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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某型飞机发动机火警探测系统存在误报率较高的问题，设计了基于BP神经网络算法的飞机发动机 

火警信号系统，采用了速率检测算法结合绝对温度的局部决策机制，构建了 3层数据融合结构，进行了仿真验 

证，证明此种方法对解决发动机报警灵敏度和误报率之间的矛盾，具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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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某型飞机装有两套火警信号系统，每个发动机 

舱各有一套。每套火警信号系统由6条敏感支路和 

一 个探测电路组成。敏感支路采用点式热敏传感器。 

传感器的热电动势加在执行电路的测量比较电路的 

输入端，与基准电压相比较，当发动机舱内温度达 

到一定值，传感器的热电动势大于基准电压时，门 

限电路输出有效信号，该信号经功率放大驱动执行 

部件输出告警信号。6条敏感支路在输出上是“或” 

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当发动机舱所安装的传感器 

任何一个敏感到火灾信号，执行部件都会输出告警 

信号。 

由以上原理分析可见，采用简单的逻辑电路对 

火警进行判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电路的报警 

灵敏度和误报率之间存在矛盾，原设计为了保证报 

警灵敏度，大大降低了基准电压，使误报率明显提 

高；二是各个敏感支路在输出上是“或”的逻辑关系， 

没有考虑 6条敏感支路相互之问的联系，也会导致 

误报率上升；更由于飞机上存在电源的波动、电磁 

辐射等干扰源，使得该火警信号系统误报率一直居 

高不下。 

近年来，神经网络⋯技术在火警探测上得到应 

用，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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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报。为了减少某型飞机火警误报率过高的问题， 

本文采用 BP神经网络算法对某型飞机火警信号系 

统进行改进研究。 

1火警传感器信号的采集 

某型飞机发动机舱采用的是单一热电偶传感 

器，该热电偶由镍铬合金和镍组成，其热电系数为 

39．4~V／'C，因为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正比于其两 

端的温度差，因此，要精确测量发动机舱的温度， 

热电偶接人测量系统控制盒一端的温度也应测量， 

否则会产生较大误差。图 l所示为本文热电偶传感 

器信号的采集电路。其中，ADS1244是一个 24位 

的 A／D转换器，其有效分辨率为 20位；IS0721M 

对电路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进行了隔离；PT100 

为铂金温度探测电阻，在0"C时它的阻值为 l00Q。 

并且随温度的上升而线性增加，它的温度系数为 

0．385％／℃，由PT1 00和仪表放大器 U2共同组成冷 

端补偿电路。[21 

根据信号的放大关系。得 

TJo0 10．19+0．0395x~； 0．0395x(tp-t)； 

T=IO0~(V(PTIO0)-10．19)十2048 2048十3．95ta； 

ADCvlu：100x 十 2048+3．95~t
p 。 

上式中，结果单位为 mV，t 为待测温度；t为冷a 

端介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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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火警探测系统结构如图 2所示。各传感 

器输出的信号经过局部决策后，再分别送劭数据融 

T  

竺 

合中心，融合中心综合所有局部决策得到一个全局 

决策，即最终的火警信号是否送出。t 】 

图 l 热电偶传感器信号采集电路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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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动机火警探测系统 

2单个传感器的局部决策方法 

飞机发动机发生火灾时，通常会在较短的时间 

内伴随着较大的温升，传统的仅靠检测绝对温度的 

检测方法有局限性，导致误报警率较高。本文采用 

速率检测算法( 】与绝对温度检测相结合，即被检测 

的温度变化速率信号连续超过某一门限达到一定次 

数，且绝对温度超过发动机舱的正常温度极限时， 

可确定认为有有效火警。 

速率检测算法的具体方法是，设采样信号原始 

序列为 

)=Ix, )，x2(n)，⋯，x6(n)J， (1) 

式中： (，z)(i=1,2，⋯，6)分别为 1~6条传感器的 

采样信号。 

定义累加函数ai(尼)为第 i条探测信号多次累加 

相邻采样值 +1)与 (，z)的差值之和 
k 

ai(七)=∑ (，z+1)一 (，z)】，i=1，2，⋯，6。 (2) 
n=O 

定义 为速率检测输出信号，则 

= fda (七)一 D]。 (3) 

式中： (．)为饱和函数，其取值范围为 0～l； ” 

(i=1,2，⋯，6)分别为 1—6条传感器的速率检测局 

部报警阈值。 

绝对温度检测较为简单，定义 ’为绝对温度 

检测输出信号，则 

’： [ (七)一 ’]， (4) 

式中： (·)为饱和函数，其取值范围为 0～l； ’ 

(i=1,2，⋯，6)分别为 1~6条传感器的绝对温度局 

部报警阈值。 

最后，将 D和 ’作“乘法”运算，得局部决策 

器输}I{信号 为： 

=  · 。 (5) 

当局部决策结果 (i：1,2，⋯，6)中任一个输 

出为 1时，则表示 1~6条传感器信号中有一路出现 

非平稳变化且其绝对值超过正常温度极限，即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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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中心对所有信息进行融合处理，得出最终 

