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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失事后救生舱氧 气系 统的数学建模仿真 

潘 洁 

(安徽理工大学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7) 

摘要：建立飞机中救生舱氧气控制模型，可实现飞机失事后救生舱中氧气浓度得精确控制。飞机失事后面临的破坏性和环 

境都是大随机事件，救生舱氧气系统的控制需要对压力、气体温度和氧气系统参数的时间差数据的准确掌握，实现氧气系统 

性能的定量评估，由于参数容易受到失事时外部环境的影响，无法预先设定。传统的氧气系统控制模型无法准确评估参数 

在恶化环境下的变化过程，仅能通过设定固定参数评估短期机组氧气性能变化情况，存在较大缺陷。提出采用改进遗传算 

法的自抗扰控制器氧气系统参数优化模型，塑造考虑控制约束的自抗扰控制器参数优化设计 目标函数，并用一种改进自适 

应混沌遗传算法对氧气系统参数进行整定，实现失事飞机救生舱内氧气系统的有效控制。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控制模型增 

强了系统的动态性和静态性，可有效应对系统参数的动态性，具有较高得控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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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thematical M 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Oxygen 

System in Capsule After Plane Crash 

PAN Jie ．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hui Huaian 232007，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oxygen system control method cannot accurately assess the change of parameters in a deteri— 

orating environment．which can only evaluate the shon crew oxygen performance changes by setting fixed parameter． 

A parameter optimization model of oxygen system is proposed based on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and ADRC，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designed for the ADRC parameter optimization with control constraints，an improved adaptive 

chaotic genetic algorithm is presented for the setting of oxygen system parameters，and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oxy— 

gen system within the capsule is realized．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control method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dynamic parameters，and has high contro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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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 ，当前交通运输业尤其是民航业呈现快 

速发展的态势 ，但是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等不确定因素的干 

扰，飞机失事 的概率逐渐增加⋯。救生舱中氧气的精准供 

应，可为救援人员以及被困人员提供可靠的救生舱内氧气资 

源使用数据 ，进而提高受 困人员得生几率_2．3]。为了确保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寻求合理的方法对飞机失事后救生舱中 

氧气系统进行准确建模和控制，成为相关人员分析的重点问 

题 ]。 

飞机失事后的救生舱相关参数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飞机失事后面临的破坏性和环境都是大随机事件 ，救生舱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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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系统的控制需要对压力、气体温度和氧气系统参数的时间 

