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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机应急撤离实验与仿真研究进展

彭浩轩,刘小川,白春玉,惠旭龙,牟让科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结构冲击动力学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西安710065)

摘暋要:民机乘员的应急撤离是人-机-环境多系统耦合作用过程,涉及人员行为、客舱环境、灾害情况等复

杂因素,客舱布局、人员属性、应急措施等均对应急撤离过程及结果有显著影响。由于应急撤离与民机安全性

直接相关,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规定44座以上的民用飞机需进行全尺寸应急撤离适航符合性演示试验,要求

在指定环境条件下于90s内完成撤离过程。本文梳理了适航标准对民机应急撤离的要求,对应急撤离实验研

究方法和数值仿真方法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未来民机安全设计需求和相关技术的发展对应急撤离问题研

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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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inExperimentandSimulationof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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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Haoxuan,LIUXiaochuan,BAIChunyu,HUIXulong,MURangke
(AviationKeyLabora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nStructuresImpactDynamics,Aircraft

StrengthResearchInstituteofChina,Xi暞an710065,China)

Abstract:Theemergencyevacuationofpassengersandcrewonacivilaircraftisaman灢machine灢environment

multi灢systemcouplingprocess,whichinvolvescomplexfactorssuchashumanbehavior,cabinenvironment,

disastersituation,etc.Cabinlayout,personnelattributes,emergencymeasuresallareofsignificantinfluenceon

theprocessandresultsofemergencyevacuation.Asemergencyevacuationisdirectlyrelatedtothesafetyofcivil

aircraft,theairworthinessstandardoftransportaircraftrequiresthatcivilaircraftwithmorethan44seatsmust

perform afull灢scaleemergencyevacuationtestforairworthinessdemonstration,demandingtheevacuation

processtobecompletedwithin90secondsunderspecifiedenvironmentalconditions.Thispaperoutlinestheair灢
worthinessrequirementsofcivilaircraftforemergencyevacuation,summarizestheexperimentalresearchmeth灢
odsandnumericalsimulationmethodsofemergencyevacuation,andprospectstheresearchtrendaboutemer灢
gencyevacuationcombinedwiththefuturerequirementsofcivilaircraftsafetydesignandthedevelopmentofre灢
latedtechnologies.

Keywords:emergencyevacuation;civilaircraftsafety;airworthinessstandard;simulatedevacuationexperi灢
ment;numericalsimulation



0暋引暋言

随着全球民航业的快速发展,航班数量和空域

流量迅速增长,尽管民机运营中的安全事故发生概

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事故数量却逐年上升。
出现紧急状况时,军机乘员有机会通过座椅弹

射、跳伞、迫降撤离等方式脱离危险,但民航飞机只

能通过迫降后进行应急撤离的方式疏散乘员。因

此,应急撤离是民机发生事故时保障乘员安全的必

经环节,在伴随有火灾等灾害的事故中,客舱人员

安全且高效的撤离疏散尤为重要。
应急撤离是指飞机发生可生存事故后,在稳定

停泊的状态下,乘客和机组人员按照规定程序快速

撤离至地面安全位置的过程,具有历时短、人员密

集、环境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等特点。在这一过程

中有多个不确定因素,如乘客的生理与心理特征、
乘客对紧急情况的应对处理方式及能力、飞机撤离

设备的可用性、撤离环境因素等,这些因素都会影

响乘员的撤离活动及其效率。

1962年,A.H.Hasbrook等[1]最早开始对飞

机应急撤离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整理49起飞机事

故及66次全尺寸民机应急撤离适航演示试验的资

料,详细分析了人员的撤离运动特征并提炼了应急

撤离问题的一些重点研究因素,包括:座椅密度,主
过道尺寸,出口数量、位置及尺寸,出口标识,打开

出口需要的力量,以及可生存坠撞事故中的人为因

素等。
在可生存飞机事故中,高效的应急撤离能够使

乘客和机组人员在事态失控前尽可能快速地远离

危险,是紧急情况下保护飞机乘员安全的重要途

径。根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1998-2007年间

的飞机事故统计数据,这些事故中约有90%的乘

客通过应急撤离实现脱险[2];通过对20世纪末十

余年内有人员伤亡的航空事故统计发现,在事故发

生后罹难的乘员中有近94.5%是因为未及时撤离

而死于吸入过量有害烟尘或严重烧伤[3]。由上述

统计数据可见,若在飞机事故发生后尽可能快速、
安全地完成人员疏散,可减少事故次生灾害导致的

伤亡人数,提高乘员生存率。由于飞机可生存事故

中的应急撤离对乘员安全影响重大,因此,应急撤

离成为民机安全性研究与适航审定的重点关注内

容之一。

为确保民航飞机具备较为可靠的应急撤离能

力,美国、中国、英国等国的航空管理机构均通过适

航条款对影响撤离效率的一些设计因素作了约束,
如限制过道宽度、座椅排距等关键尺寸参数的取

值,此外还规定新设计民机需要进行全尺寸应急撤

离适航符合性演示试验[4],即“黄金90s暠撤离试

验。若在指定的撤离环境条件下于90s内完成撤

离过程,新机型才有资格通过此项验证。
基于上述背景,国内外针对民机应急撤离开展

了实验与仿真研究。本文梳理了适航标准中有关

民机应急撤离的要求,重点对应急撤离实验、仿真

相关研究方法及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归纳,并对该问

题的一些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1暋适航标准对民机应急撤离的相关

要求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灢
25灢R4中明确规定,44座以上飞机须通过符合标

准要求的应急撤离演示试验表明其满载乘员能在

试验开始后的90s内从原位置撤离至地面[5]。空

客 A380和 ARJ21灢700飞机全尺寸地面应急撤离

适航演示试验现场分别如图1~图2所示。

图1暋A380应急撤离适航演示试验

Fig.1暋Emergencyevacuationairworthiness

demonstrationtestofA380

图2暋ARJ21应急撤离适航演示试验

Fig.2暋Emergencyevacuationairworthiness

demonstrationtestofARJ21

为使应急撤离演示试验具有典型代表性,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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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从飞机应急照明、应急撤离设备、撤离出口、参
试人员组成、机组指挥引导等方面对试验作了系统

规范[6],其中对参试人员组成的要求如下:

栙均为身心状态健康正常的人员;

栚女性占比不低于40%;

栛50岁以上人员占比不低于35%;

栜50岁以上女性占比不低于15%;

栞旅客携带3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以模拟不超

过两岁的婴儿;

栟担任维护或操作飞机职务的正规机组人员、
机械员和训练人员不能充当旅客。

上述要求也常被用作建立民机应急撤离仿真

模型的参考及输入条件[7]。
除演示试验外,标准还对飞机应急出口尺寸及

位置、应急出口通道尺寸、应急撤离辅助设施(如充

气滑梯)、过道宽度、应急照明、民航应急预案等影

响应急撤离效率的因素作出了限制与规定[8],以保

障应急撤离的实施。
由于每起民航可生存事故中的飞机状态及灾

害情况各不相同,许多事故状况难以在撤离试验中

统一进行安全且有效地模拟,因此现行的适航标准

规定应急撤离演示试验须在飞机机体完好、无危险

灾情的状态下进行,未体现事故中可能出现的机身

姿态倾斜、机体变形破坏、客舱内部火灾及有毒烟

雾等复杂情况。

2暋应急撤离的模拟实验研究

民机事故现场情况具有复杂性与独特性,这导

致事故中的撤离过程难以被完整、准确地复现,为
了解典型情况下各种设计参数对应急撤离结果的

影响,研究中多采用替代实验方法,即基于真实飞

机客舱或模拟客舱环境,在弱化不可控事故因素的

情况下使参试人员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紧急撤

离暠实验,采集并分析人员的撤离运动数据,从而研

究人员应急撤离过程。
适航演示试验能模拟新机型条件下的人员撤

离过程,并提供具有研究价值的试验数据,但是适

航演示试验成本高、周期长、参试人员多、协调难度

大且有人员受伤风险。受上述因素限制,适航规章

规定新机型只需要进行一次应急撤离演示试验,但
由于人员行为具有随机性,一次试验的结果并不能

完全代表飞机应急撤离的性能,所获取的信息也不

足以满足人员应急撤离研究的需要,因此国内外研

究人员还参考民机客舱环境,按需搭建了多个不同

规模的应急撤离实验设施,通过进行控制变量实

验,深入研究了多种因素对人员撤离运动的影响。

1974年起,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国家运

输安全委员会(NTSB)基于自行搭建的民机客舱

模拟设施开展了多项人员应急撤离实验,主要目的

是研究客舱布局、撤离设施等要素对人员撤离的影

响,主要结果为:出口宽度对人员总撤离时间影响

比较显著[9];通过撤离滑梯从出口撤离到地面时,
出口离地高度过低会大幅减少出口处的单位时间

人员通过数量[10]。

1980年,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受英国航空管

理局(C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委托,开始

研究客舱布局及内外环境对人员撤离效率的影响

规律。研究人员发现直线型过道设计和良好的客

舱内、外照明情况利于实现高效的人员撤离,并指

出机组人员的合理指挥对提高撤离效率有较大

帮助[11灢12]。

2001年起,美国FAA的CAMI实验室基于所

搭建的单通道客舱模拟设施组织了192场人员应

急撤离模拟实验,结果表明撤离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具有关键影响力,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其他因

素的影响,故提出在研究其他因素的影响时应对人

为因素加以控制[13灢14],如人员运动能力与积极性、
出口选择偏好等。此后,CAMI实验室又在2015
年对一架从美国空军退役的 C灢124运输机机身进

行了改装,使之成为可以模拟从窄体支线飞机到大

型单通道窄体飞机尺寸范围内的多种运输类飞机

客舱的试验验证平台“FlexSim暠,如图3所示。该

平台最多可容纳120名乘客,设有头等舱、盥洗室、
厨房和乘客服务设施,并从外观、尺寸及布置上高

度还原了真实民机客舱环境[15]。

图3暋美国CAMI实验室“FlexSim暠平台[15]

Fig.3暋“Flexsim暠platformofCAMIlaboratory[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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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民机乘员应急撤离问题的研究开始

的相对较晚,相关实验研究积累也不够系统,研究

主要面向44座以上运输类飞机研制及适航取证的

需求。此外,国内部分高校基于相关课题研究需

要,通过搭建人员应急撤离简易实验环境开展人员

撤离实验研究。

2012年,西北工业大学李占科等[16]基于模拟

民机客舱座位布局的实验环境开展了实验研究,重
点关注大型客机过道宽度对人员应急撤离时间的

影响,获得了当过道宽度在一定范围内(19、20.5、

24和27ft)变化时对撤离时间影响不显著的实验

结果,其中1ft=0.3048m。

2017年,中国民航大学研究团队通过搭建如

图4所示的简易客舱环境模拟设施,进行了“合作暠
与“竞争暠两种行为模式下的多场人员撤离实验,基
于高空摄像视频采集并分析了撤离过程中的人员

运动数据,得到两种行为模式下平均总撤离时间接

近,但人员密度-速度分布及最拥挤位置差异明显

的结论,为人员应急撤离仿真模型的参数标定与模

型验证提供了数据支持[17]。

图4暋简易客舱环境模拟设施[17]

Fig.4暋Simplyconstructedcabinenvironment

simulationfacility[17]

从全机应急撤离适航演示试验,到基于客舱舱

段平台的撤离实验,再到简易模拟客舱环境撤离实

验,构成了规模由大到小、真实度由高到低、实施难

度由难到易三个层级的应急撤离实验方法体系,为
多种因素影响下的民机乘员应急撤离问题研究、数
值仿真建模及验证提供了实验数据和参考资料。

3暋应急撤离的数值仿真研究

客舱或模拟客舱环境下的应急撤离实验在反

映人员撤离运动及行为特征,提供研究需要的实验

数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参试人员的受伤风

险却不容忽视。通过对1972-1991年间19次适

航演示试验的调查发现,参试人员中的受伤人数约

占总人数的4.5%,甚至出现过参试者严重受伤导

致瘫痪的事故[18]。此外,出于对参试人员安全的

考虑,一些在真实事故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难以

在撤离实验中体现,如火灾、机体变形等。鉴于应

急撤离实验存在上述不足之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快速发展,有研究人员开始寻求通过数值仿真手段

进行人员应急撤离问题研究。
飞机客舱乘员应急撤离可被抽象为人-机-

环境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的系统模型[19],其主要组

成部分有:
(1)人员属性模型:描述乘员个体的性别、年

龄、腰围等生理属性,镇静、紧张、惶恐等心理属性,
以及国籍、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属性;

(2)人员行为模型:描述疏散过程中群体和个

体的行为模式与规则,如群体跟随移动模式、个体

最短路径移动规则等;
(3)人员运动模型:描述个体运动的数学模

型,包含人员的反应时间、移动速度等运动参数;
(4)疏散环境模型:描述客舱座位、通道、出口

(舱门)、人员等要素的信息,如状态、位置和尺寸;
(5)灾害模型:描述火灾、坠撞冲击等事故灾

害特征及影响,如火灾烟雾浓度分布、坠撞机体变

形情况等。
上述各部分之间的典型作用关系如图5所示。

图5暋人员应急疏散系统模型

Fig.5暋System modelofpersonnelemergencyevacuation

构建人员应急疏散仿真系统模型的核心问题,
是建立能够合理描述人员动态移动过程且可以与

人员属性、环境等因素交互的人员运动模型。截至

目前,研究人员已提出多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

员疏散运动特征的计算机仿真模型,按各自运行机

制的连续性或离散性分为连续型模型和离散型模

型。连续型模型的代表有磁场力模型[20]和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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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1],是基于连续的物理方程而建立;离散型模

型的代表有排队网格模型[22]和元胞自 动 机 模

型[23],是通过在离散的计算时空间中设置一系列

演化规则而构建的。
以上两类人员运动模型均可用于实现民机乘

员的应急撤离仿真,但各有优、劣势。连续型模型

的优势是可以较为真实地模拟人员个体位置、速度

以及人群密度等状态参数,劣势是计算效率较低、
对仿真场景变换比较敏感;离散型模型的优势是计

算效率高、对不同撤离仿真场景通用性较好,劣势

是对撤离中的人员个体运动及人群间相互作用描

述得不够真实准确。在进行民机乘员应急撤离仿

真研究时,应按照具体研究需求选用合适的人员运

动模型。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

展,民机应急撤离仿真研究得以广泛开展,国外多

家研究机构基于不同人员运动模型开发了共十余

种人员应急撤离仿真程序及软件[17],例如英国格

林威治大学基于排队网格模型开发的 Air灢Exodus
软件(仿真界面如图6所示),可用于预测民机应急

撤离适航验证试验总撤离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模拟火灾等事故环境的影响。

图6暋飞机应急撤离仿真软件“Air灢Exodus暠界面[17]

Fig.6暋Interfaceofaircraftemergencyevacuation

simulationsoftware“Air灢Exodus暠[17]

受民机新型号研制及适航取证需求的牵引,国
内研究人员先后开展了多项民机应急撤离仿真建

模与研究工作。马智[24]通过元胞自动机模型进行

了民机应急撤离仿真研究,但仿真结果未经实验验

证;李杰、张炜等[25灢26]在行人流问题研究基础上,
基于民机环境约束下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实现了民

机应急撤离仿真,并结合 Delmia软件进行了三维

可视化撤离演示;张玉刚等[27灢28]使用 VisualC++
面向对象编程方法发展了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的

民机应急撤离仿真系统(CAEESS),通过典型客舱

布局进行了计算验证,应用于多型民机和不同客舱

布置条件下的应急撤离仿真分析;徐进津[29]基于

含智能体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开发了飞机乘客紧急

疏散仿真软件Evacu灢Simulation;张青松等[30灢31]将

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CFD)的火灾动力学仿真与

民机应急撤离仿真相结合,模拟了双层民机可生存

事故后发生火灾情况下的人员撤离,通过分析不同

出口选择方案下的仿真结果,对适航验证试验方案

及航空公司运营策略给出了建议,体现出仿真方法

在研究危险灾害对民机乘员撤离影响方面的优势;
杜月娟[17]、吴义兵[32]基于社会力模型开发了人员

应急撤离仿真程序,使用简易客舱环境人员撤离实

验数据对仿真模型参数进行了标定,并验证了所得

仿真程序的合理性;潘立军等[33]基于适航符合性

进行了翼身融合布局客机的客舱设计,并进行了应

急撤离仿真分析,形成了符合适航标准的382座客

舱布置方案。
综合来看,民机应急撤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

群密集参与,因此仿真的难点在于如何考虑撤离环

境中人员的个体、群体行为特点以及心理特性。早

期的人员疏散仿真主要通过将人群的运动抽象为

宏观流动[34](流体模型),或是把人员看作按拟定

的规则运动、无需反应时间的机械个体(如元胞自

动机)以实现运动模拟[23]。为了较真实地反映实

际撤离中人员的状态,体现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判

断、撤离路线的选择、心理情绪变化等行为,智能体

技术逐渐被应用于民机应急撤离等人员疏散模

拟[4]。通过将智能体技术与元胞自动机等模型相

结合,目前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应急撤离仿真中

个体行为的智能化,如基于环境信息的实时目标出

口选择与撤离路线规划,考虑乘客恐慌情绪影

响等[7,27,29,35灢43]。
发展飞机乘员应急撤离仿真模型及软件可以

辅助运输类飞机客舱布局设计与优化、适航验证等

工作,避开应急撤离实验中的人员受伤风险。由于

仿真研究手段具有低成本、低安全风险、便于改进

等优势,在目前已开展的应急撤离相关研究中,数
值仿真研究数量显著多于实验研究,但仿真方法在

真实性、通用性、智能性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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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4暋总结与展望

随着国家大型民机研制的推进以及民航市场

的不断发展,业界对相关民机技术和运营安全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其中,应急撤离作为保障民机乘员

安全的重要方式,围绕其开展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

为显著的成果及应用价值,同时也有许多发展提升

的空间。
适航验证方面,当前适航标准以“全尺寸飞机

地面应急撤离90s演示试验暠为民机应急撤离能

力的验证手段,演示试验考虑了人员生理属性、环
境照明条件、机组指挥引导、人员携带婴孩等影响

因素,并对其作了相应规定。出于参试人员安全、
试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考虑,该试验在状态完好的

真实飞机上进行,未模拟火灾、有毒烟雾等事故场

景。未来可基于具有大带宽、低延时特性的5G通

信网络,应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

现实(MR)等技术[44]提高撤离演示试验真实感,如

基于 AR技术[45]的事故情景实时3D显示等。
实验研究方面,不论是研究各种因素影响下的

人员应急撤离,还是建立并验证民机乘员应急撤离

仿真模型,都离不开充足实验数据的支持。根据应

急撤离实验数据等资料分析并提取不同因素影响

下的人员行为模式及关键运动参数,用于构建较为

真实的民机乘员应急撤离模型。从国内民机发展

需求角度考虑,未来远程宽体客机乃至翼身融合布

局客机等新机型的发展都需要满足适航标准对应

急撤离能力的要求,但目前国内缺乏针对这些客舱

布局的模拟撤离实验研究。
仿真研究方面,目前已有的人员疏散仿真模型

可以体现人员的动态移动过程和一些智能行为,已
被应用于人员疏散动态模拟、疏散时间预测和环境

因素影响分析,但还有改进提升的空间。拥有不同

国籍、文化背景、受教育水平等社会属性的人员在

紧急情况下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具有差异性,以欧美

人群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国内乘员的

撤离仿真建模。现有仿真模型中的人员运动规则

是根据实验结果或调研报告人为设置的,智能程度

低,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用基于人

工神经网络的智能体建模等方法,通过基于实验数

据的深度学习[46]等手段发展更加真实、通用、智能

的民机乘员应急撤离仿真模型。

5暋结束语

研究民机乘员的应急撤离问题有助于深入了

解应急撤离过程中的人员行为特征和多种因素对

人员撤离的影响方式及规律,为民机安全设计、客
舱布局设计与优化、适航验证等工作提供支持,有
利于提高民机应急撤离的效率,降低可生存事故的

伤亡率,更好地保护乘员的安全。
本文从民机应急撤离问题的背景出发,由相关

适航要求、实验研究和仿真研究三个方面展开,对
该问题研究的主要发展脉络、现状及进展进行了分

析总结,并结合未来民用航空发展需求和5G等新

技术应用展望了民机应急撤离研究的部分发展趋

势,以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HASBROOKA H,GARNERJD,SNOW CC.Evacua灢
tionpatternanalysisofasurvivablecommercialaircraft
crash:AD282893[R].U.S.:CivilAeromedicalResearch
Institute,1962.

[2] SafetyRegulationGroup.CAP780:aviationsafetyreview
2008[M].England:CivilAviationAuthority,2008.

[3] CAAPS.Survivingthecrash:theneedtoimprovelifesav灢
ingmeasuresatournation暞sairports[R].U.S.:Interna灢
tionalAssociationofFireFighters,1999.

[4] 张玉刚,宋笔锋,薛红军.民机应急撤离过程仿真模型研究

进展[J].航空工程进展,2010,1(1):55灢61.
ZHANGYugang,SONGBifeng,XUEHongjun.Advances
insimulationforcivilaircraftemergencyevaluation[J].Ad灢
vancesin 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10,1
(1):55灢61.(inChinese)

[5]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灢25灢R4[S].
北京:中国民用航空局,2011.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irworthiness
standards灢transportcategoryairplanes:CCAR灢25灢R4[S].
Beijing:CAAC,2011.(inChinese)

[6] 宋娜,陈琨,冯振宇,等.运输类飞机应急撤离演示试验适

航要求解析[J].航空工程进展,2019,10(5):650灢654.
SONGNa,CHENKun,FENGZhenyu,etal.Analysisof
airworthinessrequirementsforemergencyevacuationdem灢
onstrationtestoftransportaircraft[J].AdvancesinAero灢
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19,10(5):650灢654.
(inChinese)

[7] 邹田春,潘庭,杜月娟,等.基于多智能体和元胞自动机民

机应急撤离仿真[J].计算机仿真,2015,32(9):56灢60.
ZOUTianchun,PANTing,DUYuejuan,etal.Simulation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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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emergencyevacuationincivilaircraftbasedonmulti灢a灢
gentandcellularautomatatechnology[J].ComputerSimu灢
lation,2015,32(9):56灢60.(inChinese)

[8] 刘明.民用飞机应急撤离适航要求研究[J].机械设计与制

造工程,2017,46(5):79灢81.
LIU Ming.Analysisontheairworthinessrequirementsof

civilaircraftemergencyevacuation[J].MachineDesignand
ManufacturingEngineering,2017,46(5):79灢81.(inChi灢
nese)

[9] FENNELLPJ,MUIR H.Theinfluenceofhatchweight
andseatingconfigurationontheoperationofatype 栿

hatch:CAA灢93015[R].London:CivilAviationAuthority,

1993.暋
[10] TransportationSafetyBoardofCanada.Asafetystudyofe灢

vacuationoflarge,passenger灢carrying aircraft:SA9501
[R].Ontario:TSB,1995.

[11] MUIR H,BOTTOMLEY,DAVID M.Effectofmotiva灢
tionandcabinconfigurationonemergencyevacuationbe灢
haviorandratesofegress[J].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

AviationPsychology,1996,6(1):57灢77.
[12] MUIRH,COBBETTA.Aircraftevacuationtests,anini灢

tialassessmentoftheinfluenceofvariousaisleconfigura灢
tionsandlightingconditionsunderdifferentevacuationsce灢
narios[R].Montreal:TransportationDevelopmentCenter,

1996.
[13] McLEAN G A.Access灢to灢egress:ameta灢analysisofthe

factorsthatcontrolemergency evacuation through the

transportairplanetype灢栿over灢wingexit:DOT/FAA/AM灢
01/2[R].WashingtonDC:OfficeofAviationMedicineRe灢
port,2001.暋

[14] McLEANGA.Access灢to灢egress栿:repeatedmeasurement
offactorsthatcontroltheemergencyevacuationofpassen灢
gersthroughthetransportairplanetype灢栿over灢wingexit:

DOT/FAA/AM灢04/2[R].WashingtonDC:OfficeofAvia灢
tionMedicineReport,2004.

[15] CAMI.CAMIresearchfacilitiesgetmajorupgrades[EB/

OL]. [2019灢12灢03].https:曃 www.esc.gov/MON灢
RONeYnews/archive/2015/CB/01_3.asp.

[16] 李占科,刘超.大型客机过道宽度对应急撤离时间影响的

实验研究[J].机械科学与技术,2012,31(7):1033灢1036.

LIZhanke,LIUChao.Experimentalresearchontheaisle
width暞seffectonemergencyevacuationtimeofacivilair灢
craft[J].MechanicalScienceandTechnologyforAerospace
Engineering,2012,31(7):1033灢1036.(inChinese)

[17] 杜月娟.大型客机应急撤离仿真及参数影响性分析[D].天

津:中国民航大学,2017.
DUYuejuan.Civilaircraftemergencyevacuationsimulation

andanalysisofparameterinfluence[D].Tianjin:CivilAvi灢
ationUniversityofChina,2017.(inChinese)

[18] 王敏,吴洋,周琳.提高应急撤离地面演示参试者安全性的

研究[J].民用飞机设计与研究,2017(2):20灢24.
WANG Min,WUYang,ZHOULin.Researchonpartici灢
pantsafetyimprovementinemergencyevacuationdemon灢

stration[J].CivilAircraftDesignandResearch,2017(2):

20灢24.(inChinese)
[19] 杜红兵.航空器内人员应急疏散仿真模型研究[J].中国安

全科学学报,2010,20(7):14灢20.
DU Hongbing.Studyonthesimulationmodelforoccupant
emergencyevacuationinaircraft[J].ChinaSafetyScience

Journal,2010,20(7):14灢20.(inChinese)
[20] OKAZAKIS.Astudyofpedestrianmovementinarchitec灢

turalspace灢part2:concentratedpedestrianmovement[J].
TransactionsoftheArchitecturalInstituteofJapan,1979,

9:101灢110.
[21] HELBINGD,MOLNARP.Socialforcemodelforpedes灢

triandynamics[J].PhysicalReviewE,1995,51(5):4282灢
4286.

[22] GUNNARGL.Modelingandsimulationofpedestriantraf灢
ficflow[J].TransportationResearch,PartB(Methodolog灢
ical),1994,28(6):429灢443.

[23] SCHADSCHNEIDER A.Cellularautomatonapproachto

pedestriandynamics灢theory[C]曃 PedestrianandEvacua灢
tionDynamicsConference.NewYork:Springer,2002:75灢
85.

[24] 马智.大型飞机人员应急撤离建模及仿真[D].西安:西北

工业大学,2008.
MAZhi.Modelingandsimulationofcrowdemergencye灢
vacuationinlargeaircraft[D].Xi暞an:NorthwesternPoly灢
technicalUniversity,2008.(inChinese)

[25] 李杰,张炜.大型民用飞机应急撤离模型与仿真方法研究

[J].航空计算技术,2010,40(3):40灢43.
LIJie,ZHANG Wei.Simulationofpassengerevacuation

underemergencyinlargecivilaircraft[J].Aeronautical
ComputingTechnique,2010,40(3):40灢43.(inChinese)

[26] 张炜,刘泽奇,马智.飞机乘员应急撤离可视化仿真方法研

究[J].航空工程进展,2010,1(4):347灢351.
ZHANG Wei,LIU Zeqi,MAZhi.Studyonvisualization

simulationofaircraftemergencyevacuation[J].Advances
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10,1(4):347灢
351.(inChinese)

[27] 张玉刚,宋笔锋,薛红军.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民机应急撤离

仿真系统设计[J].飞机设计,2011,31(1):45灢50,60.
ZHANGYugang,SONGBifeng,XUEHongjun.Designof

civilairplaneemergencyevacuationsimulationsystembased
onimprovedcellularautomata[J].AircraftDesign,2011,

31(1):45灢50,60.(inChinese)
[28] 张玉刚,宋笔锋,薛红军,等.民用客机客舱布置应急撤离

影响因素仿真分析[J].计算机仿真,2011,28(6):62灢65.

ZHANG Yugang,SONG Bifeng,XUE Hongjun,etal.
Simulationanalysisofcivilaircraftemergencyevacuation

impactfactor[J].ComputerSimulation,2011,28(6):62灢
65.(inChinese)

[29] 徐进津.飞机客舱乘客紧急疏散仿真方法研究[D].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2011.
XUJinjin.Thesimulationofmultipleagentsevacuationin
anairplane[D].Shanghai: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

567第6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彭浩轩等:民机应急撤离实验与仿真研究进展



2011.(inChinese)
[30] ZHANG Qingsong,QIHanpeng,ZHAO Guomin,etal.

Performancesimulationofevacuationproceduresinpost灢
crashaircraftfires[J].JournalofAircraft,2014,51(3):

945灢955.
[31] 张青松,杨彩红.飞机客舱应急撤离演示模拟方案设计研

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2016,16(3):154灢157.
ZHANGQingsong,YANGCaihong.Simulationdesignfor
theaircraftcabinemergencyevacuation[J].JournalofSafe灢
tyandEnvironment,2016,16(3):154灢157.(inChinese)

[32] 吴义兵.基于社会力模型的飞机应急撤离仿真研究[D].天

津:中国民航大学,2018.
WU Yibing.Simulationofaircraftemergencyevacuation
basedonsocialforcemodel[D].Tianjin:CivilAviationU灢
niversityofChina,2018.(inChinese)

[33] 潘立军,吴大卫,谭兆光,等.基于适航符合性的翼身融合

布局客机客舱布置设计[J].航空学报,2019,40(9):66灢
74.暋
PANLijun,WU Dawei,TAN Zhaoguang,etal.Cabin
layoutdesignforBWBcivilaircraftbasedonairworthiness
compliance[J].ActaAeronauticaetAstronauticaSinica,

2019,40(9):66灢74.(inChinese)
[34] HENDERSONL.Onthefluidmechanicsofhumancrowd

motion[J].TransportationResearch,1974,8(6):509灢
515.暋

[35] HELBINGD,FARKASI,VICSEKT.Simulatingdynam灢
icalfeaturesofescapepanic[J].Nature,2000(28):487灢
490.暋

[36] 徐高.基于智能体技术的人员疏散仿真模型[J].西南交通

大学学报,2003(3):301灢303.
XUGao.Simulationmodelforcrowdevacuationbasedon
agenttechnology[J].JournalofSouthwestJiaotongUni灢
versity,2003(3):301灢303.(inChinese)

[37] POUDELM,COSENZACAN,CAMINOFM.Aircrafte灢
mergencyevacuation:amultiagentoptimizationapproach[C]曃
2009INCOSEInternationalSymposiu.[S.l.:s.n.],2009:

1652灢1662.
[38] 董文永,毛文韬,钟安原,等.基于智能体技术的火场人员

疏散元胞自动机模型与仿真[C]曃 国际教育技术与培训会

议.[S.l.:s.n.],2010:236灢239.
DONG Wenyong,MAO Wentao,ZHONGAnyuan,etal.
Cellularautomationmodelandsimulationoffireevacuation
basedonagenttechnology[C]曃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EducationTechnology&Training.[S.l.:s.n.],2010:

236灢239.(inChinese)
[39] MIYOSHIT,NAKAYASUH,UENOY,etal.Anemer灢

gencyaircraftevacuationsimulationconsideringpassenger
emotions[J].Computers&IndustrialEngineering,2012,

62(3):746灢754.
[40] GIITSIDIST,SIRAKOULISGC.Simulationofaircraft

disembarkingandemergencyevacuation[C]曃 Proceedings
ofthe201422ndEuromicro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Parallel,Distributed,and Network:Based Processing.
WashingtonDC:IEEE,2014:372灢379.

[41] GIITSIDIST,DOURVASNI,SIRAKOULISGC.Paral灢
lelimplementationofaircraftdisembarkingandemergency
evacuationbasedoncellularautomata[J].TheInternational
Journalof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pplications,

2016,31(2):134灢151.
[42] 杜红兵,张庆庆,陈晨.民航飞机客舱乘客应急疏散仿真模

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6,51(1):161灢167.
DUHongbing,ZHANGQingqing,CHENChen.Occupant
evacuationsimulationmodelduringcivilaircraftemergency
[J].Journalof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2016,51
(1):161灢167.(inChinese)

[43] POUDEL M,CHAUDHURY B,SHARMA K,etal.
GPU basedcomputationalsimulationofaircraftevacua灢
tion:temporalandspatialanalysis[J].TransportationRe灢
searchProcedia,2018,29:356灢365.

[44] 陶东.VR/AR/MR技术在应急疏散中的应用与分析[J].
中国应急救援,2018(5):13灢16.
TAODong.ApplicationandanalysisofVR/AR/MRtech灢
nologyinemergencyevacuation[J].ChinaEmergencyRes灢
cue,2018(5):13灢16.(inChinese)

[45] 侯颖,许威威.增强现实技术综述[J].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2017,25(2):1灢7.
HOU Ying,XU Weiwei.Asurveyofaugmentedreality
technology[J].ComputerMeasurementandControl,2017,

25(2):1灢7.(inChinese)
[46] 纪乾.基于深度学习的飞机乘员应急撤离行为特征分类研

究[D].天津:中国民航大学,2019.
JIQian.Classificationofbehavioralcharacteristicsinair灢
craftemergencyevacuationprocessbasedondeep灢learning
[D].Tianjin:CivilAviationUniversityofChina,2019.(in
Chinese)

作者简介:
彭浩轩(1995-),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工程力学。

刘小川(1983-),男,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材料/结

构冲击动力学。

白春玉(1984-),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材
料/结构冲击动力学。

惠旭龙(1989-),男,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材料/结

构冲击动力学。

牟让科(1966-),男,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结构动

力学。

(编辑:丛艳娟)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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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

2020年12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6
Dec.2020

收稿日期:2020灢01灢08;暋修回日期:2020灢03灢23
基金项目:民航局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支持项目(TM2018灢3灢1/2);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创新团队支持项目(JG2019灢11);

2019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1910624040);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面上项目(J2020灢066)

通信作者:马义龙,myilong@yeah.net
引用格式:陈亚青,马义龙,何昕.配对进近模式分析及研究进展[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6):767灢773.

CHENYaqing,MAYilong,HEXin.Analysisandresearchprocessofpairedapproachmode[J].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灢
enceandEngineering,2020,11(6):767灢773.(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6灢767灢07

配对进近模式分析及研究进展

陈亚青1,马义龙2,何昕2

(1.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民航飞行技术与飞行安全重点实验室,广汉618307)

(2.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广汉618307)

摘暋要:配对进近模式是在近距平行跑道上运行的,旨在提高仪表气象条件下的进场效率的一种高效进近模

式,该模式的完整流程在国内鲜有阐述。本文重点分析配对进近程序在近距平行跑道上运行时各阶段的流程,

以及配对进近程序的实施对机型、设备以及人员的具体要求;结合目前国内近距平行跑道的运行情况,国际上

对配对进近模式的研究和应用现状,指出我国引进配对进近模式的迫切性以及该模式今后的研究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配对进近;近距平行跑道;机场容量;仪表飞行程序;运行效率

中图分类号:V355.2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6.00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nalysisandResearchProgressofPairedApproachMode

CHENYaqing1,MAYilong2,HEXin2

(1.CAACKeyLaboratoryofFlightTechnologyandSafety,CivilAviationFlight

UniversityofChina,Guanghan618307,China)

(2.CollegeofAirTrafficManagement,CivilAviationFlightUniversityofChina,Guanghan618307,China)

Abstract:Pairedapproach(PA)modeisanefficientapproachmodethatoperatesoncloselyspacedparallelrun灢
ways(CSPRs)andaimstoimprovetheapproachefficiencyunderinstrumentmeteorologicalconditions(IMC).

ThecompleteprocessofthismodeisrarelyelaboratedinChina.Theoperationalprocessanddefiniterunningre灢
quirementsofthePAprocedureonCSPRsareanalyzed.CombinedwiththepresentdomesticCSPRsoperation

oftheairportandPA modelresearchandapplicationstatus,theurgencyoftheproposedPA modelintroduced

intoChinaandtheresearchdirectioninthefuturearepointedout.

Keywords:pairedapproach;closelyspacedparallelrunways;airportcapacity;instrumentflightprocedure;op灢
erationalefficiency

0暋引暋言

目前,我国平行跑道的仪表运行模式按照跑道

用于进、离场的使用方式,可以分为:相关平行仪表

进近模式、独立平行仪表进近模式、独立平行离场

模式以及隔离平行运行模式四种方式。但是上述

四种运行模式都要求两条平行跑道中心线的间距

不小于760m,也就是说这四种平行跑道仪表运行



模式都不适用于近距平行跑道[1]。
当前,世界民航运输业蓬勃发展,我国作为民

航大国也正随着民航“一带一路暠建设迎来迅猛增

长的飞行流量。许多大型枢纽机场,例如北京大兴

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广州白云机场

等都建有近距平行跑道,目前这些机场多采用一起

一降的类似于隔离平行运行的模式,在相邻的平行

跑道实施进近的两机之间需要配备与单跑道运行

时相同的间隔。近距平行跑道在这种模式下运行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机场容量,但远没有发

掘出其巨大潜力[2]。
早在1996年,美国的 R.Stone就提出一种针

对近距平行跑道运行的类似于相关平行仪表进近

的配对进近运行模式,可以使即将在近距平行跑道

着陆的航空器实现成对、有序地“同时暠进近。该模

式大幅度提升了仪表气象条件下的近距平行跑道

的容量,缩短了和目视气象条件下进场容量的差

距,使得在大部分气象条件下,进场容量保持稳定,
给近距平行跑道的运行提供了新的方向[3]。

国际民航组织 (InternationalCivilAviation
Organization,简称ICAO)于2010年提出航空系

统组块升级(AviationSystemBlockUpgrades,简
称ASBU),组块B1灢WAKE中要素2指出,要通过

修改尾流间隔的适用方式提高建有近距平行跑道

机场的进场航空器架次[4]。为此,各国相继开展通

过缓解或避开尾流影响进而缩小尾流间隔来增加

跑道容量的研究工作,配对进近模式也不断被验证

以及完善[5]。
本文综述了配对进近模式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综合分析了配对进近模式的总体流程及配对要求,
指出了今后配对进近模式的研究发展方向。

1暋配对进近模式

航空器的尾流包括发动机喷流和翼尖涡流,做
尾随飞行的飞机遭遇的前机尾流主要是翼尖涡流,
当两架飞机在做一前一后尾随飞行时,后机受前机

翼尖涡流影响较大[6]。
配对进近的两机中在前的飞机称为前机(Tar灢

getAircraft),在后的飞机称为后机 (TrailAir灢
craft)或间隔管理机(IntervalManagementAir灢
craft)[7]。配对过程中,后机既不能距离前机太近,
以免后机误入前机航道或前机错误进近而发生碰

撞,也就是说两机之间要满足一个碰撞安全间隔;
同时要求后机不能距离前机太远,以在前机尾流到

达前避开其尾流的影响,因此两机之间还需要满足

一个尾流安全间隔,如图1所示。

图1暋配对进近示意图[8灢9]

Fig.1暋SchematicdiagramofPA[8灢9]

为了同时且更好地避免尾流遭遇和碰撞风险,
尾随进近的航空器可以采用3曘偏置进近的方式,
如图2所示。此外,尾随航空器可以使用高于前机

的进近高度以减小尾流遭遇风险,如图3所示。

图2暋3曘偏置配对进近示意图[10]

Fig.2暋Schematicdiagramof3曘offsetPA[10]

图3暋配对进近剖面图[11]

Fig.3暋Cross灢sectiondrawnofP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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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旧金山、波士顿等9个机场使用的同时

偏置仪表进近 (SimultaneousOffsetInstrument
Approach,简称SOIA)模式,以及近距平行跑道的

同时相关进近模式就是典型的配对进近模式,这种

配对进近模式可以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满足仪表

气象条件)增加25%的到达班次,前后两机之间的

斜距最小已缩小至1nmile(1852m),缩小了尾

流间隔,提高了航班到达率[11灢12]。

2暋配对进近程序分析

配对进近程序是以配对进近模式实施进近的

飞行程序,可以使仪表气象条件下的进场容量达到

目视气象条件(VisualMeteorologicalCondition,

简称 VMC)下的85%[8]。

2.1暋配对进近程序要求

配对进近程序的实施首先要求落地机场建有

近距平行跑道、仪表着陆系统和区域导航系统,且
要满足 VMC[7]。配对进近程序自进场航段开始

至最后进近阶段结束,两机驾驶员按照机载设备提

示与管制员指挥完成进近[11]。

2.1.1暋机型要求

避开尾流影响是配对进近程序实施过程中的

关键一环,因此在实施配对进近程序前,必须明确

航空器的尾流等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灢
alAviationAdministration,简称 FAA)根据航空

器的最大起飞重量,将航空器划分为六个尾流等

级,常见机型的尾流等级划分如表1所示。

表1暋常见机型的尾流等级划分[13]

Table1暋Commonaircraftwaketurbulenceclassification[13]

尾流等级 机暋型

B
B741、B742、B743、B744、B748、B772、B773、B788、
B789、B78X

C B762、B763、B764、MD11

D
A319、A320、A321、B737、B738、B739、B752、B753、
C919、E195、MD82、MD90、T154

E CRJ2、CRJ7、CRJ9、E170

F E110、E120、E121

暋暋一般地,配对进近程序实施过程中,配对前机

为尾流等级为D、E、F的航空器(B757除外);配对

两机尾随进近的飞机可以是任意尾流等级。实际

上,配对前机尾流等级类型与跑道间距、进近速度

等参数有关,具体应该按照相关管理部门针对不同

机场所制定的规章选择[14]。

2.1.2暋设备要求

配对进近程序的精准实施依赖于先进的机载

设备和精密的导航系统。实施配对进近程序的机

场必须安装仪表着陆系统(InstrumentLanding
System,简称ILS),使进近航空器可以实施带有垂

直引导的进近程序[13]。符合实施配对进近程序的

航空器对都必须配备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系统

(AutomaticDependentSurveillance灢Broadcast,简
称 ADS灢B),以及驾驶舱间隔管理(Flight灢deckIn灢
tervalManagement,简 称 FIM)硬 件 设 备[15灢17]。

ADS灢B每秒钟更新一次数据,包括了发送装置

ADS灢BOUT、接收装置 ADS灢BIN 和驾驶舱交通

信息显示(CockpitDisplayofTrafficInformation,
简称CDTI)器。此外,终端区的管制部门还需要

装设 ADS灢BIN以实时监控飞行动态。

2.1.3暋人员要求

(1)实施配对进近程序对飞行员的要求

要求飞行员掌握配对进近程序的操作流程,无
论是作为前机的驾驶员还是间隔管理机的驾驶员

都应彼此熟知各自的操作流程。此外,他们必须接

受FIM 设备的操作培训,包括飞行前、飞行中以及

正常和异常程序的处理方法,还应包括前机进近至

决断高度时的复飞程序训练等操作[13]。
(2)实施配对进近程序对管制员的要求

作为负责监控并指挥航空器完成进近程序的

直接责任人,进近管制员需要厘清并熟记符合配对

条件的典型航空器的机型、典型航空器的进近性

能,保证在航空器进场阶段前可以对可供配对的航

空器进行筛选并为其配备初始间隔以及进近速度。
此外,管制员也应当同飞行员一样接受相关设备的

操作培训以及配对过程中特殊情况的处理训练。

2.2暋配对进近程序流程

(1)进场和起始进近航段

在距离跑道入口约18nmile,后机进入管制

员移交区(ControllerDeliveryZone,简称 CDZ)。
在此前的尾随飞行过程中,两机应当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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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nmile的初始纵向间隔和300m 以上的

垂直间隔[16]。

当飞机对进入管制员移交区后,管制员将对做

尾随飞行的飞机对进行初步筛选,看其是否符合配

对进近程序要求[7]。对于满足配对进近程序要求

的飞机对,管制员将在管制员决断点(Controller
DecisionPoint)发布下降指令,并分别为配对前机

和后机配备进近高度和进近速度。后机应以3曘的

偏角实施进近且较前机配备较高的进近高度,此时

两机的垂直间隔仍应满足300m 的安全间隔。对

于不满足配对进近程序要求的飞机对,管制员按照

常规的程序指挥[16]。

(2)中间和最后进近航段

飞机对飞过管制员决断点后,配对后机的机组

通过 ADS灢BIN 获取来自配对前机 ADS灢BOUT
发送的前机进近速度、下滑角度、飞行高度以及两

机纵向间隔等数据,并显示在驾驶舱交通信息显示

器CDTI上。后机机组根据 CDTI显示的数据信

息进行调整并保持与配对前机的安全距离,以免当

配对前机错误进近时与配对后机发生碰撞,且使其

能够在到达尾流保护点(WakeVortexProtection

Point)后可以避开前机尾流影响[16]。

尾流保护点位于两机航向道侧向间距2500ft
(762m)处,当尾机到达该点时,两机不再需要配

备300m 的垂直安全间隔。此时前机将以恒定的

速度进近,尾机仍根据 FIM 航空电子设备给定的

参数调整与前机的距离,保证其始终位于碰撞危险

区和尾流危险区之间的理想运行区(NormalOp灢
eratingZone,简称 NOZ)内,直至两机确定最后进

近定位点各自进近完成配对,前机到达决断高度前

飞行员不可以关闭自动驾驶[16灢17]。完整的配对进

近程序流程如图4所示。

图4暋配对进近程序完整流程图

Fig.4暋FlowdiagramofPAprocedure

3暋配对进近模式研究进展和趋势

自提出至今,配对进近模式的研究重点主要集

中于飞机对中前后两机的碰撞安全前界和尾流安

全后界及其风险评估,也就是后机的理想运行区域

即配对进近安全区域的确定,以及实施配对进近模

式后的跑道容量评估。

3.1暋国外研究进展

2000年,美国米特公司首次提出3曘偏置配对

进近,这种同时偏置仪表进近方式可以更好地避免

尾流遭遇风险,这一研究成果对此后配对进近模式

的研究起到很大作用,为目前波士顿、旧金山等机

场实施的同时偏置仪表进近模式提供了理论指

导[10]。2001年,该公司的先进航空系统发展中心

和乔治亚理工大学工业与系统工程学院都在飞行

模拟器上对配对进近初始程序进行了测试,为进一

步定义驾驶舱任务以及开发驾驶舱间隔管理系统

奠定了基础[18]。2009年,NASA 提出蒙特卡罗的

方法对于配对飞机尾流遭遇风险的模拟计算具有

适用性,配对进近的安全区、配对前机错误进近时

的碰撞风险也可使用蒙特卡罗方法进行模拟计

算[19灢21]。2014年,兰利研究中心通过构建尾流运

动学模型的方法对实施配对进近模式的飞机对进

行尾流遭遇风险计算,为使用计算流体力学(Com灢
putationalFluidDynamics,简称CFD)定量的分析

尾流遭遇风险提供了参考[22]。随着民航通信、导
航、监视设备和空管新技术的发展,配对进近模式

的运 行 在 ADS灢B 监 视 设 备、下 一 代 告 警 系 统

ALAS等先进设备的支持下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
为实施基于间隔管理的配对进近程序奠定了基

