的绕流,进而对模型的气动力和气

动力矩产生一定干扰。
在旋转天平试验干扰研究方面,GaoJianjun

等[15]在FL灢8风洞中开展了旋转天平试验支架干

扰研究,主要研究了弧形弯轨和尾撑/背撑支杆的

干扰特性。但是针对小迎角下预弯接头的干扰特

性研究国内外仍未见报道。
本文基于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

FD灢09低速风洞旋转天平试验系统[14]开展了预弯

接头干扰试验研究,以分析小迎角下预弯接头对模

型气动力和气动力距的干扰特性,以期为飞机型号

开展旋转天平试验提供参考。

1暋试验设备和模型

1.1暋FD灢09低速风洞

FD灢09风洞是一座单回流闭口低速风洞,试验

段横截面为四角圆化正方形,FD灢09风洞的气动布

局如图1所示。

图1暋FD灢09风洞气动布局图

Fig.1暋ThelayoutofFD灢09windtunnel

FD灢09风洞主要参数如下:
试验段截面尺寸:3m暳3m
试验段长度:14m
空风洞最大风速:100m/s
试验段平均湍流度:0.13%
试验段轴向静压梯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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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暋旋转天平试验系统

FD灢09风洞旋转天平试验机构由支撑底座、主
轴组件、弧形弯轨、配重、预弯接头、支杆、滑块、支
撑板等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旋转天平试验装置

在FD灢09风洞试验段内的阻塞度为4.1%。试验

装置的运动原理为:主轴尾部的伺服电机通过减速

机带动主轴旋转,主轴带动弯轨做连续稳定匀速的

旋转,最终带动模型实现锥形运动。

图2暋旋转天平试验机构

Fig.2暋Rotarybalancetestingfacility

预弯接头可以在弯轨上滑动来改变支杆俯仰

角(间隔2曘),支杆可以绕自身轴线转动来改变支

杆滚转角(无极变化),两者合理组合即可获得所需

的模型迎角和侧滑角。预弯接头分为16曘预弯接

头和28曘预弯接头两种,以满足不同试验的需求。
模型支撑方式有尾撑、背撑和腹撑三种。旋转机构

的静平衡通过调整配重位置来实现,共有多套不同

质量的配重可用。
天平信号经滑环引出,通过信号放大与滤波,

再由 NI数据采集器采集数据。试验中每个转速

稳定后采集7个周期的数据,每个周期采集360个

点,选择中间5个周期的数据取平均值。

FD灢09低速风洞旋转天平试验系统的主要性

能指标如下:
转速范围:0~300rpm
迎角范围:-148曘~148曘
侧滑角范围:-58曘~58曘

1.3暋SDM 标模

本文使用的飞机标模是动态标准模型(Stand灢
ardDynamic Model,简 称 SDM)。FD灢09 风 洞

SDM 标模为1暶1的标模,其壳体由碳纤维材料制

成,内衬金属骨架,既可保证模型有足够的刚度和

强度,又能保证模型有较小的质量和转动惯量。

SDM 标模质量约10kg,其几何参数如下:机身长

1.049m,展长b=0.678m,平均气动弦长cA =
0.2558m,力矩参考点距头部0.613m。暋

SDM 标模外形如图3所示。

(a)俯视图

(b)侧视图

(c)前视图

图3暋SDM 标模

Fig.3暋Standarddynamicsmodel

2暋试验方法

根据旋转天平试验原理及试验机构设计特点,
设计使天平中心、模型力矩参考点以及旋转轴线三

者重合在弧形弯轨圆弧的圆心处。当预弯接头(如
图2所示)在弧形弯轨上滑动改变模型俯仰角时,
模型一直处于弧形弯轨圆弧的圆心处,则弧形弯轨

的中间孔位区域一直处于模型的尾流区内。而在

小迎角范围内,预弯接头正好安装在弧形弯轨的中

间孔位区域,即小迎角下预弯接头正好处于模型的

尾流区内。

142第2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张永升等:旋转天平试验预弯接头干扰研究



在小迎角范围内,以俯仰角毴=10曘为例,预弯

接头(预偏16曘)安装于俯仰角“毴暠对应的弧形弯轨

孔位,则预弯接头正好处于模型的尾流区内,如图

4(a)所示。为了研究预弯接头的干扰影响,需将预

弯接头移出模型尾流区。
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将预弯接头安装到对称的

负角度并翻转模型。
具体方法如下:将预弯接头安装于俯仰角“毴暠

对称的负角度,即“-毴暠对应的弧形弯轨孔位,再将

模型绕天平轴线旋转180曘翻转安装,则模型的姿

态保持不变,只是预弯接头移到模型尾流区外,如
图4(b)所示。

(a)预弯接头在尾流区内

(b)预弯接头在尾流区外

图4暋预弯接头及模型安装方式

Fig.4暋Theinstallationmodeofpre灢bending

supportjointandmodel

通过上述安装方式可以在不更换接头的情况

下实现预弯接头在模型尾流区内/外两种状态,方
法简便,也便于比较。

3暋试验过程与结果

基于 FD灢09 风洞旋转天平试验 系 统,采 用

SDM 标模和16曘预弯接头,研究迎角分别为0曘和

10曘姿态下预弯接头的干扰特性。由于预弯接头为

预偏16曘,在迎角分别为0曘和10曘下,预弯接头都处

于模型的尾流区内,说明本文研究内容具有代

表性。

风洞试验主要通过上述研究方法来开展对比

试验,获得预弯接头在尾流区内/外两种状态下

SDM 模型的气动特性数据,以分析小迎角下预弯

接头的干扰特性。预弯接头干扰特性曲线如图5~
图6所示,横坐标为无量纲旋转参数毸=氊b/2v,纵
坐标为模型体轴系六分量气动力系数和气动力矩

系数。
预弯接头对纵向气动特性的干扰曲线如图5

所示。

(a)CA随毸的变化曲线

(b)CN 随毸的变化曲线

(c)Cm 随毸的变化曲线

图5暋预弯接头对纵向气动特性的干扰

Fig.5暋Theinterferenceof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on
longitudinal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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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看出:(1)小迎角下,预弯接头在模

型尾流区内对SDM 标模纵向三个分量气动特性

曲线都有干扰。(2)迎角为0曘时,预弯接头对轴向

力系数CA 和法向力系数CN 的干扰较小,但是对

俯仰力矩系数Cm 的干扰比较明显。(3)迎角为

10曘状态与迎角为0曘状态的干扰特性类似,预弯接

头对Cm 的干扰要比对CA和CN 的干扰更加明显。
迎角10曘时,预弯接头对纵向三个分量气动特性曲

线都有比较明显的干扰,并且迎角10曘时预弯接头

引起的气动干扰量要明显大于迎角 0曘的状态。
(4)从干扰特性来看,预弯接头的干扰导致CA 减

小,CN 和Cm 增大。这主要是因为预弯接头在模

型尾流区内,其体积效应的干扰会增大模型尾部尾

流区压力,使模型的压差阻力减小,导致CA减小。
同理,由于模型尾部尾流区压力增大,会对模型产

生一个抬头力矩,导致Cm 增大。(5)预弯接头的

干扰主要是引起纵向气动特性曲线的平移,对气动

特性曲线的斜率几乎没有影响,即对旋转导数几乎

没有影响。
预弯接头对横航向气动特性的干扰曲线如图

6所示。

(a)CY 随毸的变化曲线

(b)Cn 随毸的变化曲线

(c)Cl 随毸的变化曲线

图6暋预弯接头对横航向气动特性的干扰

Fig.6暋Theinterferenceofpre灢bendingsupportjointon

lateral灢directional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

从图6可以看出:(1)小迎角下,预弯接头在

模型尾流区内对SDM 标模横航向三个分量气动

特性曲线都有干扰。(2)预弯接头对滚转力矩系

数Cl 的干扰比较小,但是对侧向力系数CY 和偏航

力矩系数Cn 有比较明显的干扰。(3)迎角10曘时

预弯接头引起的气动干扰量要明显大于迎角0曘的

状态。(4)从干扰特性来看,预弯接头的干扰主要

是引起横航向气动特性曲线的平移,对气动特性曲

线的斜率几乎没有影响,即对旋转导数几乎没有

影响。
综上所述,(1)小迎角下,预弯接头在尾流区

内对SDM 标模纵向和横航向气动特性曲线都有

干扰。(2)迎角10曘时预弯接头引起的气动干扰量

要明显大于迎角0曘的状态。(3)预弯接头的干扰

主要是引起纵向和横航向气动特性曲线的平移,对
气动特性曲线的斜率几乎没有影响,即对旋转导数

几乎没有影响。

4暋结暋论

(1)在小迎角下,预弯接头正好处于模型的尾

流区内,对模型纵向和横航向气动特性曲线都有干

扰;并且不同迎角下预弯接头引起的气动干扰量有

明显不同;预弯接头的干扰主要是引起气动特性曲

线的平移,对旋转导数几乎没有影响。
(2)本文提出的将预弯接头安装到对称的负

角度并翻转模型的干扰修正方法非常简便,在不更

换接头的情况下可实现预弯接头在模型尾流区内/
外两种状态,可以为旋转天平试验开展预弯接头干

扰修正研究提供一种方便快捷的试验方法。

342第2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张永升等:旋转天平试验预弯接头干扰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周复.风洞特种试验技术[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0:287灢327.

LIZhoufu.Specialtesttechniqueinwindtunnel[M].Bei灢
jing:AviationIndustryPress,2010:287灢327.(inChinese)

[2] 李周复.风洞试 验 手 册 [M].北 京:航 空 工 业 出 版 社,

2015:661灢665.

LIZhoufu.Handbookofwindtunneltest[M].Beijing:A灢
viationIndustryPress,2015:661灢665.(inChinese)

[3] 王勋年.低速风 洞 试 验 [M].北 京:国 防 工 业 出 版 社,

2002:215灢225.

WANGXunnian.Lowspeedwindtunneltest[M].Beijing:

NationalDefenseIndustryPress,2002:215灢225.(inChi灢
nese)

[4] 李永富,陈洪.研究尾旋的风洞试验技术[M].北京:国防

工业出版社,2002.

LIYongfu,CHEN Hong.Windtunneltesttechniquefor

studyingspin[M].Beijing:National DefenseIndustry
Press,2002.(inChinese)

[5] CHAMBERSJR.Rotary灢balancetestingforaircraftdy灢
namics:AGARD灢AR灢265[R].France:AGARD,1990.

[6] MALCOLM G N,SCHIFFLB.Recentdevelopmentsin

rotary灢balancetestingoffighteraircraftconfigurationsat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NASA灢TM灢86714[R].

USA:NASA,1985.暋
[7] MALCOLM G N,KRAMERBR,SUAREZCJ,etal.

US/UK rotary灢balancetestcomparisons with a generic

fightermodel:AIAA灢94灢0196[R].USA:AIAA,1994.
[8] 沈礼敏.CARDC旋转天平风洞试验系统[J].气动实验与

测量控制,1995,9(1):18灢24.

SHEN Limin.CARDCrotarybalancewindtunneltesting
system[J].AerodynamicExperimentandMeasurement&

Control,1995,9(1):18灢24.(inChinese)

[9] 孙海生,姜裕标,黄勇,等.现代战斗机非定常空气动力学

及其风洞实验研究[J].空气动力学学报,2008,26(7):59灢

65.

SUN Haisheng,JIANG Yubiao,HUANG Yong,etal.

Unsteadyaerodynamicsofmodernfighterplaneandexperi灢
mentresearchin W.T.[J].ActaAerodynamicaSinica,

2008,26(7):59灢65.(inChinese)

[10] 范洁川.旋转天平试验和飞机尾旋预测[J].气动实验与测

量控制,1994,8(2):35灢42.

FANJiechuan.Rotarybalancetestingandspincalculation

ofairplan[J].AerodynamicExperimentand Measurement

& Control,1994,8(2):35灢42.(inChinese)

[11] 杨恩霞,庞永刚,刁彦飞.低速风洞旋转天平试验装置的设

计[J].应用科技,2001,28(3):4灢5.

YANGEnxia,PANGYonggang,DIAOYanfei.Designof

rollingbalanceexperimentalequipmentforlowspeedwind

tunnel[J].AppliedScienceandTechnology,2001,28(3):

4灢5.(inChinese)

[12] 杨恩霞.大攻角旋转天平支撑系统的设计与研究[J].机械

工程师,2006(8):56灢57.

YANGEnxia.Reasearchanddesignofsupportsystemfor

rotarybalanceofhighattackangle[J].MechanicalEngi灢
neer,2006(8):56灢57.(inChinese)

[13] 马军,姜裕标,祝明红,等.毜5m 立式风洞旋转天平试验

装置研制[J].实验流体力学,2012,26(2):77灢80.

MAJun,JIANGYubiao,ZHU Minghong,etal.Develop灢
mentoftherotarybalancesystemin毜5 m verticalwind

tunnel[J].JournalofExperimentsin Fluid Mechanics,

2012,26(2):77灢80.(inChinese)

[14] 黄浩,张永升,刘丹.FD09风洞旋转天平试验系统研制

[J].航空工程进展,2014,5(4):429灢434.

HUANG Hao,ZHANG Yongsheng,LIU Dan.Develop灢
mentofrotarybalancetestingsysteminFD09windtunnel
[J].Advancesin AeronauticalScienceand Engineering
2014,5(4):429灢434.(inChinese)

[15] GAOJianjun,LIU Chunming,BU Chen.Investigationof

supportinterferenceonrotarybalancetestin FL灢8low

speedwindtunnel[J].JournalofExperimentsinFluidMe灢
chanics,2012,26(1):88灢92.

作者简介:
张永升(1980-),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风洞

特种试验技术。

刘暋丹(1979-),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风洞

特种试验技术。

黄暋浩(1985-),男,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风洞特种

试验技术。

陆暋伟(1989-),男,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风洞特种

试验技术。

张秋实(1988-),男,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风洞特种

试验技术。

王乾威(1990-),男,硕士,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风洞

特种试验技术。

(编辑:马文静)

442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第11卷 第2期

2020年4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2
Apr.2020

收稿日期:2019灢07灢15;暋修回日期:2019灢09灢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602012)

通信作者:王磊,leiwang_beijing@buaa.edu.cn
引用格式:顾凯旋,龚明生,王磊,等.双轨火箭橇全时程动力学仿真分析研究[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2):245灢250.

GUKaixuan,GONG Mingsheng,WANGLei,etal.Studyonfulltimedynamicssimulationoftwo灢trackrocketsled[J].Ad灢
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20,11(2):245灢250.(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2灢245灢06

双轨火箭橇全时程动力学仿真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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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分析双轨火箭橇在试验各时刻的振动响应,是火箭橇理论研究与试验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针对双轨火箭橇系统,建立橇轨-滑车系统的简化模型,采用全时程动力学仿真计算方法对考虑阻尼、橇

轨间隙以及不平顺度的火箭橇运动动力学方程组进行求解。结果表明:所得的振动响应结果与速度基本

相同的火箭橇试验结果基本吻合;该仿真分析方法可用于双轨火箭橇振动响应预测,进一步丰富火箭橇

动力学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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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nalysisofvibrationresponseoftwo灢trackrocketinexperimentateachmomentistheurgent

problemintheorystudyandexperimentfieldoftherocketsled.Adynamicanalysismodelofsled灢pulleysystem

isestablishedfortwo灢trackrocketsledsystem,andthefull灢timedynamicssimulationmethodisadoptedtosolve

thedynamicequationsofrocketsledconsideringdamping,railclearanceandirregularity.Theresultsshowthat

theobtainedvibrationresponseresultsarebasicallyconsistentwiththoseobtainedbytherocketsledwiththe

samevelocity,thesimulationanalysismethodcanbeusedtopredictthevibrationresponseofthetwo灢track

rocketsled,whichcanfurtherenrichthetheoryofdynamicsanalysisfortherocketseld.

