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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飞机结构疲劳强度测试系统的实际情况，结合目前网络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应用，提出了一种基

于以太网的远程控制型分布式应变测试系统，着重论述了采用以太网技术实现多个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之间的通

信，通过实验验证了命令和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与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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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航空测试领域中，飞机结构的疲劳强度影响

着飞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在飞机测试过

程中，主要通过飞机各个部位的应变量实时反映被

测系统的疲劳强度［１］。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虚拟仪器

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太网技术已经

在整个测试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２］。传统的单

机版应变测试系统在进行实验时所有的数据只能

在一个测试机上进行显示和保存，而且对于实时测

量的数据只能在测试后进行分析。本文着重叙述

以太网在多个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的应变测试系

统中的数据通信方式。

１　系统结构

本系统是一款针对飞机疲劳强度测试的实验系

统，由于实验人员有限，可以由一个实验工程师集中

管理多台计算机［３］，主要由远程监控端、测试端与以

太网络三个子系统组成，远程监控端与测试端之间通

过以太网交换机进行连接，连接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远程监控端主要实现远程控制测试端自动完成

系统自检、通道自校准、通道标定、通道配置和数据采

集，同时通过以太网接收不同测试端测量的结果，根

据测量结果进行显示、保存和分析与报表的生成。

图１　远程控制端与测试端的网络连接示意图

测试端实现通道配置和信号采集、调理。测试

端从传感器接收来信号后，对信号进行调理、换算，

并通过以太网交换机传送给远程监控端。

为了确保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减小数

据传输过程中电磁干扰的影响，采用１００Ｍｂｐｓ的快

速以太网交换机、ＲＪ４５接口的五类屏蔽型双绞线。

２　通信方式

２．１　基于以太网的网络结构

近年来以太网传输速率迅速提升，从开始的

１０Ｍ到现在的１００Ｍ、１０００Ｍ、１０Ｇ，速率的提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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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网络负荷减轻和传输延时减少，网络碰撞几率