础[23灢26]。2018-2019年,由 NASA 出资,MOSA灢
ICATM 公司、美联航、Honeywll公司等联合策划

并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进行了配对进近模式的飞行

试验,试验得到的数据为配对进近模式的进一步实

施提供了保障[13,16]。2019年,美国联邦航空局飞

行研究和分析小组,使用快速时间模拟方法对配对

进近过程中飞机对的碰撞风险进行分析,得出影响

碰撞安全前界的因素为配对前后两机的速度差异、
跑道中心线间距及进近对准类型(直线进近或偏置

进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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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暋国内研究进展

3.2.1暋配对进近模式碰撞风险研究

我国近距平行跑道启用较晚,但已有研究者参

考国外先进的跑道运行模式对我国在近距平行跑

道上实施配对进近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28灢30]。

2008年3月,随着国内首对近距平行跑道在上海

浦东机场启用,有关配对进近模式的研究也逐步深

入到其运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吕宗平等[31]使用

事故树分析法对配对进近的碰撞风险进行了系统

性分析;卢飞等[32]、王健等[33]基于定位误差分布

和导航误差分布以及尾流避让需求建立了配对进

近碰撞风险评估模型,对配对进近纵向碰撞风险做

出了评估;孙佳等[34]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分别模拟

了在有无避让机动时前后机的碰撞风险,并对采用

3曘偏置进近时的碰撞风险进行了分析,得到可以保

证安全的最小间隔;田勇等[35]在考虑了前机错误

近进和尾流对后机的影响,建立了运动学模型,得
出前后机的最佳起始纵向间隔;牛夏蕾等[36]、王莉

莉等[37]通过建立配对进近最小跟驰模型获得前后

机的最佳纵向间隔和有效的起始安全区;卢飞

等[38]通过建立配对进近模式的侧向风险评估模

型,得出后机采用偏置进近可以有效降低该模式对

实际导航性能的要求。

3.2.2暋配对进近安全间隔研究

何昕等[39]考虑了慢机错误地闯入快机航向道

和前机尾流在最大不利侧风影响下对后机的影响,
分别建立了防撞安全边界和尾流安全边界模型,提
出了可以实时、定量地计算两种配对方式下的理想

运行区域范围的方法;并基于“人、机、环、管暠思想

对配对进近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研究,提
出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因素[40]。另外,通过建立

运动学模型分析配对飞机对安全间隔的方法也是

配对进近安全运行研究的热点。宋斐[2]通过建立

机动避让运动模型和尾流运动模型,采用微分对策

理论求解两机的运动轨迹,确定了初始的最小纵向

间隔值;谷润平等[17]基于配对进近流程,建立了运

动学模型,分析了初始间隔、最大允许间隔等参数

的变化对前后两机碰撞风险的影响。我国对于配

对进近安全间隔的研究已经初见成果,但缺乏对配

对两机动态间隔管理的研究。

3.2.3暋近距平行跑道容量研究

关于实施配对进近程序后近距平行跑道的容

量问题,也有研究者做出了评估。郑少行等[41]借

鉴单跑道容量模型,构建了配对进近运行模式下的

近距平行跑道容量计算模型,结论表明配对进近模

式可以大幅提高近距平行跑道容量。颜于杰[42]同

样通过近距平行跑道配对进近的跑道容量评估模

型验证了该模式在增加跑道容量上的优势。可见

这种运行模式的引入对于我国民航强国建设提供

了助力。

3.3暋配对进近模型发展趋势

我国民航领域以及对于配对进近模式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碰撞风险评估、尾流遭遇风险评估即配

对进近安全区的前界和后界问题,实施配对进近程

序机场的跑道容量评估等几个方面,评估结果与国

际相比较为保守,配对进近安全区方面的计算结果

相对粗糙,这对于配对进近模式在我国成功实施来

说还远远不够。因而在以下四个方面还需做出努

力和突破:一是根据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和实际运行

经验推进我国航空器尾流重新分类(RECAT灢CN)
的进行,完善平行跑道同时仪表运行的管理规定;
二是加深对配对进近安全区的研究,使之实现精细

化、动态化;三是加快发展民航智能交通系统和空

管新技术,研发用于实施实时的间隔管理设备;四
是在进行尾流试验后对配对进近程序进行试验

飞行。

4暋结束语

配对进近模式在旧金山机场的运行体现出了

其十分突出的优越性,该模式已成为目前增加近距

平行跑道容量的最佳选择之一。作为民航大国,我
国大多数枢纽机场都建有或即将投用近距平行跑

道,巨大的飞行流量需要更多的跑道容量作为支

撑,迫切需要引进新的近距平行跑运行模式进行跑

道扩容,配对进近模式或是最佳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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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2013年美国空军首次提出“云作战暠概念,并
迅速得到美国国防部、海军及其他军种的认可,成
为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暠的核心概念之一[1灢2]。

“云作战暠是一种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的高度

信息化的作战概念,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信息

化联合作战领域的新应用和新作战理念的进一步

演进[3]。由云计算概念发展而来的云作战是未来

空天战场信息化战争的一种极具潜力的作战样式。
空天信息装备体系是支撑空天云作战的物质基础,
是发挥云作战聚散无形、虚实结合的前提。

本文在对比云计算与云作战概念的基础上,分
析了空天信息装备体系的建设需求,构建了基于云

作战理念的空天信息装备体系,从云作战制胜机

理,提升装备融合能力、可靠性和安全性,坚持统筹

协调等角度,探讨了云计算技术和云作战理念对空

天信息装备体系建设的启示。

1暋空天信息装备体系建设需求与研

究现状

未来的空天战场是现代军队塑造有利态势,综
合管控危机,遏制和打赢战争主战场[4灢5]。当前,主
要军事国家纷纷制定空天发展战略,发展空天军事

力量,谋求全球战略主动,为争夺空天优势展开激

烈竞争。重视来自空天领域的安全威胁,加强空天

作战力量建设,既为我军弯道超车、实现现代化、信
息化提供了宝贵机遇,又对空天作战领域装备体系

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
我国,高奇琦[1]研究了美国云计算战略的发展

及军方云作战概念的提出背景;时东飞等[3]、胡
悦[7]、张天等[8]研究了美军作战云概念及其对未来

作战带来的启示;罗金亮等[9]在跟踪“云作战暠理论

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云作战体系模型;方超

等[10]、李飞等[11]研究了网络空间和空天战场“云作

战暠理论的运用问题;刘鹏等[12]、李飞等[13]则对云作

战样式效能评估进行了仿真验证研究;范绍华等[14]

研究了支撑“云作战暠样式的武器装备发展问题。
研究表明,军事装备系统早期的概念分析与体

系设计评估的费用占总费用的20%,对装备全寿

命周期费用和进度的影响却达85%,而且有近

70%的装备建设资源分配决策发生在概念分析与

体系设计阶段[15]。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

对装备发展建设和作战运用,甚至于战争形态均具

有显著影响[16]。装备体系作为相互依赖的系统集

合,任何一个组分系统的缺失都将降低整体的性能

或能力。近年来,美军具有代表性的体系发展项目

包括未来作战系统、海军未来远征作战体系、弹道

导弹防御体系以及全球对地观测体系等[15]。
游光荣等[17]系统阐述了装备成体系建设的重

要性;程贲等[16]、叶国青等[18]研究了武器装备成

体系建设过程中体系框架及其优化方法;周宇[19]

借鉴了美军目前基于能力的武器装备发展理念,将
武器装备体系建设问题从其能力角度抽象为组合

规划问题,描述了其数学模型并进了装备体系优化

研究;李际超等[20]从体系内各装备平台战斗力贡

献度的角度研究了装备体系的建设问题;李新明

等[21]则侧重研究了电子信息装备体系的建设问

题。目前,装备成体系建设基本已成为装备发展领

域内的共识,也已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装
备体系归根结底是为战斗力服务的,武器装备体系

在不同的作战背景和作战样式下可能会有不同的

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目前,结合具体作战样式的

装备体系建设问题,特别是支撑空天战场“云作战暠
信息装备体系建设的研究还较少。

体系的思维一方面可以扬长避短,集中精力解

决体系的主要矛盾,使装备成体系的作战效能以及

主要战技指标能够满足任务需要,而不片面追求技

术层面的“高、精、尖暠;另一方面可以使装备体系协

调、可持续地发展,避免急功近利。基于这一技术

趋势和要求,空天信息装备的规划、研制、开发、编
配使用等阶段必须从体系这一全局出发,立足于提

高空天信息装备体系的核心能力———战斗力。
结构优良、信息作战能力和对抗能力卓越,可以

适应空天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顺应空天战援一体

作战样式的深刻变化,具有很强鲁棒性和模块化重

组能力的空天云作战信息装备体系将是实现空天安

全战略、和平开发利用空天的前提,是在未来空天体

系对抗、应对空天安全威胁的基础,是空天作战领域

战斗力的重要体现,是制胜空天的重要支撑。
根据未来空天战场的任务需求与“云作战暠概

念的不断发展,空天信息装备体系的建设发展必须

以栅格化信息网络为基础,以高度信息化的作战平

台为载体,以远程精确硬打击与网络电磁软杀伤为

进攻/防御手段,以智能、并行、高效的分布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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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流程为核心,实现多维空间作战平台的成体系

融合运用。从而增强空天方向装备的整体作战效

能,实现体系支撑、信息主导、聚散无形的空天云作

战构想。

2暋基于空天云作战的信息装备体系

云计算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满足

弹性服务需求。目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以信息互

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Web2.0为主要

特征的云计算时代[22灢23]。据美国国防部预计,云
计算技术的运用将使得未来六年的相关软硬件购

买和运营成本降低20%~25%[24]。
“云作战暠概念借鉴了云计算资源网络集成、高

效使用和优化配置的思想,是一种基于云计算技术

构建的高度信息化的作战思想。云作战的核心是

在体系层面实现战场资源的动态高效指挥控制及

海量战场信息的高速、实时、分布式处理与共享,构
建跨域、跨军种、分布式、网络化的云杀伤协同作战

能力[13]。基于作战云概念的未来空天作战将具有

作战要素的体系化,作战行动的精准化,作战决策

的智能化,无人化和有人化综合,硬打击和软杀伤

结合等特点[13]。

2.1暋空天信息装备体系结构

根据空天云作战的能力要求,以及空天云作战

信息装备成体系、融合式建设的需求,未来云作战

信息装备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主要分为作战运用

层和作战资源层。其中作战运用层根据云作战流

程将分为侦察感知云,指挥控制云,进攻/防御云,
综合保障云;而作战资源层则是根据不同的作战方

案,从空间和效能两个维度,将不同类型、数量和规

模的作战资源聚合形成相应的功能作战云。

图1暋空天云作战装备体系

Fig.1暋Aviationandspaceequipmentsystemforcloud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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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侦察感知云:针对作战空间的多维互动,空天

云作战装备体系必须具备全域实时的态势获取能

力。空天云作战将在多维空间同步展开,战场范围

广、战线流动性大、部队机动频繁、情况瞬息万变,
夺取作战主动权将更多地依赖于战场信息的及时

获取[25灢26]。

指挥控制云:针对战场信息的多源庞杂,空天

云作战装备体系必须具备高效、智能的信息融合处

理和计算辅助决策能力。一方面,由于技术标准各

异,接口格式不一,导致不同类型的装备之间,物理

装备与信息系统之间,甚至同类但不同代装备之间

如何有效通联、融合,成为空天作战云能否有效建

立并发挥效能的瓶颈[27]。只有将作战流程中各环

节的数据有效融合,作战云才能够获得有效、可靠

的数据支撑。另一方面,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不同

类别不同渠道的信息剧增,信息流速加快、冗余信

息泛滥、真伪信息并存,指挥决策易受干扰[25]。指

挥控制云能够发挥云计算技术所具有的更高的精

确性、更快的即时性、更大的灵活性、更好的分析性

等特点,通过智能识别、数据挖掘、辅助决策等功

能,对海量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确保云作战体

系中的各个作战单元始终得到最急需、最准确、最
有用的信息[25]。

进攻/防御云:针对空天云作战任务多元突变

的特点,云作战装备体系需要通过全域覆盖的信息

栅格网络,实现对各种作战力量的离散部署、功能

集中、效能融合。未来空天战场的一体化联合作战

具有参战力量多元、作战任务多样、事发情况突然、
信息交互频繁等特点。体系内的所有作战单元必

须实现不同军种和战场域之间的无缝融合,形成横

向互联、纵向贯通的一体化云作战进攻/防御体系,
确保空天方向联合指挥部在下定作战决心后,根据

相应的云作战任务规划聚合成进攻/防御云,实施

作战行动。
综合保障云:针对空天战场信息化武器装备大

量运用,作战节奏加快和装备保障行动转换迅速的

特点,空天云作战装备体系必须具备能够针对不同

类型的作战任务,综合运用多元保障力量,为空天

云作战提供精确、高效、可靠的装备和后勤保障。
空天战场综合保障的内容主要包括:气象预测、发
射测控、武器装备保障和后勤物资保障等。

2.2暋空天云作战装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

空天云作战装备体系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基于

云的分布式作战资源管理,对分属于不同军种、部
门和地域的作战资源进行管理,按照云作战的能力

需求对装备资源进行动态的组织和调度。基于云

计算模式和云作战能力需求的体系设计,统筹规划

和分布式部署,训练使用的装备发展、建设、管理模

式,有利于突破信息化装备建设过程中军兵种条块

式建设的局限,避免部门利益冲突可能导致的低水

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现象。扁平高效的指挥控

制与计算决策,将使得空天战场中集中控制、分散

执行的装备运用理念加速向虚拟化的集中计算指

挥,分布式的管理控制和分散式作战行动转变,使
得装备体系更具弹性和鲁棒性[28]。

空天云作战装备体系结构涉及到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等诸

军种力量[13]。平时,诸军种根据空天云作战的特

点和要求,并在军委装备发展部门的统筹规划下,
进行装备建设和军种内训练。在战时或者联合训

练时,根据需要进行力量编成,聚合成相应的功能

性作战云,由空天方向联合指挥部指挥[13]。
云作战通过建立高效、快速、智能、安全的信息

网络系统,不仅整合了网络内服务器的计算能力,
而且改变了战场作战力量构成和运用方式。云作

战通过指挥、控制和情报、监视与侦察网络,快速交

换来自各个战场维度和作战环节的数据,以整合各

个作战系统的作战力量,从而增强其效能,并获得

规模效益。各功能作战云是借鉴云计算思想构建

的作战网络,是云作战的行动主体,通过多维空间

作战平台的高度数据共享提高整个作战体系的

效能[13]。

3暋空天信息装备体系建设的启示

空天云作战通过作战云将分散的各作战平台、
传感器、武器系统和各类战场数据等作战要素相互

链接,整合管控战场资源,精准构建综合通用作战

态势图,为作战决策提供有效智能支撑,提升作战

要素间的协同能力与整体杀伤效能[26]。
面对日益复杂的空天安全形势和诸多挑战,空

天信息装备必须走体系化、融合式发展的模式,避
免出现各自为战,缺乏统筹的局面。在预算有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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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领域信息装备、平台研发与核心装备试制研制

成本大,风险高的情况下,应有所侧重和取舍。
(1)重视未来空天云作战制胜机理的研究

装备体系建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装备在未

来作战中的战斗力。由云计算概念发展出来的云

作战理念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发展在军事领域的表现形式。目前,云作战具有一

定的超前性,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模式,深入研究未

来空天作战的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是空天信息装

备体系建设过程中基于能力、需求等原则的前提。
需求是装备体系建设的起点和基础,需求牵引也是

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基于云作战

需求的装备建设发展理念将改变以具体装备型号

研制为主要内容,各军种部门自成体系的发展思维

与建设模式。
(2)提升装备融合成作战云的能力

信息装备体系的云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信息装备融合成作战云的能力。这里的融合能

力,不仅包括提升其模块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
用于提高其在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上融合成云的

能力,还包括广义上的融合能力。例如,在技术层

面的成熟技术与需研发技术的统筹,既有技术与新

兴技术的兼顾,又有在体系分析层面中的专家经验

知识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融合,是全要素、深层次、持
续性的融合。通过装备融合、信息融合、时空融合

等具体融合,以及资源融合、技术融合、军民融合等

广义融合构建空天信息装备体系,使其能够有效支

撑空天云作战的能力需求。
具备相应能力的作战云对作战装备实施主动

的融合和分散,构建“聚而愈强,分而不散暠的云作

战体系。在确定信息装备体系中具体装备的性能

指标时,应该根据云作战的需求,相应增加反映信

息装备融合成作战云能力指标在性能指标体系中

的比重,如数据接口的标准化程度[29],信息装备的

异构融合能力,数据融合与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装备

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等信息力指标。
(3)重视信息装备体系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作战云对通信网

络和信息技术的依赖,使得其更容易受到干扰和攻

击。对信息空间的攻击将导致实体物理装备的故

障,这给信息装备体系的建设及其在空天战场的作

战运用提出了新的挑战[30]。在空天信息装备体系

建设发展过程中,军民通用的、模块化的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等软硬件大规模使用[31],并且越来越

依赖网络通信、数据链等技术,使其开放性日益增

强,从而导致技术性的安全风险不断增加。此外,
攻击者的系统漏洞发现能力与攻击技术也不断提

升,使得系统安全威胁日益升级[32灢34]。因此,要把

握好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之

间的平衡。加强装备接口间通信监测管控与新的

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4)平衡好独立自主与融合发展的关系

空天云作战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发展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和作战理念,构建适应

云作战要求的空天信息装备体系是适应世界新军

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客观要求。
支撑信息装备建设的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是构建

网络信息体系的重要基础。当前大多国家大力发

展能够大幅提升军事能力优势的颠覆性技术。同

时,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新兴国家的科技创新,尽可

能维护其科技霸权和技术垄断地位[35]。因此,对
于核心关键技术以及有可能形成后发优势和杀手

锏地位的装备技术,应该超前布局、超前谋划,将主

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同时,作为复杂的技术系统,核心信息装备的

技术挑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彻底解决的。支撑

信息装备体系的信息技术作为一个技术支撑体系,
完全掌握技术体系内的所有技术是不符合客观规

律的,也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在
信息装备的建设发展上应该平衡好独立自主与利

用民用信息装备产业链的关系,挖掘军民融合的巨

大潜力,在核心技术上着力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和

培育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技术的协同发展。针对

一些所谓的新技术、新概念,也需要增强认知力、鉴
别力,避免陷入被动局面。

4暋结束语

未来的信息化战争,离不开空天预警、侦察、通
信等信息装备的支持,特别是信息装备技术日新月

异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空天将从信息获取、传输的

上游行动,逐渐进入到信息处理、应用等中游环节,
并将直接参与到火力打击的最终阶段。因此,空天

信息装备成体系化地建设与发展日益迫切。
本文在研究云作战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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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作战信息装备体系建设的需求分析,构建了基于

云作战的空天信息装备体系,初步探讨了信息装备

体系运用过程中云作战能力生成机理。空天信息

装备的优劣决定了未来空天战场的主动权和主导

权,在信息装备成体系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应更加

重视云作战制胜机理研究,不断提升装备体系融合

能力,更加重视可靠性和安全性,平衡好独立自主

与融合发展的关系。本文深化了空天信息装备体

系建设需求与实现途径的认识,对空天战场信息装

备成体系建设与运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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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行安全是飞机研究中最重视的部分,运输类

民航客机适航标准CCAR第25部803条款要求:
对于客座量大于44座的飞行器,必须表明在应急

情况下其最大乘坐量的乘员能在90s内从飞机撤

离至地面[1]。因此,民航客机在通过适航认证并正

式运营之前,必须表明其客舱安全性满足适航规章

的要求。然而,一次真机试验需要涉及许多人员、
设备和仪器,费用较高,且具有较高的危险性。以

波音公司为例,一次客舱逃生试验,总计耗费金额

达到100万美元以上[2]。1972-1980年间,FAA



的7次全机逃生试验共涉及人员2571人,造成其

中166人受伤。1981-1991年间,FAA 全机逃生

试验共涉及 3761 人,受伤人数达到 212 人[3]。

1991年,在对 MD灢11宽体机进行应急撤离疏散实

验时,一位女性测试者因受伤而永久性的瘫痪[4]。

2006年 A380完成逃生测试时一人脚部骨折,多人

受伤[5]。与之相比,数值仿真模拟既安全且可重复

性高,又可以模拟各种极限情况,因此飞机客舱逃

生数值模拟可作为试验的有益补充。
目前国外已长期开展飞机客舱安全逃生相关

仿真研究。据文献调研,FAA早在1962年就已开

展乘客应急撤离模型相关研究[6];1970年,FAA
开发了 GPSS软件,这是第一个能用来模拟飞机客

舱应急撤离仿真的软件;此后国外陆续开发 GA、

AIREVAC、MACEY、airEXODUS等多个用于民

航客机90s应急撤离的仿真算法和软件[7],其中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开发出商用软件airEXODUS
能较好地模拟仿真各种应急撤离的场景,但关于飞

机部分其软件对外保密[8灢10]。

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飞机客舱逃生仿真的研究

相对较少。李杰等[11]研究了飞机应急撤离的元胞

自动机模型,并在 DELMIA 平台实现建模和三维

演示;徐进津[12]研究了飞机客舱疏散仿真的人为

因素,总结了客舱和乘客的属性以及一些人为因素

数据。上述文献中均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疏

散人群的属性,把疏散人群视为相同粒子,忽视了

个体的差异化,与真实撤离实验存在一定差别。陈

晨、杜红兵等[13灢15]运用元胞自动机模型,并借鉴了

智能体模型,开发仿真软件 CabinEvac,并研究乘

客的应急心理状态,但其对心理状态的考虑并不全

面,且未与相同状态下的逃生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验证。

智能体模型把关注点放在疏散体身上,认为模

型对象能在一定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行为规则和

学习能力,通过感知外界因素调整自身的状态,最

终完成目标[16]。这种模型的优点在于其能体现个

体的差异性,使模拟仿真更接近于真实。

本文采用智能体模型,建立逃生智能体的行为

准则,以最优路径算法 A* 算法为主要行为依据,

根据拥挤情况选择在 A* 算法中适合飞机的估值

函数;结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协助与阻碍影响,个
体与环境的影响,建立客舱应急撤离的仿真模型;

将算法结果与前人实验结果和权威软件airEXO灢
DUS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1暋疏散人群的智能体模型设计

1.1暋智能体模型

智能体模型来源于人工智能,指的是模型对象

在一定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行为规则和学习能

力,最终完成目标任务[16],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构建

的社会模型[17]。
基于智能体模型理论,结合运输类飞机适航标

准,本文中的智能体模型遵循的行为规则分为三大

子规则,分别为路径抉择规则、移动规则和交互规

则,如图1所示。在路径抉择时,智能体通过 A*

算法求取各逃生出口对应的最优路径,然后比较不

同出口的最优路径,最终做出选择;在移动规则下,

疏散体的移动速度受到初始移动速度与其他系数

的影响;在交互规则下,拥挤、恐慌和互助分别对路

径抉择中的 A* 算法估值函数和影响速度的系数

产生影响。

图1暋智能体模型的移动规则

Fig.1暋Agentmodelmovementrules

1.2暋路径抉择规则

在路径抉择上,每个疏散智能体均选择最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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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方法前进,本文采用在最优路径研究领域被广

泛采用的 A* 算法。

1.2.1暋A* 算法原理

A* 算法是一种人工智能中典型的路径启发式

搜索优化算法,通过选用合适的估值函数F(n),朝
着最可能的值进行求取,最终得到从起点S 到终

点E 的最短且最合适的路线,其原理图如图 2
所示。

图2暋A* 算法原理图

Fig.2暋A* algorithmschematic

A* 算法的步骤:
(1)设置开放(open)和关闭(close)两个列表,

起点定为S,终点定为E。
(2)从S开始,把S放入open列表中。
(3)判断open列表是否为空,若为空,则宣告

路径寻找失败,退出循环。
(4)open列表为非空集合,选取open列表中

F(n)最小的节点T,将节点T 从open列表中删

除,放入close列表。
(5)检查节点T 是否为终点E,若是终点E,

则找到路径并退出循环。
(6)若节点T 不是终点E,则把节点T 周围

的可扩展节点Ti(上下左右且不出界和非墙节点)

做预处理,计算Ti 节点的F(Ti),并判断Ti。若

Ti 不在open和close列表中,则加入open列表,

并定义其父节点为T。若Ti 已经在open列表中,

则比较当前F(Ti)与原先的F曚(Ti):F(Ti)较小,
则说明当前路径更优,并更改父节点为当前T,用

F(Ti)代替F曚(Ti);F曚(Ti)较小则说明原路径更

优,因此跳过。若 Ti 已经在close列表中,则跳

过,处理下一个节点。
(7)返回步骤(3),直到在步骤(3)或步骤(5)

时跳出循环。

1.2.2暋A* 算法的估值函数

估值函数F(n)是 A* 算法中的一个核心,选
择合适的估值函数能正确地得到目标至终点的最

优路径,A* 算法选择F(n)=G(n)+H(n)作为估

值函数,其中G(n)为从起点S到达一个节点n 所

已经付出的代价,H(n)为从节点n到终点E 所估

计需要付出的代价。
在路径搜索中曼哈顿距离常被用于估值函数。

曼哈顿距离指的是两点之间的x轴距离和y 轴距

离之和[18],即若存在两点S(x1,y1)和E(x2,y2),
则曼哈顿距离L为

L(S,E)=旤x1-x2旤+旤y1-y2旤 (1)
飞机的情况较为复杂,人与人的交互也对估值

判断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估值 H(n)=L(S,E)+
Hinter(n),其中 Hinter(n)为人群交互所产生的估值

函数影响变化。

1.3暋交互规则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要对模型体有两方面的

影响,拥挤和恐慌会对路径抉择产生影响,同时恐

慌与互相帮助也对人的移动速度产生了影响。

1.3.1暋拥挤系数

拥挤对路径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拥挤的人数

会被折算成对应的等价距离。
定义拥挤距离 Hinter(S,E)=毺暳people(S,E),

其中people(S,E)指的是从起点到终点两个顶点

所组成的矩形中所包含的人数,毺为拥挤系数。
因此,A* 算法中估值函数 H(n)=L(S,E)+

Hinter(S,E)

1.3.2暋恐慌系数

恐慌主要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适当的恐

慌会使人紧张,促使疏散体移动速度变快[19];另一

方面过度的紧张会使得疏散人群变得不理智,产生

移动停滞或反向移动等现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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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SIS模型和情绪衰减管理模型[21]模

拟疏散人群的恐慌现象。

恐慌情绪会对路径决策产生影响,人群分为两

类人:易感者(Susceptibles)与感染者(Infectives)。

易感者为情绪接收者,不向外传递情绪;感染者为

情绪传递者,同时也能接收情绪。易感者与感染者

可互相转变,其转变零界点为情绪阈值毲。当情绪

值达到毲c 时,其行为呈现非理智状态,将出现停滞

或随机移动的行为现象。

初始时 刻 的 恐 慌 系 数 k 通 过 正 态 分 布 确

定[21],如式(2)所示。

kt=0 ~N(毺k,氁k) (2)

式中:k为恐慌系数;毺k 为正态分布的均值;氁k 为正

态分布的标准差。

由于恐慌程度与年龄性别有关,建立不同年龄

段和性别的初始恐慌因子,如表1所示。

表1暋不同年龄、性别人群的初始恐慌因子

Table1暋Initialpanicfactorsforpeopleofdifferent

agesandgenders

人群分类 毺k 氁k

青年男性 0.05 0.01

青年女性 0.06 0.01

老年男性 0.09 0.02

老年女性 0.10 0.02

暋暋某一时刻某一人物恐慌系数k的计算公式,如
式(3)所示。

kt+1
p =kt

p -kpdecay+暺
rs<R

k曚
s暳殼krs

(3)

式中:kt+1
p 和kt

p 分别为t+1时刻和t时刻疏散人

员p 的恐慌值;kpdecay为情绪衰减速率;rs 为感染者

与疏散者p 之间的距离;R 为传染半径;k曚
s 为感染

者的恐慌值;殼krs
为情绪传染比例。

一般情绪传递半径为一格到两格[21],本文选

用两格作为情绪传递半径。

殼krs =
0.01暋暋(rs=2)

0.03暋暋(rs=1{ )
(4)

疏散人群的恐慌会随时间衰减,并且会离出口

相接近时大幅度衰减。因此情绪衰减速率kpdecay的

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kpdecay=
kpe

毩
t-tp (d曑Rdoor)

kp毬 (d>Rdoor
{ )

(5)

式中:毩为疏散体在靠近出口处的情绪衰减速率,
取值0.8;毬为疏散体正常情况下的情绪衰减速率,

取值0.1;tp 为疏散体收到情绪传递的时间;d 为

疏散体离最近出口的曼哈顿距离;Rdoor为出口相近

处的临界曼哈顿距离。

当恐慌系数kp<毲c 时,疏散体呈现较为理智

状态,此时kmove=毸kp,其中毸为激励调节因子;当
恐慌系数kp 曒毲c,疏散体呈现不理智状态,呈现

停滞。

1.3.3暋乘客之间的互相协助因子

互相帮助可以使得疏散者的移动速度变快。
根据 AASK的飞机事故数据库调查显示,49.5%
的乘客会在飞行过程中与同伴一起同行,其中

65%为家庭关系,16%为朋友关系,8%为同事关

系,11%为其他关系,不同的关系决定了帮助的程

度[22灢23]。在同伴关系中,9%的乘客在真实飞行过

程中,提供了他人帮助,其中男性占据68%,女性

占据36%。暋
因此协助系数s:

s=
1 (无同伴关系)

s1暳s2 (有同伴关系{ )
(6)

式中:s1=

1.20 (家庭关系)

1.15 (朋友关系)

1.10 (同事关系)

1.05 (其他关系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s2=
1.05 (男性)

1.00 (女性{ )
。

1.4暋移动规则

1.4.1暋乘客的速度

人员最大的移动速度取决于年龄、性别,是否

携带婴儿等其他因素影响,因此采用公式Vk =
random(Vkmax,Vkmin)暳毸,其中Vkmax为人员移动速

度最大值,Vkmin为人员移动速度最小值,毸为速度

影响系数。
人员最大移动速度采用 GALEA 整理的民机

人员应急撤离速度分布统计数据,结合Fruin实验

统计[20],数据是对于目前应急撤离实验录像影音

中人群的速度统计得到,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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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不同年龄性别人群应急撤离速度统计[24]

Table2暋Statisticsofemergencyevacuation

speedofdifferentagesandgendergroups[24]

分暋暋组 速度最小值/(m·s-1)速度最大值/(m·s-1)

男性18~50岁 1.0 1.2

男性50~60岁 0.7 1.1

女性18~50岁 0.9 1.2

女性50~60岁 0.5 0.9

暋暋小于2岁的婴儿被视为无行为能力者,且依附

于其他人员且弱化该人员逃生速度,本文采用减少

被依附人员30%的移动速度。

1.4.2暋速度影响系数

速度影响系数毸主要受到恐慌系数k、互助系

数s和障碍物的影响。
在客舱中障碍物分为两种,可翻越式与不可翻

越式。其中可翻越式主要为乘客的行李、座位处的

把手,不可翻越式主要为座位、机上厨房与洗手间。
根据《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附录J[1],在适航逃生

时,会有乘客人数一半的行李、毯子、枕头等其他类

似物品放在过道或出口造成轻微障碍。不同障碍

物的速度影响系数如表3所示,得到速度影响系数

毸=kmove暳s暳毸else。

表3暋不同障碍物的速度影响系数

Table3暋Speedinfluencefactorofdifferentobstacles

其他障碍物 毸else

座位扶手 0.7

行李 0.90~0.95

毯子/枕头 0.95~0.98

2暋飞机客舱模型

2.1暋机型选择B737灢700机型

本文选用 B737灢700120座级机型进行数值仿

真。该机型客舱分布图如图3所示,左右两侧呈现

对称状态,每侧各有三个应急出口,共120个座位,
为B737灢700全普舱型机型。

图3暋B737灢700客舱模型图

Fig.3暋B737灢700cabinmodeldiagram

2.2暋应急设备使用情况

2.2.1暋安全门使用情况

按照《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25.807条[1],许

可的最大乘客数取决于机身上每一侧的应急出口

类型和数量,可容纳最大乘客数规定如表4所示。

表4暋应急出口类型与最大乘客数对应表

Table4暋Correspondencetableofemergencyexit

typesandmaximumnumberofpassengers

出口类型 最大乘客数 出口类型 最大乘客数

A型 110 栺型 45

B型 75 栻型 40

C型 55 栿型 35

暋暋C型出口需在10s内完全展开,其他型出口

需要在6s内完全展开[1]。结合文献[25]可得 C
型、栺型与栻型门大致开门时间如表5所示。

表5暋各类型门开门时间

Table5暋Openingtimeofvarioustypesofdoors

类型 开门时间/s 类型 开门时间/s

C型门 6~8 栻型门 4~5
栺型门 4~5

暋暋在适航审定过程中,局方要求使用的安全门是

开启一半的门,根据中轴线对称的每两扇门使用其

中一扇作为可用出口,用来测试能否通过90s的

应急撤离试验。由于在仿真计算过程中,左门开启

与右门开启影响甚微,因此全部使用一侧作为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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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暋逃生滑梯的使用情况

查阅文献[26],得到在正常离地高度3.5m,
滑梯展开与地面呈35曘时,乘客与滑梯之间的摩擦

系数为0.4,单人下滑时间为1.91s。B737灢700舱

门离地高度约为2.7m。因此t单人 曋1.91/3.5暳
2.7,为1.47s。按照CTSO灢C69c标准,一段滑梯

上应能同时承载 3 人[27],因此当t=1.47/3=
0.49s时,下一位疏散体即可使用滑梯。

2.3暋应急撤离时间

应急撤离时长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T1———乘务员抵达相应安全门,若对应大

门可用,则打开门,滑梯充气的时间。
(2)T2———乘客开始准备撤离,在开门过程中

排队,开完门后依次乘坐应急逃生滑梯离开客舱的

时间。
总撤离时长T=T1+T2。

3暋模型有效性验证

为了验证数值仿真模拟的有效性,本文采用模

拟B737灢700机型,将本文数值模拟结果与airEX灢
ODUS软件仿真结果[24]和前人实验结果[28]进行

对比。模拟客舱内含有60名志愿者,包含38名青

年男性和22名青年女性。客舱段选用了前十排座

椅(总计60个座位)和两个前排I型门。在真实实

验中一共重复四次,airEXODUS软件仿真模拟12
次,本文采用相同情况进行模拟20次结果,取最大

与最小的模拟时间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图如图4
~图5所示。

图4暋应急撤离数值模拟结果、前人实验结果与

airEXODUS软件模拟结果对比图

Fig.4暋Comparisonbetweenthenumericalsimulation

resultsofemergencyevacuation,previousexperimental

resultsandsimulationresultsofairEXODUSsoftware

图5暋应急撤离数值模拟20次结果频数分布图

Fig.5暋Frequencydistributiondiagramof20resultsof

numericalsimulationofemergencyevacuation

从图4~图5可以看出:本文的数值模拟结果

与真实实验结果和软件airEXODUS仿真结果吻

合(airEXOUDS仿真软件为航空器撤离权威学者

E.R.Galea带领团队开发[8灢9,22灢24]),在15~30s,本
文仿真结果较真实撤离有更宽的覆盖范围,这是因

为真实实验一共由四次组成,因此并没有全面覆盖

应急撤离的真实时间范围;同时,平均撤离时间较

为接近,在25~40s部分实线(本文模拟结果)包
在长条点状线(前人实验结果)以外,较为合理。因

此本文的仿真结果有效。

55名乘客疏散时间的数值模拟结果与前人实

验结果和airEXODUS仿真结果对比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本文算法模拟的乘客疏散时间与前人实

验结果和airEXODUS仿真结果接近。

表6暋55名乘客疏散时间的数值模拟结果和

实验结果与airEXODUS结果比较

Table6暋Comparisonbetweennumericalsimulation

resultsandexperimentalresultsandairEXODUS

resultsof55passengers暞evacuationtime

方暋暋法
最小疏散

时间/s
平均疏散

时间/s
最大疏散

时间/s

本文 35.7 42.1 48.6

真实实验 37.1 42.7 43.2

airEXOUDS 38.4 41.2 44.1

4暋结暋论

(1)将适用于飞机疏散的A* 算法仿真结果与

前人实验结果和国外权威软件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对比结果表明本文仿真算法是有效的。

(2)本算法与传统应急疏散撤离中使用的元

胞自动机模型相比,考虑了疏散体之间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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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从疏散体本身出发的算法。利用本算法,可
以使仿真模拟更接近真实疏散情况。但本算法的

求解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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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假人高速空投试验旨在评估开伞过程中人体所受最大动载,由于该试验重复性差、成本高,有必要建

立计算模型为系统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基于冲量定理建立最大动载计算模型,计算特定空投条件下假人最大

动载;选取某典型假人高速空投系统作为算例,开展基于多体动力学的系统仿真,并根据仿真结果确定计算模

型的关键参数,给出最大动载计算模型的数学表达式。结果表明:本文模型可以快速有效确定假人最大动载,
评估救生伞系统安全性,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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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urposeofthedummyhigh灢speedairdroptestistoevaluatethemaximumoverloadonthehuman
bodyduringtheprocessofopeningtheparachute.Duetothepoorrepeatabilityandhighcostofthetest,itis
necessarytoestablishacalculationmodeltopro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systemdesign.Basedonimpulse
theorem,themaximumdummyoverloadcalculationmodelisestablishedtocalculatethemaximumdummyo灢
verlordquicklyunderacertainairdropcondition.Thetypicalhigh灢speedairdropsystemisselectedasthein灢
stancetoconductthesystemsimulationbasedonmulti灢bodydynamics.Thekeyparametersofthecalculation
modelaredeterminedbysimulationresults,andthemathematicalexpressionsofthemaximumdummyoverlord
calculationmodelaregiven.Theresultsshowthatthecalculationmodelcanquicklyandeffectivelyde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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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救生伞是弹射救生系统的关键装备之一,国军

标GJB232-87要求,开伞过程中人体脊柱所受冲

击力不应超过该标准的耐受界限[1]。目前工程上

对开伞动载的评定以风洞实验和空投试验为主。
风洞实验可测物理量更多,但受约束较多,无法真

实还原降落伞实际工作状态,且更偏向于对伞气动

特性和伞衣结构的研究[2灢4]。空投试验更能真实反

映系统的工作状态,但对于假人高速空投问题,由
于假人复杂的气动外形使得开伞时刻的姿态差异

巨大,导致动载测量结果波动复杂,试验结果的重

复性很差[5灢6]。此外,高速空投试验的成本高,考虑

到飞机和天气的因素,其试验条件也很难完全

重复。
相比于实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能够快速地

预测和检验不同设计参数或环境参数对开伞动载

的影响,可以为系统设计的评估和优化提供重要的

理论依据,对于提高系统设计水平、减少试验次数、
节省设计费用和保障系统安全都有重要意义。

假人最大动载一般出现在救生伞充气过程中,
因此充气过程中伞衣阻力特征是关键。理论研究

通常将假人视作质点或刚体,救生伞采用充气距离

或者充气时间模型,给定伞衣无量纲阻力面积变化

规律,通过动力学计算确定开伞动载,例如,W.P.
Ludtke[7]给出了系统水平运动下无量纲开伞动

载;K.F.Doherr[8]将 W.P.Ludtke的工作拓展到

任意轨迹角的情况;王利荣[9]给出另一种确定最大

动载的经验方法,最大开伞动载为充满瞬间伞衣阻

力的两倍,并给出了物伞系统垂直下降时的最大开

伞动载计算式;J.Potvin[10]提出基于冲量定理来分

析开伞动载,并推广至多种空投条件,包括定点空

投[11]、无收口降落伞[12]、伞群空投[13]以及回收物

有火箭驱动[14]等,给出了系统在水平和竖直运动

下开伞动载的计算式[15],但是模型参数的确定比

较困难。
基于冲量定理的开伞动载计算方法不依赖于

伞充气规律的解析表达式或假设,适用于不同伞衣

类型,有明确物理内涵、封闭的表达式,能快速确定

关键参数影响,具有较好工程应用价值。
为此,本文在J.Potvin工作基础上,建立适用

于高速空投情况的假人最大动载计算模型,根据伞

系统拉直速度、充气时间、速度损失因子和动载变

化因子计算特定空投条件下假人的最大动载,并通

过算例在某特定空投系统中进行仿真,确定模型

参数。

1暋假人高速空投全过程描述

整个空投试验物理过程复杂,根据作用物体及

其受力特点将整个过程分为3个阶段进行分析。
在时间轴上描述空投试验过程中的关键点和关键

阶段,如图1所示,空投过程包括:
(1)自由坠落阶段(出舱阶段)AB,在A 时刻

释放假人,假人和伞包固定在一起自由坠落,只受

重力和气动力的作用;
(2)拉直阶段BC,在时刻B 伞包打开,引导伞

开始工作,并逐渐将伞系统从伞包中拉出,直至伞

系统拉直,本试验采用的是先拉伞绳法,此过程中

假人受到气动阻力、重力以及吊带的拉力的作用;
(3)充气阶段CD,在时刻C伞系统拉直,伞衣

开始充气,此过程中空气阻力极具增加,假人最大

动载即发生在充气阶段。而后伞衣充满,系统稳定

下降。

图1暋假人高速空投物理过程

Fig.1暋Physicalprocessofdummyhigh灢speedairdrop

根据工程经验,动载峰值一般发生在CD 段,
即充气阶段。为此,本文针对充气阶段提出一种基

于冲量定理的假人最大动载计算模型。

2暋基于冲量定理的假人最大动载计

算模型

2.1暋假人最大肩带合力计算模型

对于假人,充气时间内在轨迹方向上冲量等于

开伞前后的轨迹方向上的动量变化,则:

mVf -mVi=

曇
f

i
F(t)dt+曇

f

i
fr(t)dt+曇

f

i
Wcos毴(t)d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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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假人质量;Vf,Vi 分别为充气阶段结束

和开始时刻的系统速度;F,fr 分别为假人所受的

肩带合力和气动力;W 为假人所受重力;毴(t)为运

动过程中系统轨迹角,系统水平运动和竖直运动分

别对应于90曘、0曘。
对于高速空投,由于水平方向速度远大于竖直

分量,且充气时间短,在此阶段内系统可视为水平

运动,即毴=90曘。另外,肩带合力远大于假人所受

气动阻力,忽略重力和假人气动力冲量,有:

mVf -mVi=曇
f

i
F(t)dt (2)

为了给出最大肩带合力,引入无量纲因子IF:

IF =曇
f

i

F(t)dt
Fmax(tf -ti)

(3)

式(3)表明,IF 的值取决于充气过程中,肩带

合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的形状特征,如图2所示,

IF= S1

SOABC
,为阴影部分面积与矩形面积之比。

图2暋IF 物理含义

Fig.2暋PhysicalmeaningofIF

由于肩带合力为负值,式(2)可简化为

mVi-mVf =FmaxtmIF (4)
式中:tm 为充气时间。

由式(3)~式(4)可得:

Fmax=m(Vi-Vf)
tmIF

(5)

2.2暋假人最大动载计算模型

对于假人高速空投,根据国军标GJB232-87,
在救生伞设计中应关注开伞过程中人体脊柱对开

伞冲击力的耐受强度(如图3所示),假人动载表征

假人在Zr 轴方向上的力[1]。

图3暋假人坐标系示意图

Fig.3暋Definitionofdummyattitude

定义假人姿态角为大地坐标系-Xd 与假人

+Zr轴夹角为毩,由于充气过程中肩带合力可视为

-Xd 方向,因此姿态角毩也为肩带合力与+Zr 夹

角。充气过程中Zr 轴受力达到最大值FZmax的瞬

间,有:

FZmax=Fmcos毩m (6)
式中:Fm 为此刻的肩带合力;毩m 为此刻假人的

姿态。
为了综合考虑姿态的影响,可通过确定合适的

参数IZ
F,获取假人最大动载结果:

FZmax=m(Vi-Vf)
tmIZ

F
(7)

显然,IZ
F 是毩 和IF 的函数,综合表征了充气

过程中肩带合力大小及假人姿态的变化规律,称该

值为动载变化因子。当不考虑姿态时,IZ
F=IF,此

时IZ
F 如式(8)所示[15]。

IZ
F 曋1/2 (8)

当考虑姿态时,式(8)的近似关系不成立,必须

通过其他途径确定IZ
F。

对于充满速度Vf,文献[15]分析低速情况下

可以直接用系统稳降速度计算:

Vf曋Vdescent

Vdescent= 2W
氀(CA)

ì

î

í

ïï

ïï
d

(9)

式中:W 为伞物系统质量;(CA)d 为稳降时的伞衣

阻力特征。
对于假人救生伞高速空投,稳降速度和充满速

度相差很大。由于拉直速度Vi 为充气时刻初速度

更容易获取,应用更加方便,因此定义速度损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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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毲:

Vf =Vi-毲Vi (10)

毲衡量了充气前后的速度损失效应。由此可

以得到假人最大动载计算模型为

G=FZmax/mg= 毲Vi

IZ
Ftmg

(11)

