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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成本的飞机结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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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基于协同优化方法，建立了面向成本的飞机结构优化设计模型。该模型不同于传统的结构设计中以质 

量最小或结构效率最大为优化 目标 ，而是以寿命周期成本为 目标，通过相同的结构尺寸变量将结构质量与制造 

成本联系起来。其中以重量表征油耗成本，寿命周期成本模型被简化为制造成本和油耗成本的函数。在iSIGHT 

优化平台实现了这一结构协同优化的过程。优化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本文进行的结构优化比传统的结构设计 

思想 (以最小重量为目标 )更加显示了飞机在寿命周期范围的经济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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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M odel of Aircraft Structure Design for Cost 

YA0 Shan。shan 

(School of Astronautics，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he model of aircraft structure design for cos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The model took LCC of aircraft as the oNective of optimization，rather than minimum 

weight or maximum structral effi ciency in traditional design，linking manufacturing costs models with 

structural analysis models through shared design parameters．LCC model was simplified to the function 

of manufacturing cost and fuel brun reflecting weight penalty．The optimization was implemented with 

iSIGHT．The analysis and comparation of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uctral optimization method in this 

dissertation was more economical than traditional design for minimum weight． 

Key words：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MDO)：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CO)； 

structure analysis；Life Cycle Cost(LCC) 

1 982年美籍波兰人J．Sobieszezanski Sobieski首 

次提出多学科设计优化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MDO)的思想 ，形成了MDO的发展 

开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MDO在航空航天领 

域 内获得巨大成功。国内对飞机MDO的研究多 

集 中于飞机性能方面的优化 ，而国外在此领域 

的研究早已关注了成本的影响 ，并且把寿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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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问题带入了MDO，特别是对民用飞机的成本／ 

性能优化更为关注。协同优化算法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CO)是一种常见多级MDO算法，它 

由斯坦福大学的Kroo等人在一致性约束优化算法 

基础上提出的，数学上它是一种二级优化算法。 

本文基于协同优化算法，提出了面向成本的飞机 

结构优化设计模型。该模型是以飞机寿命同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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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Life Cycle Cost,LCC)为目标，将结构质量与 

制造成本联系起来。在iSIGHT优化平台实现了结 

构优化的过程，并对优化结果进行分析比对。 

1 飞机多学科设计与协同优化方法 

对于飞机多学科优化设计，其基本思想就是 

将复杂的设计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子问题求解。这 

些子问题 (子学科 )间存在着设计变量的耦合 ，子 

系统与系统级之间存在信息传递关系，以及在每 

个子系统内部都存在着一些本系统的独立变量， 

这些都导致了建模分析时的复杂性。 

飞机MDO问题的数学模型  ̈如下： 

rmin_厂( 】，) 