差数据的准确掌握 ，实现氧气 系统性能的定量评估 ，而这些 

参数又很容易受到失事时外部环境 的影响，无法预先设定。 

传统的氧气系统控制模型无法准确评估参数在恶化环境下 

的变化过程 ，仅能通过设定固定参数评估短期机组氧气性能 

变化情况 ，存在较大缺陷。 

通过对救生舱氧气系统压力、气体温度和氧气系统参数 

的时间差数据的处理，获取分析机组氧气性能得有价值数 

据，提出一种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自抗扰控制器氧气系统参 

数优化模型，塑造考虑控制约束的自抗扰控制器参数优化设 

计目标函数，通过一种改进 自适应混沌遗传算法对氧气系统 

参数进行整定 ，实现失事飞机救生舱 内氧气 系统的有效控 

制。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控制模型增强了系统得动态性和静 

态性，可有效应对系统参数的动态性，具有较高得控制性能。 



2 救生舱氧气系统数学模型 

为了估测救生舱氧气系统的性能，首先需得到救生舱氧 

气系统压力P、气体温度 T和氧气系统参数的时间差 t。依 

据氧气系统结构该中含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可通过瓶体氧气 

压力进行读数。由于该系统不含温度传感器，因此对正常气 

密性下的某飞机 1个月的 108个数据点进行采集 ，完成对上 

述数据点氧气压力值、外界环境温度以及驾驶舱内温度的偏 

相关分析，从而得到瓶体内气体的温度。偏相关性分析通常 

应用于各种相关的变量中，清除其中的变量干扰后 ，得到两 

两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关系。采用偏相关来分析消除氧气 

系统本身的渗漏率干扰后，外界环境温度与驾驶舱温度对气 

瓶压力的相关性。通过偏相关对其进行研究可知，驾驶舱内 

温度、外界环境温度以及氧气系统压力参数和氧气压力的相 

关性。氧气压力值主要受外界温度以及驾驶舱温度的影响， 

并且受外界环境温度的影响更大一些。基于来 自空客的资 

料 ，可将瓶体内气体温度拟合公式描述成 T=(TAT+ )／2， 

其中 TAT表示外界温度 、 表示驾驶舱温度。 

在通过点与点相比得到压差的过程中，为了使点和点在 

同一标准下完成比较，通过理想气体方程 尸l／ =P ／ ，将 

压力转变成相同环境温度下的压力P ，各点的压力值均具有 

可比性，从而可得航段渗漏率 PL=Ps／t=(P5l～Ps 2)／(￡2 

一 t。)，其中 t 表示飞机着陆时间，t：表示为飞机起航时间。 

上述理想气体方程还可应用于任一温度下机组氧气系统压 

力的预测，从而降低了由于冬季航行前后温差较大而引起的 

需频繁更换氧气瓶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因为飞行航 

段时间间隔较短，系统压力值波动不大，易受到外界温度拟 

合精度以及压力传感器探测精度的干扰，造成最终得到的压 

力值变化很大。通过 比较两个间隔超过 24小时的点的压力 

值来解决上述问题，假设间隔 24小时的渗漏率用 P 表示， 

为了清除采样过程中数据坏点的干扰 ，需完成对其的 3天滚 

动平均，最终即可得到能够体现系统性能特性的24小时3天 

滚动平均渗漏率 △P 。 
，= 

△P = (P￡24—1+⋯ +P聆4一 )／n (1) 
，=1 

其中，n表示 3天中点的总量。 

经以上处理后可基本得到研究机组氧气性能的有关数 

据。而对氧气系统效果的分析，和对氧气使用时间的估计则 

可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 ，其方法仅分析一个 自变和一个因变 

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主要通过其分析标态氧气压力值 P 和 

气瓶安装时间 的统计关系。假设 P 和 的关系满足式 

(2)： 

Ps= Ul+ ro+
一  (2) 

其中，P 表示被解释变量， 表示鳃释变量，U 、U2表示 

待估计参数，一表示随机干扰项，其主要体现了P 被 解释 

的不确定性。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一元线性回归进行求 

解 ，具体的求解公式如下 ： 

r~ao,=∑(ro +．．·+ )／n (3) 
I=l 

Psa = (Psi+⋯ +Ps )／n (4) 

其中， 表示解释变量均值，P 表示被解释变量均值。 

= ∑[( — ) (P 一Ps~vg)]／∑( 一 ) 

(5) 

Ul=P 一 (5) 

氧气系统固有的气密性能随 的降低而降低。U 值主 

要和各时间段有关 ，对性能分析不产生任何影响。该方法可 

完成氧气系统性能的机队排序，但是不能识别单机的性能恶 

化 ，仅可实现对未更换氧气瓶以及充氧数据的监控。而对于 

时间段较长的机组氧气性能改变的监测只能采用相互独立 

样本 了1检验的方法来完成，该方法能够分析短期机组氧气性 

能恶化的状态。该方法先采集前后两个时间段的P 数据 

样本 ，通过比较上述两组数据的变化程度对机组氧气系统出 

现恶化的时问段以及恶化程度进行判断，该种方法不能完成 

整个机队的氧气系统性能排序。 

具体公式如下 

F=s~,／s； (7) 

