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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性能计算中发动机推力确定方法的改进 

宋花玉 

(陕西省委党校 科技部，陕西 西安710061) 

摘 要：为准确计算飞机起飞滑跑距离和起飞航迹，应用数值插值方法，对起飞性能计算中发动机推力的确定方法 

进行了改进 ，提出以发动机推力曲线图所给推力为基础 ，利用分片双二次插值 函数法确定发动机推力。基 于改进 

算法对某型飞机发动机推力和起飞航迹进行了实际计算，计算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方法比原有方法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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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Engine Thrust Confirmation Method in Aircraft Take—off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SONG Hua—yu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an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Xi an 71006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alculate aircraft take-off running distance and track more precisely，an improved 

algorithm of engine thrust confirmation was put forward by using numerical value interpo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engine thrusts that can be f0und in the figure of engine thrust curve．the algorithm can cal— 

culate the en~ne thrusts that can t be f0und in the figure of engine thrust curve by using double·quadrat- 

ic interpolation algorithm of binary function．Moreover，a certain aircrafts engine thrusts and take—off 

tracks were computed by using the improved algorithm，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improved algorithm is 

more precisely． 

Key words：aircraft take-off perform ance；engine thrust；improved algorithm；algorithm of double—quad— 

ratic interpolation function 

引言 

在飞机起飞滑跑距离和航迹计算中，如何根据发 

动机推力曲线图确定发动机在实际滑跑和飞行过程中 

的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计算结果 

的准确性 ]。文献[2]提出的方法是：先固定马赫 

数，找出推力只随压力高度的变化规律，然后固定压力 

高度，找出推力只随马赫数的变化规律，最后确定实际 

推力。这种方法只考虑了压力高度和马赫数各自单独 

对发动机推力的影响，未考虑压力高度和马赫数对发 

动机推力的综合影响，所以得出的发动机推力不够准 

确。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算法——分片双二次函数插值 

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得出更为准确的发动机推力。 

=  k=1，2，3，Z=1，2，3，若有如下形式的二元函数 

r(x，y)=a0o+口10 +aolY+allxy+。20 + 

ao2Y‘+a21 x'y+口12 ‘+022 Y‘ 

)， 

y 3 

Y 2 

，， 

图 1 网格节点 

满足在 9个节点处的函数值与 =厂( ，Y)相等，即 

1 双二次插值函数 F(x ，Y )= k=1，2，3，z=1，2，3，那么将F(x，y)称 

已知二元连续函数z=_厂( ，Y)在如图 1所示的平 为z=／( ，Y)的双二次插值函数。由于在双二次插 

面 3×3矩形网格的 9个节点A 处的函数值 ，Y ) 值 函数F( ，Y)的解析式中既有 与Y的单独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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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交叉乘积项，所以双二次插值函数既考虑了 

和Y各自单独对函数值的影响，也考虑了 和Y对函 

数值的综合影响。另外，F( ，Y)分别是关于 、关于Y 

的二次函数，因此，可用F( ，y)对非线性二元函数作 

分片插值计算。 

类似于一元函数的拉格朗日插值 ]，我们构造插 

值基函数： 

(／ i等等)( )㈩ 
式中， =1，2，3；1=1，2，3。则： 

)= (2) 

于是多项式∑∑ ( ，y)z 满足条件。根据插值多 

项式的唯一性，∑∑ “( ，y)z 就是所求双二次插 

值函数，即： 

F(x，y)=∑∑ x，y)z 

毫毫【( )( ) 】 
f3) 