s．t． ( 】厂)≤ 0 (i=1，2，⋯ ，zc) r 1、 

l L
式中： ∈R ，y∈Rny ． 

其中， 与YY．必须满足如下的关系： 

f a】( ，y)1 

A( ，y)=i ⋯ f=0 (2) 
I l 

以 ，y)／l 

上式称为设计对象的状态模型，它们共同组 

成设计对象的设计模型。其中：x为设计变量向 

量，共，z 维 ；】，为状态向量，共 维；C为约束向 

量，，z 维，即有，z 1爪约束 ；A为状态方程组，描述 

飞机系统内在的物理规律。 

协同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并行的 

优化决策过程。其主要思想是把复杂系统多学科 

设计问题分解为各学科 (或子系统)设计优化问 

题，然后用某种策略来协调各学科的设计结果。 

协同优化将原有的优化设计问题分为两级：一个 

系统级和并行的多个学科级 ，包含了系统级优化 

和各子系统优化两个主要环节担】。系统级向各学 

科分配系统级变量的目标值 ，各学科级在满足自 

身约束的条件下，其目标函数应使在本学科优化 

得到的系统级变量值与系统级分配下来的目标值 

的差距最小，经学科级优化以后，各 目标函数再 

传回给系统级，构成系统级的一致性约束以解决 

各个子系统设计活动，使各子系统优化结果的不 
一 致性逐步减小 ，最终找到一个达成一致的最优 

设计 。 

2 飞机寿命周期成本模型 

飞机的寿命周期可简单划分为获取过程和 

使用过程 ，那么 ，LCC也大致可看作采购成本 

(AC)和使用成本 (TOC；此处须扣除折旧项)之 

和 (已忽略残值 ，约占LCC的5％～10％)。采购成 

本大致等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 (PC)再加上利 

润 (如5％的利润率 )。现代工程系统的使用成本 

约 占LCC的50％～60％；其次是生产成本 (PC)， 

约 占LCC的30％～35％；而研发 成本仅 为LCC的 

10％～15％。随着采购量的增加，使用成本所占的 

份额还将增加 ，而研发成本所 占的份额将继续减 

小 ]，因此研发成本和利润在建模时可以忽略。 

LCC至少可以是采购成本 (AC)的3—20倍。其原因 

是：因研发成本是一次性投入的，而生产成本和 

使用成本与采购量有关，随着采购量的增大，研 

发成本在LCC中所 占的份额必然减小。在各项成 

本中，在购置量较大的情况下 ，LCC主要取决于 

使用成本TOC和生产成本PC，而研发成本在LCC 

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使用成本又可分为直接使用成本 (DOC)和间 

接使用成本 (IOC)。根据 《飞机设计手册 (第22 

册技术经济设计 )》统计数据，间接使用成本IOC 

与飞机设计关系不大；而直接使用成本DOC中油 

耗成本的比重最大 ，超过DOC的40％。对于飞机 

结构设计，除了采购成本和油耗成本之~'bDOC的 

其他组成部分都可以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被忽略 

的那些元素对结构设计的影响不大，它们与系统 

和发动机有关。 

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中，只有加工制造成本 

(MFC)和结构直接相关 ，运输成本、调试成本及 

备件购置成本与结构设计关系不大，可以忽略。 

至此，飞机的LCC可作如下简化： 

LCC—}AC+T0C 

- - ~PC+DOC+IOC (3) 

— }MFC+ 

上式中，MFC是结构设计的函数，C 是寿 

命周期内单位质量耗油率的函数 ，文献[4】指出， 

单位质量耗油率可达300$／kg，因此油耗成本可以 

看作是飞机质量 (mass)的函数。 

许多文献中都表明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飞机 

设计过程中对成本的考虑，但这通常都是通过一 

个更加整体性的函数来实现的，这实际上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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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材料成本系数C ($／g)，则蒙皮的材料成 

本为： 

c~m=LWtpc， (8) 

人工成本为 ： 

C1 =LWr, C1 (9) 

式中：r1 是蒙皮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h)；C 

是按经验得出的蒙皮人工成本系数 (h／m )。 

3．2．2 桁条 

实际的飞机制造中会使用几种不同类型的桁 

条 ：T型、L型、z型以及混合型等。为了便于估 

算，本文将全部采用T型桁条 ，那么它的装配则 

需要两排铆钉。 

桁条属型材，其材料成本是长度的函数。假 

定桁条的长度等于面板长度L，给出按经验确定的 

桁条材料成本系数C ($／mm)，则桁条材料成本 

为： 

=／72Lc2 (1o) 

式中： ：是桁条的数 目，等于面板宽度 涂以桁 

条间距b，即 ，=W／b。 

人工成本也是桁条长度的函数，则 

(11l=rl，L c， (11) 

