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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飞机装配 工艺设计 需要 大量借鉴 以往机型 的设计方 案。对设计知识 的重用是提 高飞机 装配 工艺设计效 率的 

有效保障。研究装配单元划分知识表示与重用技术，提出一种基于实例的航空产品装配单元划分设计方法，通过对装配 

单元划分知识的组织构造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模型，采用基于相似度的实例检索算法，通过实例的检索获得符合设计要求 

的最佳匹配实例。以某机型机翼梁为例进行算法验证。 

关键词：基于实例的推理；装配单元划分；查询实例；相似度检索 

中图分类号：TB3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54(2007)03—0026—04 

工艺人员在飞机制造的工艺准备过程中进行大量重复性、 

繁琐性工作，工作效率较低 ，使得工艺准备周期较长 ，从而延长 

飞机制造周期，影响飞机批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飞机装配工 

艺设计还是以手工为主，凭经验设计 ，工艺设计人员在工艺设 

计阶段无法或很少考虑飞机实际装配环节中的各种因素，使设 

计的产品在装配时常出现各种问题。为了减少这些问题的出 

现，装配单元划分成为飞机装配工艺设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重用以往的装配单元划分知识和经验是计算机辅助装配工艺 

设计技术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 国内外飞机设计多为改型设 

计 ，相同机型的飞机在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结构的相似 

性决定了装配单元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对新的部件、段件、组 

合件、零件进行装配单元划分时，只需对原有 的装配单元划分 

知识 ，依据设计要求稍作修改和组织，就可以得到所需要 的装 

配单元划分方案。重用已有的成功知识和经验，不仅可以大大 

提高装配单元划分的效率，而且减少了飞机研制的风险，提高 

了飞机制造、装配的一次成功率。 

现有的知识重用方法有：基于参数化的方法、基于知识工 

程的方法、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及基于实例的推理等[1]。 

目前 ，飞机工艺设计部门在进行飞机装配单元划分方案设计 

时，装配单元划分方案在经过实践检验符合设计和工程要求 

后，这些方案就作为实例按照一定的数据结构保存下来，形成 

实例库。在研制新机型或改型设计时，这些实例可以作为重要 

的装配设计参考知识。这与 CBR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 

因此，文中提出基于实例的装配单元划分方法，通过重用以往 

的装配单元划分方案设计结果来辅助新的装配单元划分方案 

设计。并就某型飞机机翼梁为例说明。 

1 装配单元划分的几个定义 

1．1 装配单元划分的定义 

一 个由N个零件组成的产品P一 (p-，pz，⋯， )，一般都 

存在若干个由m(1≤m≤ N一1)个零件形成的装配单元 S一 

(p piz，⋯，夕 )，定义如下 。 

定义 1 在装配体P一 ( ，p ．．，pN)中，若m(1≤ m≤ 

N一1)个零件形成的集合 S一 (p—p ⋯，夕 )满足下列条 

件 ： 

(1)m个零件之间的联接关系使 s成为一个不可自发分离 

的子结构，即 s为稳定结构； 

(2)S中零件装配完毕后，不影响原装配体 P中其余零件 

的装配 。 

满足上述条件的s称为一个装配单元 ，也称作子装配体。 

只满足条件(1)的 s称为可能的装配单元或子装配体。装配单 

元或子装配体的形成过程即为产品的装配单元划分。 

1．2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与查询实例的定义 

基于实例的装配单元划分旨在充分砬用过去装配单元划 

分的结果和经验来指导改型的装配单元划分，快速高效地生成 

满足装配工艺要求的、合理可行 的装配单元划分方案。将装配 

单元划分的结果以二种结构化的形式进行组织，形成装配单元 

划分实例。 

定义 2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是在 

满足特定设计要求下所获得的装配单元划分设计结果的结构 

化组织形式 ，可表示为 G 一 ( -，口 ⋯，％ )， 一 1，2，⋯，m。 

其中G 表示装配单元划分实例 ；，z表示ct所包含属性的个数 ； 

m为当前实例库中的实例数；口 ( 一 1，2，⋯，，z)是实例 的属 

性，可表示为一个二元 向量组 口“一 (A，z。)，i一 1，2，⋯，，z，其 

中 表示属性名，z，表示属性值。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是具有特定数据结构的数据集。根据装 