式(11)中充气时间tm 由试验录像分析或计算

中的特定充气模型决定。
本文模型应用思路如图4所示,首先基于基础

状态点的系统仿真或者空投试验获取假人动载变

化曲线、速度变化曲线以及充气时间等基础数据,
然后确定速度损失因子毲和动载变化因子IZ

F 等模

型参数,最后可以应用本文模型预测更多状态点的

假人最大动载。

图4暋冲量定理模型应用思路

Fig.4暋Ideaandapplicationforthe

impulsetheorem model

3暋动载计算模型的应用

针对某特定空投系统,算例采用特定状态点的

多体动力学仿真作为基础数据。算例中计算假人

初始姿态角和转速均为零,称为零零姿态。

3.1暋开伞过程的多体动力学建模

假人自释放至伞衣充满依次经历自由坠落(出
舱)、降落伞拉直及伞衣充气三个阶段,本文动力学

建模基于文献[16]的模型和方法展开,建立了拉直

阶段质点弹簧模型和开伞阶段假人-救生伞系统

两刚体动力学仿真模型。此外,拉直速度的计算则

参考了文献[17]的结果,采用匀减速过程模拟空投

起始到开始拉直的自由落体过程。
拉直阶段动力学仿真模型如图5所示,采用先

拉伞绳法,将伞物系统处理为由若干个阻尼弹簧相

连的集中质量结点。

图5暋拉直阶段仿真模型

Fig.5暋Simulationmodelofdeploymentprocess

充气阶段的动力学仿真模型如图6所示,伞和

假人均为刚体,伞气动力采用充气时间法[9]给出。

图6暋充气阶段仿真模型

Fig.6暋Simulationmodelofinflationprocess

假人气动系数通过CFD获得[16]。

3.2暋计算参数及工况

3.2.1暋仿真参数

拉直计算采用的救生伞各部分质量及长度参

数如图7所示。

图7暋伞衣伞绳质量及长度

Fig.7暋Massandlengthofparachutelanyardandcanopy

引导伞拉力计算公式如下:

Fys =1
2氀V

2
ysAysCys (12)

式中:Vys为引导伞速度;Ays为引导伞面积,本文取

0.78m2;Cys为引导伞阻力系数,本文取0.75。

本文采用充气时间法[9]模拟充气过程中气动

阻力变化。试验确定的伞衣阻力特征曲线如图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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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暋伞衣阻力特征

Fig.8暋Dragcharacteristicofparachutecanopy

充气过程中附加质量mf 的计算为

mf =kf氀(CA)3/2 (13)

式中:氀为空气密度;kf 为附加质量系数,取0.41。

3.2.2暋假人质量及空投速度

根据工程经验,假人动载对空投速度更敏感,

在假人质量范围75kg曑m曑150kg内取4个点;

空投速度范围缩小并取密,重点考察590km/h曑

v曑660km/h,取8个点,共计32个工况点。工况

点如图9所示。

图9暋仿真工况点示意图

Fig.9暋Diagramofsimulationcondition

为了验证本文模型的有效性,取矩形内部任意

4个点作为最大动载计算模型的预测点,其余28
个点作为确定模型参数的基础状态点。

3.3暋多体动力学仿真结果及分析

对工况在4km 空投高度下模型进行计算,不
同质量下的假人最大动载关于空投速度的变化曲

线如图10所示,可以看出:随着空投速度的增大,

假人最大动载整体上也随之增大,同一速度下假人

最大动载也是关于质量正相关的。个别工况点未

表现出最大动载与速度的正单调关系,可能原因在

于仿真对充气过程模拟的局限性上。

图10暋最大动载关于空投速度变化曲线

Fig.10暋Peakvalueofopeningloadvariationswith

airdropspeed

图8所示的伞衣阻力特性规律是在来流方向

始终与伞轴线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得到的,在实际运

动中,由于救生伞有姿态波动,来流速度并不一定

始终与轴线同向,甚至可能出现瞬时速度与轴线垂

直的情况,此瞬间充气过程将中断。本仿真基于图

8所示的伞衣阻力特性规律,并未考虑以上几点。

3.4暋冲量定理动载计算模型参数确定

3.4.1暋速度损失因子毲
根据仿真结 果,在 本 工 况 下毲 大 约 取 值 为

66.67%~75%,具体值与空投质量相关。为了获

取不同质量下的毲值,采用如下假设:对于同一具

伞,在充气过程中系统损失的动能一致,则假人质

量越大,其速度损失越小,即充满时刻速度应越大,
即速度损失因子关于质量呈负相关,因此可以对质

量、速度损失因子(如表1所示)作线性插值得到不

同质量下速度损失因子毲。

表1暋不同质量下的速度损失

Table1暋Velocitylossunderdifferentmass

质量m/kg 速度损失因子毲/%

75 75.00

150 66.67

暋暋为了统一量纲,引入无量纲质量毰,

毰= m-mmin

mmax-mmin
(14)

由式(14)可知,0曑毰曑1,取值0和1分别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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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质量75kg和最大质量150kg。毲的线性插

值结果为

毲=-1
12毰+3

4暋(0曑毰曑1) (15)

3.4.2暋动载变化因子IZ
F

令动力学仿真动载为S,为了衡量不同IZ
F 下,

最大动载模型计算动载G 与动力学仿真动载S 的

差异,引入毮。

毮=暺
28

i=1

Gi-Si

Si
(16)

式中:下标i为第i个基础状态点结果;毮为所有工

况点下本文模型与仿真基础数据的相对误差和。
按照式(16)得到毮关于IZ

F 的变化曲线如图11
所示。

图11暋毮关于IZ
F 变化规律(0<IZ

F<1)

Fig.11暋毮variationswithIZ
F(0<IZ

F<1)

当IZ
F=0.6260时,毮达到最小值0.5332,此

时最大动载计算模型与多体动力学仿真结果最为

接近,因此取IZ
F=0.6260为模型参数。确定参数

毲和IZ
F 的最大动载计算模型与仿真结果的对比图

如图12所示。

图12暋多体动力学仿真与冲量定理模型计算结果对比

Fig.12暋Comparisonofmulti灢bodydynamics

simulationandtheoremofimpulseresult

从图12可以看出:在基础状态点上,确定参数

后的最大动载模型计算结果与多体动力学结果吻

合度较好;同时,在预测点上,模型结果与仿真结果

也有较好的吻合度,说明本模型是有效的。基于本

节分析,给出本算例下,假人动载的冲量定理模型

计算式为

G= Vi

0.626tmg
(0.75-0.083毰) (17)

4暋结暋论

(1)基于定量系统仿真或者空投试验确定速

度损失因子和动载变化因子后,本文模型可以快速

确定最大动载,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2)在零零姿态下,假人动载关于空投速度和

假人质量均正相关,与试验和仿真结果一致。
(3)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模型选用了拉直速度

作为计算参数,并不直观,所采用的匀减速模型也

存在一定误差,后续可对出舱过程进一步研究,以
空投速度为模型参数,应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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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各国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的发展,各型演

示验证项目的武器化进程不断加快,以我国的

“DF灢17暠、俄罗斯的“先锋暠为代表的高超声速武器

已经陆续进入到现役武器装备行列。相比于传统

武器,高超声速武器具有飞行速度极快、自主博弈

机动能力强、飞行弹道多变等突出特性,在对其进

行拦截时,传统拦截制导方法拦截能力弱,使得我

军在反高超声速武器拦截作战中,以“一对一暠进行

拦截时任务失败风险较大,以“多对一暠进行拦截

时,综合作战效能较低。
为了解决高超声速武器的拦截问题,研究人员

提出了许多新型制导方法。李炯等[1灢2]针对反高超

声速武器拦截制导问题设计了一种非奇异快速终

端二阶滑模制导律,并且针对侧窗探测的动能拦截

反高超声速武器设计了一种制导律,其在对目标进

行拦截时需要始终保证导引头侧窗对于目标的指

向,从而实现对目标的探测;叶继坤等[3]基于经典

的微分几何理论,对末制导中的弹目运动模型进行

了空间几何分析,并设计了二阶滑模微分几何制导

律,克服了不确定性的影响,保证了系统的鲁棒性

和制导精度;雷虎民等[4]针对反高超声速武器拦截

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零控脱靶量在有限时间收敛

的制导方法,通过自适应滑模理论与有限时间稳定

控制理论的结合,选择解耦的纵向面与水平面上的

零控脱靶量作为滑模面,给出了制导律形式,并且

证明了制导律的有限时间收敛特性。
上述方法均将目标的突防策略考虑为一种固

定的机动模式,当未来战场中,目标的机动将会更

加智能,可能会针对我方机动而选择更加有针对性

的突防策略。因此研究人员开始研究一种基于博

弈微分对策的博弈制导方法。花文华等[5灢6]基于变

速导弹模型的非线性情况进行了制导律设计,并通

过选取合适状态量对模型进行了线性化,推导出了

微分对策制导律形式,还针对带有攻击角约束的情

形进行了微分对策问题的指标设计,并通过系统的

降阶,实现了解析形式的制导律求解;李迁运等[7]

针对大气层内直/气复合飞行器进行了微分对策制

导问题中,直/气复合控制系统对策空间分布的研

究,并对策略空间进行了优化;Y.Oshman等[8]基

于微分对策理论设计了一种针对未来高机动无人

作战飞行器的制导方法,其主要创新点是采用了通

过对目标姿态信息的解译,实现了对目标飞行状态

的估计;A.Green等[9]在水平面内设计了一种追

逃制导律,追逐方带有末端速度要求,逃逸方速度

恒定但是带有机动能力,并根据追逃双方的初末条

件给出了最优制导策略;V.Turetsky等[10]针对未

来可能出现的强机动能力弹道导弹拦截问题,分析

了两种基于追逃对策的制导律,对比结果显示,在
相同的初始条件与参数下,仅考虑零控脱靶量作为

性能指标的制导律所形成的攻击区较考虑能量最

优的制导律有更大的攻击区。另外还有许多研究

者采用了微分对策问题的建模方法进行制导律设

计,但是在求解过程中多数都是采用了简化的非线

性模型或者是近似模型,其求解精度在一定程度上

会受到影响。
为了更好地求解微分对策条件下的纳什均衡

解,研究者引入自适应动态规划(AdaptiveDynamic
Programming,简称ADP)算法对这类最优化问题进

行求解[11灢17],其中SunJ等[18灢19]在拦截制导中采用

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但是其所选用的回报目标是

终端零控脱靶量最小,而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是每一

时刻的视线角速度最小,相较之制导过程更平稳。

ADP算法具有求解速度快、计算精度高等优

点,能够很好地应用于制导律设计过程。本文针对

高超声速目标机动打击特点,采用自适应动态规划

的方法进行拦截弹制导律求解。首先,针对高超声

速目标拦截问题中的连续非线性问题进行微分对

策问题建模;然后,利用近似动态规划算法对连续

非线性系统微分对策问题进行求解;最后,基于高

超攻防对抗对所给出的方法进行仿真验证。

1暋微分对策制导问题建模

为了准确地描述微分对策问题,从而进行解的

求取,需要对拦截弹与目标进行拦截相对运动的微

分对策问题建模。

1.1暋弹目相对运动关系建模

为了方便地描述末制导阶段的弹目相对运动,
从而给出制导律推导时所需要的部分运动方程,本
节对弹目相对运动关系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定义。
为了简化推导,一般可以将纵向与横侧向平面直接

解耦后分开考虑。在纵向平面内,末制导阶段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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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内弹目运动关系如图1所示。

图1暋末制导阶段纵向平面内弹目运动关系

Fig.1暋Relativemotionintheverticalplane

图1中,Ox轴与Oy 轴构成了弹目遭遇平面,
拦截弹以质点 M 表示,其速度为VM,速度倾角为

毴M;在垂直于速度的方向上,拦截弹具有加速度

aM;高超声速飞行器目标以质点T 为表示,其速度

为VT,速度倾角为毴T;在垂直于速度的方向上,高
超声速飞行器具有加速度aT;弹目相对距离为R,
弹目视线角为q。

弹目间相对位置按照极坐标表达形式(R,q)
的数学表达式为

dR
dt=VTcos(q-毴T)-VMcos(q-毴M) (1)

Rdq
dt=-VTsin(q-毴T)+VMsin(q-毴M)(2)

在推导过程中,拦截弹与目标的运动模型也可

以简化的表示为

毴
·
M =aM

VM

毴
·
T =aT

V

ì

î

í

ï
ï

ï
ï

T

(3)

拦截弹的速度VM 与目标的速度VT 在末制导

阶段也可以认为是不再变化的。
对式(2)求导,可得:

暋R
·
q·+Rq··= -VTcos(q-毴T)(q·-毴

·
T)+

VMcos(毴M -q)(毴
·
M -q·) (4)

将式(3)代入式(4)可得:

暋R
·
q·+Rq··= -VTcos(q-毴T)q·-aT

V
æ

è
ç

ö

ø
÷

T
+

VMcos(q-毴M)q·-aM

V
æ

è
ç

ö

ø
÷

M
(5)

整理后可得:

Rq··=-2R
·
q·-cos(q-毴M)aM +cos(q-毴T)aT

(6)
选取系统状态为

x=[R暋q暋q·暋毴M暋毴T]T (7)
系统状态方程可以写为

R
·

q·

q··

毴
·
M

毴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T

=

VTcos(q-毴T)-VMcos(q-毴M)
[-VTsin(q-毴T)+VMsin(q-毴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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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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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0

-cos(q-毴M)/R
1/VM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0

aM +

0
0

cos(q-毴T)/R
0

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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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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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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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T

aT

(8)

1.2暋微分对策问题一般化描述

针对式(8)考虑连续非线性系统为

x· =f(x)+g(x)u +h(x)w (9)
式中:x 暿Rn 为状态向量;u 暿Rm 为控制向量;
w 暿Rp为扰动向量;f(x )暿Rn、g(x )暿Rn暳m、
h(x)暿Rn暳p均为光滑可微函数,分别为系统内动

态方程、控制方程与扰动方程。
定义指标函数为

J(x,u,w)=曇
曓

0
(xTQx +uTR1u-wTR2w)d氂=

曇
曓

0
U(x,u,w )d氂 (10)

当追逃双方对于某一状态x (t),采用控制策

略u(x)与扰动策略w(x)时,可以用状态值函数

(如式(11)所示)对追逃策略进行评价。

V[x(t),u,w ]=曇
曓

t
U(x,u,w )d氂 (11)

对式(11)求导后可得:

U(x,u,d)+[

殼

V(x)]T·[f(x)+
暋暋g(x)u +h(x)w ]=0
V(0)=

ì

î

í

ï
ï

ïï 0

(12)

式中:

殼

V=毠V/毠x 。
可以定义汉密尔顿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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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u,w)=U(x,u,w)+殼

VT(x)[f(x)+g(x)u+h(x)w]
(13)

假设这个微分对策问题有唯一的鞍点解,且鞍

点解满足纳什平衡条件,如式(14)所示。

暋V* (x0)=min
u

max
w

V(x,u,w )=

max
w

min
u

V(x,u,w ) (14)

则根 据 Bellman 方 程 最 优 性 原 理,有 如 下

关系:

min
u

max
w

H(x,

殼

V*,u,w )=0 (15)

对于u* 与w* 必须满足最优性必要条件为

毠H(x,u,w )
毠u =0

毠H(x,u,w )
毠w =

ì

î

í

ï
ï

ï
ï 0

(16)

可以得到最优解形式如式(17)所示。

u* =-1
2R-1

1 gT(x)

殼

V* (x)

w* =1
2R-1

2hT(x)

殼

V* (x

ì

î

í

ï
ï

ï
ï )

(17)

将式(16)、式(17)中的最优控制u* 与 w* 代

入汉密尔顿方程,得到:

xTQx +
1
4

[

殼

V* (x)]Tg(x)R-1
1 gT(x)

殼

V* (x)+

1
4

[

殼

V* (x)]Th(x)R-1
2

殼

V* (x)+

[

殼

V* (x)]Tf(x)=0 (18)
求解式(18),可以得到最优值函数V*

x ,从而

求解最优策略u* 与w* 。但是式(18)本质上是一

个时变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根据上式求解得到解

析形式的最优值函数几乎无法实现,因此,本文考

虑采用近似动态规划方法,对最优值函数V*
x 进行

近似解的逼近,从而求得微分对策最优解。

2暋连续非线性系统微分对策问题的

近似动态规划解法

2.1暋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流程

对值函数的表达式进行变形得到:

V[x(t)]=曇
t+T

t
U(x,u,w )d氂+V[x(t+T)]

(19)
此时,纳什平衡条件可以重新整理为

暋暋暋暋V* [x(t)]=min
u

max
w 曇

t+T

t
U(x,u,w )d氂+V* [x(t+T{ })]=

max
w

min
u 曇

t+T

t
U(x,u,w )d氂+V* [x(t+T{ })] (20)

暋暋根据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中常用的值迭代算

法,有如下求解流程:
(1)对于状态S 初始化值函数,并计算t+T

时刻的值函数;
(2)根据t+T 时刻值函数,以及t时刻的奖

励函数U,计算当前时刻值函数的估计目标值;
(3)根据目标值修正值函数的估计函数;
(4)根据值函数修正值计算最优策略值。
值函数更新公式为

Vi+1(x)=曇
t+T

t
U(x,u,w)d氂+Vi[xui,wi(t+T)]

(21)
策略更新公式为

ui+1(x)=-1
2R-1

1 gT(x)

殼

Vi(x)

wi+1(x)=1
2R-1

2hT(x)

殼

Vi(x

ì

î

í

ï
ï

ï
ï )

(22)

基于上述方法,设计一个 Actor灢Critic架构的

算法框架,通过对基于神经网络的评价函数进行值

迭代,不断地优化出一个最优的值函数,示意图如

图2所示。

图2暋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的 Actor灢Critic架构

Fig.2暋Actor灢CriticframeoftheADPmethod

2.2暋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实现

本文给出值函数的神经网络近似形式的表达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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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x)=WT
Vi氁(x)

氁(x)=[x2
1x1x2x2

2x4
1x3

1x2x2
1x2

2x1x3
2x4

2]T

WVi=[Wi
1Wi

2Wi
3Wi

4Wi
5Wi

6Wi
7Wi

8]

ì

î

í

ï
ï

ï
ï T

(23)

式中:氁(x)为神经网络拟合基函数,以状态的4次

项的齐次形式进行状态组合,需要设置对应的权

值WVi。

值函数关于状态的偏导数则可表示为

殼

Vx =

殼

氁T(x)WVi (24)

按照值迭代公式,可以计算得到当前时刻的目

标状态值函数更新值应为

暋暋暋Vtarget(x)=曇t+T
t U(x,uk,wk)d氂+

WT
Vi氁[xuk,wk(t+T)] (25)

当前时刻的状态值函数神经网络近似值为

Vi(x)=WT
Vi氁[x(t)] (26)

近似误差为

eV =Vi(x)-Vtarget(x)=WT
Vi氁[x(t)]-

曇
t+T

t
U(x,uk,wk)d氂+WT

Vi氁[xuk,wk(t+T)]

(27)

为了采用误差值对近似神经网络进行修正,本
文采用梯度下降法,建立误差指标函数为

Ei
V =1

2
(ei

V)Tei
V (28)

根据梯度下降法,给出值函数神经网络的权值

修正算法为

Wi+1
V =Wi

V +毩V殼Wi
V

殼Wi
V =毠Ei

V

毠ei
V

毠ei
V

毠Wi
V
=ei

V·Wi
V·毠氁(x)

毠

ì

î

í

ïï

ïï x
(29)

式中:毩V 为学习率,表 示 对 于 梯 度 下 降 的 比 率

更新。

其中,

毠氁(x)
毠x =

2x1 x2 0 4x3
1 3x2

1x2 2x1x2
2 x3

2 0

0 x1 2x2 0 x3
1 2x2

1x2 3x1x2
2 4x

é

ë

ê
ê

ù

û

ú
ú3

2

(30)

3暋末制导仿真

3.1暋仿真参数设置

为了验证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的有效性,进行

基于数字仿真的实验验证。仿真初始条件如表1
所示。

表1暋仿真初始条件

Table1暋Simulationconditions

仿真参数 数暋值

拦截弹初始位置/m (0,15000)

弹目相对距离R0/m 30000

弹目初始视线角q0/(曘) 2

拦截弹初始弹道倾角毴M0/(曘) 1

高超飞行器初始弹道倾角毴T0/(曘) 178

拦截弹初速度VM0/(m·s-1) 1800

高超飞行器初速度VT0/(m·s-1) 3000

仿真步长h/s 0.0001

值函数神经网络神经元个数n 8

值函数神经网络内层权值初值WVi rand(1,8)

3.2暋对比制导律方法简介

周狄[20]提出的基于滑模变结构方法的最优滑

模制导律(OptimalSliding ModeGuidance,简称

OSMG)在制导拦截问题中表现出了优异的特性,

相比于增广比例导引算法,其不需要知道目标机动

的具体大小,可根据当前状态与滑模面的关系自适

应给出相应的补偿机动。OSMG制导下的拦截弹

会按照给定的滑模面趋近于目标,OSMG 算法具

有较高的拦截精度,并且其需用过载相比于比例导

引类算法而言会更小。其表达式为

nOSMG =kq·vM

g +nmax
T

q·

旤q·旤+毰
(31)

式中:k为比例系数;q· 为弹目视线角速度;vM 为

拦截弹速度;g 为重力加速度;nmax
T 为目标的机动

能力上限;毰为一个小量,用来调节饱和函数的平

滑度。

3.3暋仿真结果与分析

考虑目标178曘和175曘两种弹道倾角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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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于 ADP的微分对策制导律和基于 OSMG的

制导律进行对比仿真,相应拦截轨迹和拦截过载结

果如图3~图6所示。在目标弹道倾角为178曘时,

基于 ADP的微分对策制导律与基于 OSMG的制

导律拦截效果均较为理想,不仅指令过载较小,且
拦截精度较高。但是,当抬高目标初始弹道倾角到

175曘时,拦截效果出现了较大差异。

图3暋OSMG制导律在两种情境下的拦截轨迹

Fig.3暋OSMGguidancelawmissiletrajectories

图4暋OSMG制导律在两种情境下的拦截过载

Fig.4暋OSMGguidancelawoverloadtrajectories

图5暋ADP微分对策制导律在两种情况下的拦截轨迹

Fig.5暋ADPguidancelawmissiletrajectories

图6暋ADP微分对策制导律在两种情况下的拦截过载

Fig.6暋ADPguidancelawoverloadtrajectories

从图3可以看出:当目标初始弹道倾角较大

时,迎头拦截趋势较好,拦截效果也较好;当目标初

始弹道倾角减小时,弹目间迎头误差较大,拦截弹

需要进行较大程度的修正。但是由于 OSMG这种

基于视线角速度的比例导引律类制导律,初始视线

角速度较小的情况下,修正较慢(过载指令小),当

与目标逐渐接近时,逐渐提升过载,但由于时机较

晚,过载即使饱和(过载已经达到了10g 饱和,如

图4所示),也无法实现对目标的拦截。

基于 ADP的微分对策制导律受到目标弹道

倾角影响较小,适应性更好。从图5可以看出:不

论目标初始弹道倾角是175曘或是178曘,均对目标

实现了较好的拦截。从图 6可以看出:当目标弹

道倾角减小时,初始对准误差较大,基于 ADP的

微分对策制导律采用较大过载实现了指向调整;随

后,拦截弹过载指令逐渐减小,直至拦截碰撞前收

敛至0附近,这是因为基于 ADP的微分对策制导

律选择了预测零控脱靶量进行设计的,当预测零控

脱靶量较小时,拦截弹不再进行机动来实现对目标

的拦截。

综上所述,本文设计的基于自适应动态规划的

微分对策制导律能够较好地实现对高超声速目标

的拦截,并且对于初始迎头态势要求不高,适应性

更好。

4暋结暋论

(1)本文针对具有博弈突防能力的高超声速

目标设计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动态规划算法的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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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制导律,这种制导方法能够快速便捷地对微分

对策问题的纳什均衡解进行学习。

(2)所提出的方法能够很好地实现对高超声

速目标的拦截。相较于最优滑模制导律,该方法的

适应性更强,拦截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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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航的客运量和货

运量都出现大幅的提高,机场变得越来越繁忙,因
此对航空运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航空

运行管理面对诸多的压力,并且空中交通管理的瓶

颈开始转移到机场方面。2009年召开的全国民航

空管会议提出,民航空管系统要通过提高指挥能

力,努力使每架航班空中飞行或地面滑行时间节约

3min。提高滑行效率必须以保证滑行航空器的滑

行安全为前提,因此建立完整高效的滑行冲突预测

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对于机场的滑行冲突已经做了较为深入

的研究,J.Krozel等[1]初步探讨了机场场面冲突预

测与解脱的方法;J.K.Kuchar等[2]提出了场面冲

突检测审查和对场面冲突进行分类建模的方法;

YANGLC等[3]提出了一种新的复杂报警事件设

计思路与方法,使系统能够在线交替监测,并根据

计算的物理测量报警值进行决策;D.Anuja[4]提出

了一种模型,该模型基于神经网络进行航空器位置

预测,从而减少运行冲突。
国内,YuC[5]对关键区域滑行冲突进行了分

析,建立了基于网络的仿真模型,并依据仿真结果

提出了解决航空器推出冲突和减少航班延误的方

法;徐肖豪等[6]引入了约束函数的概念,用以处理

滑行道头对头冲突问题,对进一步的滑行研究具有

重要的启发意义;尹嘉男等[7]在解决登机门分配问

题时,把减少滑行冲突率作为一个目标来考虑;陈
世林等[8]在解决滑行费用问题上以避免滑行冲突

作为条件;王艳军等[9]在时间依赖最短路径算法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回避冲突的动态滑行路径分配

算法,用以解决机场场面航空器滑行路径分配问

题;刘长有等[10]在研究航空器机场地面滑行时刻

优化时把所有航空器的滑行速度均相同作为假设

条件,忽略了不同航空器之间的速度差别;牟德一

等[11]将滑行路径简化为图,在冲突预测时以两架

航空器之间的时间间隔为冲突预测标准;丁建立

等[12]基于飞机滑行时的冲突约束和跑道资源的动

态分配,采用改进蚁群协同算法与滑动窗口控制

相结合的方法,对滑行道进行优化调度。
上述文献中的滑行冲突预测鲜有对滑行过程

的考虑,而滑行是航空器的一个运动过程。航空器

在机场场面运行所经历的空间环节包括跑道系统、
滑行道系统、停机位系统和廊桥系统等。为了更全

面描述过程中的冲突预测,本文利用概率论基本原

理,考虑航空器滑行过程,以航空器间距离与冲突

概率双重标准分时段对滑行冲突进行预测。本文

介绍的场面滑行冲突不考虑车辆等其他物体,只考

虑作为运动实体的航空器在场面的运行冲突。

1暋相关符号说明

本文使用的相关符号说明如表1所示,由于模

型参数较多,表中列出主要参数,模型中零星出现

的参数在后面单独说明。

表1暋符号说明

Table1暋Symboldescription

符暋号 含暋暋义 符暋号 含暋暋义

(x曚b,y曚b) 以航空器 A为参照物,航空器B的位置 (v曚xb,v曚
yb) 以航空器 A为参照物,航空器B的速度

dmin 某滑行时间段内,两航空器之间的最小距离 dstart 某滑行时间段初始时刻,两航空器之间的距离

dend 某滑行时间段结束时刻,两航空器之间的距离 dline_min 航空器 A到B运行轨迹及其延长线上的最小距离

Dmin 滑行过程中航空器距离的最小安全距离 R 航空器的外接圆半径

tmin 某滑行时间段内,最小距离发生的时间点 tconf_start 冲突开始时间

ti_start 时间段i的起始时刻 tstart 某滑行时段的初始时刻

tend 某滑行时段的结束时刻 tline_min dline_min出现时对应的时刻

tmin dmin出现时对应的时刻 v曚k_xb 在时间段k起始时刻航空器x 方向上的速度

v曚k_yb 在时间段k起始时刻航空器y 方向上的速度 (xmin,ymin) 最小距离点B的相对坐标

(xline_min,yline_min)dmin出现时B对应的位置 (xconf_start,yconf_start)冲突开始时B的相对坐标

(xA,yA),(xB,yB)任意时刻两航空器的位置 毴(t) 任意时刻两航空器航向夹角

氁2
Ka(t) 沿航空器 K(K为 A,B)滑行方向的纵向方差 氁2

Kc(t) 航空器 K(K为 A,B)滑行方向的侧向方差

Pmax 某一滑行时段的最大碰撞风险概率 Pstd 滑行过程中航空器距离的最大冲突风险概率

PK(x,y,t) 航空器 K(K为 A,B)在t时刻位于(x,y)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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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理想状态下的分时段冲突预测

在理想状态下,不考虑不确定运行误差以及突

发情况,本文采用分段函数来描述航空器滑行时间

与位置。
根据两航空器所经过的滑行路径交叉点情况,

按照航空器到达交叉点时间的先后对两航空器的

滑行路径重新划分为数目相同的多个滑行时间段,
使得在每一个滑行时间段内航空器都保持方向和

速度不变。两架航空器的滑行路径分别为T1,T3,

T4,T5 和T2,T4,T5,如图1所示。假设航空器 A
到达各点的时间为ta1,ta2,ta3,ta4,航空器B到达各

点的时间为tb1,tb2,tb3,划分滑行时间段后,整体时

间段则被分成六段,由ta1,ta2,ta3,ta4和tb1,tb2,tb3

7个时刻按照大小排序分割形成。

图1暋航空器滑行路径

Fig.1暋Taxiroutesofaircrafts

滑行冲突通常分为三种情况,对头冲突、交叉

冲突、同向冲突[13]。这三种冲突都是指航空器之

间的距离达到了某一标准,本文通过计算航空器之

间的距离来确定航空器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假设

在某一滑行时间段内,两架航空器 A,B的位置分

别为(xa,ya),(xb,yb),速度分别为 (vxa,vya),
(vxb,vyb),滑行时段时长为t,起始时间tstart,结束

时间tend。以航空器 A为参照物,则航空器B的相

对位置(x曚
b,y曚

b)和相对速度(v曚
xb,v曚

yb)可表示为

(x曚
b,y曚

b)=-(xa,ya)+(xb,yb) (1)
(v曚

xb,v曚
yb)=-(vxa,vya)+(vxb,vyb) (2)

那么,对于任意时刻t,航空器B与 A 之间的

相对位置可表示为

暋暋暋 (x曚
b,y曚

b)=暺
i-1

k=1

(v曚
k_xb,v曚

k_yb)tk+

(v曚
i_xb,v曚

i_yb)(t-ti_start) (3)
式中:tk 为第k时段。

则,航空器 A 与航空器 B所滑行路径的最小

距离dline_min,对应时刻tline_min可表示为

dline_min=
v曚

xby曚
b-v曚

ybx曚
b

v曚
xb

2+v曚
yb

2
(4)

tline_min=

v曚
yb(v曚

ybx曚
b-v曚

xby曚
b)

v曚
xb

2+v曚
yb

2 -x曚
b

v曚
xb

(5)

航空器 A与B最小距离dmin可以表示为

dmin=
dline_min (tline_min暿[tstart,tend])

min x曚
b
2+y曚

b
2 , (x曚

b+v曚
xbt)2+(y曚

b+v曚
ybt)( )2 (tline_min烖[tstart,tend{ ])

(6)

暋暋航空器 A、B间距离最小的时刻tmin为

tmin=

tline_min (tline_min暿[tstart,tend])

tstart (tline_min<tstart)

tend (tline_min>tend

ì

î

í

ï
ï

ïï )
(7)

如果dmin>Dmin能够满足空间间隔标准,继续

下一滑行时间段冲突预测;否则计算出最小距离发

生的时间点tmin,冲突开始时间tconf_start,以及两航空

器出现最小距离时,航空器 B相对航空器 A 的坐

标(xmin,ymin)。
在 航 空 器 B 距 离 A 的 最 近 点 (xline_min,

yline_min),B的运动方向与B相对 A位置向量垂直,
如图2所示。

图2暋某滑行时段 A、B航空器位置示意图

Fig.2暋PositionofAandBaircraftsatacertai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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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下述关系式成立:

yline_min-y曚
b=

v曚
yb

v曚
xb

(xline_min-x曚
b)

v曚
xbxline_min+v曚

ybxline_min

ì

î

í

ïï

ïï =0
(8)

求解可得:

xline_min=
v曚

yb(v曚
ybx曚

b-v曚
xby曚

b)
v曚

xb
2+v曚

yb
2 (9)

yline_min=
-v曚

xb(v曚
ybx曚

b-v曚
xby曚

b)
v曚

xb
2+v曚

yb
2 (10)

那么,冲突开始时间tline_begin为

tline_begin=tline_min-
x2

line_min+y2
line_min-D2

min

v曚
xb

2+v曚
yb

2 暋

(11)

因此:

tconf_start=max(tstart,tline_begin) (12)

那么,两航空器出现最小距离时,航空器B相

对航空器 A的坐标(xmin,ymin)可以表示为

xmin=
xb-xa (tconf_start=tstart)

v曚
yb(v曚

ybx曚
b-v曚

xby曚
b)

v曚
xb

2+v曚
yb

2 (tconf_start=tline_begin

ì

î

í

ïï

ïï )

(13)

ymin=
yb-ya (tconf_start=tstart)

-v曚
xb(v曚

ybx曚
b-v曚

xby曚
b)

v曚
xb

2+v曚
yb

2 (tconf_start=tline_begin

ì

î

í

ïï

ïï )

(14)

求解完成后即可根据dmin,tmin,tconf_start和(xmin,

ymin)进行冲突预测,结合预测结果辅助生成冲突

报告。

3暋考虑不确定因素下基于概率分布

的冲突预测

第2节对理想状态下的航空器滑行冲突进行

了预测,但是航空器在机场运行过程中很难按照理

想状态运行。受航空器仪表指示误差、飞行员操作

水平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实际运行过程中航

空器之间的冲突概率与理想状态下的预测结果存

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更加贴近机场实际运行情况,

在考虑随机误差的情况下,基于二维正态分布对滑

行冲突进行预测。

通过理想状态下分时段冲突预测方法可以得

到任意时刻两航空器的位置(xA,yA),(xB,yB)和

任意时刻两航空器航向夹角毴(t)。

航空器滑行误差可以看作是由许多微小而独

立的随机变量组成,R.Paielli和 H.Erzberger经

过实际飞行数据研究得出,航空器在空中飞行时位

置预测误差沿着航向、侧向和垂直方向是相互独立

的[14]。纵向方差与t2 成正比[15],侧向方差随飞行

时间的增大而趋于某一个饱和值。其整体误差满

足均值为零的正态随机分布,因此在场面运行时,

借鉴上述结论,可将航空器的位置分布分为两个正

交的水平分量:

(1)沿着航空器滑行的方向的纵向分量,其纵

向方差氁2
a(t)随着滑行时间的增大而增大。

氁2
a(t)=r2

at2 (15)

式中:ra 为纵向、侧向方差的增长率,与设备精度、

飞行员操作水平等有关。

(2)与航空器滑行方向垂直的侧向分量,其侧

向方差氁2
c(t)随着滑行时间的增大而趋于某一个饱

和值氁2
c。

氁2
c(t)=min{r2

ct2,氁2
c} (16)

式中:rc 为侧向方差的增长率,与设备精度、飞行

员操作水平等有关。

对某一滑行时段进行研究,将该时段以一定步

长逐点计算冲突概率,求出最大冲突概率 Pmax。

当Pmax<Pstd时,满足冲突风险标准要求;当Pmax曒

Pstd时,采用二分法求出当碰撞风险等于Pstd时,两

航空器之间的距离及对应的时间。

设航空器 A 在t时刻位于(x,y)的概率为

PA(x,y,t),航空器B在t时刻位于(x,y)的概率

为PB(x,y,t)。

那么,PA(x,y,t)为

PA(x,y,t)= 1
2毿氁

e-
[xA-xA(t)]2

2氁Aa(t)2
1
2毿氁

e-
[yA-yA(t)]2

2氁Ac(t)2

(17)

在计算航空器B出现在(x,y)点的概率时,需

要进行坐标系转换,转换后坐标原点为B曚,在t时

刻航空器 A与B所在坐标系x 轴的夹角为毴(t),

由航空器之间最小距离计算的过程可以得出点

(x,y)转换坐标系后的坐标(xB,yB)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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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yB)=(x,y)暳
cos毴(t),-sin毴(t)

sin毴(t),cos毴(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8)

此时,PB(x,y,t)可以表示为

PB(x,y,t)= 1
2毿氁

e-
[xB-xB(t)]2

2氁Ba(t)2
1
2毿氁

e-
[yB-yB(t)]2

2氁Bc(t)2

(19)

则两者的滑行冲突风险可表示为

PAB(t)=曇
+曓

-曓
曇
+曓

-曓

[PB(xB,yB,t)·

犾
S

PA(xA,yA,t)dS]dxBdyB (20)

其中S需满足以下条件:

(xA -xB)2+(yA -yB)2 <2R
航空器碰撞风险图如图3所示,A,B为航空

器的平均位置,A曚,B曚为航空器可能出现的实际网

格位置。以航空器的几何中心为中心,一定长度R
作为航空器的外接半径,绘制保护区,如果两个保

护区有重叠部分,则视为有碰撞冲突,冲突概率为

两航空器出现在各自网格位置概率的乘积。将所

有两两网格的冲突概率叠加后,即为两航空器的冲

突概率。整体预测流程如图4所示。

图3暋航空器碰撞风险图

Fig.3暋Theconflictprobabilitybetweentwoaircrafts

图4暋冲突预测流程示意图

Fig.4暋Procedureofconflictprediction

4暋算例分析

航空器 A,B分别沿着T1、T2、T6、T7、T8、T9

以及T3、T4、T5、T8、T9 路径滑行如图5所示。各

段滑行路径长度已经标出。两航空器速度VA=

8m/s,VB=7m/s。tAT1 =0s时刻 A 从T1 由静

止出发,tBT2 =45s时刻 B从T2 由静止出发。航

空器 A、B按照图5所示的情况运行,根据本文所

建立数学模型,应用 Matlab编程仿真计算,得到航

空器运行风险分析图,如图6所示。

图5暋算例滑行路径示意图

Fig.5暋Thesketchmapoftaxi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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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滑行路径

(b)冲突概率随时间变化

(c)冲突概率随时间变化(指数表示)

(d)航空器之间的距离

图6暋航空器运行风险分析图

Fig.6暋Conflictanalysisofaircrafttaxing

从图6可以看出:

(1)如果以Dmin=100m 为冲突预测标准,由

dmin可判断出,两航空器在滑行时间段2、3、4存在

距离小于100m 的时刻,需要加以规避冲突,在其

他时间段则满足冲突预测标准。

两航空器在 121s的时候距离达到最小值

8.6m,即为图6(d)星号所标示位置。

(2)如果以Pstd=1.5暳10-5为标准,如图6
(c)所示,在92s之后,航空器之间的风险冲突几

乎一直大于Pstd。因此在滑行时间段2~7,都需要

加以规避冲突。

(3)综合上述两项结论,航空器在92s之后一

直存在风险冲突,需要规避冲突。

出现上述两种不同结论原因在于:若以Dmin为

理想状态下的冲突预测标准,不考虑运行过程中不

确定因素导致的位置误差,以Pstd为标准,由于航

空器在运行过程中纵向方差与t2 成线性关系,侧

向方差也随着时间不断增大,并逐渐趋近于饱和值

氁2
c。因此,到后续的滑行时间段,虽然两航空器的

距离|(xA,yA)-(xB,yB)|增大,但由于各自纵向

侧向方差的增大,由暲n氁a(t)和暲n氁c(t)围成的矩

形随着时间变化不断增大,导致了冲突风险依然处

于较高水平,如图7~图8所示。

(a)t=90s

(b)t=1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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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50s

(d)t=180s

图7暋不同时刻航空器位置概率分布

Fig.7暋Theprobabilityofaircrafts暞positionat

differenttimes

(a)t=90s

(b)t=120s

(c)t=150s

(d)t=180s

图8暋不同时刻航空器位置概率分布俯视图

Fig.8暋Theprobabilityofaircrafts暞positionat

differenttimesfromverticalview

5暋结暋论

(1)相对于将连续时间离散化的方法,采用基

于分段函数的计算方法能够有效降低计算量,较好

地解决了航空器路由规划的优化性和实时性之间

的矛盾。
(2)在滑行中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需要

考虑航空器侧向和纵向方差对滑行冲突的影响以

及航空器位置误差随时间的累积效应。
(3)在滑行冲突预测过程中应同时以最小安

全距离和最大冲突风险概率为标准,确保航空器的

滑行安全。实际运行中可与机场监视数据结合使

用,作为冲突探测的理论模型,或通过仿真软件等

技术手段进行可视化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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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复杂航空产品研制对提升我国军事实力和促

进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1],例如,运20的成

功研发满足了我国对大型军用战略运输机的迫切

需求,C919的成功首飞为我国民航提供了新的选

择。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作为一项复杂度极高

的项目,具有跨领域、知识密集度高、投资大、技术

难度大、研制周期长、外部环境复杂等特点[2],需要

众多单位参与其中来完成。例如,C919大飞机研

制项目就涉及了200多家参研单位,这对完成复杂

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出了巨大的

挑战。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的顺利实施与完成

需要一个有效的组织结构作为支撑。鉴于此,有必

要对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的组织结构进行有效

性评价。对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进行评价可以发

现项目组织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以便对项目的

组织结构做出及时地、针对性地调整,使之更好地

适应项目管理工作的需要,从而有助于提高项目的

成功率。因此,科学有效地评价复杂航空产品研制

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对复杂航空产品的成功研制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的评

价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不完全、不确定性信息的

处理。目前,关于组织结构有效性的衡量指标,研
究者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衡量方法,主要有目

标评价法、内部过程评价法、资源评价法、利益主体

评价法等[3]。S.P.Robbins等[4]将组织的有效性

直接与目标实现的程度关联起来,认为可以通过评

价目标实现的程度来评价组织的有效性;G.H.
Gaertner等[5]关注组织内部活动和过程,强调组织

运行的效率,认为一个组织总希望有一个顺畅的内

部过程,从而将组织的有效性定义为组织内部的正

常运行和效率;R.M.Carini等[6]主要考察资源投

入,将组织的有效性定义为组织从环境中获得稀缺

资源和有价值资源,并且能够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

的能力;H.Pickle等[7]将组织涉及的关键利益相

关者例如供应商、债权人、员工、顾客等的满意度纳

入到组织有效性的评价体系中。但上述几种方法

均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衡量组织结构有效性,不够系

统全面。部分研究者开始综合考虑不同方面来衡

量组织有效性,陈海艳[8]从沟通能力、资源利用率、

适应性、组织活力、匹配性评价了大型工程项目管

理组织结构;袁尚南等[9]从组织目标、内部流程、资
源能力、组织人员、外部利益相关来衡量建筑工程

项目组织效能;孙勇阁等[10]从财务管理、利益相关

者、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等方面来衡量国防研发

项目 组 织 绩 效 等。20 世 纪 80 年 代,国 内 邓 聚

龙[11灢12]首创灰色系统理论(GreySystemTheory),

该理论以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部分暠

已知信息的挖掘,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实现对

不确定性系统的有效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刘
思峰等[13灢14]进一步拓展了灰色系统理论,相继提

出了序列算子、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灰色聚类评估

模型、GM 系列模型、灰色组合模型、灰色决策模型

等新概念与新模型,其中,基于中心点混合可能度

函数的灰色聚类评估模型适用于较易判断最可能

属于各灰类的点,但各灰类边界不清晰的评价

问题。

本文结合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的自身特点,

构建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中心点混合可能度函数的灰色聚类

评估模型对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

性进行评价,采用算例对评估模型进行验证,旨在

为现实的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协调与管理

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1暋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

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对项目来说,其实施过程通常可以描述为:在
特定的环境下,组织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得项目所需

的资源,经过内部过程对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最终

产出项目成果[15]。可以看出,项目的实施过程不

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目标、资源、内部过程、利益相关

者、环境这五个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对项目组织的

有效与否至关重要,对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更是

如此。
(1)目标完成度。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具

有多目标属性,其目标可分为成果性目标和约束性

目标这两类。其中成果性目标的完成度一般指航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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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产品的功能是否达到组织预期要求,例如战斗机

是否满足能执行对空、对地任务,发射中距离导弹

等要求。约束性目标一般指财务目标、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财务目标的完成度可以反映出组织的

经费使用情况,是项目组织经济效益的体现;进度

目标的完成度可以反映组织是否按时完成既定研

制任务;质量目标可以反映项目组织是否严格遵循

质量要求。
(2)资源管理能力。一方面,由于复杂航空产

品研制项目需要大量不同的资源,因此项目组织对

资源的获取能力需要被关注;另一方面,复杂航空

产品研制项目包含了众多参研单位,各参研单位有

着不同的情况,资源在各参研单位间流通时可能会

造成大量浪费,这对项目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提出

了要求。此外,复杂航空产品研制过程中,常常会

出现产品多次返工造成资源大量浪费的问题,这与

项目组织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息息相关。因此,本文

采用资源获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资源利用能力

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组织的资源管理能力。
(3)内部过程流畅性。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

目可能会有数百家参研单位参与其中,参与人数可

能多达几万人。如何使项目组织流畅地运行、项目

有条不紊地推进是组织结构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保证项目的参研单位各司其职并始终保持积极

性,就需要制定一个规范的组织制度[16]。同时,要

保证各任务之间的有效衔接,还需要组织具有较高

的信息传递效率[17]。因此,本文从组织制度的规

范性和信息的传递效率这两方面来衡量组织的内

部过程流畅性。
(4)利益相关者支持。在复杂航空产品研制

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中,除了承担研制任务的参

研单位之外,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行业主

管部门、用户、供应商[18]。现代项目管理认为,项

目成功的标准是“让利益相关者满意暠。利益相关

者是项目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对

项目组织结构的有效性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

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是一个关键指标,本文采用主要

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来衡量。
(5)环境适应性。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处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环境变化的预测以及响应

能力是衡量组织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复杂航空产

品研制项目有着较长的研制周期,而且在不同阶段

有着不一样的外部环境。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

施和管理的高效率,组织结构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

适应性。此外,技术日新月异、竞争日益激烈、环境

复杂多变,这些都要求复杂产品研制项目组织更加

灵活、有弹性。因此,环境适应性这一指标包括对

外沟通能力、环境预测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等指标。
综上,本文最终构建具有三层结构的复杂航空

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1暋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暋Evaluationindexsystemoforganizationalstructurefor

complexaviationproductresearchanddevelopmentproject

一级指标A 二级指标B

目标完成度A1

资源管理能力A2

内部过程流畅性A3

利益相关者支持A4

环境适应性A5

财务目标完成度B11

进度目标完成度B12

质量目标完成度B13

成果性目标完成度B14

资源获取能力B21

资源整合能力B22

资源利用能力B23

制度规范性B31

信息传递效率B32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满意度B41

用户满意度B42

集成商满意度B43

供应商满意度B44

对外沟通能力B51

环境预测能力B52

快速反应能力B53

2暋基于AHP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AHP)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迪于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确定指标权重方法,该方法特别适用于处理那些多