Keywords:two灢trackrocketsled;sled灢pulleysystem;dynamicsanalysis

0暋引暋言

火箭橇是在专用的轨道上,推动滑车高速前进

以获取模型试验测试数据的大型地面动态试验系

统。由于这种试验技术能够模拟飞行状态,已成为

现代武器所有地面试验设备中比较有效的一种特

殊试验手段[1灢3],可以解决飞机、导弹、宇航飞行器

及其他武器或机械设计在研制过程中有关高速度、
高加速度可能带来的许多技术问题。然而火箭橇

的振动问题,往往过载都超过500g,这对于试验的



准确性和安全性都有较大的影响[4灢5]。因此,研究

火箭橇的振动问题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双轨火箭橇在载重方面优于单轨火箭橇,但是

双轨火箭橇由于轨道不平顺所引起姿态振动的理

论分析研究工作也远远要复杂于单轨火箭橇。当

前针对火箭橇动力学响应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S.I.Gerasimov等[6]对橇轨之间的橇轨接触变形

及运动稳定性进行了分析;D.J.Laird等[7灢8]对高

速火箭橇滑靴-滑轨撞击过程进行了仿真分析,并
建立了二维平面下滑靴-滑轨的交互耦合模型;J.
H.Zhang等[9]对火箭橇刚柔耦合模型的动力学分

析进行了研究。相比而言,国外动力学分析方法较

为成熟且发展了相应的分析软件,而国内目前针对

火箭橇动力学分析的理论还不完善。王健等[10]对

火箭橇轨道不平顺功率谱密度进行了分析;董治华

等[11]对火箭橇减振系统进行了分析;杨珍等[12]对

单轨火箭橇的载荷预示技术进行了研究;张雨诗

等[13]对火箭橇轨道系统有限元建模及振动特性进

行了研究。然而以上研究均是对火箭橇系统的各

个子模块进行了研究,针对火箭橇系统的动力学分

析理论仍然匮乏,尤其是针对双轨火箭橇,关于其

动力学分析的研究鲜有报道。系统地研究双轨火

箭橇振动行为,分析其在试验各时刻的振动响应,
是火箭橇理论研究与试验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

问题。
本文针对双轨火箭橇系统,建立橇轨-滑车系

统的动力学分析模型。首先对真实模型进行模态

分析,通过优化方法,采用梁单元建立橇车三维实

体模型的简化模型。在此基础上,推导综合考虑阻

尼、橇轨间隙以及不平顺度的火箭橇运动动力学方

程并进行求解。在已有的研究经验基础上,以期进

一步丰富火箭橇动力学分析理论。

1暋滑车模型简化

滑车模型复杂,动力学计算规模巨大。在分析

时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模型简化,在保证模型动力

学特性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降低模型的复杂程度,
从而提升计算效率。

根据滑车的模型图,对其进行网格划分,得到

滑车有限元模型如图1所示。根据其几何特征,得
到其简化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各部分均采用梁

单元来模拟。

图1暋双轨火箭橇滑车有限元网格模型

Fig.1暋Finiteelementmodeloftwo灢trackrocketsled

图2暋双轨火箭橇简化模型

Fig.2暋Simplifiedmodeloftwo灢trackrocketsled

对简化模型进行修正,得到简化模型与真实模

型前5阶频率对比如表1所示。简化模型与真实

模型前5阶模态振型也基本一致,因此,对模型的

简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表1暋简化模型与真实模型频率对比

Table1暋Frequencycomparisonbetween

simplifiedmodelandrealmodel

阶次
简化模型

频率/Hz
真实模型

频率/Hz
相对误差/%

1 22.567 25.697 12.18

2 47.677 41.590 14.64

3 51.195 44.207 15.81

4 59.904 60.120 1.52

5 63.883 63.760 0.19

2暋动力学计算分析

2.1暋计算输入

由于火箭橇-滑车的振动主要为垂向及侧向

的振动。对于航向,火箭橇存在大范围刚体运动与

小量级的结构振动,小量级振动变形较小且不影响

关注问题的结果,故可忽略,因此可将火箭橇的航

向运动简化为刚体运动。根据实测数据得到滑车

航向速度曲线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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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暋航向速度曲线

Fig.3暋Curveofcoursespeed

根据测点位置对轨道不平顺值进行测量,对于

不平顺表达的输入参数只需获得实际的轨道不平

顺值与监测点间隔。根据轨道不平顺数据能够得

到任意位置轨道的不平顺值及其斜率。轨道不平

顺值d的计算公式和轨道不平顺斜率kd 的计算公

式分别为

d=
(dn+1-dn)l1

L
(1)

kd =d/l1 (2)

式中:dn+1为当前滑块位置后一个轨道监测点的不

平顺监测值;dn 为当前滑块位置轨道前一个监测

点的不平顺监测值;l1 为当前滑块位置距离前一

个观测点的长度;L为监测点间隔长度。

2.2暋橇-轨碰撞接触力计算

在火箭橇动力学仿真中,采用 L灢N 非线性接

触力模型计算轨道与橇车滑块之间的橇-轨接触

力。L灢N非线性接触力模型可写为如式(3)所示:

F=k毮+c毮
·

(3)

式中:毮为接触变形量;毮
·

为接触变形速率(即毮对

时间的一阶导数);F 为橇-轨碰撞接触力;k为接

触刚度;c 为等效阻尼。根据实测数据,取k=
4.9暳107 N/m,c=6230。

橇-轨碰撞接触力求解流程如图4所示,接触

力计算流程如下:
(1)由橇车的航向运动确定当前时刻橇车各

滑块在轨道中的位置和橇车的运动速度;
(2)由滑块当前位置确定轨道不平顺值和不

平顺斜率,进而确定橇车滑块与轨道接触状态;
(3)由上述步骤判断得出接触变形和接触变

形速率,调用式(3)所示的接触力模型即可计算当

前时刻的橇-轨碰撞接触力。

图4暋橇-轨碰撞接触力求解流程

Fig.4暋Flowchartofsolutionofskid灢railcollisioncontact

2.3暋动力学仿真计算方法

综合考虑橇车的垂向振动、横向振动和航向刚

体运动,火箭橇的振动的有限元方程可写为

Mu··+Cu·+Ku=F(t) (4)

式中:M、K、C 分别为总体质量矩阵、刚度矩阵和

阻尼矩阵;u为橇车节点振动位移向量;u· 为橇车节

点振动速度向量;u·· 为橇车节点振动加速度向量;

F(t)为橇车所受外力向量。

阻尼矩阵C采用瑞利阻尼模型,即:

C=毩M +毬K (5)

式中:毩及毬 的取值根据文献[14]所给方法求得;

简化模型的总体质量矩阵 M 和刚度矩阵K 利用

ANSYS提取。

通过式(5)计算阻尼矩阵C,利用Newmark数

值求解方法[15],即可求解式(4),得到橇车的振动

状态。动力学仿真计算的的中心思想是将橇车振

动计算结果(包括振动位移向量u、速度向量u·和加

速度向量u·· ),以及根据橇-轨碰撞接触力计算模

型计算的橇-轨碰撞接触力F,作为本时间步的橇

车振动初始条件和外载荷进行计算。Newmark积

分方法采用下列的假设,即:

u·t+殼t=u·t+[(1-毭)u··t+毭u··t+殼t]殼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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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毭 和毮 是按积分精度和稳定性要求决定的

参数。

当毭=1/4和毮=1/2时,Newmark方法退化

为常平均加速度法这样一种无条件稳定的积分方

案。此时,殼t内的加速度为

u··t+1=(u··t+u··t+殼t) (8)

Newmark方法中的时间t+殼t的位移ut+殼t是

通过满足时间t+殼t的运动方程得到的。

从公式(7)可得:

u··t+殼t= 1
毭殼t2(ut+殼t-ut)- 1

毭殼tu
·
t- 1

2毭-æ

è
ç

ö

ø
÷1u··t

(9)

根据

Mu··t+殼t+Cu·t+殼t+Kut+殼t=Ft+殼t (10)

将公式(6)和公式(9)代入公式(10),即可得到

由ut,u
·
t,u

··
t 计算ut+殼t 的递推公式

暋 K+ 1
毩殼t2M+ 毮

毩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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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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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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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t+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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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程动力学求解流程如图5所示,求解步

骤为:

(1)初始化计算,设定计算总时间T,计算时

间步长 殼t。设置当前时间步为t=0(即初始时

刻),获取航向运动初始位置、速度和加速度,垂向

和横向运动初始位置、速度和加速度。

(2)由t时刻航向运动得到航向的位移,速度

与加速度。

(3)由t时刻滑块的航向位置,结合轨道不平

顺值和不平顺斜率,得到当前的接触变形与接触变

形速率。通过调用橇-轨碰撞接触力计算模块,判

断滑车各个滑块与轨道的碰撞接触情况并计算当

前时刻垂向和横向的橇-轨碰撞接触力。

(4)由当前运行时间t、橇车航向速度以及

橇-轨碰撞接触力确定橇车当前时间步的其他各

项外载荷输入条件。

图5暋动力学仿真计算流程

Fig.5暋Flowchartofthedynamicssimulationcalculation

(5)通过调用 Newmark数值积分方法求解橇

车动力学方程(即式(5)),得到t+殼t时刻橇车的

垂向和横向位移、速度以及加速度响应。
(6)令t=t+殼t,判断t是否大于总时间T,若

t曑T,则返回步骤(2)继续进行动力学仿真计算,

否则结束计算。

2.4暋动力学计算结果

取航向速度最大段结果进行分析,本文仅给出

了其中一个滑块的结果,其余三个滑块的结果基本

相同。滑块处垂向碰撞接触力、垂向过载及功率谱

密度曲线如图6~图8所示。

图6暋碰撞接触力曲线

Fig.6暋Thecurveofthecollisioncontact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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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暋滑块垂向过载曲线

Fig.7暋Verticaloverloadcurveoftheslider

图8暋滑块垂向加速度功率谱密度曲线

Fig.8暋Verticalaccelerationpowerspectral

densitycurveoftheslider

由于本文所计算的车体未进行试验,采用速度

基本相同的火箭橇振动响应的试验结果进行了对

比,试验数据如表2所示。

表2暋火箭橇试验振动响应结果

Table2暋Thevibrationresponseresultsoftherocketseldtest

参暋暋数 数暋值

过载峰值/g 130

主要振动频率/Hz 0~1000

暋暋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滑块处过载曲线峰值出现在滑车运行速

度较大的时刻。由于滑车速度快,单位时间内滑靴

所经历的轨道不平顺变化较大,使得滑靴与轨道的

碰撞接触力增大。因此随着滑块航向速度的增大,

过载也变大。其峰值过载为140g,与速度基本相

同的火箭橇试验实测得到的130g 基本吻合,说明

计算所得的数据有一定的可信性。

(2)各测点振动能量主要集中在0~800Hz,

1000Hz以后振动非常微弱,与速度基本相同的

火箭橇试验实测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本文所提出

方法的正确性。

3暋结暋论

(1)本文采用梁单元对真实模型进行了简化,

通过对比简化模型与真实模型的前5阶频率及模

态振型,表明简化模型复杂度低,计算效率高。
(2)推导了考虑阻尼、橇轨间隙以及不平顺度

的火箭橇运动动力学方程组,并通过数值方法对双

轨火箭橇系统进行了全时程动力学响应求解。仿

真分析结果与速度基本相同的火箭橇试验实测结

果基本吻合,验证了本文采用的仿真分析方法的合

理性。

本文所采用的仿真分析方法可用于试验前对

双轨火箭橇进行动力学分析,对试验结果有提前的

预判。在计算中模型简化以及计算参数的设定会

带来计算误差,因此,该仿真分析方法仅仅能得到

一个量级正确的粗略结果,要得到火箭橇系统精确

的动力学响应,还是要借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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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接头大载荷机翼载荷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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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力/疲劳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西安暋710065)

摘暋要:缺少右外翼部分的试验件对接接头多且复杂,试验考核载荷较大,给机翼载荷的施加带来较大困难。

对三组接头设计独立的加载夹具,前中接头通过延伸加载力线间距的方式降低实际加载点载荷,依据上下接头

处载荷方向相反的特点,设计不同的加载接头连接形式;通过坐标转换将后接头载荷进行调整,并进行现场试

验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保证传递至接头上的载荷准确,避免各接头之间的刚度匹配问题,且方便安装,

满足试验要求;采用局部约束装置,有效避免了接头处有害损伤的产生,对接头起到实时保护作用。

关键词:多接头;机翼载荷;加载力线;坐标转换;局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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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灢jointandLargeLoadWingLoadProcessingMethod

WANGXintao,XIALong,LIUXingke
(AviationTechnologyKeyLaboratoryofFullScaleAircraftStructureStaticandFatigueTest,

AircraftStrengthResearchInstituteofChina,Xi暞an710065,China)

Abstract:Fortestpiecelackingtherightouterwingportion,themanyandcomplicatedbuttjoints,andthe

largetestload,willbringgreatdifficultytotheapplicationofthewingload.Thereforetheindependentloading
clampisdesignedforthethreesetsofjoints.Theactualloadofthefrontandmiddlejointisreducedbyexten灢
dingloadingforcelinespacing.Accordingtotheoppositeloadingpositionoftheupperandlowerjoints,differ灢
entloadingjointconnectionformsaredesignedtoensurethedeformationfreedomoftheactualbuttjointofthe

aircraft.Therearjointloadisadjustedbycoordinateconversion,andthetestsiteisconvenientlyimplemented.

Themethodcanensuretotransmittheaccurateloadtothejoint,avoidtherigiditymatchingproblembetween

thejoints,andisconvenienttoinstallandmeetthetestrequirements.Theuseoflocalrestraintdeviceeffective灢
lyavoidsthegenerationofharmfuldamageatthejointandprotectsthejointinrealtime.

Keywords:multi灢joint;wingload;loadingforceline;coordinateconversion;localrestraint

0暋引暋言

飞机结构强度试验其目的是通过实验室的方

法来模拟飞机在使用过程中的真实受载情况,以获

取试验件结构受载后的真实状态,为飞机设计改进

提供依据。因此,试验过程中的载荷必须能够真实

模拟飞机使用过程中的受载,以达到试验件考核的

目的。
全尺寸飞机结构强度试验中,其试验对象有时

不一定是整个飞机,对于一些非主要考核部件,在



试验件生产过程中可不予生产,而是采用夹具进行

替代。夹具既要尽可能模拟真实试验件的传载状

态,又要便于其对接部位的载荷施加,且安装工艺、
强度、刚度等均必须符合相关要求[1灢2]。

本文所研究的试验件缺少右外翼部分,该试验

件外翼与中央翼对接接头共三组六个接头,各接头

之间空间有限且载荷较大。在以往类似结构的试

验中,由于接头处载荷相对较小,一般吨位的作动

筒即可满足要求;且在单独考核该试验件接头强度

的部件静力试验中,由于加载空间充足,三组接头

同样通过作动筒直接进行施加。薛彩军等[3]在发

动机吊挂静力试验的研究中,通过施加力矩的方法

使得实际加载点远离试验件,且有利于加载假件的

空间设计;戴训洋等[4]在研究大吨位载荷施加时,
设计并优化了应用于大吨位加载的杠杆装置,解决

了大吨位载荷施加困难的问题。上述文献均采用

杠杆延长加载力臂的方式来解决载荷的施加问题,
然而两者均为单点拉向载荷,未考虑刚度匹配的

问题。
本文研究对象接头较多,且考核载荷大,因此

需要考虑各个接头之间的载荷分配,需分别针对不

同区域的接头进行单独分析和处理。对三组接头

设计独立的加载夹具,前中接头、后接头分别采用

不同的处理方式,并进行现场试验验证。

1暋问题介绍

试验件外翼与中央翼对接区接头示意图如图

1所示。根据试验要求,前上接头侧向载荷最大约

为压载 70t,前下接头侧向载荷最大约为拉载

62t,中上接头侧向载荷最大约为压载186t,中下

接头侧向载荷最大约为拉载187t。若采用加载作

动筒直接施加,前接头需要100t级作动筒,中接

头需要200t级作动筒,且作动筒尺寸均较大,但
接头之间的加载空间有限。基于以上原因,在接头

上直接进行载荷施加基本无法实现。如果采用机

翼盒段形式加载夹具,由于其接头数量较多,且安

装配合工艺要求较高,加载夹具与试验件对接相当

困难,且无法按要求实现各接头之间的刚度匹配。
由于该试验件对接接头均为上下两个,且试验过程

中应尽量真实模拟两接头之间的刚度匹配,相对于

以往研究的简单大吨位单接头加载,不仅要考虑加

载的问题,还要考虑安装、刚度匹配等方面的问题。

图1暋试验件对接区接头示意图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testpiecedockingareajoint

右外翼与中央翼对接区需要承担多项功能:
(1)对接区连接接头载荷的施加;
(2)整个试验全机载荷的平衡;
(3)考核右起落架时的试验支持。
因此,本文所研究的载荷处理方法主要需要实

现连接区边界条件的模拟,将原有的小空间区域大

吨位载荷通过力转移以及施加力矩的形式进行等

效转化。所设计的夹具必须能够满足上述试验相

关要求,且能够在有限空间条件下方便载荷施加及

现场实施[5灢6]。

2暋前中接头处理

基于上述问题以及相关要求,考虑到各接头之

间刚度匹配等问题,对前中接头分别设计独立的加

载夹具,在沿垂直机翼方向(即垂向)延伸加载间

距,依据杠杆原理减小试验加载载荷,同时避免接

头连接间刚度匹配的问题,方便对接安装,确保加

载夹具与中央翼的连接螺栓正确承载,使中央翼与

加载夹具之间传载尽可能合理。其载荷处理方式

如图2所示。

图2暋前中接头载荷处理方式

Fig.2暋Frontandmiddlejointloadh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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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F1 和F2 分别为上下接头承受载荷,

P1 和P2 分别为处理到加载点后实际施加载荷。

结合设计后夹具相关尺寸,可计算出加载点作动筒

实际施加载荷(均以图示向右为正):

P1=-F1(b+c)+F2c
a+b+c

(1)

P2=-F1a+F2(a+b)
a+b+c

(2)

考虑到接头处载荷较大,且与机翼对接接头装

配精度较高,故将前中加载夹具均设计为两部分,

即杠杆和加载接头。杠杆设计为梭型结构,采用普

通碳钢焊接而成;加载接头采用合金结构钢,通过

机加以及热处理等工艺,使之满足强度要求。同时

由于上下接头不仅存在侧向载荷,还存在垂向载

荷,加载过程中上下接头会在垂向发生相对变形。

为使夹具不限制其变形,且考虑到侧向加载点载荷

方向(上接头为压载,下接头为拉载),上加载接头

与杠杆采用群孔螺栓连接,下加载接头采用单孔螺

栓连接。考虑到螺栓的承载形式,设计螺栓均为双

剪承载,夹具与对接接头连接形式如图3所示[7灢8]。

图3暋夹具与对接接头连接形式

Fig.3暋Fixtureandbuttjointconnectionform

3暋后接头处理

试验任务书给出的后接头载荷为此接头局部

直角坐标系下的载荷,以连接螺栓为轴,载荷主要

分为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先将两个径向载荷进行

合成),考虑到加载的可实施性,以及机翼发生变形

对加载的影响,将原始载荷通过坐标转换(如图4
所示)向新坐标系进行处理:轴向载荷直接施加(即
沿Oz曚方向),径向载荷向Ox曚(位于全局坐标系

xOz平面内)和Oy曚(位于全局坐标系yOz平面内)