配单元划分的要求，确定新产品零部件的个数以及这些零部件 

之间的结构关系，使之构成新的装配单元划分功能要求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以一种与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对应的结构进行组 

织，形成查询实例。 

定义 3 【查询实例】 查询实例是满足新产 品的装配单 

元划分要求数据的结构化组织形式，表示为 Q一 ( ， ，⋯， 

)。其中 Q表示查询实例；z表示 Q所包含产品属性个数； 

( ；1，2，⋯，z)是查询实例 Q的属性，可表示为一个三元向量 

组口。 一 ( ， 。，z )，i一1，2，⋯，z，其中 表示属性名， 表示 

属性的权值(权值表示该属性在设计中的重要程度，权值越大， 
f 

该属性越重要，且> 一1)，五表示属性值。 
l= 1 

从定义 2，3可以看出：(1)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是装配单元 

划分方案设计结果的结构化组织，查询实例是装配单元划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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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数据的结构化组织形式；(2)装配单元划分实例中包含J 

个属性，而查询实例包含 m个属性，且 m≤J，并必须同时包含 

以下几个重要属性 ：装配位置、装配基准、零件 ／子装配体数、 

装配准确度、装配周期、刚性大小、劳动条件、运输条件等；(3) 

查询实例的每一个属性均设定一个权值。 

2 基于实例的装配单元划分方法 

基于实例的装配单元划分流程如图 1所示。查询实例是装 

配单元划分的设计要求。依据查询实例，实例检索机制通过实 

例索引机制对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库进行检索 ，并进行装配单元 

划分实例与查询实例的相似匹配计算，依据一定的标准选取一 

组相似匹配实例。当检索的相似装配单元划分实例较少或没有 

得到相似匹配实例时，可以对一些装配单元划分实例进行修 

改，以选取更多的相似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在得到一组相似装 

配单元划分实例以后 ，进行装配单元划分方案优化来评价相似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并从这一组相似装配单元划分实例中选取 

一 个合理、经济的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即最佳装配单元划分实 

例 。 

问题描述 
一  

— — — — JL———一 

查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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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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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优化 

设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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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单元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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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实例的装 配单元划分流程图 

2．1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的表示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是一个能完整、正确表达装配层次和装 

配单元划分所需要信息的模型，它存储了特定装配结构的装配 

单元划分结果。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模型包含两部分内容：(1)装 

配单元结构。装配单元结构表达装配单元之间的装配层次关 

系，是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模型的主框架 ；(2)装配单元划分信 

息。装配单元划分信息是描述装配单元划分过程的一组信息集 

合，它包含装配基准、零件 ／子装配体数 、装配准确度、装配周 

期、刚性大小、劳动条件、运输条件等信息。 

装配单元结构描述：CASE— def{key，id，ACPI}，其中 

key表示实例 的描述符；id表示 由系统产生 的唯一标识符； 

ACPI表示装配单元划分信息。 

装配单元划分信息描述：ACPI(Assembly Cells Partition 

Information)一 def{A1，A2，A3，A4，A5，A6，A7，A8}，其 中 A1 

～ A8分别表示装配基准、零件 ／子装配体数、装配位置、装配准 

确度、装配周期、刚性大小、劳动条件、运输条件等信息。 

2．2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的检索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检索的本质是查询实例与装配单元划 

分实例之间的相似匹配。相似匹配通过相似度来衡量。采用基 

于相似度的实例检索算法，首先介绍相似度的概念。 

定义 4 【相似度[3]】 (Similarity Degree，SD)。两个对象 

的相似程度。设对象 z，Y的相似度用 sim(x， )表示，sim(x， ) 

∈[O，1]，且满足条件：(1)对称性 ：sim(x， )一 sim(y，z)；(2) 

