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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技术在军用飞机结构健康监控中的研究 

常 飞 韩 庆 尚柏林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西安 710072) 

摘 要 阐述了光纤技术及飞机健康监控技术的研究进展，归纳了光纤光栅技术的成熟特性以及突出优势，提出光纤光栅传 

感器应用在军用飞机结构健康监控上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探讨光纤光栅技术应用在飞行器健康监控中的可能。最后对光 

纤光栅传感器应用在军用飞机的关键问题做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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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控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和增加 

使用寿命⋯。飞行器健康监控系统(VHM) 可以 

将先进的传感、驱动元件集成在飞行器的系统中， 

利用构成的传感器网络对被监控系统的工作状态 

进行实时监测，并根据获取的信号进行状态评估或 

故障诊断，提供相关系统的完好状态信息或故障预 

警。落实到飞机的结构系统，其健康状态的监控和管 

理尤为重要。其原因就是：结构系统是飞机的平台， 

承载其他系统，且布置及载荷形势多样且变化复杂。 

美国空军专门立项研究结构健康监控(SHM) J。 

开展飞行器健康技术研究，除了保障飞行器安 

全可靠的运行，对于减少地面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增强飞行员的操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 

国军用飞机的种类不断增加，型号不断更新，随之 

而来的问题便是：老龄飞机的延寿；新型飞机的维 

护 。从系统管理、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探索和 

试验军用飞机的健康监控技术具有十分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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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国外开展飞行器健康监控研究的主要有美国、 

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一些健康监控系统已 

经在实际飞行器上得到了初步验证和应用 ]。例 

如：从整机水平来看，较为引人注目的是 F一35战斗 

机上装备的先进的机载预测与状态管理(PHM)系 

统，PHM系统采用先进的传感器，借助各种算法和 

智能模型来预测、监控和管理飞机的工作状态 J。 

本文阐述国内外在健康监控领域的研究发展、 

以及光纤技术的最新进展，并初步展望和探讨光线 

技术在我国军用飞机健康监控中的应用。 

1 飞机结构健康监控研究的进展 

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控系统通过将先进的传感／ 

驱动元件集成在飞行器的结构中，构成的网络对结 

构的损伤、疲劳、冲击、缺陷、等情况进行实时检 

测 01“ 。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控系统的研究旨在通 

过对重要结构健康信息(如应力、应变、温度、损伤、 

缺陷等)的在线监测和分析 。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先进的传感／驱动网络的构成与集成、信息的采 

集与传输、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结构失效的建模 

与仿真等 ]。 

目前，对于重要结构健康监控采用直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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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并对结构健康状态做出评估。这种监控是一 

种全局的和实时在线监控方式，有别于传统无损检 

测(NDT)采用的局部和离线检测方法  ̈。它可以 

利用结构损伤状态和损伤征兆之间的关系，监测重 

要构件的应变、振动模态以及声发射等信息的变 

化，通过信息处理、计算分析和损伤模式识别等途径 

判断损伤的性质、位置和程度 。目前而言，所谓的 

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控，往往是指这种监控方式。它是 

一 门综合性技术，具有多学科属性，研究内容涉及到 

结构动力学、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优化设计等多个 

领域。损伤监控从技术上可以分为基于振动模态分 

析和基于试验信号处理两大类方法  ̈。 

2 光纤技术的发展及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对光纤光栅传感器和各种应用 

的研究作了大量的lT作。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多 

伦多大学航天工程系、美国Blue Road Research，分 

别在桥梁、建筑物和飞机的机翼内部来检测内部结 

构的应力分布和健康状态 17---20]。美国在波音 777 

跟踪符合载量的温度、应力、应变物理变化的实验 

中，应用光纤布拉格光栅技术取得了显著成果。 

表 1例举了一些典型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的研究 

状况㈨ 。 

表 1 典型光纤光栅传感器研究现状 

基于 FBG应变的 FP滤波器 0．3～3 

应变 复用感测系统 参考光栅 1Hz．6×10一 tre／ 

FGB应变感测系统 匹配光栅滤波 0 4 LLs 

3 光纤技术在军用飞机结构健康监控中应 

用的研究 

近年来光纤技术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推广，并且促 

使光纤传感器技术突飞猛进。这为军用飞机的健 

康监控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美国海军在F—l8战 

斗机垂直安定面上进行了光纤传感器的健康监控 

验证性试验 。 

3．1 健康监控系统应用在军用飞机上的突出问题 

军用飞机相对于商业和民用飞机在设计上存 

在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导致在健康监控的研究上与 

建筑、机械等领域的研究存在有很大的不同。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严格的空载重量要求：除飞行性能的要求 