坐标下分解,将载荷分解为偏航向载荷和偏侧向

载荷[9]。

图4暋坐标转换原理图

Fig.4暋Schematicdiagramofcoordinateconversion

依据处理后载荷和加载方向设计专用夹具,如

图5所示。该分解方法能够使加载作动筒分别位

于全局坐标系xOz和yOz 平面内,方便加载设备

的安装,且极大地节省了加载框架内部空间。

图5暋后接头夹具结构图

Fig.5暋Rearjointfixturestructure

4暋局部约束

根据试验要求,前中接头不应存在航向载荷,

而在试验加载过程中,由于机翼发生航向变形,而
加载作动筒底部安装位置不动,加载力线与夹具加

载点在航向上存在一定夹角,其侧向载荷和垂向载

荷均会通过夹具在前中接头上产生航向载荷分量,

其变形示意图如图6所示[10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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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机翼变形前后加载点变化示意图

Fig.6暋Schematicdiagramofloadingpoint

changebeforeandafterwingdeformation

由于前中接头本身载荷较大,其产生的分量极

有可能对自身造成不可预估的损伤,考虑采用一种

局部约束装置,将加载夹具在接头上产生的航向载

荷分量通过约束装置传至中央翼,以保证接头的安

全。约束装置原理图如图7所示。

图7暋局部约束装置原理图

Fig.7暋Schematicdiagramoflocalconstraineddevice

约束装置的设置应只限制航向载荷,而不应影

响其他两个方向的载荷。整个约束装置通过卡板

安装于中央翼上,利用卡板上安装的限制杆对夹具

航向变形进行限制,使其与接头之间不发生相对位

移,继而将接头上的航向载荷通过约束装置转移至

中央翼。限制杆端采用调节螺杆加牛眼轮,通过螺

杆调节牛眼轮与夹具之间的间隙。牛眼轮与夹具

之间为滚动摩擦,可忽略限制面内产生的摩擦力,

达到仅对航向相对变形限制的目的。约束装置结

构以及安装简图如图8所示。

(a)主视图

(b)俯视图

图8暋约束装置结构图以及安装简图

Fig.8暋Structuredrawingandinstallation

diagramofrestraintdevice

5暋试验应用

将上述加载方法应用于飞机结构强度试验,试
验现场如图9所示,试验效果良好。对称工况中试

验件左右机翼某对称考核点应变曲线如图10所

示,位移曲线如图11所示。

图9暋试验现场照片

Fig.9暋Testsite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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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暋应变曲线对比

Fig.10暋Straincurvecomparison

图11暋位移曲线对比

Fig.11暋Displacementcurvecomparison

从图10~图11可以看出:对称工况左右机翼

应变和位移变化趋势相同,最大应变误差不超过

3%,最大变形误差不超过5%,均在误差允许范围

内,右侧夹具与左侧真件传载效果基本相同,表明

该方法完全能够满足试验要求。

6暋结暋论

(1)试验中采用杠杆原理对实际加载载荷进

行等效转换,有效降低了前中接头实际加载点加载

载荷,通过设置不同的铰接形式,避免了由于夹具

限制而造成的加载误差,且接头载荷施加较为准

确。依靠坐标转换将后接头载荷进行调整,使其力

线均处于飞机直角坐标系所形成的平面内,便于现

场实施。
(2)通过采用局部约束装置,对接头进行了有

效保护,避免了由于试验件变形而造成的试验件损

伤,且对试验结果不造成影响,实际试验过程中接

头均未出现有害损伤。
(3)整个夹具安装方便,对现场施工要求较

低,降低了安装难度,也对保证试验进度起到了一

定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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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声速条件下总压探针临壁效应的数值研究

郑光华1,王肖1,郭林2,惠呈程1,吕文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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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特种飞行器总体技术设计部,北京暋100074)

摘暋要:航空发动机在试验过程中要用到各种传感器,而探针作为一种接触式测量工具,势必改变流场内部的

流动状态,影响测量准确性。为了研究壁面对总压探针的影响,基于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四种不同结构 (A型、

B型、C型、D型)的总压探针在不同近壁距离条件下对流场及自身总压测量值造成的影响,并将数值模拟结果

与文献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相对近壁距离c/d越小,总压探针头部气流偏转越大,总压探针的测量

误差越大,最大值小于1%;当c/d>3,总压测量误差趋近于0,说明近壁距离大于3倍探针外径时临壁效应消

失;在同一工况下,四种结构的总压探针测量值受临壁效应的影响依次增大;被测流场流动均匀性减小,靠近总

压探针支杆后方速度均匀度最小。
关键词:总压探针;临壁效应;相对近壁距离;测量误差;总压损失系数

中图分类号:V263.3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2.01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NumericalInvestigationofNearWallEffectofTotalPressure
ProbeBasedonCFDunderSubsonicVelocity

ZHENGGuanghua1,WANGXiao1,GUOLin2,HUIChengcheng1,L橞 Wenzhao1

(1.SchoolofPowerandEnergy,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暞an710129,China)
(2.GeneralTechnicalDesignDepartmentofSpecialAircraft,ChinaAcademyofAerospace

Aerodynamics,Beijing100074,China)

Abstract:Varioussensorsareusedintheaero灢engineduringthetest,andtheprobeasacontactmeasurement
toolisboundtochangetheinternalflowstateoftheflowfieldandaffectthemeasurementaccuracy.Tostudy
theeffectofthewallonthetotalpressureprobe,basedonthenumericalsimulation,theinfluenceoftotalpres灢
sureprobesoffourdifferentstructures(typeA,typeB,typeC,typeD)ontheflowfieldandtheirowntotal
pressuremeasuredvaluesunderdifferentnear灢walldistancesisstudied,thenverifiesthenumericalsimulation
results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Theresultsshowthat:thesmallerrelativenear灢walldistancec/dis,the
greatertheairflowdeflectionattheheadofthetotalpressureprobe,thegreaterthemeasurementerrorofthe
totalpressureprobe,themaximumvalueislessthan1%;whenc/d>3,thetotalpressuremeasurementerror
iscloseto0,indicatingthatthewalleffectisvanishedwhenthenear灢walldistanceisgreaterthan3timesthe
outerdiameteroftheprobe;influenceofwalleffecttomeasuredvaluesofthetotalpressureprobesofthefour
structuresaresequentiallyincreasedinthesamecondition;theuniformityofthemeasuredflowfieldisreduced,
andthevelocityuniformityisthesmallestbehindthetotalpressureprobesupportrod.
Keywords:totalpressureprobe;nearwalleffect;relativenear灢walldistance;measurementerror;totalpressure
losscoefficient



0暋引暋言

探针因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被广泛应用于流

场测量,但在实际测量时,被测流场中近壁效应产

生的影响难以在探针标定时消除[1]。研究发现,探
针在测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起局部流场的扰

动,不仅使压力的测量值与真实值产生偏差[2],还
会造成流动损失,降低机械效率[3]。当测量通道太

窄时,为了避免临壁效应对测量准确性的影响,同
时减小流场内的流动损失,确定总压探针在流场中

的影响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

J.Lepicovsky[4]将探针安装在转子上,研究其

产生的尾流和流动阻塞对流场的影响,发现将探针

安装在转子中会导致转子出口流动恶化,静压系数

降低,且叶栅通道下部阻塞增加使得通道上部未阻

挡部分的轴向速度分量增加,势必会影响压气机的

稳定裕度;向宏辉等[5]采用三维模拟方法分析了压

气机在安装探针后的性能及其内部流场的变化,发
现级间局部静叶安装探针后,压气机下堵点流量减

小0.1%,最高效率降低0.4%,失速点流量增大

0.15%,且探针的扰流加剧还可能导致压气机气动

失稳;孙志强等[6]针对不同型号的皮托管开展试验

以研究皮托管的支杆和安装角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低速测量时,皮托管支杆直径对总压

的测量影响较小,安装角在暲10曘以内速度测量误

差小于暲2%;林其勋等[7]、马宏伟等[8]对总压探针

在测量中临壁效应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可以用叠加点涡的方法来描述其临壁效应,且
点涡强度随着近壁距离的减小而增强,近壁效应一

般对静压测量影响较大,对总压测量影响相对较

小;H.Bubeck等[9灢10]针对楔形四孔探针和球头五

孔探针,研究探针和壁面的相互作用对测量误差的

影响,发现近壁测量时探针的俯仰角测量值存在误

差,前者偏离10曘,后者偏离5曘。
上述文献多是研究探针对流场或来流参数对

单一探针测量结果的影响。而本文考虑流道壁面

与探针的相互作用可能改变探针测量的准确性,且
对比分析四种不同头部结构的总压探针(A 型、B
型、C型、D型)在不同近壁距离的条件下对机匣近

壁流场及自身总压测量值造成的影响差异,并利用

文献实验结果验证数值模拟结果。

1暋计算模型和方法

1.1暋计算模型

计算域选择圆柱形,为了减小来流扰动的影

响,计算域入口到总压探针前端的距离为40mm,
总压 探 针 末 端 到 计 算 域 出 口 的 距 离 设 定 为

100mm。考虑中小型发动机实际尺寸[11],计算域

的外径为150mm,总压探针计算模型直径最大为

4mm,堵塞比远远小于0.5%,堵塞效应造成的影

响可忽略不计,后经数值模拟验证,计算域尺寸选

择合理。计算域坐标统一定义为:沿y 轴正方向

为气流方向,z轴为计算域竖直高度方向,x 轴为

计算域水平径向方向,总压探针入口所在截面中心

位置为y=0处。计算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暋计算模型

Fig.1暋Calculationmodel

研究近机匣临壁效应的总压探针计算模型主

要有四种:A 型、B型、C型、D型,如图2所示。A
型为具有圆柱形外形及内锥角内腔的单点总压探

针,内锥 角毬=25曘,外 径 d=2 mm,内 径 d曚 =
0.5mm;B型、C型总压探针无内锥角且为平头圆

柱形总压探针,外径d都为2mm,内径d曚分别为

0.3和0.5mm;D型总压探针具有半球形头部结

构,外径d=2mm,内径d曚=0.5mm。

(a)A型总压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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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型总压探针

(c)D型总压探针

图2暋总压探针结构

Fig.2暋Structuresoftotalpressureprobe

1.2暋网格划分

利用 ANSYSICEM 对计算模型进行进一步

处理并划分网格,整体采用非结构体网格,总压探

针近壁面及计算域壁面处采用边界层网格,保证近

壁端湍流模型所需的y+ 为1左右,并且在近壁区

内设定10层边界层网格。网格数量达到400万以

后,总压测量值基本稳定,总压测量相对误差远小

于1%,可认为网格数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可忽

略,故将数量大于400万范围的网格作为本文计算

网格。网格划分及边界层处理如图3所示。

(a)整体计算域网格

(b)边界层处理

(c)边界层处网格放大

图3暋计算网格

Fig.3暋Calculationgrid

1.3暋边界条件

计算域入口边界条件设定为压力入口:设置总

温、总压、速度方向;环境温度、总温、总静压与马赫

数的关系如式(1)~式(2)所示[12],其中环境温度

为293.15K、静压为101325Pa。

Tt=Tfree 1+k-1
2 Ma2æ

è
ç

ö

ø
÷free (1)

Pt=Pfree 1+k-1
2 Ma2æ

è
ç

ö

ø
÷free

k
k-1 (2)

式中:Tt 为总温设定值;Pt 为总压设定值;Tfree为

自由来流环境温度;Pfree为自由来流静压;Mafree为

自由来流马赫数;k为气体的比热比。

计算域出口边界条件设定为压力出口:出口静

压为101325Pa,计算域周向壁面与总压探针壁面

给定无滑移壁面,采用 FLUENT 求解,湍流模型

为standardk灢毰 模型;马赫数为0.4,即为亚声速

流动。

1.4暋参数定义

总压测量误差:总压测量值与理论总压值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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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再与理论总压值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Kpt=P曚
t-Pt

Pt
暳100% (3)

式中:P曚
t 为总压探针总压测量值;Pt 为理论总压,

即来流总压。
总压损失系数:不同径向高度下当地总压值与

来流总压之差占动压头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Cpt=P*
t -Pt

1
2氀v

2
暳100% (4)

式中:P*
t 为当地总压值;氀为气体密度;v为气流

来流速度。
速度均匀度:基于面积加权平均速度和质量加

权平均速度的流动均匀性指标[13灢14]。计算公式为

毸=1-旤Vn-Vm旤
Vm

(5)

Vn=1
A暺

n

j=1
vj旤Aj旤 (6)

Vm =
暺
n

j=1
vj氀j旤vj·氀j旤

暺
n

j=1
氀j旤vj·氀j旤

(7)

式中:Vn 为面积加权平均速度;Vm 为质量加权平

均速度;A 为总表面积;Aj 为第j 个单元面上的面

积矢量;vj为第j个单元面上的速度矢量;氀j 为第

j个单元面上的流体密度;n为同流截面被划分成

的单元面数。

2暋结果与讨论

临壁效应不同于总压探针进入附面层时由于

总压探针空间分辨率不够而引起的误差,二者概念

不同。相关实验[7]表明,当总压探针的布置位置未

达到附面层厚度时,临壁效应的影响就已经较大。
当总压探针进入附面层后,临壁效应与附面层影响

同时起作用,使得总压探针测量误差更大。
已知,从物体表面速度为0处开始,沿法线方

向至速度等于来流速度的99%位置处的距离为附

面层厚度,Ma=0.4时主流速度约为137.6m/s,
在z=74.1mm 处速度达到主流速度,根据差值

法,得出 99% 速度处所对应的位置为z=73.7
mm,而速度为0处壁面位置为z=75mm,则附面

层厚度为1.3mm。
为了保证临壁效应为独立的影响因素,应使得

总压探针完全处于附面层之外,因此,当近壁距离

c(计算域壁面到总压探针中心轴线的距离)大于

2.3mm,即c/d>1.15时,总压探针完全处于附面

层之外,使临壁效应在很广的c范围内成为独立的

因素。
为了验证数值计算的可靠性,本文针对平头圆

柱形单孔总压探针(B型)开展不同进气偏转角(氄)
的数值计算,并与试验结果[15]进行对比,如图4
所示。

图4暋结果对比

Fig.4暋Comparisonofresults

从图4可以看出: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在

小角度内重合,大角度稍有偏离,总体上基本符合。
本文研究内容都为0曘进气攻角,可以保证数值计

算的可靠性。

2.1暋临壁效应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总压测量误差随相对近壁距离c/d的变化曲线

如图5所示,近壁距离最小取2.5mm,即c/d=
1.25时,总压探针相当靠近壁面但还未达到附面层

边界。

图5暋总压测量误差随相对近壁距离的变化曲线

Fig.5暋Curveoftotalpressuremeasurementerrorwith

relativenearwall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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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看出:四种总压探针的总压测量误

差随着相对近壁距离的减小整体向负半轴偏转且

斜率逐渐增大,总压测量误差逐渐增大;当总压探

针临壁时使得气流方向改变,向总压探针下侧面偏

转,致使总压探针产生总压测量误差;当相对近壁

距离c/d=1.25时,最大总压测量误差小于1%;
随着近 壁 距 离 的 增 大,总 压 测 量 误 差 越 小,当

c/d>3时,总压测量误差曲线趋近于0,说明此时

的临壁效应已消失。
图5中四种总压探针的变化曲线整体规律一

致,但是曲线间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总压探针头

部形状不同引起的。从图5可以看出:A型总压探

针整体总压测量误差最小,D型总压探针整体总压

测量误差最大,B型和C型总压探针整体总压测量

误差大小介于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且 B型总压

探针总压测量误差大于 C型总压探针,表明孔口

带倒角的总压探针受到临壁效应的影响最小,半球

形头部结构的总压探针受到临壁效应的影响最大,
两者总压测量误差最大差值为0.45%。

2.2暋临壁效应对总压探针附近流场绕流变

化的影响

总压探针与壁面的距离越小,其附近流场的气

流流线受到的干扰将逐渐增大,现以外径2mm、内
径0.5mm 的C型平头圆柱形总压探针为例进行

分析。近壁距离c分别为3、10mm 时总压探针附

近流场绕流情况及速度分布如图6所示,速度范围

为0~152m/s。
从速度分布可以看出:总压探针入口处速度逐

渐降低并在测压通道内滞止,速度为0;总压探针

前端外壁面两侧产生低速区;总压探针支杆背部速

度明显低于主流速度,且越靠近机匣壁面速度越

低,并且随着总压探针近壁距离越大,支杆越长,支
杆背部低速区越宽。

(a)近壁距离为3mm

(b)近壁距离为10mm

图6暋总压探针附近绕流情况及速度分布

Fig.6暋Flowaroundthetotalpressureprobeand

velocitydistribution

从总压探针附近流线分布可以看出:主流流线

在遇到总压探针头部时向其下表面发生偏转并向

下游流去,在到达总压探针支杆背部处流线向机匣

壁面发生偏转,近壁距离越大支杆背部越容易产生

较大旋涡;总压探针前端壁面由于气流发生偏转在

其表面产生边界层分离并形成旋涡,当靠近机匣壁

面较近时,总压探针前端上下表面产生不对称旋

涡,近壁距离c=3mm 时总压探针下表面边界层

厚度明显大于上表面,上侧由于气流受到机匣壁面

影响 边 界 层 较 薄;远 离 壁 面 时,近 壁 距 离c=
10mm时临壁效应不起作用,总压探针前端两侧产

生近似对称旋涡。
分析可知,临壁效应主要影响的是近壁面区域

流场分布以及近壁面的测量值,在实际测量中不排

除近壁测量的极端情况,故对临壁效应的研究十分

有意义。

2.3暋临壁效应对被测流场总压分布的影响

近壁距离c=3mm 和c=10mm 时x=0截

面的 C 型 总 压 探 针 附 近 总 压 分 布 云 图 如 图 7
所示。

(a)近壁距离为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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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壁距离为10mm