因素、多层次、难以完全采用定量方法来分析与解

决的复杂系统问题[19]。对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

来说,本文按照 AHP法的基本原理,按照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要素与准则之间的隶属关系,将
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评价指标,
构建成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分析结构模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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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作为目

标层,即第一层,记为O 层。将第一级指标、第二

级指标分别作为第二层、第三层,记为A、B 层。接

下来,针对O 层对A1~A5 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

矩阵,进而针对A1 层对B11~B14进行两两比较构

建判断矩阵,以此类推,最终计算出各指标权重。

AHP法计算步骤如下:
(1)根据指标体系,专家小组打分,建立各阶

层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C=[aij]n暳n。其中,矩阵

元素aij指同一指标层内要素i与要素j 相比的重

要性程度,通常采用九分制。例如,aij=1表示两

个要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aij=3表示前一个要素

比后一个要素稍重要;以此类推,直到aij=9表示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记判断矩阵C的最大特征根为毸max,并记

各要素相对上层某要素的归一化相对重要程度即

权重向量为W=(w1,w2,…,wn)。利用和积法计

算wi 和毸max,计算公式如下:

wi=暺
n

j=1

aij

暺
n

i=1
aij

(1)

wi= wi

暺
n

i=1
wi

(2)

毸max=暺
n

i=1

(CW)i
nwi

(3)

(3)对A 进行一致性检验。引入随机一致性

指标UCI,计算公式如下:

UCI=毸max-n
n-1

(4)

引入一致性比率UCR,计算公式如下:

UCR=
UCI

URI
(5)

当UCR曑0.1时,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标准。

3暋基于中心点混合可能度函数的灰

色综合评价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据、小样本、

信息不完全和经验缺乏的不确定性问题[20]。该理

论通过运用一定的灰色方法和模型挖掘蕴含在观

测数据中的重要信息,减少评价中的主观因素,实

现对评价对象的正确描述和认识。其中,基于中心

点混合可能度函数的灰色聚类评估模型适用于较

易判断最可能属于各灰类的点,但各灰类边界不清

晰的评价问题[14]。因此,本文采用基于中心点混

合可能度函数的灰色聚类评估模型对复杂航空产

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进行评价。

3.1暋确定样本评价矩阵

专家根据项目提供的信息,对每个评价指标按

照十分制进行评分,即指标的评分范围为[0,10]。

设第i(i=1,2,…,m)位专家对第j(j=1,2,…,n)

个指标的评分为dij。当所有专家对所有的评价指

标评分完成后,得到样本评价矩阵:

D=[dij]n暳m =

d11 … d1m

汅 烑 汅

dn1 … d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nm

(6)

3.2暋构造中心点混合可能度函数

用k表示评价灰类等级,将评价灰类分为五个

等级,即k=1(优)、k=2(良)、k=3(中)、k=4
(可)、k=5(差),令9为灰类1的转折点,1为灰类

5的转折点,令7、5、3为灰类2、3、4的中心点构造

相应的可能度函数[14],如表2所示。

表2暋灰类的可能度函数

Table2暋Probabilityfunctionofgreyclustering

灰类(k)等级 灰暋数 可能度函数

灰类1

(k=1)
优 [7,9,10]f1(dij)=

0.5dij-3.5(dij暿[7,9))

1(dij暿[9,10])

0(dij烖[7,10
{ ])

灰类2

(k=2)
良 [5,7,9]f2(dij)=

0.5dij-2.5(dij暿[5,7))

-0.5dij+4.5(dij暿[7,9])

0(dij烖[5,9
{ ])

灰类3

(k=3)
中 [3,5,7]f3(dij)=

0.5dij-1.5(dij暿[3,5))

-0.5dij+3.5(dij暿[5,7])

0(dij烖[3,7
{ ])

灰类4

(k=4)
可 [1,3,5]f4(dij)=

0.5dij-0.5(dij暿[1,3))

-0.5dij+2.5(dij暿[3,5])

0(dij烖[1,5
{ ])

灰类5

(k=5)
差 [0,1,3]f5(dij)=

1(dij暿[0,1))

-0.5dij+1.5(dij暿[1,3])

0(dij烖[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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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暋计算灰色聚类系数

首先,假设某一级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i(i=

1,2,…,n)关于灰类k(k=1,2,3,4,5)的灰色聚类

系数 为 rik。将 该 指 标 的 样 本 评 价 矩 阵 D =
[dij]n暳m代入可能度函数fk(dij)中,于是就可以得

到二级评价指标i(i=1,2,…,n)关于灰类k的灰

色聚类系数rik:

rik =
暺
m

j=1
fk(dij)

m
(7)

然后,便可以得到该一级指标的灰色评价矩

阵R:

R=[rij]n暳5=

r11 … r15

汅 烑 汅

rn1 … rn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5

(8)

其次,根据 AHP法确定的该一级指标下各二

级指标的相对权重(w1,w2,…,wn),便可以得到

该一级指标关于灰类k的灰色聚类系数氁k:

氁k=暺
n

i=1
rikwi (9)

最后,计算该一级指标属于灰类k的单位化灰

色聚类系数毮k:

毮k= 氁k

暺
5

k=1
氁k

(10)

3.4暋计算灰色综合评价结果

将评价对象一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向量W 与一

级指标的单位化灰色聚类系数矩阵毮 相乘,便得到

评价对象属于各灰类的灰色聚类系数向量P:

P=W毮 (11)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可判断出评价对象属于

哪个灰类。

4暋算例分析

本文以某J型战机研制项目为例,根据建立的

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评价指标

体系和 AHP-灰色综合评价模型对该项目组织结

构有效性进行评价。

4.1暋算例介绍

某J型战机研制项目是中国与 M 国合作投资

研发的一款多用途外贸型战机研制项目,M 国既

是J型战机的联合研制方,又是需求方。中国与 M
国双方在合同中对该战机的性能做出了明确要求:

所研制的飞机应具有中低空机动作战能力、较好的

对地和对空攻击能力、较大的航程和作战半径,可

以发射中距离导弹和具有优良的短距起降特性。

这也是此项目最重要的成果性目标之一。在J型

战机研制项目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较多,主要包

括:中 M 双方政府、用户、主承包商、分承包商和其

他投资者。其中,用户是 M 国空军,由其提出需

求。主承包商是主设计单位中航工业C飞机设计

研究所和主试制单位中航工业 D 有限责任公司。

分承包商则是各配套辅机厂所、供应商。此项目除

中 M 双方外,还包括 L国等其他投资者。J战机

项目组织如图1所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左边部

分为对外合作部分,右边部分为国内部分组织。该

项目是中 M 双方联合研制的项目,为了顺利合作,

双方成立了联合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联合项目

办),负责研制过程的管理和协调。中方投资者组

成的中方管理委员会(简称中方管委会)和 M 国投

资者组成的 M 方管理委员会(简称 M 方管委会)

各下设中方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中方项目办)和

M 方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 M 方项目办),中方项

目办和 M 方项目办成立联合项目办。中国研制团

队是整个项目研制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由中方项目

办管理,受联合项目办指导。联合项目办下设 M
方专家组、财务办公室和联络办公室,分别负责技

术转让工作、财务报告和合同日常工作。联合项目

办的主要工作是定期举行项目工作会,参加项目技

术评审和财务审计,协调研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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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J战机研制项目组织结构示意图

Fig.1暋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JfighterR&Dproject

4.2暋指标权重确定

采用 AHP法,对专家进行多次访问,让专家

根据1~9标度法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重要性对

比,构造判断矩阵,最后根据判断矩阵来计算各指

标的相对权重,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暋各级指标相对权重表

Table3暋Relativeweightsofeach灢levelindicators

一级指标A 二级指标B

目标完成度A1

(0.0780)

资源管理能力A2

(0.5632)

内部过程流畅性A3

(0.2235)

利益相关者支持A4

(0.0780)

环境适应性A5

(0.0834)

财务目标完成度B11(0.0460)

进度目标完成度B12(0.1223)

质量目标完成度B13(0.1223)

成果性目标完成度B14(0.6707)

资源获取能力B21(0.2000)

资源整合能力B22(0.6000)

资源利用能力B23(0.2000)

制度规范性B31(0.7500)

信息传递效率B32(0.2500)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满意度B41(0.1219)

用户满意度B42(0.5579)

集成商满意度B43(0.2633)

供应商满意度B44(0.0569)

对外沟通能力B51(0.2214)

环境预测能力B52(0.2481)

快速反应能力B53(0.5306)

4.3暋确定样本评价矩阵

邀请五位专家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打分,其样本

评价矩阵如表4所示。

表4暋样本评价矩阵

Table4暋Sampleevaluationmatrix

评价指标
打分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B11 6 7 5 5 6

B12 5 7 6 6 7

B13 6 5 7 8 7

B14 8 9 8 8 9

B21 6 7 7 9 6

B22 5 9 6 8 7

B23 8 6 6 6 5

B31 6 5 7 5 8

B32 9 6 6 9 9

B41 8 8 9 6 6

B42 5 9 5 8 5

B43 7 7 8 7 8

B44 5 8 8 9 7

B51 7 7 6 5 9

B52 6 9 8 7 5

B53 9 5 7 6 8

4.4暋计算灰色聚类系数

以二级指标“财务目标完成度B11暠为例,首先

计算该指标关于各灰类的灰色聚类系数。当k=1
时,由式(7)得到r11=[f1(6)+f1(7)+f1(5)+

f1(5)+f1(6)]/5=0;当k=2时,r12=0.4;当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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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r13=0.6;当k=4时,r14=0;当k=5时,

r15=0。

然后,由式(8)便得到该指标的灰色评价向量

为[0,0.4,0.6,0,0]。同理,可得其他二级指标的

灰色评价向量。进而得到一级指标“目标完成度

A1暠的灰色评价矩阵R1:

R1=

0 0.4 0.6 0 0

0 0.6 0.4 0 0

0.1 0.6 0.3 0 0

0.7 0.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3 0 0 0

其次,根据表2给出的各二级指标相对权重,

由式(9)和式(10)可以得到该一级指标A1 关于灰

类k的单位化灰色聚类系数毮1k。当k=1时,毮11=

0.4817;当k=2时,毮12=0.3664;当k=3时,毮13

=0.1132;当k=4时,毮14=0;当k=5时,毮15=0。

以此类推,可得到其他一级指标的灰色评价

矩阵:

R2=

0.2 0.6 0.2 0 0

0.3 0.4 0.3 0 0

0.1 0.4 0.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5 0 0

R3=
0.1 0.4 0.5 0 0

0.6 0.2 0.

é

ë

ê
ê

ù

û

ú
ú2 0 0

R4=

0.4 0.4 0.2 0 0

0.3 0.1 0.6 0 0

0.2 0.8 0 0 0

0.4 0.4 0.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2 0 0

R5=

0.2 0.5 0.3 0 0

0.3 0.4 0.3 0 0

0.3 0.4 0.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3 0 0

最后,可以得到所有一级指标的单位化灰色聚

类系数矩阵毮:

毮=

0.4817 0.3664 0.1132 0 0

0.2400 0.4400 0.3200 0 0

0.2250 0.3500 0.4250 0 0

0.2916 0.3380 0.3705 0 0

0.2779 0.4222 0.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3000 0 0

4.5暋灰色综合评价

根据表2给出的各一级指标相对权重,以及式

(11),便可以得到目标层即该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

目组织结构有效性属于灰类k的灰色聚类系数向

量P=[0.2690,0.4162,0.3380,0,0]。根据最

大隶属度原则,该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性程度属

于良灰类。从各一级指标看,目标完成度指标属于

优灰类,资源管理能力指标属于良灰类,内部过程

流畅度指标属于良灰类,利益相关者支持指标属于

中灰类,环境适应性指标属于良灰类。

5暋结暋论

(1)针对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

效性评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不完全、不确

定性信息的处理这一现实,本文基于灰色系统理

论,采用基于中心点混合可能度函数的灰色聚类评

估模型来对复杂航空产品研制项目组织结构有效

性进行综合评价,该模型能够对组织结构进行有效

地评价。

(2)该评价模型可以更好地适用于那些较易

判断最可能属于各灰类的点,但各灰类边界不清晰

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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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武器发射转塔尺寸对飞机作战效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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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机载激光武器可以主动防御来袭导弹,大幅提升作战飞机的生存能力。为了具备更远的打击距离,激

光武器需要尽可能大的发射镜直径,但几何尺寸较大的发射转塔会对飞机的气动和隐身性能产生不利影响,降

低飞机的战场生存能力。利用计算流体力学和物理光学法,分析发射转塔直径对飞机的气动性能和隐身性能

的影响,并采用基于agent的作战仿真方法研究发射转塔直径对飞机在突防作战中作战效能的影响。结果表

明:飞行速度随着发射转塔直径的增大有小幅度降低,降低幅度在2%以内;30、50和70cm 的发射转塔直径分

别导致飞机的头向 RCS64%、173%和282%的增加;对于作战效能而言,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尺寸并非越大越

好,相对于无防御措施的无人机执行突防任务,50cm 的发射转塔直径可以提高77.2%的任务成功率,是三种

方案中最高的。

关键词:机载激光武器;激光发射转塔;计算流体力学;物理光学法;气动性能;隐身性能

中图分类号:V211;V218暋暋 暋暋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5/j.cnki.1674灢8190.2020.06.00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ffectofLaserWeaponTurretSizeon
AircraftCombatEffectiveness

YUNQijia,SONGBifeng,PEIYang
(SchoolofAeronautics,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暞an710072,China)

Abstract:Airbornelaserweaponsystemcanincreasethesurvivabilityoftheaircraftbyactivedefense.Inorder

toobtainlongerfirerange,alargediameteroftheairbornelaserweaponturretisrequired,whichmaycause

negativeinfluencetotheaircraft.Theinfluenceofturretdiameteronaerodynamicandstealthperformanceof

theaircraftisanalyzedbymeansof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methodandphysicalopticsmethod.Andthe

influenceofturretdiameteroncombateffectivenessisanalyzedwithagent灢basedcombatsimulation.Theresults

showthattheincreaseofturretdiameterwillleadtoaslightdecreaseofaircraftspeed,whiletheinfluencequan灢
tityoflaserturrettoaircraftspeediswithin2%.Inthemeantime,theincreaseofturretdiameterincreasesthe

frontRCS(RadarCrossSection)oftheaircraft,andiameterof30,50and70cmoflaserturretcouldleadtoan

increaseof64%、173%and282%oftheaircraftRCS.The50cmdiameterdesigncouldincreasethemostmis灢
sioneffectiveness,whichis77.2%.

Keywords:airbornelaserweapon;laserturret;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physicaloptics;aerodynamic

performance;stealthperformance



0暋引暋言

激光武器是利用高能激光束对目标进行远距

离打击的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具有诸多传统武

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如发射速度为光速,几乎可以

做到发现即摧毁、无声无息、难以防御,非常适合用

来对付高速目标;其储弹量不受弹舱空间的限制,
只要持续供电就能连续不断地发射,不需要浪费时

间装填弹药;并且由于发射只消耗电能,每发成本

极低,与动辄百万美元的拦截导弹相比,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战争成本,解决了不得不使用昂贵的精

确制导导弹去拦截低成本武器的难题[1灢2]。激光武

器的使用必将给未来作战模式和武器装备设计带

来颠覆式革命。
然而,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安装也存在一些问

题。一方面,由于激光武器的有效作用距离与发射

镜直径成正比,需要尽可能大的发射镜直径以提高

武器射程;另一方面,由于内部空间、转塔尺寸、机
身遮挡等限制,激光武器发射转塔无法内埋,而突

出于飞机表面的激光武器发射转塔严重地破坏了

飞机的流线型外形,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和电

磁散射特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3]。
针对吊舱、导弹、副油箱等外挂物对飞机气动

性能和隐身性能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R.Sluder
等[4]研究了光电吊舱的升阻力系数和表面压力分

布,发现光电吊舱所受到的升力大于阻力,为光电

转塔在飞机上的安装提供了参考;卫海粟等[5]采用

CFD技术研究了外挂吊舱对飞机气动特性的影

响,对比了挂载吊舱前后飞机飞行性能和操稳特

性,但对于外挂吊舱外形参数变化的影响未进行深

入研究;迟圣威等[6]基于 Workbench仿真对光电

吊舱风阻力矩进行了研究,但却只对光电吊舱进行

了研究,并未考虑其安装在飞机上的情况;刘战合

等[7]研究了头部外形对无人机气动和隐身性能的

影响,计算了两种头部外形的气动特性和 RCS曲

线分布,但并未对外形参数进行定量研究;刘战合

等[8]还研究了有、无外挂设备对飞行器 RCS曲线

分布特性的影响,但并未研究外挂设备外形参数的

影响;岳奎志等[9]研究了不同挂载导弹方案下作战

飞机的 RCS特性,但并未研究挂载导弹尺寸的

影响。
为了量化研究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直径对飞

机气动性能和隐身性能的影响,本文参考美军现有

激光武器发射转塔及其载机的尺寸,以美国 MQ灢9
无人机为基准,建立不同直径的激光武器发射转塔

模型,分析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对飞机气动性能

和RCS的影响,并通过作战仿真方法研究其对作

战效能的影响,以期为机载激光武器的设计提供

参考。

1暋无人机模型建立

1.1暋三维模型

为了分析机载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直径和安

装角对飞机性能的影响,参考美国通用原子公司

“低 功 率 激 光 武 器 演 示 器暠(Low PowerLaser
Demonstration,简称LPLD)项目[10]的前倾式激光

发射转塔安装形式,建立安装角为30曘,转塔直径

分别为30、50和70cm 的激光武器发射转塔模型,
并与原始飞机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如图1所示。飞

机外形参考美国 MQ灢9无人机,采用CATIA 软件

进行建模,飞机翼展20m,平均气动弦长1.2m,
机身长度12.5m,机翼参考面积23m2。

(a)原始飞机模型

(b)安装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飞机模型

图1暋飞机和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三维模型

Fig.1暋Theaircraftandlaserturret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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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暋气动性能计算模型

气动分析中,飞机巡航速度为0.3Ma,任务飞

行高度为7km,查询国际标准大气表,可得空气温

度为242.65K,大气压强为41040Pa,空气密度

为0.589kg/m3,动力黏度为1.55暳10-5 Pa/s。

采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FLUENT 来计算不同方

案的气动性能。计算中设定其俯仰角为-4曘~
10曘,间隔2曘,控制方程选择为定常可压缩 N灢S方

程,湍流模型选择k灢氊SST[11],湍流动能和动量都

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处理。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取一

半机身进行计算,将其所在壁面设为对称面。原始

飞机总网格量为1691003,搭载最大尺寸的激光

武器发射转塔时总网格量为1743884,所有网格

质量均高于0.6,其计算网格如图2所示。

图2暋气动计算的网格模型

Fig.2暋Thecomputationgridofaerodynamicmodel

1.3暋隐身性能计算模型

MQ灢9无人机主要执行对地面目标的跟踪、监
视和打击任务,选择45曘仰角作为典型雷达波入射

角,选择X波段的典型值10GHz作为入射雷达波

的频率。在该频段范围内,MQ灢9无人机为典型的

电大尺寸目标,适合高频计算方法。因此,本文采

用物理光学法,应用电磁仿真软件FEKO,计算激

光武器发射转塔的直径对飞机RCS特性的影响。

2暋转塔尺寸对飞机升阻特性的影响

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分别为30、50、70cm
的飞机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及其变化率如图3~图

6所示。

图3暋不同转塔直径的飞机升力系数

Fig.3暋Theaircraftliftcoefficientofdifferent

turretdiameter

图4暋不同转塔直径的飞机升力系数相对变化率

Fig.4暋Therelativevariationofaircraftliftcoefficientof

differentturretdiameter

图5暋不同转塔直径的飞机阻力系数

Fig.5暋Theaircraftdragcoefficientofdifferent

turret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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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不同转塔直径的飞机阻力系数相对变化率

Fig.6暋Therelativevariationofaircraftdragcoefficientof

differentturretdiameter

从图3~图4可以看出:安装激光武器发射转

塔后,飞机升力系数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30、50、

70cm 直径的转塔引起的升力系数相对于原始飞

机的减少量分别在0.6%、1.0%、1.5%以内;并且

在常用迎角2曘~6曘范围内,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影

响更小,三种直径的影响均在1%以内。表明激光

武器发射转塔的安装对飞机升力特性的影响十分

微弱。

从图5~图6可以看出:发射转塔对阻力系数

的影响幅度大于升力系数,并且发射转塔直径越

大,阻力系数的增幅越大;但随着迎角的增大,激光

武器发射转塔对阻力的影响逐渐减小,以0曘迎角

为例,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为30cm 时,对飞机

阻力系数的增加量为2.35%;直径为50cm 时,对

飞机阻力系数的增加量为5.59%;直径为70cm
时,对飞机阻力系数的增加量为6.20%。

3暋转塔尺寸对飞行速度的影响

以最大平飞速度为例,讨论激光武器发射转塔

对飞机飞行性能的影响。假设原始飞机的最大起

飞质量为4700kg,最大载油量为1800kg,发动

机最大输出功率为700kW,翼面积为23m2。

飞机在发动机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值Pmax时具

有最大平飞速度vmax。在巡航高度下,最大平飞速

度为

vmax= 2Pmax

S氀CD

æ

è
ç

ö

ø
÷

min

1/3
(1)

式中:S为飞机的翼面积;氀为空气密度;CDmin为0曘
迎角下的阻力系数。

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安装会增加飞机的阻力

系数,引起最大平飞速度的降低。不同激光武器发

射转塔的直径对飞机最大平飞速度的影响如表1
所示。

表1暋发射转塔直径对最大平飞速度的影响

Table1暋Influeneofturretdiametertoaircraft

maximumspeed

发射转塔直径/cm 最大平飞速度/(m·s-1)

-(原始飞机) 145.23

30 143.97

50 142.61

70 142.34

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安装增

加了飞机的阻力,导致最大平飞速度降低;随着发

射转塔直径的增加,最大平飞速度呈减小的趋势,

但影响幅度很小,30、50、70cm 的发射转塔直径分

别导致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降低了0.9%、1.8%
和2.0%。

4暋转塔尺寸对飞机RCS的影响

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分别为30、50、70cm,

入射雷达波的频率为10GHz时,各方案的 RCS
曲线如图7所示。

图7暋不同转塔直径的飞机 RCS曲线

Fig.7暋RCScurvesofdifferentturretdiameters

从图7可以看出:各方案的 RCS曲线有较大

相似性;激光武器发射转塔对飞机 RCS的影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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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生在头向,其次发生在侧向,而对尾向基本没

有影响;发射转塔直径对 RCS的影响表现为对飞

机RCS的增加,并且随着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

的增加,飞机RCS曲线的波峰位置无明显变化,幅

值逐渐增大。这是因为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的

增加导致反射面积增加,从而引起RCS的增加。

在计算雷达探测概率时,目前主流的做法是选

择重要角域内典型雷达波频率的RCS均值作为该

方向上的飞机 RCS来计算雷达探测概率。因此,

选择-30曘~30曘的 RCS均值作为飞机头向重点探

测区域的RCS,60曘~120曘的 RCS均值作为飞机侧

向重点探测区域的 RCS,150曘~210曘的 RCS均值

作为飞机尾向重点探测区域的 RCS。雷达探测频

率为10GHz时不同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直径对应

的飞机各方向RCS如表2所示。

表2暋不同发射转塔直径的飞机各向 RCS

Table2暋RCSofdifferentturretdiameters

发射转塔直径/cm
氁/m2

头向暲30曘 侧向暲30曘 尾向暲30曘

-(原始飞机) 0.011 0.020 0.014

30 0.018 0.029 0.016

50 0.030 0.038 0.016

70 0.042 0.055 0.015

暋暋从表2可以看出:发射转塔直径的增加主要导

致飞机头向和侧向 RCS均值增大,对飞机尾向

RCS均值的影响不大;30、50、70cm 的发射转塔直

径分别导致飞机的头向 RCS增加64%、173%和

282%,侧向RCS增加45%、90%和175%。

5暋转塔尺寸对光斑能量密度的影响

激光武器的毁伤能力主要取决于目标材料属

性和光束在目标表面形成光斑的能量密度。目标

在激光的作用下温度逐渐升高,当光斑的能量累积

超过一定阈值,就会造成目标材料融化,导致目标

毁伤。目标表面的光斑能量密度与激光发射转塔

尺寸之间的关系为

I=P0K0氂a(1-r)cos毩
毿R2(1.22毸毬/D)2 (2)

式中:P0 为激光的初始功率;K0 为光学系统透过

率;氂a 为大气透过率;r为目标材料表面反射率;毩
为光束与材料的夹角;毸为激光的波长;D 为激光

发射镜的直径;毬为光束质量因子;R 为机载激光

武器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目标表面的光斑能量密度与激光发射转塔尺

寸之间的关系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当激光武器

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时,由于大气的吸收和光

束的扩散,目标表面光斑的功率密度很低;但随着

距离的缩短,目标表面光斑的功率密度呈指数型增

长,尤其在5km 范围内,发射镜直径的增加可导

致目标表面光斑的功率密度成倍的增涨。

图8暋转塔直径与光斑能量密度的关系

Fig.8暋Therelationshipoflasermirrordiameterand

spotenergydensity

6暋转塔尺寸对作战效能的影响

激光武器的安装一方面提高了飞机的主动防

御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又降低了飞机的

飞行速度,增大了飞机的 RCS,导致飞机的战场生

存能力有所降低。为了量化研究机载激光武器发

射转塔的尺寸对飞机作战效能的影响,采用基于

agent的建模与仿真方法,将上述不同转塔直径的

载机性能参数代入模型,进行无人机突防作战仿

真,分析各方案的突防成功概率。

6.1暋作战场景假设

本文考虑一架搭载激光武器的 MQ灢9无人机

在防空导弹阵地的拦截下,执行突防任务的场景。

无人机从防区外飞来,穿过防空导弹阵地的防御范

围,最终抵达目标点执行作战任务,如图9所示。

若无人机中途被导弹击落,则认为任务失败,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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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成功抵达目标点,则认为任务成功。

图9暋机载激光武器执行突防任务

Fig.9暋Airbornelaserweaponinpenetrationmission

6.2暋作战任务模型

基于突防作战的任务要求,采用模块化的建模

思想,将各agent按照运动、感知、通信、决策、执行

等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模块,根据各自的功能对每个

模块分别进行建模,模型结构以及各模块之间的关

系如图10所示。各模块的具体数学模型详见文献

[12],在此不再赘述。

图10暋agent模型结构图

Fig.10暋Theagentmodelstructure

无人机agent包含运动模型、飞行控制模型、

光电探测模型、火控模型和机载激光武器模型。飞

行控制模型可根据飞机自身状态和对环境的感知

计算飞行指令,飞机运动模型得到指令后控制飞行

的航路。光电探测模型实时计算探测范围内的目

标探测概率,而后由火控模型控制激光武器的发

射,激光武器模型实时计算靶面光斑能量密度和目

标毁伤所需驻留时间。

防空阵地agent包含雷达模型、火控模型和数

据链模型。雷达模型实时计算目标无人机的探测

概率,火控模型判断导弹发射时机,通过数据链将

目标航迹信息发送给导弹。

导弹agent包含运动模型、制导控制模型、导
引头模型和引信模型。制导控制模型根据导弹和

目标的位置、速度信息计算控制指令,运动模型接

收到指令后实时调整飞行航迹。导引头模型实时

计算目标的探测概率,判断目标是否进入爆炸范

围,并由引信模型控制导弹的爆炸时机并计算目标

的毁伤概率。

6.3暋仿真案例分析

基于 Anylogic软件平台进行agent作战仿真

系统的开发,仿真界面如图11所示。红色三角形

为无人机agent,蓝色菱形为防空阵地agent,黄色

圆形区域为防空阵地的雷达探测范围,紫色菱形为

任务目标点。

图11暋agent作战仿真演示

Fig.11暋Demonstrationofagent灢basedcombatsimulation

假设防空阵地雷达对处于100km 的 RCS为

1m2 目标的特征探测概率为0.9,则可得到雷达的

特征常数[13],进而通过恒虚警检法[14]计算得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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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目标的探测概率。假设机载激光武器功率为

50kW,发射转塔尺寸及其对应的载机性能如表

1~表2所示,以突防成功率作为效能的衡量指标,
进行蒙特卡罗仿真,每个方案进行500次仿真,仿
真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暋发射转塔直径对作战效能的影响

Table3暋Influenceofturretdiameterto

combateffectiveness

发射转塔直径/cm 突防成功率/%

-(原始飞机) 1.5

30 67.6

50 78.7

70 61.8

暋暋从表3可以看出:没有防御措施的情况下无人

机很难完成突防任务,安装机载激光武器后可以大

幅度提升无人机的生存能力;三种方案中,50cm
直径的方案对无人机突防效能的提高最多,将突防

成功率从1.5%提升到了78.7%,提升了77.2%。

表明在设计机载激光武器的过程中不能只追求攻

击能力的强大,隐身能力对于飞机的作战效能同样

重要。若隐身能力降低太过严重,飞机面临饱和导

弹打击时,激光武器也无法拦截所有导弹。设计人

员必须对激光武器所带来的优势和引起的问题进

行综合权衡,得到最合适的设计方案。

7暋结暋论

(1)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安装减小了飞机的

升力系数,增大了飞机的阻力系数。随着发射转塔

直径的增大,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有所降低,降低

幅度在2%以内。
(2)激光武器发射转塔的安装会导致飞机的

RCS增大,随着直径的增加,飞机头向和侧向 RCS
有显著增加。30、50、70cm 的发射转塔直径分别

导致飞机的头向 RCS增加64%、173%和282%,
侧向RCS增加45%、90%和175%。

(3)机载激光武器可以提高无人机的作战效

能。但随着发射转塔直径的增大,激光武器的射程

虽然有所增加,但敌方雷达对飞机的探测距离同样

增加。持续增大转塔直径有导致作战效能降低的

风险。在本文的三种方案中,50cm 直径的方案对

无人机突防效能的提高最大,将突防成功率提升了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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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间隙结构的气动弹性系统非线性颤振问题是飞行器气动弹性力学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研究

考虑间隙非线性的控制舵系统的气动弹性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最小状态拟合方法获得时域降阶气动力模

型,并通过Lagrange方程获得系统非线性气动弹性方程;对比分析三种不同非线性控制舵系统的极限环颤振

及非线性动力学响应特性,并与等效线化法和时域仿真的结果进行一致性对比。结果表明:俯仰和扑动弹簧刚

度的变化对系统颤振边界有显著影响,当俯仰和扑动两个方向同时含有间隙非线性时,系统在线性颤振速度内

存在倍周期、混沌等复杂非线性动力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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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onlinearflutterproblemofaero灢elasticsystemwithfree灢playnonlinearityhasbecomeoneofthe

hottestandmostchallengingtopicsintheengineeringfieldofaircraftaero灢elasticity.Thenonlinearaero灢elastic

behaviorsofthecontrolfinwithfree灢playnonlinearityareanalyzed.Thereduced灢orderaerodynamicmodelin

time灢domainisobtainedbyusingtheminimumstateapproximationmethod,andthenthenonlinearaero灢elastic

equationsofthecontrolfincanbeobtainedbasedontheLagrangeequation.Usingthenumericalmethod,the

aero灢elasticsystembehaviorswithfree灢playnonlinearityineitherpitchorplunge,orbothofthemarestudied,

includinglimitcycleoscillations(LCOs)andnonlineardynamicresponses.Thenumericalresultsarecompared

withthoseoftheequivalentlinearizationmethod.Theresultsshowthatthestiffnessofpitchandplungespring
isofsignificantinfluenceontheflutterboundaryofthesystem.Andwhenthefree灢playsarebothinpitchand

plunge,thereexistcomplexdynamicphenomenaincludingthemulti灢periodicLCOsandchaotic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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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一直以来,飞行器气动弹性问题都是航空航天

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备受关注,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飞机气动弹性力学的研究和发展。然而,现
代航空航天飞行器在具备更高飞行速度、更强机动

性能的同时,涉及的气动弹性问题越来越复杂,带
来的非线性问题也越发明显[1]。控制舵结构作为

飞行器典型升力面结构之一,相比其他结构部件,
其操纵刚度相对较低,更易发生颤振失稳。

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超差、装配误

差等因素,同时飞行器运动过程中也会出现磨损等

现象,从而导致飞行器结构出现间隙非线性。它作

为最常见的一种集中非线性环节,在当前飞行器气

动弹性分析中需要被重点考虑[2]。杨智春等[3]从

建模方法、分析方法及动力学行为等方面对含结构

集中非线性的机翼颤振研究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其
中,控制舵的舵轴连接处及其操纵刚度都可能存在

间隙非线性环节,这些都会改变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及操控性能。该问题也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

广泛关注[4灢12]。基于双协调自由界面法,WuZhi灢
gang等[13]建立了带间隙折叠翼的结构模型,并通

过地面振动试验验证了建模与辨识方法的有效性;

YangNing等[14]针对含间隙非线性舵结构,提出

了一种基于动态子结构法的气动弹性建模方法,用
于非线性颤振分析;何昊南等[15]从实验和仿真两

方面对含有间隙的折叠舵面建模方法及响应分析

进行了研究;R.D.Firouz灢Abadi等[16]建立了带有

间隙的三维双楔型机翼模型,考察了关键参数对非

线性动力学特性的影响规律;Tian Wei等[17]针对

含有间隙的三维全动舵面模型,考察了气动载荷和

热载荷作用下间隙对非线性气动弹性响应特性的

影响规律。然而,考虑局部结构间隙影响的舵面非

线性颤振机理研究尚有不足,尤其当含有多个非线

性环节时,间隙对系统颤振和非线性动力学响应是

如何影响的,这些都缺少系统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考虑间隙非线性的控制舵

非线性气动弹性系统,着重考察间隙非线性对舵面

非线性颤振特性的影响机理。应用Lagrange方程

建立考虑俯仰和扑动方向的控制舵动力学方程,利
用基于样条插值函数获得气动力降阶模型,并应用

最小状态法将降阶频域气动力模型拟合成时域气

动力模型;分别考察仅有俯仰间隙、仅有扑动间隙

及两个自由度同时含有间隙情况下系统的颤振稳

定性及非线性动力学响应特性。

1暋理论模型

1.1暋控制舵结构建模

刚性全动舵面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可以在

其根部绕x轴和绕y 轴转动,分别代表全动舵面

扑动方向(毬)和俯仰方向(毩)的运动,并且舵面的根

部在扑动和俯仰方向上分别施加一个弹簧约束,即

K毬 和K毩。对于该全动舵面气动弹性模型,其动能

和势能可以由式(1)和式(2)得到:

T=1
2Ixx毬

·
2+1

2Iyy毩
·2+(Ixy -2mxy)毬

·
毩· (1)

U=1
2K毬毬2+1

2K毩毩2 (2)

式中:m 为舵面结构质量;Ixx、Iyy和Ixy为在参考坐

标系下相应弹性轴的质量惯性矩;x和y 为重心的

位置。

图1暋全动舵面模型的平面几何示意图

Fig.1暋Schematicofall灢movablefingeometry

通过应用Lagrange方程:

d
dt

毠T
毠q·

æ

è
ç

ö

ø
÷

i
-毠T

毠qi
+毠U

毠qi
=Qi (3)

建立系统的运动方程,其运动方程矩阵形式为

Mx·· +Kx=Q (4)
式中:x=[毬毩]T为状态向量;M 和K 分别为广义

质量阵和刚度阵;Q为广义外载荷。
当不考虑结构阻尼时:

M=
Ixx Ixy -2mxy

Ixy -2mxy I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yy

,

K=
K毬 0
0 K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毩

,Q=
Q毬

Q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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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含有俯仰和扑动间隙非线性的控制舵模

型,其动力学方程可写为

Mx·· +M(x)=Q (5)
式中:M(x)=[g(毬)f(毩)]T,为弹性恢复力项。

俯仰和扑动方向的非线性恢复力矩表达式分

别为

f(毩)=

K毩(毩-毮毩) (毩曒毮毩)

0 (-毮毩 <毩<毮毩)

K毩(毩+毮毩) (毩曑-毮毩

ì

î

í

ï
ï

ïï )

(6a)

g(毬)=

K毬(毬-毮毬) (毬曒毮毬)

0 (-毮毬 <毬<毮毬)

K毬(毬+毮毬) (毬曑-毮毬

ì

î

í

ï
ï

ïï )

(6b)
式(6)中的恢复力矩可分写为线性项和非线性

项的形式,即:

f(毩)=K毩毩+f1(毩) (7a)

g(毬)=K毬毬+g1(毬) (7b)
其中,

f1(毩)=

-K毩毮毩 (毩曒毮毩)

-K毩毩 (-毮毩 <毩<毮毩)

K毩毮毩 (毩曑-毮毩

ì

î

í

ï
ï

ïï )

g1(毬)=

-K毬毮毬 (毬曒毮毬)

-K毬毬 (-毮毬 <毬<毮毬)

K毬毮毬 (毬曑-毮毬

ì

î

í

ï
ï

ïï )

最终,弹性恢复项可表示为 M(x)=K+FN,

FN=[g1(毬)f1(毩)]T。

1.2暋控制舵气动力建模

在对全动舵面动力学系统进行气动弹性求解

时,需要实时地计算广义外载荷的非定常气动力。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本文采用升力面理论中的偶极

子格网法进行气动力建模,利用基于样条函数的降

阶方法对频域气动力进行降阶,从而得到降阶的气

动力模型,再应用最小状态法将频域气动力模型转

换到时域上。

1.2.1暋频域气动力模型降阶的理论方法

工程上常用的升力面方法,如偶极子格网法和

ZONA51等,则是通过气动力影响系数矩阵来计

算气动力[18灢19]。频域非定常气动力模型可以表

示为

Q=q曓A(氊)z (8)

式中:q曓 为动压;A(氊)为非定常气动力影响系数矩

阵;氊为简谐振动圆频率;Q和z分别为力向量和位

移向量。

常用的样条插值函数有面样条函数和梁样条

函数[20],它们都是通过样条矩阵来实现力与位移

的插值。假设将式(8)的频域气动力模型降阶到

Ns 个节点上,则有如下样条插值关系:

Qs=GT
sQ

z=Gsz{
s

(9)

式中:Qs 和zs分别为Ns 个节点上的气动力、位移

组成的列向量;Gs 为插值矩阵。

将式(9)代入式(8)即可得到基于样条函数的

非定常气动力降阶模型:

Qs=q曓Ass(氊)zs (10)

式中:Ass(氊)=GT
sA(氊)Gs。

1.2.2暋气动力模型的时域拟合

经过上述过程可以得到降阶频域气动力模型,

下面通过最小状态法将该模型转换到拉式域中,从
而用于时域分析[19]。这里,最小状态法将已知的

空气动力矩阵Q(k,M曓 )在 Laplace域中进行近

似,具体形式如下:

Q(s)曋A0+A1s+A2s2+Ds(Is-Rs)-1Ess
(11)

式中:s为无量纲的拉普拉斯变量;A0、A1、A2、Ds、

Es 及Rs 为最小状态法得到的系数矩阵;I为单位

矩阵。

气动力经过最小状态法近似后,运动方程表

示为

Mz··s+Kzs-qd·

[A0+A1s+A2s2+Ds(Is-Rs)-1Ess]zs=0
(12)

引入的状态变量为

xa=(Is-Rs)-1Esszs (13)

由此,可以得到系统状态空间方程:

z·s

z··s

x·

ì

î

í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a

=

0 I 0

-M-1K -M-1C qdM-1Ds

0 Es
V
bR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s

zs

z·s
x

ì

î

í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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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M-qd
bæ

è
ç

ö

ø
÷

V
2

A2;C=C-qd
b
VA1;

K=K-qdA0。

上述过程得到的是 Ns 个节点上的时域降阶

气动力,但对于刚性全动舵面只需要扑动和扭转两

个自由度的运动,因此,需要通过变换矩阵得到扑

动和俯仰两个自由度上的位移毬和毩,以及广义力

Q毬 和Q毩。具体关系如下:

zs=R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毬
毩

=Rq (15)

QR =
Qh

Q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毩
=RTQs (16)

式中:R为变换矩阵。

R具体为

R=
y1 y2 … yi … yNs

-x1 -x2 … -xi … -xN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s

T

(17)
式中:xi 和yi 分别为降阶点到俯仰和扑动轴的

距离。
因此,通过上述变换,系统状态空间内的气动

弹性方程式(14)变为

q·

q
··

x·

ì

î

í

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
ï

a

=

0 I 0

-M-1
RKR -M-1

RCR qdM-1DsR

0 EsR
V
bR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sR

q

q·

x

ì

î

í

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

ïï
a

(18)

式中:MR =M-qd
bæ

è
ç

ö

ø
÷

V
2

RTA2R;CR =C-qd
b
VRT·

A1R;KR=K-qdRTA0R;DsR =RTDs;EsR =EsR;

RsR =Rs。
这样,即可利用数值方法来实现带间隙非线性

的全动舵面模型的气动弹性响应仿真。

2暋算例与分析

三维控制舵在 MSC.Adams软件平台上建立

的动力学模型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在舵面根部

作用有万向节和两个转动弹簧,其中,万向节用于

约束系统的3个平动自由度和绕z 轴的转动自

由度。
在本文算例中,三维舵面的结构参数若无特别

说明均如表1所示。

图2暋三维控制舵的 MSC.Adams动力学模型

Fig.2暋Dynamicmodelofthree灢dimensional(3灢D)

controlfinbyusingMSC.Adams

表1暋三维控制舵的结构参数

Table1暋Structuralparametersof3灢Dcontrolfin

参暋数 描暋述 值

K毬/(N·m·rad-1) 扑动弹簧刚度 5000

K毩/(N·m·rad-1) 俯仰弹簧刚度 5000

毮毬,毮毩/(曘) 扑动和俯仰间隙大小 0.02

Ixx/(kg·m-2) 质量惯性矩 0.2195532

Iyy/(kg·m-2) 质量惯性矩 0.05412561

Ixy-2mxy/(kg·m-2) 质量惯性矩 -0.07318440

m/kg 全动舵面质量 2.088

b/m 平均半弦长 0.2

2.1暋线性颤振分析

对于三维控制舵线性颤振系统,通过系统矩阵

特征值分析获得线性系统的颤振特性,如图3所

示。线性颤振速度和频率分别为259.63m/s和

44.91Hz,并将该时域结果(TimeDomain,简称

TD)与 Nastran频域和 Adams时域仿真结果进行

对比,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三种方法计算得到的

颤振结果吻合得很好,系统颤振是由扑动-俯仰模

态耦合振动导致。上述对比结果验证了该分析模

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a)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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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虚部

图3暋系统矩阵特征值随速度的变化

Fig.3暋Variationsofrealandimaginarypartsofeigenvalues

表2暋线性颤振速度和频率的结果

Table2暋Linearfluttervelocityandfrequency

方暋法 颤振速度/(m·s-1) 颤振频率/Hz

Nastran频域分析 258.80 45.13

Adams时域仿真 262.62 44.85

时域计算 259.63 44.91

暋暋在三维控制舵线性颤振系统中,俯仰和扑动弹

簧刚度对系统颤振特性有着很大的影响。线性颤

振速度和颤振频率随俯仰弹簧刚度的变化规律如

图4所示,可以看出:系统的颤振速度和频率随着

俯仰弹簧刚度系数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俯仰

弹簧刚度的增加,使得俯仰模态分支的频率增加,
推迟了两个运动模态分支频率的接近,从而导致颤

振速度提高,相应的颤振频率也提高。

图4暋颤振速度随俯仰弹簧刚度系数的变化

Fig.4暋Variationoffluttervelocitywithpitching
springstiffness

线性颤振速度和颤振频率随扑动弹簧刚度的

变化规律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与俯仰弹簧刚度

不同,随着扑动弹簧刚度系数的增加,系统颤振速

度降低。产生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扑动弹簧刚度

的增加,使扑动模态分支的频率增加,两个模态分

支的频率更接近,导致系统颤振速度降低。

图5暋颤振速度随扑动弹簧刚度系数的变化

Fig.5暋Variationoffluttervelocitywithflapping

springstiffness

综上可知,提高俯仰弹簧刚度可以提高颤振速

度,增加系统的稳定性;而扑动弹簧刚度的增加,会
降低颤振速度,不利于系统的颤振稳定性。

2.2暋仅考虑俯仰间隙非线性

利用等效线化方法(EquivalentLinearization

Method,简称ELM)[21]进行非线性颤振分析。俯

仰间隙非线性的等效线性刚度曲线如图6所示,可
以看出:当幅值在间隙大小之内,等效刚度系数为

零;当幅值大于间隙值时,随着幅值的增加,等效线

性刚度增加,表现出“硬弹簧暠特性;当幅值继续增

大时,等效线性刚度将趋近线性刚度。

图6暋间隙非线性的等效线化刚度系数

Fig.6暋Equivalentlinearizationstiffnessof

freeplaynonlinearity

138第6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李家旭等:考虑间隙非线性的控制舵非线性气动弹性分析



系统俯仰角幅值与间隙值之比随速度和频率

的变化规律如图7所示。从图7(a)可以看出:随

着速度的增加,系统俯仰角与间隙大小之比呈增加

趋势;从图7(b)可以看出:俯仰角幅值与间隙值之

比越大,相应的运动频率也越大,并且系统发生极

限环颤振的频率小于线性颤振频率。

(a)系统俯仰自由度的运动幅值随速度的变化规律

(b)系统俯仰自由度的运动幅值随频率的变化规律

图7暋等效线化法和时域分析的对比结果

Fig.7暋Comparisonbetweenequivalentlinearization

methodandtimedomainanalysis

俯仰弹簧刚度对系统颤振速度和颤振频率的

影响规律如图8所示,可以看出:在A/毮>1时,系

统颤振边界随俯仰弹簧刚度增加而提高。因此,对

于含俯仰间隙的控制舵系统,俯仰弹簧刚度的增加

可以提高系统的颤振边界。

(a)颤振速度

(b)颤振频率

图8暋不同俯仰弹簧刚度系数下,等效

线化法和时域分析的对比结果

Fig.8暋Underdifferentpitchspringstiffnesscoefficients,

comparisonbetweenequivalentlinearization

methodandtimedomainanalysis

2.3暋仅考虑扑动间隙非线性

系统颤振速度随扑动角与间隙大小之比的变

化规律如图9所示,并将时域计算结果与等效线化

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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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暋系统扑动方向运动幅值随速度的变化规律

