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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旨在探讨新一代飞机翼面结构概念设计方法，并提供一种基于现代集成设计技术的、具有 

良好操作性的、用于飞机结构方案论证的新方法，本文采用模块化策略和三种手段 相结合 的思想作 

为技术途径 ，体现为将 CAD、CAE和结构拓扑优化组合使用 ，以 UG作为几何造型 CAD平台，以AN． 

SYS作为CAE建模平台，利用作者提出的敏度阀值概念和约束补偿措施构造出一种拓扑优化新算 

法。以实际飞机型号作算例。结合“功能构件”与“非功能构件”概念．使得优化结果与真实的结构 

布局形式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这既验证了本文所建优化模型的合理性，又考核 了该优化算法的有效 

性，也说明了文中提出的“概念设计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从该方法的良好操作性可以预示出 

它对未来飞机翼面结构设计会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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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构拓扑优化飞速发展是近 15年的事情  ̈J，这 

期间，研究出了几种代表性 的方法，例如：均匀化 

法 、变密度法 、变厚度法，生物生长模拟法以及泡 

泡法，还有适用于拓扑优化的 MMA方法 等一些优 

化方法。形状和尺寸优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实验室的 

研究成果向工程界应用转化将会是必然的趋势，人们 

普遍地认识到拓扑优化技术在设计领域所具有的诱 

人前景。 

在航空、航天、航海工程以及其它工程等领域存 

在许多结构拓扑优化设计的问题，可是，开展这方面 

的成功应用研究工作相对于几何与尺寸优化工作 。̈ 

相比却少得多 。分析其原因，作者认 为在于以下 四个 

方面：(1)结构拓扑优化方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 

技术，对于结构工程师来说，接受与掌握以及使用好 

该技术需要一些时间和一定的过程；(2)结构优化设 

计对使用人员要求较高，不仅要求具有结构设计理论 

知识与实际经验，懂得结构分析方法，还要理解与掌 

握一定深度的优化理论算法；(3)拓扑优化结果的好 

坏依赖于合理的物理问题建模；(4)千百年来的能工 

巧匠在设计结构时，特别是在概念设计阶段，一般是 

凭经验和直觉进行的，事实证明这也是比较有效的，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结构拓扑优化技术的推 

广应用。另外，结构优化的研究历史也显示出工程应 

用的进展明显地落后于理论方法的探索，两者之间的 

如何衔接已经成为人们开始关注的问题。 

随着航空飞行器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加上两次 

海湾战争的刺激以及需求上的牵引，世界上具有先进 

飞机研发能力的国家均开始集中科研力量，加速研制 

未来现代作战飞机。对于飞机结构设计而言，概念设 

计阶段水平的高低对飞机设计的总体性能是至关重 

要的，而基于经验与直觉判断的设计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第四代飞机苛刻的设计要求，例如：高性能、轻重 

量、长寿命和低成本等相互制约的技术指标。 

本文则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展的一项探索性工程 

应用工作，希望通过拓扑优化技术逐渐代替部分经验 

设计与直觉判断，用于翼面结构的概念设计之中，旨 

在提供一种有别于传统设计的、并且具有良好操作性 

的、用于飞机总体方案论证的新方法。 

1 基本方法 

采用集成的思想来研究 和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 

题，运用 CAD、CAE和拓扑优化方法相结合的途径来 

体现上述思想。尽管有人开始将结构拓扑、形状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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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优化置于统一的框架下加以研究，作者还是愿意从 

工程实用角度出发，针对飞机翼面结构概念设计的专 

业特点，认为使用结构拓扑优化技术部分代替设计人 

员的经验与直觉判断 ，从方法上可看作是从“感性”到 

“理性”的飞跃。 

对于现代飞机翼面结构来说 ，它属于比较典型的 

航空薄壁结构设计问题，与其它结构相比，其中刚度 

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由此可提出这样的结构拓扑优 

化模型：在一定的材料用量下，寻找具有某种度量的 

最大刚度的翼面结构材料最佳分布形式。而这正是 

飞机概念设计 阶段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现给出 

的优化模型如下 ： 

最小化 C(X)=F · (X) 

湛早 『 ( )／I，0 f 
lI 、 

tO < 戈
。
S 1 i= 1，⋯ ， 

其中， 为设计变量(这里为伪密度)向量，C( ) 