图7暋总压探针附近总压分布

Fig.7暋Totalpressuredistributionnearthe

totalpressureprobe

从图7可以看出:总压探针上游总压分布较均

匀,其对上游的总压分布影响较小,总压探针表面

及下游分别出现低压区及尾迹区,其对下游的总压

分布影响较大;随着近壁距离增大总压探针插入深

度增大,尾迹沿z方向的宽度也相应增大。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同近壁距离时的总压探

针尾迹对下游的干扰情况,给出距离总压探针末端

30mm 位置处的尾迹区总压损失系数沿计算域z
轴(高度)方向的分布曲线,如图8所示,横坐标表

示总压损失系数,纵坐标表示z轴高度,图例表示

相对近壁距离c/d只取1.5~5.5范围。

图8暋沿高度方向总压损失系数分布

Fig.8暋Distributionoftotalpressureloss

coefficientalongtheheightdirection

从图8可以看出:z<55mm 时,总压损失系

数曲线几乎与0重合,说明总压探针的尾迹对计算

域中心区域的总压分布几乎无影响;当z>55mm

时,随着总压探针近壁距离的不同,总压损失系数

曲线呈现一定规律的变化趋势,相对近壁距离c/d
越大总压损失曲线与0轴的分离点(图中画圈标明

处)越早,说明总压探针与机匣近壁距离越大,支杆

插入深度越大,沿z轴方向的尾迹宽度就越大,低

压区造成的总压损失范围越大;随着近壁距离的增

大,支杆长度越长,支杆与机匣壁面接触处的总压

损失强度越大,c/d为1.5~5.5时,总压损失强度

从50%增大到70%;随着近壁距离增大,在总压损

失系数达到10%处曲线出现转折,主要原因是总

压探针支杆长度增加,背部低压区分布较均匀,总

压损失分布也相应较均匀,总压损失系数较接近。

2.4暋临壁效应对流场流动均匀性的影响

计算域各截面示意图如图9所示,总压探针上

游及下游各截取两个截面,总压探针测量段及支杆

处各截取一个截面,根据截面所在位置分别用i1、

i2、i3、i4、i5、i6表示,如表1所示。

图9暋计算域截面示意图

Fig.9暋Schematicdiagramofthesectionin

calculationdomain

表1暋各截面坐标定义

Table1暋Definitionofeachsectioncoordinate

截面名称 截面位置/mm 截面名称 截面位置/mm

i1 y=-20 i4 y=13

i2 y=-5 i5 y=20

i3 y=5 i6 y=60

暋暋被测流场的流动均匀性变化如图10所示,横

坐标表示各截面位置,纵坐标表示速度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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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暋被测流场流动均匀性曲线

Fig.10暋Flowfielduniformitycurveofthe

measuredflowfield

从图10可以看出:从计算域进口至出口流动

均匀性整体下降,说明被测流场内速度存在扰动;

由于速度在到达总压探针入口截面时逐渐降低,从
计算域进口至总压探针前端速度均匀度曲线呈下

降趋势;总压探针附近出现低压区且靠近总压探针

支杆后方处出现速度最小值,总压探针附近截面

(如i4~i5)速度均匀度最低;随着气流向下游流

动,尾迹损失强度逐渐减小,直到沿程损失占主导

作用,故下游速度均匀度曲线先增大后减小;随着

总压探针与壁面相对距离由5.5到1.5,两壁面间

相互干扰的程度越大,总压探针附近处截面的速度

均匀度减小0.035%。

3暋结暋论

(1)为了研究临壁效应单独对总压探针总压

测量误差的影响,近壁距离须大于或近似等于附面

层厚度,使得总压探针不受附面层效应的影响。已

知附面层厚度为1.3mm,此时近壁距离越小,气
流偏转角越大,临壁效应造成的总压测量误差越

大,最小相对近壁距离c/d=1.25时总压测量误差

最大,最大值小于1%。为使单点总压探针获得较

准确的总压测量值,布置时近壁距离应大于等于3
倍支杆外径。

(2)当总压探针头部形状不同时,临壁效应造

成的总压测量误差不同,对半球形头部结构的总压

探针影响最大,对带半锥角型总压探针影响最小,

且随着总压探针支杆直径d越大影响越大。

(3)当c/d减小时,总压探针前端气流偏转角

产生误差,总压探针上表面边界层厚度减小、下表

面边界层厚度增大;c/d 为1.5~5.5,随着支杆插

入深度越深,沿高度方向的尾迹区宽度增加,总压

探针末端30mm 处尾迹总压损失系数最大值从

50%增大到70%。

(4)被测流场流动均匀性整体减小,靠近总压

探针后方i5截面处速度曲线下降幅度最大,c/d从

5.5到1.5时,速度均匀度减小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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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冰雹、冰块等外来异物被吸入进气道进而进入发动机,易导致发动机性能下降或者停车,威胁飞行安

全,因此分析涡桨飞机进气道旁通道的排异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适航规范,针对两种常见外来异物———冰

雹和冰块进行本体特性分析,确定其几何、质量以及初始姿态特性;通过计算流体力学(CFD)联合六自由度

(6DOF)方法,对某国产新型涡桨支线飞机主发动机进气道中的外来异物运动排除特性进行数值模拟,进一步

耦合LS灢DYNA软件对排除中遇到的碰撞问题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一旦异物与壁面发生碰撞,碎裂成若

干很小的碎块,能量损失,对发动机威胁较小,无论是进入主发动机或者旁通道,均可认为排除;但下壁面结冰

区的冰块容易直接进入主发动机,有可能造成严重影响,需要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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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il,iceandotherforeignmattersaresuckedintotheintakeportandthenentertheengine,which
caneasilyleadtheengineperformancedegradationorstop,threateningtheflightsafety.Therefore,itisof
greatsignificancetoanalyzetheexhaustcharacteristicsofthechannelbesidetheintakeportofturbopropair灢
craft.Accordingtotheairworthinesscriterion,twokindsofforeignbodies,hailandice,areanalyzedtodeter灢
minetheirgeometry,massandinitialattitude.BymeansofCFDand6DOFmethod,themovementandexclu灢
sioncharacteristicsofforeignbodiesinthemainengineinletofanewturbopropregionalaircraftaresimulated.
FurthercouplingtheLS灢DYNAsoftwaretosimulateandanalyzethecollisionproblemsencounteredintheex灢
clusion.Anumericalsimulationmethodfortheremovalofforeignmatterfromtheintakeportofturbopropen灢
gineisestablished.Theresultsshowthatoncetheforeignbodycollideswiththewall,itwillbreakupintosome
smallpieces.Theenergylossislessthreateningtotheengine.Whetheritentersthemainengineortheside
channel,itcanbeconsideredtobeeliminated;However,theiceintheiceareaofthelowerwallislikelytoen灢
terthemainenginedirectly,whichmaycauseseriousimpact,soitneedstobefocus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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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新型飞行器的性能要

求越来越高。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飞行环境,在恶

劣的飞行条件下仍可保持较好的性能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对该指标的标

准和考核要求存在差异,对于民用航空领域的涡桨

支线飞机,该指标的一个体现方面是飞机具有在外

来异物的影响下保持要求的飞行性能。因此,必须

在飞机设计的初始阶段考虑外来物的影响。
目前,涡桨支线客机应用较多,比如我国的新

舟系列飞机、ATR公司的涡桨客机系列以及庞巴

迪公司的 Q 系列飞机等,这些涡桨客机以高性价

比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大量应用。随着我国通用

航空产业的发展,对涡桨支线客机的需求必将急剧

增加。
新一代国产涡桨飞机使用的发动机进气道形

式与常规涡桨发动机存在较大不同[1灢3]。为了防止

外来异物被吸入进气道进入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性

能下降或者停车,从而威胁飞行安全,在进气道内

增设外来物排除装置,称为旁通道。该通道的设计

目的是期望超过发动机吞咽极限的异物能够在气

流的作用下进入该通道排出,从而减小对发动机性

能的影响,保证安全性,也能够满足飞机在恶劣环

境下飞行时的动力需求。
带有旁通道的进气道构型出现在20世纪80

年代初,是一种较为新型的进气道形式,目前国外

也只有 Q灢8等少数飞机使用。我国在20世纪90
年代初引进普惠的发动机为运7换发时曾经做过

一些试验研究[4],但是由于技术封锁,很难掌握详

细的设计分析方法[5]。
尽管如此,与该研究相关的一些外来物的研究

开展相对较多。国外,M.Papadakis等[6]建立了四

自由度轨迹分析代码,研究了三维均匀流场中方形

冰块的运动轨迹,并对其落点进行了概率分析;G.
S.Baruzzi等[7]开展了六自由度冰块的运动轨迹研

究,并利用大量实验获取轨迹仿真中所需要的气动

力数据;H.Kim 等[8]基于 DYNA3D 开发了冰雹

的第一个数值计算模型。国内,李玉龙等[9]、王计

真等[10]通过建立鸟炮装置,使用明胶代替飞鸟,详
细研究了鸟撞飞机部件的结构破坏情况,为飞机的

结构设计提供了翔实的参考;刁斌等[11]、朱书华

等[12]、杨立文等[13]、李旦等[14]、王文智等[15]、陈佳

慧等[16]、施萌等[17]分别通过数值模拟手段,对鸟

撞现象中的发动机叶片损失进行详细评估并与试

验进行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的研究多集

中在结构方面,只关注异物与飞机部件发生碰撞的

瞬时过程,而对异物在撞向飞机的过程中对飞机气

动性能的影响鲜少涉及,因此很难分析得到外来异

物的运动轨迹,从而无法进一步分析进气道的效能

和旁通道的设计合理性。
本文针对国产新型涡桨飞机进气道-旁通道

设计分析技术开展研究,将 CFD和六自由度方法

耦合,率先开展外来异物进入进气道的运动轨迹计

算分析,并耦合冲击动力学方法,对运动中可能发

生的碰撞现象进行探索分析,初步建立涡桨飞机进

气道排除外来异物的数值模拟方法。

1暋计算模型

本文选取某型国产新型涡桨支线飞机主发动

机短舱进气道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设计需求,位于

进气道末端的旁通道必须排除超过发动机吞咽极

限的各种外来异物,防止其进入压气机进气道内

部,影响发动机性能,威胁飞行安全。该发动机短

舱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暋计算短舱模型

Fig.1暋Computationalnacellemodel

2暋基于适航规范的外来异物属性

分析

涡桨飞机实际飞行中可能遇到的外来异物种

类较多,比如在简易跑道上起降时,砂石有可能被

吸入发动机;在高空飞行时,有可能遇到飞鸟;气温

变化较大时,有可能遇到冰雹和结冰现象。这些外

来异物均可能对飞行产生影响,其中,以冰雹和结

冰现象的威胁最大,因此本文重点对冰雹和结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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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也是涡桨发动机供应商重点

考虑的因素。
涡桨支线客机需要面向民用航空领域,因此需

要根据适航规范,结合各类国标首先确定外来物

特性。

2.1暋冰暋雹

根据适航规范[18],冰雹数量与发动机的进气

道面积有关,对于进气道面积大于0.064m2(100
in2)的发动机,每0.0968m2(150in2)的进气道面

积或其余数,为1颗25mm(1in)直径和1颗50
mm(2in)直径的冰雹。根据该规范,本文的计算

模型需要布置2颗20mm 和2颗50mm 直径的

冰雹,等距分布,并且为了考虑冰雹的位置影响,分
别计算唇口上、中、下位置的冰雹排除特性,如图2
所示。

图2暋冰雹分布

Fig.2暋Hailslocatedintheengineinlet

实际飞行中冰雹相对飞机具有水平和垂直的

下落速度,垂直下落速度可以根据适航规范由式

(1)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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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氀a 为空气密度;CD 为阻力系数。
水平方向的速度是随着距离飞机进气道的距

离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当距离较远时,进气道内流

场对冰雹的水平干扰较小,相对速度可认为是飞机

的飞行马赫数;当距离较近时,水平方向的速度受

到唇口处的内流影响。为了全面研究该影响,水平

方向的速度取飞行速度和内流速度两个极值。

2.2暋冰暋块

与冰雹不同,冰块主要是发动机唇口或者内部

区域在环境剧烈变化时产生的异物,因此其初始运

动状态与飞机一致。冰块相对于飞机初始速度为

0,当脱落后,在气流的冲刷下局部翘起、折断、脱落

后运动。发动机进气系统的结冰,指的是进气道前

缘、锥形整流罩、支柱以及第一级压气机前导流叶

片等处的结冰[19灢20]。本文重点考虑从唇口以及进

气道内部结冰区脱落的冰块,因为这部分冰块对进

气道的影响最大。
根据适航规范,发动机的吞冰试验仅考虑一个

冰块,形状主要为混合冰,结合某型国产涡桨支线

飞机发动机的排异能力实际和吞冰试验的尺寸规

范,冰块的尺寸选定为最大排异尺寸。冰块的脱落

位置选为唇口上下左右以及进气道下壁面结冰区

域;同时,冰块在脱落后会受力翘起一定角度,目前

并没有对冰块初始姿态的准确研究,本文设定冰块

初始翘起角度为30曘,主要是模拟大翘起角度下受

气流冲击力较大情形时的冰块运动现象。因此,选
定的冰块计算模型如图3~图4所示。

图3暋唇口周围的冰块

Fig.3暋Icecubesaroundtheengineinlet

图4暋进气道下壁面结冰区冰块

Fig.4暋Icecubenearthelowerwallinengineinlet

3暋外来异物在进气道中运动过程的

数值仿真方法

3.1暋基本步骤

无论是冰雹还是冰块,在进入进气道之后,都
会在进气道内流的作用下进行运动,可以借助计算

流体力学(CFD)计算联合六自由度(6DOF)方法

求解得到异物的运动轨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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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状态的不同,异物在受力运动之后,有可能会发

生与壁面的碰撞或者异物之间的碰撞,此时,需要

进一步耦合冲击动力学方法开展异物的碰撞分析。
总体来看,对于冰雹或者冰块的排除,数值模拟时

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是使用CFD联合6DOF求解非定常运动,

实时计算异物与壁面、异物之间的最小距离;
二是当异物与异物之间或者异物与壁面之间

距离 不 断 减 小,并 且 小 于 设 定 的 阈 值 (d =
0.1mm)时,认为碰撞发生,此时调用冲击动力学

程序处理碰撞。
计算结果的判定方法为:栙若没有碰撞直接进

入旁通道,认为异物排除,而直接进入主发动机,则
可能严重威胁飞行安全;栚发生碰撞则判定碰撞后

的尺寸形状,如果远小于排异能力,认为即使进入

主发动机也不会有严重影响,计算结束;如果碰撞

后尺寸较大,则继续计算。
总体的方法如图5所示。

图5暋计算流程图

Fig.5暋Simulationflowchart

3.2暋仿真中的计算方法

根据外来物的排除数值计算过程,使用的方法

包括CFD方法、六自由度方程以及冲击碰撞模拟。
(1)CFD方法

本文的分析方法需要大量的动态非定常计算,
因此CFD计算基于三维非定常欧拉方程,不考虑

粘性的影响,其控制方程为

毠
毠t犿

V

WdV+犽
毠V

F·nds=0 (2)

(2)6DOF仿真

使用六自由度方程来计算随气流运动的冰块

的位移以及绕着重心的角速度。Fluent软件中内

置了相应的六自由度模块,惯性坐标系下的绕着重

心的控制方程为

v·
G =1

m暺fG (3)

式中:v·
G 为中心的运动加速度;m 为运动物体质

量;fG 为因重力而产生的力向量。
物体的角运动可以使用物体坐标计算得到

氊·
B =L-1(暺MB -氊BL氊B) (4)

式中:L为惯性张量;MB 为物体力矩向量;氊B 为刚

体角速度向量。
力矩通过式(5)从惯性到体坐标转换得到

MB =RMG (5)
式中:R为转换矩阵,其形式为

R=

C毴C氉 C毴S氉 -S毴

S毤S毴C氉 -C毤S氉 S毤S毴S氉 +C毤C氉 S毤C毴

C毤S毴C氉 +S毤S氉 C毤S毴S氉 -S毤C氉 S毤C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毴

(6)
式中:C氈=cos(氈);S氈=sin(氈);毤、毴、氉 分别为欧

拉角。
(3)碰撞仿真

碰撞的仿真分析基于FE有限元模型,该方法

是求解连续介质力学问题的典型方法,可以重现高

速撞击下的物体行为。网格建立在物体上,当物体

发生大的变形时,网格也发生变化。

3.3暋仿真计算中的边界条件设置

流体仿真分析时,使用的边界条件包括远场、
壁面以及压力出口。压力出口边界设置在发动机

进气道出口位置,通过调节出口压力的变化,可以

迭代修正得到满足发动机质量流量要求的计算工

况。碰撞分析时,需要定义物体的材料属性、接触

碰撞面、载荷以及约束条件等。需要注意的是,根
据结冰的条件等,冰的属性非常多,并且每一种属

性的冰,其碰撞结果都不相同,要全部模拟该形式

计算量巨大,本文仅使用常见的一种属性参数来构

建冰雹以及冰块排出的数值模拟方法[21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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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涡桨飞机进气道排异特性仿真结

果及分析

4.1暋冰雹排除特性分析

冰雹存在时的计算网格如图6所示,全部使用

非结构网格,总网格量350万,使用动态网格重构

技术来模拟冰雹的实时运动,同时实时监控其运动

轨迹。

(a)表面网格1

(b)表面网格2

图6暋冰雹排除计算网格

Fig.6暋Computationalgridsinhailexclusion

该发动机的计算工况如表1所示,根据本文建

立的外来物排除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为:四颗冰雹

均与进气道壁面发生碰撞。

表1暋冰雹排除计算工况

Table1暋Casesofhailexclusion

高度(H)/m Ma 攻角(毩)/(曘) 侧滑角(毬)/(曘)

