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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SMI(structural mode interaction)试验接口控制器的详细设计和分析过程，以及其在全机地 

面结构模态耦合试验中的应用。SMI接口控制器是在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试验中用于向飞控 系统主 

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注入信号和取出信号的试验设备，并用来测定有控飞机(受飞控系统控制的飞机) 

的伺服弹性稳定性是否满足相应适航条款的要求。SMI接口控制器已多次在某型号飞机全机地面结构 

模态耦合试验中得到应用，得到了可靠的试验数据，其设计原理可广泛应用于电传飞控系统飞机的多种 

系统大回路闭环试验，用来分析与验证飞机伺服弹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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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Mode Interaction Test 

Interface Box for Airplane 

GU0 Wei 

(COMAC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Shanghai 200436，China) 

Abstract：The design and analysis process Of structural mode interaction test interface box(SMI。TIB)are illus— 

trated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structural mode interaction(SMI)testing of full—scale airplane is also dis— 

cussed in detail．In full—scale airplane SMI testing。SMI—TIB is designed as a test equipment to provide instru- 

ments’vibration input／output signal access to primary actuator electronic control units of airplane flight control 

system，to verify the servo elastic stability of airplane engaged by flight control system whether meeting airwor- 

thiness items requirements．SMI-TIB has been used frequently in SMI testing for a type airplane，the reliable 

test data with few noises are provided，which also can be used in other system level closed—loop performance 

testing for airplane to analyze and verify the servo elastic stability of airplane． 

Key words：structural mode interaction；airplane servo elasticity stability；test interface box；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test 

飞机在地面滑行和飞行中，各种扰动会引起机体 

振动，飞机飞行控制系统(飞控系统)的传感器将感受 

这些信号，并指令舵面偏转，舵面偏转将产生振动气动 

力和惯性力，按其相位不同，这些力可能使结构振动衰 

减或扩大，因此可能产生类似于颤振的自激振动。这 

种不稳定现象称作气动伺服弹性不稳定 。 

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SMI，structural mode in- 

teraction)试验，是在没有飞行气动力的作用下，测定有 

控飞机(受飞控系统控制的飞机)的伺服弹性稳定性。 

因此为了验证飞机伺服弹性稳定性是否满足相应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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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要求以及为有控飞机的试飞安全提供据可靠的 

试验依据，需要在机上进行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试 

验 。 

本文基于以上背景与目的，设计了 SMI接口控制 

器，它是在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试验中用于向飞控 

系统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注入信号和取出信号的试 

验设备，已多次在某型号飞机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 

试验中得到应用，本成果可广泛用于飞机伺服弹性稳 

定性的分析与验证试验。 

1 总体思路 

在进行全机地面 SMI试验的过程中系统为闭环 

状态。试验中，动态信号分析设备通过 SMI接口控制 

器向飞控系统后段(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测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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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扫频或阶跃信号，激励飞控系统控制面运动；控制 

