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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滑油热交换器实物测量分析的基础上，在有限元软件ABAQUS中建 

立了其结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了模态分析。根据遗传算法原理，构造了一种基于正整数编码的改 

进遗传算法，利用MaⅡaJ)编程完成了算法的实现，采用该方法对热交换器模态试验中传感器布点 

方案进行了优化，得到了传感器对应于其初始布置模式下的优化布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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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measure and analysis of heat exchanger used in an aero-en~ne，a finite element method 

program，ABAQUS，Was used to develop the model ofthe heat exchanger and for process modal analysis．An amel- 

iorative integer coded genetic algorithm，which was designed on the principle of genetic algorithm and carded out by 

Matlab，Was 印 plied to optimize sensor placement．The optimum sensor placement of the aero-engine heat exchan ger 

corresponding to its primal sensor placement was obtained．Guidan ce for the practical sensor placement for the mo— 

dal tests of aero-engine heat exchan ger is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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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航空发动机上的燃-滑油热交换器使用时 

间仅达到约其设计寿命的三分之一时，就成批量、同 

部位出现严重裂纹(裂纹位置和形态参见图 1)。裂 

纹产生的可能原因非常复杂，裂纹源诊断参数采集 

困难，裂纹修复问题成为国内航空修理企业多年来 

的技术难题。目前该型航空发动机燃．滑油热交换 

器出现裂纹后，国内航修企业通常采用传统补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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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修复，但补焊后使用不到 100 h仍然在相同部位 

出现裂纹，甚至将热交换器裂纹件送到国内专业研 

究所补焊后也仍然出现类似状况。 

航空发动机可靠性要求很高，燃．滑油热交换器 

出现裂纹导致漏油事故，严重威胁飞行安全。为了 

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提高发动机维护质量保障飞 

行安全，一方面，亟需找出燃一滑油热交换器裂纹故 

障产生的主要原因，采取预防措施延长尚未损坏的 

燃一滑油热交换器的使用寿命以避免维修，另一方 

面，对已出现的裂纹故障迫切需要实现一次性修复 

就达到飞行寿命要求，以降低维修成本。可见，解决 

燃一滑油热交换器成批次出现裂纹故障这一难题具 

有重要的现实需求和明显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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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试验模态分析法在故障诊断和状态监 