0

1000

3000

6000

0.200

0.248

0.338

0.527

0

0、6、12

0、6

0、6

0

0、10

0、10

0、10

暋暋所有的计算工况下,四颗冰雹均与壁面发生了

碰撞,并未发生没有碰撞直接进入主发动机或者旁

通道的现象。由于质量特性的不同,碰撞发生的先

后顺序也存在差异。整个过程为冰雹在初始速度

下向发动机进气道内部运动,同时气流的作用力改

变了其三向运动速度和三轴转动速度,其运动轨迹

也随之变化。当冰雹向着壁面运动并且最小间距

小于设定的阈值时,调用LS灢DYNA软件计算碰撞

过程。
其中一个状态的碰撞发生后的仿真结果如图

7所示,可以看出:碰撞之后冰雹碎裂成若干个小

冰块,这些小冰块的最大体积远小于发动机的排异

尺寸,并且碰撞完成后,整个冰雹的动能损失极大,
碰完的小碎块反弹速度很小,多数沿着壁面向进气

道内部滑向旁通道区域。因此,对于冰雹进入进气

道的情形,运动过程实际上应该是:运动-碰撞-
破碎-排除,即使是碰撞完的碎片进入主发动机,
也因尺寸远小于吞咽极限而不会对压气机系统造

成明显影响,因此该工况下的冰雹异物对发动机安

全性的影响不大。

(a)冰雹初始位置

(b)冰雹撞击位置

(c)冰雹撞击开始

(d)冰雹撞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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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撞击过程法向速度变化

(f)撞击过程能量损失

图7暋冰雹排除计算结果(唇口中部)

Fig.7暋Exclusionresultsofhaillocatedin

middleofengineinlet

4.2暋冰块排除特性分析

冰块的计算工况与冰雹一致,其计算网格同样

采用非结构动态网格重构,网格量约为400万,如
图8所示。

(a)唇口上部冰块计算网格

(b)下壁面结冰区冰块计算网格

图8暋计算网格

Fig.8暋Computationgridsofhail

各个工况下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

出:当冰块位于唇口周围时,在所有的计算工况下

唇口周围上下左右部分的冰块最终都与进气道壁

面发生了碰撞。

表2暋冰块排除结果

Table1暋Casesandresultsoficecubeexclusion

高度(H)/m Ma 冰块位置 计算结果

0 0.200
唇口上下左右

下壁面

碰撞

直接进入主发动机

1000 0.248
唇口上下左右

下壁面

碰撞

直接进入主发动机

3000 0.338
唇口上下左右

下壁面

碰撞

直接进入主发动机

6000 0.527
唇口上下左右

下壁面

碰撞

直接进入主发动机

暋暋H=6000m,Ma=0.527,攻角和侧滑角均为

0曘时的唇口下部冰块的计算结果如图9所示。冰

块不同于冰雹,它没有初始速度,即相对发动机的

初始速度为0,之后在气流的作用下,承受三轴力

和力矩,开始进行运动,姿态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

当冰块与壁面之间的距离不断减小并小于设定的

阈值时,认为碰撞发生,调用 LS灢DYNA 进行碰撞

分析。

(a)唇口下部冰块初始位置

(b)唇口下部冰块碰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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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唇口下部冰决撞击前

(d)唇口下部冰块撞击后

图9暋冰块排除计算结果(唇口下部)

Fig.9暋Exclusionresultsoficecubelocatedatthe

bottomofengineinlet

从图9可以看出:冰块与壁面发生碰撞时,更

易碎成若干很小的冰块,这些冰块的尺寸远小于发

动机的排异尺寸,因为能量损失,同样也会沿着进

气道壁面滑向旁通道,不会严重威胁发动机的

安全。

所有工况下,当冰块位于进气道内部下壁面结

冰区时,30曘偏角的冰块在气流作用下未与壁面发

生碰撞,而是直接进入了主发动机。H=6000m,

Ma=0.527,攻角和侧滑角均为0曘时的下壁面结冰

区冰块的计算结果如图10所示。

(a)下壁面结冰区冰块初始位置

(b)下壁面结冰区冰块进入主发动机

图10暋下壁面结冰区冰块的计算结果

Fig.10暋Exclusionresultsoficecubenear

lowerwallofengineinlet

从图10可以看出:在气流的作用下,冰块向发

动机内部翻滚飘入主发动机,这种情形十分危险,
尽管进入主发动机的冰块会与其叶片等发生碰撞,
之后碎裂成较小的冰块,但是碰撞过程中尺寸较

大、速度较高的冰块极易损伤发动机内部部件,对
其性能和安全性产生严重的威胁。

综合冰块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唇口的冰块进

入进气道后,易碰撞在进气道内部壁面上破碎,对
于发动机的威胁较小;而进气道下壁面结冰区的冰

块有不碰撞直接进入主发动机的趋势,极可能对发

动机产生严重威胁,因此在进行进气道设计时,该
处需要特别注意设置相应的防冰措施。

5暋结暋论

(1)冰雹进入进气道后,在选定的计算工况

下,均与壁面发生碰撞,碎裂成的小冰块尺寸远小

于发动机排异能力,对发动机威胁较小。
(2)唇口周围的冰块在气流作用下运动,均与

壁面碰撞破碎,对发动机威胁很小;但是下壁面结

冰区的冰块有不发生碰撞直接进入主发动机的趋

势,对整个发动机性能和安全威胁极大,需要重点

关注。
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大量

试验数据的支撑,下一步需要结合试验方法以及更

细致的气动设计方法,对发动机性能分析、进气道

设计以及旁通道设计进行深入研究。

072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参考文献
[1] 陈怀荣,王曦.国外涡桨发动机控制技术的发展[J].航空

发动机,2016,42(6):9灢17.

CHEN Huairong,WANG Xi.Developmentofturboprop
enginecontroltechnology[J].Aeroengine,2016,42(6):9灢

17.(inChinese)

[2] YAZARI,YASAT,KIYAKE.Simulationbasedsteady灢
stateaero灢thermalmodelforsmall灢scaleturbopropengine
[J].AircraftEngineering& AerospaceTechnology,2017,

89(2):203灢210.
[3] 徐弘历.涡桨飞机进气道设计方法及性能研究[D].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6.

XU Hongli.AnalyticaldesignofturbopropS灢ductintake
[D].Nanjing: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灢
tronautics,2016.(inChinese)

[4] 陈晓,李潞龙,马若龙.带有腔室旁通道的进气道气动性能

试验研究[J].航空动力学报,1994(3):267灢270.

CHENXiao,LILulong,MARuolong.Experimentonaer灢
odynamicsofinletwithbypassduct[J].JournalofAero灢
spacePower,1994(3):267灢270.(inChinese)

[5] MIBG,ZHAN H.Numericalsimulationonrigidforeign

objectexclusionintheturbopropengineintakesystemwith

abypassduct[J].IEEEACCESS,2019,7:61920灢61933.
[6] PAPADAKISM,YEONGH W,SUARESI,etal.Exper灢

imentaland computationalinvestigation oficeshedding
from aircraftsurfaces[C]曃 AIAA Aerospace Sciences

MeetingandExhibit.USA:AIAA,2006:261灢267.
[7] BARUZZIGS,LAGAC湨P,AUB湨M S,etal.Develop灢

mentofashed灢icetrajectorysimulationinFENSAP灢ICE
[R].[S.l.]:SAETechnicalPapers,2007.

[8] KIM H,KEDWARD K T.Modelinghailiceimpactsand

predictingimpactdamageinitiationincompositestructures
[J].AIAAJournal,2012,38(7):1278灢1288.

[9] 李玉龙,石宵鹏.民用飞机鸟撞研究现状[J].航空学报,

2012,33(2):189灢198.

LIYulong,SHIXiaopeng.Investigationofthepresentsta灢
tusofresearchonbirdimpactingoncommercialairplanes
[J].Acta AeronauticaetAstronauticaSinica,2012,33
(2):189灢198.(inChinese)

[10] 王计真,刘小川.鸟撞平板试验与鸟体本构参数识别方法

[J].航空学报,2017,38(s1):101灢106.

WANGJizhen,LIU Xiaochuan.Testofbirdstrikingon

panelandidentificationmethodforbirdconstitutiveparame灢
ters[J].ActaAeronauticaetAstronauticaSinica,2017,38
(s1):101灢106.(inChinese)

[11] 刁斌,左洪福,蔡景.基于PAM灢CRASH 的鸟撞风挡有限

元分析[J].航空计算技术,2016,46(5):112灢114.

DIAOBin,ZUO Hongfu,CAIJing.Finiteelementanaly灢
sisofbird灢impactwindshieldsbasedonPAM灢CARSH[J].

AeronauticalComputing Technique,2016,46(5):112灢

114.(inChinese)暋
[12] 朱书华,王跃全,郭亮,等.鸟撞飞机风挡非线性数值分析

[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1,43(6):738灢744.

ZHUShuhua,WANGYuequan,GUOLiang,etal.Non灢
linearnumericalsimulationofbirdimpactonaircraftwind灢
shield[J].JournalofNanjing University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2011,43(6):738灢744.(inChinese)

[13] 杨立文,韩全民,张彦军.隔板支持刚度对机翼前缘鸟撞性

能的影响分析[J].力学与实践,2016,38(1):33灢38.

YANGLiwen,HAN Quanmin,ZHANG Yanjun.Influ灢
enceofrib灢supportingstiffnessonresponseofbirdimpact

forleadingedgestructure[J].MechanicsinEngineering,

2016,38(1):33灢38.(inChinese)

[14] 李旦,赵廷渝,王永虎.鸟撞飞机风挡数值模拟研究[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0(4):36灢40.

LIDan,ZHAOTingyu,WANGYonghu.Numericalsimu灢
lationofbirdimpactonaircraftwindshield[J].Journalof

SichuanUniversityofScience& Engineering(NaturalSci灢
enceEditiion),2017,30(4):36灢40.(inChinese)

[15] 王文智,万小朋,郭葳.民机风挡结构抗鸟撞仿真分析与设

计[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27(4):481灢484.

WANG Wenzhi,WAN Xiaopeng,GUO Wei.Studying
causeofcrackduetobirdimpactofwindshieldsupport

structureofacertainChinesecivilaviationaircraftandits

solution[J].JournalofNor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灢
ty,2009,27(4):481灢484.(inChinese)

[16] 陈佳慧,胡宇群,陈川.大型民用飞机风挡鸟撞的适航分析

与数值仿真[J].航空计算技术,2016,46(4):91灢94,98.

CHENJiahui,HU Yuqun,CHEN Chuan.Airworthiness

analysisandnumericalsimulationofbirdimpactonlarge

civilaircraftwindshiled[J].AeronauticalComputingTech灢
nique,2016,46(4):91灢94,98.(inChinese)

[17] 施萌,孔令勇.基于SPH 算法的襟翼鸟撞分析研究[J].科

技视界,2018(14):33灢35.

SHIMeng,KONGLingyong.Birdimpactanalysisofwing
innerflapbasedonSPH method[J].ScienceandTechnolo灢
gyHorizon,2018(14):33灢35.(inChinese)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

机通用规范:GJB241A-2010[S].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装备部,2010.

Chinese PLA General Armament Department. General

specificationforengine,aircraft,turbojetandturbofan:

GJB241A-2010[S].Beijing:ChinesePLAGeneralArma灢
mentDepartment,2010.(inChinese)

[19] 白尨,刘月平.航空发动机进气系统结冰适航性条款研究

[J].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2013,26(5):41灢45.

BAIMeng,LIUYueping.Airworthinessstandardonaero灢
engineinductionsystemicing[J].GasTurbineExperiment

andResearch,2013,26(5):41灢45.(inChinese)

[20] 冯丽娟,李冬,易贤.民用航空发动机进气道防冰系统设计

方法研究[J].航空工程进展,2017,8(3):335灢341.

FENGLijuan,LIDong,YIXian.Civilaero灢engineinlet

anti灢icingsystempowerrequirementdefinitionmethodology
(下转第278页)

172第2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王利敏等:涡桨飞机发动机进气道排除异物特性数值研究



第11卷 第2期

2020年4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2
Apr.2020

收稿日期:2019灢11灢19;暋修回日期:2019灢12灢26
通信作者:谭博,tanbo19870630@163.com
引用格式:谭博.多窗口传输协议及其在航空电子系统大数据传输中的应用[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2):272灢278.

TANBo.Multiplewindowprotocolanditsapplicationinlargedatatransferofavionicssystem[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灢
enceandEngineering,2020,11(2):277灢283.(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2灢272灢07

多窗口传输协议及其在航空电子系统
大数据传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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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综合航电系统设计研究所,西安暋710089)

摘暋要:随着航空电子系统模块化技术的发展,系统内大数据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多,现有的大数据传输方式或

需要更改系统架构,或需要系统具有特定功能支持,难以在不同的航空电子系统中进行广泛应用。提出一种多

窗口传输协议,并给出其实现方法,该协议使用额外的资源同时进行多窗口信息传输,以保证在机载网络不稳

定环境下传输的速率和稳定性。试验表明:本文提出的多窗口传输协议能够满足系统大数据传输的需求,且该

方法在应用层实现,避免了对系统现有硬件和软件架构的更改,适用范围较广。

关键词:窗口传输协议;集成模块化航空电子系统;大数据传输;嵌入式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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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WindowProtocolandItsApplicationinLargeData
TransferofAvionicsSystem

TANBo
(AvionicsSystemDesignDepartment,AVICTheFirstAircraftInstitute,Xi暞an710089,China)

Abstract:Astechniqueofintegratedmodularavionicsdeveloping,therequirementoflargedatatransferisin灢
creasinglyclear.Methodscurrentlyusedeitherneedtomodifyexistingarchitectureorneedspecificfunctional

supportfromoperatingsystem,whichlimitstheirapplicationindifferentavionicssystems.Inordertosolve

thisproblem,amultiplewindowprotocolaswellasitsimplementationisproposedinthisthesis.Thisprotocol

appliesextraresourcetokeeptransferring multiplewindowsandremainshighstabilityandefficientlywhile

workinginunstableairbornenetworks.Therefore,itcanmeettherequirementofefficiencyandstabilityof

largedatatransferringinavionicssystem.Andalso,thisprotocolcanbeimplementedatapplicationlevel;there

isnoneedtomodifyexistingsystemarchitecture.Thischaractermakesithaveawildrangeofapplication.

Keywords:windowtransferprotocol;integratedmodularavionicssystem;largedatatransfer;embeddedappli灢
cationsoftware

0暋引暋言

随着航空电子系统整体架构向着模块化、分布

式的方向快速发展,传统的采样和队列数据传输方

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航空电子系统的数据传

输需求。随着用户需求和技术手段的更新,航空电



子系统数据传输出现了大数据传输需求,这类传输

需求通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传输数据量大且

长度不定,大数据量使得在航空电子系统内完成数

据的实时传输非常困难,而且与传统的采样或队列

消息传输需求不同,传输的大数据无法在系统设计

阶段以系统接口控制文件(InterfaceControlDoc灢
ument,简称ICD)的方式进行控制,进而对其长

度、内容、格式等进行限定,而需要在系统运行时进

行动态的适配;二是大数据传输必须在系统在线运

行时进行,与系统可在离线状态下加载的数据不

同,系统内传输的大数据通常会影响系统功能运行

的正确性,因此无法像应用程序或配置表等数据那

样,在系统离线状态下以专用设备进行一对一的数

据传输。
目前,航空电子系统大数据传输有多种实现思

路。徐克等[1]给出了一种利用系统提供的可高速

访问的资源,以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分区间进行大数

据传输,应用该方式可在分区间以高速率和高稳定

性完成数据传输,但是这种方式仅适用于系统内单

个结点内部的数据传输,无法满足系统内各结点之

间以及系统间的大数据传输需求,此外,该方式的

实现依靠操作系统,限制了其应用范围,不具有普

适性;李 文 涛 等[2]给 出 了 一 种 利 用 FTP(File
TransferProtocol)协议将大数据存储为文件后进

行传输的方式,该方式技术成熟,速率和性能较好,
但是使用FTP协议需要操作系统支持,且需要在

系统中增加文件服务器结点,这将限制系统内硬件

平台和操作系统的选择,并影响航空电子系统的架

构,为系统设计引入了额外的成本;志超有等[3]指

出,现代机载总线能够提供很高的传输速率,因此,
另一种实现思路是直接利用机载总线将大数据通

过网络数据分包的方式进行直接传输,但是在实际

使用时,因机载网络无法在单次传输中完成大数据

的全部数据传输,存在阻塞应用程序的情况,会影

响航空电子系统的正常功能和系统安全性。此外,
经查阅 ARINC653标准[4灢6],发现大数据传输服务

并不是标准的服务/接口,以 Vxworks操作系统为

例,在其操作手册和配置手册[7灢8]中,均未针对大数

据传输应用场景提供对应的服务或接口。
本文结合工程实际,发现在目前的航空电子系

统中存在大数据传输需求的应用场景有限,可以使

用网状通讯结构构建满足大数据传输的系统网络

架构,并通过流量控制的方式完成大数据的传输;
重点研究窗口协议在大数据传输中的应用前景,并
给出一种可高效稳定传输大数据的改进窗口协议。

1暋航空电子系统大数据传输

首先需对本文大数据传输的概念进行简单定

义。因各航空电子系统的网络选型、总线类型、硬
件设备等存在差异,所以各系统对大数据的长度定

义不尽相同。本文在以下描述中,定义系统大数据

传输为:传输数据量超过最小任务调度周期内能够

完成传输的最大数据量的数据传输。
一种典型的模块化航空电子系统的架构如图

1所示,系统内各节点的应用软件与其分区操作系

统(PartitionOperatingSystem,简称 POS)联合,
形成系统中的一个逻辑节点。其中,应用软件负责

完成逻辑节点分配的功能,分区操作系统通过应

用/执行 接 口 (Application Executive,简 称 A灢
PEX),向应用程序提供硬件资源操作的接口。逻

辑节点可在系统内任意模块进行部署,各逻辑节点

之间通过机载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完成节点状态和

数据的同步。

图1暋模块化航空电子系统架构示意图

Fig.1暋Diagramofmodularavionicsystemarchitecture

航空电子系统内,大部分数据以采样数据(例
如传感器采集数据、设备状态、引导参数等)或队列

消息(例如人机交互指令)的方式进行传输,这两类

数据传输的内容、格式和长度都可以在系统的设计

阶段明确并限制。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

增加,出现了仅依靠这两类数据所无法完成的应用

场景。以某型飞机航空电子系统中飞行管理分系

统(以下简称为飞管)为例,该分系统采用模块化架

构,由三个运行分区组成,部署于标准的硬件模块

上。使用时,航空电子系统对系统内的主从飞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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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同步的需求,要求在任意飞管完成飞行计划编

