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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烧伤检测系统的研制 

卿 华，于克杰 
(空军第一航空学院 飞机修理教研室，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在研究了飞机结构烧伤后机械性能、电导率、烧伤温度之间的变化关系基础上，提出了涡流电导率的烧伤 

检测方法，并详细阐述了飞机结构烧伤检测系统的软硬件组成及关键技术的解决办法。经样机试验表明，采用涡流电 

导率原理的烧伤检测仪具有操作简单、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的特点，完全可取代传统的烧伤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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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erostructure Burn Inspection System 

Qing Hua，Yu Kejie 

(Staff Room of Airplane Maintenance，First Aeronautical College of Air Force，Xinyang 464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lation among the machanism capability，conductance，bum temperature，A method of bum inspec— 

tion with eddy conductance is proposed，further more the structure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and resolvent of pivotal technology 

about aerostmcture bum inspection system are introduced．Practical running shows that new bum inspector can replace tradition— 

al method  of bum inspection completely because of its simple operation and high depend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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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飞机烧伤事故是飞机在使用、维护过程中发生次数 

较多的事故之一。目前在结构烧伤修理中面临的首要问 

题是如何快速准确地确定飞机的烧伤部位和烧伤范围。 

因为结构烧伤不仅存在烧溶 、起泡 、变形等显而易见的 

外部损伤，而且还会因受热引起强度 、硬度、刚度等机 

械性能的变化，这些仅靠目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如果 

烧伤部位得不到准确的检测，将埋下严重的事故隐患。 

因此，对结构烧伤飞机进行原位检测、评估是制定修理 

工艺、实施快速抢修的前提，是提高飞机出动率的重要 

保障，所以说，对飞机结构烧伤检测方法的研究有着非 

常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l 烧伤检测原理 

目前烧伤飞机检测方法主要是燃烧色泽鉴别法，它 

虽可以粗略判断烧伤位置，但对于表面无罩光漆的结构 

件，则需要观察其背面，因此必须将结构件 

拆开。而且，飞机烧伤部位一般会被油烟或 

硝烟所覆盖，无法直接观察色泽变化 ，如果 

清除油烟或硝烟，则极容易将罩光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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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化层一同清除掉，无法进行判断。因此，有必要针 

对飞机结构材料进行新的烧伤机理及检测设备的研究。 

1．1 烧伤检测机理研究 

烧伤飞机结构修理关心的是结构的机械性能指标， 

而机械性能指标的变化往往难以直接测量。因此 ，需要 

研究结构烧伤后机械性能指标的变化规律及其与检测指 

标之间的关系。我们经过大量的模拟烧伤试验研究和相 

关资料的查阅发现 ，飞机的烧伤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 

飞机结构材料的热处理过程。在不同的热处理状态下， 

材料不同的组织，对电子散射作用不同，将使电导率发 

生变化。铝合金 、钛合金是我军飞机的两种主要结构材 

料 ，它们的烧伤温度与强度之间的关 系分别如图 luj， 

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过测定飞机烧伤结构材料 

的电导率确定材料的强度和烧伤程度是可行的。 

1．2 关于涡流电导率的测定 

所谓涡流检测就是载有交变电流的检测线圈靠近导 

率、硬度问的关系图 

图 2 BT20钛合金烧伤温度与 

电导率、强度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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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试件时，由于线圈磁场作用，试件会感应出涡流，而 