判断。这样一方面，可由局部决策器分别实现各信 

号的预处理 、标准化并滤除噪声，减轻了融合中心 

的数据处理工作，并有并行分块处理的优点；另一 

方面，当局部决策结果中至少有一个为报警输出 l 

时，就进行后级数据融合，否则不送融合中心。这 

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采集火警信息，并在早期识 

别火警信号，又可减少对具有显著非火警特征信息 

的计算处理，降低火警的误报率。 

3基于BP网络的数据融合算法 

在局部检测的基础上，再进行融合决策。然而， 

如前所述由于火警信息往往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 

此无法得到一个具体融合决策的判决函数式。为此 

选用神经网络的自组织非线性逼近的能力、自学习 

功能，来实现上述数据融合过程【51。 

本文采用三层前馈 BP网络，其输人层的 6个 

单元分别对应 1--6条传感器信号的归一化值，取值 

范围为0～l；隐层有 7个神经元，输出层采用对数 

S形函数，输出‘‘0”为无火警信号，输出“l”为火警 

信号。输人层与隐层之问的权值矩阵为w 。隐层与 

输出层之间的权值矩阵为 W2。BP网络的学习过程 

为：首先确定训练模式对，并对网络进行初始化。 

模式对由输人信号和导师信号组成，分别对应网络 

的输人层和输出层。输人信号由温度探测器对标准 

试验火和各种实际环境条件下的测试信号经归一化 

整理后确定，导师信号为上述已知条件下定义的火 

警信号的判决结果。在本文研究中确定了 llO组训 

练模式对，表 l给出了其中lO组训练对示例。对于 

给定的每组训练模式输入，先由 Sigmoid．函数计算 

各隐层单元的输出，再计算网络输出，并且比较导 

师信号与网络输出，计算其均方根误差，最后由误 

差反传算法，调整网络权值 wI和w2直到使均方根 

误差满足误差精度的要求。 

表 1 训练模式对示例 

4计算机仿真结果 

根据创建好的 BP网络模型就可以进行网络训 

练。据 BP算法，应用 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进行 

样本训练。P、T为事先输人训练模式对，分别为 

6×llO个训练样本数据和对应的 l×l l0个火警判决 

数据。主要程序代码如下： 

threshold=[0 l；0 l；0 l；0 l；0 l；0 l】；％域设置 

N1 newff(threshold，[7 l】，{'tansig’， logsig }， 

’trainlm’)； 

样本训练的过程就是阔值和权值不断调整的过 

程。通过调整，使网络的输出误差达到最小，以满 

足系统的实际要求。 

训练次数定为 100次，训练误差 0．001，程序代 

码如下 ： 

N1．trainParam．epochs=lO0； ％最大训练次数 

N I．trainParam．goal--0．00 1； ％目标误差 

LP．1r：O．1： 

N1=train(N1，P'T)； 

训练结果见图 3。 

％学习率 

％网络训练 

＼  —

＼ ’ 
＼ 

- _ t } _ _ ● 

图3 BP网络训练图 

由图 3可见，经过 9次训练后，网络的性能达 

到了预定误差精度。 

最后用非训练样本测试网络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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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飞机发动机漏油产生明火火灾，发动机内涵 

道蒙皮破裂导致高温气体溢出，气流干扰隔热层和 
一 条传感器断路的典型干扰信号参数作为仿真数 

据，从以上 4种试验结果中取出一组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量，利用经过训练的三 

层神经网络，计算火警判决输出。 

测试代码为： 

test=-[1．0 1．0 1．0 0．8 0．9 0．9；0．8 0．9 0．9 1．0 0．8 0．9： 

0．5 1．0 1．0 0．6 0．6 0．7；0．1 1．0 0．3 0．4 0．2 0．1】’； 

Y=sim(N 1，test) 

仿真结果为： 

Y=1．0000 1．0000 1．0000 0．0000 

计算机仿真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计算机仿真结果 

序号 3 

O．5 

l 

l 

O．6 

0．6 

O．7 

l 

l 

传感器 l 

传感器 2 

传感器 3 

传感器 4 

传感器 5 

传感器6 

判决输出 

真实值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前 3种发动机火警，火警 

网络判决输出的值均为“l”，其判决结果为输出火 

警。对于后一种干扰信号，火警网络判决输出的值 

为⋯0’，其判决结果为不输出火警；BP网络的判决 

结果与真实值完全相符。 

5结论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可以知道：采用基于神经网 

络的数据融合技术改进飞机发动机的火警探测，可 

以准确、迅速地判定火警，同时具有一定的抗干扰 

性，能够降低发动机火警的误报率，是飞机发动机 

火警探测系统的发展方向。在后续工作中应继续探 

讨如何将基于 BP神经网络的飞机发动机火警探测 

方案应用于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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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n Aero—Engine Fire Detected System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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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ero-engine fire detected method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data fusion technology was 

designed in order to solve its fault fire alarm．In the method，the probed absolute temperature and it's velocity 

was combined for local decision—making，and a 3 layers data fusion was constructed
． The method was emulated 

in this papen 

Key words： aero—engine；fire detected system；BP neural network；data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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