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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AN总线的 A320飞行模拟机接口系统设计 

肖志坚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模拟机训练中心 ，四川 广汉 618307) 

摘要：为解决目前 A320进13飞行模拟机接13系统速度慢、故障率高的问题，设计基于CAN总线的飞行 

模拟机接13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阐述了空客 A320飞行模拟机 CAN总线接口系统的系统功能和设计 

方法，并对其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通信机制的设置进行了详细论述，最后对 CAN总线接口系统进行了 

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 CAN总线接 口系统能够满足空客 A320飞行模拟机的设计要求，运行速度更 

快，工作更稳定，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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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320 Flight Simulator Interface System Based on CAN 

XIAO Zhi-jian 

(Simulator Training Center，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Guanghan 618307，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slow speed and high failure rate of the A320 impo~ flight simulator interface 

system，designing A320 flight simulator interface system based on CAN has real significance．The functions 

and design methods are described on the Airbus A320 flight simulator about CAN interface system，and its 

hardware design，softwar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principle setting are expounded in detail．Finally，CAN in- 

terrace system is tested on A320 full flight simulator．The interface system can meet the Airbus A320 flight 

simulator design requirements，it runs faster and works more stably and reliably，and satisfactory results are ob— 

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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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0飞行模拟机是按空客A320系列航空器座舱 
一 比一对应仿真的，它包括航空器座舱设备和控制运 

行的计算机程序、座舱外景像的视景系统以及能够提 

供运动感觉的运动系统H J。飞行模拟机是一个实时 

性要求很高、交换的数据信息量很大、精度要求非常高 

的实时仿真控制系统 j。而目前国外进口的 A320飞 

行模拟机大多使用的是以太网结构的接 口系统，该接 

口系统传输速度慢，理论带宽小于1 MB，且故障率高。 

为此，研制一种全新的 A320模拟机接口系统有着重 

要的意义，该系统的功能是使计算机与模拟机驾驶舱 

的控制和显示设备进行相互通信，快速准确地进行模 

拟机数据传输，并实现跟真飞机座舱内部各控制部分 

相同的功能。该模拟机接口系统采用 CAN总线控制， 

CAN即控制器局域网络，属于工业现场总线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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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一71。A320飞行模拟机 CAN总线接口系统的功能 

与 A320真飞机各控制系统功能相当，与一般的通信 

总线相比，数据通信具有更突出的可靠性、实时性和灵 

活性的特点。 

1 CAN总线接口系统的功能 

在 CAN总线接口系统的 A320飞行模拟机中，座 

舱中的每一个按键、旋钮、背景灯、仪表显示都是输入 

输出设备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由CAN总线接 口系统来 

控制的，飞行驾驶员从模拟机座舱的各种控制面板上 

输入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将被传递给主计算机，信号经 

过主计算机的处理之后又会被传递出去。而此时信号 

将会通过所有的通道进行传播。也就是说所有的 

CAN节点都会接收到信号，然后各节点根据各 自的权 

限判断是否是 自己的信号 ，如果是自己的信号就取过 

来用，否则，就不用管它。 

从图1中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信号传递过程，传 

递过程都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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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320FFS中的 CAN—bus工作原理图 

由于主计算机中用的是 PCI总线，要实现CAN总 

线进行传递，就需要将总线接 【]进行转化。为此，在 

A320飞行模拟机的主计算机 中使用的是 CAN—PCI／ 

331—2型号的接口卡，可以将一个 PCI接口转化成两个 

CAN总线的接口，并且该接口卡使系统的数据传输速 

度达到了 1 Mbit／s以上。A320飞行模拟机中使用两 

块 CAN．PCI接口卡，这就形成了4个 CAN通道，每一 

个 CAN通道可以根据情况扩展成 Ⅳ个 Bus—bar，而一 

个 Bus—bar有4个 CAN．bus节点 ，每一个节点都可以 

直接与输入输出设备相连，用于检测模拟机中各种开 

关、指示灯、按键和仪表等设备的状态。 

2 CAN—bus通道的硬件设计 

A320飞行模拟机 CAN总线的所有 CAN．bus通道 

都具有相同的结构。CAN．bus通道的一般形式如图 2 

所示。 

端 

●单独的线缆传递数据和能量 

图2 CAN—bus通道结构图 

CAN．bus网络也称为 CAN—bus通道，每一条 CAN- 

bus通道都是由一个菊花链干线组成的一个网络，其 

中每一个菊花链都靠近于它所控制的 I／O设备。通过 

这些网络在仿真主计算机与一条或多条驾驶舱内的 

CAN．bus母线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每条母线可容纳4 

条下拉线，其中每个单独的CAN．bus节点能同时传递 

数据和终止指令。 

每个 CAN．bus的节点包含由一个节点控制器，该 

控制器管理着多个本地的输入与输出。通常情况下， 
一 个单独的节点控制器能够为模拟机座舱里的一个独 

立面板上的所有 I／O设备提供接口。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管理一个单一的飞机面板的通信，且控制器直接安 

装在该面板上。因此每一条下拉线需要一条单独的线 

缆进行数据以及能量的传输。 

所有的CAN—bus节点都有同样的结构。CAN—bus 

节点的一般形式如图3所示。 

连接到I／O设 

备的分离配线 

图 3 CAN—bus的节点结构 

一 个最小的节点控制器由一个单独的电路板组 

成。如果 I／O电路板不能全部连接所有的 I／O设备， 

这个节点则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为此，一个或更多的 

子板可以搭在主板上。而每一个主板和子板都能在各 

自连接的 I／O设备上稳定地工作。 

为实现各种数字模拟量的输入输出，CAN—bus节 

点控制器分为3种母板类型：常规母板、带模拟量的母 

板和仪表驱动板。常规的母板与带模拟量的母板的区 

别如表 1所示。 

表 1 常规母板与带模拟量的母板 

常规母板 带模拟量的母板 

16位的模拟输入(12位) 

