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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桨飞机舱段模型结构声辐射 

主动控制试验研究 

李凯翔 庞彦宾 董宁娟 
(航空声学与动强度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710065) 

摘 要 舱内噪声水平是评价飞机舒适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涡桨飞机舱段模型作为试验对象，针对舱内噪声窄带低频成 

分占主导的特点，开展了基于压电元件的壁板结构声辐射主动控制试验研究。介绍了滤波一 最小均方(FXLMS)控制算法的 

基本原理以及控制系统次级通道的识别方法，通过搭建的实验平台，开展了通过次级力源进行舱段壁板结构声辐射的试验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控制打开后壁板结构振幅得到大幅抑制，同时舱内噪声水平在激励频率处降低 17 dB，证实了采用次级力 

源进行舱段结构声辐射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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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桨飞机舱内噪声的主要噪声源是螺旋桨，其 

产生的振动和噪声通过机体结构及空气传播两种路 

径同时作用于舱室，由此可以使舱内产生较高的噪 

声级(如图 1所示)。这种特殊的激励使得舱内的 

噪声以窄带低频成分为主，其低频的频率是由螺旋 

桨叶片通过频率(BPF)所决定。传统舱内噪声控制 
一 般采用被动方法实现，如通过更改结构设计或布 

置阻尼材料来提高隔声率，其机理为通过噪声声波 

与声学材料或声学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耗能。一般 

来说，这些方法对中高频噪声控制较为有效，而对低 

频控制效果不佳，而且这些方法存在设备重，体积 

大，安装维护困难等缺点。 

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舱内噪声主 

动控制技术得到迅速发展。针对舱内噪声传播特 

性，该控制技术可分为采用次级声源的控制方法和 

采用次级力源的控制方法。次级声源控制方法采用 

声波叠加相消原理，通过在舱内布置的若干个次级 

声源发出声波，实现在特定区域(一般为座椅头靠 

处)形成一个静音空间；次级力源控制通过降低结 

构振动幅值的方法，降低结构向舱内的声辐射，实现 

降低舱内噪声的目的⋯。研究表明，采用次级力控 

制的方法，只需要对螺旋桨平面的壁板特定区域进 

行振动控制就可实现舱内噪声水平降低，其控制效 

果往往比用扬声器作为次级声源来抑制噪声更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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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J。其次，次级力控制方法无需多个麦克风与扬 

声器作为传感器和次级声源，从而降低了控制系统 

的总重量。在各种主动控制策略中，基于滤波 最 

小均方(filtered．X least mean square)控制算法具有 

控制修正速率高、对非平稳响应适应能力强，并能够 

较快跟踪结构参数及外扰响应变化的特性 ，近年来 

在振动主动控制领域获得广泛关注。本文采用基于 

FXLMS控制算法的次级力源控制方法，通过粘贴在 

飞机结构表面的压电元件，对飞机侧壁板实施振动 

主动控制，从而实现降低结构声辐射，达到降低舱内 

噪声的目的。 

1 基于 Filtered—X-LMS自适应滤波 

前馈控制原理 

1．1 LMS算法原理 

LMS(1east mean square)算法最早由 Morgan于 

1975年提出，其基本原理是依据最小均方(LMS)误 

差准则不断更新有限脉冲响应(FIR)滤波器 (z) 

的权系数，使其滤波器 (z)的输出d(n)与 (n)之 

间的误差e(n)保持最小(见图1)。图1中，n为当前 

时间步， (n)为第 个时间步时，输入滤波器 W( ) 

的输入向量， ( )为向量 (n)的共轭复数， (n) 

为第 n步时滤波器 (z)的权系数向量。此外，d(n) 

为第 步时，滤波器 ( )的输出值，e(n)为第凡步 

时刻的估计误差，d( )为滤波器 W( )在第 步时 

的期望输出值 ， 为自适应更新步长，／x值越大收敛 

速度越快，但 过大，将导致系统无法收敛，可以在 

线进行试探式选取，直至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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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涡桨飞机舱外噪声分布情况 

Fig．1 Outer noise distribution of a turbo—prop aircraft cabin 

(／2)= (n一1) (n) (1) 

e(n)=d(／2)一d(n) (2) 

( )=w(n一1)+ (／2)，e(n)，ix] (3) 

