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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环境损伤的模糊综合评定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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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飞机结构环境损伤的评定是制定初始维修大纲的基础工作。考虑到现行的等级求和法的缺 

陷，它不能很好地反映各个影响因素对结构的影响程度。文章基于模糊数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模糊 

综合评定的方法。结合环境损伤的评定过程，建立数学模型，并用C程序实现模型的求解过程。最 

后，文中应用新方法对飞机的某一重要结构项目作了等级评定并分析了新方法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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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的损伤形式有三种ll J，分别是环境损 

伤、偶然损伤、疲劳损伤。其中，环境损伤是由于气 

候或环境的化学作用而引起的结构强度退化。 

航空器维修大纲中的环境损伤分析主要包括腐 

蚀和应力腐蚀，它必须保证在腐蚀和应力腐蚀把飞 

机结构的剩余强度降低在飞机正常／安全水平要求 

之前就能被及时探测到 J。飞机结构维修大纲在 

制定过程中，要求对飞机的各个重要结构项 目(SSI— 

Structure Significant Item)的环境损伤作等级评 

定-3]，目的是为确定初始结构维修检查间隔。 

参考国外的作法，对飞机金属结构件进行环境 

损伤评定，应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J： 

1)SSI可见性； 

2)对环境损伤的敏感性； 

3)环境防护； 

4)暴露于不利环境的影响。 

1 等级求和评定方法及其缺陷 

环境损伤的等级值是可探测性值和敏感性值两 

者的和。表 1是可探测性值的确定表，其中可探测 

性值是 SSI的可见性等级值与对损伤尺寸的敏感性 

的等级值的和 。 

表 1 可探测性值的确定表 

SSI的可见性 对损伤尺寸的敏感性 

表2是敏感性值的确定表，其中敏感性的值是 

环境保护的等级值与暴露于不利环境的影响的等级 

值的和。 

表2 敏感性值的确定表 

环境保护 暴露于不利环境 

一 般水平以上 一般水平 一般水平以下 

标准 0 1 2 

改进 1 2 3 

特殊保护 2 3 4 

通过以上两个表可以求出：应力腐蚀环境下的 

损伤等级 EDR-(s)(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Rate．(Stress))；腐蚀环境下的损伤等级 EDR一(C)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Rate-(Corrosion))。两 

者中的最小值即为金属结构的环境损伤等级 EDR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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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这种方法肯定能够满足适航当局要 

求的保障最低适航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其出发点是 

所有情况都处在最差条件下，所以这样计算会使结 

果偏离现实，如有一个处于最小等级的指标且正好 

是该指标对飞机运行安全性有很大影响，但是其它 

影响不明显的指标却等级值比较高，这样求和显然 

就掩盖了最不利的影响因素，而确定了一个不利于 

保证安全性的维修间隔。 

为了克服以上缺点，本文应用模糊数学的原理， 

建立了模糊综合等级的评定方法。 

2 模糊综合等级评定模型的建立 

2．1 模糊综合评定的基本概念 

对于某一事物或系统的评定，常常涉及多个因 

素，不能只从某一因素去评价，而是要根据多个因素 

对其进行综合评定，这样有利于提高评定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当评价因素具有模糊性时，这样的评价 

被称为模糊综合评价。 

2．2 多因素模糊综合评定的数学模型 

结合飞机结构环境损伤的等级评定，建立以下 

的数学模型。 

首先，建立评价对象的四个因素的集合，简称为 

因素集 

U={“1， 2， 3，“4} (1) 

式中， 。为SSI可见性；“ 为对环境损伤的敏感性； 

u 为环境防护； 为暴露于不利环境的影响。 

然后，建立三个评价结果组成的评价集 

V={ I， 2，秽3} (2) 

式中，口。为0； ：为1； ，为2~0、1、2的具体含义可参 

考表1和表2，这里不做重复介绍。 

再对各因素分配权值，建立权重集合，即表示为 

权向量 

A =(口l，82，口3，口4) (3) 

式中口 为对第 个因素的加权值，且规定 

∑口 ：1 (4) 

对第i个因素的单因素模糊评价为 y上的模糊子集 

R =(r̈ ， ) (5) 

于是单因素评价矩阵R为 

R = (6) 

则可得模糊综合评定 是 上的模糊子集 

B=A·R (7) 

将上述得到的 作归一化处理，得 

B =(b ，b：，b，) (8) 

最后得到综合评定等级值 
3 

R=∑rib (9) 

2．3 评定模糊子集曰的求解模型 

1)模型 (̂ ，V) 

口中的第．『个元素6，可由下式计算 
4 

bi=
．

V
．

(口i八 ) =1，2，3 (10) 

这种模型是主因素决定型，其评定结果只取决 

于起主要作用的那个因素，其余因素均不影响评定 

的结果。因此，当某一 SSI需要突出主要损伤因素 

时可考虑用此模型。 

2)模型 (·，V) 

利用此模型计算6 为 
4 

6f=VI nf· J=1，2，3 (11) 