2 用分片双二次插值函数确定发动机推力 

由发动机推力曲线图 2可以看出，发动机推力与 

压力高度和马赫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确定发动机推 

力时，既要考虑压力高度和马赫数各 自单独对发动机 

推力的影响，又要考虑压力高度和马赫数对发动机推 

力的综合影响，根据本文前面关于双二次插值函数的 

Z  

烘 

马 赫数 

图2 发动机推力曲线图 

分析可知，用分片双二次插值函数来计算发动机推力 

是合适的。下面，我们以某型飞机为例，给出用该方法 

确定其起飞发动机推力的具体步骤。该型飞机的发动 

机推力曲线图如图 2。图中给出了5条推力曲线 C ， 

c ，C ，c ，c ，它们对应的压力高度分别为 H =0 m， 

=1 000 Ill， =2 000 II1， =3 000 nl， =4 000 m。 

1)在发动机推力曲线图的横轴上，从坐标原点 0 

开始每隔0．1取马赫数Mo=O，M =0．1，M2=0．2，⋯， 

M 。：1．0，把图中5条推力曲线中包含的推力数据从 0 

开始每隔 0．1马赫查出来，设查出的发动机在压力高 

度为日 、速度为 时的瞬时推力 P(H ， )的值为 

P̈ 即P( ， )=P i=1，2，3，4，5，I7_=0，1，2，⋯，10。 

2)确定计算点 Q处的压力高度 和飞行马赫 

数 。 

3)在发动机推力曲线图上画出的 5条推力曲线 

C ，C ，C ，C ，C 中选出最接近 Q处的压力高度 日 的 

三个压力高度，假设这三个压力高度从小到达依次为 

， ， ；再从步骤 1)中取出的各马赫数 mo=0，M 

= 0．1，M2=0．2，⋯，M 。=1．0中找出最接近 Q处的飞 

行马赫数 的三个，假设这三个马赫数从小到达依 

次为 ， ， ，将所得的三个压力高度 日 ， ， 与 

三个为马赫数 ， ， 组合可得 9个点(日 ， )(i， 

．  

= 1，2，3)，以这 9个点为插值节点，以这 9个点对应 

的推力 P ( ，J=1，2，3)为插值条件，利用上文推出的 

结果可得在矩形区域 {(H， )1日 ≤日≤ ， ≤ ≤ 

}内推力的双二次插值函数： ． 

咖 = 3 3矗 等)× 
一

■ 

≠ 

( )P( M )] 

4)最后将计算点 9处的压力高度 和飞行马赫 

数 代人上式，求得计算点 Q处的发动机推力： 

：  

3 3 

／-／ ／1 )× 七=l =1 、 { L ‘一 
：； 

( ) 】 
‘；； ‘ 

3 实例计算与分析 

本文算法在计算机上很容易通过编程实现，程序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推力基础数据文件、寻找最近点程 

序、双二次插值函数。其中，推力基础数据文件是程序 

计算的基础，用来存放从推力曲线图中查得的推力数 

据。有了推力基础数据文件以后，计算中用到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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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数据就可通过程序控制 自动从该文件中读取，而 

不必再通过人工查推力曲线图得到。寻找最近点程序 

分别用来寻找与计算点 Q处的压力高度 日 最接近的 

三个压力高度和与点 Q处的飞行马赫数 最接近的 

三个马赫数。按照上述算法，本文采用 Visual C++编 

写了飞机起飞发动机推力计算程序 ，只要输入计算 

点 Q的压力高度 日 和飞行马赫数 ，运行程序，立 

刻就能得到对应的推力。 

为了检验本文算法，取图2中与 =2 000 1TI对 

应的曲线C，为检验曲线 ，在其上取5个点 ，分别用本 

推力计算结果检验数据表 

文程序和文献[2]的程序计算这 5个点的推力(因为 

做检验之用，所以计算时应该把从 曲线 C 采集到的 

l1个推力基础数据从程序的推力基础数据文件中暂 

时去掉)，并与从图上查出的准确推力进行对比，结果 

如上表所示。可以看出，本文程序计算得到的结果与 

图中查出的准确结果基本吻合。计算可知，程序计算 

结果与准确结果的平均绝对误差的为2 490 N，平均相 

对误差为 2．76％，文献[2]程序计算结果与准确结果 

的平均绝对误差的为3 652 N，平均相对误差为4．0％， 

因此，本文结果比文献[2]的结果要好。为了比较本 

文算法与文献[2]的算法对飞机起飞航迹计算的实际 

影响到底有多大，本文分别用两种方法确定发动机推 

力，对某型飞机的起飞航迹进行计算，并与实际航迹进 

行对比，结果如图3。图3中，离散点“+”为用起飞航 

迹激光定位系统实际测试得到的航迹数据点。曲线 A 

为用最小二乘法对实测的离散点数据进行拟合得出的 

实际航迹。曲线 B为用本文方法确定发动机推力得 

出的航迹，与实际航迹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12 m。曲线 

C为用文献[2]方法确定发动机推力得出的航迹，与实 

际航迹的最大绝对误差为38 m。从图3可以看出，用 

本文算法确定发动机推力得到的航迹与真实航迹更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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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航迹计算测试结果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以发动机推力曲线图所给推力为基 

础，利用分片双二次插值函数法确定发动机推力的方 

法，克服了文献[2]只考虑压力高度和马赫数各 自单 

独对发动机推力的影响、未考虑压力高度和马赫数对 

发动机推力的综合影响的不足，为根据发动机推力曲 

线图确定发动机在实际滑跑和飞行过程中的推力提供 

了一种更准确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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