采用的权系数更新函数fE (／2)，e(／2)，ix]为： 

(n)，e(凡)，“]=ixe(／2)x ( ) (4) 

d(n) 

fn 

图 2 LMS算法示意图 

Fig．2 A diagram of LMS algorithm 

图3 FXLMS算法示意图 

Fig．3 A diagram of FXLMS algorithm 

1．2 FXLMS算法与其振动控制原理 

LMS算法无法直接用于振动控制，这是因为从 

自适应滤波器 (。)输出的信号需要经过一个次级 

通道 (。)然后才和d(凡)叠加，这个次级通道包括 

D／A转换，信号放大，抗混滤波等多个环节，这就造 

成LMS算法中的输入向量 (n)与误差信号e(n)在 

时间上不同步，这会引起控制系统失稳 。为了补 

偿次级通道 日( )的影响，Morgan提出在 LMS权系 

数更新算法环节前串联一个与次级通道 日(z)的估 

计 ( )(如图2所示)，由于这种方法采用了次级通 

道模型H(n)对输入 LMS权系数更新算法的信号 

(n)进行了滤波，因此被称为 Filtered—X—LMS(Fx 

LMS)算法⋯。在实际应用中，次级通道 日( )需要 

被提前识别，其识别方法也常用 LMS算法进行 。 

图4 基于FXLMS算法的振动主动控制系统示意图 

Fig．4 A diagram of FXLMS algorithm based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system 

图5 次级通道离线识别示意图 

Fig．5 A diagram of off-line secondary path identification 

采用FXLMS算法的振动控制系统可以由图4 

表示，图4中P(z)为被控结构， ( )代表测量的参 

考信号，误差e(n)为观测点的结构响应。LMS算法 

不断通过经过次级通道模型日(z)滤波的参考信号 

(n)和观测点的结构响应信号e(n)对 FIR滤波器 

( )的权系数进行调节，当自适应过程收敛后，误 

差 e(n)的均方根达到最小。理论上，若误差e(／2)为 

零，那么自适应滤波器 w(z)与次级通道 H( )的乘 

积与被控结构 P(z)完全相同，控制效果达到最佳。 

1．3 次级通道 ( )建模方法 

FXLMS算法中的次级通道建模方法可大致分 

为在线建模与离线建模两种方法。本文选取 LMS 

算法对次级通道进行离线建模 ，建模原理可见图5， 

其过程可以描述为，采用一个白噪声信号，该信号经 

过带通滤波后接人次级通道(放大并作用于结构)， 

带通滤波器通带涵盖控制目标频率范围，将通过带 

通滤波器后的窄带白噪声信号作为参考信号，结构 

观测点响应信号作为误差信号带入 LMS算法进行 

迭代，当自适应滤波过程收敛时，自适应滤波器 

(z)即为次级通道日(z)的模型。 

2 试验验证 

2．1 试验模型介绍 

由于涡桨飞机舱内低频段噪声很大程度来源 

于，螺旋桨噪声扰动壁板引起的振动声辐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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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涡桨飞机舱段模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FxLMS算法实现通过次级力源控制来降低飞机舱 

内噪声，实验结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后续工 

作将开展以下几方面研究工作： 

(1)本研究中外界声场激励设定为涡桨飞机的 

基频(单一频率)，而实际涡桨飞机噪声成分通常为 

基频和其倍频的叠加，因此将开展针对多频率成分 

叠加激励的次级力源控制实验。 

(2)由于真实飞机需要控制壁板面积较大，因 

此需要布置多片压电元件。本研究后续将采用多片 

压电元件，开展基于多通道 FxLMS算法 的实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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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for Reduction of Aircraft Cabin Noise by Using 

Active Vibro．acoustic Control M ethod 

LI Kai—xiang，PANG Yan—bin，DONG Ning—juan 

(Laboratory of aeronautical acoustics and dynamics，ASRI，Xi’an 710065，P．R．China) 

『Abstract] Cabin noise level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evaluating an aircraft comfort．For the noise in a turbo— 

prop aircraft，the low frequency part is dominant and hard to attenuate by passive control ways．An experimental 

study for reduction of aircraft cabin noise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filtered- —LMS algorithm through piezoelectric 

elements．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bration level was damped efficiently when the active control was 

conducted．Meanwhile，the cabin noise was decreased about 1 7 dB at the sensing point，which validates the effec— 

tiveness of vibro—acoustic control of turbo—prop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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