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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飞行控制系统飞机颤振试飞的结构动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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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带飞行控制系统飞机在颤振飞行试验中的结构动力响应分析进行 了研究，建立了采用 

FES(flight excitation system)系统激励和小火箭激励两种方式的动力学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软件分析平台并对某型带飞行控制系统飞机进行了应用，为该飞机颤振试飞激励方式和参数选 

取提供了参考依据。最后提出了气动伺服弹性和结构动响应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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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 of an Aircraft in Flight Flutter Test 

Li Qiuyan ，Chen Guoping ，Yang Zhichun 
(‘Coleg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 

College of Aeronautic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n 7 10072) 
Abstract：We study the 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 of an aircraft with flight control system in flight flutter test． 

First according to the excitation systems adopted in flight flutter test—FES(Flight Excitation System)or small 

rocket system．山e dynamic model of an aircraft wi山flight control system is built and山e corresponding analytical 
software system is also developed．Then，we propose an analytical method，and apply it to a real aircraft to calcu- 

late its dynamic response．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responses of aircraft wi山 and wi山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flight control system．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ight control system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lower 
frequency modal responses which are dominant in the 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aircraft．The present stud— 

ies are helpful for engineers to choose exciting method and to determine exciting system parameters in aircraft flight 
flutter test． 

Key words：flight control system；flight flutter test；aircraft structural dynamic response 

飞行试验验证是检验飞机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 

最终和最直接的手段。飞行颤振试验是飞机研制过 

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目的是检验飞机在使用飞 

行包线范围内在不同燃油和外挂状态下是否存在颤 

振和气动伺服弹性不稳定性现象，验证飞机是否满 

足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中关于气动弹性不稳定 

性的要求。通过试验进行飞行包线扩展，最终获得 

飞机真实的颤振特性，为飞机设计定型提供依据。 

该项试验需要在一定的激励条件下，测试飞机结构 

的振动响应信号，并对这些响应信号进行数据分析 

处理，得到结构振动模态频率和阻尼的变化趋势。 

目前，工程上常用的飞机结构激励方式有 FES激 

励、小火箭激励、大气紊流激励和旋转小翼激励等。 

在实际型号研制的颤振飞行试验初期，选择何种 

激励方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激励参数和测试 

状态的选择也关系到试验周期和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当今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实现大型复杂结构动 

力学仿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借助于 CAE技 

术，在试验方案阶段能够有效地模拟各种方式的激励 

效果，为颤振飞行试验方式的决策提供依据。 

现代飞机的设计常采用了带电传操纵系统的飞 

行控制技术，以改善飞机的性能和提高机动性。然 

而，由于飞机的非定常气动力，飞行控制系统以及飞 

机结构动力(弹性力、惯性力)之间的耦合，可能破 

坏飞机原有的气动弹性平衡，以至产生不稳定现象。 

正是由于控制系统和飞机结构之间存在着耦合，传 

统的飞机结构动力响应分析方法受到了挑战。因 

此，飞机颤振飞行试验中常规的数据处理方法就必 

须考虑飞控系统这一新的要素。 

目前，国内没有任何一架型号飞机开展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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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激励效果的动力学仿真分析，在选择激励参数 

时主要凭经验或根据前期试验结果进行调整。因此 

有必要进行带有飞行控制系统飞机的结构动力学仿 

真分析研究。 

本文结合工程实践，以 MSC／NASTRAN和 CA- 

DIS系统为基础构建了理论分析软件平台，进行了 

飞机颤振飞行试验中的结构动响应分析研究。 

l 颤振试飞激励的动力学仿真 

本文从结构动力学的观点出发，分别研究采用 

FES系统和激励小火箭两种方式激励时飞机结构的 

动力学响应，见图 l所示。 

图1 飞机激励示意 

FES系统可替代飞行员由中央操纵机构的输人 

和各种方式的外部激励，通过给飞机系统本身直接加 

人规定的激励信号来驱动舵面。试飞过程中分别利 

用操纵面，如平尾、升降副翼、方向舵等对飞机结构进 

行激励，根据振动传感器测得的结构响应进行实时和 

离线的结构模态参数分析，获得模态频率和阻尼。 

在颤振飞行试验中，小火箭激励结构方式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具有信噪比大，费用低，性 