Fig.9暋Variationsofamplitudeofflappingmotionwith

increasingflowvelocity

从图9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结果吻合一致,

并且当扑动方向带有间隙非线性时,随着扑动运动

幅值的增加,系统颤振边界降低,而颤振频率随之

增加。这一规律与线性颤振系统中改变扑动弹簧

刚度的结果是类似的。

在系统受到一定扰动后,系统振幅超过当前运

动幅值,则系统进入不稳定区域从而导致运动发

散,而当系统振幅小于当前运动幅值,系统运动收

敛。因此,含有扑动间隙非线性的系统不能得到稳

定的极限环运动。而在时域分析中,需要通过调整

不同速度来寻找系统不稳定的极限环运动,而此时

对应的速度就是系统的不稳定颤振边界。

U* =271.75和U* = 271.76时,时域响应

和相平面图分别如图10~图11所示,可以看出:

在0.3s左右之前存在一段等幅运动,并且两个相

邻速度下等幅运动的幅值基本相同,但0.3s之后

的响应分别为收敛和发散,因此,该等幅运动的幅

值所对应的颤振速度和频率即为系统的不稳定颤

振边界上的点。

(a)时域历程

(b)相平面图

图10暋U* =271.75时系统扑动方向运动

Fig.10暋FlappingmotionofthesystematU* =271.75

(a)时域历程

(b)相平面图

图11暋U* =271.76时系统扑动方向运动

Fig.11暋FlappingmotionofthesystematU* =271.76

综上可知,在扑动自由度带有间隙非线性的控

制舵气动弹性系统中,系统的颤振边界大于线性颤

振速度,并且该系统的颤振速度随振幅的增加而

降低。

2.4暋同时考虑俯仰和扑动间隙非线性

对于控制舵系统两个方向同时含有间隙的情

况,系统俯仰和扑动运动的分岔图分别如图12~
图13所示,可以看出:在线性颤振速度内,系统会

338第6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李家旭等:考虑间隙非线性的控制舵非线性气动弹性分析



出现有限幅值的动力学响应,而当速度大于线性颤

振速度时,系统响应将发散。

图12暋控制舵俯仰运动的分岔图

Fig.12暋Bifurcationdiagramofpitching

motionofthecontrolfin

图13暋系统扑动方向运动的分岔图

Fig.13暋Bifurcationdiagramofflapping

motionofthecontrolfin

从图12可以看出:在U*/U*
L 曑0.492时,系

统俯仰运动收敛到幅值大小相同的稳定平衡点处,
在U*/U*

L >0.492后,系统将出现复杂的动力学

响应。
从图13可以看出:与俯仰方向运动不同,在

U*/U*
L 曑0.492,系统扑动方向运动收敛到某一稳

定平衡点,而其平衡点位置随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当U*/U*

L 在0.492~0.631区间内,系统的

运动为混沌运动。以U*/U*
L =0.550为例,如图

14所示,从Poincare映射图可以看到具有精细几

何结构的吸引子,由此可以判断系统的响应为

混沌。
当U*/U*

L 在0.631~0.733区间内,系统响

应表现为倍周期运动,U*/U*
L =0.680时系统的

运动状态如图15所示,可以看出:系统做周期为3
的极限环振荡(LCO)运动。

当U*/U*
L 在0.733~0.807和0.850~0.886

区间内,系统运动均为混沌响应。

(a)相平面图

(b)幅值谱

(c)Poincare映射图

图14暋U*/U*
L =0.550时系统俯仰方向运动

Fig.14暋PitchingmotionofthesystematU*/U*
L =0.550

图15暋U*/U*
L =0.680时系统俯仰方向运动

Fig.15暋PitchingmotionofthesystematU*/U*
L =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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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当俯仰和扑动方向同时含

有间隙非线性时,系统的运动与仅含有俯仰间隙非

线性系统类似,即在线性颤振边界内存在有限幅值

的非线性动力学响应。并且,控制舵在颤振边界内

表现出多周期LCO、混沌等复杂动力学响应。

3暋结暋论

(1)采用本文建立的时域模型,相比于 Nas灢
tran频域和 Adams时域仿真结果,具有足够精度

可用于预测三维控制舵模型的颤振稳定性及非线

性动力学响应。
(2)提高俯仰弹簧刚度可以提高颤振速度,增

加系统的稳定性,而扑动弹簧刚度的增加会降低颤

振速度。
(3)对于含有俯仰间隙的控制舵系统,在颤振

边界内会出现稳定的极限环运动;而对于含有扑动

间隙控制舵系统,系统不存在稳定极限环运动,并
且系统颤振速度随振幅的提高而持续下降。

(4)对于控制舵系统同时含有俯仰和扑动间

隙非线性的情况,在颤振边界内存在多周期LCO、
混沌等复杂动力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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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在对某小型通勤类公务机进行风洞实验预测时,发现飞机失速后其滚转特性会发生急剧变化。在分

析该型飞机风洞实验结果的基础上,采用机翼加装失速条的失速特性方法,通过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进行飞行

验证,分析在巡航构型和着陆构型状态下原始机翼和机翼加装失速条后的试飞结果。结果表明:缩比模型自由

飞试验能够验证机翼风洞试验的预测结果,加装失速条的失速特性改进方法可以改善飞机失速特性。

关键词: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失速特性;失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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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Free灢flightValidationTestofStallCharacteristicsfor
CommuterCategoryAirplanes

ZHANGJiaqi1,SUJianbo1,WANGShifei2,QIUYuhao1

(1.AVICAeronauticalScienceandTechnologyKeyLaboratoryofFlightSimulation,

ChineseFlightTestEstablishment,Xi暞an71008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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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foundthattherollingcharacteristicafterairplanestallisrapidlychanged,whenthewindtunnel

testpredictionisconductedforthesmallcommutercategoryairplanes.Onthebasisofanalyzingthewindtunnel

testresultsoftheairplane,thestallingcharacteristicmethodthatthestallstripsisaddedonthewingisadop灢
ted,andtheflightverificationisperformedbyusingfree灢flighttestofscaled灢model.Afteraddingstallstripson

thewingandtheoriginalwing,theflightresultsareanalyzedunderthestatesofcruisingstructureandlanding
structure.Theresultsshowthatthescaled灢modelfree灢flighttestcanverifythepredictionresultsofthewind

tunneltest,andthestallingcharacteristicimprovedmethodbyaddingstallstripscanimprovethestallcharac灢
teristicofair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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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机良好的失速特性是保证飞行安全的基

础[1灢2],通勤类小型飞机需要符合CCAR灢23部[3]失

速条款的要求,才能表明相应适航条款的符合性。

目前,国内外通勤类小型飞机在前期研发阶段难以

通过数值计算或风洞实验准确预测失速特性,对飞



机本体失速特性预测不足,通常在全尺寸飞机适航

试飞阶段才发现飞机的失速特性问题,进而采用各

种机翼改进措施来改善飞机的失速特性[4],例如采

用涡流发生器,翼型前缘下垂、前缘缝翼、翼刀和失

速条等措施,其对飞机的研制成本、周期和后期市

场运营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飞机上常用的失速特性改进措施主要包

括机翼加装涡流发生器和失速条。涡流发生器是

一种安装在机翼上表面前缘附近的一组形状相同

的、安装位置不同的小金属片,其产生的翼尖涡与

其下游的低能量边界层流动混合后,把能量传递给

了边界层,使处于逆压梯度中的边界层流场获得附

加能量后能够继续贴附在机体表面而不致分离,推
迟飞机失速发生,从而提高飞机的有效失速迎角,

改善飞机的失速特性[5]。褚胡冰等[6]分别从襟翼

涡流发生器的尺寸、安装角、位置、排列方式等因素

对襟翼附面层流动分离的涡流发生器的作用机理

进行了数值计算的理论研究;赵振宙等[7]采用

CFD方法研究了涡流发生器对风力机叶片翼型的

动态失速特性的影响,给出了涡流发生器在抑制流

动分离、增升减阻的影响。失速条是一种安装在机

翼前缘的固定式流动控制装置,一般对称安装在左

右机翼靠内侧,强制使左右内侧机翼提前对称地分

离失速,从而获得满意的失速特性[8],与涡流发生

器不同,失速条作用主要是提前使左右机翼对称分

离失速,从而避免飞机左右机翼不对称分离引起的

横向快速失稳,以改善飞机的失速特性。刘毅等[9]

通过数值计算和风洞实验对比研究了机翼加装失

速条对解决某运输机失速急剧滚转的问题,给出了

改善效果。

涡流发生器的理论设计复杂,其对形状、安装

位置的要求很高,且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进行验

证,其主要应用在部分大型飞机的机翼、发动机短

舱、机身尾部等部位,以改善流动分离情况。失速

条是一种被动失速特性改进措施,一般主要用于改

善飞机失速后急剧滚转问题,其代价小、方法简单,

能够有效改善飞机左右机翼不对称自然失速后出

现的急剧滚转问题,出现更为明显地低头趋势,使
飞行员能够从飞机失速后快速改出,多应用在小型

通勤类飞机、军用战斗机以及机翼前缘无法设计缝

隙部分中型飞机上,同时机翼加装失速条会使得飞

机的最大升力系数降低,导致飞机的失速速度

增大。

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是使用全尺寸飞机的缩

比模型,遵循几何、质量特性、动力相似准则关系,

在真实大气环境中开展的飞行试验[10],主要用于

研究飞机大迎角失速特性,可以获得飞机失速速

度、失速特性以及尾旋特性,其试验结果与全尺寸

飞机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在国内外航空研究院所获

得广泛的认可[11灢12]。美国 NASA曾利用缩比模型

自由飞试验完成了F灢15、F灢16、F灢117、F灢18等多型

飞机的大迎角失速尾旋特性研究。国内航空工业

试飞中心也先后完成了运10、ARJ、HO300、C919、

AG600等飞机的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试验

结果降低了新机研制风险和成本,为全尺寸飞机的

试飞和适航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张甲奇等[13]

通过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完成某大型四发螺旋桨

飞机失速速度和失速特性的预先研究,获得试验结

果有效的支撑全尺寸飞机的失速试飞;同时通过缩

比模型自由飞试验开展了等离子体流动分离主动

控制技术的飞行研究,证实了等离子体在抑制流动

分离和增生效果[14]。

本文针对某通勤类小型公务机由风洞实验预

测结果,发现飞机失速后可能出现较大且不可控的

滚转,为此开展该型飞机的缩比模型自由飞失速飞

行试验,针对该型飞机采用机翼前缘加装失速条的

方法,通过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进行验证。

1暋风洞实验结果及分析

某型通勤类公务机采用下单翼,椭圆形机翼,

机翼 翼 型 采 用 EPPLER1200 层 流 翼 型,该 机

1暶4.5风洞模型的气动力系数实验结果如图1所

示,其中毮f 为襟翼偏转角度,可以看出:相比于飞

机巡航构型,着陆构型升力系数达到最大后急剧下

降,使得飞机失速后机翼向下的一侧由于当地迎角

增大升力反而更小,机翼向上的一侧由于当地迎角

减小升力反而更大,结果形成了进一步增加滚转的

力矩,即飞机出现“机翼自转暠的现象[15];此外,在
失速附近滚转力矩系数也出现较大偏离,表明飞机

失速后可能出现快速滚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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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升力系数曲线

(b)滚转力矩曲线

图1暋风洞实验数据

Fig.1暋Thedataofwind灢tunneltesting

该机巡航构型和着陆构型机翼风洞实验的气

流分离流线谱如图2~图3所示。

图2暋巡航构型气流分离丝线显示

Fig.2暋Theshowofthreadforseparate

flowofcruiseconfiguration

图3暋着陆构型气流分离丝线显示

Fig.3暋Theshowofthreadforseparate

flowoflandingconfiguration

从图2~图3可以看出:气流分离首先出现在

机翼翼根后缘,之后随着迎角的进一步增大,分离

区沿展向快速发展,机翼后缘近乎同时出现分离;
机翼后缘出现分离之前,副翼已处于分离流中。

综上所述,该飞机失速后,气流沿翼展方向迅

速分离,副翼过早的处于分离流中,飞机失速后可

能会出现急剧的滚转,且副翼难以修正滚转偏离,
飞机失速后横向滚转难以控制。

2暋机翼加装失速条优化构型

针对该机风洞实验预测结果,在不改变原机翼

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小改型代价,且考虑到该

型飞机机翼采用复合材料蒙皮,不易安装涡流发生

器,由此,选用机翼加装失速条的失速特性改进方

法。机翼加装失速条主要使得失速条后方局部早

期出现分离,飞机提前出现“低头暠,保证外翼段还

未达到自然失速状态,副翼依然具有较好的操纵效

率,从而使得飞机失速进入和改出过程中滚转偏离

可控[10]。
通过数值计算不同失速条的尺寸和在机翼的

安装位置,对飞机升阻特性和力矩特性结果进行综

合影响分析,最终确定最优的失速条的形状和安装

位置如图4所示。

暋 暋(a)失速条形状暋暋暋暋暋暋(b)失速条相对安装位置

图4暋机翼加装失速的安装位置

Fig.4暋Thepositionofstallstripsonwings

原始机翼和加装失速条后机翼的巡航构型流

线谱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机翼加装失速条后,能
够强制失速条后方的机翼提前发生分离,并与根部

的分离流汇成一起,使得根部的分离区域明显增

大,可以提升飞机低头力矩。

图5暋原机翼与加失速条流线谱

Fig.5暋Thestreamlinespectrumbetween

original/stallstrip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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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飞行试验验证

3.1暋相似参数

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需要与全尺寸飞机满足

动力相似准则关系,试验结果才能真实反映飞机本

体的失速特性。缩比模型与全尺寸飞机在满足几

何外形相似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质量分布相似和

弗劳德数相似准则。缩比模型和全尺寸飞机关键

参数的相似关系如表1所示。

表1暋缩比模型飞行试验相似参数的比例系数

Table1暋Theratiocoefficientofsimilarparameter

参暋数 关系 参暋数 关系

缩比系数 K 密度比 K氀

质量比 K3K氀 姿态角比 1

惯量距比 K5K氀 角速率比 K

速度比 KK氀 舵面偏比 1

拉力比 K3K氀 迎角/侧滑角比 1

3.2暋试验对象

根据某型通勤类飞机三维模型,按照全尺寸飞

机缩比进行模型的设计制造,与全尺寸飞机具有几

何相似的桨叶、襟翼、升降舵、副翼和方向舵,模型

螺旋桨按照动力相似关系进行模拟,如图6所示。
缩比自由飞模型的基本外形尺寸如表2所示。

暋暋暋暋暋(a)模型外形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机翼丝线

图6暋飞机缩比自由飞模型

Fig.6暋Thescaledfree灢modelofairplane

表2暋缩比模型基本外形参数

Table2暋Thebasicparametersofscaledfree灢mode

参暋数 数值 参暋数 数值

翼展/m 2.7705 机翼面积/m2 0.9187

全机长度/m 2.5565 气动弦长/m 0.3455

暋暋缩比自由飞模型安装有大气传感器、测试传感

器、飞行控制系统、数据链系统和螺旋桨动力系统,
能够实时测量飞行的空速、迎角、侧滑角、三轴角速

率、三轴姿态角和三轴过载等参数,供失速特性分

析使用。

3.3暋试飞方法

本次飞行试验采用载机投放的飞行方式,自由

飞模型通过载机携带爬升到试验高度,到达投放空

域后,载机投放试验模型,如图7所示。

图7暋载机投放自由飞试验

Fig.7暋Freeflighttestbydeliveredairplane

CCAR灢23.201(c)规定了机翼水平失速要求,
飞机在进行失速过程中不得出现反操纵现象,当出

现不可控制的下俯运动或操纵杆达到止动点两种

状态之一时,无论那一种情况先出现,飞机就会失

速。失速进入和改出过程中,使用正常操纵手段能

够防止大于15曘的滚转角和偏航角。
根据失速条款的要求,并结合自由飞失速试验

特点,设计本次飞行试验的方法。
(1)模型与载机安全分离后,自主配平(1.3~

1.5)Vs(Vs为模型失速速度)。
(2)纵向缓慢拉杆以降低速度、增大迎角,直

到模型出现失速特性,期间由飞控系统控制模型保

持机翼水平状态,以实现模型水平失速的进入。
(3)当模型出现不可控的低头,升降舵偏转最

大保持1s,滚转角超过15曘以上三种情况之一时,
升降舵回中,改出失速状态。

(4)完成试飞科目后,模型飞至开伞区域,开
伞回收模型。

3.4暋试验结果及分析

巡航构型原始机翼的试飞结果如图8所示,可
以看出:飞机失速特性表现为非指令滚转和低头同

时出现(约1733s),且滚转发展迅速,约2s滚转

角迅速超过90曘,最大滚转角速率约65(曘)/s;飞机

在滚转角达到15曘附近时,才出现显著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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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飞行俯仰角、滚转角时间历程图

(b)滚转角、俯仰角、偏航角速率时间历程图

(c)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时间历程图

图8暋巡航构型失速特性(原始机翼)

Fig.8暋Stallcharacteristicsofairplanewithoriginalwing

原始机翼着陆构型的试飞结果如图9所示,可
以看出:飞机失速特性表现为非指令滚转较低头先

出现(1209s),且滚转发展迅速,约2s滚转角迅

速超过90曘,最大滚转角速率55(曘)/s左右。

(a)飞行迎角、侧滑角时间历程图

(b)飞行俯仰角、滚转角时间历程图

(c)滚转角、俯仰角、偏航角速率时间历程图

(d)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时间历程图

图9暋着陆构型平飞失速特性(原始机翼)

Fig.9暋Stallcharacteristicsofairplanewithoriginalwing

机翼加装失速条巡航构型的试飞结果如图10
所示,可 以 看 出:飞 机 失 速 后 自 动 低 头 (约

1559s),期间滚转角在副翼修正下控制在15曘以

内;继续增大拉杆量,飞机会持续低头,滚转角在副

翼的修正下逐渐减小,杆回中后,迎角能够快速下

降至失速迎角以下。

(a)飞行迎角、侧滑角时间历程图

(b)飞行俯仰角、滚转角时间历程图

(c)滚转角、俯仰角、偏航角速率时间历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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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时间历程图

图10暋巡航构型平飞失速特性(加装失速条)

Fig.10暋Stallcharacteristicsofairplanewithstallstripwing

机翼加装失速条着陆构型的试飞结果如图11
所示,可以看出:飞机失速后低头和滚转同时出现

(约1487s),但低头显著(最大俯仰角速率约

-7.3(曘)/s),而滚转角约2s达到25曘,最大滚转角速率

约35(曘)/s;回杆后,迎角快速下降至失速迎角以下。

(a)飞行迎角、侧滑角时间历程图

(b)飞行俯仰角、滚转角时间历程图

(c)滚转角、俯仰角、偏航角速率时间历程图

(d)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时间历程图

图11暋着陆构型平飞失速特性(加装失速条)

Fig.11暋Stallcharacteristicsofairplanewithstallstripwing

着陆构型的飞行试验气流分离结果如图12所

示,可以看出:原始机翼失速后整个机翼后缘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气流分离,副翼较早地处于分离区

内,分离情况类似风洞试验结果;加装失速条后方

的机翼上较早地出现分离,分离区主要集中在失速

条后方,且分离区在弦向范围内较大。

暋暋暋暋(a)原始机翼暋暋暋暋暋暋暋(b)加装失速条机翼

图12暋着陆构型飞行试验气流分离丝线显示

Fig.12暋Theshowofthreadinfreeflighttestof

airplanewithstallstripwing

综上所述,原始机翼状态下,上翼面的分离沿展

向扩展占主导,而沿弦向发展相对迟缓,导致飞机压

心前移不够,飞机失速后滚转急剧发展,而低头发展

缓慢,且该状态下副翼操纵失效(无法抑制失速后的

快速滚转);机翼加装失速条后,上翼面的分离集中

在失速条后方,且沿弦向向下发展,引起飞机压心前

移,低头力矩增加,飞机出现较显著低头,而飞机外

翼段依然保持着较好的附着流,飞机的滚转速率得

到显著降低,副翼保持着较好的效率。
机翼加装失速条能够使巡航构型失速特性从

“滚转低头同时出现暠转变为“先低头暠,失速特性得

到显著改善。着陆构型从“先滚转暠转变为“低头滚

转同时出现暠,失速特性也得到改善,尽管滚转角超

过了15曘的限制要求,但是失速后的横向滚转可控

性提高,副翼也能够有效抑制滚转发展,且该大于

15曘的滚转角是在飞机出现低头后,继续拉杆3s后

出现的,可以预测着陆构型若在出现低头后便能及

时回杆,滚转方向能较快恢复至稳定状态。对于加

装失速条后的着陆构型,飞机失速自动低头的同时

还会出现滚转,操纵副翼可以抑制滚转,因此全尺

寸飞机进行着陆构型失速特性试飞时应密切关注

飞机滚转角变化。

4暋结暋论

(1)通过某型飞机缩比模型自由飞失速飞行

试验,证实了飞机失速后出现急剧滚转。
(2)该型飞机机翼前缘加装失速条后,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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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失速后的急剧滚转特性,且飞机出现明显的机

头自动下俯,飞机的失速特性得到显著改善,满足

CCAR灢23部失速条款的相关要求。
(3)缩比模型自由飞试验特别适合于验证飞机

失速特性,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能够进一步验证飞机

上设计的失速特性改善措施,获得改善效果,减小直

接在飞机上改型存着的技术风险和试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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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复合材料结构的可设计性带来大量设计变量,单靠传统方法难以实现结构优化,复合材料结构优化的

铺层优化设计也是关键问题之一。从工程实际出发,探讨具有工程操作性的复合材料结构优化设计方法,形成

从结构布置优化到初始尺寸优化,再到详细铺层优化的三级优化设计方法,并在设计过程中加入符合复合材料

工艺要求的制造性约束;以某飞机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结构设计为例,采用该方法对其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

明:本文提出的三级优化设计方法是适用于航空复合材料结构优化设计的一种通用方法,可降低结构质量、缩

短研制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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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CompositeStructureOptimizationDesignMethod

WANGRao,ZHAOShujun,FUYoubo
(XifeiDesignInstitute,AVICXi暞anAircraftIndustry(Group)Co.,Ltd.,Xi暞an710089,China)

Abstract:Thedesignabilityofcompositestructuresbringslarge灢scaledesignvariables,whichmakesitdifficult

tooptimizestructuresbytraditionalmethods,theoptimizationdesignofcompositelaminatesisalsooneofthe

keyproblems.Fromtheperspectiveofengineeringdesign,multiplemodelsarearrangedforlayingoptimiza灢
tion,basedonthedesignofcompositesuper灢plyvariabledefinition,consideringtheoverallengineeringdesign

constraintstosizingoptimization,automaticstrengthcheckingprocesswiththelayingsequencelibrarytoopti灢
mizethelayingsequence,formingasetofoptimizationdesignmethodofcompositestructurewiththreelevelsof

layingoptimization,initialsizeoptimizationanddetailedlayingoptimization.Takingthestructuraldesignof

compositeverticaltailboxofanaircraftasanexample,thismethodisusedtooptimizethedesignofcomposite

verticaltailbox.Theresultsshowthat:thethree灢leveloptimizationdesignmethodproposedinthispaperisa

generalmethodapplicabletotheoptimizationdesignofaeronauticalcompositestructures.Itreducestheweight

ofthestructureandshortensthedevelopmentcycle.

Keywords:compositestructure;layingoptimization;initialsizeoptimization;detailedlayingsequence

0暋引暋言

先进复合材料具有比强度高、比模量高、性能

可设计和易于整体成型等诸多优异特性[1],在飞机

结构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复合材料结构的可设

计性在满足飞机结构减重要求的同时,能够实现结



构效率、性能、功能和成本的综合优化。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时要充分利用复合材料与

纤维方向相关的特殊性能,通过选择适当的纤维取

向、铺层比例和铺层顺序等来满足结构设计要求,

实现结构优化设计。复合材料的这些优异的特殊

性能给结构设计过程带来了新的挑战,结构优化设

计需要解决以下两大关键问题:

(1)设计变量规模庞大。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自由度大,优化设计变量定义复杂,包括铺层角度、

铺层次序、源于单层厚度倍数关系的厚度、以及复

合材料特有的工艺制造限制等多种变量,特别是对

于机翼、机身、尾翼等本身工况、失效模式和设计约

束种类就很多的大部段,设计变量规模更为庞大,

例如某复合材料机翼的设计变量达到了8000~
10000的级别,设计响应甚至达到百万级别。因

此,复合材料结构的可设计性带来的大规模设计变

量靠传统方法难以实现结构优化,优化速度成为得

到合理结果的显著障碍,优化效率问题极为突出。

(2)复合材料结构铺层设计。对于飞机结构,

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设计约束和设计驱动,复合材

料结构的稳定性设计约束对铺层次序敏感,但传统

的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优化是将复合材料结构铺层

中相同角度的铺层总厚度作为设计变量,约束强

度、刚度、工艺等因素来进行优化,优化所得结果是

不考虑铺层次序的,而且之后需要做大量工作将这

些设计结果转化为考虑铺层次序并满足铺层设计

准则的铺层,再进行强度校核迭代。类似的工作流

程无形中增加了大量设计工作,且最终的设计结果

和优化设计结果有可能偏差较大。因此,复合材料

结构优化必须考虑铺层次序的优化,铺层优化设计

是优化中的关键问题。

国内外对复合材料优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国外,Altair公司的 Optistruct中提出了一种针对

飞机盒式结构较为成熟的优化方法[2],但是该方法

的设计约束主要是基于有限元方法的;S.Grihon
等[3]在空客公司概念设计阶段快速定型时对复合

材料结构进行优化设计研究;L.Krog等[4]对飞机

翼肋结构进行了结构拓扑优化分析;P.Sitanshu[5]

对复合材料层压板的工艺缺陷预测进行了优化

设计。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拓扑优化和多学科尺

寸优化,优化规模和优化效率难以满足如宽体大规

模设计的优化需求。例如,国内的 COMPASS软

件,它主要用于多学科尺寸优化,且计算速度较慢,

优化规模较小[6],近几年已经进行了大量改进;Al灢
tair软件通过自由尺寸优化-尺寸优化-铺层次

序优化,给复合材料优化问题提供了一套解决方

案,但其各种设计约束是基于 FEM 方法的[7];张

碧辉等[8]以桨叶的复层数量与铺层角度为优化设

计变量,对复合材料螺旋桨结构进行了多目标优化

设计;曹华等[9]针对由铺层相同的子层板叠成的厚

复合材料层合板结构优化问题提出一种多级优化

设计方法。对于铺层次序优化方法,目前主要是采

用遗传算法或者其他数学方法进行优化[10灢14],这

些优化方法主要集中于仅铺层且忽略与实际结果

的相关性,或者研究的都是较简单的板式结构,难

以应用于实际大部段结构。

本文在某飞机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结构设计中,

按照以优化驱动设计的主导思路,将复合材料结构

设计分为复合材料结构布置优化、尺寸优化、铺层

优化三个阶段,形成结构布置优化曻初始尺寸优化

曻详细铺层优化的三级优化设计方法;并采用该方

法对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的完整设计阶段进行优化

设计分析,以期提供一种可用于结构工程研制实施

的具体结构铺层设计方案。

1暋复合材料结构优化设计三阶段

1.1暋结构布置优化

结构布置优化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拓扑

优化,其基本思路是将寻求结构的最优布置问题转

化为寻求最优材料或者说质量的最优分布问题[1]。

总体上可分为离散体结构的优化与连续体结构的

优化,目前较受关注的算法包括水平集法[15]、密度

法[16]、渐进法[17灢18]等,但结构布置优化参数设计到

特定构件的取舍以及位置的调整是离散化的变量,

调整结构布置的优化模型通常不具备完整的梯度

信息,难以通过基于梯度的经典数值优化算法寻

优[1],且这些优化方法更侧重于理论性的数学方法

研究,而实际飞机结构布置设计不仅需要考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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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刚度等能采用数学方法表达的设计约束,还要

考虑总体设计、制造、装配、检测等设计因素。因

此,本文从实际工程角度出发,基于已有设计机型

经验,在已经考虑总体、制造、装配等因素后的设计

外形及空间中,布置多套设计模型进行优化,在设

计约束满足情况基本等价的前提下,对比其质量,

然后综合其他因素进行筛选,确定一套结构布置

方案。

1.2暋初始尺寸优化

基于结构布置优化阶段确定的方案,首先进行

初始尺寸优化。为了简化优化设计问题规模,初始

尺寸优化主要考虑一维、二维结构的截面尺寸优

化。此优化阶段不考虑铺层次序,而是引入超级层

概念,即将具有相同铺设角的铺层视为一个集合,

也就是将0曘、+45曘、-45曘、90曘四个铺设角度分别

作为四个超级层,将每个超级层的厚度作为一个设

计变量进行优化。在飞机设计的初步设计阶段,强
度有限元模型主要是 GFEM(GlobalFiniteEle灢
mentMethod)模型,其强度设计方法主要是基于

工程方法、基于有限元方法,有的失效模式是难以

捕捉的,且优化效率低、成本高。本文采用将强度

工程校核方法直接写入优化设计模型,既保留了校

核内容的全面性、可靠性,又提高了优化效率。

1.3暋详细铺层优化

本文主要基于实际强度校核流程,首先采用遗

传算法优化出满足工程设计要求的批量的铺层库

数据库,将此铺层数据库作为铺层次序的设计变

量[19灢20];然后采用软件开发将强度校核流程实现

自动化求解;最后加上优化算法和迭代判断。以此

实现大规模结构的铺层次序优化。

2暋某型飞机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结构

优化设计

2.1暋结构优化设计流程

复合材料垂直尾翼结构优化设计的总体思路

是:在概念设计阶段只有几何外型和设计载荷等设

计输入条件的情况下,首先经过优化迭代及对比计

算快速确定基于工程设计约束条件下的结构优化

布置方案,为初步设计模型提供输入尺寸;再基于

布置优化结果,将复合材料结构优化分为初步设计

阶段的初始尺寸优化、详细设计阶段的详细铺层优

化两个优化阶段,分阶段优化翼盒铺层厚度、铺层

比、厚度分布、翼盒铺层层数和铺层次序,从而得到

满足研发流程、设计要求的工程化结构尺寸和铺层

方案,确定结构设计方案。这种复合材料结构优化

设计方法为复合材料垂尾翼盒概念设计、初步设

计、详细设计提供设计输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布置

优化、初始尺寸优化、详细铺层优化三个优化层次

的复合材料结构优化设计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暋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结构优化设计流程

Fig.1暋Optimizationdesignprocessofcomposite

verticaltailboxstructure

2.2暋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结构布置优化

复合材料结构布置尺寸参数和传统金属有较

大区别,而布置方案对结构载荷传递路径和质量有

很大影响。复合材料垂尾翼盒结构布置基于尾翼

理论外形,针对梁、长桁、肋等受力结构进行布置;

其布置优化不仅仅是数学、强度等优化设计驱动

的,也是在总体布置、装配、工艺、刚度、强度等综合

专业基础上的综合权衡。布置优化的思路是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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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轻为设计目标,将强度、刚度、工艺等作为设计

约束,先根据总体布置、装配等不能或不易通过数

学和有限元表达的设计输入,布置出多种设计方

案;再对每种设计方案进行优化迭代并对比计算;

以满足强度、刚度、气动弹性、稳定性、工艺、质量等

指标为前提,选择质量最轻的方案作为最佳布置方

案。布置优化设计流程如图2所示。

复合材料垂尾翼盒以长桁、肋布置为变量,共
布置出9套设计方案,如表1所示。对9套布置模

型进行优化后,每个方案均满足优化设计要求;方
案的确定在考虑质量和强度要求的同时,综合考虑

损伤容限、工艺、装配等设计要求。根据优化结果,

在满足所有优化约束条件下,方案6质量最轻;同
时因方案6内部空间大,便于加工和装配,因此选

择方案6作为最终布置方案。
图2暋布置优化流程

Fig.2暋Layoutoptimizationprocess

表1暋9种布置方案及优化质量结果

Table1暋9layoutschemesandoptimizedmassresults

方案编号 站位形式 长桁根数/根 肋个数/个 优化前质量/kg 优化后质量/kg

1 肋垂直于前梁 11 13 265.86 243.30

2 肋垂直于前梁 9 13 245.64 232.99

3 肋垂直于前梁 8 13 236.64 240.54

4 渐变肋 12 11 255.47 227.25

5 渐变肋 10 11 243.09 225.37

6 渐变肋 9 11 237.71 220.36

7 肋垂直于后梁 12 11 254.21 239.67

8 肋垂直于后梁 10 11 241.15 227.06

9 肋垂直于后梁 9 11 235.99 223.45

2.3暋复合材料垂尾翼盒初始尺寸优化

初始尺寸优化是基于结构布置优化所选择的

方案,主要进行蒙皮厚度、长桁截面尺寸、梁腹板厚

度及梁缘条截面尺寸等参数的优化,使翼盒结构满

足静强度、稳定性、弯曲扭转刚度、工艺性等设计指

标,并获得质量最轻的初步结构设计方案。

复合材料垂尾翼盒初始尺寸优化设计有限元

模型如图3所示。
图3暋优化模型

Fig.3暋Optimiz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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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尾翼初始尺寸优化设计变量主要包括蒙

皮铺层厚度、铺层比,长桁铺层厚度、铺层比,腹板

高度、缘条宽度,前后梁腹板铺层厚度、铺层比,前

后梁缘条铺层厚度、铺层比、缘条宽度,相同角度总

厚度,此阶段不考虑铺层次序约束。

优化设计约束考虑的类型包括蒙皮、长桁、梁

静强度、稳定性,长桁局部失稳、压损,加筋壁板柱

失稳,长桁蒙皮泊松比、刚度比,丢层,最大最小尺

寸,弯曲扭转刚度等。优化变量、优化设计约束类

型复杂,考虑8个工况,每套方案均有700多个设

计变量,接近32000个优化约束,设计响应达到超

128000个,优化规模庞大。设计约束如表2所示。

表2暋设计响应约束

Table2暋Designresponseconstraints

约束参数 含义解释 安全裕度

轴向拉伸 大于等于0
蒙皮、梁腹

板应变
轴向压缩 大于等于0

面内剪切 大于等于0

桁条应变
轴向拉伸 大于等于0

轴向压缩 大于等于0

梁缘条应变
轴向拉伸 大于等于0

轴向压缩 大于等于0

双向压缩 大于等于0
蒙皮、梁腹板

稳定性
四边简支剪切 大于等于0

压剪耦合 大于等于0

桁条稳定性
桁条腹板局部稳定性 大于等于0

桁条压损 大于等于0

壁板柱失稳 壁板整体失稳 大于等于0

蒙皮、梁腹板

丢层

工艺决定相邻区域

厚度之差
-

长桁、梁缘条

丢层

工艺决定相邻区域

厚度之差
-

桁条蒙皮

泊松比差

桁条与相邻蒙皮的

泊松比之差
-

桁条蒙皮

刚度比

长桁刚度与蒙皮

刚度比值
-

尺寸约束
总体厚度最大最小

尺寸约束
-

弯曲扭转刚度
肋站位弯曲扭转

刚度约束
-

2.4暋复合材料垂尾翼盒详细铺层优化

通过初始尺寸优化,得到翼盒主结构的铺层厚

度、铺层比,T型长桁截面尺寸。此处优化结果为

连续厚度,且没有考虑铺层次序对稳定性的影响,

铺层间也未考虑设计工艺问题。需要通过详细铺

层优化进行铺层层数和铺层次序优化,并进行相应

的铺层数据库设计。

详细铺层优化设计流程如图4所示,首先根据

结构的受载分析、复合材料结构特征、复合材料铺

层设计准则等因素,对不同的结构,包括蒙皮、长

桁、梁、肋等不同结构设计不同铺层比的铺层数据

库;然后基于铺层库和铺层层数,与有限元模型进

行铺层匹配;最后更新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校核。

图4暋详细铺层优化设计流程

Fig.4暋Detailedlayingoptimizationdesignprocess

铺层数据库是一系列考虑实际铺层次序的铺

层组,同时考虑了设计、强度、工艺等设计约束。铺

层数据库的设计将结构的厚度设计和铺层设计变

量转换为一系列某种铺层比下的铺层次序组集合,

并作为离散设计变量。此铺层库同时可以直接与

Fibersim 、Catia/CPD 等复合材料设计软件相关

联,作为其设计输入。

考虑铺层的可设计性和制造工艺,通过遗传算

法全局最优搜索,使用遗传算法自动进行铺层优化

设计并生成铺层库。自动生成的铺层库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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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暋铺层数据库

Fig.5暋Layingdatabase

暋暋对于铺层库自动生成,设计变量是指定铺层比

的一系列铺层的集合;设计约束是铺层设计准则;
设计目标是稳定性许用值最大。铺层库优化目标

是每种铺层数对应的铺层顺序计算得到的临界屈

曲载荷最大,这是一个多目标离散优化问题,通过

免疫遗传算法优化最大铺层数下的铺层顺序,根据

优化结果进行丢层,得到其他铺层数下的铺层顺

序,具体丢层位置也通过遗传算法优化确定,保证

在该丢层位置下临界屈曲载荷最大。整个铺层库

优化流程如图6所示。

图6暋铺层库优化流程

Fig.6暋Optimizationprocessoflayingdatabase

图6中每次免疫遗传优化的目标均是保证该

铺层数下的临界屈曲载荷,第一部分为铺层顺序优

化;第二部分为丢层位置优化。
对于结构强度校核流程,针对将厚度和铺层次

序的优化迭代转为将铺层库中的铺层作为迭代变

量,作为详细铺层的离散设计变量,如图7所示。
同时将复合材料结构的整体优化设计转变为局部

结构的局部优化,优化过程中,每个结构区域的尺

寸定义不需要对载荷进行全局迭代更新。所有的

局部优化完成后,再进行全局的载荷更新。如此将

全局的设计变量迭代过程转化为局部设计变量优

化问题,大幅降低了优化设计规模和优化设计时间

成本。将复合材料结构的强度校核流程进行提炼,
转为自动优化的过程,加入人工干预,则可以较好

地解决复合材料结构的大规模优化问题,且优化结

果与工程结构相近,优化结果意义更大。

图7暋强度校核设计流程

Fig.7暋Designflowofstrength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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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暋优化设计结果

优化设计后,相对于原金属结构减重15%,强
度、刚度等性能指标满足设计要求,结构细节及铺

层设计满足复合材料结构设计规范及工艺要求。

3暋结暋论

(1)本文提出的含布置优化、初始尺寸优化、
详细铺层优化三个优化层次的复合材料结构优化

设计方法,降低了结构质量,缩短了研制周期,提高

了结构整体性,充分发挥了复合材料的优良性能,
是适用于航空复合材料结构的一种通用方法。

(2)基于复合材料超级层概念,忽略铺层次序

影响,减小复合材料优化设计问题规模,将航空强

度工程校核方法嵌入优化卡片,与航空强度校核方

法更匹配,同时提高了优化效率,优化结果工程价

值较高。
(3)在进行大规模复合材料结构(例如 C929

的宽体机身或机翼)优化时,特别是前期大量的设

计方案时,优化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而代理模

型是降低规模、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今后的研究

将集中于初始尺寸优化和详细铺层优化中集成代

理模型方法提高优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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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先进复合材料具有比强度和比模量高、可设计

性强、易于整体成形等许多优异性能,将其用于飞

机翼面盒段壁板上,可明显降低结构重量。加筋壁

板承受的主要载荷是由盒段弯矩引起的轴向拉伸

应力或压缩应力,其承受压缩载荷时主要失效模式

是丧失稳定性。为了保证结构的使用安全,对其结

构稳定性校核是翼面结构强度校核的一项重要内

容。加筋壁板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结构自身的刚

度和边界条件,典型边界条件主要有简支和固支两

种,长桁和翼肋对蒙皮的边界支持介于简支和固支

边界条件之间,而按四边简支和按四边固支计算的

失稳载荷相差较大,因此在加筋壁板稳定性校核时

边界条件的选取一直是困扰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

难题。
目前,国内外对复合材料加筋壁板稳定性进行

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有限元数值分

析方法和工程理论计算结合试验对比研究。杨俊

清等[1]研究了不同边界条件下,帽型加筋壁板轴压

稳定性工程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边界条件选

取四边固支,假设加筋壁板长桁与蒙皮轴向刚度相

等进行长桁下缘条厚度折算时,计算的结果与试验

值最接近;郑洁等[2]研究了工型长桁加筋壁板的轴

压稳定性工程计算方法,认为采用相邻长桁下缘条

中线作为蒙皮受载边宽度是合理的;吕毅等[3]研究

了加筋壁板蒙皮受载边宽度和自身厚度对工程计

算方法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薄蒙皮受载边

宽度按长桁下缘条中线选取较合理,厚蒙皮受载边

宽度按长桁轴线间距选取较合理;霍世慧等[4]利用

工程及有限元方法分别分析了加筋壁板总体和局

部稳定性问题,利用有限元软件进行计算,得到一

种较合适的模型和边界条件;葛东云等[5]研究验证

了工程计算中蒙皮受载边有效宽度法、长桁刚度等

效修正法,修正了现有加筋板稳定性的工程计算公

式;石经纬等[6]研究了 T 型长桁加筋壁板稳定性

计算方法,结果表明,将长桁缘条截面积折算到蒙

皮厚度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与试验值最接近;金迪

等[7]研究了长桁横截面积变化对加筋壁板稳定性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长桁横截面积提高,可以有

效提高加筋壁板的失稳载荷;I.C.Lee等[8]对工型

加筋板进行了稳定性及承载能力研究;R.Zimmer灢
mann等[9]对 T型加筋板进行了稳定性及承载能

力研究,研究结果均表明加筋壁板失稳后仍然具有

较大承载能力。上述对复合材料加筋壁板稳定性

研究并未充分考虑长桁几何参数、截面形状变化对

加筋壁板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以碳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加筋壁板

为研究对象,通过改变加筋壁板蒙皮厚度、长桁几

何参数、长桁截面形状等参数,共设计4组构型试

验件,结合参考文献,综合使用不同边界条件、蒙皮

受载边宽度的选取方法,同时提出一种引入长桁有

效刚度折减系数的蒙皮受载边宽度选取方法,对其

进行轴压稳定性试验和加筋壁板稳定性校核。

1暋稳定性分析方法

加筋壁板的稳定性分析一般分为三种:加筋壁

板长桁之间蒙皮的局部失稳或长桁的局部失稳;加

筋壁板的总体失稳;加筋壁板压损破坏[11]。工程

上,加筋壁板结构有效长细比一般处于过渡区,即
加筋壁板破坏之前,蒙皮或长桁将先发生局部失

稳,同时结构强度设计要求不允许长桁先于蒙皮失

稳,本文主要研究加筋壁板蒙皮的稳定性。

两根相邻的长桁间蒙皮稳定性一般按矩形层

压板进行稳定性分析。层压板两端和两侧边的边

界条件,按其周边的翼肋和长桁的刚度大小,简化

成典型的固支边界条件或简支边界条件[11]。在计

算蒙皮局部失稳载荷时,蒙皮受载边宽度取法主要

有3种:长桁轴线间距b3;长桁下缘条中线间距

b2;长桁下缘条自由边间距b1。蒙皮受载边宽度选

取方法如图1所示,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选取如表

1所示。

图1暋蒙皮受载边宽度选取方法示意图

Fig.1暋Themethodofselectingthewidthofthe

loadingedgeof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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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暋蒙皮局部稳定性计算方法

Table1暋Calculationmethodofskinlocalbucking

方法 蒙皮受载边宽度 边界条件

方法1 b1 四边简支

方法2 b2 四边简支

方法3 b3 四边固支

方法4 b3-毮 四边简支

方法5 b3 四边简支

暋暋方法1、方法2和方法5按四边简支正交各向

异性矩形层压平板轴压稳定性载荷的公式校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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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按四边固支正交各向异性矩形层压平

板轴压稳定性载荷的公式校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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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4中b3-毮是本文采用的引入长桁有效

刚度折减系数的蒙皮受载边宽度选取值,此方法主

要基于长桁刚度对蒙皮稳定性的影响,对蒙皮受载

边宽度选取值进行修正,修正后按式(1)进行校核。

上述参数:Nx 为单位长度上轴压屈曲载荷;m
为沿板的方向屈曲半波数;Dij为弯曲刚度系数;a
为加筋壁板长度;b为蒙皮受载边宽度;毮为长桁有

效刚度折减系数,计算公式:毮= E2A2

2E1A1+E2A2
暳b;

E1 为加筋壁板蒙皮等效模量;E2 为加筋壁板长桁

下缘条等效模量;A1 为加筋壁板蒙皮横截面积;

A2 为加筋壁板长桁下缘条横截面积。

2暋试验设计

2.1暋试验件设计

本文以工型和 T型两种加筋壁板长桁截面形

状为研究对象,共设计四种构型试验件。构型栺和

构型栻试验件长桁截面形状为 T 型加筋,构型栿

和构型桇试验件长桁截面形状为工型加筋;构型栺
和构型栿试验件、构型栻和构型桇试验件蒙皮厚度

相同,长桁截面面积占比相当。试验件外形按平面

考虑,长度取1个翼肋间距,宽度取3个长桁间距。

加筋壁板选用高温固化中模高强碳纤维增韧环氧

树脂单向带预浸料。试验件基本轮廓尺寸参数如

图2所示,复合材料性能参数如表2所示,详细几

何参数如表3所示,铺层信息如表4所示,其中,

W1 为加筋壁板长桁下缘条宽度;W2 为加筋壁板

长桁上缘条宽度;t1 为加筋壁板蒙皮厚度;t2 为加

筋壁板长桁下缘条宽度;t3 为加筋壁板腹板厚度;

t4 为加筋壁板上缘条厚度。

图2暋试验件几何参数示意图

Fig.2暋Geometricparametersoftestparts

表2暋复合材料性能参数

Table2暋Compositematerialpartsparameters

参暋数 数暋值 参暋数 数暋值

拉伸模量/MPa 129000 剪切模量/MPa 5380

压缩模量/MPa 9800 单层厚度/mm 0.125

泊松比 0.3

表3暋试验件详细几何参数信息

Table3暋Detailedgeometricparametersoftestparts
单位:mm

构型 W1 W2 h t1 t2 t3 t4

构型栺 56 0 35 2.15 1.45 3.40 0

构型栻 56 0 35 3.40 2.45 4.90 0

构型栿 72 18 30 2.15 1.45 1.65 2.65

构型桇 72 18 30 3.40 2.45 2.6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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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暋加筋壁板基本铺层信息