式中： 是桁条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h)，C21为 

桁条的人工成本系数 (h／mm)。 

3．2．3 隔框 

隔框用于加固面板，材料成本可以按其体积 

的函数来计算。将隔框理想化成笔直的，并具有 

“C”型的等截面，如图3所示。假设隔框在面板 

上沿着宽度方向分布，那么相应地隔框的长度等 

于面板宽度w。令 r为隔框厚度， 隔框高度， 

为隔框边缘长度，那么c型隔框的体积哟 ： 

=【(2z hi)t~-2t／lW (12) 
令 为隔框数 目，P为材料密度以及材料成本 

—  

_．1 卜- 

+ 

T  

t 

--(- 

图3 隔框截面示意图 

系数C ($／g)，则隔框的材料成本为： 

G =／73 pc3 (13) 

假定隔框的人工系数C (h／hole)是与每条隔 

框上的减轻孔的数目nholes直接成正比的。如果令 

I"3 ($／h)为隔框单位时间的人工成本，那么隔框人 

工成本为： 

C3 =，z3 oles r3 C3 (14) 

3．2．4 夹板 

夹板位于每个隔框和桁条的交叉处 ，将桁条 

与隔框相联结。共有3种夹板，文中便于估算成 

本 ，公式中按经验取其平均质量W (g)。夹板的 

材料成本是其质量的函数： 

C4 ----rt4W4C4 (15) 

式中：124是夹板的数 目，等于桁条和隔框的交叉 

点数目，z C ($／g)为材料成本系数。 

桁条和隔框的交叉点数 目为二者数量之积， 

即 W L 

／'／2
- 3 2咒3 ‘ (16) 

夹板的加工成本为： 

c4 =／74r4If
4 (17) 

式 中：r 为夹板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h)；C 

(h／cleat)为夹板的人工成本系数。 

3．2．5 铆钉 

通常飞机面板上有两类铆钉 ，无妨称其A型 

和B型。每种类型的铆钉数据都按经验取其相应 

类型的平均值。 

A型铆钉用于将夹板联结到桁条和隔框上。 

每个夹板需使用4个铆钉：2个用于固定桁条，2个 

用于固定隔框。因此A型铆钉的总数n 等于夹板 

数 目的4倍，即 

n5A=4n4 (18) 

B型铆钉用于桁条和隔框的固定。因为每根 

桁条须两排铆钉来固定，所以桁条上的B型铆钉 

总数为： ， 

5B一2 2‘’厂  (19) 

式中： ：为桁条上铆钉的间距。 

而每个隔框只需一排铆钉来固定，则隔框上 

的B型铆钉数 目为： 

n5B 3： (20) 
IR 3 

式中： 为隔框上铆钉的间距。为便于计算 ，令 

lR_2=l肿= 。 

那么B型铆钉的总数为桁条和隔框上的B型铆 

钉数之和再减去二者交叉点重复计算过的铆钉数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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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交叉点的2倍)。 

n5口 = n5B
一

2+ n5口
一 3— 2n2— 3 (21) 

令c 和c m 分别为A型和B型铆钉的材料成本 

系数，则铆钉的总材料成本为： 

=n5Ac5m +，z5口c5m (22) 

铆钉的人工成本分按工序划分，顺序为：隔 

框子装配中的铆接加固，钻孔 (包括必要的扩孔 

和锪孔，将孔精加工到必要的尺寸精度 )，然后 

铆钉被插入孔中，以手工铆接开始 ，以自动化铆 

接完成，清洁及检验工作 ，最终铆接工作 (主要 

是钳工)，最后装配完成。 

隔框的铆接加固人工成本与隔框的长度成正 

比。令，』 为隔框子装配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 

h)，c (h／mm)为隔框子装配的人工系数，那么 

隔框子装配总成本为： 

一  

= n3 1
一  c (23) 

假定对于两类型铆钉而言，钻孔和扩孔工序 

都是一致的，则总的钻孔扩孔成本为： 

— dri11：( 5 +n5B) 一d训c 一drll (24) 

