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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大展弦比双机身布局无人机翼身结构不同刚度对结构响应的影响，本文采用有限元分析与 

满应力优化相结合来探讨这一问题。计算结果表明：机翼与机身之间不同刚度对结构响应存在影响。建议结 

构设计时注意这一现象并加以利用，从而得到轻量化的结构设计。针对算例进一步计算与分析表明：采用本 

文方法得到的结构优化方案，同样也能够满足该飞机的静、动气弹要求。结论：采用本文方法，不仅可以研 

究飞机部件之间不同刚度对飞机结构响应的影响，还可以进行全机的结构方案设计，并对此方案进行刚度、 

强度、颤振和控制面效率的分析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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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deal with effects of different stiffness between wing and fuselage structures on 

structural responses for high aspect ratio，twin-fuselag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configurations， 

the authors proposed an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problem by combin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FEM) 

and full stress design(FSD)．Computational results showed that wing stiffness different from fuselage 

stiffness have effects on structural responses．This poin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design to lead to a 

lisht—w_eisht structure design．The further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concepts obtained using this approach Can achieve static and dynamic aero-elasticity requirements．Fi— 

nally，it was concluded that this approach may be used for the study of e cts of different stiffness be- 

tween airframe components on structural responses，as weU as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stiff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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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flutter，and control surface efficiency in the conceptual design of airfram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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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手段的改善与提高， 

飞机设计人员开始涉足布局比较 “古怪”的飞行 

器，这使得艺术与自然和谐以及工业设计思想集 

成在先进的计算工具平台下成为可能。在这样的 

设计氛围里，人们能够见到国际工业设计大师科 

拉尼的飞行器设计作品 ]，见图l～图5。从图 

1作品人~f]fiR够容易地感受到飞行器对大自然中 

鹰的仿生精髓所在；从图2作品中同样能够体会 

到将天鹅的特征应用到大型飞机的设计上；从图 

3和图4更能显示出这是一个会飞的 “桁架结 

构”；而图5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飞镖”。 

图1 仿生 “鹰一  行器 

图 2 仿生 “天鹅”飞行器 

以上是从仿生或者承力结构的角度选出的5 

种 “古怪”飞机，而按特殊的机载设备要求，俄 

罗斯给出了一种翼展为50 m的大展弦比双机身 

鸭式布局的举世独一无二的大型高空无人机 ， 

见图6。自从有动力飞机问世的一百年来，世界 

上也有几百种飞机了(包括改进、改型等系列)， 

却不曾见到这种 “古怪”飞行器。面对这些如此 

新颖的布局，作为飞机设计者，我们充满了好 

奇，并参照C62飞机的布局自制了一架外形类似 

的翼展为2 m、质量仅有 l kg的航模飞机(动力 

选用活塞发动机)，见图7，随后这架航模成功地 

飞上了蓝天，从而我们初步了解了这种 “古怪” 

飞行器的飞行品质(通过人员地面操纵)，见图8。 

图3 连接翼式的飞行器 

图4 支架式的飞行器 

图5 飞镖式的飞行器 

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些 “古怪”飞行器，本文 

从飞机总体结构角度来探讨翼身结构不同刚度对 

结构响应的影响，旨在为飞机结构方案设计时提 

供一些可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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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C62无人机 