为结构的柔顺性，F为节点载荷向量， (X)为节点位 

移向量， ( )为在设计变量状态下的翼面结构有效 

体积， 为在设计变量取 1状态下的翼面结构有效体 

积 为材料用量的百分比， 为设计变量的数目。 

整个设计过程的流程框图见图 1。 

图 1 机翼 面结构概念设计流程框图 

1．1 基于 CAD的几何造型 

针对本项课题工作，利用 CAD几何造型平台进行 

飞机翼面的三维实体几何建模，是一件省时与省力的 

工作。这里采用 UG软件完成上述的造型工作，以 

PARASOLID数据格式传递相关的信息。 

1．2 基于 CAE的有限元建模 

利用 CAE平台进行飞机翼面结构有 限元建模和 

求解 。这里采用 ANSYS软件完成上述任务。 

1．3 基于敏度阀值的拓扑优化准则法 

本文提出敏度阀值概念，也就是将结构拓扑优化 

模型中的柔顺性(Compliance)对伪密度 (Pseudo— 

Density)求敏度，并把该敏度向量单位化，取中间值作 

为阀值。对于大于阀值的伪密度，增加其数值；对于 

小于阀值的伪密度，减少其数值。同时，给出一种约 

束补偿措施，也就是将设计变量数值增加所引起的体 

积改变量与设计变量数值减少所引起的体积改变量 

保持相等，从而在优化迭代过程中保证不违反约束要 

求。具体优化算法如下： 

(1)寻优方向 

{ 一 an[ 】) 
(2)设计变量的改变量 
△ ( ) = ML ．S( ) 

(3)设计变量的过渡量 

(“ ) = ( )+△ ( ) 

(4)设计变量迭代式 
X “ = min(max[X +1 

， 

” 】
，x2 ) 

其中，sgn{．}为符号函数；算子 median[·]表示 

对某一向量取中间值；ML表示优化过程中的运动限 

(move—limit)； ”与 ”分别表示迭代第(k+ 

1)次的设计变量下界和上界。数值迭代过程及结果表 

明： ”与 ”可以直接取为 i 与 ，即设计 

变量的下界与上界。 

从本质上讲，该算法遵循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 

为了整个模型的稳健，对设计变量的奖励，上要封顶； 

对设计变量的惩罚，下要保底。其中，“奖罚”制度是 

由“敏度阀值”来确定的；而“封顶”与“保底”规则是 

由“约束补偿”来实现的。 

1．4 基于翼面专业背景的优化建模 

对于带有起落架和活动翼面的机翼，对这些部件 

提供必要的支撑是十分自然的，否则，无法保证机翼 

基本的装载功能。将这些利用经验容易给出的支撑 

件称为“功能构件”；除此之外，让机翼结构具有某种 

度量下的最大刚度，它还需要哪些主要承力件?把这 

种通过拓扑优化手段给出的承力件称为“非功能构 

件”。在优化模型中，“功能构件”是预先给定的；而 

“非功能构件”的个数与所在位置则是通过优化得到 

的。由“功能构件”和“非功能构件”组合一起便得到 

了飞机总体设计阶段对机翼结构的定性设计。 

2 算例 
为检验和考核本文方法的有效性，以我国 自行设 

计的某战斗机机翼结构的概念设计为例，其平面图和 

翼型数据取自该型号飞机的机翼理论图，外载荷取自 

其强度校核报告，在该算例中，由于设计部门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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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载荷工况，本项工作将围绕单工况开展研究。 

计算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机翼装载起落架；另一种 

是机翼不装载起落架。结构材料用量均为 15％。对 

于多载荷工况的问题，正在研究之中。 

利用 UG软件绘出机翼三维 CAD几何图形，I区 

为主结构承力区域，Ⅱ区为装载起落架的三角区，Ⅲ 

区为襟、副翼活动翼面区域，见图2；利用 ANSYS软件 

建立机翼的 CAE分析模型，其有限元网格图见图 3； 

该模型有 5924个节点和 2897个单元，其中，单元为 

20个节点的六面体块体元，见图4，其单元类型号为 

SOLID95；气动力所形成的节点载荷示意图见图 5， 

ANSYS的可视化载荷箭头图没有按载荷数值对应的 

比例给出。 

图 2 机翼三维 CAD几何 图形 

图 3 机翼有 限元网格图 

图4 20个节点的六面体块体单元 

图5 机翼节点载荷示意图 

(1)针对机翼含起落架情况 ： 

I区为优化区域，Ⅱ、Ⅲ区为非优化区域；Ⅱ区材 

料杨氏模量取为 I区材料杨氏模量的千分之一，Ⅲ区 

与 l区材料杨氏模量相同，用以模拟起落架和活动翼 

面的结构特征。将 I区翼根部位的节点全部约束；而 

Ⅱ、Ⅲ区翼根部位的节点均为自由，用以模拟起落架 

三角区和襟、副翼的边界约束状态，具体位置见图2。 

由于含起落架和活动翼面以及固定前缘蒙皮等因素， 

因此需要四个“功能构件”，见图6。 

拓扑优化所形成梁骨架的过程见图6一图9；目标 

函数——柔顺性的迭代历程图见图 10；实际飞机机翼 

的梁骨架简图 见图 11。 

图6 含起落架机翼的初始状态材料分布 

图7 含起落架机翼迭代6次材料分布 

图8 含起落架机翼迭代 12次材料分布 

图9 含起落架机翼迭代 19次材料分布 

f 

l 
k， 

一 一  

(2)针对机翼不含起落架情况： 

I区和Ⅱ区为优化区，Ⅲ区为非优化区；三个区 

的材料杨氏模量取值均相同，用以模拟不含起落架三 

角区。将 I、Ⅱ区翼根部位的节点全部约束；而Ⅲ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4· 航 空 计 算 技 术 第 35卷 第 2期 