其中，s 表示上一时间段n项数据P vg24的方差，S；表示下一 

时间段 m项数据的方差，式(7F(n一1，m一1)分布 ，可采用 

差找F分布的方法得到F值，依据F对两组数据的差异性进 

行判断 ，若检测出两组数据相似概率低于2．5％，则可判断这 

两组数据有显著差异，从而基于两组数据的均值对氧气系统 

渗漏率的改便程度进行判断。 

3 自抗扰控制器氧气系统参数优化数学模型 

遗传算法是一种依据生物遗传以及进化机制的适用于 

复杂系统改进的自适应概率改进算法。其模拟 自然及遗传 

时产生的选择、交叉及变异等现象，从一个初始种群开始，在 

经过随机选择、交叉及变异处理后，得到一群更适应环境的 

个体 ，通过这样不停的进行繁衍进化，最终可获取到一群最 

适合环境的个体，从而得到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控制问 

题的最优解 。 

3．1 考虑控制约束的自抗扰控制器参数优化设计目标函数 

的建立 

评价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性能的过程中，一般情况 

下会采用一个以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瞬时误差 e(t)为 

泛函的积分为 目标函数，通过 时间乘绝对误差积分准则 

(ITAE)对系统的动态性能进行评价 ，以时间乘与误差成绩 

绝对值的积分为性能指标 ，用式(8)描述 
^ ∞  

E = I t f e(￡)I dt (8) 
J 0 

如果只考虑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的动态特性，则给 

定的参数通常会造成氧气控制过大，不能实现预期的控制效 

果。由于氧气控制能量有限，所以将 “⋯ 与Umirl作为一项重 

要的指标进行加权 ，则有 
^ ∞  

= I u～一 l J I u(f)I d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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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氧气控制能量受限以及氧气浓度误差泛函评价标 

准，采用权重系数法获取一个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性能 

的评价指标 ，用式(10)描述 

J=J +t， 

e(t)I dt+W l u⋯ 一u i I×I I u(t)I dt ．∞ 
J 0 

(10) 

通过上述过程可以得到 目标函数的最优极小值 ，需要将 

其转化成极大值问题，因为J>0，故取g=1=J。遗传算法 

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算法，在进行迭代时一定会出现很多不可 

行染色体，为了使算法能够高效的识别同时越过不可行染色 

体，需使系统的输出误差不超过给定范围。对于不可行染色 

体，通过惩罚策略赋予其一个很小的惩罚值，融入惩罚策略 

的遗传算法适应度函数可描述成： 

f1／J u<U ，11,> Umjn，f e l<E ⋯ 、 

【P u U 且x，u mi ，}e l≥ E 

其中，U 与 U⋯ 分别表示氧气浓度控制量的惩罚上限 

及下限，符合 U⋯ ≥ ⋯ ，U ≥ ⋯ 其中 ⋯ 与 

分别表示氧气浓度饱和输入的上下限，I e I表示氧气浓度控 

制误差允许范围，P表示很小的一个罚值。 

3．2 改进遗传算法自抗扰控制器氧气系统参数整定过程 

在实际应用时遗传算法会出现早熟收敛以及收敛效率 

低的现象，导致其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去寻找最优解。为了 

避免上述弊端，采用一种改进自适应混沌遗传算法完成失事 

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的优化。该算法通过浮点数编码 ， 

依据个体适应度值的排序完成对父体的选择，并且结合了自 

适应交叉、自适应变异以及混沌移民，对失事飞机救生舱氧 

气系统得参数整定 ，其遗传算法整定流程图用图 1描述。 

3．2．1 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的编码 

通过经验设定法整定跟踪微分器、扩张状态观测器中饱 

和函数的幂指数 a以及线性区域的边界 d。进行简化操作 

后，遗传算法的搜索区域以及不可行染色体的个数均降低 

了，效率得以提高。变量的数量越多，计算精度越高，二进制 

编码的速度就越低 ，对于精度要求高，搜索范围大的遗传算 

法，可采用浮点数编码。而自抗扰控制器涉及到的参数很 

多，同时区间分布广，不适合采用二进制编码，所以在确定失 

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的参数时采用浮点数编码。 

3．2．2 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初始种群的选取 

通过经验设定法确定一组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 

数。其中跟踪微分器参数 r可通过对象的响应速度来确定 ， 

和扩张状态观测器有关的各种参数可通过提到的动态失事 

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确定法来确定，非线性误差状态反 

馈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可通过 PD控制器控制一个 

积分串联型对象的参数来确定。 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 

参数需符合下式： 

<U ，II,>U一 ，I e I<E (12) 