外，军用飞机还有装载武器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具体 

要求指标，以及完成作战任务的要求 引。因此，军 

用飞机对于空载的重量有着严格的控制。对于新 

型军用飞机的设计而言，传感器的选用和布局可以 

通过全局重量控制得到权衡和解决 ；然而对于已 

经服役的飞机，传感器的选用和布局就必须最大限 

度的满足重量要求。 

(2)重心控制要求：飞机重心位置与飞机的操 

纵安定性及气动载荷密切相关，当然对飞机的飞行 

性能也有影响r24]。因此，传感器的布置必须满足飞 

机的重心位置。 

(3)结构强度要求：军用飞机的结构强度是根 

据战术技术要求确定的，直接决定 了结构传力形 

式，结构的选材，形成可靠而重量最轻的结构方 

案 J。传感器的布置和通信是连通式的，因此对于 

传感器的布置不能影响和破坏飞机原有的结构强 

度，并且传感器自身必须具有满足飞机战术要求的 

强度。 

(4)可靠性要求：可靠性的定义为“产品在规 

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功能的能 

力”l26 J。军用飞机的可靠性的要求标准有着更高 

的要求。在此前提下，不但从系统角度要求机载 

健康监控系统具有与飞机相符的可靠性标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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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局部上也要求传感器等元件达到符合的可靠 

性标准。 

(5)维修性要求：由于出勤的高频率、服役地区 

的差异、执行任务的复杂，军用飞机对于维修性有 

更高的要求 。作为新系统运作在飞机平台上的 

健康监控系统，其本省也要求具有良好的维修性。 

因此，可维修的角度上传感器的布置需尽量简单、 

精确，且传感器的维修窗 口应不影 响机体气动 

布局。 

3．2 光纤技术应用在军用飞机上的可能 

光纤光栅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速的光纤无源 

器件之一l2 。光纤布拉格光栅(FBG)，具有许多独 

特的优点，越来越致力于将其应用于各种物理量的 

传感 。 

光纤技术应用在对军用飞机健康监控上具有 

以下优势： 

(1)测量的内容丰富：据统计，利用光纤光栅传 

感器可以测量的物理、化学量包括温度、应变、压 

力、位移、压强、扭角、扭矩(扭应力)、加速度、电流、 

电压、磁场、频率、振动、PH值等50多个 。 

(2)自身特性优越：与普通的机械、电子类传感 

器相比，光纤传感器具有(1)质量轻、体积小。普通 

光纤外径为250／zm，最细的传感管线直径仅为35— 

40 m，可在结构表面安装或者埋入结构体内部，对 

结构的影响小，测量结果使结构参数更加真实的反 

映。(2)灵敏度高。光纤传感器采用光测量的技术 

手段，分辨率可达到波长尺度的纳米量级。(3)耐 

腐蚀。光纤表面的涂覆层是由高分子材料做成，耐 

环境或结构中酸碱等化学成分腐蚀的能力强，适用 

于结构的长期监测。(4)传输频率带宽。通常系统 

的调节带宽为载波频率的百分之几，光波的频率较 

传统的射频或者微波的频率高几个数量级，有利于 

实现时分或者频分多路复用，可进行大量信息的实 

时测量。(5)抗电磁干扰。光信息的传播在光纤中 

不会与电磁场产生作用，因此信息在传输中具有很 

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6)分布式测量。分布式或 

者准分布式测量，能够用一根光纤测量机构上空间 

多于或者无限多自由度的参数分布，大大节约成本 

与重量。 

如表2列举了当前应变传感元件性能在应变测 

量中的比较 。 

表2 应变传感元件性能比较 

但导体 
特性 类型 电阻应变片 变 光纤应变仪 压电薄膜 压电陶瓷 

灵敏度 3o v／s l O∞ v／s 1．2×10一 nH2／ lo4V／e 2×10 v／s 

频带宽 OHZ～1o4Hz 0～lo4／-IZ 0一lo4／-IZ 0．1～cHz 0．1～cHz 

测量标距 0．008 0 03 -0．o4 <O．o4 <O．o4 

性能稳定性 中 中 优 低 中 

电磁相容性 低 中 优 中 中 

尺寸重量 小 小 小 小 小 

(3)封装模式多样 卜弼 ：光纤光栅传感器的封 

装，不但直接影响到 自身物理特性，更关系到检测 

调节。同时，传感器的封装形式也关系到被测结构 

的相容性。目前成熟的光纤封装技术主要有：(1) 

保护性封装。保护性封装一般有片式和管式两种。 

片式封装适合表贴在被测部位表面，而管式封装适 

合埋入到结构内部。(2)敏化封装。不同应用场合 

对光栅的灵敏度系数要求不同，对光栅封装的要求 

又分为增敏封装和减敏封装。(3)补偿性封装。由 

于光栅布拉格光栅存在温度应变交叉敏感问题，所 

以产生补偿性封装。对于应变为主要测量参数的 

测量时，光纤光栅温度补偿方法分为有源方式和无 

源方式两种 。 

目前在对应变测量中，光纤光栅传感器分别 

采用金属片基底封装和保护性封装测量 ，可以明 

显地看出封装形式的不同直接影响参数的测量效 

果。封装方式如图 1所示，试验结果如表3、表4所 

示。(通道 1、2、3、4均为对比测量的电子应变传感 

器 )。 

光纤布拉格光栅 

金属蔡底 ／／／ 

ll Il I I ll ／  

I l I I I I I l 

图 1 表贴式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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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光纤光栅金属基底封装测量的理论值与测量值对比 