该模型仍然是主因素决定型，与模型M(̂ ， 

V)相近，但比其更精细些，它的优点是不仅突出了 

主要因素，也兼顾了其它因素。该模型适用于模型 

M(̂ ，V)失效，需要综合考虑次要因素的情况。 

3)模型M(·，+) 

应用此模型计算6 为 
3 

= ∑(o ·rq) _『=1，2，3，4 (12) 

此模型属于加权平均型，它的特点是考虑了所 

有因素的影响，而且保留了单因素评价的全部信息。 

该模型比较适用于要求总和最大的情形。 

4)模型 (乘幂，̂ ) 

应用此模型计算6 为 
3 

6，=
． ．̂(r ) =1，2，3，4 (13) 

此模型属于次因素突出型，其特点是突出信息中的 

次要因素，其中 没有权重系数的意思。 

5)模型 (̂ ，0) 

应用此模型计算6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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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0 (口 八 )=min{1，∑(口 ̂ r )) 

_『=1，2，3，4 (14) 

此模型属于主因素突出型，其特点是对每一个 

评语元素 都同时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评价。应用 

此模型需要注意的是a 不能取的太大，也不能取的 

太小。否则将失去单因素评价的有关信息。 

6)模型 (̂ ，+) 

应用此模型计算6 为 

( ) =1'2'3，4 (15) 

式中ro=∑ 。 

该模型适用于矩阵R中元素r ，偏大或偏小的情 

形。上述各种评价模型中，因为运算的定义不同，所 

以对同一个SSI对象求出的评价结果也会不一样。 

在实际的应用中应该结合SSI的特点并考虑各种模 

型的适用范围决定采用哪种求解模型。 

3 模型的 C程序实现 

3．1 程序流程图 

流程图是算法的图形描述工具。它直观形象， 

易于理解，是最常用的一种描述算法的方法。图 1 

给出了程序流程框图。 

图 1 流程图 

3．2 案例分析 

现针对飞机上的某一 SSI，应用上述方法确定 

环境损伤的综合等级。 

飞机上某一SSI的单因素评价矩阵R为 

2 o·3 0·5] 
足 ：1 0·1 0·2 0·7 I 1 

0．3 0．4 0．3 I I l 
0．2 0．4 0．4J 

对应因素的权系数为 

A =(0．2，0．3，0．2，0．3) 

选择求解模型 (̂ ，V)，应用编写好的c程 

序进行计算求解。 

C程序运行结果如图2所示。 

输入单因素评定矩阵足：0．2 0．3 0．5 0．1 0．2 0．7 0．3 0．4 0．3 0．2 

0．4 0．4分别输入各因素对应的权值：0．2 0．3 0．2 0．3 

输入选择评定模型的参数P：1 

输出结果 B： 0．250 0．375 0．375 

该模型确定的综合等级值为：1．13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图2 运行结果 

由运行的结果可以看出，该 SSI应用模糊评定 

的方法得到的等级值是个小数 1．13，它的含义是该 

结构的综合等级值介于1和2之间，且靠近 1。根 

据此结果确定结构维修的间隔具有重要的参考 
● 

价值。 

4 结 论 

飞机的环境损伤等级评定是制定飞机初始结构 

维修大纲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确定初始维修 

间隔的关键。随着人们对结构损伤机理的逐步认 

知，传统的等级求和法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需 

要。模糊综合评定的方法充分体现了结构损伤影响 

因素的权重、飞机设计和维修专家的经验。对问题 

的求解，提供了六种求解模型，每一种求解模型都有 

自己的特点和适用范围，这就能适应飞机结构的复 

杂性。在实际应用时可以充分结合某飞机的SSI的 

特点，选择一种最佳的求解模型。 

综上所述，该方法具有传统的等级求和法不可 

超越的的适应性强和灵活性等优点。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应用该方法定能够充分发挥飞机结构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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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潜能，同时节约维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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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Method for 

Wang Haitao，Jing 

(College of Aeronautic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Jinkai 

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Abstract：Aim．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ull paper discusses relevant matters and then proposes the exploration 

menti0ned in the title。which，in our opinion，has a promising future in Chinese aircraft maintenance and is fully 

exp1．ained in sections 1，2 and 3．Their core consi~s of：(1)because the existing rating sum method can not reflect 

the de ree of impact of an individual factor on an aircraft，we use fuzzy sets to develop the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meth0d：(2)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ssessment and establish the mathematical 

mode1 of muhi—factor 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thus obtaining the evaluation rating as shown in eq．(9)；(3)we 

use the C Language to calculate the rating values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models．We apply our fuzzy synthetic evalu。 

ation method to evaluating the synthetic ratings of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of the significant item of a certain air— 

craft：the evaluation results，given in Fig．2，and their analysis show preliminarily that our method can indeed ef- 

flective1v evaluate its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determine the aircraft maintenance interval and save maintenance 

costs． 

Key words：aircraft，analysis，calculations，corrosion，deterioration，evaluation，fuzzy sets，maintenance，mod _ 

e1s；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fuzzy synthetic 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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