在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附近大范围随机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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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式(12)的个体，直至得到的个体数 目与遗传算法 中群 

体大小相同，从而防止了很多的不可行个体的出现，提高了 

失事飞机救生舱氧气系统参数整定的效率，如图 1所示。 

图1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自抗扰控制器 

氧气系统参数控制流程图 

4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模型的有效性，需要进行相关 的实验分 

析。实验将飞机失事后气体压力为 150Pa，气体温度为 28℃ 

的救生舱氧气系统作为仿真验证对象。传统控制模型与本 

文控制模型调节阶跃响应仿真结果对比用图2描述。传统 

控制模型与本文控制模型氧气浓度信号跟随仿真结果对比 

用图3描述。 

图2 传统控制模型与本文控制模型阶跃响应对EE 

分析图2和图 3可得，本文控制模型与传统控制模型相 

比，调节效率高，超调量小，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效果。在 

系统运行的初始阶段，本文控制模型的响应速度很快，在时 

间为 25s左右时，舱内氧气即达到人体能够适应的安全范围 

内，在300s内即达到稳定状态；超调最大值也在 18％_23． 



图3 传统控制模型与本文控制模型信号跟随对比 

5％安全范围内。在系统连续变动已知的时 ，本文控制模型 

与传统控制模型相比，调节效率更高，超调幅值更小，可以稳 

定的保持在人 体可接受范 围内。在 系统达 到稳定后，在 

400s---450s之间加入 3．6V电压，本文控制模型可以以更短 

的时间，更小的超调达到稳定状态，动态响应效果好。 

救生舱是一个多参数、强耦合的复杂系统。在系统运行 

过程中，任意参数的变化都会影响氧气系统的模型结构，如 

飞机失事后救生舱气体压力变为 180Pa，气体温度为 30℃， 

则氧气系统模型发生改变，此时传统控制模型和本文控制模 

型阶跃响应仿真结果对 比用图4描述。传统控制模型与本 

文控制模型信号跟随仿真结果对比用图5描述。 

图4 传统控制模型与本文控制模型阶跃响应对比 

分析图4和图 5可得，当氧气系统模型改变后 ，本文控 

制模型变化不大，控制效果仍 旧很好，而传统的控制模型动 

态性能下降，超调量升高同时调节速度更慢。 

通过上述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控制模型的调节速度 

快，超调量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救生舱系统参数改变 

后 ，本文控制模型与传统控制模型相比，有更好的 自适应能 

力，使得系统氧气浓度可以一直保持在人体可承受范围内， 

有着更好的稳定性以及更高的调节效率。 

o．245 

o．235 

0．225 

茎0．215 
嚣0_205 

0．195 

辩 o．185 

o．175 

o．165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时间 s 

图5 传统控制模型与本文控制模型信号跟随对比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机组氧气系统压力、气体温度和氧气系统参 

数的时间差数据的处理 ，获取分析机组氧气性能得有价值数 

据，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氧气系统性能进行机队排序， 

实现氧气系统性能的定量评估，塑造依据氧气系统数学模 

型。针对传统的氧气系统控制模型无法跟踪单击的性能恶 

化过程，仅能评估短期机组氧气性能变化情况的缺陷，本文 

采用了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自抗扰控制器氧气系统参数优 

化模型，塑造考虑控制约束的自抗扰控制器参数优化设计 目 

标函数，通过一种改进自适应混沌遗传算法对氧气系统参数 

进行整定，实现失事飞机救生舱内氧气系统的有效控制。仿 

真结果表明，所提控制模型增强 了系统得动态性和静态性， 

可有效应对系统参数的动态性，具有较高得控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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