能稳定和使用方便的优点。国内外许多飞机的颤振 

试飞都采用了小火箭激励的方式。 

1．1 飞机运动方程 

拉氏域中，飞机的运动方程可描述为 

I s +(1+ig)K一 A(s)I (s)= 
厶  0 

I． + 1 2 ( )I (s) (1) 

(s)=T(s)咖(s) (s) (2) 

式中： (s)为飞机广义坐标； (s)为操纵面偏转角； 

r(s)为飞控系统传递函数； (s)为飞控传感器读 

数矩阵； 为飞机广义质量矩阵； 为飞机广义刚度 

矩阵；A(s)为飞机广义气动力矩阵；g为飞机结构阻 

尼系数；p为空气密度； 为气流速度；Ms为操纵面偏 

转与广义坐标耦合质量矩阵；A (s)为操纵面偏转 

与广义坐标耦合气动力矩阵。 

1．2 FES激励 

FES系统发出的正弦电信号驱动伺服作动器运 

动并带动舵面偏转，产生作用在飞机上的附加惯性 

力和气动力，从而达到激励飞机的目的。 

作用在飞机上的力可表达为 

F(s)=(一M8 s +P v2A (s)／2)C(s)8 (3) 

式中： 为激励操纵面的单位偏角列阵；c(s)为助 

力器动态特性矩阵。 

飞机结构对激励的响应方程为 

【 +(1+ig) 一 ] )= 

(一 + ) )+ 

(一 + )c(s) 。 (4) 
考虑到式(2)，式(4)可变为 

fM +(1+ ) 一 + 

( s2一 ) ) ) )= 

(一 s2+ )c㈤ (5) 
令 

D(s)：M s +(1+ig)K一 + 

( 一 ) ) (6) 

E㈤=(一M8 +p—v2A 8()c㈤ (7) 
有 

D(s)x(s)=E(s) 。 (8) 

结构上任意一点P的模态位移 

ZP s)= PT (s) (9) 

式中： 为点P的模态振型；() 表示矩阵转置。 

Z (s)= D (s)E(s) (10) 

式(10)是用舵面偏角 做正弦激励时点P的响应， 

其位移对舵面偏角响应的传递函数矩阵 

(s)= D (s)E(s) (11) 

在虚轴上s=iw，则 

F (iw)= ；D (i∞)E(iw) (12) 

点P的振动加速度传递函数矩阵为 

P=一 Fe=一 D (iw)E(iw)(13) 

1．3 小火箭激励 

用小火箭激励系统的原理图见图2所示。设火 

箭激振力大小为 ，作用时间为 ，作用效果可以通 

过矩形脉冲来描述 

=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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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经富氏变换可得到频域内的激励 

火箭动态特性为 

R( )=R×2sin(To)／2)／ (15) 

考虑在飞机结构上布置一组激励火箭，其产生 

的广义力矩阵可表达为 

F(s)= ·R(s) (16) 

式中： 为火箭安装处的模态振型矩阵； 为火箭 

单位激振力列阵；R(s)为火箭动态特性矩阵。 

√ l ( )l 
一  

O 2n|T ∞ 

图2 小火箭激励模型 图3 小火箭激励动态特性 

I5【机振动响应方程为 

[ +(1+ig)K一 】 )= 

(一 + ) )+蝴㈤y 7) 
于是有 

fM z+(1+ig)K一 + 

( 一 ) s) )= 州 
(18) 

令 

／4(s)：M 82+(1+ig)K一 + 

( 一 ) s) (19) 
G( )=g,R(s) (20) 

H(s)X(s)=G(s)Y (21) 

由式(9)，结构上任意一点 P的模态位移 

Z (s)= ； (s)= ；日 (s)G(s)y (22) 

式(22)可理解为在结构上尸点对小火箭y 激 

励所产生的位移响应，传递函数矩阵F (s)为 

F (s)= H (s)G(s) (23) 

在虚轴上s=ioj，则 

FP(ioj)= H (ioj)G(ioj) (24) 

因此，点P的振动加速度传递函数矩阵为 

P=一 FP=一 ；H (ioj)E(ioj)(25) 

2 应用实例 

某型号带飞行控制系统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先进多用途轻型战斗机，它具有先进的气动布局和先 