式中：rl5．drill为钻孔扩孔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 

h)；一5圳l(h／rivet)为铆钉的人工系数。 

铆接过程分为手工铆接和自动化铆接。假定 

A型铆钉全部使用手工铆接，B型铆钉中用于隔框 

和桁条两端的以及交叉点处的也是手工铆接；其 

余的全部采用自动化铆接。对于本文中这种特定 

形式的面板，85％的铆钉是 自动化铆接的。 

令，z 一 为手工铆接的铆钉数 目，rl5_man为手工 

铆接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h)，C 一 (h／rivet) 

为手工铆接的人工成本系数，则手工铆接总的人 

工成本为： 

一  

= ，z5
一  

l

一  

e I
一  (25) 

同理，令n 。为 自动化铆接的铆钉数目， 
rl 

⋯  。为 自动化铆接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h)， 

C 5 (h／rivet)为自动化铆接的人工系数，则 自动 

化铆接总的人工成本为： 

一  

。
= n5

-

auto吐 。c5l (26) 

假定清洁和检验工作的成本是面板面积的函 

数，若， 为清洁检验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 

h)，，． (h／mm )为面板清洁检验的人工系数， 

则面板清洁检验的总人工成本为： 

=LWry_ fc51 (27) 

最终铆接和装配步骤的人工成本按铆钉总数 

计算，人工成本为： 

一

胁l=(，z5 + 5口) l一  

(28) 

式中：r／5_final为最终铆接装配的单位时间人工成本 

($／h)，C 舶 。(h／rivet)为最终铆接装配的人工系 

数。 

面板上铆钉全部装配步骤的总人工成本可通 

过累加式 (23)～(28)得到，即 

一  

+ 
一  。。

+ 
— m an

+ 
⋯ 的

+ 
— d
+ 

一 矗 al(29) 

将以上5组零件的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全部 

累加，即得到整个面板的全部制造成本。 

4 结构分析模型 

结构分析具有半经验性质，采用了Engineering 

Sciences Data Unit(ESDU)中的结构模型来预测给 

定的面板最多可承受多大的载荷，分析模型被简 

化为图4所示图形。这里b为桁条间距，J}z为桁条高 

度， 为蒙皮厚度 ， 为桁条厚度，并给定桁条截 

面积为3ht 。它可以承受均布压力，强度为 ，或 

者承受均布压力和均布剪流混合载荷。考虑的失 

效模式包括总体屈曲(长波)、局部屈曲(短波) 

和铆钉之间的蒙皮屈 曲，以及铝合金许用应力 

允许范围内的材料失效 (本研究不考虑过屈曲设 

计)。这种半经验的方法是对面板真实行为的近 

似，但是对现阶段的工作而言已经足够了。本文 

不考虑动力学、刚度 、振动和稳定等飞机结构各 

零部件的全面的工作状况。 

对于总体屈曲，假定面板在隔框中是简支 

的，并且间距足够宽以保证邻近的桁条之间没有 

图4 结构分析的面板模型 

接触。用欧拉公式分析总体屈曲应力 为： 
万 E 

dE —(LF i—q
~
)2 (30) 

式中：E是弹性模量；L，是隔框间距；qs为含有有 

效蒙皮的桁条的回转半径。 

qs 1／才 (31) 
式 中： 为含有有效蒙皮 的桁条的剖面惯性矩 

(mm )；A 为含有有效蒙皮的桁条的剖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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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 

式 (30)还可写作： 

， 

为总体屈曲载荷系数，其表达式为： 

KF 

t= ／b (41) 

可 以通过方程 (32)，(34)，(40)消去b和t， 

局部屈曲应力为： 

=  (34) 

为局部屈曲载荷系数，其表达式为： 

(35 

对一般结构铝合金 ， 多在0．3～0．33之间。 

可用尺寸~Lh／bTNUt的函数来定义 。 

对于承受压力和剪力混合载荷的局部屈曲， 

著名的Parabolic Interaction Formula和纯减 B作用下 

的屈曲应力方程联合使用，见式 (36)，(37)。 

+【 l：1 (36) ——+l——l= 【36) 
E ／I 

KsE ) 