自反性 ：sim(x，z)一 1；(3)非负性 ：sim(x， )≥ 0。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的检索算法描述如下： 

步骤 1：输入查询实例Q，并设定Q中各属性的权值为( 。， 

∞2，⋯ ， )。 

步骤 2：从查询实例中选取必须满足的几个约束条件，即查 

询实例中权值较大的几个属性 ，检索实例库中与查询实例的实 

例类型相同的所有实例，找出满足约束条件的装配单元划分实 

例 。 

步骤 3：假设检索到 M个满足约束条件的装配单元划分实 

例，将 Q分别与M 个实例进行相似匹配计算。 

步骤4：求解Q与M个实例中某个装配单元划分实例C 一 

{ ， ，⋯，％ }的模糊相似度。首先 ，计算对应属性的相似度， 

然后依据属性相似度计算实例的模糊相似度。 

a．依据相似度求解公式，计算 Q的属性 与c 中的对应 

属性 口 的相似度s(％ ，口 )，i一1，2，⋯，z。属性的相似度可应 

用表 1中的公式 进行求解 。 

b．重复执行 a操作，依次求出 z个属性的相似度。 

e．采用加权平均法求 Q与c 的模糊相似度，见表 1中公式 

(3)。 

步骤5：重复步骤4，分别求出查询实例Q与M个装配单元 

划分实例的模糊相似度。 

步骤 6：提取最佳匹配实例。比较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模糊 

相似度 s。，sz，⋯，s 的大小，求出模糊相似度最大的实例，若 

Sj—max(S。，Sz，⋯，S )，则装配单元划分实例 是查询实例 

的最佳匹配实例。 

表 1 相似度 求解公式[‘- ] 

编号 对象 相似度求解公式 说明 

1 确定数值z， sim c ，一 一 ， 口，口为z，Y取值 

范围的下限值和 

z，Y∈ ，田 上限值 

sim(z， )一 函数，为模糊值 2 模糊值
z，Y 1

一 l，(z)一 ，( )l 的定量转换函数 

问题实例 Q S，(Q，CI)一 "。为Q的属性口o 

3 与装配单元 ， 的权值，s(a0 ，口 ) 

划分实例 √∑[ ·s(a ] 为对象口0。，口 V 
=1 的相似度 

3 实例分析 

在装配单元划分过程中根据经验可知，机翼前、后梁将分 

别处于机翼前壁板与机翼中壁板、机翼中壁板与机翼后壁板之 

间。现在以机翼前梁为例，通过相似算法判断其装配单元划分 

到机翼 前壁板 还是 机翼 中壁板 。 

步骤 1：输入前梁的问题实例 Q，并设定 Q各属性的权值， 

如表 2所示。权值根据设计经验确定。 

一 一 ■ 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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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从 Q中选取前梁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必须满足的设 