Table4暋Basiclayerinformationofpanel

试验件构型 类型 铺层信息

t1 [45/0/-45/90/-45/0/45/0]S

构型栺 t2 [45/0/0/-45/90/0]S

t3 [45/0/0/-45/90/0/0/90/-45/0/0/45/0/0/45]S

t1 [45/0/-45/90/-45/0/-45/0/45/45/90/-45/0]S

构型栻 t2 [45/0/-45/0/0/0/-45/90/45/0/0/45/90/-45/0/0/0/-45/0/45]S

t3 [45/0/-45/0/0/0/-45/90/45/0/0/45/90/-45/0/0/0/-45/0/45]S

构型栿

构型桇

t1 [45/0/-45/90/-45/0/45/0]S

t2 [45/0/0/-45/90/0]S

t3 [45/0/0/45/90/0]S

t4 [45/0/0/45/90/0/-45/0/45/0]S

t1 [45/0/-45/90/-45/0/-45/0/45/45/90/-45/0]S

t2 [45/0/-45/0/0/0/-45/90/45/0/0/45/90/-45/0/0/0/-45/0/45]S

t3 [45/0/-45/0/0/0/-45/90/45/0/0/45/90/-45/0/0/0/-45/0/45]S

t4 [45/0/-45/0/0/0/-45/90/45/0/0/45/90/-45/0/0/0/-45/0/45]S

2.2暋试验支持及加载

试 验 在 YD灢200 型 静 态 压 力 试 验 机

(2000kN,精度暲1%)上进行。试验件的装卡如

图3所示,通过两个刀口的夹持,模拟翼肋对加筋

壁板的支持。

图3暋试验件支持和加载方式图

Fig.3暋Testsupportandloadingmethod

试验中试验加载的力线通过试验件的形心,以
实现试验件处于纯压缩状态。试验件设计加载极

限载荷如表5所示。

表5暋试验件设计加载极限载荷

Table5暋Designlimitloadoftestparts

构暋型 设计极限载荷/kN

构型栺 531.4

构型栻 650.1

构型栿 539.1

构型桇 641.2

2.3暋试验测量及结果

工型和 T 型加筋壁板试验件应变片位置相

同,如图4所示。加筋壁板蒙皮在同一位置正反

表面贴片,应变片贴在两根长桁中间位置处,沿长

桁轴线 方 向 贴 单 片,长 桁 面 的 应 变 片 编 号 有:

1A1~1A7,1B1~1B7,1C1~1C7;非长桁面的应

变片编号有:1D1~1D7,1E1~1E7,1F1~1F7。长

桁上应变片贴片位于图4中2A(a)、2A(b)、2B
(a)、2B(b)、2C(a)、2C(b)、2D(a)、2D(b)、2E(a)、

2E(b)、2F(a)、2F(b)所指示的位置。考虑复合材

料制件工艺分散性,每种构型试验件共计生产三

件,其中一件不同构型典型载荷-应变曲线如图5
~图8所示,各构型试验件失稳及破坏载荷如表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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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试验件贴片图

Fig.4暋Layoutofstraingaugeoftest

(a)长桁面

(b)非长桁面

图5暋构型栺典型载荷-应变曲线图

Fig.5暋Configuration栺typicalload灢straincurve

(a)长桁面

(b)非长桁面

图6暋构型栻典型载荷-应变曲线图

Fig.6暋Configuration栻typicalload灢strain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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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长桁面

(b)非长桁面

图7暋构型栿典型载荷-应变曲线图

Fig.7暋Configuration栿typicalload灢straincurve

(a)长桁面

(b)非长桁面

图8暋构型桇典型载荷-应变曲线图

Fig.8暋Configuration桇typicalload灢straincurve

表6暋各构型试验件失稳和破坏载荷

Table6暋Valuesofbucklingloadandfailureloadof

differentconfigurationtestparts

构型
蒙皮失稳

载荷/kN
长桁是否失稳

加筋壁板破坏

载荷/kN

构型栺 119.98 是 378.62

构型栻 482.31 否 816.65

构型栿 130.32 否 436.07

构型桇 559.49 否 830.51

暋暋构型栺和构型栻试验件为 T型加筋壁板试验

件。T型长桁腹板一边自由,另一边由长桁下缘条

提供支持,所以 T 型长桁腹板较易失稳。构型栺
长桁腹板厚度3.4mm,当载荷加载到125.48kN,

长桁腹板失稳;构型栻长桁腹板厚度4.9mm,直

至破坏长桁腹板未见失稳。从图5~图6可以看

出:加筋壁板长桁薄腹板失稳后,仍然具有较大承

载能力,加筋壁板长桁厚腹板直至破坏,未见失稳。

构型栿和构型桇试验件为工型加筋壁板试验

件。工型长桁腹板两边均由缘条提供支持,所以工

型长桁腹板不易失稳。从图7~图8可以看出:试

验件加载过程中蒙皮发生失稳,直至破坏未见长桁

发生失稳。

构型栺和构型栿、构型栻和构型桇试验件,加

筋壁板蒙皮厚度及铺层信息相同,长桁截面形状不

同、横截面积相当。构型栿的加筋壁板失稳载荷和

破坏载荷均大于构型栺的失稳载荷和破坏载荷,构

型桇加筋壁板失稳载荷和破坏载荷均大于构型栻
失稳载荷和破坏载荷,即工型加筋壁板蒙皮局部失

稳载荷和后屈曲承载能力均高于 T型加筋壁板。

3暋计算结果对比

根据5种计算方法,对试验件加筋壁板蒙皮稳

定性计算分析,各种方法计算结果及试验结果汇总

如表7~表8所示,其中误差百分比大于0,表示计

算值小于试验载荷值;误差百分比小于0,表示计

算值大于试验载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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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暋计算结果及试验结果

Table7暋Calculationandtestresults

构型
载荷/kN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方法5 试验

构型栺 暋212.75 123.76 137.56 111.44 83.39 119.98

构型栻 暋847.39 492.86 555.05 480.91 331.94 482.31

构型栿 暋338.78 144.17 140.50 122.82 84.86 130.32

构型桇 1358.94 576.15 532.93 519.43 339.07 559.49

表8暋试验值与计算值误差

Table8暋Errorbetweentestvalueandcalculationvalue

方法
误差/%

构型栺 构型栻 构型栿 构型桇

平均

值/%
方差

方法1 -77.32 -75.69 -159.96-142.89-113.97 14.40

方法2 -3.15 -2.19 -10.63 -2.98 -4.74 0.12

方法3 -14.65 -15.08 -7.81 暋4.75 -8.20 0.64

方法4 暋7.12 暋0.29 暋5.76 暋7.16 暋5.08 0.08

方法5 暋30.50 暋31.18 暋34.88 暋39.40 暋33.99 0.13

暋暋从表7~表8可以看出:
(1)方法1、方法2、方法4和方法5边界条件

相同,均选取四边简支,蒙皮受载边宽度选取方法

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实用性。方法1蒙皮受载边

宽度选取值b1,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最大,误
差平均值为-113.97%;方法2蒙皮受载边宽度选

取值b2 和方法4蒙皮受载边宽度选取值b3-毮,计
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最小,误差绝对平均值约为

5%,方法4计算结果方差值小于方法2计算结果

方差值,且方法4计算结果小于试验结果,所以方

法4优于方法2;方法5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

较大,误差平均值为33.99%,采用此种方法稳定

性校核,加筋壁板结构重量增加明显。对比计算结

果和试验结果,加筋壁板稳定性校核方法优先选用

方法4,其次方法2,不建议采用方法5和方法1。
(2)方法3和方法5蒙皮受载边宽度选取方

法相同,均选用长桁轴线间距值b3,方法3边界条

件选取四边固支,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误差平均值

为-8.20%;方法5边界条件选取四边简支,计算

结果与试验结果误差平均值为33.99%。计算结

果与试验结果对比表明:方法3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较方法5高,但是方法3计算结果比试验值大,工
程中采用此种稳定性校核方法偏危险。

(3)考虑稳定性校核安全性和准确性,方法2、
方法3和方法4可以应用于工程设计,方法4计算

结果准确性和安全性均优于方法2和方法3;方法

1和方法5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较大,方法1
过于冒进,方法5过于保守,不建议应用于工程

设计。

4暋结暋论

(1)加筋壁板蒙皮厚度及铺层信息相同,长桁

横截面面积相当的情况下,工型加筋壁板的局部失

稳载荷和后屈曲承载能力均大于 T型加筋壁板。
(2)构型栺长桁腹板厚度3.4mm,加筋壁板

首先蒙皮失稳,然后长桁腹板失稳,最后加筋壁板

破坏;构型栻长桁腹板厚度4.9mm,直至加筋壁

板破坏,长桁未见明显失稳。T型加筋壁板腹板易

失稳,长桁截面选用 T型时,腹板失稳载荷需详细

进行校核。
(3)加筋壁板边界条件和蒙皮受载边宽度选

取方法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实用性。方法1和方

法5不建议应用于加筋壁板稳定性校核。方法2、
方法3和方法4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不大,均
满足工程校核需求,但是根据对比结果,方法2和

方法3偏危险,采用此种方法建议辅助试验加以验

证;方法4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最接近,同时计算

结果小于试验结果,所以推荐采用方法4进行稳定

性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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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混响室高强度辐射场下机载电台敏感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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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机载电台作为飞机典型用频机载设备,对其进行高强度辐射场(HIRF)辐照效应试验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为了解决混响室高强度辐射场环境的快速构建、快速调控及机载设备敏感度有效测试问题,依托混响室高

强度辐射场辐射敏感度测试系统,以某型直升机机载电台为试验对象,在400MHz~2GHz频段内,通过改变

混响室内部场强,分别确定混响室连续与步进两种工作模式下机载电台的典型故障类型和敏感度阈值。结果

表明:在试验环境场强相同的条件下,相比步进工作模式,连续工作模式更容易测试出机载电台的敏感度阈值;
搅拌器连续工作模式下,搅拌速度越快测试得到的机载电台敏感度阈值越低,随脉冲波脉宽的增加其敏感度阈

值的测试结果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混响室;高强度辐射场;机载电台;敏感度阈值;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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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ensitivityofAirborneRadioStationinElectromagnetic
ReverberationChamberHigh灢intensityRadiationFields

YUAN Hongtao1,DUANZemin1,2,3,QIUShanliang2,3,WANGJiangu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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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hetypicalairborneequipment,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studytheradiationeffectsofairborne
radiostationinhighintensityradiationfields(HIRF).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aboutquicklyconstruct,
rapidlyadjustandeffectivetestingofairborneequipmentsensitivityinreverberationchamberhigh灢intensityradi灢
ationfieldenvironment,ahelicopterairborneradiostationwasusedasatestsubjectinthereverberationcham灢
berhigh灢intensityradiationfieldradiationsensitivitytestsysteminthefrequencybandof400MHzto2GHz,
thetypicalfaulttypeandsensitivitythresholdofthetestequipmentwererespectivelydeterminedindifferent
workingmodesofthereverberationchamberbychangingtheelectricfieldstrength.Theresultsshowthatthe
sensitivitythresholdoftheairborneradiostationcanbemeasuredmoreeasilyinagitatorcontinuousmodethan
step灢by灢stepoperationmodeunderthesameconditionsasthetestenvironmentfield.Incontinuousworking
mode,thesensitivitythresholdoftheairborneradiostationwilldecreasewiththestirringspeed.Thefasterthe
stirringspeed,thelowerthesensitivitythreshold.Andthetestedresultsofsensitivitythresholdwilldecrease
withtheincreaseofpulsewidth.
Keywords:reverberationchamber;high灢intensityradiationfields;airborneradiostation;sensitivitythreshold;
testingmethod



0暋引暋言

随着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军用

及民用的电子设备包括导航、雷达、通信、电磁干扰

机等被广泛应用,导致电磁信号在作战环境中形成

了极为复杂的电磁环境[1灢4]。而主要源自于雷达、

无线电、广播发射台及其他地基、舰载或机载射频

发射器发射的能量,具有频带宽、作用时间长、电场

强度高等特点的 高 强 度 辐 射 场 (High灢intensity

RadiatedFields,简称 HIRF)不利于飞机电子电气

系统的运行,更有甚者会导致航空器系统故障,造

成严重后果[5]。复杂电磁环境对飞机各种机载设

备的影响研究日趋成为军事和民用工程技术领域

备受关注的要点之一[6灢7]。其中机载电台作为飞机

典型用频机载设备,对其进行 HIRF辐照效应试验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上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HIRF试验标准,

例如美国的 RTCA/DO灢160G《机载设备环境条件

和试验程序 第20章 射频敏感性(辐射和传导)》[8]

和SAE灢ARP5583《飞机在 HIRF环境中的合格审

定指南》[9]等。国外大量的试验研究也已验证了混

响室是机载设备 HIRF测试的理想试验场地[10]。

然而,目前国内在混响室下进行的设备敏感度测试

仍集中在通过性试验,对于混响室不同工作模式下

电子设备敏感度测试的研究较少,对于有关机载设

备的报道更少。魏光辉等[11]、贾锐等[12灢13]在混响

室下对引信、不同的军用医疗设备和雷达进行了辐

照效应研究,对比了混响室与微波暗室的相关性以

及搅拌器不同工作模式对受试设备敏感度阈值测

试结果的影响;但是,他们是按照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61000灢4灢21标准中的试验方法,在低场强下比

较了信号源为连续波时搅拌速度对设备敏感度阈

值的影响,没有描述混响室高场强下信号源为脉冲

波时,脉冲宽度对电子设备的敏感度阈值测试结果

的影响。

本文依托航空工业合肥航太电物理技术有限

公司在国内建立的符合标准资格认证的混响室

HIRF试验平台,选择某型直升机机载电台为研究

对象,进行 HIRF辐照效应试验,以确定在满足标

准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快速有效地进行机载设备敏

感度测试,以期为完善有关机载设备电磁辐射防护

性能测试方法及标准规范,支撑直升机复杂电磁环

境适应性试验、评估和验证提供借鉴。

1暋HIRF辐射敏感度试验

1.1暋试验环境

试验用混响室为机械搅拌式混响室,由电磁屏

蔽室和一个金属搅拌器组成,与微波暗室不同,内

部无吸波材料,主要由表面镀锌钢材质的高导电反

射金属层墙壁、天线和被试设备等吸收电磁波。随

着搅拌器的搅拌,消除腔体谐振驻波效应产生的空

间电场的非均匀性,使电磁波在腔体内部形成多模

分布,并通过电磁场多模叠加提高场分布的空间均

匀性。搅拌器转动一周,混响室中的电磁场经历一

个完整的变化过程。在统计意义上,通过机械搅拌

器搅拌,混响室中的电磁场能实现空间均匀、各向

同性和随机极化的分布,以提供 HIRF所需的理想

电磁环境[14灢15]。

混响室腔体尺寸为3.4m暳2.7m暳3.0m,

工作区域尺寸为1m暳1m暳1m,最低测试频率

为400MHz,通过配备国际先进的混响室测控系

统和全固态功率放大系统,能够满足 DO灢160G 标

准中 G类等级 HIRF辐射敏感性试验要求。该混

响室可实现400MHz~18GHz频段内方波、连续

波、脉冲波等各种波形测试,最大脉冲宽度可达

100毺s的脉冲波形试验,最高测试场强为4000

V/m,且可以进行搅拌器步进与连续两种工作模

式的试验。机械搅拌式混响室高强度辐射场辐射

敏感度测试系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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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混响室 HIRF辐射敏感度测试系统

Fig.1暋ThereverberationchamberHIRFradiationsensitivitytestsystem

暋暋混响室场地主要布置如下:
(1)搅拌器:由4片铝制金属浆叶组成,呈 V

折形,相邻两叶片的夹角为90曘,叶片宽为38cm,

长度不同(从上至下依次为49、68、62、93cm),旋
转轴距离墙角两表面均为50cm;

(2)发射天线:测试所用的发射天线型号为

UHALP9108A1对数周期天线,其固定位置距离

yOz平面 43cm、xOz 平面 66cm、腔体上表面

66cm;
(3)接收天线:与发射天线相同型号的对数周

期天线,其位置可移动,方便接收测试区域电磁

信号;
(4)摄像头:高清抗干扰摄像头位置可以移

动,以方便在控制室监视受试设备状态;
(5)测试区域:测试空间尺寸为1m暳1m暳

1m,内部放置1m暳1m暳80cm 的试验台,方便

受试设备的摆放,试验台位置距离前后表面各

85cm、左右表面各120cm;
(6)受试设备(EUT):受试设备为某型直升机

可用于收、发信号以及数字显示的机载超短波电

台,其本身以及所连接屏蔽导线下部放有起绝缘隔

离作用的泡沫。受试电台放置在测试区域的试验

台上,其大小以及相对试验台位置如图2所示。

图2暋某型直升机机载电台

Fig.2暋Acertaintypeofhelicopterairborneradiostation

1.2暋试验内容

在电磁兼容领域中,机载设备的敏感度测试是

为了确定使其产生错误运行的电磁干扰参数。试

验前验证机载电台是能够正常使用的合格产品,并

将调试正常工作状态的机载电台放入满足标准资

格认证的混响室测试区域内。试验中利用直流稳

压电源通过屏蔽线对机载电台供电,直流稳压电源

供电不仅可以为机载电台提供长期稳定的电能,便

于在试验中控制开关电源调整机载电台的工作状

态,而且达到了有效杜绝工频对试验结果影响的效

果。在混响室测控室放置单独的信号源为机载电

台发射信号,以有效控制机载电台的收发状态。试

验过程是通过改变混响室内部 HIRF场强,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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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响室搅拌器处于步进模式和连续模式下不同搅

拌速度、不同脉宽下进行机载电台敏感度试验。具

体测试内容如表1所示,测试频段为400MHz~

2GHz。

表1暋测试内容

Table1暋Testcontents

搅拌器工作模式 具体设置

步进模式
步进步 数 12,脉 冲 宽 度 4毺s,重 复 频 率

1kHz脉冲波。

连续模式

搅拌速度2、5、12r/min,脉冲宽度4毺s,重
复频率1kHz脉冲波;
搅拌速度2r/min,脉冲宽度4、10、20毺s,
重复频率1kHz脉冲波。

暋暋参照DO灢160G标准中第20章射频敏感性测

试方法,由于功率放大器的限制,将测试频段分为

400MHz~1GHz和1~2GHz进行试验。采用

脉冲波为激励源,分别设置搅拌器处于不同工作模

式,以混响室能够达到的 DO灢160G 标准中高强度

辐射场外部电磁环境的临界试验 G类等级的2倍

场强值进行频段内扫频,找到受试机载电台的敏感

频点,再对单个敏感频点采用精确度为50V/m 的

二分法进行逐级升降场强。试验过程中由混响室

监视装置观测机载设备出现的故障现象,找到受试

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的场强分界点,并以此记录敏感

度阈值。辐射敏感性 G 类试验场强如表2所示,

测试流程如图3所示。试验中频率的点数选为每

十倍频100个频率点,其计算公式为

fn+1=fn 暳101/100 (1)

式中:fn 为试验频率,并且n=1暳m,f1 为起始频

率,fm 为终止频率,频点数m=1+100暳1g(fm/

f1),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即在400MHz~1

GHz频段内需扫描41个频点,1~2GHz频段内

扫描33个频点。

表2暋辐射敏感性 G类试验场强

Table2暋RadiationsensitivityGtestfield

试验频率范围 脉冲波试验场强/(V·m-1)

400MHz~1GHz 暋700

1~2GHz 2000

图3暋测试流程

Fig.3暋Flowchartoftest

1.2.1暋混响室搅拌器步进工作模式

DO灢160G标准中对搅拌器步进样本数的规

定:搅拌器步数设置与搅拌器旋转一周电场比相

关,其中电场比的定义为搅拌器旋转一周用到的电

场绝对值的平方最大值与平均值平方之比[9],DO灢
160G校准参数如表3所示。由于在步进模式下混

响室在低频段校准时12个步进数已满足混响室的

统计均匀性,且在400MHz~2GHz频段内能够

满足标准规定,确定12步进数测试机载电台的辐

射敏感度阈值。

表3暋DO灢160G标准第20.6节要求的校准参数

(起始频率fs=100MHz)

Table3暋Calibrationparametersrequiredby

Section20.6oftheDO灢160Gstandard
(startingfrequencyfs=100MHz)

频段 校准和测试推荐搅拌器步数(最小为12)

fs~4fs 60

4fs~8fs 36

大于8f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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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当搅拌器处于步进工作时,搅拌器扇叶分别处

于12个不同位置,机载电台敏感度的确定是对整

个频段内每个频点多个搅拌器位置下的测量进行

统计处理的结果[16]。

1.2.2暋混响室搅拌器连续工作模式

DO灢160G标准中仅提供了搅拌器连续模式下

对受试设备敏感度试验的搅拌器搅拌速度与激励

源脉冲宽度的范围,故本文在混响室搅拌器处于连

续工作模式下,选取搅拌器搅拌速度和激励源的脉

冲宽度为变量,在400MHz~2GHz频段,进行不

同搅拌速度、不同脉冲宽度下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

试验,得到搅拌速度和脉冲宽度对机载电台敏感度

阈值的影响。当搅拌器处于连续工作模式时,搅拌

器以设定的恒定速率进行旋转,扇叶位置变化无限

多个,搅拌器在一定时间内旋转一周完成测量数据

的采集过程;再对每组测量数据进行平均,增加测

量中所需要的统计特性;最后,以搅拌器旋转一周

后接收机所得到的最大值作为测试结果[17]。
(1)对于搅拌器的搅拌速度,只要确定其搅拌

速度能够满足场强的均匀性,并且受试设备能在一

定时间里响应这种变化的电磁场,即可认为确定的

搅拌速度能够进行有效测试[18]。因此,在脉冲宽

度为4毺s、重复频率为1kHz的脉冲波调试下,分
别设置2、5和12r/min三种搅拌速度进行测试,
以对比搅拌速度对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的影响。

(2)对于激励源脉冲宽度,标准仅规定在测试

频段使用适当的脉冲宽度4毺s(或更大)和1kHz
脉冲重复频率的激励源进行测试。因此,本文试验

在搅拌器搅拌速度为2r/min时,分别设置脉宽为

4、10和20毺s,重复频率为1kHz的脉冲波进行对

比,以确定激励源脉冲宽度对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

的影响。

2暋试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搅拌器在两种工作模式下的扫频测试发

现:400MHz~1GHz频段内41个频点受试机载

电台均能正常工作,未发现故障现象,这可能是由

于混响室功率放大系统能力的限制,需要增大试验

场强值才能发现敏感频点,在此测试系统下无法测

试出受试电台在400MHz~1GHz频段的敏感度

阈值;在1~2GHz频段内扫频33个频点里有7

个频点受试设备出现不同的故障类型,其故障类型

如表4所示。

表4暋故障类型

Table4暋Typesoffaults

敏感频

点/GHz
故障类型

敏感度阈值/
(V·m-1)

1.072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重启 1004~2012

1.097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重启 1401~2219

1.123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死机 2599~3353

1.545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重启 2624~3425

1.581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重启 2959~3410

1.617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重启 2911~3361

1.655 音频信号中断,数字显示错误,后死机 1521~2178

注:敏感度阈值是一个范围。

2.1暋搅拌器两种工作模式对辐射敏感度的

影响

在1~2GHz频段内,设置激励源为脉冲宽度

4毺s、重复频率1kHz的脉冲波,对比搅拌器步进

模式与连续模式下受试机载电台敏感度阈值测试

结果的差异,两种工作模式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阈

值如图4所示,将频段内每个敏感频点视为一个单

位,故采用等间距的形式绘制横坐标(图5、图6亦

同)。

图4暋两种工作模式下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阈值对比

Fig.4暋Comparisonofradiationsensitivitythresholdfor

airborneradiointwooperatingmodes

从图4可以看出:受试机载电台在相同的频点

下,混响室搅拌器处于连续模式,无论采用何种速

度和脉冲宽度,步进模式下敏感阈值的测试结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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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连续模式下的测试结果。这与贾锐等[12]发现

的三种不同非用频军用医疗设备辐射敏感度阈值

在连续搅拌的测试结果低于步进搅拌模式的结论

一致。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采用样本数为12的步

进搅拌模式可以看作是对搅拌器旋转一周在停留

位置离散地提取出12个强弱不同电场进行的叠

加,而连续搅拌模式是搅拌器旋转一周后,得到的

一个扇形范围内较强电场的叠加[12],因此,步进模

式下敏感度阈值的测试结果在数值上必定要大于

连续模式下的测试结果,即相对于步进搅拌模式,
连续模式下更容易测试出机载设备的敏感度阈值。

2.2暋连续模式下搅拌速度对辐射敏感度的

影响

在1~2GHz频段内,设置激励源为脉冲宽度

4毺s、重 复 频 率 1kHz的 脉 冲 波,对 比 2、5 和

12r/min三种搅拌速度情况下受试设备敏感度阈

值的差异,不同搅拌速度下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阈

值如图5所示。

图5暋不同搅拌速度下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阈值

Fig.5暋Airborneradioradiationsensitivitythresholdat

differentstirringspeeds

从图5可以看出:当混响室搅拌器处于连续搅

拌模式时,随着搅拌器搅拌速度的增加,受试设备

的辐射敏感度阈值呈下降趋势。虽然选择的搅拌

速度与陈京平等[18]对于心电图机的搅拌速度不

同,但是所得到的在敏感频点下随着搅拌速度的增

加,受试设备的敏感度阈值减小趋势一致。这是由

于搅拌速度增加会造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

搅拌速度太快,受试设备来不及响应,则所需电场

阈值应增加;若因搅拌器搅拌引起的寄生感应电流

容易造成设备干扰,则所需电场阈值应减小。显然

本文的试验情况属于后者。搅拌速度影响着搅拌

器的搅拌效率,当搅拌器搅拌速度足够快时,混响

室内产生的电磁环境会更加复杂[18]。因此,搅拌

器搅拌速度较大时,机载电台出现故障的敏感度阈

值较低。

2.3暋连续模式下脉冲宽度对辐射敏感度的

影响

在 1~2 GHz 频 段 内,设 置 搅 拌 速 度 为

2r/min,激励源为重复频率1kHz的脉冲波,对比

脉冲宽度4、10和20毺s三种情况受试设备敏感度

阈值的差异,不同脉冲宽度下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

阈值如图6所示。

图6暋不同脉冲宽度下机载电台辐射敏感度阈值

Fig.6暋Airborneradioradiationsensitivitythresholdat

differentpulsewidths

从图6可以看出:脉冲宽度的增加会导致受试

设备辐射敏感度阈值的减小。这是由于混响室产

生相同的高强度辐射场所需要的电磁波功率是相

同的,能量是功率作用时间的积分,随着脉冲宽度

的增加,高强度辐射场对机载电台的电磁干扰能量

变大,受试机载电台就容易在较低的场强下出现

故障。

3暋结暋论

(1)在试验环境相同条件下,无论是测试时间

和测试成本的控制,还是对于机载电台敏感度阈值

确定的难易程度考虑,相对混响室步进工作模式,
选择混响室连续工作模式更适用于机载电台敏感

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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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混响室搅拌器处于连续工作模式时,为
满足受试设备响应要求以及寄生感应电流干扰控

制要求,均应在有效的搅拌速度范围内降低搅拌器

速度进行机载电台敏感度测试。
(3)当混响室搅拌器处于连续模式时,脉冲宽

度的增加会得到机载电台敏感度阈值降低的测试

结果,表明对于机载电台长脉冲干扰进行防护更为

重要。
(4)由于混响室功率放大器的性能以及测试

时间和成本的控制,对于100MHz~18GHz整个

频段内影响机载电台敏感度阈值测试结果变化的

其他因素需要再做更为详细的测试和分析确定。
上述研究结论可为完善有关机载设备电磁辐

射防护性能测试方法、标准规范以及军工科研单位

开展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试验条件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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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在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不断改革尝试中,新高

考改革和高校实施大类招生等受到了家长和考生

广泛关注。随着全国高考试点改革的推进,上海、
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省市相继开始实行

新高考政策。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高考改革下

设计的“3+3暠新高考选科模式,赋予了学生充分的

自由选择权,学生可以自主决定科目组合。与学生

自主选科相对应,试点地区的高中开始全面推进

“走班制暠教学和特色化办学。改革的目的是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推进人才培养内涵式发展。
在人才培养各环节中,招生工作非常重要,生源质

量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才培养

的质量。由新高考改革带来三大变化:增加了学生

的学科选择权;改变了原有一批、二批(含原三本)、
高职高专等批次排序;志愿填报模式为“专业+学

校暠。变化带来的挑战是:生源“扁平化暠现象日益

凸显[1];学院专业被推到一线,过去靠学校整体声

誉带动所有专业,现在专业面临生存压力。
面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变化和挑战,对高校招

生工作也随之提出了新要求[2]。实施大类招生,一
是提高学生专业选择的机会,提高学生兴趣和专业

的匹配度[3];二是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整合高校

内部教学资源[4],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求
创新的人才。本文以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
工大暠)航空航天类为例,研究在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按照大类招生的背景下,对其生源的重要影响因素。

1暋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现状

1.1暋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基本情况

通过对西工大2019级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共获得有效问卷3000份,其中航空航天类631
份。调查问卷统计了被调查者的姓名、生源省份、
毕业中学、报考西北工业大学及相关招生类别的原

因等,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航空航天类生源集中

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份,与我校总录

取计划生源省份一致。根据2019级航空航天类录

取新生的毕业中学统计信息,选定生源数量在4人

(含4人)以上的,确定为西工大航空航天类主要生

源中学。将航空航天类生源中学按照所属省份进

行划分,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陕西省生源中学

16所,占比最高,为72.73%;其余省市均为1所,
占比4.55%。

图1暋西北工业大学航空航天大类在全国招生数量分布图

Fig.1暋Distributionofenrollmentnumbersof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University'saerospacecategoryinthecountry

图2暋我校航空航天类主要生源中学分布情况

Fig.2暋Distributionofthemainsourcesofaerospace

studentsinourschool

通过问卷调查设置的问题,得到航空航天类第

一志愿率为49.68%(第一志愿率即以专业志愿第

一志愿录取进入该类的新生比例),如图3所示。

图3暋航空航天类第一志愿率

Fig.3暋Firstvolunteerrateinaerospacecategory

通过问卷调查设置的问题,得到2019年专业

第一志愿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比例排序表,如表1

768第6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李佩等:新高考下影响西北工业大学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因素及策略



所示。

表1暋我校2019年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人数与

录取人数比例排序表

Table1暋Therankingtableoftheproportionofthenumberof

applicantsandthenumberofadmissionsforthe

firstvolunteerofourschoolin2019

理工类 2019年报考率排名 2019年报考率/%

工科交叉卓越班 1 98.31

人工智能 2 89.29

航空航天类 3 87.26

计算机类 4 70.64

… … …

暋 暋 从 表 1 可 以 看 出:航 空 航 天 类 报 考 率 为

87.26%,在学校各招生类中排第三位,明显高于其

他招生类(专业)。
综上所述,西工大航空航天类报考率虽高,但

第一志愿率并不高。其原因是,有部分高考分数较

高的考生将航空航天类作为第二、第三志愿进行填

报。选择航空航天类作为报考志愿的考生虽多,但
培养“铁粉暠将其作为第一志愿进行填报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

2019年按照大类进行招生的航空航天类,相
较于实施大类招生前的按照航空航天相关专业进

行招生,生源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表2暋2018-2019年航空航天类和专业录取分数对比

Table2暋Comparisonofadmissionscoresofaerospaceandmajorin2018-2019

2018年 2019年

专业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大类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飞行器动力工程 647 632 636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639 623 631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645 637 639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647 639 642

飞行器适航技术 640 632 636 航空航天类 664 631 636

工程力学 632 623 626

航空航天工程 647 644 645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641 627 631

土木工程 626 623 624

暋暋2018年按照航空航天分专业招生,最高分和

最低分的差值最大为 16 分,最小差值为 3 分。

2019年按照航空航天大类进行招生,最高分664
分,最低分631分,平均分636分,最高分和最低分

差值28分。按照航空航天类进行招生较按照专业

进行招生显著改善了实行平行志愿下高校生源趋

于“扁平化暠的现象,也有利于大类培养后学生对专

业进行选择[5],提升了人才选拔的水平,是新高考

改革下提升生源质量的有效措施。

1.2暋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特点分析

西工大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
放式大学。作为学校特色的优势专业之一,航空航

天类生源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综合分析图

1和图2,发现2019年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的生源

分布有以下三个特点:
(1)安徽、山西、新疆三个省份并不属于西工

大航空航天类主要生源省份,却同时出现了每个地

区有1所中学成为西工大航空航天类主要生源中

学,录取到航空航天类的人数分别是4,5,4;
(2)山东是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大省,但山

东省内录取到航空航天类新生人数超过4人的中

学为0所;
(3)陕西省为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的最大生源

省份,录取总人数最多,但生源中学比例过高,对于

吸收其他省市中学的优秀生源不利。
为了研究西工大2019级航空航天类生源产生

上述三大特点的原因,对学校近年来招生工作档案

进行查阅和分析,并与相关省份招生组负责老师进

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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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影响

因素分析

2.1暋影响因素

通过对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2019年新生

了解和报考航空航天类的渠道和原因,如图4所

示,可以看出:航空航天类新生通过中学老师、同学

或亲朋好友以及网络媒体等消息推送是其了解学

校的最主要途径。决定考生报考西工大航空航天

类的主要因素是该大类整体实力、发展前景、师资

力量和考生个人兴趣,如图5所示。

图4暋考生以何种方式了解到我校航空航天类数据

Fig.4暋Howcancandidateslearnaboutour

school暞saerospacedata

图5暋影响考生选择报考航空航天类的因素

Fig.5暋Factorsaffectingcandidates暞choiceto

applyforaerospace

2.2暋因素分析

学校继续实施航空航天类大类招生政策的同

时,需要加强对航空航天类的招生宣传力度,吸引

更多热爱航空航天、愿意长期从事航空航天相关领

域工作的考生报考[6]。近年来西工大加强与中学

教育衔接,充分发挥“航空、航天、航海暠特色和国防

教育优势,建立科普专家库,为全国优秀生源中学

学生开设科普讲座,普及“航空、航天、航海暠文化,
提升中学生对学校学科专业的认同度。2017年学

校赴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开展航空类科普讲

座,激发了该校学生对航空强烈的兴趣,2019年该

校出现踊跃报考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的现象。因此,
开展走进中学的特色学科专业的科普讲座,是影响

航空航天类生源的因素之一[7]。

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

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正式将

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近3年来,学校接

待全国各地前来研学和参观的学生、教师数以万

计,培养了青少年对西工大“航空、航天、航海暠学科

的兴趣,加深了对西工大“航空、航天、航海暠学科特

色的认识[8]。通过“航空、航天、航海暠品牌特色的

研学、参观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到学

校的文化氛围、办学实力和学科特色,大大提升学

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从近几年报考情况来看,很多

学生都是对学校“航空、航天、航海暠学科产生浓厚

兴趣后选择报考西工大。合肥市相关中学2017年

曾组织学生、教师到学校参观开展“研学暠活动[9],

2019年该校出现踊跃报考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的现

象。开展品牌特色显著的研学、参观活动是影响航

空航天类生源的因素之一。
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升,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10]。
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够为社会带来一

定的效益,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成长,在

丰富大学生实践教学和综合素质教育的同时[11],
着重进行对西工大文化的传播和招生宣传工作,让
更多的中学生深刻体验学校“航空、航天、航海暠的
科技情怀。自2015年以来,西工大推进“学生大

使暠回访母校宣传系列活动,将“学生大使暠纳入“五
位一体暠招生宣传队伍进行建设和管理。该活动受

到西工大在校大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参与人数逐年

增长。2015-2019年“学生大使暠参与人数统计图

如图6所示。

图6暋2015-2019年“学生大使暠参与人数

Fig.6暋Numberofparticipantsof“Student

Ambassador暠from2015to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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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8年2个山西组共15名“学生大使暠
(其中2位来自航空学院)利用寒假返乡机会,到忻

州市第一中学开展了介绍学校特色专业及我校整

体情况的宣传活动,2019年该校出现踊跃报考西

工大航空航天类的现象。因此,开展以西工大文化

传播和招生宣传为主的学生社会实践类活动[12],

是影响学校航空航天类生源的因素之一。

此外,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中学在陕西省比

例非常高,除学校本身地处陕西西安外,另一较大

影响因素是,陕西省是我国军工大省,拥有众多航

空、航天、电子、兵器等领域的科研院所,考生及家

长对航空航天领域的行业相对了解和熟悉。因此,

生源地来源省份具有航空航天类国防特色的行业

发展,也是影响航空航天类生源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总结影响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三

个层面因素,分别是高校宣传因素、社会实践因素、

地方政策因素,如表3所示。

表3暋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影响因素

Table3暋Factorsinfluencingthequalityof

studentsfromaerospace

影响因素 具体活动

高校宣传因素

社会实践因素

地方政策因素

特色学科专业的科普讲座

品牌特色显著的研学、参观活动

航空航天类高校与生源地企业合作程度

航空航天类高校硬件设施完善程度

回访母校宣传活动

以高校文化传播和招生宣传为主的活动

高校航空航天类暑期夏令营

具有当地特色的行业发展

航空航天类行业研究院的宣传

航空航天类的招生规模

2.3暋关键因素提取

本文通过使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13]对影响

西工大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与提取。逐步回归的基本思想是将变量逐个引入

模型,每引入一个解释变量后都要进行F检验,并
对已经选入的解释变量逐个进行t检验,当原来引

入的解释变量由于后面解释变量的引入变得不再

显著时,则将其删除,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变量之

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性变量。本文通过设计

“影响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因素暠调查问卷,主要

面向各国防高校及学院的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和教

师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1份,通过统

计、分析数据,得出高校宣传因素、社会实践因素、

地方政策因素对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影响关系,

如表4所示,其中,因变量为航空航天类生源。

表4暋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关键影响因素提取

Table4暋Extractionofkeyfactorsinfluencingthe

qualityofstudentsfromaerospace

模暋暋型
非标准化

系数B
标准

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t检验

的结果
t检验的

显著性

1

2

3

常量 2.871 0.696 - 4.122 0

高校宣传因素 0.076 0.231 0.054 0.328 0.744

社会实践因素 0.269 0.140 0.257 1.914 0.061

地方政策因素 0.025 0.153 0.026 0.162 0.872

常量 2.888 0.682 - 4.235 0

高校宣传因素 0.265 0.137 0.253 1.931 0.059

社会实践因素 0.088 0.215 0.062 0.409 0.684

常量 3.509 0.447 - 7.850 0

高校宣传因素 0.242 0.134 0.231 1.810 0.045

暋暋从表4可以看出:在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来

探索影响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与三个影响因素之

间的关系时,第一阶段剔除了地方政策因素,第二

阶段剔除了社会实践因素,最终剩余高校宣传因

素,该因素t检验的显著性为0.045,小于0.05,对
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影响显著。社会实践因素与

地方政策因素对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起到间接

影响。

3暋西工大航空航天类招生生源质量

提升对策

通过对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得出大力加强航空航天类招生宣传工作是提升航

空航天类生源的有效措施。具体对策如下:
(1)进一步创新、深化与优质中学的合作。新

高考改革之后,学生除了参加传统意义的高考,还
要在学考、选考、综合素质评价、专业选择等方面完

成诸多重要任务,学校要了解、发现、培育、招揽最

优质生源,必须与中学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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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作。要进一步创新和中学深度对接的模式,形
成长期稳定的影响力,利用大学资源对中学师资进

行培训,与中学共建科技社团或者实验室,这些都

是深化与中学合作,做好大学-中学教育衔接的有

效措施。
(2)着重宣传航空航天类的整体实力。招生

组需要确保对生源中学及相关老师、学生的宣传力

度,维系长期的稳定良好关系,同时配合使用网络

新媒体,继续做好科普讲座和科技表演活动进中学

活动。在招生宣传工作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招生组

应着重宣传航空航天类的整体实力、师资力量、发
展前景、行业未来等。

(3)探索学校各大类间互通的宣传模式。在

新高考改革即将全面实施的背景下,贯彻全校招生

宣传一盘棋思想,积极探索各招生大类内、大类间

的招生宣传互通工作,制定全面系统的招生宣传方

案以及大类招生背景下计划编制工作,在宣传西工

大学科特色和优势的同时,选择与学校的学科专业

就业方向匹配度高的省份,达到“一省一策暠的宣传

效果,既可以应对新高考改革给招生工作带来的压

力,又可以吸引到更多“专业认同度高暠的学生来校

学习。

有效提升生源质量一是要继续在招生宣传工

作上下功夫,二是要继续实施大类招生。西工大招

生宣传工作在弘扬航空、航天精神,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上下了很多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招生宣

传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事、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

就有希望。暠本文探索提升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是
为了促进高校培养更多高质量、高层次航空航天领

域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

4暋结束语

高校生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

的质量,关系高校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开展高质量

招生宣传工作,把好人才培养入口关;积极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工作方式方法,主动顺应高等教育发展

的需要,有利于高校内部的资源整合,提高生源质

量、人才培养质量。

结合西北工业大学航空航天类的生源,对影响

航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出高

校宣传、社会实践、地方政策三个层面的因素。经

过一系列分析工作后,得出高校宣传是影响航空航

天类生源质量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三个提升航

空航天类生源质量的对策。

以本文探索的影响因素为立足点,指导2020
年的实际招生宣传工作。重点采取了创新、深化与

优质中学的合作,着重宣传航空航天类的整体实

力,学校各大类间互通的宣传模式等措施,加强对

航空航天类的招生宣传工作,提供学生对学校专业

选择的机会,提高学生对航空航天类的兴趣和专业

的匹配度,实现了2020年航空航天相关专业按照

大类招生的背景下,整体生源质量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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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lightloaddesignisanimportantpartofaircraftdesign.Itisabridgeconnectingthegeneralaerody灢

namicdesignandstructurestressdesign.Inthispaper,thedevelopmentofflightloaddesignisreviewedinclu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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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行器从滑行、起飞、爬升、巡航到下降、着陆,

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承受着载荷。载荷一般分为

两类:气动载荷和惯性载荷。决定载荷大小及分布

的主要因素亦分两个方面:一为大气环境,二为飞

机自身特性。大气环境指空气的温度、密度、阵风



或紊流等;飞机自身特性指飞机的外形、重量、速

度、加速度、姿态等,而自身特性的许多方面又取决

于驾驶员的操作动作。在众多的决定条件中,有些

因素是随机变化的[1]。飞行载荷设计就是遵循飞

机结构强度规范(适航条例),在繁杂的因素组合条

件下,找出各部件的最大受载情况,并确定该情况

下载荷的大小和分布。

伴随着整个飞行器设计的发展历程,经过百余

年的发展,无论是国外的主制造商,还是国内的相

关科研院所,飞行载荷设计都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对

成熟的阶段。本文对飞行载荷设计需要遵循的规

范、飞行载荷设计方法的发展历程、飞行载荷未来

的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综述。

1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军用飞机结

构强度规范发展历程

1.1暋美暋国

军用飞机结构强度规范的发展是与飞机设计

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飞机设计思想的发展不断

促进军用飞机强度规范的更新。国内外军用飞机

结构设计经历了静强度设计、疲劳强度设计、安全

寿命加损伤容限设计以及耐久性加损伤容限设计

等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军用飞机结构强度规范

也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为第一阶

段,以静强度设计思想为主,美军代表性强度规范

是 MIL灢S灢5700系列有人驾驶飞机结构准则;20世

纪6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疲劳强度设计思想为主,

美军代表规范为 MIL灢A灢8860系列飞机强度和刚

度;20世纪70年代为第三阶段,以安全寿命和损

伤容限设计思想为主,美军代表规范为 MIL灢A灢

8860A系列飞机强度和刚度;20世纪80年代为第

四阶段,以耐久性和损伤容限思想为主,美军代表

规范为 MIL灢A灢8860B系列飞机强度和刚度;20世

纪90年代,规范进入成熟阶段,体现了新一代军用

飞机结构设计的特点,同时规范中涉及定量要求的

内容均留下空格,供承包方与采购方协商后填写。

各个阶段美军主要规范如表1所示。

表1暋美国军用规范的演变

Table1暋EvolutionofUSmilitarynorms

规范版本
制订

部门
颁布时间

是否

批准
相应设计思想

R灢1803系列 空军 1947.8.1 是 静强度

MIL灢S灢5700 系 列 有

人驾 驶 飞 机 结 构 准

则暋
空军 1954.12.14 是 静强度

MIL灢A灢8860系列飞

机强度和刚度
海军 1960.5.18 是 疲劳强度

MIL灢A灢8860A 系 列

飞机强度和刚度
空军 1971.3.31 否

安全寿命加损伤

容限

MIL灢A灢83444 飞 机

损伤容限要求
空军 1974.7.2 是 损伤容限

MIL灢A灢008866B 飞

机强度和刚度,可靠

性要求、重复载荷和

疲劳

空军 1975.8.22 否 耐久性

MIL灢A灢87221 飞 机

结构通用规范
空军 1985.2.28 是

强调耐久性和损

伤容限

MIL灢A灢8860B 系 列

飞机强度和刚度
海军 1987.5.20 是 疲劳加损伤容限

JSSG-2006 联合使

用规 范 指 南 飞 机 结

构暋
国防部 1998.10 是

规 定 了 新 的 结

构、新材料、新工

艺和设计方法

1.2暋俄罗斯(苏联)