测中运用越来越多，模态试验的第一步就是获取被 

测结构激励和响应的时域信号，从而识别结构的动 

力特性。结构动力特性测量中振动信号的拾取是通 

过传感器的布点来实现的，因此确定传感器数目，并 

将它们配置到最合适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对 

于一个待测试结构，为了在有限个采集点，得到尽可 

能多的反应结构当前特性的有效数据，以达到提高 

测试精度、增加试验结果可靠度的目的，对传感器的 

进行优化布置是很有必要的。 

传感器优化配置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J̈：优 

化准则和优化方法。目前发展起来的优化配置准则 

很多 J，其中较常用的是基于识别误差最小准则 

(Kammer的有效独立法 即采用该准则)，另外还 

有模型缩减准则 J、MAC准则 、可控可观度准则、 

模态应变能准则等；优化配置方法主要有非线性规 

划法、序列法、推断算法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模拟退 

火算法和遗传算法等基于概率的方法_6]。 

采用MAC准则和整数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基于 

有限元数值仿真，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滑油热交换器 

模态测试试验的传感器布点进行了优化配置，为其现 

场模态测试中传感器的布置提供一定的指导依据。 

1 燃-滑油热交换器有限元模型 

燃一滑油热交换器如图 l所示，它主要由上下底 

板同4个侧板构成的箱体、内部的散热管道、侧面的 

加压泵等几大部分组成，基于裂纹产生的部位(如 

图2)，关注的主要部分是上底板、下底板以及侧 

板 1。 

该型燃一滑热交换器材料为铝合金，其相关性能 

参数如下：密度为 2 730 kg／m ，杨氏模量为 7．1× 

1O Pa，泊松比为0．29 

图1 燃-滑油热交换器 

在分析测量燃一滑油热交换器实物的基础上，用 

有限元软件ABAQUS建立适当简化的三维模型，然 

后划分有限元网格，生成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 

计算，得到其前 10阶固有频率、相应的振型矩阵以 

及对应的模态应力云图。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离 

燃-滑热交换器工作频率最近的两阶模态应力云图， 

即第1、第2阶模态应力云图，如图3和图4。对比 

裂纹实际出现的位置和得到的模态应力云图，可以 

知道实际裂纹正好处于模态应力云图中的高应力 

区，说明了有限元分析结果与实际吻合，也证明了利 

用有限元分析结果进行传感器优化布设的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 。 

图 2 燃一滑油热交换器上的裂纹位置及其形态 

图3 燃．滑热交换器第 1阶模态应力云图 

图4 燃一滑热交换器第 2阶模态应力云图 

2 MAC准则 

由结构动力学可知，结构的各阶模态向量之间 

相互正交。但是在实际模态测试试验中，由于测量 

自由度一般小于结构实际 自由度，同时受到测试精 

度和测量噪声的影响，测得的模态向量已经很难保 

证正交性。因此，在选择传感器的布点时，必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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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测得的模态向量保持尽可能大的空间交角，以便 

于模态的测试与识别。模态置信度矩阵 MAC(mo— 

dal assurance criterion)是一种很好的评价模态向量 

空间交角的工具 j，以它为基础构造遗传算法的适 

应度函数，进行传感器的优化配置。MAC矩阵的计 

算公式为 

M崛  = 

式中：u ， ，代表的是第 i阶和第．『阶模态向量。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可以知道 MAC矩阵非对角 