表4 光纤光栅保护性封装测量应变的理论值与测量值对比 

(4)高效的复用技术：光纤光栅是一维光子器 

件，彼此间的连接为串联或并联，采用的查询方式 

必须能够对每一个传感元件寻址。光纤光栅列阵 

传感器是传感作用的诸多光栅与通信技术的产物。 

波分复用和时分复用是构成光纤光栅传感网络的 

重要技术手段|4 。目前，光线光栅复用技术主要 

有 4 ：(1)波分复用技术(2)空分复用技术(3) 

时分复用技术(4)混合复用技术(5)光频域复用技 

术。采用复用技术对于提高效率和提高可靠性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2、图3分别描述了空分 

复用、波分／空分复用系统的结构。 

图2 空分复用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3 波分／空分复用系统结构示意图 

3．3 光纤应用在军用飞机结构健康监控上的探讨 

军用飞机结构健康监控可分为整机疲劳寿命 

监控和重要结构损伤监控 。 

(1)光纤技术在整机疲劳寿命 的应用。方法 

一 ：基于飞行参数的监控 。飞行载荷是描述飞机 

实际使用状况的基本参数，它不仅反映了整机累积 

使用寿命，还能通过检测的载荷谱预测飞机结构的 

剩余寿命。基于飞行参数的载荷检测系统，可以利 

用光纤传感器布置机身传感器网络，利用神经网络 

方法预计结构应变的方法，采用飞行参数作为输人 

参数，通过神经网络得到的结构虚拟应变对飞机疲 

劳寿命进行检测。方法二：基于应变测量的监控。 

基于应变测量的载荷监控是通过结构局部点应变 

值得测量，反过来估计结构的整体载情况。这种方 

法是在结构关键部位布置光纤应变传感器，测量飞 

行过程中的各个部位的实际参数，存储在一个机载 

数据采集单元(DAU)，再通过专用结构将数据下载 

到地面进行分析处理。两种监控方式是将载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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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疲劳寿命预计分析相结合，从而实现疲劳寿命 

的监控。 

(2)光纤技术在重要结构损伤中的监控。重要 

结构损伤监控是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并对结构健 

康状态做出评估 。在军用飞机的重要部位布 

置光纤传感器，监测重要构件的应变、振动模态以 

及声发射等信息的变化，通过信息处理、计算分析 

和损伤模式识别等途径判断损伤的性质、位置和 

程度 。 

5 光纤技术在军用飞机应用的展望 

5O多年的发展，光线技术的不断成熟，为飞行 

器健康监控技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如下一 

些关键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突破，使该技术进入适用 

的前提和基础。 

(1)优化光纤光栅传感器的性能，实现光纤光 

栅传感器与被监控结构的集成；如何利用驱动元 

件，对结构损伤进行在线自控适应控制。 

(2)转换元件、信号调理转换设备的微型化控 

制，在体积、重量方面需更加满足机载要求。 

(3)光纤系统的软件与军用机载计算机的兼 

容性。 

5 结束语 

如果要求增加飞行器结构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同时降低其运行成本，相对于传统的维修和检测方 

式，采用光纤光栅传感器对结构进行健康监控系统 

是一种具有诱人前景的全新理念。随着关键技术 

的突破，光线光栅结构健康监控系统必将在新型飞 

行器以及现役飞机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将对飞行器 

的设计、制造、维护等方面产生广泛影响。为了促 

进我国在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控方面的发展，应该按 

从理论研究到实验室验证，再到飞行验证的步骤开 

展工作，针对具体工程应用背景，重点突破一些关 

键问题，加速飞行器结构健康监控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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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edness of the Concept of a Functional 

Continuity and Derivation 

SONG Wen—tan，CHAO Yan—ling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Yulin College，Yulin 7 19000，P R．China 

Yulin Middle Sohod ，Yulin 719000，P．R．China) 

[Abstract] The two wrong propositions concerning functional continuity and derivation by using the two new 

functions constructed by Riemann function are disproved． 

[Key words] Riemann function continuity de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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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BG on Flight Vehiclestructural Health Monttoring Systems 

CHANG Fei，HAN Qing ，SHANG Bo—lin 

(School of Aeronautic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P．R．China)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is made"of the research in fiber Bragg grating sensor technique and flight ve— 

hicle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s，sum up the fiber Bragg grating sensor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 

tage．There are a series of factors of the FBG sensor using on flight vehicle．The FBG sensor using on flight vehicles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come true when some topic problem was solved．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techni— 

cal challenge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FBG sensor in the future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FBG sensor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encapsulation techniques multiplexing tech— 

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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