图 11 实际飞机机翼的梁骨架布置简图 

翼根部位的节点均为自由。具体位置见图2。由于仅 

考虑活动翼面的支撑，因此只需要一个“功能构件”， 

见图 l2。 

拓扑优化所形成梁骨架的过程见图 l2～图 15；目 

标函数——柔顺性的迭代历程见图 l6。由于实际飞 

机型号没有这种状态，也就无法给出相应的梁骨架布 

置图 。 

图 12 不含起落架机翼的初始状态材料分布 

≯ 一 

图13 不含起落架机翼迭代6次材料分布 

图 14不含起落架机翼迭代 12次材料分布 

图 15 不含起落架机翼迭代 22次材料分布 

一  ‘’＼ 
图 16 不含起落架机翼目标函数迭代历程 

3 讨论 

近40年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飞机结构 

设计师运用经验和直觉判断，结合必要的力学计算．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初步确定了十种不同的机翼结 

构布局方案，经过更进一步地分析与比较，最终从这 

十种方案中选出了一种，见图 11，它标志和代表了上 

世纪70年代中国飞机翼面结构的设计水平。 

对于含有起落架的情况，从图9与图1 1比较可以 

看出：除 1梁的位置有较大的差别外，分析和推测认为 

是仅一种载荷情况所致，对于其它构件，两者具有很 

好的结构布置相似性，这说明机翼采用拓扑优化技术 

作为概念设计手段可以获得 比较理想的结构布局形 

式 。另外 ，从图 l0可以知道：本例子的最优结果 (图 

9)具有某种度量的最大刚度(最小柔顺性)。 

对于不含有起落架的情况，由于实际飞机无这种 

状态，使得图 l5的多墙布局形式无法得到工程检验， 

可是，从图 l6可以知道：由图 l2～图 l5，机翼结构刚 

度在递增(柔顺性在递减)，与前述的图6～图9所具 

有的现象相一致 ，同理可说明，多墙结构是一个比较 

理想的布局形式。 

最后，从图l5可以看到：通过优化，机翼前缘处没 

有得到构件，这说明从机翼最大刚度角度，这里是不 

需要构件的；而从固定前缘蒙皮的工艺制造角度，是 

需要构件的。这就是提出“功能构件”和“非功能构 

件”概念的初衷，也体现了学术探讨与工程实际应用 

相结合的朴素想法。 

综合起来，从图 l0和图 l6的迭代历程可以预示 

出本文算法的有效性与稳定性；从图6～图 9和图 12 

一 图 l5可以看出“最佳机翼结构布局”是通过“理性” 

的拓扑优化迭代“自动”获得的，除“功能构件”外，没 

有使用其它设计经验与直觉判断等“感性”的人工干 

预因素，因而本方法具有很明确的操作步骤，便于设 

计人员在未来飞机设计中使用 。 

本文采用 CAD和 CAE以及结构拓扑优化技术进 

行飞机翼面结构的概念设计，即体现出模块化的策 

略，又拥有集成化的思想，这样做非常符合未来飞机 

设计研制工作的发展趋势。 

4 结论 ’ 

(1)采用 CAD和 CAE以及结构拓扑优化手段相 

结合的技术途径，实现了飞机翼面结构的概念设计； 

(2)提出一种基于敏度阀值的拓扑优化准则法，作为 

本文方法的优化策略，实际工程算例表明：该算法可 

靠并且有效；(3)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别于经验 

设计 的一种新的飞机翼 面结构概念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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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ceptual design method about the new generation aircraft wing structure and to 

provide a based modern integrated design method with good operation for determining structural layout，authors utilized 

mod ular strategy and integrated thought with three means as technical way，which included CAD and CAE as well as 

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tion．Here we used UG as CAD platform ，ANSYS as CAE platform ．W e presented a new al· 

gorithm through gradient threshold concept and a sort of constraint compensation technique．A practical aircraft wing was 

used as an example and optimal results were near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practical one．The good resul~ were partly due 

to utilization of functional component and hon—functional component concepts．This phenomenon can be easily found 

from fig．9 and fig．11．By fig．9 and fig．15。we can reveal that this proposed mod el is reasonable．By fig．10 and fig． 

16，we can say that the new algorithm is effective and reliable．Th rough the research work above mentioned，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is f~onceptual design method has a kind of direction for aircraft wing structure design er． 

Key words：aircraft；wing structure；conceptual design ；CAD／CAE；topological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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