式中： 和r分别为实际的压力和剪切力 ；屈曲载 

荷系数的代表性取值是 =4．83。 

对于铆钉之间的蒙皮屈曲应力 ，通常使用 

的是方程 (38)的经验公式： 

8 

式中：按惯例取 =2．46；圆头铆钉 ， 为铆钉间 

距。 

由于材料的应力极限，当面板承受纯压力时 

会用到一个适当的许用应力值 (不考虑简化的正 

切模量 )；而当压力和剪力混合作用的时候 ，采 

用von Mises应力，见式 (39)，并结合材料的许用 

压应力 。 

O'VM=√ +3v (39) 

在结构优化过程中，面板的结构效率 是公 

制的。压力作用时，理论上效果是基于同时发生 

的总体屈曲和局部屈曲 (即材料达到承受极限时 

的应力)。因此，实际应力 为： 

=p／t (40) 

式中：i是等效厚度： 

o-= 
(42) 

77为结构效率： 

叩_(等 3) 

5 质量估算模型 

T：t／t (44) 

面板的总质量即各组零件质量的累加： 
、 

1 1  

m‘d 。 mi mI+m2+m3+m4+m5 (45) 
i=1 

面板尺寸可参照图 2和图4，并假定面板使用 

统一的铝合金材料，具有统一的密度p。各组零件 

的质量可表达为 “体积 ×密度”或 “单位零件质 

量 ×数目”，则 

蒙皮：m =LWtp (46) 

桁条：m2=3n2htsLp (47) 

隔框 ：由于隔框上有减轻孔 ，所以还应减去 

减轻孔的质量损失 ，则隔框质量为： 

m3=n3 rP—n3Hho1ewhole (48) 

式中：]e／hole为每条隔框上的减轻孔数目；W 。为每 

个减轻孔带来的质量损失。 

夹板：m4= 4w4 (49) 

式中：w 为每个夹板按经验确定的平均质量。 

铆钉 ：由于装配铆钉时须先钻孔扩孔 ，这 

样会造成面板的质量损失 ，因此铆钉的质量W 实 

际指的是铆钉自身质量减去钻孔质量损失之后所 

得的差值。有文献表明 该值的统计平均水平为2 

g。则铆钉的总重为： 

m5=(，z5 +nsB) (50) 

6 面向成本的结构协同优化模型的建立 

对飞机机身面板结构的优化问题可定义为： 

在满足结构强度要求的情况下，优化面板的各项 

结构尺寸，使飞机的寿命周期成本最小。 

按照协同优化算法的框架，把对面板结构的 

优化问题分解为一个寿命周期成本的系统级优化 

问题与两个子系统优化问题，即结构制造成本和 

结构质量问题。根据这种设计思路 ，建立了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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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身面板结构的协同优化算法框架，图5所示。 

图5 飞机机身面板结构的协同优化算法框架图 

现分别表述该协同优化问题的系统级和两个 

子系统级的数学模型。 

系统级优化问题表述为： 

fMin LCC=4MFC+300mass 
{ ．t． =0，J2=0 (51) 

I Z=to， o，6o，ts0，ho} 

其中：目标函数LCC为飞机的寿命周期成本； 

MFC为制造成本 ；mass为结构质量。其他变量 

如前所述 ：J ，J 为系统级约束 ；Z为系统级变 

量集。此处为简化优化过程，令隔框间距L，为常 

数，L =596 mm，给定一个较小的载荷 ，可令p／ 
= 0．7 N／mm2

。 下标 “0”均表示系统级分配给子 

系统级时的初始任务值。 

制造成本子系统的问题表述为： 

IMin Jl=(f—to)z+ 一 +(6一％)z+ 一 )z+ 一％y 
l ．t．≥f ， ≥ mm，b≥ ， ≥tsmm， ≥ 

1 ≤【cr] (52) 
l ={t， ，b， ，h} 

其中： ，[cr】分别为应力和许用应力；t， ，b， 

t ， 含义不变，为各结构尺寸参数变量，由制造 

成本最小化模型计算得出。制造成本子系统主要 

计算机身面板的制造成本MFC，使结构满足应力 

和最小尺寸要求的情况下使MFC达到最小值。 

结构质量子系统的问题表述为： 

JMin = 一 )2十( 一 )2+ 一岛)2+ 一t,o)2+ 一％)2 
f ．t．t≥tmm， ≥ ，6≥ ， ~>"tsrmn，h≥ 

l 仃≤ (53) 