辑并确认后,将数据同步至另一飞管。在该应用场

景中,需要同步的数据依据飞行计划的长度而有所

差异,若在每次同步时均指定依据最大长度进行传

输,则会导致编辑完成后同步时间过长,严重影响

用户使用体验,若指定长度小于实际长度,又会造

成数据传输不完整,影响功能的正确性。如何高效

稳定地传输这类长度不定的大数据,是本文希望解

决的问题。

2暋窗口传输协议

为了解决航空电子系统大数据传输的问题,一
种有效的思路是依靠系统队列消息传输的能力,引
入窗口传输协议,将待传输数据进行分组并以异步

传输的方式完成大数据的收发。该思路具有以下

优点:
(1)易于实现。窗口协议的数据分组和窗口

收发操作,可以通过队列消息的传递实现。因此,
一般航空电子系统都具备通过窗口传输来实现大

数据传输的条件。此外,窗口协议传输大数据可以

在系统的应用层实现,避免对系统设计方案和架构

进行更改。
(2)易于监控。传输数据最终通过队列消息

收发实现,传输过程对于应用层可见可控。
(3)轻量级。窗口协议传输只实现数据传递

的功能,所需的系统资源少。
以下列举三种典型的窗口协议,并对其在航空

电子系统中的应用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

2.1暋停止等待协议

停止等待协议的发送和接收窗口大小均为1,
即每次只传递一个数据分组,其实现容易且能够保

证传输数据的正确性,是目前实际中使用的大数据

传输方式之一。但该协议网络利用率低,传输耗时

随数据量增长明显,难以满足大数据传输的速率

要求。

2.2暋回退协议

回退协议的发送窗口大小通常为大于1的整

数,接收窗口大小为1。发送方将窗口内的数据分

组依次发出,接收方在接收到错误数据分组后向发

送方反馈,随后从出错的数据分组重新进行传输。

应用时,该协议在环境不稳定时进行大量重发,易
造成网络通讯拥堵,对机载网络和接收端的性能有

较大影响。

2.3暋重传协议

重传协议的发送和接收窗口大小相同,通常为

大于1的整数。发送方将窗口内的数据分组依次

发出,接收方在接收窗口填满或到达最大间隔后,
反馈接收状态。发送方依据反馈,将未正确收到的

数据进行重传,或继续发送下一窗口。应用时,该
协议在环境不稳定时发送速率明显降低。

3暋多窗口协议

现有的典型窗口协议在应用时,存在传输效

率、稳定性等多方面的不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
文提出一种多窗口传输协议,与传统的窗口协议相

比,在网络环境不稳定时,它同时进行多个窗口传

输,在提高传输效率的同时,避免了发送大量冗余

数据,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传输效率。
本文方法的核心思路是,在网络环境不稳定

时,发送端用未正确接收的数据分组和待发送的数

据分组尽量填充发送的逻辑窗口,提高数据发送的

效率;接收端在接收到新逻辑窗口的数据分组时,
开辟多个数据缓存区,对应接收各逻辑窗口的数

据,并在逻辑窗口数据填满或达到设置最大接收时

间窗口后,向发送端发送 ACK 确认,达到减少冗

余数据的目的。
本文的多窗口传输协议(如图2所示)的一般

过程为:
(1)设置数据分组大小不超过网络最大传输

单元长度,逻辑窗口大小不超过队列长度;
(2)将待传输数据依据逻辑窗口大小和数据

分组大小划分为i个逻辑窗口(W1,W2,…,Wi);
(3)发送方将当前逻辑窗口Wa 内的数据分

组(Pa1,Pa2,…,Paj)依次发送;
(4)接收方接收到数据后,将接收数据分组

(Pa1,Pa2,…,Paj)存入Wa 对应的缓存区,并在接

收到带有新逻辑窗口编号的数据分组Pbk时,申请

新缓存存储 Wb 的数据分组,启动相应的窗口

计时;
(5)在任意逻辑窗口填满,或任意时间窗口满

足后,反馈对应逻辑窗口的接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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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送方依据接收状态,将逻辑窗口内Wa

未被正确接收的数据和之后的逻辑窗口Wb 内待

发送的数据组成临时窗口发送(Pai,…,Paj,Pbk,
…,Pbl);

(7)重复执行流程(3)~(6),直至数据发送完

毕或超时退出。

(a)发送方活动图

(b)接收方活动图

图2暋多窗口协议活动图

Fig.2暋Activitydiagramofmultiplewindowprotocol

从传输过程可以看出:多窗口传输协议在数据

划分时,除数据分组序号外还增加了逻辑窗口序

号,以便在多窗口数据分组传输时进行区分。当网

络环境稳定时,本协议等同于重传协议,具有与重

传协议相同的传输效率;当网络环境不稳定时,与

其他窗口协议相比,多窗口协议通过多缓存区的方

式同时接收多个逻辑窗口的数据,达到最大化的网

络利用率,充分利用传输的时间窗口,提高了传输

效率。这一特点也使得多窗口传输协议需要更多

的系统资源支持。

此外,多窗口协议采用队列消息异步通讯的方

式实现数据传递,避免了收发过程中阻塞应用程

序。在应用层中实现的特点,也使得采用多窗口协

议不必对原有的系统硬件架构和软件架构进行更

改,可以用于方案和架构难以调整的航空电子系统

中进行大数据传输。

4暋试验过程及结果

以某型飞机航空电子系统的飞管数据同步应

用场景为例,任意一侧飞管在编辑完成后,向对侧

飞管同步新的当前计划和备份计划,以保证两侧数

据的一致性。飞行计划长度依据包含的航线和航

路点的数目变化,最长情况下可达到110496字

节,因此,单次传输的最大数据量为220992字节

(当前计划和备份计划均达到最大长度时),网络传

输的最大传输单元为1204字节,据此设置数据分

组大小为1204字节,其中头信息占4字节,包含

逻辑窗口号和窗口内的分组号,传输信息占1200
字节。

参考文献[9]~[13]设计了此次试验的仿真数

据总线并建立了试验环境,依据文献[14]~[15]确

定通过对传输任务调度周期进行计数的方式分析

传输效率和健壮性的方式。最终在航空电子系统

试验室中对本文协议及三种典型的窗口协议进行

测试,待传输的数据大小为220992字节,划分为

185个分组。测试中,除停止等待协议的逻辑窗口

大小为1外,其余协议的逻辑窗口大小均设置为

5,航空电子系统试验结果如表1~表4所示,表中

各栏计量单位为个,表示传输任务的调度周期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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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窗口计数。其中,最小传输周期、最大传输周

期和平均传输周期为完成单次传输所需的调度周

期计数,发送窗口数(平均)、接受窗口数(平均)为

完成20次试验中,单次传输过程中收发窗口计数

的平均值,丢弃分组数(平均)为完成20次试验中,

单次传输过程中丢弃的冗余或无效数据分组计数

的平均值。

4.1暋传输速率测试

系统正常运行,进行飞行计划同步,同步期间,

不进行其他操作。在此条件下进行20次数据同

步,以第一组数据分组发出传输完成 ACK 为止的

收发任务调度次数作为传输耗时,统计各窗口协议

在网络环境良好情况下的传输速度,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1暋传输速率测试结果

Table1暋Transferspeedtestresult

协议类型
最小传

输周期

最大传

输周期

平均传

输周期

发送窗口

数(平均)
接收窗口

数(平均)
丢弃分组

数(平均)

停止等待 185 186 186.0 186.0 186.0 0

回退 37 42 37.8 37.8 37.8 0

重传 37 41 37.6 37.6 37.6 0

多窗口 37 41 37.7 37.7 37.7 0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试验过程中,系统中、测试

中、运行过程中的周期性数据收发、异常处理等情

况无法完全屏蔽,导致每次传输的耗时有部分差

别;总体看来,在网络环境良好情况下,协议均以最

佳速度进行传输,其中,因停止等待协议每个调度

周期只收发一个数据分组,其传输速率明显低于其

他三种协议,其他三种协议在网络环境良好时,传

输速率基本一致,没有明显差异。

4.2暋健壮性测试

实际机载网络环境存在丢失、延迟、重复发送

等各类故障情况,因此,健壮性也是应用时必须考

虑的因素。通过在测试网络环境中注入故障的方

式,对四种窗口协议的健壮性进行测试。

设置网络丢包率为 10%,测 试 结 果 如 表 2
所示。

表2暋丢包情况传输速率测试结果

Table2暋Packetlosstransferspeedtestresult

协议类型
最小传

输周期

最大传

输周期

平均传

输周期

发送窗口

数(平均)
接收窗口

数(平均)
丢弃分组

数(平均)

停止等待 239 241 239.6 203.8 185 0

回退 81 85 81.7 55.5 55.5 46.1

重传 81 85 81.8 55.3 55.3 0

多窗口 44 47 44.9 41.9 41.9 0

暋暋设置网络乱序发生概率为10%,测试结果如

表3所示。

表3暋乱序情况传输速率测试结果

Table3暋Out灢of灢ordertransferspeedtestresult

协议类型
最小传

输周期

最大传

输周期

平均传

输周期

发送窗口

数(平均)
接收窗口

数(平均)
丢弃分组

数(平均)

停止等待 185 187 185.6 185.6 185.6 0

回退 81 85 81.9 55.7 55.7 46.5

重传 37 39 37.4 37.4 37.4 0

多窗口 37 39 37.5 37.5 37.5 0

暋暋设置网络数据重传发生概率为10%,测试结

果如表4所示。

表4暋重传情况传输速率测试结果

Table4暋Retransmittransferspeedtestresult

协议类型
最小传

输周期

最大传

输周期

平均传

输周期

发送窗口

数(平均)
接收窗口

数(平均)
丢弃分组

数(平均)

停止等待 185 187 186.2 186.2 186.2 18.7

回退 37 41 37.5 37.5 37.5 18.4

重传 37 41 37.7 37.7 37.7 18.5

多窗口 37 41 37.8 37.8 37.8 18.5

暋暋从表2~表4可以看出:在网络故障影响下,

多窗口协议受到的影响最小,在四种协议中传输效

率和健壮性最好,而且没有多余数据传输,对机载

网络和接收端的负载影响小。

4.3暋试验总结

综合传输速率和健壮性试验的结果,可得:

(1)停止等待协议在网络传输丢包故障发生

后,仅请求重传丢失的一个数据分组,没有额外的

数据分组传输,因此,受丢包故障影响较小,在丢包

率为10%的情况下,平均传输时长增长约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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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传输效率明显低于其他几种协议,因此在

数据量较大的应用场景中,停止等待协议难以满足

数据传输的速率要求。

(2)回退协议和重传协议的逻辑窗口内包含

的数据分组多,因此,在网络存在丢包故障时,窗口

发送失败的概率与停止等待协议相比更高,受到的

影响更大,在丢包率为10%的情况下,平均发送时

长增长约116%。此外,回退协议在数据重发时会

将丢失的数据分组及之后的全部数据分组重新传

输,造成网络上存在大量的冗余数据,对网络和接

收端的影响较大。

(3)回退协议对数据到达的顺序有要求,数据

顺序错误会导致接收端请求重传最后一组有效数

据分组及之后的数据分组,使得通讯链路上存在大

量的冗余数据,对机载网络和接收端的影响较大。

而其他三种协议对数据到达顺序没有要求,因此不

受数据顺序错误的影响。

(4)四种协议的接收方都会丢弃接收到的重

复数据分组,因此网络数据重传故障对四种协议的

传输效率基本没有影响,仅会略微影响接收端的

性能。

(5)本文提出的多窗口协议受各类网络故障

的影响最小,在故障情况下,与重传和回退协议相

比,多窗口协议的平均传输周期更短,冗余数据量

更少。

5暋结暋论

本文提出的多窗口数据传输协议,可以在不对

系统配置、操作系统或硬件进行修改的前提下,仅

对应用程序进行变更,达到为具有队列消息传输能

力的航空电子系统提供大数据传输功能支持的目

的。这种解决方案相比目前使用的文件传输协议

和停止等待传输协议,所需消耗的人力、资源和时

间成本更少,且能达到较高的传输速率,具有稳定

的传输性能,可为航空电子系统后续功能的扩展和

更新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 徐克,熊志勇,李奎.VxWorks653分区进程间大数据共享

方法研究[J].测控技术,2016,35(11):98灢102.

XUKe,XIONGZhiyong,LIKui.Researchonmethodfor

sharingbigdatabetweenVxWorks653partitionprocesses
[J].Measurement& ControlTechnology,2016,35(11):

98灢102.(inChinese)

[2] 李文涛,徐波.基于VxWorks下的FTP传输技术研究[J].
科技与创新,2015(11):103灢104.

LIWentao,XU Bo.UnderFTPtransmissiontechnology

basedonVxWorks[J].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灢
tion,2015(11):103灢104.(inChinese)

[3] 志超有,唐长红.机载数据总线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465灢467.

ZHIChaoyou,TANGChanghong.Avionicsdatabustech灢
nologyanditsapplications[M].Beijing:NationalDefense

IndustryPress,2007:465灢467.(inChinese)

[4] AvionicsElectronicEngineeringCommittee.Avionicsappli灢
cationsoftwarestandardinterface(part1)-Requiredserv灢
ices:ARINCSpecification653灢2[S].USA:Aeronautical

Radio,Inc.,2007.
[5] AvionicsElectronicEngineeringCommittee.Avionicsappli灢

cationsoftwarestandardinterface(part2)-Extendedserv灢
ices:ARINCSpecification653灢2[S].USA:Aeronautical

Radio,Inc.,2007.
[6] AvionicsElectronicEngineeringCommittee.Avionicsappli灢

cationsoftwarestandardinterface(part3)-Conformitytest

specification:ARINCSpecification653灢2[S].USA:Aero灢
nauticalRadio,Inc.,2007.

[7] WindRiverSystems,Inc.VxWorkskernalprogrammer暞s

guide[M].Alameda,CA:WindRiverSystems,2005.
[8] WindRiverSystems,Inc.VxWorks653configbuildguide

[M].Alameda,CA:WindRiverSystems,2005.
[9] 薛芳芳,缪炜涛,刘文学,等.综合模块化平台下的飞行管

理软件设计[J].电光与控制,2018,25(1):74灢78.

XUEFangfang,MIAO Weitao,LIU Wenxue,etal.De灢
signofflightmanagementsoftwareunderintegratedmodu灢
lararchitecture[J].ElectronicsOptics&Control,2018,25
(1):74灢78.(inChinese)

[10] 谈敏刚,钱龙军.VxWorks系统下的 UDP通信在实时系

统中的应用[J].工业控制计算机,2014,27(12):1灢3.

TAN Mingang,QIAN Longjun.UDPcommunicationun灢
derVxWorksapplicatedinreal灢timesystems[J].Industrial

ControlComputer,2014,27(12):1灢3.(inChinese)

[11] 付强.机载网络数据总线仿真技术研究[J].软件导刊,

2018,17(2):164灢167.

FU Qiang.Researchonsimulationtechnologyofairborne

databus[J].SoftwareGuide,2018,17(2):164灢167.(in

Chinese)

[12] 张明,周琳.基于 VxWorks653分区操作系统的IMA设计

与实现[J].火力与指挥控制,2014,39(4):145灢148.

ZHANG Ming,ZHOULin.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

IMAbasedonVxWorks653partitionoperationsystem[J].

FireControl& CommandControl,2014,39(4):145灢148.

772第2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谭博:多窗口传输协议及其在航空电子系统大数据传输中的应用



(inChinese)

[13] 钱向农,禹继晖,孙康,等.现代航空通信和网络技术分析

[C]曃2017年(第三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论文集(下

册).北京:中国航空学会,2017:113灢121.

QIANXiangnong,YUJihui,SUN Kang,etal.Studyon

modernaviationcommunicationandnetworktechnology[C]

曃CollectionofEssaysfor2017(3rd)ChinaAeronautical

ScienceandTechnologyConference(VolumeII).Beijing:

CSAA,2017:113灢121.(inChinese)

[14] 杨德才.综合模块化航空电子系统的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

技术[J].现代电子技术,2015,38(5):125灢128.

YANGDecai.Prognosticsandhealthmanagementforinte灢

grated modularavionicsystems[J].Modern Electronics

Technique,2015,38(5):125灢128.(inChinese)

[15] CHENJinchao,DU Chenglie.Schedulabilityanalysisfor

independentpartitionsinintegratedmodularavionicssys灢
tems[C]曃Proceedingsof2015IEEEInternationalConfer灢
enceon ProgressinInformaticsand Computing.USA:

IEEE,2015:1125灢1137.暋

作者简介:
谭暋博(1987-),男,博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嵌入式实

时操作系统,嵌入式应用软件,航空电子系统工程。

(编辑:马文静

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崟

)

(上接第271页)

暋暋暋investigation[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灢
gineering,2017,8(3):335灢341.(inChinese)

[21] 王林,马国宝.新型复合板舷侧结构与冰碰撞数值研究[J].
造船技术,2016(3):56灢61.