苏联强度规范的发展虽然滞后于美国,但有其

自己的特点。苏联于1947年颁布的飞机强度规

范,已具有现代飞机强度规范的雏形。而1953年

颁布的《飞机强度设计指南》,则是一本较完整的飞

机载荷计算规范,其中非常详细地规定了飞机各部

件载荷计算情况、载荷计算方法和分布形式,如图

1所示。该规范中规定了全机各部件的载荷严重

情况,例如,机翼严重受载情况A、A暞、C、D、D暞等;
它们分别与飞机的具体机动动作相关联,如图2所

示;也与飞机的过载、速度(速压)有关,如图3所

示。飞机垂直俯冲状态与机翼严重载荷C情况相

对应,此时飞机法向过载ny =0,纵向过载nx =

T-X
G

。上述飞机严重受载情况都与当时军用飞

机的作战使用和训练直接关联,C情况是指飞机

俯冲轰炸机动对应的严重受载情况。随着技术不

断发展,尤其是飞行控制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
这类机动已经不再使用,相应的严重载荷情况也可

以不用进行强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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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机翼严重受载情况[2]

Fig.1暋Criticalsituationofwing[2]

图2暋机翼载荷严重情况所对应的飞机机动[2]

Fig.2暋Maneuversforseverewingloads[2]

图3暋飞机垂直俯冲情况[2]

Fig.3暋Verticaldiveofaircraft[2]

1964年、1968年,苏联《飞机强度设计指南》进
行了补充,这两个版本的强度规范与1953年版的

差别不大。

1978年,苏联出版了新的强度规范,并在1986

年进行了补充。该版本的规范,除了保留了1953
年版本中有关机翼载荷的计算情况外,对尾翼载荷

计算,特别是机动载荷计算进行了重大修改,取消

了原来的第一机动、第二机动等载荷情况,代之以

求解飞机运动方程来确定载荷严重情况。

1.3暋中暋国

新中国建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暠起,就制

定了“从仿制、摸透到自行设计暠的发展方针。20
世纪60年代,我国引进苏联1953年版的《军用飞

机强度设计指南》,并将其直接进行翻译,作为飞机

设计使用的强度规范(《飞机强度设计指南》)。航

空部在1975年以《军用飞机强度设计指南》为蓝本,
编制出我国第一本强度规范,即《飞机强度规范》(试
用本),其中规定了飞机各部件设计的若干种载荷严

重情况,并给出了载荷计算方法和分布形式。

1986年,我国正式颁布了国家标准 GJB67-
85《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简称国军标)[3],该
规范是以美国空军 MIL灢A灢008860系列规范为主

要参考,并结合我国当时飞机设计的实际情况而编

制的。其中规定了飞机纵/横/侧向机动所规定的

座舱位移形式(如图4所示),求解飞机机动过程,
选出飞机严重受载情况下的参数,并计算全机和各

部件的载荷。

图4暋座舱纵向操纵位移-时间图[3]

Fig.4暋Longitudinalcockpitdisplacementtimediagr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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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新 版 《军 用 飞 机 结 构 强 度 规 范》
(GJB67-2008)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批准

颁布[4],作为军用飞机飞行载荷设计的依据。该规

范总结了多年来军用飞机的设计经验,并参考了美

军《联合使用规范指南》(JSSG-2006),是一本适

用于新一代军用飞机研制的《军用飞机结构强度规

范》。

2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民用飞机适

航条例发展历程

适航来源于公众利益和航空工业发展的需求。
适航是指航空器能在预期的环境中安全飞行(包括

起飞和着陆)的固有品质,这种品质可以通过合适

的维修而持续保持。“飞机适航标准暠是民用飞机

设计、研制、生产及使用维护中必须满足的最低安

全标准,是多年来民用飞机研制、生产及使用维护

经验的总结。

2.1暋美暋国

美国民用航空规章FAR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

FAA(联邦航空局)的发展、设计技术的进步以及对

运营故障和事故的研究而在不断修订和更新。其中

FAR灢23部是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

适航规定,FAR灢25部为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1903年莱特兄弟首次航空飞行成功,1926年

美国成立航空司,并颁发第7号航空通报(基本要

求),对飞行员、航图、导航、适航标准进行管理。从

1928年到1933年颁发了一系列航空通报,对飞机

结构、发动机和螺旋桨、飞机部件和附件提出了适

航要求。1934年把航空司更改为航空局,并开始

制定 民 用 航 空 规 章,1958 年 相 继 制 定 颁 发 了

CAR04(飞机适航要求)、CAM04(要求和解释材

料)、CAR03 (小 飞 机 )、CAR06 (旋 翼 机 )、

CAR04a灢1(TSO)、CAR7(运 输 类 旋 翼 飞 机)。

1958年把航空局更改为联邦航空当局(FederalA灢
viationAgency,简称 FAA),1965年制定颁发了

FAR21部《适航审定管理程序》,并把CAR相继转

换成FAR,1966年联邦航空当局更名为联邦航空

局(FederalAviationAdministration),不断采用修

正案的形式对适航规章进行更新。

FAR灢25部飞行载荷条款中有较大变化的为

25.333“飞行机动包线暠和25.341“阵风和紊流载

荷暠。25.333条删除了阵风包线,25.341条更新了

离散阵风设计准则,并增加了连续阵风设计准则。

2.2暋欧暋洲

欧盟和美国在民用航空界的竞争需求促进了联

合航空局(JAA)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盟

范围内成立了JAA,当时的JAA主要负责大型运输

类飞机和发动机的适航技术要求。1987年JAA的

工作范围扩展到了运营、维修和人员执照。1990年

JAA正式成立,在欧洲统一了民用飞机的安全要

求———JAR。这时的JAA不是一个法律框架下的

机构,而是一个协会,在每个主权国家同时存在适航

当局,如DGAC灢F、DGAC灢S、LBA、CAA等。
随着欧盟国家一体化步伐的前进,以及欧洲民

用航空竞争的需要,2002年欧盟决定成立具有法

律权限的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EASA 全

面接替原JAA的职能,并根据欧盟法律在成员国

内具有强制权限。开始制定CS灢21、CS灢23、CS灢25、

CS灢E等适航规章。2004年EASA正式宣布成立。

EASA合格审定规范的规章多源自于原JAR的相

关文件,例如CS灢25就源自于JAR灢25。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EASA 已经成为与 FAA

拥有同等话语权的重要适航当局,EASA规范也成

为与FAR规范同样重要的规范。
在飞行载荷部分,CS灢25部相对于FAR灢25部

有着 显 著 差 异 的 是 25.331(c)(2)校 验 机 动、

25.341阵风载荷与25.349(a)滚转机动。目前来

看,国际上通常采用CS灢25部的要求作为等效安全

来代替FAR灢25部的规定。
在检验机动的要求上,CS25.331(c)(2)采用

了较 为 合 理 的 正 弦 驾 驶 舱 操 纵 曲 线 代 替 了

FAR25.331(c)(2)中对俯仰角加速度提出的要

求,如图5所示。

图5暋CS灢25部校验机动的驾驶舱操纵曲线[5]

Fig.5暋Checkmaneuvercockpitdisplacement

timediagraminCS灢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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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滚 转 机 动 的 动 作 上,CS25.349(a)比

FAR25.349(a)增加了要求,即在速度VA 与VC

时,在达到稳定滚转速率时要求操纵器件突然回到

中立位置。

对于25.341阵风载荷,CS灢25部与 FAR灢25
部相比,主要差异是连续阵风参考速度不同,此外

针对翼吊布局的飞机增加了25.341(c)条的阵风

设计要求。

2.3暋俄罗斯(苏联)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最初在发展民用飞机产业

时,制定了一套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适航体系与标

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开始逐步将民用飞机适

航标准向西方靠拢。1991年12月30日,俄罗斯

等12个独联体国家在明斯克成立了国家间航空委

员会(IAC),通过了“关于民用航空和空间使用的

国家间协议暠,为这些成员国家制定了统一的适航

条例和法规,对运输类飞机采用 AR灢25部为适航

标准,该条例采用与美国FAR灢25部章节对应的方

式编制。

与FAR灢25部相比,AR灢25部通常要求更为严

苛,在较多条款上与FAR存在不同之处。例如在

25.349条款中增加了增升构型下滚转机动的要

求;在当量空速VC~VD 范围内,AR灢25要求负向

最大载荷系数均保持与VC 为同一值,而 FAR灢25

要求从VC 的-1线性变化到VD 的0,如图6~图

7所示。

图6暋FAR灢25规定的机动包线[6]

Fig.6暋ManeuverenvelopeofFAR灢25[6]

图7暋AR灢25规定的机动包线

Fig.7暋ManeuverenvelopeofAR灢25

2.4暋中暋国

我国的适航管理工作和适航规章标准制定相

对于美国而言,起步时间较晚。民航局以美国联邦

航空规章(FAR)为参照蓝本,分别于1985年颁布

了CCAR灢25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1986年颁

布了CCAR灢23部《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

类飞机适航规定》,并相继制定35部、33部、27部、

29部、21部等,到1992年基本建立了和FAR相当

的适航审定规章体系。

CCAR灢25部经过35年的发展,已经修订到了

R4 版,新 版 还 在 制 定 中。在 飞 行 载 荷 条 款 上

CCAR灢25部与FAR灢25部无明显差异。
伴随中国航空制造业和航空运输业的日益繁

荣,中国适航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和提高,在小飞

机和机械类机载设备领域,具备了和欧美适航体系

相当的适航能力。
自2003 年 开 始,我 国 对 国 产 新 支 线 飞 机

ARJ21灢700的型号合格审定,到2014年取证成功;

2007年启动了 C919大型客机的型号合格审定工

作;2010年启动了 AG600水陆两栖飞机的型号合

格审定工作;2014年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民用航

空发动机适航审定中心,使得我国在大飞机上的适

航规范不断得到型号的实践,适航能力也在逐步

提高。

3暋飞行载荷设计方法

要准确确定飞行器的载荷,主要有以下四大环

节:载荷场景定义、机动载荷仿真、分布载荷计算、
气动弹性静力学分析。

778第6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闫中午等:飞行载荷发展综述



3.1暋载荷场景定义

合理的定义载荷场景与能否准确设计飞行载

荷息息相关,在正确理解设计规范(适航条例)的基

础上,根据规范的要求、工程设计的经验、飞行器自

身的特点选定飞行载荷设计需要的原始数据,如质

量、重心、惯量、设计高度、设计速度、过载包线等,
确定载荷计算的范围是载荷场景定义的精髓所在。

国外主制造商,如波音、空客等,在型号设计

中,较早地引入了系统工程理论,并借助这一工具,
结合大量型号的经验教训,完善了载荷场景定义的

流程和方法。在型号的研制过程中,一般会根据已

有的型号经验和具体的型号特征,制定系统全面的

载荷设计场景和要求,作为型号设计工作的依据和

参考。尤其是在型号设计早期,各专业综合权衡确

定合理的型号载荷设计场景要求,并在详细设计冻

结之前完成设计载荷构型冻结。目前整个载荷场

景定义的流程和方法都已比较成熟,并伴随新型号

的设计、新系统的引入逐步完善。但因为载荷设计

场景或要求一般为已有型号经验总结和型号设计

特征及特殊需要的集中体现,大多作为主制造商内

部型号研制设计原则和手册,基本没有公开资料可

供国内查询和参考。
国内的载荷设计虽然经过了诸多型号的设计,

积累了较多的设计要求和验证的经验,但是对于规

范,如GJB/CCAR/FAR/CS/AR等的条款差异分析

与解析不够深入,还缺乏系统全面的载荷设计场景/
要求。场景定义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内的主机院所

都缺乏系统全面的民用飞机全机载荷设计场景/要

求,仍然存在大量偏保守的载荷场景定义和工程假

设。在很多场景的研究上亟需投入更多的精力。

3.2暋机动载荷仿真

在确定了载荷设计场景后,需要建立飞行器的

飞行动力学模型,并依据规范中规定的要求为这一

模型设置边界条件,通过数学方法对模型进行分

析,进而确定飞行器的运动姿态及相应的部件总载

荷。这就解决了载荷设计中的第二方面问题———
机动载荷仿真。

在建立飞行动力学模型时,一般把大地视为平

面,把飞行器视为刚体,则飞行器在空中的运动,既
有质心的平移,又有绕质心的转动。根据牛顿第二

定律,可以得到飞行器的基本运动方程:

mdV
dt=F

mdL
dt=

ì

î

í

ï
ï

ï
ï M

(1)

对这一运动方程进行求解,可以得到飞机的运

动姿态及相应的载荷。在机动载荷仿真计算的发

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

在飞行器载荷设计的早期,计算机辅助设计尚

未普及,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也不足以支撑完整的时

间历程分析,机动载荷的仿真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数

学模型进行分析、归纳、简化,从时间历程中抽取部

件的严重载荷点。苏联1953年颁布的《飞机强度

设计指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该指南中,给出

了平尾严重载荷的计算方法。
平尾的平衡载荷:

PPH=Cmww暳q暳S暳cA

Lpw
(2)

式中:PPH为平尾的平衡载荷;Cmww为无尾飞机的

俯仰力矩系数;q为速压;S为参考面积;cA 为参考

长度;Lpw为平尾尾力臂。
在得到平尾的平衡载荷后,指南中归纳总结出

两种典型的机动状态(简称一机动和二机动)。
一机动的平尾载荷计算方法为

Pjd=PPH+Mzww

Lpw
暲K暳nmax暳G

S 暳Spw (3)

式中:Pjd为平尾的机动载荷;Mzww为无尾飞机的俯

仰力矩系数;K 为经验系数;Spw 为尾翼的参考

面积。
二机动的平尾载荷计算方法为

Pjd=暲K暳nmax暳G
S 暳Spw (4)

在民用飞机载荷设计的初期,采用的也是类似

的方法,以急剧非校验机动情况为例,该机动情况

的平尾载荷计算方法为

Lt=Ltnz=1+kr暳L毮e暳殼毮emax (5)
式中:Lt 为非校验机动的平尾载荷;Ltnz=1为1g平

飞时的平尾载荷;kr 为响应系数,可采用较保守的

kr=0.9;L毮e为升降舵单位偏转产生的平尾载荷;

殼毮emax为升降舵最大可用偏度。
综上所述,在机动载荷仿真分析的早期阶段,

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的计算思路和方法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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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直击机动过程的物理本质,把
控影响飞行载荷的主要参数,方便快捷,即使在现

代飞行载荷设计的初步阶段依然适用。
(2)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辅助技术的进

步,研究人员所掌握的设计工具越来越丰富,开始

通过自主编程或者商用软件逐步进行机动过程时

间历程的仿真分析。但受限于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在这一阶段,通常将飞机的机动情况分为对称机

动、偏航机动、滚转机动三大类,在每个方向上进行

单自由度或两自由度的仿真分析,对于一些机动程

度较高的战斗机,在某些工况下,研究人员开始尝

试使用六自由度进行仿真分析。
以对称机动为例,假设机动是纯对称的,速度

和高度保持不变,可以导出相对体轴系的对称机动

飞行运动方程[7]:

d毩
dt=g

v
(毩sin毴+cos毴)-

1
mv psin氄+(CLcos毩+CDsin毩)qydn[ ]s +q

dq
dt=Cmqydn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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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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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令毩·=0、q·=0,可以得到1g平飞的初始运动

参数、载荷和稳定俯仰机动时的运动参数、载荷。
在确定了1g平飞的初始运动参数后,纵向操纵面

按照不同规范的要求输入(如图4~图5所示),使
用计算机语言进行编程求解,即可得到飞行器急剧

俯仰机动的运动参数和载荷。对称机动飞行参数

时间历程的变化曲线如图8所示。

图8暋对称机动飞行参数时间历程

Fig.8暋Flightparametersofsymmetricmaneuver

(3)成熟阶段

20世纪末,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的成熟,
大量的六自由度的时间历程仿真成为可能,同时,
由于先进的主动控制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民
用飞行器,尤其在详细设计阶段,耦合主动控制技

术的六自由度机动载荷仿真也成为型号设计必须

解决的问题。

1995年2月,Langley首先定义了一种名为

the Langley Standard Real灢time Simulationin
C++ (LaSRS++)的飞行动力学框架结构,通过

对多种飞机的测试,证明 LaSRS++项目是卓有

成效的。随后 AIAA又开发了用于飞行器物理建

模的通用文件标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国外的

主机制造商成功开发出了灵活性、拓展性高的动力

学仿真工具,并将之应用于机动载荷分析,还可与

飞行控制律耦合,机动载荷仿真结果越来越准确。
国内各大主机院所,例如沈阳飞机设计研究

所、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等,
在跟踪国外飞行仿真最新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结合

控制律的设计,陆续研发出耦合飞控系统的飞行动

力学仿真模型,并成功应用于机动载荷分析。国内

某型机耦合控制律的机动载荷分析结果如图9
所示。

(a)侧杆位移时间历程

(b)左副翼偏度时间历程

(c)右副翼偏度时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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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左扰流板偏度时间历程

(e)右扰流板偏度时间历程

(f)滚转角速度时间历程

(g)滚转角加速度时间历程

(h)滚转角时间历程

图9暋六自由度机动载荷分析结果

Fig.9暋Resultofmaneuverloadfor6灢DOF

3.3暋分布载荷计算

完成了机动载荷分析后,仅仅只是获得了飞行

载荷的概貌,要开展强度分析,还需要知道各部件

载荷的分布———即通过压力分布数据获得各部件

气动载荷的分布,再结合质量数据,求解出惯性力

分布,将气动力、惯性力分布叠加,获得“净载荷暠的

分布。

气动载荷的分布,主要是指以下两方面:(1)翼

面展向压心位置/翼面展向力的分布;(2)翼剖面的

压心位置/翼剖面弦向的载荷分布。

气动分布载荷计算的发展与机动载荷仿真相

似,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

早期的气动分布载荷计算,主要是通过工程估

算或者理论计算的方法,利用小扰动线化理论,将

一般的扰流问题线化为几个解的叠加[8]。

基于线化假定,可以将绕翼型(三元问题也与

此类似)流动的问题线化为几个解的叠加,既弯扭

贡献、迎角贡献、弯度贡献(舵偏)及厚度贡献四个

部分的叠加。在实际计算中,如果仅仅需要压差系

数殼Cp,而不是求压力系数Cp 时,通常略去对殼Cp

无贡献而仅仅对Cp 有贡献的对称厚翼部分。

一般将上述扰流问题称为“基础气动力计算暠。

根据实际需要,研究人员通过编制程序即可完成

“基础气动力计算暠,进而结合机动仿真分析的结

果,获得气动分布载荷。

(2)发展阶段

随着风洞试验技术的成熟,逐渐转化为以风洞

测压试验为主要依据求解部件气动力的分布。

风洞测压试验就是在风洞模型表面的适当位

置布置测压孔,测压孔通过导管与压强传感器相

连,即可测得模型表面的压强分布,如果全面进行

高低速测压试验,建立一整套高低速的压力分布数

据库,通过插值即可求得气动载荷分布。某型机的

风洞测压试验现场图如图10~图11所示。

图10暋高速风洞测压试验

Fig.10暋Pressuredistributionwindtunnel

testofhigh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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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暋低速风洞测压试验

Fig.11暋Pressuredistributionwindtunneltestoflowspeed

使用风洞测压试验结果获得载荷分布积分后,
一般与机动载荷仿真分析得到姿态及总载荷是不

一致的,这种不一致,俗称“载荷不平衡暠。造成这

种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风洞试验模型的不协

调性,也有测力测压试验修正体系的不协调性。如

何解决这种不平衡,给出合理有效的分布载荷,是
研究人员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3)成熟阶段

近些年,计算流体力学(CFD)技术日趋成熟,
计算数据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型号设计中。CFD
技术通过对计算域进行离散,采用数值方法在上述

离散网格点对控制 方 程 (Navier灢Stokes方 程 或

Euler方程)进行求解,以获得流场在离散空间和

时间序列上的定量描述,用以研究和预测流体的运

动规律、对物体的作用特征等。通过数值模拟的方

法可以任意改变研究对象的外形和流体性质,可以

更加方便、高效、低成本地分析飞行器的气动分布,
为分布载荷的计算分析带来了极大便利。在国外,
鉴于CFD技术的高效性、经济性,越来越多的主机

制造商倾向于以 CFD数据为主,风洞试验数据为

辅作为载荷计算的主要输入。在国内,CFD 技术

也越来越受到载荷工程师的青睐。CFD 技术在

A380客机研制中的应用实例如图12所示。

图12暋CFD技术在 A380研发过程的应用

Fig.12暋ApplicationofCFDtechnologyinA380

3.4暋气动弹性静力学分析

弹性结构在气动载荷中会产生气动弹性现象,

20世纪30年代,Cox和Pugsley首先提出了“气动

弹性暠一词,用来描述这一现象。
气动弹性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空气

动力、弹性力和惯性力相互作用的气动弹性问题,
称之为气动弹性动力学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包含空

气动力和弹性力相互作用的气动弹性问题,称之为

气动弹性静力学问题,这一类问题也是飞行载荷专

业的重要工作内容。
气动弹性静力学问题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类

是扭转发散问题及载荷的重新分布,另一类则是操

纵效率及操纵反效问题。
在气动弹性静力学分析中,研究人员采用的主

要气动力分析方法是线性气动力方法,包括片条理

论、基于线化势流理论的低阶面元法和高阶面元法

等方法,这类方法能很好地和结构有限元的分析方

法相结合,重新构建一体化的静气动弹性方程,在型

号设计分析中被广泛使用。NASTRAN、ZONAIR、

ASTROS等分析软件中的气动弹性模块都使用这

类方法,但线性气动力分析方法也存在着不足,不能

用于流场压缩效应显著的跨声速范围。
为了解决上述不足,人们又研究使用高精度的

气动力方程(N灢S方程或Euler方程)和CSD(计算结

构动力学)方法相结合求解,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

紧密耦合和松散耦合的方法。20世纪末,这类方法

在国外研究较多,进入21世纪,国内的流固耦合研

究也发展迅速。但这类方法一般分析耗费巨大,在
工程实践中往往局限于对有限状态进行校核。

基于线性和非线性气动力方法的优缺点,人们

又发展了一种准非线性方法,该方法可以引用高精

度的CFD计算数据或试验数据,可适用于大迎角等

非线性气动力状态,这一方法在近些年研究较多[9]。

4暋严重载荷选取方法

即使根据规范的要求,合理定义了载荷场景,
考虑到重量、高度、速度、机动情况等多种因素的组

合,也考虑到机动时间历程中每个瞬时的载荷,将
使载荷工况数目达到海量级别,对这些工况全部进

行载荷分布计算,即使在计算机辅助设计高度发达

的今天,也是很困难的。而即使完成了这些工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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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载荷计算,后续的强度分析工作也是不现实

的。为了不遗漏临界载荷情况,又大幅减少强度分

析的工作量,临界载荷筛选是必不可少的。
在现代飞行载荷设计的早期,受设计工具和手

段的限制,研究人员主要通过设计点法和单值包线

法[1]进行载荷的筛选:
首先,通过分析机动或阵风过程的时间历程,

结合飞机的气动特性,采用设计点的概念来挑选典

型的载荷特征点。以飞行器偏航机动的垂尾载荷

为例,如图13所示,垂尾载荷主要有三个设计点,
这三个设计点不仅载荷大小不同,其分布形态也各

不相同,第一设计点,其载荷主要由舵偏贡献产生,
属于后压心情况;第二设计点则由最大侧滑和最大

舵偏反相叠加产生,属于前压心情况;第三设计点

是由单纯的侧滑产生,属于正常压心。这三个设计

点基本概括了偏航机动过程的特征。

图13暋偏航机动响应曲线

Fig.13暋Responseofyawmaneuver

经过设计点法选择后得到的载荷结果,进一步

进行气动力分布及惯性力分布计算,并求出各框

位、肋位净载荷分布值,将多种载荷情况的某一力

素,如剪力、弯矩、扭矩等,做出沿展向或轴向的极

值包线,得到部件的单值包线,如图14所示。

图14暋部件载荷单值包线

Fig.14暋Singlevalueenvelopeofcomponentload

设计点法对于以气动载荷为主的翼面类部件

而言,如机翼、平尾、垂尾等很有效,而对于受惯性

载荷为主的机身类部件,则有些不足。伴随着设计

手段和工具的提升,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人们在设

计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参数选择法和参数分

析法。结合飞机的具体情况,选择俯仰角速度q,
俯仰角加速度q

·,偏航角速度r,偏航角加速度r· 等

参数为目标参数,将这些目标参数达到极限值(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设计点作为初选得到的载荷

工况。
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研究人员意识到单一的

单值包线法并不能完整覆盖临界载荷工况,对于传

力路径较为简单的部件,单值包线基本能涵盖载荷

的临界情况,而对于现代飞行器的主要承力部件,

其传力路径都较为复杂,某些较大的但又不是极值

的载荷组合也会成为设计情况。为了对单值包线

法进行补充,又发展出了组合包线法[1,7,10灢11]。

组合包线法通常采用的组合为:弯矩—剪力、

弯矩—扭矩,剪力—扭矩。通常在机身类部件上选

定6~8个框位,如结构对接框(前段、中段、尾段

框),集中质量框(前起落架框、主起落架框)等典型

框位上绘制复合包线。对于翼面类部件,通常选定

4~6个剖面,如翼根剖面,操纵面区剖面、翼尖剖

面及各结构对接面等典型剖面上绘制组合包线。
某型飞机机翼典型剖面的组合包线如图15~图16
所示。

参数选择法和组合包线法的使用使得载荷筛

选越来越精细,通过多种方法的互为补充,即可最

终确定临界载荷设计情况,并得到全部的数据信

息,可以保证严重载荷情况不被遗漏。

图15暋弯矩-剪力包线

Fig.15暋Bendingmoment灢shear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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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暋弯矩-扭矩包线

Fig.16暋Bendingmoment灢torquemomentenvelope

5暋飞行载荷的验证

飞行载荷设计本质上是一种预测技术,而为了

表明验证载荷计算方法和设计输入数据是否准确

有效,用于结构强度校核的载荷预测值相对于真实

飞行是否可靠或偏保守[12],则必须通过载荷试飞

加以验证。
飞行载荷试飞一般安排在试飞的早期阶段,在

完成必要的空速校准试飞后就可以开展载荷的试

飞。这种安排的好处包括:栙保证后续试飞安全;

栚尽早发现存在的不足;栛便于安排与其他科目的

结合试飞;栜避免测试改装失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载荷试飞的测量方法

已基本成熟,主要分为压力分布和应变测量两种方

法,两种方法的特点如表2所示。

表2暋压力分布方法和应变测量方法的特点

Table2暋Characteristicsofpressuredistribution

methodandstrainmeasurementmethod

方法
特暋暋点

测量方式 改暋装 维暋护

压力分

布测量

直接测量,能得到

更详 细 的 弦 向 气

动载荷分布

改装工作较大,电
缆、气 管 布 线 麻

烦,坏点难以修复

维护麻烦,防
止雨水、灰尘

等污染

应变

测量

间接测量,只能得

到展 向 净 载 荷 分

布,误 差 来 源 比

较多

改装相对简单,主
要布置电缆;通过

备份解决坏点

维 护 相 对 简

单暋

暋暋在规划载荷试飞时可以根据飞机特点,针对不

同的部件合理选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常规的方案

是机翼、平尾、垂尾主翼面用应变法测量剪力、弯矩

和扭矩,机翼同时布置若干测压剖面;襟翼、缝翼等

增升装置测量表面压力分布;主飞控翼面通过应变

测量铰链力矩。测量机翼、尾翼载荷经典的方法是

在主传力路径上粘贴应变电桥(如图17所示),通
过载荷方程[13]得到翼面不同展向站位的累积净载

荷(剪力、弯矩和扭矩)。应变电桥位置的选择需要

综合考虑传力相对单纯(弯剪扭不耦合)、改装空间

足够、避开应力集中或突变区域等因素,并充分考

虑试飞中外界大气温度随高度的大幅变化,做好温

度补偿措施,这一点与地面常温试验存在很大

差异。

图17暋应变改装示意图[13]

Fig.17暋Strainmodification[13]

为了准确测量主翼面的剪力、扭矩、弯矩,地面

校准试验是必不可少的,如图18所示。

图18暋地面校准试验[14]

Fig.18暋Groundtest[14]

在飞机改装完成后,将其停在机库中约束固

定,对机翼、平尾、垂尾等主要承力结构施加各种已

知的剪力/弯矩/扭矩组合载荷,记录应变电桥的输

出,根据输入载荷和电桥输出关系优选得到剪力/
弯矩/扭矩的载荷方程,如式(7)所示[15]。试飞时

测得电桥输出后,通过此载荷方程反算出机体载

荷[15灢18]。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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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副翼、升降舵、方向舵这些作动器连杆连

接的主飞控翼面,则可以在作动器连杆上粘贴应变

片测量拉/压力,进而通过不同偏度的几何关系即

可得到活动面的铰链力矩。试飞前也需要通过地

面试验校准应变与拉/压力间的关系方程。地面试

验和数据分析通常要耗费数周时间,在规划安排时

需在试飞期间预留出充足的停飞周期。
压力分布测量是在蒙皮表面粘贴测压带,或者

直接在蒙皮上打孔,用测压软管将测压孔与扫描阀

连接,采集壁面的压力分布数据。对于尺寸较大的

翼面(如机翼主翼盒),可以在蒙皮表面粘贴测压带

(外径2mm 以上),此种测试改装对试飞机原有结

构的改动较少。但对尺寸较小的结构(如前缘缝

翼,如图19所示)不适用,因为测压带对原有气动

外形的改变较大,气动干扰不可忽略。对此可以单

独加工外形相同的测压试验件,直接在蒙皮上打

孔,缺点是对原有结构有改动(需合理布置安装维

护口盖),成本高。

图19暋测压孔示意图

Fig.19暋Pressuretap

随着测量技术的发展,波音公司首先在 B787
飞机的载荷试飞中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带状压力测

压系统[19],该系统尺寸较小,可以直接贴在蒙皮表

面,直接输出压力值的电信号。在获得壁面的压力

分布数据后,通过对封闭曲面积分可以得到翼面的

气动载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这种方法在国内

的载荷试飞中应用尚未普及,亦无成功案例。
通常,载荷试飞不直接验证严重载荷[20],因此

无需进行临界情况的试飞。而且飞行载荷主要分

析频率2Hz以下的机体静载荷,适用定常气动假

设[21]。多数情况下机动试飞中机体所受的气动力

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机动动作越剧烈,非定常气动

影响越大。除失速或抖振外,计算分析模型主要使

用定常气动力,因而试飞机动动作应尽量保持较长

时间稳定段。失速或抖振试飞侧重于通过试飞测

量理论上难以准确预测的气动力,尤其是测量平尾

上的非对称载荷[22]。

选择试飞点(一个试飞点指特定速度、高度、重
量重心、过载与机动动作的一种组合)的基本原则

是保证试飞安全。除必要的失速和抖振试飞外,载
荷试飞在飞行手册规定的包线范围内进行即可。

试飞完成后需从大量试飞数据中挑选出与试

飞大 纲 要 求 符 合 性 最 好 的 试 飞 结 果 进 行 分

析[23灢24]。对比分析流程图如图20所示。在用载荷

方程计算载荷时,需要设置电桥零值。尾翼内没有

油箱,在试飞前停机状态可以将电桥的初始值赋值

为零。机翼则不同,可以将空油箱对应的电桥输出

作为零值,每架次机翼油箱内装载燃油后,试飞前

停机状态的电桥初始值是零值加燃油惯性力产生

的电桥输出值[25]。

图20暋试飞载荷对比分析

Fig.20暋Comparativeanalysisofflighttest

经处理后将设计载荷与试飞载荷进行对比。
某型机翼面站位弯矩随过载变化曲线如图21所

示,可以看出:线性部分设计结果与试飞结果吻合

很好,非线性部分设计结果比试飞结果略保守。

图21暋翼面站位弯矩对比

Fig.21暋Comparisonofbendingmomentofwing

压力分布的对比(如图22所示)更为直观,如
果分析与试飞测得的压力分布形态一致,曲线包络

面积接近,则两者气动载荷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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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暋某型机翼面压力分布对比

Fig.22暋Comparisonofpressuredistributionofwing

除了型号试飞中的载荷试飞,还可以在运营航

线的飞机上采集载荷数据,为飞机延寿、增大商载

等积累飞行数据作为依据[26]。

6暋飞行载荷设计展望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国际上的主要制

造商,还是国内的主机院所,飞行载荷设计都已发

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国内的飞行载荷计

算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未来国内飞行

载荷发展的方向将主要聚焦在新技术应用、试验验

证等方向,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载荷控制律一体化设计

主动控制技术是未来飞行器设计的一个重要

发展方向,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越来越

多的型号采用先进的主动控制技术,而目前国内控

制律设计与载荷设计之间大多采用串联的工作模

式,相对独立,这种工作模式载荷收益有限且迭代

周期长,不利于快速迭代设计。因此,深入开展载

荷与控制律综合设计研究,对于载荷设计与控制律

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工程实用

价值。
(2)弹性载荷设计

现代飞行器结构柔度大,复合材料应用比例

高,对气动弹性载荷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

前,弹性载荷设计主要依赖于理论计算,而不同的

理论计算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 DLM 方

法,虽然计算速度快,应用广泛,但在跨声速区其计

算精度较差;而CFD/CSD耦合虽然可以较好地计

算飞行器的气动弹性,但其运算速度较慢,不适合

大范围的工程应用。如何综合不同理论计算方法

的优缺点,建立一套完整的弹性载荷设计体系是国

内研究人员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3)飞模载荷试飞验证

飞行载荷设计最终还要进行试飞验证,当前,
型号研制多采用真机进行载荷试飞验证,成本较

高,且受改装工艺、飞行安全等影响,验证的范围也

有限。而飞模试验在载荷分析方法、气动弹性载荷

设计方法、飞行安全性的验证方面有着显著优势,
从长远来看,载荷模飞验证是必然趋势,是未来载

荷验证的发展方向。

7暋结束语

飞行载荷是飞行器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连接总体气动和结构强度的桥梁。在超过一个

世纪的时间里,飞机设计师们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本文通过对飞行载荷设计规范和设计方

法的研究,对设计规范、设计方法、验证方法的发展

历程、发展现状和技术特点进行逐一论述,梳理出

现有设计验证方法的优点和不足,为飞行载荷设计

方法的研究和优化提供了参考。在此基础上,结合

新理念、新技术、新材料在飞行器设计中的应用,尤
其是主动控制技术、飞模验证技术、复合材料应用

等方面对飞行载荷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为
飞行载荷设计的发展提供了可行的建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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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气动载荷的实时在线分布测试,提出基于精细化有限元仿真数据驱动的载荷反演方法;使用深度学习方法建

立神经网络代理模型,通过有限元方法构建典型载荷下的结构响应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训练;将基于深度学习

方法的翼面载荷反演结果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总载荷的平均误差约为0.2%,压心位

置误差约为1%,该方法可以使用少量的应变测点数据对整个翼面结构的载荷分布实时反演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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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lightloadtesttechnologyisofgreatimportanceforloaddesigning,strengthflighttestandlife

monitoringoftheaircraft.Inordertorealizethereal灢timedistributedaerodynamicloadtestonthecomplex

wingsurface,thedata灢drivenloadestimationmethodbasedonrefinefiniteelementsimulationispropos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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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上的大量应用,带来了机

体减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问题。通过监测飞机的气动载荷可以获知飞机在

服役过程中的过载和异常载荷状态,对飞机起落的

安全性能进行评估,同时指导地面人员对出现异常

载荷的机体进行维修和维护[1]。气动载荷的历史

数据可以对结构设计及疲劳分析做出指导,实时的

载荷监控增强了飞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以对飞机



的稳定性控制带来增益[2]。
目前飞机真实飞行环境下的载荷测量方法主

要包括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类,直接法主要通过在结

构的关键位置布置力传感器来测量翼面上的载荷

分布[3]。由于机翼结构复杂、内部空间有限,难以

安装大量的取压管及压力传感器,因此直接载荷测

量法很难在载荷试飞中使用,而多应用于风洞试验

中。间接法则通过测量结构的应变、位移等物理量

的变化来间接推知载荷的变化。由于飞行过程中

的机翼位移难以测量,基于应变电桥的载荷测试方

法在工程中更为常用。将应变片布置在机翼的关

键位置组成应变桥路,测量在载荷作用下的应变变

化,通过地面载荷标定试验建立的载荷方程反推出

飞机所受的载荷大小[4]。应变法载荷测量技术成

熟、计算简单,然而随着飞机速度和机动性的提高,
机翼的结构和形状也趋于复杂,使用传统的应变法

只能对整机的总载荷或少数剖面的载荷进行测试,
难以反映翼面的载荷分布情况;同时通过多元回归

方法拟合的载荷方程也存在着较大的误差[5]。随

着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地面数字模型也需要对空

中飞机的载荷情况进行实时求解和显示。然而传

统的逆有限元等计算方法计算量大,耗时长,无法

满足实时求解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使用数

据驱动模型方法是一种合适的选择。通过大量的

试验数据建立并训练代理模型,用代理模型来近似

替代复杂的物理关系,最终实现实时的载荷求解。
在众多代理模型中,人工神经网络是近年来常用的

选择之一,陈志煌等[6]使用 RBF神经网络对机械

臂的抓持载荷进行了反演,并通过仿真进行了验

证;郑敏等[7]通过仿真数据训练 BP神经网络,并
使用振动位移数据对转子系统的载荷进行了识别。
在航空应用中,人工神经网络可以用于飞行器的载

荷识别,如王珲玮[8]使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对某

导弹模型的飞行载荷进行了识别,使用速度、高度、
迎角等飞行参数作为网络的输入,输出关键截面的

内力;P.M.Trivailo等[9]使用了人工神经网络对

F/A灢18飞机的尾翼的疲劳载荷进行了预测,将尾

翼上布置的19个应变片获取的应变数据作为网络

输入,建立训练网络,获得了加载在尾翼上的单点

载荷;S.B.Cooper等[10]使用一个双层前馈网络模

型对翼肋结构上的静态载荷进行了预测,使用了

15个应变传感器的数据作为网络输入,实现在翼

肋上两个点的载荷大小输出;D.Wada等[11]使用

光纤布拉格光栅(FiberBraggGrating,简称FBG)
传感器通过神经网络的方法对大展弦比的机翼气

动载荷进行了反演,将两根光纤各30个FBG传感

器布置在了3.6m长的机翼的前后翼梁上,在风洞

中进行气动加载,以60个FBG传感器的应变以及

8个襟翼的角度为输入,输出了机翼的展向剖面载

荷分布以及机翼的迎角。以上研究利用神经网络

的方法实现了较低误差的从应变到载荷的逆问题

求解,但是网络输出的结果也多为单点载荷或单个

剖面的几个点的载荷。对于具有非平直翼型的现

代战机来说,单点或单个剖面的载荷并不能完整反

映翼面的载荷分布。
本文提出基于深度前馈神经网络的数据驱动

方法,通过深度学习建立并训练多层前馈神经网络

作为代理模型,以高超声速飞机常用的三角翼面为

例对载荷分布进行反演,并对反演结果进行验证。

1暋基于深度前馈神经网络的载荷反

演方法

随着对飞机速度和机动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战
斗机从最初的平直翼布局逐渐发展为三角翼、双三

角翼、梯形翼等复杂的机翼布局[12],相应的气动载

荷在翼面上的分布也更为复杂。某超声速飞行器

的翼面在某种典型飞行工况下的翼面气动力分布

如图1所示,图中彩色区域表征了载荷大小,从下

到上递减。

图1暋某飞行器翼面载荷分布

Fig.1暋Theflightloaddistributionofanaircraft

从图1可以看出:翼面载荷最大值约在靠近机

身的中部位置,且在展向和弦向分布都存在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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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传统的飞行载荷测试方法测得的总载荷或

剖面载荷并不能完整反映翼面上的载荷分布情况。
对于机翼结构来说,载荷同应变的关系同其总体刚

度矩阵相关,如式(1)所示。

F=K毰 (1)
式中:F 为 载 荷 矩 阵;毰 为 应 变 矩 阵;K 为 刚 度

矩阵。
由于机翼结构中有翼梁、翼肋等复杂结构,总

体刚度矩阵很难求得。在工程应用中,当实际问题

计算量很大、不容易求解时,可以使用计算量较小、
求解迅速的简化模型来替代原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常用的代理模型,可以解

决分类、回归、预测等多种问题,训练完成的神经网

络可以实现输入到输出的快速计算,满足实时性的

要求[13]。在众多的人工神经网络结构中,前馈神

经网络适用于回归和函数拟合。前馈神经网络是

一种层与层顺序连接的网络,包括了输入层,一个

或多个隐含层以及输出 层,其 基 本 结 构 如 图 2
所示。

图2暋前馈神经网络结构[14]

Fig.2暋Structureoffeed灢forwardneuralnetwork[14]

理论上讲,包含单隐含层的三层前馈网络可以

解决任意复杂函数的拟合问题。然而随着需要拟

合参数的增加,单隐层网络中神经元的规模呈指数

扩大,复杂模型的训练效率随着参数的增加迅速降

低。虽然具有单隐层的前馈网络足以表征任何函

数,但是受限于网络规模无法实现。在更多的情形

下,使用更多层的网络,即更深的模型能够明显减

少神经元的数量,同时也能减少泛化误差[15]。
然而对于深度网络,在训练过程中使用的误差

反向传播算法会使梯度传播逐渐变小,导致浅层的

隐含层神经元权值得不到更新,出现了所谓的“梯
度消失暠问题。为此有研究者提出使用整流线性单

元(RectifiedLinearUnit,简称ReLU)代替传统神

经网络中常用的Sigmoid单元构建前馈网络。Re灢
LU单元易于优化,其处于激活状态时导数为1,梯
度大且一致。但是其输入值小于0时,输出值恒定

为0造成了其不能通过梯度方法学习那些使其激

活为0的样本,存在死区。泄漏整流单元(Leaky灢
ReLU)是为了改进 ReLU 单元的死区特性而发展

出来 的 一 种 非 线 性 单 元,其 表 达 式 如 式 (2)
所示[15]:

f(z)=max(0,z)+a·min(0,z) (2)
式中:z为单元的输入;a 为一个小于1的常数;

f(z)为单元的输出。

Leak灢ReLU函数不同于 ReLU,在输入小于0
的情况下输出是一个较小斜率不为0的值,避免了

输入小于0时输出为0的问题,更适用于拟合计

算。为此本文构建以 Leaky灢ReLU 为激活函数的

多层前馈网络作为代理模型,对载荷反演问题进行

求解。

2暋有限元建模及计算

2.1暋机翼有限元模型

本文采用高超声速飞机常用的三角翼作为研

究对象,其外形及内部梁肋分布如图3所示,机翼

结构均采用钛合金材料。

图3暋机翼外形示意图

Fig.3暋Wingshapesketchmap

机翼使用SHELL单元建模,单元尺寸大小约

为15mm。为减小约束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同时

建立机身模型,约束施加在机身对称面上,在机翼

下蒙皮选择均匀分布的433个节点施加集中载荷,
用于模拟气动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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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成足够数量的样本用以神经网络训练

和测试,需要构建同真实工况接近的多种载荷分布

情况。通过将机翼分为前端、中部及后缘三个部

分,分别在正弦函数的基础上通过随机参数化的方

法生成如图4(a)所示的三条曲线,在机翼面上进

行二维插值拟合,最终得到一组翼面的气动载荷分

布,如图4(b)所示。通过随机生成三条曲线的分

布参数,得到了5000组翼面载荷分布,在所有分

布中的最大载 荷 小 于 1000 N,最 小 载 荷 大 于

-100N。暋

(a)随机生成载荷曲线

(b)翼面载荷分布

图4暋翼面载荷分布生成方法

Fig.4暋Themethodofwingloaddistributiongeneration

2.2暋应变测点位置选取

受限于机翼结构的复杂性,在真实的机翼结构

上无法大量布置传感器,需要在机翼上选取少量合

适的应变测点位置。考虑到机翼类似悬臂梁的结

构,翼稍到翼根处的应变应逐渐增大,对于复杂的

三角翼结构来说,机翼弦向和展向不同位置的应变

对载荷的灵敏度也是不同的,为了对翼面上的应变

载荷灵敏度进行评估,使用5000组生成的随机载

荷通过 Nastran软件计算机翼展向的应变分布,并
求得5000组应变分布的方差如图5所示。

图5暋翼面应变方差分布

Fig.5暋Distributionofwingstrainvariance

从图5可以看出:机翼根部同机身连接处有两

个方差较大的区域,意味着在载荷变化的情况下这

些位置的应变变化也相应较大,为应变-载荷灵敏

度高的位置。以此为依据并尽可能覆盖较大的翼

面范围,选取了翼面上的15个测点提取应变数据,
如图5中虚线框出的位置所示。

3暋前馈神经网络构建及训练

构建神经网络结构首先需要分析网络的输入

与输出。对于本文中的问题,输入为15个应变数

据,而输出则是整个翼面433点的载荷大小。为了

保留应变测点在翼面上的空间位置信息,将输入数

据从15个点扩充为433个点,未采样位置的应变

设置为0。构建的深度前馈神经网络如图6所示。
神经网络输入层为翼面应变逐行展开得到

1暳433大小的矢量,中间为四层全连接层,每层都

采用 Leaky灢ReLU 函数激活并加入批量标准化

(BatchNormalization)层用以将样本分布归一化

保证收敛速度。第一层全连接层输出大小为433,
输入数据在同维度下进行仿射变换,将少量的应变

点信息扩充至整个翼面;后两层全连接层输出大小

为866,使数据在高维展开,得到更好的非线性拟

合能力;最后一层全连接层为433大小的输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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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翼面的载荷分布。

图6暋深度前馈神经网络连接示意图

Fig.6暋Deepfeedforwardnetworkconnectiondiagram

网络训练采用自适应矩估计(AdaptiveMo灢
mentEstimation,简称 Adam)优化方法,Adam 是

深度学习中新兴的一种优化方法,可以替代传统的

随机梯度下降(StochasticGradientDescent,简称

SGD)方法[16]。相较于SGD方法,Adam 所需内存

小,计算效率高,适合解决大规模的数据和参数优

化问题。使用90%的样本进行训练,剩余样本做

为交叉验证,即4500个样本用于训练,500个样本

用于验证。为了降低训练陷入局部极小的概率,使
用小批量(Mini灢batch)训练方法,批量大小为32,
训练轮数为50轮,初始学习率设定为0.001,损失

函数采用均方根误差(Root灢mean灢squareError,简
称RMSE)。训练在本地计算机上进行,CPU 为

AMDRyzen54600U,6核心12线程,主频最高

3.9GHz。训练总耗时12分10秒。

4暋载荷反演结果及分析

神经网络训练完成后,使用500个样本对其进

行验证。在与训练相同的计算机硬件平台上求解

500个样本耗时0.48s,平均每次求解0.001s,实
现了实时的载荷分布输出。神经网络输出结果同

验证目标的载荷分布平均误差约为最大载荷的

5%,验证集中随机的一组载荷分布结果如图 7
所示。

(a)神经网络计算载荷分布

(b)目标载荷分布

图7暋神经网络同有限元计算的载荷分布结果对比

Fig.7暋Comparisonofloaddistributionresultsbetween

neuralnetworkandfiniteelementmethod

从图7可以看出:神经网络输出的载荷分布结

果同验证目标的载荷分布接近。为了评估结果,对
翼面上的总载荷和总压心进行求取,载荷分布样本

的总载荷大小及总压心位置如表1所示。

表1暋总载荷及总压心计算结果对比

Table1暋Comparisonoftotalloadandtotalpressure

centercalculationresults

方法 总载荷/N
总压心位置

展向坐标/mm 弦向坐标/mm

神经网络 53935 174.3 376.9

有限元 52264 171.1 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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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从表1可以看出:神经网络输出的载荷分布同