面的运动致使弹性支撑的飞机产生振荡；飞机的振荡 

信号经姿态航向基准系统传感器反馈至飞控系统或自 

动飞行系统，飞控系统或自动飞行系统产生偏差信号 

形成前向通道控制指令；SMI接 口控制器将前向通道 

控制指令信号作为反馈信号，输人至频响分析仪，用于 

频响分析。同时 SMI接口控制器将前向通道控制指 

令与动态信号分析设备输出的信号叠加，继续操纵控 

制面运动，从而完成飞机大闭环的频响测试。 

2 试验应用 

SMI接口控制器在某型号飞机全机地面结构模态 

耦合试验的应用原理图如图1所示。 

SMI接口控制器是在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试验 

中用于向飞控系统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注入信号和 

取出信号的试验设备。试验时飞机大系统为闭环状 

态，来自于动态信号分析设备的激励信号 V 与前向 

通道输出信号V。 叠加，成为舵回路综合口输入信号 

V ，VoU 与V。 分别在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中引出、 

注入 ，其位置在反馈 比较端口前。通过动态信号分析 

设备经SMI接口控制器向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输 

入测试信号，由数据记录仪记录V。 V 和动态信号 

分析设备输出信号V 的时间历程。计算 V。 V， 的 

幅值比和相位差，即用闭环试验的方法测试飞机回路 

总的开环传递函数的频响特性。 

图1 某型号飞机全机地面结构模态耦合试验原理图 

3 详细设计 

SMI接口控制器原理电路如图2所示。 

50kf~ 
广—W ==一 —— ，̂ ———一 

—  一  

12oopF + 

：：R 一15V 

厂 

瓤R2 4．99~a +l5V 

3 I 鲺 l一 ＼1 

RG1 ou ＼  

r 99 - 

zo 

＼ 2 2-15V 

l 厂 I 信号综合 ； 度限制 一 _ 
cM o (第一级K1) i (第二级K2) 

动态信号分析仪输入信号处理电路 ： 

输入信号处理(输入级) ： 

图2 SMI接口控制器原理电路图 

图2中，设计了R 。用于调整输入级电路的增益， 

当R 。不安装时，输入级电路增益为 1。图中取R 。= 

100 MQ是为了仿真需要。 

3．1 输入信号处理 

3．1．1 来自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信号 

由于来自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的输入信号(如 

图1)内阻较大，信号处理电路要完成阻抗匹配和输入 

保护的功能。原理电路见图2“输入信号处理”框图。 

故电路选用了专用的高阻抗输入的差分放大器，输入 

电阻电容网络完成放大器输入保护功能，同时滤除信 

号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干扰。设计中选用的放大器 

为AD620，电路输出增益为 1，输出零位电压不大于 

0．1 mV，共模抑制比可达 100 dB。 

3．1．2 来自动态信号分析设备的信号 

由于来自动态信号分析设备的信号(见图2)为差 

分信号，设计采用差分放大电路，动态信号分析设备输 

人信号处理电路如图2所示。 

设计选取R1=R2=R3=R4=10 kft，R5=R6=20 

kft，C=120 pF，放大器选用 OP200，则有： 

K=一R ／(R．+Rz)=一R6／(R3+R4)=20／(10+10)=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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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选用 RNC50J系列，电阻精度为 =0．1％ 
n  

(其中， =1～6)，由于电阻误差导致的增益误差为 

尺 R ×R， dR， 
d 一。。·5 [ ] 