涡流的大小 、相位及流动形式又会受到材料导电性能等 

的影响。同时，涡流的反作用磁场又使检测线圈的阻抗 

发生变化，因此 ，通过测定检测线圈阻抗的变化 ，就 

可以测出被测材料的性能，这是一种无损地评定试件有 

关性能的检测方法。 

电导率是涡流检测中相当敏感的变量之一 ，利用涡 

流原理可直接测出金属的电导率 ，而市售的国内外电导 

率仪对于钛合金示值仅在 0．8％～3．5％IACS。精度低， 

范围小，再加上钛合金烧伤后电导率本身变化范围小 

(小于 1％IACS)，所以无法直接用标准的电导率仪检测 

飞机结构烧伤的程度 ，特别是钛合金。所以，我们开发 

研制了涡流绝对值烧伤检测系统，对电导率的涡流信号 

进行相位和幅值上的分析处理，来确定烧伤的程度及烧 

伤范围。 

1．3 烧伤检测的影响因素 

影响飞机烧伤检测结果的因素较多，其中突出的影 

响因素有： 

(1)表面的曲率：飞机部位不同，其表面曲率就不 
一 样，弯曲的表面将改变线圈的提离及受涡流作用的材 

料的体积从而改变涡流的响应。 

(2)材料的厚度：材料的厚度变化将影响涡流的分 

布流动形式。但当材料的厚度大于 3倍涡流的有效渗透 

深度时，认为厚度效应可以避免。 

(3)激励信号频率：激励信号频率的变化将改变涡 

流的渗透深度，因而直接影响烧伤的检测结果，所以要 

求信号频率稳定度要高。除此之外，对不同的材料选择 

不同的激励信号频率，可有效提高烧伤检测的灵敏度。 

2 系统设计要求 

根据我军飞机结构材料的特点 ，以及我军烧伤飞机 

结构抢修的要求 ，采取以下设计方案 ： 

(1)系统以嵌入式计算机为控制核心组建，方便显 

示和数据分析处理。 

(2)通过同时对电导率涡流信号的相位和幅值进行 

处理，提高检测灵敏度。 

(3)计算机内建立曲率修正曲线，以便对飞机曲率 

不同的结构进行烧伤数据的修正。 

(4)计算机根据电导率——强度曲线，在显示烧伤 

值的同时显示出材料的强度，为制定烧伤修理提供依据。 

(5)烧伤检测系统应能对飞机的主要结构的材料如 

铝合金和钛合金进行烧伤检测。 

3 烧伤检测系统 

3．1 硬件系统设计 

烧伤检测系统主要由嵌入式工控机系统、涡流信号 

处理系统两大部分组成，如图 3所示。 

3．1．1 工控机系统 

l l⋯  ·J̈  、 

PC～1O4 

368SX 

主板 

I 坚  竺 I”  

图 3 主机系统结构图 

它是由 PC一104 386SX主板及键盘接 口板 、EL、 

液晶显示屏、4 M 电子盘、A／D、D／A、定时计数器板 

等组成，它主要是用于对整个检测系统的控制，并将反 

映烧伤后的电导率信号以强度、相对烧伤值等形式显示 

输出并给出修理方法的建议。 

其中系统的主板为 PC／104 386—710主板。它提供 

了 80386SX 40 MHz CPU ，PC104扩 展 总 线，4M 

DRAM ，2个 RS一232串口，1个硬盘驱动器，1个软 

驱驱动器，1个打印机接口等资源。 

显示器选用了军品级 320*240场致发光液晶屏， 

工作环境温度 一40～80℃ ，适合部队野外使用。 

程序 、数据库的储存介质采用了4 M 电子盘，直接 

插在主板的 D()C接口上，它具有体积小 、重量轻 、抗瞬 

时断电冲击和抗震性强，能满足外场恶劣环境的需要。 

键盘接 口卡为PC104 I／0板，型号为AX10420。提 

供 48路输入输出通道。由 I／O通道扩展了4*4阵列触 

摸键盘。 

定时、计数板是型号为 AX836的 8253定时计数板， 

它主要用于监测产生激励信号的频率，防止发生漂移。 

A．43转换板是型号为 PC774的 12位 电压采集卡， 

用于对电导率信号的数据采集。 

D／A转换板是型号为 PC530，输出电压模拟范围 0 
～ 5 V，用于控制波形发生器电路产生指定频率的激励 

信号。 

3．1．2 涡流信号处理系统 

涡流信号处理系统主要由波形发生器、涡流探头、 

前置放大器 、幅相检测电路等组成。波形发生器主要给 

涡流检测探头提供激励的正弦波信号，它是由MAX038 

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组成。因为同一材料对不同的信号 

频率，其涡流响应的灵敏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对铝合金 

检测时，控制输出60 kHz的正弦波信号，对钛合金检 

测时输出1．85Ⅲ z的正弦波激励信号。在满足检测响 

应灵敏度的同时，应尽量提高信号的频率，这样有利于 

减小材料厚度对烧伤检测的影响。 

涡流检测探头是形成有效涡流信号的关键部件，它 

的性能好坏将直接影响烧伤检测系统的灵敏度。所以选 

用了具有频率 响应范 围大 、线性度范 围宽 的 由美国 

Centurion公司生产的225505型涡流探头。 

由高速运算放大器 MAX477组成的放大器电路主 

要对电导率信号进行放大，以便后续电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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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幅相检测原理图 