WANGLin,MAGuobao.Researchonnumericalsimulation

ofcollision between corrugated灢coresandwich plateside

structurewithiceberg[J].ShipBuildingTechnology,2016
(3):56灢61.(inChinese)

[22] 桂宏斌,胡志宽.基于SPH 法的冰与船舶螺旋桨碰撞数值

模拟[J].船舶力学,2018,22(4):425灢433.

GUIHongbin,HUZhikuan.SPH灢basednumericalsimula灢
tionofshippropellerundericeimpact[J].JournalofShip
Mechanics,2018,22(4):425灢433.(inChinese)

作者简介:
王利敏(1982-),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飞行

器进气道设计分析。

张彦军(1980-),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飞行

器气动设计。

米百刚(1989-),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飞行器非定常气

动力设计与数值计算。

杨梅花(1992-),女,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飞行器总

体气动设计。

(编辑:马文静)

872 航空工程进展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第11卷



第11卷 第2期

2020年4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2
Apr.2020

收稿日期:2019灢04灢30;暋修回日期:2019灢09灢23
通信作者:谌广昌,153491289@qq.com
引用格式:谌广昌,刘杰,纪双英,等.不同酚醛树脂对芳纶纸蜂窝性能的影响[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2):279灢285.

CHENGuangchang,LIUJie,JIShuangying,etal.Effectofdifferentphenolicresinsonmechanicalpropertiesofmeta灢aramid

paperhoneycomb[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20,11(2):279灢285.(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2灢279灢07

不同酚醛树脂对芳纶纸蜂窝性能的影响

谌广昌1,2,刘杰3,纪双英3,李瑞敏3,陈普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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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不同的酚醛树脂会对芳纶纸蜂窝的性能造成直接影响,研究酚醛树脂与蜂窝性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采用两种不同的酚醛树脂制备芳纶纸蜂窝芯材,对所制备蜂窝芯材的压缩性能、剪切性能、燃烧性能

和介电性能进行测试,同时结合蜂窝端面树脂分布观察、树脂与芳纶纸接触角测量等手段,分析两种酚醛树脂

所制备蜂窝芯材性能出现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树脂本身的耐温性能直接影响蜂窝的耐温性能,且树脂中溶

剂水的挥发速度、树脂与芳纶纸之间的表面张力会影响树脂在蜂窝壁上的分布;蜂窝芯材树脂含量相同时,其
节点两侧的树脂胶柱有利于提高蜂窝芯材的压缩强度,但树脂堆积在节点后会降低蜂窝壁厚,造成蜂窝的剪切

强度和模量下降。
关键词:水溶性;芳纶纸蜂窝芯材;酚醛树脂;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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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phenolicresinshaveadirectimpactonthepropertiesofaramidpaperhoneycombs.Itisim灢
portant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phenolicresinandhoneycombproperties.Twodifferentphenolicres灢
insareusedtopreparearamidpaperhoneycombcorematerials,andthecompressionproperties,shearproper灢
ties,flameretardancyanddielectricpropertiesofthepreparedhoneycombcorematerialaretested.Combining
theobservationofresinendfaceresindistributionandcontactanglemeasurement,thereasonsforthedifference
inperformanceofhoneycombcorematerialspreparedbytwokindsofresinsare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
thetemperatureresistanceoftheresinitselfdirectlyaffectsthetemperatureresistanceofthehoneycombandthe
volatilizationrateofsolventwaterintheresinandthesurfacetensionbetweentheresinandthearamidpaperaf灢
fecttheresindistributionoftheresinonthehoneycombwall.Whenthecontentofthehoneycombcoreresinis
thesame,theresinrubbercolumnattheendofthejointisbeneficialtoincreasethecompressivestrengthofthe
honeycombcorematerial,buttheaccumulationoftheresinattheendofthenodereducesthewallthicknessof
thehoneycomb,resultinginadecreaseintheshearstrengthandmodulusofthehoneycomb.
Keywords:water灢soluble;meta灢aramidpaperhoneycomb;phenolicresin;mechanicalproperty



0暋引暋言

芳纶纸蜂窝夹层结构作为复合材料主要的结

构形式之一,其芯材芳纶纸蜂窝具有重量轻、强度

高、阻燃的特点,对减轻结构重量,降低噪声、振动,
提高安 全 性、舒 适 性,减 少 维 修 等 均 有 重 要 作

用[1灢3]。目前在航空领域中,芳纶纸蜂窝芯材与复

合材料面板组成夹层结构,形成可承受结构双向弯

矩的整体梁,被广泛应用于机翼前缘、尾翼、起落架

舱门、翼身和翼尖整流罩等部位,起到减轻结构重

量,增加结构刚度,提高结构强度等作用[4]。
国外芳纶纸蜂窝芯材制备技术成熟,现已对芳

纶纸蜂窝芯材的力学性能、耐热性能和介电性能等

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形成标准[5]。但针对蜂窝所

用酚醛树脂的研究较少,仅美国 Hexcel公司有一

篇专利进行了水溶性蜂窝芯材的工艺研究(专利

号:US5711992)。国内芳纶纸蜂窝芯材的研究起

步较晚,近几年,结合国产化项目研究了酚醛树脂

与国产芳纶纸的匹配性,确定了酚醛树脂的胶液比

重范围、流淌时间等工艺参数[6]。在对不同酚醛树

脂所制备的芳纶纸蜂窝性能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

韧性较好的酚醛树脂所制备的蜂窝芯材性能更

优[7]。采用不同数均分子量及固体含量的酚醛树

脂制备芳纶纸蜂窝后,对蜂窝力学性能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提高酚醛树脂的分子量和固体含量有利

于提高芳纶纸蜂窝的力学性能[8]。虽然国内外已

对芳纶纸蜂窝所用酚醛树脂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

所研究的酚醛树脂均为醇溶性酚醛,溶剂为乙醇,
且树脂本身的游离酚含量高达20%以上,存在较

大的易燃、易爆风险,且操作者长时间接触会对身

体造成危害。水溶性酚醛树脂作为酚醛树脂的重

要一员,因其低毒环保的优点,在木材加工、房屋内

部装 饰、绝 缘 材 料 和 汽 车 等 领 域 已 被 广 泛 应

用[9灢11],但在芳纶纸蜂窝芯材的制备中,国内报道

较少,仅在类似领域中开展了部分研究。黄向阳

等[12]发明了一种改性水溶性酚醛树脂的蜂窝纸

板,该纸板通过使用水溶性酚醛树脂,使蜂窝纸板

具有阻燃、隔音的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家具

制造业;张双存等[13]将水溶性酚醛树脂用于蜂窝

芯定型,不仅降低成本,还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水溶性酚醛树脂在制备蜂窝芯材的过程中,由于溶

剂水对环境无污染,也没有爆炸的危险,可有效降

低在厂房、设备、人员防护和原材料等方面的投入,
降低芳纶纸蜂窝产品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本文选用水溶性酚醛树脂和醇溶性酚醛树脂

分别制备不同密度的芳纶纸蜂窝芯材,对所制备的

蜂窝芯材进行基本性能测试,并结合蜂窝芯材截面

的树脂分布情况,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酚醛树脂对

芯材性能的影响,并评估水溶性酚醛树脂在航空及

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前景。

1暋实验材料和方法

1.1暋实验材料

实验用芳纶纸蜂窝的增强材料为杜邦 T412
芳纶纸,其厚度为0.05mm,浸渍树脂分为两种,
分别以乙醇和水为溶剂。浸渍树脂基本性能如表

1所示。

表1暋浸渍树脂基本信息

Table1暋Basicinformationofimpregnatedresin

树脂牌号 外观
粘度(25曟)/
(MPa·s)

游离酚 溶剂 生产厂家

F01灢36 红褐色液体 1030 >15% 乙醇 重庆三峡

PR灢55928 红褐色液体 暋389 <5% 水 南通住友

1.2暋实验方法

选用由0.05 mm 厚 T412型芳纶纸制备的

2.75mm孔格边长未浸胶蜂窝块,在两种浸渍树脂

中制备密度分别为32、36、40、44和48kg/m3 的芳

纶纸 蜂 窝 芯 材,对 应 的 树 脂 含 量 分 别 为 35%、

41%、47.5%、52%和56%。蜂窝芯材制备完成

后,首先采用Instron试验机对蜂窝进行非稳定型

平面压缩性能和两个方向剪切性能测试,平面压缩

强度的测试方法为 GB/T1453-2005,剪切性能

的测试方法为 GB/T1455-2005;采用体式显微

镜对蜂窝截面的树脂分布情况进行观察;随后按照

HB5470-1991和 GB/T5597-1999对蜂窝的燃

烧性能和介电性能进行评价。

2暋实验结果

2.1暋非稳定型压缩强度

所制备蜂窝芯材非稳定型压缩强度性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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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对于同种密度的蜂窝

芯材,由南通住友公司生产的 PR灢55928树脂(树
脂1)所制备蜂窝芯材的压缩强度高于由重庆三峡

公司生产的 F01灢36树脂(树脂2)所制备蜂窝芯

材;室温下,当蜂窝密度为32kg/m3 时,树脂1所

制备蜂窝芯材的压缩强度仅高6%,当蜂窝密度提

高至48kg/m3 时,树脂1所制备蜂窝芯材的压缩

强度高32%;对于同种树脂所制备的蜂窝芯材,蜂
窝的压缩强度随着密度的增加逐渐增大;120曟下

保温15min后,两种树脂所制作蜂窝的压缩强度

没有明显下降。

图1暋非稳定型压缩强度对比图

Fig.1暋Compressivestrengthcomparisonof

barehoneycomb

2.2暋剪切强度及模量

两种酚醛树脂所制备蜂窝芯材的L向和W 向

剪切强度测试结果对比如图2所示,L 向和W 向

剪切模量测试结果对比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室

温条件下,当蜂窝密度接近32kg/m3 时,由树脂1
(PR灢55928)制作的蜂窝芯材的L 向剪切性能(强
度和模量)和 W 向剪切性能与树脂2(F01灢36)所
制作的蜂窝芯材基本相同;随着蜂窝密度增加至

48kg/m3,两种树脂所制作蜂窝芯材的剪切性能

逐渐增大,但树脂2所制作蜂窝芯材的剪切性能明

显高于树脂1所制作蜂窝芯材;120 曟下保温15
min后,树脂1所制作蜂窝芯材的剪切性能下降明

显,两个方向强度和模量的保持率小于65%;树脂

2所制作蜂窝芯材的剪切性能保持率相对较高,两
个方向强度和模量的保持率均在85%以上。

(a)L向

(b)W 向

图2暋L向和W 向剪切强度对比图

Fig.2暋ShearstrengthcomparisonofL
directionandW direction

(a)L向

(b)W 向

图3暋L向和W 向剪切模量对比图

Fig.3暋ShearmoduluscomparisonofL
directionandW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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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暋芳纶纸蜂窝截面观察

为了观察两种浸渍树脂在芳纶纸表面的分布

情况,研究不同树脂所制作的蜂窝性能存在差异的

原因,在体式显微镜下对32和48kg/m3 两种航空

领域典型密度下蜂窝截面的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如

图4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树脂所制备32kg/m3 蜂

窝芯材的树脂分布情况基本一致,芳纶纸表面附着

一层固化后的酚醛树脂(图4(a)和图4(b)),而

48kg/m3蜂窝芯材的树脂分布情况出现明显的不

同(图4(c)和图4(d)),其中由树脂1所制备蜂窝

芯材的树脂主要集中在蜂窝的节点交界位置,在该

位置形成了明显的胶柱,而由树脂2所制备蜂窝芯

材的树脂分布较为均匀,节点位置无明显的树脂堆

积现象。

暋暋暋暋暋(a1)树脂1暋暋暋暋暋暋暋暋(a2)树脂2

(a)32kg/m3 规格蜂窝

暋暋暋暋暋(b1)树脂1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2)树脂2

(b)48kg/m3 规格蜂窝

图4暋蜂窝树脂分布情况

Fig.4暋Resindistributionofhoneycomb

2.4暋燃烧性能和电性能

芳纶纸蜂窝芯材在飞机内饰、雷达罩、机身整

流罩、轨道交通内饰等部位的应用较为广泛,这些

部位一般要求材料具有较高的阻燃性能和透波性

能,因此对所制备芳纶纸蜂窝芯材的90曘垂直燃烧

性能和介电性能进行测试,其中90曘垂直燃烧性能

要求材 料 的 自 熄 时 间 曑5s,最 大 燃 烧 长 度 曑

150mm,最大滴熄时间曑1s;而电性能方面要求

材料在9350MHz下的介电常数<1.5,介电损耗

角tan毴<0.005。两种蜂窝芯材的燃烧性能和介电

性能测试结果分别如表2~表3所示,可以看出:
所制备蜂窝的燃烧性能和介电性能均满足航空领

域的标准要求,相同密度蜂窝的燃烧性能和介电性

能无明显差异。

表2暋90曘垂直燃烧性能测试结果

Table2暋90曘verticalburningperformancetestresults

蜂窝规格

密度/(kg·m-3) 树脂牌号

自燃时

间/s
滴落物燃

烧时间/s
平均焦烧

长度/mm

32

36

40

44

48

PR灢55928 0 0 31.7
F01灢36 0 0 38.3

PR灢55928 0 0 33.5

F01灢36 0 0 37.8
PR灢55928 0 0 32.6

F01灢36 0 0 35.9
PR灢55928 0 0 34.4

F01灢36 0 0 37.1
PR灢55928 0 0 36.7

F01灢36 0 0 40.0

表3暋介电性能测试结果

Table3暋Dielectricperformancetestresults

蜂窝规格

密度/(kg·m-3) 树脂牌号

平均介电

常数

平均介电

损耗角tan毴

32

36

40

44

48

PR灢55928 1.05 0.00167
F01灢36 1.05 0.00128

PR灢55928 1.05 0.00188

F01灢36 1.05 0.00162
PR灢55928 1.06 0.00173

F01灢36 1.05 0.00195
PR灢55928 1.06 0.00207

F01灢36 1.06 0.00211
PR灢55928 1.07 0.00228

F01灢36 1.07 0.00247

3暋分析与讨论

两种树脂所制备蜂窝芯材在120曟下的保持

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压缩强度在120曟下均未出

现明显的性能变化,但PR灢55928水溶性酚醛树脂

所制备蜂窝芯材在该温度下剪切性能下降明显,W
向剪切模量仅有50%左右的保持率,而F01灢36酚

醛树脂所制备蜂窝芯材在该温度下的剪切性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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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85%以上。由于蜂窝所用芳纶纸均为杜邦

T412芳纶纸,该芳纶纸的玻璃化温度在265曟左

右,120曟下芳纶纸性能基本不会降低,造成蜂窝

芯材在120曟下性能保持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树脂的差异。经测试:F01灢36酚醛树脂的玻璃

化温度在200~210 曟之间,而 PR灢55928水溶性

酚醛树脂的玻璃化温度在170~180曟之间,玻璃

化温度的差异可能是造成 PR灢55928水溶性酚醛

树脂所制备蜂窝剪切性能下降明显的原因之一。

结合树脂本身的特点,认为蜂窝芯材的树脂分

布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两种树脂所

使用溶剂的挥发速度存在较大差异,相关资料显

示,以醋酸正丁酯为标准溶剂的相对值,乙醇的挥

发速率为1.7,而水在相对湿度5%以下时的挥发

速率为0.36,当相对湿度为65%时的挥发速率仅

为0.06,较低的挥发速率造成PR灢55928水溶性酚

醛树脂作为芳纶纸蜂窝的浸渍树脂时很难在较短

的时间内挥发,结合蜂窝的制备工艺过程可以发

现,这种低的挥发速率会造成蜂窝在浸胶后的平放

过程中,因重力的作用使树脂堆积在蜂窝六边形的

角落上(及节点交界处),形成如图4(d)所示的树

脂分布特征。而以乙醇为溶剂的F01灢36酚醛树脂

因溶剂挥发速率较快,使其在短时间内粘度增加,

树脂流动性降低后不易在蜂窝六边形的角落上堆

积,便形成了如图4(b)所示的较为均匀的树脂分

布特征。其二是两种树脂与芳纶纸之间的表面张

力存在较大差异,两种树脂与芳纶纸之间的接触角

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F01灢36酚醛树脂

与芳纶纸之间的接触角约为12曘,而 PR灢55928酚

醛树脂与芳纶纸之间的接触角接近30曘,接触角越

大,说明其与芳纶纸之间的表面张力越大,较大的

表面张力也会造成树脂在角落位置出现堆积现象。

(a)水与芳纶纸

(b)F01灢36树脂与芳纶纸

(c)PR灢55928树脂与芳纶纸

图5暋树脂与芳纶纸之间的接触角测量结果

Fig.5暋Measurementresultsofcontactanglebetween

resinandaramidpaper

当蜂窝孔格中大部分浸渍树脂集中在蜂窝节

点附近时,会在节点两侧处形成胶柱,胶柱依附于

孔壁并贯穿整个蜂窝的高度方向,观察蜂窝芯材在

受压时的整个失效过程发现,随着压缩载荷的不断

升高,蜂窝首先发生自由边的屈曲,随后发生蜂窝

节点的屈曲,在达到蜂窝的极限载荷后,蜂窝发生

整体失稳失效,可见蜂窝节点在压缩过程中起着更

为关键的作用[14]。树脂在节点两侧形成明显胶柱

后,可增大节点与压盘之间的接触面积,使蜂窝的

压缩强 度 得 到 提 高。当 蜂 窝 芯 材 的 密 度 接 近

32kg/m3时,较低的树脂含量仅够覆盖蜂窝壁的

表面,树脂1和树脂2均未在蜂窝节点两侧形成明

显胶柱,两种树脂所制备蜂窝芯材的压缩强度在密

度较低时基本相同;随着蜂窝芯材树脂含量的增加

(至48kg/m3),树脂1因挥发速度慢和表面张力

大的原因,在节点两侧逐渐堆积,使得树脂1制备

蜂窝芯材的压缩性能优于树脂2制备蜂窝芯材。

对于蜂窝芯材剪切性能,根据王兴业等[2]、王厚林

等[15]和刘杰等[16]的研究结果,当蜂窝芯材发生剪

切失稳时,其剪切强度和剪切模量的理论公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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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氂曚
cxz为蜂窝L 向的剪切强度;氂曚

cyz为蜂窝W 向

的剪切强度;a为孔格边长;毮c 为蜂窝壁厚;Ec 为

蜂窝壁材料的弹性模量;Gc 为蜂窝壁材料的剪切

模量;Gcxz为蜂窝L 向的剪切模量;Gcyz 为蜂窝 W
向的剪切模量。

观察失效后的剪切试样可以看出:蜂窝的失效

模式均为剪切失稳失效,当树脂含量较低时,两种

树脂所制备蜂窝芯材剪切性能基本相同;随着树脂

含量的增加,树脂2所制蜂窝芯材的剪切强度和剪

切模量高于树脂1所制备蜂窝芯材。根据公式(1)