= 0．5 x 1．5×0．5×0．1=0．0375 

dKRz=0．5 x × × 

= 0．5×1．5 x0．5×0．1=0．0375 

dKR3=0．5~ ×鲁 
： 0．5×0．125×0．1=0．00625 

d =0．5 x ×鲁 
= 0．5×0．125 x0．1：0．00625 

R， dR 

d s。。· 雨  [ ] 
= 0．5 x1×1．5 x0．1=0．075 

dKR6=0．5 x ×等 
= 0．5 X0．5×0．1=0．025 

dKR=[(d ) + (d ，) +(d ) +(aKR ) + 

(dKR5) +(dKR6) ] =0．0956％ 

零位电压为 

Vo=[(1+ ) × s+ s×R；] =0．27 mV 

式中，Vo =125 V，为输入失调电压，即输出电压为 

零时需要在输人端作用的电压差；，。 =5 nA，为输入 

失调电流，即流人两个输入端的电流之差。 

3．2 信号综合 

SMI接口控制器接收动态信号分析设备和作动器 

电子控制装置的信号，对输入信号进行信号处理，形成 

作动器控制指令并输人到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中，同 

时将从动态信号分析设备和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接收 

的信号，经处理变换后送到动态信号分析设备和数据 

记录仪，用于系统监控和数据分析。 

考虑机上工作环境和 SMI试验特点 J，要求 SMI 

接口控制器运算精度指标为0．2％，精度重复性为0． 

2％，再考虑到目前满足航空用电阻器的精度等级_5I6 

(最高制造精度等级0．1％，考虑到工作温度下的变化 

和3O年内随时间的变化，实际精度等级可达到0．7％)， 

上述指标的实现非常困难，需要在设计上进行增益补偿 

性设计，在短期工作时间内指标是可以实现的。 

信号综合电路采用反相加法电路，实现任意路信 

号的求和。与同相加法电路比较，反相加法电路增益 

调整简单，信号综合点工作在零电位上，因此电路工作 

的稳定好。 

信号综合电路用于主作动器电子控制装置信号和 

动态信号分析设备信号综合，设计采用的电路形式如 

图2的“信号综合”框图。 

设计选取 R1=R2=100 kn，R3=50 klq，C=1200 

pF，放大器选用 OP400，则有： 
K= 一R3／R1 

电阻选用 RNC50J系列，电阻精度为 0．1％，由于 

电阻误差导致的增益误差为 
dR． 

d 1= 0·1 

dR 
d 。。· 

aKR=[(dK． ) +(dKR ) ] =O．141％ 

零位电压为 

Vo=(1+K)X Vos+Ios×R3=0．5 mV 

4 分析计算 

4．1 误差分析 

(1)零位误差计算。 

第一级 K1(见图2中间框图)的零位误差 

l =Vos×(1+ )+Ib xR6=0．75 mV 

式中，Vos=125 V；Ib=5 nA，为输入偏置电流，即运 

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时流人输入端的平均电流。 

第二级K2(见图2右侧框图)的零位误差 

l础s=Vos×(1+ )+Ib xR4=0．4375 mV 
1 

K1、K2环节的总零位误差 

VoI船s=~／(0．75 mV)‘+(0．4375 mV)‘=0．868 mV 

(2)增益误差计算。 

电阻选用 RNC50J系列，电阻精度为 0．1％，增益 

误差为 

dKR=[(d ) +( ) + ( ，) +( ) =0．2％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SMI接口控制器运算精度为 

0．2％，满足指标要求。 

4．2 幅度限制 

幅度限制电路完成输出信号的限幅功能，设计采 

用了一种复杂的限幅电路。该电路可以实现精确的限 

幅功能。电路原理图如图2。对上述电路进行仿真分 

析，结果如图3(a)所示。 

从仿真结果看，电路工作在限幅区时限幅输出电 

压为一条直线，特性较好，符合限幅电压误差为 ±0．1 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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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直流、交流特性分析 

对图2电路进行直流、交流扫描仿真分析，仿真结 

果如图3(b)和图3(e)所示。理论计算截止频率为 
1 

2百 2盯 丽  
l 

2竹,／100 k1)×50 k12×680 pF×1200 pF 

： 2．48 kHz 

从图3(e)可以看出，仿真截止频率f=2．4155 

kHz，与计算值一致。电路在35 Hz处相移为1．6508。， 

在35 Hz处幅频下降1．8×10～dB，性能良好。 

之 

拳 o 

2O 

l0 

— 1O 

- 20 

电压／V 

(a)幅度限制电路仿真 

电压／V 

(b)直流扫描仿真 

频；~／Hz 

(c)交流扫描仿真 

图3 仿真分析结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仿真分析计算结果表明，SMI接口控制 

器具有较高的指令运算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对主作动 

器电子控制装置信号和动态信号分析设备具备信号处 

理、信号综合和幅值限制的功能。本文从某型号飞机 

SMI试验设计需求出发，叙述了SMI接口控制器的设 

计思路和计算分析过程。在实际应用方面，SMI接 口 

控制器多次在某型号飞机全机地面 SMI试验中得到 

应用 ，得到了可靠的试验数据，为飞行安全性提供了有 

力的数据支持。SMI接口控制器应用范围亦可以拓展 

到电传飞控系统飞机的多系统大回路闭环试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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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各个功能模块工作正常，测试 

系统能够正确进行信号采集、信号传输、信号调理和显 

示、处理。可见，该数据采集模块软硬件结构设计合 

理，抗干扰能力强，采集结果可靠、准确，系统功能及测 

试结果达到了预期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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