8位译码输入(A／B型) 

没有模拟输出以及没有 

无刷式的中继器 

8位的模拟输人(12位) 

4位译码输入(A／B型) 

16位的模拟输出或 

4个无刷式的中继器 

仪表驱动板是一种特殊的母板，它没有子板，被一 

些航空电子仪表作为节点控制器使用。可为这些航空 

电子设备提供符合 3-ATI航空电子设备标准的模拟输 

出。而子板主要用来对数字输入、输出的扩展，来满足 

模拟机座舱控制面板中更多功能的实现。 

该 CAN总线接口系统主要特点如下：① 结构简 

单，价格便宜；② 采用高性能的 CAN．PCI／331-2型号 

的接口卡，功能就可以很方便地扩展，且数据传输速度 

达到了 1 Mbit／s，更好满足飞行员对于模拟机反应速 

度的要求；③ 采用母板和子板设计的节点控制器，工 

作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出现故障也是单一节点故 

障，不会造成整个接口系统崩溃；④ 传输可靠性高，故 

障率极低 ，保障了计算机系统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各 

种飞行指令及数据，并能及时处理各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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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N软件流程及通信机制设置 

CAN总线软件控制流程图如图4所示。系统上 

电后进行 CAN初始化，并且允许 CAN中断，判断状态 

标志是否等于 1，如果为 1，运行循环函数程序，如果不 

为 1允许待机循环函数，但 CAN总线中有中断发生 

时，运行中断函数，通过中断函数来实现程序的跳转、 

接收和发送命令。 

在 A320飞行模拟机 CAN总线接口系统中，各种 

数据都需要进行实时处理，于是紧急报文优先级存在 

很大的不同：一个迅速改变的值，如飞机发动机负载， 

它必须频繁地进行传送且要求延迟比其他的值如发动 

机温度要小 I9 J。发送的报文都要和其他的不太紧急 

参数的报文进行优先级比较。在系统设计中，报文的 

优先级体现在写入报文确认区的二进制值，这些值不 

能被动态地改变。确认区中的值越小，其报文的优先 

级越高(也就是 0比 1的优先级高)。因此飞行控制 

中涉及到发动机和飞行数据参数的报文，优先级更高， 

而一些开关控制变量，如灯光控制等报文的优先级相 

对较低。 

一  ⋯ j 

图4 CAN总线软件控制流程图 

4 测试分析 

对于飞行模拟机测试 ，目前国际上主要采用两种 

测试方式：飞行员主观飞行测试和 QTG(qualification 

test guide)(空客公司提供的模拟机鉴定测试指南)测 

试。其中鉴定测试指南是一份验证模拟机性能和操纵 

品质的文件，它要求在规定的限度范围内模拟机性能 

应与所模拟飞机的性能一致，并且要满足所有现行法 

规要求。对A320的CAN总线接口系统测试时，也采 

用上述两项测试方法。 

通过飞行员主观飞行测试，飞行教员测试后认为 

比以前的以太网接口技术模拟机的响应速度更快，与 

实际飞机驾驶感觉更为相近。 

通过 QTG测试，测试项 目达 36项，包括飞机正常 

爬升发动机参数、飞机发动机在地面减速、飞机发动机 

在进近是加速、翻滚响应、传输延迟等，各项测试结果 

都在QTG规格的技术范围内。 

以飞机起飞状态下，襟翼动态改变时各系统参数 

发生变化为例，以图5和图6来说明测试情况。 

图5和图 6表明，飞机在起飞时，当襟翼发生变 

化，空气速度和爬升仰角都会随着发生相应变化，但所 

有的变化都是在空客 QTG规定容差范围内，而且几乎 

与飞机的实际飞行数据重合。这就表明 A320CAN总 

线接口系统能够满足设计需要，达到现行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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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当襟翼变化时空气速度随时问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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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当襟翼变化时爬升仰角随时间的改变 

通过对基于 CAN总线的A320飞行模拟机接口系 

统的测试，测试结果与预期相同，接口系统运行良好。 

测试表明，该系统完全满足 A320飞行模拟机座舱设 

备的控制需求，从而成功完成了 A320飞行模拟机 

CAN总线的设计研究。 

5 结束语 

分析了A320飞行模拟机 CAN接口总线设计的意 

义，并对该 CAN接 口总线的系统功能进行了分析，论 

述了 CAN总线硬件设计、软件流程及通信机制的设 

置，试验效果符合预期设想。该 CAN接口系统工作稳 

定，传输速度快，性能可靠。它的研制成功是国内民航 

业界内首次对模拟机接 口系统进行的研究，填补了国 

内模拟机接口系统研制的空白。飞行模拟机 CAN接 

口系统的研究成果不仅可替代国外模拟机的以太网接 

口系统，也可以用在国内生产的模拟机上，因此具有非 

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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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为了节约复杂动态网络中的通信资源，从通信策 

略角度出发，设计了事件触发控制器使得离散复杂动 

态网络输入 一状态稳定。采用协同设计的方法，将事 

件发生器的阈值与控制器增益协同设计，得到了以线 

性矩阵不等式表示的离散复杂动态网络控制器设计准 

则以及事件发生器的存在准则。以一个包含 l0个节 

点的复杂网络为例，进行了数值仿真，仿真结果验证了 

基于事件触发方式的离散复杂动态网络控制器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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