豳  皇 翌 

， 

一  
图 5 程序流程图 

幅相检测电路就是将电导率响应信号的幅值和相位 

同时转换成对应的模拟电压。其工作原理图如图 4所 

示，即电路首先将输入的激励信号和涡流探头输出的电 

导率信号经过方波变换电路转换为同相的方波，再经过 

异或门检出与相位差成比例的脉宽方波，最后经滤波电 

路转换为对应相位的模拟电压信号。 

4 系统软件设计 

4．1 主要功能模块 

系统软件采用 C语言编写。编程时采 

用了模块化的编程思想[ 。程序满足文献 

l3—4]的要求。系统软件主要包括主程序 

模块 、选择输入模块 、数据处理模块、显示 

模块、数据采集模块、频率监测模块。 

主程序模块主要完成程序的初始化和其 

它功能模块的调用 ；选择输入模块完成对机 

型、曲率 、材料编号的选择；数据处理模块 

主要完成对测试的数据进行线性插值、曲线 

模拟等运算，消除飞机表面曲率的影响；显 

示模块将最终检测结果以电导率、强度、相 

对烧伤值三种形式在屏幕上显示输出；数据 

采集模块负责 A／D采集卡的初始化、启 

动，并进行软件滤波；频率监测模块负责 

监测波形发生器的频率，如有漂移，则调 

节D／A转换器输出电压修正信号频率，保 

证正弦波的频率稳定度。 

4．2 程序流程图 

系统软件流程如图5所示。 

5 关键技术及解决办法 

5．1 幅相检测电路的实现 

电导率响应信号检测质量的好坏将直 

接影响烧伤检测的灵敏度与可靠性。为得到高的检测灵 

敏度，系统采用如图3的检测原理，同时检测电导率信 

号的幅值和相位，相对于传统的幅值和相位检测电路 

(分别采用峰值检测电路和鉴相器电路)，具有电路简 

单、稳定性好、性能指标高的特点。其实际电路如图6 

所 示，它 主要 由高 速 双 比较 器 MAX912、异 或 门 

74F86、运算放大器 OP77等组成。MAX912的功能是 

将输人的正弦波信号变为正向的矩形波；74F86是将输 

人两信号的相位差转化为对应脉宽的矩形波，运算放大 

器 OP77的功能是将滤波后 的电压跟随。其中 MAX912 

的8、9分别连接波形发生器的输出激励信号和涡流探 

头输出的电导率信号，7端接地。该电路的关键是 l0 

端，如将它接地，整个电路只能检测相位，如增加 R，， 

的偏置，则电路输出电压除与相位有关外，还与 9端输 

入的信号的幅值有关，从而达到了对电导率信号相位和 

幅值的检测。改变 R 即可改变烧伤检测仪的灵敏度。 

5．2 信号发生器频率稳定度的提高 

烧伤检测要求信号频率稳定度较高，而传统的信号 

发生器电路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元件的老化，外界温 

度的影响，信号频率容易发生漂移，影响烧伤检测的可 

靠性，所以系统采用了带闭环控制的信号发生器电路。 

电路原理如图 7所示。其中 MAX038是一种最高能产 

生 20Ⅷ z信号频率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BD236、 

BD237组成功率放大器，以提供足够的功率驱动涡流探 

图6 幅相检测电路图 

信号 

图 7 波形发生器电路原理图 

(下转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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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机实现。典型故障样本编号、典型故障征兆表、诊 

断结果分别如表 1、表 2、表 3所示。 

表 1 几种典型故障样本编号 

序号 名称 含义 序号 名称 含义 

1 RE 转子偏心 3 PS 相间短路 

2 LR 导条断裂 4 KS 轴承损坏 

表 2 几种典型故障征兆表 

样本 1 2 3 4 5 6 7 8 

奇数 偶数 频段 0
．01—0．39J 0．40—0．49， 0．50f 0．51—0．99J F 2f } 镪 f 

1．艇  0．0o 0．0o 0．0o 0．0o 0．90 0．05 0．0o 0．0o 

2．LR 0．90 0．0o 0．0o 0．0o 0．0o 0．0o 0．0o 0．10 

3．PS 0．加 0．50 0．0o 0．0o 0．0o 0．0o 0．0o 0．0o 

4．SS 0．90 0．0o 0．0o 0．0o 0．0o 0．0o 0．10 0．0o 

表3 诊断结果 

输出节点 故障样本 

1 2 3 4 

1．RE 0．9887 0．0038 0．0090 0．0103 

2．LR 0．0163 0．9452 0．0002 0．0039 

3．PS 0．283 0．0018 0．9720 0．0262 

4．SS 0．0182 0．0003 0．0025 0．9635 

(2)神经网络的应用使电机定子电流分析法的实现 

更方便可靠。可以看出，只要有足够的实际故障样本来 

训练网络，网络就会有较好的容错性与稳定性。 

(3)故障诊断技术的研究总是在不断吸取其它领域 

和学科新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智能化诊断技术已 

成为故障诊断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国内外许多研究 

工作证实，ANN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是可行 的和有前 

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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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l5 J，如频率有漂移则通过改变 D／A转换器的输出 

电压调节 MAX038输出信号的频率，直到要求的频率 

范围内。通过以上方法可以很好解决频率稳定度要求高 

的问题。 

5．3 烧伤检测标准试块 

制作出足够数量的标准试块，模拟各种烧伤情况， 

为烧伤检测系统理论研究和系统的研制提供了必要的实 

验依据。根据标准试块烧伤前后的硬度、强度、电导 

率、相对烧伤值的数据统计，利用 MATLAB软件，绘 

制出电导率一强度、电导率一曲率、烧伤温度一强度等 

曲线，存人计算机内，计算机将测试的数据经曲线模 

拟、插值等方法分析修正处理后显示出材料的相对烧伤 

值、强度、电导率等参数。提高了烧伤检测系统的可靠 

性和实用性。 

6 结束语 

飞机结构烧伤检测仪率先利用涡流原理确定烧伤飞 

机的烧伤程度和烧伤范围，它具有精度高、测试方便、 

速度快 、应用范围广等优点。它的研制成功，大大提高 

了飞机烧伤检测与维修的能力，尤其对提高飞机热损伤 

的战伤抢修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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