I ：{f， ，b，ts，h} 

各参数的含义不变。结构质量子系统主要计 

算机身面板的结构质量mass，使结构满足应力和 

最小尺寸要求的情况下使mass达到最小值。 

7 在ISlGHT优化平台实现飞机结构的优化 

iSIGHT是基于Window NT和Unix平台的MDO 

框架 ，是解决 目前多学科设计中存在问题的有效 

工具。iSIGHT在航空航天、车辆与船舶制造业、 

叶轮机械、电力电子和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得到广 

泛应用。使用iSIGHT解决MDO问题，能够在多个 

学科设计之间取得平衡，对于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设计成本、缩短产品的设计周期效果显著。 

按照协同优化的结构框架，在iSIGHT优化平 

台下建立飞机机身面板结构的协同优化模型，分 

别集成面板的制造成本、结构质量以及系统级的 

优化算法，实现协同优化。 

协同优化系统应该包括一个并行模块和一个 

在系统级的计算LCC的计算模块。在这个并行模 

块中包含了面板的制造成本子模块和结构质量子 

模块，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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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iSIGHT优化平台的面板结构优化系统结构冈 

图7中ETA表示伴随LCC最小值的产生，输出 

此时的结构效率卵。 

图7 面板结构优化数据流 

8 分析与结论 

将前文所述的分析方法和优化模型在iSIGHT 

优化平台进行实现。将输入初值、初值范围和经 

过优化之后的结果分别列于表1。 

表1 飞机机身面板结构协同优化结果 

为了与该优化结果进行对 比，现对面板结 

构进行两次传统方法的优化 ，以最小质量和最 

大结构效率卵为 目标 (传统飞机结构设计的优化 

方法 )，分别进行优化 ，完全不再考虑成本 的 

影响。但 同样可以以此时的结构参数计算得 出 

LCC。为了方便比较，将按不同目标的优化结 

果列于表2中，同时计算出以上3种优化产生的 

LCC，一并列出。 

表2的优化结果显示 ，不同的优化标准导致 

面板尺寸大相径庭。以最d~LCC为目标进行的协 

同优化，几乎所有结构尺寸都 (远)大于另两次优 

化 (按最大结构效率和最小质量为 目标进行的优 

化)。增加的桁条间距易意味着连接件夹板的数量 

减少，增加的铆钉间距f 则导致装配成本的大幅 

减少。最关键的观察结论是优化总是使设计趋向 

于更大尺寸、更少数量的桁条和更大的铆钉间距 

(暗示了铆钉数量减少)，而这与前文分析的铆钉 

对制造成本的影响也是一致的。 

表2 按不同优化 目标的优化结果比较 

以飞机最JJ~LCC为目标进行结构优化，为飞 

机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当然，本文的结构 

优化模型并未考虑动力学、刚度、振动、稳定、 

气动力耦合等因素的影响，对飞机结构的实际工 

况进行了相当多的简化，因此优化的结果与真实 

情况或许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一模型及优化结 

果足以说明结论 ：以飞机最／|~LCC为 目标进行飞 

机机身面板的结构优化将制造成本分析和结构 、 

质量分析联系起来 ，这一结构优化比传统的结构 

设计思想 (以最小质量为目标)更加显示了寿命周 

期范围的经济性优势 ，LCC的大幅节约对于使用 

方 (尤其是民用飞机)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 

可以推论 ，面向寿命周期成本的飞机多学科优化 

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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