下降；其次，以太网采用了全双工星形网络拓扑结

构和以太网交换技术［４］，使以太网交换机的各端口

之间数据帧的输入输出不再受 ＣＳＭＡ／ＣＤ 机制的

制约，避免了冲突，同时，采用全双工交换式以太网

能避免因碰撞而引起的通信响应不确定性，保障通

信的实时性。

随着系统集成、虚拟仪器和计算机网络的发

展，测控系统已经向集成化、智能化、分布式的实时

在线控制方向发展，通信技术成为用户统一集中管

理的关键，从而，以太网技术在相当一部分的测控

设备和系统中发挥着巨大的枢纽作用。

在飞机结构应变测试系统中，为了实现同时使

得局域网内不同地点可以对飞机结构中所关注的

不同测试点的应变进行监控与处理，采用多个远程

监控端和测试端通过交换机进行数据传输［５］。

图２　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通讯协议信息体组成

２．２　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通信

本系统为了使总线上多个设备之间能够正确

有效的进行数据的传输，制定了相应的通信协议，

主要由“字节数”、“头”（本系统用‘ＸＨ’表示）、“Ｃ

计算机名称字节数”、“Ｃ计算机名称”、“Ｓ计算机名

称字节数”、“Ｓ计算机名称”、“Ｓ／Ｃ系统状态”、“发

送／反馈命令”、“错误代码”、“预留”、“Ｓ调理／采集

信息体或Ｃ执行结果”组成。为了提高通信端在分

解多种通信协议效率，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采用同

一种通信协议，协议信息体组成如图２所示，其中，

Ｓ表示测试端，Ｃ表示远程监控端，同时，通信协议

中带有计算机名称字节数使得系统中的计算机可

以任意设定计算机名称。

远程监控端主要打包和发送用户命令与配置

信息，测试端完成用户操作，并将测试结果通过以

太网反馈给远程监控端。由于远程监控端向测试

端发送命令或配置时需要确保接收端处于网络连

接正常且空闲状态，测试端向远程监控端回馈测试

结果时亦须保证远程监控端处于等待接收回馈状

态，两端时刻都需要将自身的状态发送给对端，所

以，不论进行空闲通信，还是正在进行数据的传输，

两端的任何通信数据包中必须包含自身状态，即图

２通信协议中的“Ｓ／Ｃ系统状态”，远程监控端时刻

都显示测试端的状态，这样减小了误操作。但是，

对于异常情况，如，两端任意一端出现异常无法进

行通信时，对端无法接收到对端状态而进行实时状

态的更新，本系统在处理此问题时是根据两次接收

不到对方的信息（最长２ｓ），自动定义对端异常，从

而进行重新连接对端，保证两端通信连接的实时

性，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通信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通信流程

飞机结构疲劳强度实验是一种长期的静态实

验［６］，实验中应变的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实验周期

较长，有些实验需要进行长达一年才能完成，根据

应变实验的这种长期性和信号变化缓慢的特性，

为了提高系统运行效率，远程监控端和测试端发

送和接收命令采用１ｓ时间间隔，发送与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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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间隔根据采样频率有所不同，一般为１ｓ

至１００ｍｓ。

２．３　应用效果／测试效果

２．３．１　应用效果

实验过程中，本系统能够完成点动、连续、定时

等多种疲劳实验，能够完成至少１０台远程监控端

同时监控多个通道来测试飞机不同部位的应变变

化情况，实验时长至少可达１２个月，对于实验运行

过程中测试过程中长时间累计数据的显示问题，采

用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由于是疲劳实验，数据的

变化比较缓慢，显示图形中最多显示１小时的时长

数据，每屏的数据量最多不超过１００００个点，如果

超过显示时长和数据量，采取先进先出原则，只保

证最近一小时的数据可见，并且采取抽取每时刻采

集的特征数据进行显示；第二种，在实验过程中，如

果试验人员需要查看以前实验的历史数据或者本

次实验的历史数据，可以运行数据分析界面，直接

打开对应的数据文件进行显示、分析和分析数据的

另存为，保证了实验的独立性、可靠性和灵活性。

测试端连续、定时、外触发等实验的人机界面如图４

所示。

图４　测试端连续、定时、外触发等实验的人机界面

２．３．２　温漂测试效果

针对疲劳实验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要求测试系

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对静态应变测试仪的零值进

行温漂测试，每隔２０分钟记录一次数据，测试时长

８小时４０分钟，２８组数据中，通道１的最大值是

３με、最小值－６με、平均值是－１．１１με，通道４的最

大值是４με、最小值是－３με、平均值是０．２６με，从总

体上来说，温漂基本在±５με之内。

２．３．３　精度测试效果

利用ＳＳＡ型标准应变模拟仪对系统的精度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本系统测量精度高达３‰，通道

２处于三线制四分之一桥时的检测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通道２三线制四分之一桥精度检测结果

序号 标称值（με） 测量值（με） ＦＳ误差（％）

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

２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９９７ ０．０１８

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８ ０．００９

４ ５０００ ４９９７ ０．０１６

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６ ５００ ５０１ ０．００４

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２

８ ０ １ ０．００３

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０．００４

１０ ５００ ４９９ ０．００４

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２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４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９９７ ０．０１３

１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７ ０．０１７

３　结语

本文设计了一个８路的静态应变／电压测试系

统，主要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将测试系统中的数据传

输到１０台远程监控端，根据需要进行不同测试点

的显示、分析等。通过上述的应用效果和测试效果

证明，本系统长时间运行稳定可靠、实时性高、界面

友好、易于操作；对于后续增加远程监控端和测试

端留有扩展接口，模块之间相互独立，方便进行二

次开发；充分展现了以太网长距离、高速率传输的

优点；相对于传统单机版的应变测试系统，避免了

实验数据在同一台机器上显示和保存所造成的数

据过于集中而无法完全显示，甚至内存溢出的死机

问题，同时在实验过程中进行历史数据整体趋势的

分析，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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