和公式(2),蜂窝芯材的剪切性能主要受蜂窝壁厚

毮c、蜂窝孔格边长a和蜂窝壁材料弹性模量Ec 的

影响。本文所制备蜂窝芯材所用芳纶纸为同种规

格,蜂窝的孔格边长均为2.75mm,且树脂含量相

同,故根据理论公式,所制备蜂窝芯材的剪切强度

和模量主要受蜂窝壁厚的影响。当树脂集中在节

点两侧后(树脂1),蜂窝壁其他位置的树脂减少,

壁厚小于树脂2所制作蜂窝芯材,使得两种树脂所

制备蜂窝芯材的剪切强度和模量呈现出以上特征。

由于传统芳纶纸蜂窝芯材所用的浸渍树脂均

为醇溶性酚醛树脂,该类树脂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大

量的溶剂,溶剂的集中储存和使用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本文探索采用水溶性酚醛树脂制备芳纶纸蜂

窝芯材,为未来开发更加绿色环保的复合材料用芯

材开拓了思路。虽然本文采用的水溶性酚醛树脂

所制备蜂窝芯材的剪切性能和耐温性能低于传统

芳纶纸蜂窝(采用醇溶性树脂),但是该蜂窝芯材的

压缩性能高于传统芳纶纸蜂窝芯材,且制造过程中

无溶剂挥发,对环境污染小,成本相对较低,所制备

蜂窝芯材可在耐温等级要求较低的轨道交通、飞机

内饰等领域推广使用。

4暋结暋论

(1)造成两种树脂所制备蜂窝芯材在120 曟
下性能保持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树脂本身玻

璃化温度存在差异。
(2)PR灢55928水溶性酚醛树脂中溶剂水的挥

发速度、树脂与芳纶纸之间较大的表面张力会影响

树脂在蜂窝壁上的分布。
(3)当蜂窝芯材的树脂含量相同时,蜂窝芯材

节点两侧的树脂胶柱有利于提高蜂窝芯材的压缩

强度,但树脂在节点两侧的堆积会使蜂窝壁厚降

低,造成蜂窝的剪切强度和剪切模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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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民用飞

机的设计和制造越来越复杂,而伴随着系统工程及

适航理念的不断深入,飞机及其系统的高安全性也

得到了生产制造商和使用运营方的更多关注[1灢2]。

如何在产品设计之初得到轻量化、经济性与安全性

的最佳权衡结果,是飞机及系统安全性分析的重点

之一[3灢4]。暋
某民用飞机根据其应用场景分析,配置有高升

力系统,按照驾驶员的机械操纵指令,实现襟翼的

自动偏转控制,改善飞机起降时的升阻力系数[5];

同时按照适航需求,系统应具备必要的故障监控告

警和保护功能,以达到高安全性的目标[6]。SAE

ARP4761提出了复杂系统的安全性设计评估方

法[7],在产品设计之初实现对系统架构评估、关键



因素识别、潜在失效及过高的失效组合概率评定,

通过进行改进设计,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降低产

品的研制成本及试验验证成本。

国内已有学者按照安全性评估方法从飞机整

机级开展了设计研究,从控制逻辑、指标分配、软件

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8灢10]。同时也有技术人员

依据 ARP4761的要求,对飞控系统及高升力控制

系统开展了故障监控、隐蔽失效分析、马尔可夫方

法应用等方面的研究[11灢13],对电气线路互联系统

(ElectricalWiringInterconnectionSystem,简称

EWIS)及航电系统开展了指标分析及安全性评估

实施研究[14灢15]。但尚未有在高升力系统架构设计

阶段寻找关键因素并提升安全性目标的相关研究。

因此,本文着重对此开展工作,以某型高升力

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民用飞机系统安全性设计评

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对某一典型的失效工况进行

分析及关键因素识别改进,得到能够满足安全性目

标的系统方案。

1暋系统安全性评估思路

民用飞机系统安全性评估是全寿命周期设计

过程的一部分,包含有系统安全性分析和验证两项

工作,评估工作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进行。系

统安全性分析从顶层开始研究,逐层向下分析确

认。首先通过对系统失效形式进行梳理,识别系统

风险点和危险源;然后通过对失效影响的评估,确

定每个失效状态的严酷度;最后按照失效成因和机

理,将系统安全性指标分配到部件级和软硬件级。

系统安全性验证基于底层部件/软硬件的故障率数

据,从底层开始,根据相应的逻辑关系(与/或)逐层

向上计算分析验证[1,7]。

按照 ARP4761所述,复杂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过程主要包括以下步骤(如图1所示):

(1)了解复杂系统的基本功能和设计目标;

(2)梳理系统功能清单,识别各功能可能存在

的失效工况;

(3)运用系统功能危害性分析方法(SFHA),

识别所有失效功能的严酷度、安全性设计目标以及

验证方法和证明资料;

(4)运用故障树分析(FTA)方法或马尔可夫

方法等,对安全性指标进行分配,同时结合经验值

确认故障树分配结果的指标分配是否合理,针对底

事件中无法满足分配的指标,可作为影响系统安全

性设计的关键因素,并按照其改进难易程度提出改

进要求;

(5)通过特定危险分析(PRA)和区域安全分

析(ZSA),确定单点故障消除、安装区域识别、操作

维护使用等要求。

图1暋系统安全性分析流程图

Fig.1暋Flowchartofsystemsafetyanalysis

根据AC25.1309灢1A及ARP4761中给出的规

定方法,每个失效工况需从 “对飞机功能性能实

现暠“机组人员执行任务能力暠及“乘客舒适度和生

命安全暠三个方面进行评估,确定其严酷度等级。

每个级别的安全性指标至少应满足的要求如表1
所示[6灢7]。

在进行复杂系统安全性验证工作前,需要根据

系统所含各部件及其零组件/软硬件的安全性预计

结果,根据故障树的逻辑分析思路,从底向上进行

系统安全性设计指标符合性验证。由于灾难级(栺
类)和危险级(栻类)失效工况的影响后果较为严

重,因此着重对这两类失效工况进行安全性验证,

对于重大的(栿类)和轻微的(桇类)失效工况,可通

过故障模式影响分析等文件进行验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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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各严酷度等级的安全性要求值

Table1暋Safetyrequirementvaluesforeachseveritylevel

危险等级 严酷度 影响结果 允许发生概率

栺 灾难级 妨碍飞机安全飞行和着陆,会造成绝大多数机组人员和乘客死亡。 曑1暳10-9

栻 危险级
大幅降低安全裕度或性能;严重的工作负荷或体力紧张使机组人员不能

精确的或全部的完成任务;对乘员有不利的影响。 曑1暳10-7

栿 重大的
明显降低安全裕度或性能;明显增加机组人员的工作负担或降低机组人

员的工作效率;乘员感到不适。 曑1暳10-5

桇 轻微的
轻微地降低安全裕度或性能;轻微增加机组人员的工作负担;乘员感到

轻微不适。 曑1暳10-3

2暋基于安全性分析的高升力系统

设计

2.1暋基于FHA的系统安全性需求识别

根据高升力系统的应用场景,系统的主要功能

为实现襟翼收放功能,同时具备襟翼不对称运动故

障监控及保护功能。由于在起飞或降落时,飞机会

由于左右襟翼不对称而产生较大的翻滚力矩,一旦

不对称超过预设门限,驾驶员将难以操控飞机安全

飞行,因此按照 AC25.1309灢1A,该失效模式的影

响等级为栺类,其安全性设计目标为发生概率曑1
暳10-9/FH(飞行小时),如表2所示。

表2暋系统功能危害分析结果

Table2暋Analysisresultsofsystemfunctionhazard

失效状

态编号
失效状态 飞行阶段 失效状态对飞机、机组和乘员的影响

危险

等级
设计目标

SF灢02
襟翼不对称

运动过限
起飞、降落

飞机:极大的横滚力矩,结构严重损坏,飞机失控,可能彻底损毁;
机组:飞机极难控制,由于飞机坠毁而伤亡;
乘员:由于飞机坠毁而绝大部分伤亡。

栺 曑1暳10-9/FH

2.2暋基于安全性设计目标的系统设计

为了实现高升力系统襟翼同步收放,系统配置

了集中式动力驱动装置,由其带动两侧的传动线系

带动襟翼收放。同时,为了保障传动线系断裂时能

够实现不对称运动状态监控及保护,高升力系统配

置了襟翼控制计算机、翼尖位置传感器和翼尖制动

器进行故障监控及保护,其架构如图2所示。

图2暋满足不对称保护要求的系统架构

Fig.2暋Systemarchitecturemeetingthe

asymmetryprotectionrequirement

2.3暋基于FTA的安全性设计要求分配

“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在起飞和降落阶段是

灾难级失效工况,以此为例进行故障树分析,确定

部件的安全性设计目标。
(1)以“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为顶事件,从功

能的角度进行故障成因分析(主要由于传动线系断

裂或作动机构传动轴断裂出现左右不对称运动,同
时系统丧失不对称保护功能),构建的故障树如图

3所示。
(2)对顶事件的安全性设计指标(即不大于

1暳10-9/FH)进行分配。基于故障树的指标分配

通常进行两轮,第一次分配主要是平均分配,即采

用“与暠逻辑的下层级事件设计指标是上层级设计

指标的均方值、采用“或暠逻辑的下层事件设计指标

是上层级设计指标的均分值。
“或暠逻辑指标分配模型

F(Xi)=1
nF(Yi)暋(0曑i曑n) (1)

“与暠逻辑指标分配模型

F(Xi)=F(Yi)
1
n 暋(0曑i曑n) (2)

式中:F 为故障树中某一层事件第一轮指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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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Xi,Yi 分别为故障树中该层事件的上一级和下

一级事件;i为某层第i个因素;n为该层因素的数

量总和。
第一轮指标分配后,由于底事件结构类型、产

品复杂度、技术成熟度等因素,均分的指标会增加

设计难度和研制成本,因此需要对某些底事件的指

标值进行适当调整,使得故障树中所有底事件均有

较为合理的设计指标。
(3)根据上述思路对“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

失效工况采用故障树进行指标分配和调整,结果如

图3和表3所示。

图3暋“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故障树(需求分配)

Fig.3暋Faulttreeallocationfor“flapasymmetrymotionoverlimit暠accordingtorequirementallocation

表3暋“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安全性设计要求

Table3暋Safetydesignrequirementfor“flapasymmetrymotionoverlimit暠

编号 失效工况描述 目标 子集特点

FC01灢301 左右侧传动线系扭力管断裂 曑5E灢6 机械部件(失效率低、数量多)

FC01灢302 左右侧传动线系传动轴断裂 曑5E灢6 机械部件(失效率低、数量多)

FC01灢303 左襟翼位置传感器电气故障 曑5E灢6 简单电气部件(失效率低)

FC01灢304 右襟翼位置传感器电气故障 曑5E灢6 简单电气部件(失效率低)

FC01灢305 襟翼控制计算机故障监控电路故障 曑4E灢5 复杂电子部件(失效率高、元器件复杂)

FC01灢306 襟翼控制计算机故障保护电路故障 曑4E灢5 复杂电子部件(失效率高、元器件复杂)

FC01灢307 左侧翼尖制动器制动机构故障 曑5E灢6 机械部件(失效率一般)

FC01灢308 右侧翼尖制动器制动机构故障 曑5E灢6 机械部件(失效率一般)

3暋基于安全性评估的高升力系统初
步验证

3.1暋基于部件初步预计结果第一轮验证

以2.3节构建的故障树为平台,运用布尔

运算法则,从底向上计算故障树中各元素的失

效概率(底事件的失效概率主要依据其所含零

组件或电子元器件的配套数量、使用环境、质量

等级、结构特点等因素,采用零部件计数法或修

正系数法进行各失效模式的计算分析),预计结

果如表4和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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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暋“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安全性设计结果

Table4暋Safetydesignresultsfor“flapasymmetrymotionoverlimit暠

编号 失效工况描述 目标 预计结果 指标满足情况

FC01灢301 左右侧传动线系扭力管断裂 曑5E灢6 5.6E灢6 不满足

FC01灢302 左右侧作动部件传动轴断裂 曑5E灢6 5.2E灢6 不满足

FC01灢303 左襟翼位置传感器电气故障 曑5E灢6 1.5E灢6 满足

FC01灢304 右襟翼位置传感器电气故障 曑5E灢6 1.5E灢6 满足

FC01灢305 襟翼控制计算机故障监控电路故障 曑4E灢5 5.3E灢5 不满足

FC01灢306 襟翼控制计算机故障保护电路故障 曑4E灢5 4.9E灢5 不满足

FC01灢307 左侧翼尖制动器制动机构故障 曑5E灢6 3.5E灢6 满足

FC01灢308 右侧翼尖制动器制动机构故障 曑5E灢6 3.5E灢6 满足

顶事件 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 曑1E灢9 1.209E灢9 不满足

图4暋“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故障树(指标验证)

Fig.4暋Faulttreeallocationfor“flapasymmetrymotionoverlimit暠accordingtorequirementverification

3.2暋系统关键因素及改进措施

从图4可以看出:当前“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
的设计结果为1.209暳10-9/FH,不满足安全性设

计目标。从指标符合性表可得:造成系统不满足安

全性设计目标的关键因素主要为传动线系断裂以

及襟翼控制计算机的功能丧失。这两个因素的特

点及改进方法权衡如下:
(1)传动线系中单个传动杆/传动轴的机械断

裂失效率不高(约为10-7次/FH),但由于传动线

系中配套数量较多,导致该因素总的失效率占空比

上升。
(2)襟翼控制计算机自身为复杂电子部件,其

中实现故障监控及保护功能的电路包含有很多不

同型号、不同规格的继电器、二极管等,且不同质量

等级的器件失效率不同,数量和高失效率最终引起

该因素权重比较大。
参考国外系统安全性设计的方法和思路[7],提

高产品安全性的方法包括余度设计、提高质量、监
控检查等。针对失效因素及失效特点,各改进措施

的可实施情况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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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暋引起系统安全性不满足要求的因素

Table5暋Factorsthatcausesystemsafetynotmeettherequirement

失效因素 失效特点 解决方案 方案实施可能性

左右侧传动线系

扭力管/传动轴断裂

单个扭力管断裂失效率

较低,但传动线系中配置有

多个扭力管/传动轴

余度设计 受制于飞机结构布局,可能性较低

提高质量 受制于飞机载荷及使用环境,可能性较低

增加检查 定期目视检查及维护,可能性较高

襟翼控制计算机故障

监控/保护功能丧失

复杂电子部件,包含有不同

型号、不同功能、不同质量

等级的元器件

余度设计
进行余度电路设计,有一定可能性
(与可靠性及重量指标进行确认)

提高质量
选用高质量元器件,有一定可能性

(与成本方面进行协调确认)

增加监控 已设置BIT对关键器件进行监控

3.3暋基于改进方案的系统安全性迭代验证

按照系统提供的方法,综合考虑飞机结构布

局、使用环境、系统重量、可靠性及成本等因素,对
襟翼控制计算机监控电路部分器件进行余度设计,
同时将保护电路中部分关键器件进行高质量等级

元件替换。经产品第二轮迭代分析,“襟翼控制计

算机故障监控电路故障暠的发生概率由5.3暳10-5

次/FH 降低为3.6暳10-5次/FH;“襟翼控制计算

机故障保护电路故障暠的发生概率由4.9暳10-5

次/FH 降低为4暳10-5次/FH(依据 GJB299C《电
子设备可靠性预计手册》“元器件应力分析可靠性

预计法暠进行计算,得到其故障发生概率结果)。
按照更新后的数据对“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

重新进行迭代验证,结果如图5所示。

图5暋“襟翼不对称运动过限暠故障树(指标迭代验证)

Fig.5暋Faulttreeallocationfor“flapasymmetrymotionoverlimit暠accordingtorequirementiterationverification

暋暋从图5可以看出:通过对襟翼控制计算机的适

当改进设计,当前高升力系统“襟翼不对称运动过

限暠的发生概率为9.288暳10-10/FH,能够满足小

于等于1暳10-9/FH 的安全性定量要求。

4暋结暋论

(1)本文运用民用飞机机载复杂系统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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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思想和方法,对高升力系统进行安全性定量评

估,对系统安全性薄弱环节进行识别,综合考虑飞

机布局、系统重量及可靠性等因素,对薄弱环节进

行改进,得到了满足安全性设计目标的设计方案。
(2)民用飞机系统安全性评估方法在高升力

系统设计中的应用,使得高升力系统提前识别出电

子控制设备这一主要薄弱环节,通过对其进行余度

设计和质量提升,有效提高了高升力系统的安全性

水平。
(3)本文仅对某一典型的失效工况进行了分

析及关键因素识别改进,若要得到最优的系统设计

方案,还需进行其他失效工况的安全性评估分析以

及与可靠性、重量等因素的综合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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