元素代表了相应模态向量的交角大小，即当MAC ， 

= 1，(i#j)时，第 i阶和第_『阶模态向量的交角为0， 

二者无法分辨；当MACi =0，(i≠ )时，第 i阶、第 

阶模态向量正交，二者很容易被识别开来。即采用 

基于整数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使 MAC矩阵非对角 

元素向最小化方向发展，找出使MAC矩阵非对角元 

素最小的测点布置方案。 

3 基于整数编码的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模仿自然界生物进化机制发展起来 

的随机全局搜索和优化方法，其本质是一种高效、并 

行、全局搜索的方法，它能自适应地控制搜索过程以 

求得最优解 J。它主要包括选择(或复制)、重组 

(或交叉)、变异这 3个操作算子和参数编码、初始 

种群选择、适应度函数设计、遗传操作设计、遗传参 

数选择(种群大小，交叉、变异概率等)5个要素。 

针对燃一滑油热交换器模态测试实验的传感器 

布点优化问题 ，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整数编码的改 

进遗传算法来解决，算法流程如图5所示，具体实现 

过程叙述如下。 

图5 基于整数编码的算法流程 

1)参数编码 

传感器布点优化问题的解决就是把给定数量传 

感器配置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以便采集到尽可能多 

的结构参数信息的过程。结合待解决问题的实际情 

况本文使用整数编码方法代替传统的二进制或浮点 

数编码方法，避免了优化过程中产生不可行解以及 

因0、1个数变化导致的传感器数目变化的问题 J。 

为了方便地反映问题的本质，采用正整数 1～凡 

对可以布置传感器的位置进行编码。即个体[1，2， 

3，4，5]代表一种5个传感器的布置方案，它的基因 

1，2，3，4，5，代表这5个传感器的布置位置。因为同 
一 个位置只能布置一个传感器，所以任何个体都不 

允许有相同的基因存在。若出现相同基因可以有两 

种解决方法，一是对该个体赋予一个惩罚因子令其 

适应度尽可能小；二是随机产生别的基因对相同的 

基因进行替换达到同一个体基因各异的目的，同时 

降低变异操作的变异率对此进行综合考虑，采用第 

二种方式。 

2)遗传参数选择 

(1)种群大小s。随着种群规模增大，计算量明 

显增加，计算效率效率低下，而种群规模很小时，计 

算效率虽然较高，但种群多样性降低，不易找出令人 

满意的优化解，所以选择种群大小时应综合实际问 

题考虑。 

(2)重组(或交叉)概率P 。重组是遗传算法 

中生成新个体的主要方法，所以交叉概率应该适度 

取较大值，同时为了避免交叉概率过大反过来破坏 

群体的优良模式，交叉概率亦不能过大，一般情况下 

取0．4～0．99 ，取交叉概率P =0．75。 

(3)变异概率P 。变异也是影响新个体产生 

的重要因素，变异率小则产生新个体很少，太大又会 

使遗传算法变成随机搜索，为了实现个体的良性变 

异，一般取变异率为0．0 001～0．1_8 J，取变异概率为 

P =0．06。 

3)初始种群选择 

选择初始种群大小为 s，即初始种群有 s个个 

体，每一个个体都用随机的生成方式得到。 

4)适应度函数设计 

适应度是根据目标函数确定的用于区分种群中 

个体好坏的标准，任何情况下都是非负的，而且希望 

其值越大越好。结合本文涉及的实际问题，期望实 

现的目标是MAC矩阵非对角元素MACm(i≠_『)最 

小化。根据 MAC矩阵的计算公式知道0≤MAC ≤ 

1，( )恒成立，所以可以设计适应度函数为 

Fit(x)=1一max(MA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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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不知道最优指标的情况下，降低随机因 

素导致遗传算法迭代提前终止的概率 ，把适应度 

值Fit( )在Ⅳ代内的变化值 AFit( )< (or为一个 

极小正数)作为迭代终止条件。 

5)遗传操作设计 

对于不同的编码方法，遗传操作算子：选择、重 

组、变异的设计思路大致相同，但具体实现却不完全 
一 样，现针对本文涉及的基于正整数编码的遗传算 

法所设计的遗传操作算子简述如下。 

(1)选择 

选择操作的策略与编码方式无关，本文的选择 

算子利用随机竞争选择方式实现，实现过程如下。 

① 计算第m代种群 POP 所有个体适应度值 

Fit (戈)，并保留最大适应度值max{Fit ( )}和适应 

度最大的个体 。 

② 为降低选择误差，采用随机竞争选择方式， 

依次按和适应度值成比例的概率来进行选择选取一 

对个体，即若第k个个体的适应度为 ，则赋予其选 

， 

择概率为P =— ，然后让这两个被选出的个体 
sumt,j ， 

进行竞争，适应度高的被选中放人配对池，以备配对 

重组，如此反复直到配对池中个体数目达到规定值 

为止。 

(2)重组 

重组算子的设计和实现与具体问题密切相关， 

并要和编码设计一同考虑，主要包括交叉点的位置 

选择和如何交换部分基因。采用单点交叉，交叉点 

的位置cpoint在1一(t一1)中随机选择(t是个体所 

含基因个数)，得到交叉点 cpoint后，对配对的两个 

个体A， 交叉点之后的两部分进行互换得到A ， 

曰 ，例如cpoint=2，则交换配对个体A， 的3～(k— 

1)位基因达到重组目的 

4 (1，2，I3，4，⋯)_÷ (1，2，7，8，⋯)A 

B (5，6，I7，8，⋯)_+ (5，6，3，4，⋯)B 

(3)变异 

针对传感器布置的问题，设计如下的邻近变异 

算子 

① 找出每一个可布置传感器的位置n邻近的 

所有的可布置传感器，组成集合 。 

② 对种群中每一个个体生成一个随机数 rand 

k，将其和以先前设定的变异概率P 进行比较以确 

定是否对个体进行变异操作。若rand k<P ，则随 

机选择个体基因座，在基因座对应的集合 中随 

机选择一个元素替代被选中的基因座，实现邻近变 

异操作。 

(4)最优保存策略 

计算经过重组、变异得到的种群POP 个体的 

适应度值 Fit ( )，保 留适应度最大值 max{ t 

( )}和适应度最小的个体 。比较两个种群 

POP 和POP 的最大适应度值 max{Fit ( )}和 

max{Fit ( )}，若max{Fit (戈)}>max{Fit ( )}， 

则用种群 POP 中适应度最大的个体 替代过渡 

种群POP 中适应度最小的个体 ，生成新一代种 

群POP +，，反之则直接利用种群 POP 作为新一代 

种群POP + ，进行下一轮迭代计算。 

4 整数编码遗传算法传感器优化策略用于燃一滑油 

热交换器模态测试 

根据燃．滑油热交换器的实际结构，最初可以在 

实验关注的主要区域上布置尽可能多的传感器，初 

始布置模式有 102个可行布置点，传感器布点具体 

编号及分布如图6所示。 

图6 上底板、侧板和下底板上的传感器初始布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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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大可能地布置102个传感器能采集到足 