目标载荷分布的压心距离接近。对500组验证结

果的总载荷进行求取,得到总载荷的平均误差为

0.2%,压心位置的平均误差为1%。除了总压心

和总载荷之外,飞行载荷测试还关注机翼展向的剪

力、弯矩及扭矩分布,对一组神经网络输出载荷和

验证目标载荷进行计算,得到剪力、弯矩及扭矩曲

线如图8所示。

(a)剪力分布对比

(b)弯矩分布对比

(c)扭矩分布对比

图8暋剪力、弯矩及扭矩分布对比

Fig.8暋Comparisonofshearforce,bending

momentandtorquedistribution

从图8可以看出:神经网络输出的结果同目标

结果接近,对500组验证数据的误差进行对比,剪
力平均误差为0.6%,弯矩平均误差为0.4%,扭矩

平均误差为8%。

5暋结暋论

(1)基于深度学习的飞行载荷测试反演方法

通过构建深度前馈网络作为代理模型,从机翼上少

量的应变采样点反演得到整个翼面的载荷分布,改
进了传统飞行载荷测试方法,实现了载荷分布的实

时计算。
(2)通过构建典型工况下的载荷分布建立训

练样本集,对网络进行了训练及测试。通过交叉检

验验证了代理模型的有效性,验证总载荷的平均误

差约为0.2%,压心位置误差约为1%。
(3)基于深度学习的飞行载荷测试反演方法

实现了高精度的载荷测试,获得了更详细的载荷分

布信息,为飞机结构设计及优化提供了指导,也为

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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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对其进气道流场进行数值仿真,研究不同马赫数、攻角、侧滑角及余气系数条件下的进气道压力特性;针

对进气道压力工程估算及设计需求,使用无量纲和解耦的方法,对进气道压力经验公式进行拟合;反算飞行试

验中的进气道压力,并与测量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进气道压力随马赫数增大而增大,随余气系数增大而

减小;正常工作包线内,较小的攻角、侧滑角对进气道压力影响不明显;进气道压力经验公式计算值与飞行试验

测量值符合较好,具有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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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edictionandlimitationofinletpressureareimportantforsupersonicvehicles.Numericalsimulation

onhighspeedinletflowisconducted,andpressurecharacteristicswithdifferentMachnumbers,attack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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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对于在大气层内的高速飞行器,冲压发动机具

有比冲高、推重比大、可长时间工作的特点。其进

气道通过激波系的压缩使来流减速增压,以满足发

动机的使用要求,是冲压发动机的关键部件[1]。低

空高速飞行时,该类型飞行器的进气道压力可达来

流压力的数十倍,对结构安全产生较大威胁。因此

进气道压力载荷的预示和限制,成为飞行器研制过

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国外亚燃冲压发



动机PTV 的研制中,采用了进气道压力限制技

术,通过控制燃料供应量以降低由于进气道超压导

致的结构失效风险[2]。
进气道压力载荷预示一般使用数值仿真和风

洞试验方法。白晓征等[3]对马赫数3.5飞行条件

下整流罩开启过程中的进气道非定常流动进行了

数值模拟,压力振荡峰值达到了来流压力的51.6
倍;熊志平等[4]利用有限体积法研究了超声速轴对

称进气道流场,其中马赫数3.0、进气道超临界状

态的扩张段压力峰值为来流的17.5倍;张晓旻

等[5]开展了进气道堵盖打开过程非稳态流场研究,
其中马赫数2.5情况下出口堵盖处的压力峰值为

来流压力的20倍以上;卫峰等[6]研究了曲外锥乘

波前体进气道在超声速风洞中的压力特性,其中马

赫数4.0下的进气道抗反压能力为来流压力的33
倍。与进气道压力经验公式研究相关的文献鲜有

发表,仅有少数工程设计人员从事该领域研究。蒲

晓航等[7]针对弹用 ATR 进气道,建立了进气道超

声速性能快速预估模型,绝大多数来流及背压组合

工况下的总压恢复系数计算误差不超过10%。
本文以典型颌下进气高速飞行器为研究对象,

使用Fluent软件对其进气道流场进行数值仿真,
研究不同马赫数、攻角、侧滑角及余气系数条件下

的进气道压力特性;针对进气道载荷快速估算及限

制设计需要,以马赫数和余气系数为主要变量,采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进气道压力载荷经验公式;使用

经验公式反算真实飞行状态下的进气道压力,并与

飞行试验测压结果进行对比,对经验公式的精度进

行验证。

1暋进气道压力特性计算

1.1暋计算模型

本文以美国 ASALM 飞行器进气道为研究对

象,如图1所示。

图1暋ASALM 飞行器进气道构型[8]

Fig.1暋InletconfigurationofASALM[8]

该进气道为混压式超声速进气道,采用两级锥

压缩,进气道迎风面捕获面为扇形,内通道为扇环

形通道,在尾部转弯导流到飞行器中部变为圆形。

该进气道具有良好的攻角特性,能够适应马赫数

2.5~4.5工作范围要求[9灢10]。

1.2暋数值模拟方法

采用 Fluent软件,利用有限体积法求解定常

三维 Navier灢Stokes方程,湍流模型为k灢氊SST 模

型,采用隐式离散方法进行时间推进。计算网格为

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在进气道壁面附近适当加密。

进气道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边界。通过风洞试验

和发动机试车射流试验测量得到。壁面为绝热、无
滑移、固体边界。流场计算时先选择一阶精度,待

一阶精度计算收敛,正激波在进气道内稳定下来

后,再选择二阶精度进行计算[11]。

计算参数为:来流马赫数 2.5~3.5,攻 角

-3曘~+3曘,侧滑角0曘~3曘,余气系数(A)1.2~5.0
(对 应 进 气 道 出 口 反 压/静 压 比 范 围 为 4.8~

33.0)。需要说明的是,余气系数是实际空气流量

与供入燃料完全燃烧所需理论空气流量的比值,一
般为大于1.0的正数,其值越小表明燃料供应越

多,燃烧室内压力越大[12]。本文中,变余气系数是

通过改变出口压力边界条件实现的,具体方法为:

首先在风洞试验中测量进气道捕获流量,然后在发

动机试车射流试验中根据已知流量,通过改变供油

量实现不同余气系数条件,同时测量发动机热态工

作下的进气道出口压力,作为数值模拟的输入。

1.3暋计算结果

余气系数1.2条件下不同马赫数的进气道壁

面压比如图2所示,截取进气道压缩锥到S型扩张

段的上母线部分,Pdl为进气道压力与来流压力之

比。可以看出:经过两级锥面压缩,进气道内压力

逐渐升高,到扩张段前基本趋于平稳;同等余气系

数条件下,随着来流马赫数增大,前体锥面激波对

气流的压缩能力不断提高,进气道捕获流量逐渐增

大,进气道压力也随之升高;马赫数由2.5增大到

3.5,进气道扩张段压比由12增大到33,增大约

175%。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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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不同马赫数来流的进气道壁面压比

Fig.2暋Dimensionlesspressureofinletin

differentMachflows

马赫数2.5条件下、不同余气系数的进气道壁

面压比如图3所示。

图3暋进气道壁面压比与余气系数的关系

Fig.3暋Dimensionlesspressureofinletwith

differentexcessaircoefficients

从图3可以看出:在同等来流马赫数条件下,

进气道捕获流量不变;但随着余气系数增大,发动

机燃料供应量减小,燃烧室压力降低,进气道压力

也随之降低,结尾激波不断后移(如图4所示),这

与文献[13]中的激波结构变化趋势类似。余气系

数由1.2增大到3.5,进气道扩张段压比从12减

小到5左右,降低约58%。在发动机正常包线内,

进气道工作在超临界状态,燃烧室压力仅影响结尾

激波后的流场,进气道喉道前的压力不受余气系数

影响。这对简化进气道载荷的分析是有利的。

图4暋不同余气系数状态的进气道激波结构

Fig.4暋Shockconfigurationofinletwithdifferent

excessaircoefficients

马赫数分别为2.5和3.0,余气系数1.2,不同

攻角和侧滑角条件下的进气道壁面压比如图5
所示。

(a)Ma=2.5

(b)Ma=3.0

图5暋进气道壁面压比与姿态角的关系

Fig.5暋Dimensionlesspressureofinletwith

differentattackandyaw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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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看出:对于颌下进气道,攻角由负

变正,进气道捕获空气流量增大,因此在同等余气

系数条件下,进气道压力略有升高,其中攻角+3曘
状态的压比较攻角-3曘状态大约5%;侧滑角对进

气道压力影响较小,侧滑3曘状态的进气道压力较

侧滑角0曘状态小约1%。总体来看,正常工作包线

内,较小的攻角、侧滑角对进气道压力影响不明显。

2暋进气道压力经验公式研究

在飞行器进气道结构设计时,考虑各种拉偏情

况的弹道点往往数以万计,都开展数值计算难以实

现,只能从中筛选严酷情况进行载荷分析。通过数

值仿真和风洞试验数据的归纳总结,将进气道压力

拟合为若干变量的函数,不仅方便载荷严酷情况的

筛选,也能满足工程上快速估算的需要。另外,在

进气道载荷较大、需要进行限制时,函数形式的进

气道压力经验公式也更方便弹道的设计。因此进

气道压力经验公式研究在型号研制过程中有较迫

切的需求。

基于数值仿真掌握的进气道压力载荷规律特

性,开展经验公式的拟合研究。研究时主要采用以

下思路:

(1)进气道结构主要薄弱点在亚声速扩张段,

该处载荷不仅与飞行马赫数、高度、燃料供应量有

关,而且受任务需求限制,弹道的马赫数-高度剖

面难以作大的调整;可供控制的主要是燃料供应

量,可使用余气系数进行定量描述。

(2)与零攻角、零侧滑角状态相比,攻角暲3曘
状态的进气道扩张段压力变化小于3%,侧滑角3曘
的变化小于1%。在小姿态角范围内,可忽略攻

角、侧滑角对进气道压力的影响。

(3)将有量纲的进气道扩张段压力分解为来

流压力和无量纲进气道压比的乘积。前者主要与

飞行高度有关,后者与飞行马赫数和余气系数有

关。进气道压力可描述为

Pinlet(Ma,H,A)=P曓 (H)暳Pdl(Ma,A) (1)

式中:Pinlet、P曓 、Pdl和A 分别为进气道压力、来流

压力、无量纲进气道压比和余气系数。P曓 可根据

国军标[14]或文献[15]中的公式确定。

(4)采用解耦思想,将无量纲进气道压比分解

为临界压比Pdl(A=1.2)和余气系数变化函数P*
dl(A)

的乘积:

Pdl=Pdl(A=1.2)(Ma)暳P*
dl(A) (2)

临界压比Pdl(A=1.2)与马赫数有关,使用最小二

乘法拟合为马赫数的线性函数[16],如式(3)所示。

式(3)与仿真数据的对比如图6所示。

Pdl(A=1.2)=-15.25+9.943Ma (3)

图6暋式(3)与仿真数据的对比

Fig.6暋Formula(3)comparedwithsimulationdata

P*
dl(A)与余气系数有关,使用最小二乘法拟

合为余气系数的抛物线函数,如式(4)所示。式(4)

与仿真数据的对比如图7所示。

P*
dl=1.328-0.305A+0.0287A2 (4)

图7暋式(4)与仿真数据的对比

Fig.7暋Formula(4)comparedwithsimulationdata

使用式(2)~式(4)计算马赫数2.5~3.0、余

气系数1.2~5.0状态的进气道扩张段压比,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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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仿真的对比如图8所示。

图8暋进气道压比经验公式与仿真值的对比

Fig.8暋Dimensionlessinletpressurecalculatedby

empiricalformulacomparedwithsimulation

从图8可以看出:对于图8中的11个状态点,

除1个点拟合误差较大外,其他点拟合误差均小于

5%,平均拟合误差为2.46%。考虑到经验公式主

要用于进气道压力快速评估和弹道控制律设计,因

此该精度能够满足型号工程研制阶段的载荷预示

要求。

3暋飞行试验验证

该飞行器两次飞行试验中,在发动机工作窗口

对进气道扩张段壁面压力进行测量,采集频率为

50Hz,采集时长分别为59.8和5.2s。试验后利

用飞行试验遥测的静压、马赫数、余气系数,使用式

(1)~式(4)对进气道扩张段压力进行反算,其与飞

行试验测量值的对比如图9所示。

(a)飞行试验1

(b)飞行试验2

图9暋进气道压力计算值与飞行试验的对比

Fig.9暋Inletpressurecalculatedbyempirical

formulacomparedwithflighttest

从图9可以看出:在测试窗口内,计算的进气

道载荷变化趋势和遥测值符合较好,有效测试时间

内大部分计算值与飞行试验测量值相差小于5%,

载荷峰值最大相差13.6%。经分析,误差一方面

与经验公式本身的拟合误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飞

行试验遥测误差及飞行器姿态的快速变化有关。

考虑到经验公式主要用于设计阶段的载荷情况筛

选和快速估算,该精度已经能够满足工程应用

需要。

4暋结暋论

(1)超声速进气道压比随马赫数增大而增大,

随余气系数增大而减小;较小的攻角、侧滑角对进

气道压力的影响不明显。

(2)进气道压力主要受马赫数、高度和余气系

数影响,基于无量纲化、解耦方法拟合的经验公式

具有较高的精度,可用于载荷快速评估和弹道控制

律设计。

参考文献

[1] 刘兴洲.飞航导 弹 动 力 装 置 [M].北 京:宇 航 出 版 社,

1992.暋

LIU Xingzhou.Propulsionsystem ofaerodynamicmissile
[M].Beijing:ChinaAstronauticPress,1992.(inChinese)

[2] WEBSTERF.EvaluationoftheASALM灢PTVpropulsion

system flightdatacorrelationresultsandanylasistech灢
niques:AIAA灢81灢1606[R].USA:AIAA,1981.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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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白晓征,刘君,郭正,等.冲压发动机进气道压力振荡过程

中的数值研究[J].推进技术,2008,29(5):562灢565.

BAIXiaozheng,LIUJun,GUOZheng,etal.Numerical

simulationofpressureoscillationinramjetinlet[J].Journal

ofPropulsionTechnology,2008,29(5):562灢565.(inChi灢
nese)

[4] 熊志平,武晓松,夏强.超声速轴对称进气道流场的数值模

拟[J].兵工学报,2009,30(1):5灢8.

XIONGZhiping,WU Xiaosong,XIA Qiang.Numerical

simulationofsupersonicaxisymmetricinletflowfield[J].

ActaArmamentarii,2009,30(1):5灢8.(inChinese)

[5] 张晓旻,杨石林,李璞.进气道堵盖打开过程数值模拟[J].
固体火箭技术,2017,40(3):307灢318.

ZHANGXiaomin,YANGShilin,LIPu.Numericalsimu灢
lationsoftheinletcoveropeningprocess[J].JournalofSol灢
idRocketTechnology,2017,40(3):307灢318.(inChinese)

[6] 卫锋,周正,李莉,等.曲外锥乘波前体进气道低马赫数段

实验研究[J].实验流体力学,2017,31(6):1灢7.

WEIFeng,ZHOUZheng,LILi,etal.Experimentalstud灢
iesofcurvedconewaveriderforebodyinlet(CCWI)atlow

Machnumberrange[J].JournalofExperimentsinFluid

Mechanics,2017,31(6):1灢7.(inChinese)

[7] 蒲晓航,蔡强,常浩,等.ATR 进气道改进设计及其超声

速性能快速预估[J].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2020(3):49灢

54.暋

PUXiaohang,CAIQiang,CHANG Hao,etal.Improved

designandrapidsupersonicperformanceestimationforan

ATRengineinlet[J].MissilesandSpaceVehicles,2020
(3):49灢54.(inChinese)

[8] WEBSTERF,BUCYJ.ASALMPTVchininlettechnolo灢
gyoverview[C]曃 AIAA/SAE/ASME15thJointPropul灢
sionConference.LasVegas:AIAA,2014:1231灢1240.

[9] 王新月,廉小纯.超声速颌下式进气道/前机身一体化方案

设计[J].推进技术,2002,23(2):142灢145.

WANGXinyue,LIANXiaochun.Supersonicchininlet/air灢
frameintegrationdesign[J].JournalofPropulsionTechnol灢
ogy,2002,23(2):142灢145.(inChinese)

[10] 孟宇鹏,高雄,朱守梅,等.超声速颌下乘波进气道一体化

设计[J].推进技术,2018,39(8):1720灢1727.

MENGYupeng,GAOXiong,ZHUShoumei,etal.Inte灢
grationdesignofsupersonicwaveriderchininlet[J].Jour灢
nalofPropulsionTechnology,2018,39(8):1720灢1727.(in

Chinese)

[11] 朱宇,李天,李椿萱.CFD在超声速进气道设计上的应用

状况[J].飞机设计,2002(4):11灢18.

ZHUYu,LITian,LIChunxuan.CFDstatusforsuperson灢
icinletdesignsupport[J].AircraftDesign,2002(4):11灢

18.(inChinese)

[12] 李存杰,王树声.冲压发动机技术[M].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社,1980.

LICunjie,WANGShusheng.Ramjettechnology[M].Bei灢
jing:NationalDefenseIndustryPress,1980.(inChinese)

[13] 郭敬涛.颌下进气道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2007.

GUOJingtao.Researchonchininlet[D].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2007.(inChi灢
nese)

[14] 陈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北半球标准大气

(-2~80km):GJB365.1-87[S].北京: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装备部,1987.

CHENZhao.NationalmilitarystandardofThePeople暞s

RepublicofChina-Northernhemispherestandardatmos灢
phere(-2~80km):GJB365.1-87[S].Beijing:The

GeneralReserveDepartmentofPLA,1987.(inChinese)

[15] 杨炳尉.标准大气参数的公式表示[J].宇航学报,1983
(1):83灢86.

YANGBingwei.Formulizationofstandardatmospherepa灢
rameters[J].JournalofAstronautics,1983(1):83灢86.(in

Chinese)

[16] 陈仲堂,赵德平,李彦平.数理统计[M].北京:国防工业

出版社,2014.

CHENZhongtang,ZHAO Deping,LIYanping.Mathe灢
maticalstatistics[M].Beijing:NationalDefenseIndustry
Press,2014.(inChinese)

作者简介:
李暋强(1986-),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流体

力学仿真、载荷设计等。

操小龙(1976-),男,硕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飞行载荷

设计与仿真。

(编辑:马文静)

998第6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李强等:超声速进气道压力估算方法及验证



第11卷 第6期

2020年12月
航空工程进展

ADVANCESINAERONAUTICALSCIENCEANDENGINEERING
Vol灡11 No灡6
Dec.2020

收稿日期:2020灢09灢28;暋修回日期:2020灢12灢04
通信作者:阮文斌,ruanwenbin@comac.cc
引用格式:阮文斌,张智.民用飞机控制律对偏航机动载荷影响分析[J].航空工程进展,2020,11(6):900灢906.

RUAN Wenbin,ZHANGZhi.Theinfluenceofcontrollawonyawmaneuverloadaboutcivilaircraft[J].AdvancesinAeronauti灢
calScienceandEngineering,2020,11(6):900灢906.(inChinese)

文章编号:1674灢8190(2020)06灢900灢07

民用飞机控制律对偏航机动载荷影响分析

阮文斌,张智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飞机结构强度工程技术所,上海201210)

摘暋要:飞机机动过程中方向舵快速大幅偏转会使方向舵和垂尾上产生较大气动载荷并传递到后机身,导致

驾驶员来回往复蹬舵造成安全事故。针对CCAR灢25部25.351条规定的偏航机动情况及 CS灢25部25.353规

定的偏航机动新条款———方向舵往复偏转,本文首先对两种偏航机动条款分别进行分析;然后考虑控制律进行

偏航机动情况机动仿真计算;最后通过比较分析飞机响应运动参数及垂尾载荷计算结果,并分析控制律对偏航

机动载荷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偏航机动,考虑控制律后飞机的响应幅度有所缓减,导致垂尾载荷有所降低;

对于偏航机动新条款,由于方向舵反向偏转导致侧滑角贡献和方向舵偏度贡献垂尾载荷两者叠加,从而导致垂

尾载荷大幅增加;P灢Beta控制律有效降低了方向舵往复偏转的垂尾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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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astandsharpdeflectionofrudderinaircraftmaneuveringprocesscanproducelargeaerodynamic

loadingonrudderandverticalfin,andtransmitthemtotherearfuselage,evencausethesafetyaccidentofre灢
ciprocatedrudderpedallingofpilot.Basedonyaw maneuversituationstipulatedinarticle25.351ofCCAR灢25

andruddercontrolreversalsituationstipulatedinarticle25.353ofCS灢25,theCCAR25.331andCS25.353are

firstlyanalyzed;thenthemaneuversimulationcalculationfortwoyaw maneuversituationswith/withoutthe

considerationofcontrollawrespectivelyiscarriedout;andfinally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aircraftresponse

andthevertical灢tailloadisconducted,andtheinfluenceofcontrollawonyaw maneuveringloadisanalyzed.

Theresultsshowthat,fortheyaw maneuversituation,theresponseamplitudeoftheaircraftisreducedafter

consideringthecontrollaw,andthevertical灢tailloadisreduced;afterconsideringtheruddercontrolreversal,

theresponseamplitudeoftheaircraftandtheangleofsideslipareincreased,andthevertical灢tailloadisfinally
increased;thevertical灢tailloadcausedbytheruddercontrolreversalcaneffectivelybereducedafterconsidering
theP灢Betacontro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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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偏航机动是 CCAR25.351[1]、FAR25.351[2]

和CS25.351[3]规定的一种侧向机动情况,该条款

要求方向舵操纵器件突然移动至方向舵舵偏限制

偏度并保持,直到侧滑角达到稳态时再操纵方向舵

操纵器件突然回到中立位置。机动过程中由于方

向舵快速大幅偏转造成方向舵和垂尾上产生较大

气动载荷并传递到后机身,进而导致方向舵、垂尾

和后机身等部件成为载荷严重情况之一。

偏航机动是单向蹬舵过程,整个机动过程中不

需考虑驾驶员来回往复蹬舵情况。服役经验和调

查表明,不论在训练中还是在运营飞行中,驾驶员

都可能实施一些错误或对飞行不利的方向舵输入

措施,例如脚蹬反向操作。事故和事件资料显示,

一些飞机经历了方向舵往复偏转操作,导致机体结

构承受了超过限制载荷甚至有时超过极限载荷的

作用力。现有的规章无该方面的机动载荷情况考

虑,进而导致了多起由于驾驶员来回往复蹬舵造成

的安全事故,其中包括2001年美航 AA587航班坠

毁事故[4]。因此,为保证飞机安全性,欧洲航空安

全局(EuropeanAviationSafetyAgency,简称EA灢
SA)在2018年发布了新条款CS25.353,作为现行

CS25.351偏航机动条款的补充。与偏航机动单向

蹬舵不同,方向舵往复偏转包含了两次往复蹬舵

过程。

CCAR25.351偏航机动和 CS25.353方向舵

往复偏转条款中都规定了驾驶舱航向操纵位移时

间曲线,对于采用机械操纵或助力操纵的飞机,在
进行机动载荷计算时,可直接将条款要求的座舱方

向舵操纵器件输入规律当作操纵面运动规律使

用[5灢8]。随着控制律在现代飞机上的大量应用,并
且复杂程度也逐步增加,操纵面的偏转规律由简单

的驾驶员动作线性变化变为由驾驶员动作和控制

律特性共同来确定,进而决定飞机的机动响应。国

内,王仲燕[9]从操纵面运动速率和规律两个方面研

究了控制律对对称机动载荷的影响;王庆林等[10]

将飞机控制律特性用于对称机动载荷计算分析,研
究了控制律对机动载荷的影响;李志等[11]研究了

采用主动控制技术时,飞机飞行参数对平尾机动载

荷的影响;陈惠亮[12]研究了主动控制技术对民用

飞机飞行载荷的影响,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和

实践结果;阮文斌等[13]研究了控制律对俯仰机动

平尾载荷的影响。从上述研究可知,目前国内在控

制律对机动载荷影响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纵向

俯仰机动情况,而对横航向机动载荷的影响鲜有

报道。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结合运动动力学方程,依
据CCAR25.351条款偏航机动情况及 CS25.353
条款方向舵往复偏转情况的要求,对两种偏航机动

情况考虑控制律分别进行机动仿真计算,并对飞机

响应运动参数及垂尾载荷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分析飞机控制律对偏航机动载荷的影响。

1暋运动动力学方程

飞机绕质心运动动力学方程主要由三部分组

成:动力学方程组、运动学方程组以及其他补充方

程组。

1.1暋动力学方程组

飞机的动力学方程组由作用在飞机质心上的

力及绕质心转动的矩组成,详见式(1)~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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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飞机质量;u·、w·、v· 为飞机的加速度;u、

w、v为飞机的速度;p、q、r为飞机的角速度;p
·、q·、

r· 为飞机的角加速度;Fx、Fy、Fz 为飞机的合外力;

Ix、Iy、Iz 为飞机的转动惯量;Izx为飞机的惯性积;

Mx 为飞机的滚转力矩;My 为飞机俯仰力矩;Mz

为飞机偏航力矩。

1.2暋运动学方程组

飞机的运动学方程组给出了地面坐标轴系中

飞机在空间的运动轨迹和姿态变化规律,详见式

(3)~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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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g、y·g、z·g 为飞机相对地面坐标轴系下三个

方向的加速度;毴为俯仰角;毤为滚转角;氉为航迹

偏航角。

1.3暋补充方程组

除上述动力学方程和运动学方程外,为便于使

用,增加了一些常用变量之间的相关转换关系,如

式(5)~式(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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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 为飞机速度;毩为迎角;毬为侧滑角。

在进行偏航机动载荷仿真计算时,首先根据适

航条款中规定的方向舵操纵器件操纵规律得到方

向舵舵面的偏转规律,在不考虑控制律计算时,方

向舵舵面根据脚蹬操纵输入规律线性增加到限制

偏度;而考虑控制律计算时,控制律根据方向舵操

纵器件操纵位移和飞机响应运动参数反馈共同计

算得到方向舵舵偏。然后通过求解上述的运动动

力学方程,求出整个偏航机动过程中飞机响应运动

参数时间历程,进而利用垂尾部件导数可以得到垂

尾载荷,具体过程可详见参考文献[14]。

2暋控制律对偏航机动影响分析

偏航机动是 CCAR25.351[1]、FAR25.351[2]

和CS25.351[3]规定的一种侧向机动情况,方向舵

操纵器件操纵位移要求如图1所示,具体要求详见

CCAR25.351[1]及参考文献[15]。

图1暋偏航机动方向舵操纵器件操纵示意图[15]

Fig.1暋Controldiagramofruddercontrol

deviceforyawmaneuver[15]

按照 CCAR25.351偏航机动条款要求,机动

载荷计算初始状态为法向过载系数1的定常飞行,
此时突然偏转方向舵操纵器件到最大限制偏度并

保持使飞机偏航至过漂侧滑角,飞机将达到过漂侧

滑角并随后会达到静平衡状态,此时操纵方向舵操

纵器使得方向舵突然回到中立位置,如图2所示。
在此过程中需考虑飞机的刚体瞬时响应过程以及

实际的控制律反馈。

图2暋方向舵往复偏转方向舵操纵器件操纵示意图[15]

Fig.2暋Controldiagramofruddercontroldevicefor

ruddercontrolreversal[15]

在不考虑控制律的偏航机动载荷计算时,直接

将CCAR25.351偏航机动条款要求的座舱方向舵

操纵器件输入规律当作方向舵舵面运动规律使用;

而考虑了控制律的偏航机动载荷计算时,方向舵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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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根据飞机响应运动参数、脚蹬位移反馈计算得

到,再进行飞行运动动力学方程仿真求解,得到整

个飞机偏航机动响应时间历程。

根据上述偏航机动条款要求,采用运动动力学

方程,以某型民用飞机原始数据为基础,对是否考

虑控制律的偏航机动分别进行仿真计算。

典型工况下是否考虑控制律进行偏航机动仿

真得到的飞机响应运动参数及垂尾载荷对比曲线

如图3所示。

(a)脚蹬位移对比曲线

(b)方向舵偏度对比曲线

(c)侧滑角对比曲线

(d)偏航角速度对比曲线

(e)偏航角加速度对比曲线

(f)垂尾载荷对比曲线

图3暋偏航机动考虑控制律后飞机响应

参数及垂尾载荷对比曲线

Fig.3暋Thecomparisoncurveoftheresponse

parametersoftheaircraftandvertical灢tailloadafter

consideringthecontrollawforyawmaneuver

从图3可以看出:方向舵操纵器件位移相同的

情况下,考虑控制律后由于偏航阻尼器的作用,在
偏航角速度较大时,方向舵舵面偏度有所减小,导
致飞机所能达到的最大过漂侧滑角也有所减小,进
而导致垂尾载荷最大值有所下降。

3暋控制律对方向舵往复偏转影响分析

方向舵往复偏转是 CS25.353规定的一种新

的侧向机动情况,以作为 CS25.351偏航机动条款

的补充。方向舵操纵器件操纵位移要求如图2所

示,具体要求可详见参考文献[3,15]。

CS25.353与CS25.351偏航机动条款区别有

三点:栙方向舵往复偏转产生的载荷情况视为极限

载荷,无需采用额外的安全系数;栚与偏航机动单

向蹬舵不同,方向舵往复偏转包含了两次往复蹬舵

过程;栛方向舵往复偏转回舵时刻为最大过漂侧滑

角时刻。
依据CS25.353条款对方向舵往复偏转规定

的要求,以某型民用飞机原始数据为基础,对典型

工况下考虑控制律的方向舵往复偏转进行仿真计

算,并与偏航机动仿真结果[15]进行对比。两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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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机动仿真得到的飞机响应运动参数及垂尾载荷

对比曲线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考虑方向舵往复

偏转后,由于方向舵突然反向偏转至最大偏度时,
侧滑角贡献的垂尾载荷与方向舵偏度贡献的垂尾

载荷叠加,导致垂尾载荷急剧增加;由于往复蹬舵,
侧滑角会发散增加,导致垂尾载荷也会发散增加。

(a)脚蹬位移对比曲线

(b)方向舵偏度对比曲线

(c)侧滑角对比曲线

(d)偏航角速度对比曲线

(e)偏航角加速度对比曲线

(f)垂尾载荷对比曲线

图4暋偏航机动和方向舵往复偏转机动仿真对比曲线

Fig.4暋Thecomparisoncurveofmaneuversimulationfor

yawmaneuverandruddercontrolreversal

针对上述问题,采取控制律优化措施对方向舵

往复偏转引起的垂尾载荷增加进行限制。本文采

用国内流行的P灢Rudder控制律,脚蹬位移对应一

个固定的方向舵偏度,具有偏航阻尼功能,在偏航

角速度较大时能有效降低飞机垂尾载荷。但从图

4也可以看出:考虑控制律对于方向舵往复偏转垂

尾载荷抑制并不是很有效。为此,对控制律架构进

行调整,采用国际上新提出的P灢Beta控制律,该控

制律脚蹬位移不再对应一个固定的方向舵偏度,而
是对应一个侧滑角,控制律通过比较当前的脚蹬侧

滑角指令和真实的侧滑角响应后,计算所需的方向

舵偏度。

考虑两种控制律后,方向舵往复偏转机动仿真

得到的飞机响应运动参数及垂尾载荷对比曲线如

图5所示。

(a)脚蹬位移对比曲线

(b)方向舵偏度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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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侧滑角对比曲线

(d)偏航角速度对比曲线

(e)偏航角加速度对比曲线

(f)垂尾载荷对比曲线

图5暋方向舵往复偏转考虑P灢Rudder和

P灢Beta控制律机动仿真对比曲线

Fig.5暋Thecomparisoncurveofmaneuversimulation

afterconsideringtheP灢Ruddercontrollawandthe

P灢Betacontrollawforruddercontrolreversal

从图5可以看出:考虑P灢Beta控制律后,由于

脚蹬位移直接对应侧滑角,过漂侧滑角有所减小,
此外侧滑角并没有因为方向舵往复偏转而发散增

加,进而有效降低了垂尾载荷。

4暋结暋论

(1)对于急剧移动操作器件的偏航机动,考虑

控制律后,由于偏航阻尼作用到飞机的响应有所缓

减,导致垂尾载荷有所降低。
(2)对于CS25.353规定的方向舵往复偏转情

况,由于侧滑角和方向舵偏度贡献的垂尾载荷叠加

导致垂尾载荷大幅增加,传统P灢Rudder控制律对

于方向舵往复偏转垂尾载荷抑制并不是很有效,需
采用P灢Beta控制律降低方向舵往复偏转的垂尾

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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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更好地满足适航条款,本文提出基于双弹簧振子模型的飞艇起落架载荷计算方法。根据经典动力学理论,

推导飞艇起落架系统的振动微分方程组;运用Python语言的科学计算模块对模型进行编程、封装,形成便捷友

好的可视化仿真工具;以某载人飞艇型号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起落架载荷的主要因素,并通过仿真计算起落

架载荷。结果表明:提出的基于双弹簧振子模型的飞艇起落架载荷计算模型满足FAA灢P灢8110灢2条款对起落架

载荷计算的要求;在给定的气囊内外压差下,起落架载荷随着气囊压力的增加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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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AA灢P灢8110灢2AirshipDesignCriteriadefinestheairworthinessstandardrequirement.Inorder

tomakethedesignoflandinggeartofulfilltherequirementsperfectly,amethodologyofloadcalculationfor

landinggearispresentedinthispaper,whichisbasedondouble灢springs暞vibrationmodel.Accordingtoclassi灢
caltheoriesofdynamics,thedifferentialequationsofthesystemarederivedherein.Asimulationtoolforthis

modelisdevelopedbasedonPythonscientificmodules,whichisbuiltinvisualizationandfriendlyoperation.

Takingacertainmannedairshipmodelastheresearchobject,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loadofthelanding

gearareanalyzed,andthereasonablevaluesoftheloadarecalculatedbysimul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

proposedmethodcansatisfytheairworthinessstandardrequirementoflandinggearforlandinggearloadcalcula灢
tion.Underthegivenconditionsofgasbagdifferentialpressure,thelandinggearloadisdecreasedwiththein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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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暋引暋言

飞艇起落架是飞艇结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

件,主要用于飞艇的起飞、着陆、地面牵引和停放,
承受并减缓飞艇在起飞、着陆和牵引过程中与地面

之间不同程度的撞击[1]。为了满足安全性和经济

性要求,起落架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同
时其质量应尽可能的轻。作为飞艇起落架设计的

重要输入,起落架的载荷直接关系和影响着起落架

结构的质量、性能、成本等多项指标,载荷分析是否

合理直接决定起落架结构设计的优劣。在 FAA灢
P灢8110灢2《飞艇设计准则》中明确要求:在规定的着

陆载荷情况下,飞艇重心处所选的限制垂直惯性载

荷系数不得小于在使用中出现的最大下沉速度(但
不得小于3ft/s)着陆时可能获得的载荷系数,其
中1ft=0.3048m;可以对在吊舱和气囊间着陆

能量的分配给以适当的考虑;整个着陆撞击的动态

升力不予计入;限制垂直惯性载荷系数n代表外部

施加的垂直力与飞艇质量之比[2]。因此,有必要对

飞艇起落架的载荷进行重点研究。
在起落架着陆仿真方面,国内外有很多成果。

国外,L.Q.Viet等[3]对某装备有磁流变阻尼器的

起落架的半主动控制器进行了仿真研究,并利用仿

真工具 SIMSCAPE灢Simulink对起落架载荷的仿

真结果进行了分析;S.Sivakumar[4]利用七自由度

数学模型,对一架具有气垫起落架的直升机着陆动

力学进行了分析,在 Matlab/Simulink中对直升机

着陆时的弹跳、横摇、俯仰、偏航加速度响应进行了

数值模拟;D.Hidayat等[5]分别利用 MSC AD灢
AMS和Solidworks对某飞机主起落架进行落振

仿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当前,国外主

要以飞机起落架为研究对象,针对飞艇起落架的研

究较少。国内,韦力军[6]依据能量法对飞艇起落架

载荷进行了估算,并以此对某型飞艇进行了选型计

算和结构设计,但其载荷估算过程未考虑气囊的吸

能作用,着陆载荷偏保守;顾文华等[7]建立了软式

飞艇艇身和起落架等效模型,考虑了柔性气囊的吸

能作用,并通过LMS仿真平台对飞艇着陆进行了

仿真分析,但未考虑气囊刚度的非线性行为;江博

水等[8]运用LMS多体动力学分析模块,对某小型

飞艇的进行了仿真分析和优化设计,但建模过程复

杂,计算分析耗时较长。

本文针对某载人飞艇型号进行起落架载荷研

究,以飞艇的气囊和吊舱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

经典动力学理论方法建立飞艇着陆系统的双弹簧

振子动力学模型;推导该系统的动力学微分方程

组;通过设置不同模型参数和初始条件,对不同状

态下的飞艇着陆冲击进行仿真计算。

1暋飞艇着陆动力学模型

载人飞艇结构组成如图1所示,主要由气囊、
尾翼、吊舱、头锥和起落架等组成。气囊由柔性织

物材料加工而成,内部充氦气和空气;吊舱由碳纤

维复合材料和铝合金加工而成,内部安装各种机载

设备、座椅和动力装置等,通过连接结构固定于气

囊的下方;起落架通过接头安装在吊舱底部,由并

排的多组弹簧缓冲器吸收能量。

图1暋飞艇结构示意图

Fig.1暋Structureofnon灢rigidairship

由于气囊与吊舱之间为弹性连接,可将飞艇起

落架着陆冲击过程中动力学分析系统划分为两部

分:气囊和吊舱。与飞机着陆分析不同,飞艇着陆

时必须考虑周围气体的虚拟惯性;气囊与吊舱之间

利用弹簧模拟弹性连接;忽略机轮质量,采用等效

刚度将起落架缓冲器连同轮胎一起简化为弹簧。
整个系统最终简化成为一个非线性双弹簧振子动

力学模型,如图2所示。

图2暋飞艇起落架模型

Fig.2暋Analyticalmodelofairship暞slanding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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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暋微分方程组表达式

取垂直向上为位移的正方向,根据以上简化模

型,忽略阻尼作用,飞艇着陆过程的无阻尼振动微

分方程可表示为

m1x··1(t)=-Khx1(t)+Kq[x2(t)-x1(t)]-m1g
m2x··2(t)=-Kq[x2(t)-x1(t)]+(Fb-mqg{ )

(1)
式中:x1 为吊舱位移,m;x2 为气囊位移,m;m1 为

吊舱及任务载荷质量,kg;m2 为气囊总质量(含虚

拟惯性),kg;mq 为气囊总质量(不含虚拟惯性),

kg;Fb 为浮力,N;Kh 为缓冲器刚度(包含轮胎),

N/m;Kq 为气囊刚度,N/m;g 为 重 力 加 速 度,

m/s2。

1.2暋模型参数说明

1.2.1暋气囊等效刚度

气囊等效刚度通过有限元模型计算获得,如图

3所示。

图3暋气囊有限元模型

Fig.3暋FEMofairship

与传统的刚硬结构不同,软式飞艇依靠充气薄

膜结构维持外形,在一定的气体内外压差作用下,
气囊获得结构刚度,从而具备承载能力。充气膜结

构有限元分析同时具有材料非线性和大变形位移

非线性属性。国内,宋林[9]根据飞艇囊体受力情

况,选取对应的膜材弹性常数,对飞艇进行不同压

差条件下的静力学仿真分析;庄凤婷[10]提出将经

过改进设计的缓冲气囊作为飞艇的着陆缓冲系统,
利用LS_DYNA软件数值模拟分析其着陆着水过

程的缓冲特性;陈宇峰等[11]根据充气膜结构的力

学特点,基于柔性飞艇主气囊初始形状,通过充气

压力静力非线性分析得到充气平衡形态位形和应

力,利用兰索斯法进行模态数值分析。本文在计算

分析时将气囊蒙皮简化为薄壁膜元,内部吊索简化

为仅受拉的杆元,依据试验数据赋予单元材料属

性,在起落架作用点处建立 MPC传递载荷;在气

囊内表面施加允许的压力载荷,约束气囊顶部节点

XYZ三个方向自由度。对起落架载荷作用点处施

加不同大小垂向集中力载荷,通过非线性求解器进

行计算分析,获得载荷作用点处位移,进而形成刚

度曲线。气囊的等效刚度呈现非线性,一方面与气

体内外压差有关;另一方由于内吊索的作用,气囊

的受拉刚度远大于受压刚度。

1.2.2暋缓冲器等效刚度

为了降低模型的复杂度,模型中忽略了机轮的

质量,将轮胎和缓冲器弹簧等效为一组弹性连接。
串联弹簧的等效刚度计算公式为

Kh = 1
1
K1

+ 1
K2

(2)

式中:K1 为缓冲器刚度,N/m;K2 为轮胎刚度,

N/m。

1.2.3暋飞艇的虚拟惯性

物体在流体中做变速运动,不仅要为改变物体

动能做功;还要为改变物体周围的流体做功,即所

谓的虚拟惯性问题[12]。对于复杂物体的虚拟惯性

可以使用 Hess灢Smith方法进行求解,此外还可以

通过CFD和实验方法[13]获得。目前就飞艇的虚

拟惯性而言,通常采用工程估算的方法:首先,将飞

艇的气囊简化为一个椭球体,按照经验公式计算出

气囊的虚拟惯性矩阵;然后,考虑尾翼对气囊的影

响作用,估算尾翼对虚拟惯性的贡献;最后,将两者

叠加可得到飞艇全艇的虚拟惯性矩阵[14]。
虚拟惯性近似计算公式可写成:

毸ij =(毸ij)B +(毸ij)W 暋(i,j=1,2,…,6) (3)

式中:(毸ij)B 为囊体虚拟惯性;(毸ij)W 为翼面虚拟

惯性。

1.3暋运动微分方程求解

运动微分方程采用Python语言中的Scipy模

块的 ODE求解器进行求解[15]。在求解前需确定

方程的初始条件并将方程组中的二阶方程降为一

阶方程。

1.3.1暋初始条件

按照FAA灢P灢8110灢2规定,飞艇的下沉速度不

小于3ft/s[2]。因此,飞艇着陆时的初始条件为:

x1=0m,x2=m1g/Kq(0),v1=v2=-0.91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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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暋方程降阶

方程降阶处理[16]为

dx1

dt =v1 (4)

dx2

dt =v2 (5)

dv1

dt =-Khx1+Kq(x2-x1)-m1g (6)

dv2

dt =-Kq(x2-x1)+(Fb-mqg) (7)

另外,补充气囊等效刚度Kq 与位移的变化关

系函数,代入已知质量、外力数据,取0.01s计算

步长对微分方程组进行求解,即可获得吊舱和气囊

的位移、速度等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进而获得最大

撞击载荷。

2暋仿真计算Python语言实现

本文利用Python语言编写核心计算代码,使
用PyQt设计软件界面,如图4所示。在界面文本

框内输入计算参数,点击计算按钮后,程序自动调

用核心计算代码;计算完毕后,将计算结果输出在

软件界面上;同时,为了方便查看仿真过程,软件界

面上设置了仿真曲线输出接口。

图4暋飞艇起落架载荷仿真程序

Fig.4暋Computerprogramofloadestimationfor

airship暞slandinggear

在下沉速度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气囊内外压差

对气囊刚度影响较大,本文以某飞艇型号为例,对
不同气囊压力作用下的起落架着陆缓冲进行仿真。
其中,该 飞 艇 总 体 积 为 4200 m3,总 质 量 约 为

5000kg,下沉速度取0.914m/s。不同气囊内外

压差下起落架载荷如表1所示。

表1暋不同气囊内外压差下起落架载荷

Table1暋Theloadoflandinggearindifferentgasbag暞s

pressureconditions

气囊内外

压差/Pa
轮胎最大

压缩量/m
缓冲器最

大行程/m
起落架最大

垂向载荷/N

250 0.085 0.208 24891

350 0.083 0.201 24362

450 0.080 0.196 23649

550 0.078 0.190 23014

暋暋在550Pa气囊内外压差条件下,气囊与吊舱

的位移、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5所示。

(a)位移时间历程曲线

(b)速度时间历程曲线

图5暋气囊与吊舱位移、速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5暋Thecurveofthedisplacementandthe

velocityovertimeforgasbagandcabin

从图5可以看出:飞艇在着陆过程中,起落架

触地后吊舱速度迅速减小,而气囊仍然保持着陆速

度继续下降;在0.3s时,吊舱速度减为0准备回

弹,但此时气囊还在向下运动,气囊与吊舱之间的

作用力迫使吊舱继续向下运动;在0.75s时,吊舱

的速度达到第二次向下运动的最大值后开始减速,
在0.9s速度减到0,此时气囊和吊舱速度方向相

同,全系统整体反弹。

3暋结暋论

(1)本文提出的基于双弹簧振子模型的飞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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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架载荷计算方法是有效的,满足FAA灢P灢8110灢
2《飞艇设计准则》。

(2)在气囊内外压差规定范围值内,起落架载

荷随着气囊压力的增加而减小。
(3)受气囊的影响,起落架缓冲器在着陆撞击

过程中存在两次被压缩过程。
(4)吊舱和气囊的速度除了在初始状态和某

一时刻的瞬时状态相同外,其他时刻均不相同,证
实了传统的基于能量方程计算飞艇起落架载荷的

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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