计要求 ：“以蒙皮为基准”检索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库中的所有前 

梁装配单元划分实例，找出满足设计要求的实例。从实例库中 

选取一些前梁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如表 3所示。 

步骤 3：查询各前梁的“装配基准”，可知 前梁 1、前梁 3、前 

梁 6满足设计要求。分别求解 Q与前梁 1、前梁 3、前梁6的模糊 

相似度 。 

表 2 机翼的问题 实例属性表 

属性 权值 属性值 

装配基准 O．19 以蒙皮为基准 

零件 ／子装配体数 0．21 包含 9个零件 ／子装配体 

装配准确度 O．16 好 

装配周期 0．13 较短 

刚性大小 O．14 好 

劳动条件 O．1 较好 

运输条件 0．07 好 

步骤 4：求解 Q与前梁 6的模糊相似度。首先，分别计算对 

应属性(“装配基准”、“零件 ／子装配体数”、“装配准确度”、“装 

配周期”、“刚性大小”、“劳动条件”、“运输条件”)的相似度，然 

后依据属性相似度计算 Q与前梁 6的模糊相似度。 

(1)计算各属性的相似度 

a．前梁 6与问题实例的装配基准相同，均为蒙皮。所以， 

s(a0l'a61)一 1。 

b．零件 ／子装配体数的相似度计算是两个确定数值的匹 

配问题 ，应用表 1中公式(1)： 

sim ( )一1一 ∈[5，151 

得 ：s(a02，a62)一 sim(9，11)=0．8 

C．装配准确度是模糊值，其相似度计算使用表 1中公式 

(2)。前梁的装配准确度可以描述为{差 ，较差 ，中等，较好，好 )， 

函数 ，(z)的映射关系如表 4所示。装配准确度的相似度： 

s(a03，a63)一 sim (g，m)一 0．5 

d．装配周期、刚性大小、劳动条件、运输条件是模糊值(函 

数，(z)的映射关系如表4和表 5所示)，同理可求得装配周期、 

刚性大小、劳动条件、运输条件的相似度 ： 

s(n0̈ n64)一 sim ( ， )一 0．5 

$(ao5，a65)一 sim (g，rb)一 0．25 

s(a06，a66)一 sim (rg，m)一 0．75 

$(ao7，a67)一 sim (g，m)一 0．5 

(2)计算 Q与前梁 6的模糊相似度： 

r7————————————一  

S6(Q，Cs)一̂ ／∑["f·s(a∽ )] 一o．293 V
-= l 

步骤 5：重复步骤 4，分别求出问题实例 Q与前梁 l、前梁 3 

的模糊相似度： 

Sl(Q，C1)一 0．341 

S3(Q，C3)一 0．333 

步骤 6：提取最佳匹配实例。比较前梁与问题实例 Q的模 

糊相似度sl，s。，Ss的大小，可知：S。一max(sl，S。，S )，所以， 

前梁 1是问题实例 Q的最佳匹配实例。 

表 3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属性表 

序列 装配单元划分实例名称 装配基准 零件 ／子装配体数 装配位置 装配准确度 装配周期 刚性大小 劳动条件 运输条件 

1 前梁 1 蒙皮 9 机翼中壁板 较差 短 好 好 差 

2 前梁 2 框架 8 机翼中壁板 较好 长 中等 好 中等 

3 前梁 3 蒙皮 12 机翼前壁板 较好 较短 较好 较好 中等 

4 前梁 4 框架 8 机翼中壁板 较好 中等 中等 差 中等 

5 前梁 5 框架 12 机翼前壁板 较好 长 差 中等 好 

6 前梁 6 蒙皮 11 机翼中壁板 中等 较长 较差 中等 中等 

表4 装配准确度／刚性大小 ／劳动条件／运输条件函数映射关系 

表 5 装配周期函数映射关系 

长(z) 较长(rZ) 中等(m) 较短(rs) 短(s) 

，( ) O 0．25 0．5 0．75 1 

4 结论 

结合基于实例的推理技术，提出一种基于实例的装配单元 

划分方法。定义了装配单元划分实例与查询实例的构造，为基 

于实例的装配单元划分奠定基础；采用基于相似度的检索算 

法，最终获得符合设计要求的装配单元划分方案。基于实例的 

装配单元划分方法可以直接借鉴已研制机型的装配单元划分 

方案，有助于提高装配工艺规划效率，并为后续的装配知识表 

示与重用技术的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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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接触有限元分析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章巧芳，毕向秋 
(浙江工业大学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 杭州 310004) 

摘要：接触应力是不易检测、难于计算，但对于设计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尝试用 ANSYS中的接触单元对汽 

轮机中叶片与叶轮的接触强度进行详尽的分析，同时探讨了与迭代计算收敛性及计算结果可靠性有关的几个难点和要 

点问题。该三维接触有限元分析方法也可用于其它机械产品的接触强度分析，为机械产品由单个零件的强度分析提升 

到装配体的强度分析提供参考。 

关键宇：三维接触；有限元分析；汽轮机；装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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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基于“物理样机试 