够多的结构参数信息，但适合本实验使用的传感器 

价格高昂，配套设备也价格不菲，同时使用过多传感 

器会使实验数据处理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即从效费 

比来看，该初始方案并不是最佳的。于是用较少的 

传感器(本文使用传感器数目为8个)配置在最合 

适的位置上，采集到尽可1} 多的结构参数信息，从而 

实现燃-滑油热交换器模态测试传感器布点的最优 

配置，是很有意义的。 

利用前述设计的基于整数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 

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该问题。 

利用MBna】)编程实现了前述的基于整数编码的 

改进遗传算法，得到燃-滑油热交换器模态测试传感 

器布点数为8的传感器优化配置方案。优化结果表 

明，相比于传感器的初始布置模式，优化配置后传感 

器数目大大减少，测试实验预期成本明显降低的同 

时，其获取结构信息的能力却只略有下降(MAC矩阵 

最大非对角元素从0．2 414升到0．3 046)，综合成本 

与效益来看对传感器进行优化布点后，效费比优于传 

感器初始布点模式。对传感器进行优化布点的结果， 

可为燃-滑油热交换器实验模态测试的实际传感器的 

优化配置提供一定的指导依据。 

非对角元素最大值 ：MAC(1，5)=MAC(5．1)--0．2 414 

图7 102个布点的MAC阵三维直方图 

图7为 102个布点全部布置传感器时，MAC阵 

的三维直方图，其最大非对角元素为0．2 414。 

图8是利用燃．滑油热交换器模型前 10阶振型 

和适应度计算公式寻找8个传感器布置的优化配置 

方案过程中历代种群最大适应度值的变化曲线，迭 

代结束后得到的适应度的最大值为 0．6 954，即 

MAC最大非对角元素为0．3 046。 

图9和 1O分别为采用 8个布点布置传感器的 

优化方案时，优化前后MAC阵的三维直方图，其最 

大非对角元素为分别为0．7 012，0．3 046。 

图11为8个布点布置传感器的优化方案中，传 

感器布点分布情况。 

鏊 

遗传算法迭代ttt4~数 

种群规模 ：200 

重组概率：O．75 

变异概率 ：0．06 

迭代次数 

图8 历代种群最大适应度值的变化曲线 

非对角元素最大值 ：MAC(6。I)---MAC(1，6)=0．7 012 

图9 8个布点优化前的MAC阵三维直方图 

非对角元素最大值：MAC(6．4)=MAC(4，6)=0-3 046 

图10 8个布点优化后的MAC阵三维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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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1 8个传感器布点的优化配置方案 

5 结论 

1)针对燃一滑油热交换器实际结构，采用有限 

单元方法，建立了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模态数 

值分析，得到了得到其前 10阶固有频率、相应的振 

型矩阵以及对应的模态应力云图。对比裂纹实际出 

现的位置和得到的模态应力云图，可以知道实际裂 

纹正好处于模态应力云图中的高应力区，说明了有 

限元分析结果与实际吻合，证明了利用有限元分析 

结果进行传感器优化布设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2)利用遗传算法思想结合本文涉及的实际试 

验需要，设计了一种基于整数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 

并利用Matlab编程完成了算法的实现。优化结果 

表明，综合成本与效益来看对传感器进行优化布点 

后的效费比明显优于传感器初始布点模式。这种优 

化布点方案，可为燃一滑油热交换器试验模态测试时 

实际传感器的优化布点提供一定的指导依据，相对 

于传统的仅依靠个人经验布置传感器的方式更为合 

理、有效。 

3)设计基于整数编码的改进遗传算法时，所采 

用的“随机竞争选择方式”、“邻近变异算子”对于其 

它需要采用整数编码来设计遗传算法的场合具有一 

定参考意义，同时使用这种整数编码改进遗传算法 

传感器优化布点方法对于类似构件的传感器布点具 

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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