进的电传飞控系统等。针对该飞机颤振试飞工作的 

需要，用本文的分析方法计算了采用FES和小火箭两 

种激励方式的飞机结构的振动响应，为颤振试飞选择 

合理的激振系统提供参考。第一种激励方法为模拟 

全动平尾的偏转来激励飞机结构，激励幅值为 1。，扫 

频范围为 1 Hz～50 Hz，得到各个部位在频域内的响 

应曲线。包括平尾对称激励，正常控制律，小攻角，起 

落架收起(见图4)；平尾反对称激励，正常控制律，小 

攻角，起落架收起(见图5)两种试验状态。在第二激 

励方法中，模拟将小火箭分别安装在机翼中部、平尾 

和垂尾。小火箭点火后可在 200 ms内，产生 300 kg 

的脉冲力。在上述不同部位模拟小火箭激励，获取结 

构各个部位的频率响应，包括机翼小火箭对称激励， 

正常控制律，小攻角，起落架收起(见图6)；机翼小火 

箭反对称激励，正常控制律，小攻角，起落架收起(见 

图7)；平尾小火箭对称激励，正常控制律，小攻角，起 

落架收起(见图8)；垂尾小火箭激励，正常控制律，小 

攻角，起落架收起(见图9)4种试验状态。 

实例分析中，为了考察飞控系统对机翼结构动 

响应所产生的影响，对不考虑飞控系统的飞机结构 

动响应也做了计算，以便进行对比分析。图 10为平 

尾反对称激励时控制系统不工作与工作(同图5)两 

种情况机翼翼尖的结构动响应。图 11为机翼小火 

箭反对称激励时控制系统不工作与工作(同图7)两 

种情况机翼翼尖的结构动响应。 
35 

—

30 

25 

旨
20 

15 

姆 10 

根部前缘 
根部后缘 
尖部后缘 
尖部前缘 

10 2O 3O 4O 5O 

频率 (Hz) 

图4 平尾 FES对称激励下的结构响应 

部前缘 
部后缘 
部后缘 
部前缘 

图5 平尾 FES反对称激励的结构响应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机 械 科 学 与 技 术 第26卷 

3 

2．5 

9 2 

蒸 一 
0．5 

0 

●  ^ — — 机翼尖{ 

-  

『I ⋯ 机翼中{ 
I ⋯ ⋯ 襟翼后{ 

●  

_  

_  

0 l0 20 30 g0 50 

频率 (Hz) 

图 

龟 
一  

罾 

姆 

机翼小火箭反对称激励的结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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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垂尾小火箭激励的结构响应 

3 讨论与结论 

本文提出的采用 

FES和小火箭激励的带 

飞行控制系统飞机的结 

构动响应分析方法已应 

用于某型号飞机的颤振 

飞行试验。基于本文方 

法完成的大量变参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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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FES激励飞控系 

统影响对比 

析结果表明，FES激励 

的激励效果取决于激振力的大小和伺服作动器的动 

力特性。为了避免出现气动伺服弹性不稳定性，伺服 

作动器的工作频带都设计得较小，其后果会直接影响 

对高频模态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小火箭的激励效 

果取决于脉冲力的大小 

和持续时间。小火箭的 

安装位置的确定要综合 

分析地面共振试验结 

果，以保证能够有效激 

励颤振分析和风洞试验 

得到的感兴趣的结构振 

动模态。此外分析结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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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小火箭激励飞控 

系统影响对比 

表明，两种激励方式中结构阻尼g对结构响应程度有 

较大的影响(见图 12)。 

图 12 结构阻尼的影响 

本文算例中飞控系统的特点是伺服作动器频带 

低，飞控系统权限较小，而结构模态频率较高。因此， 

从图1O和图1 1看出，控制系统对结构产生的影响主 

要是反映在低频区域，对高频模态产生影响较小，而 

我们知道正是低频模态对结构动响应起着主导的作 

用。因此，在研究带飞行控制系统飞机的结构动响应 

问题时，须考虑飞控系统对结构动响应的影响。 

对带飞行控制系统飞机颤振飞行试验的结构动 

响应分析研究，还需深人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 

(1)用飞行试验实测的数据对计算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 

(2)研究飞机气动伺服弹性系统数学模型中的 

非线性环节(如舵机)的模拟方式。 

(3)进行飞机结构动力模型中非线性建模技术 

研究，比如应考虑伺服机构中间隙和轴承摩擦，结构 

的阻尼特性等因素影响。 

(4)完成全马赫数内完全非定常气动力分析技 

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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