验的传统设计方法”提升为基于“虚拟样机仿真的现代设计方 

法”，是现代产品设计制造的必然趋势_1]，其中零部件的强度分 

析是虚拟产品开发的核心技术，过去将接触边界简化成刚性简 

支，只分析单个零件强度的常规有限元分析方法已不能适应现 

代设计的需要。实际上零件装配成部件或零部件装配成机器 

或设备时，在载荷作用下，接触体的变形将改变接触面的接触 

情况，而接触面间的受力情况与接触状态密切相关，若按常规 

的有限元分析方法，势必会给力学计算带来明显的误差，甚至 

会影响零件强度安全性的判断，这一点在接触面附近的应力分 

析上尤其明显。从力学分析角度看 ，接触是边界条件高度非线 

性的复杂间题 ，接触问题存在两个较大的难点： 

(1)在求解问题之前，接触区域表面之间是接触或分开是 

未知的，是突然变化的，这与载荷、材料、边界条件等有关； 

(2)大多的接触问题需要考虑接触面间的摩擦，摩擦使问 

题的收敛性变得困难 。 

这两大问题的存在使得工程分析研究较为困难[2]。也就 

是说接触应力是不易检测、难于计算的，但对于设计 又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难题 。 

近年来，随着非线性理论的不断完善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 

发展，利用非线性有限元法按接触问题来分析装配体的强度， 

已Et趋成熟。近来提出的面面接触模型是把两接触体分为主 

动体和被动体，在模型接触面上覆盖一层接触单元，在分析时 

研究主动体上接触表面的节点变形与被动体上接触表面的节 

点变形，然后从边界变形协调的变分原理出发，建立整个接触 

系统的控制方程[3]。ANSYS支持刚体一柔体的面一面接触单 

元，刚性面被当作“目标”面，分别用 Targe169和 Targel70来模 

拟 2一D和 3一D的“目标”面，柔性体的表面被当作“接触”面， 

用 Contal71，Conta172，Conta173，Conta174来模拟。目标单元 

和接触单元跟踪变形阶段的运动，构成一个接触对的目标单元 

和接触单元通过共享的实常号联系起来Ⅲ。汽轮机中的叶片 

是通过叶片根部(叶根)与叶轮或转鼓的轮缘联接在一起作高 

速旋转 ，要求叶根与轮缘的固定应该是牢靠的，在任何运行条 

件下保证在转子中位置不变。叶片与叶轮联接件的工程问题 

普遍受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关注，用有限元法对其进行强度分 

析的模型，由早期的将接触边界简化成刚性简支的二维或三维 

静拉模型，发展到考虑离心力及摩擦力等因素的二维接触模 

型，尽管有人在接触问题实体建模及有限元法仿真上作出了一 

些研究_5]，但迄今为止，用三维接触研究叶片与叶轮装配体强 

度问题的工程研究尚未见到详细的报道。文中尝试用 ANSYS 

中的接lIi!l! 亓对汽轮都．巾叶片与叶轮的接触强度进行详尽的 

分 、 j 接触非线性分析中与迭代计算收敛性及计 

警。．求 JJ靠性有关的几个难点和要点问题。 

1 分析实例 

1．1 接触建模的基本假设 

Abstract：A great lot of designing schemes of the former 

typed plane needs tO be used for reference for the technological 

design of airplane assembly．The reuse of designing knowledge 

is an effective guarantee for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designing 

efficiency of airplane assembly．This paper studied the knowl— 

edge representation of partition of assembling units and the re— 

use techniques，and put forward a kind of designing method for 

the partition of assembly unit of aviation products based on cer— 

tain living example．The case model of assembly unit partition 

was constructed by means of the constitution partition knowl— 

edge of assembly unit．The optimal matching example that tally 

with the designing requirements was obtained by adopting the 

case searching algorithm based on extent of similarity and by 

means of the search of living example．Verification of the algo— 

rithm was carried out by taking the wing girder of certain typed 

plane as an example． 

Key words：case-based reasoning；partition of assembly U— 

nit；query a case；search of similarity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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