图7 自制的航模飞机 

图8 飞行时的航模飞机 

l 方法 

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飞机结构的分析模型， 

利用满应力优化方法所建立的优化模型来控制结 

构的最大应力，这里以机翼和机身为研究对象， 

通过调整机身与机翼之间的结构相对刚度，利用 

数值仿真来观察其对机身和机翼结构响应的影 

响。具体包括：对机身与机翼连接支反力的影 

响；对机翼翼尖位移的影响；对机翼结构质量的 

影响；对机身结构质量的影响；以及对机翼与机 

身结构质量之和的影响。 

针对C62无人机布局和推测的装载特点，作 

如下假设：当机翼升力引起的翼面弯矩中的一半 

由机翼的中央翼自身平衡，另一半弯矩由机身 

(由装载质量形成的卸载弯矩)和前翼来平衡，此 

时认为机身与机翼的结构刚度相当；当机翼升力 

引起的翼面弯矩全部由机身平衡时，此时机身的 

结构刚度远远大于机翼的结构刚度；当机翼升力 

引起的翼面弯矩全部由中央翼平衡时，此时机身 

的结构刚度远远小于机翼的结构刚度。 

当优选出最佳的翼身结构刚度比例后，包含 

前翼与垂尾在内进行全机满应力优化，最后对得 

出的优化方案进行全机的静、动气弹分析。其 

中，动力学分析方法简述如下： 

将整个飞行器由若干 “部件”来描述，例 

如：机身、机翼、尾翼均有不同的 “部件”来定 

义； “部件”之间通过所定义的 “弹簧”来连 

接；每个 “部件”分别由 “气动面”和 “弹性 

面”来描述，其中，“气动面”概念的引入是为 

了计算气动载荷(“气动面”与 “弹性面”组合 
一 起能够提供弹性修正载荷与惯性载荷)，这里 

从略，“弹性面”概念的引入是为了描述飞机部 

件(例如：机翼)作为弹性体的固体力学特征，本 

文将概要地描述 “弹性面”。 

“弹性面”是由上、下蒙皮(将蒙皮上的长桁 

当量折算到蒙皮厚度上)和纵横骨架(针对翼面， 

则是翼梁和翼肋；针对机身，则是大梁和框)组 

成，这样，“弹性面”既能体现结构的刚度特性， 

又能反映结构的质量特性。从力学角度来看，将 

“弹性面”看作是一个几何非线性的等价板，如 

此一来就可以用广义里兹法来描述 “弹性面”的 

位移场 了。 

2 算例 

以这架成功飞上天空的航模无人机作为参照 

物，见图8，将其外形几何尺寸放大 6．25倍、质 

量放大625倍作为所要研究的飞行器，采用的材 

料为硬铝合金(LY12CZ)，在上述条件下来探讨 

飞机翼身结构不同刚度对结构响应的影响。 

所建立的全机优化与分析模型见图9；在飞 

行包线内飞机的载荷情况见表 1，它是由气动刚 

体载荷、弹性修正增量和惯性载荷三者叠加而 

成。 

采用有限元分析与满应力优化进行机身与机 

翼不同刚度对结构响应的影响研究。其中，对机 

身与机翼接头支反力的影响见图 10；对机翼翼尖 

位移的影响见图1 1；对机翼结构质量的影响见图 

l2；对机身结构质量的影响见图13；对机翼与机 

身质量之和的影响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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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全机计算模型 

表1 计算的8种载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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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O 对机身与机翼接头支反力的影响 

在机身与机翼最佳结构刚度之比的前提下， 

对全机进行结构优化，并建立全机的颤振分析模 

型和静气动弹性分析模型(半模)分别见图 l5和 

图16；经过计算，其振动的典型模态形式见图 

17；全机固有特性计算结果见表2；全机颤振计 

算结果见表 3。计算结果指出：在飞行包线内， 

各个操纵面的气动效率均大于O，也就是说在飞 

行包线内不可能发生操纵反效问题，只是机翼最 

外边的两个副翼(副翼1和副翼2)的效率最低，在 

=O．4，q=14 kPa时，他们的舵面效率分别为 

0．5和0．45。经操稳分析满足飞行品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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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I 对机翼翼尖位移的影响 

图l2 对机翼结构质量的影响 

图l3 对机身结构质量的影响 

0lu，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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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与机翼刚度之比 

图l4 对机翼和机身结构质量的影响 

衰2 垒机固有特性计算结果 

表3 全机颤振计算结果 

图15 全机颤振分析模型 

16 舵谢分布图(半模) 

向舵 

L  

～  

图17 全机典型的振动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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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图1O 图14可以看到：机翼与机身之间 

不同刚度不仅对连接接头支反力、机翼翼尖位移 

存在影响，而且对机翼与机身的结构质量也存在 

影响。计算分析表明：在本算例中，机翼与机身 

的结构相对刚度接近时，飞机的结构质量是最轻 

的，这一点值得结构方案设计时关注。另外，从 

表2、表3的计算结果可知：该飞机是满足颤振 

速度要求的；计算的控制面效率也是满足飞行品 

质要求的。 

4 结论 

(1)所设计的大展弦比双机身无人机的翼身 

不同刚度对结构响应存在一定的影响； 

(2)结构方案设计时应该注意并加以利用上 

述影响，从而达到减轻结构质量的目的； 

(3)采用有限元分析与满应力优化相结合的 

方式来研究上述问题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效 

的； 

(4)采用本文的方法进行全机结构方案初步 

设计时，能够考虑对飞机的静、动气弹要求的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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