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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电综合管理框架下的水系统建模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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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 了提高现行服役客机机载公共设备的综合化管理水平，搭建了以 ARINC429总线互连的分布式机电综合管理数 

字化仿真平台，建立了该仿真平台的飞机水系统受控模型。模型主要仿真水系统中水体的调度和分配，进行了水系统模型 

的功能和外特性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在机 电综合管理数字化仿真平台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实际水 系统的所有功能特性 ， 

验证 了机电综合管理数字化仿真平台的有效性，为飞机机电综合管理的最终实现提供 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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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water system under framework of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XIAo Jia，YANG Bo。WANG Yun-lu 

(School of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iing i00191，China) 

Abstract：To improve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level of aircraft utility system，a distributed simulation platform connected by 

ARINC429 is developed．Its hardware architecture and software structure are designed．As a part of the system，a water system 

model is built up．It mainly simulated water dispatching and distribution．Each component of the model and its system interface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ed model has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actual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ntrol and display requirements．The simulation also indicate that the structure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simulation platform  of the aircraft uti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 effective，which provides a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util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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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载公共设备主要包括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环 

控系统、起落架系统、电源系统等，是飞机正常、安全飞 

行所必须的航空机载公共设备I】]。机载公共设备综合管理 

是将所有公共设备视为一个整体 ，采用数据总线将各个公 

共设备子系统和管理计算机连接起来，由管理计算机实现 

对各个子系统的监控_2]。综合化不仅有利于减轻飞机重量、 

体积和连线的复杂性，而且有利于增加系统的容错能力与 

故障检测能力I3 ]。目前欧美等西方国家已将机电综合管理 

技术应用在其飞机系统中，比如美国先进战机 F22和先进 

无人机 x_45A、欧洲多 国研制的 “台风”EF2000、空客 

某型飞机机电系统综合管理需求 ，设计了以 ARINC429总 

线互联的分布式机电综合管理全数字仿真平台，实现对液 

压系统、燃油系统和水废水系统的综合管理。本文主要研 

究机电综合管理全数字仿真平台中的水废水系统建模问题， 

要求实现真实系统的储水、分配和回收等功能特性 ，同时 

具备丰富的控制和状态信号接 口，以实现模型在机电综合 

管理仿真平台下较好的实时受控运行。水废水系统实质上 

是一个相互连通的多水箱系统，具有非线性 、大滞后 ，强 

耦合的特点。目前，对多水箱系统的建模仿真，主要是针 

对各水箱液位控制的仿真，建模时对系统做了多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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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E ]，文献 [9]建立了一个三容水箱互济性系统供排水 

数学模型，建模过程中对水箱间的连通性进行了严格限制 ， 

导致所建模型通用性不强，文献 [1O]采用组态软件对多 

容水箱装置 A3000进行了组态建模 ，有效地实现了水系统 

工作过程的可视化仿真，但是组态软件采用的通信方式不 

适用于数据交互频繁的实时仿真系统。鉴于传统方法的局 

限性，本文采用物理建模方法，从功能仿真出发 ，利用 

MATLAB的 SIMSCAPE模块，依据飞机水废水系统组成 

建立了系统模型，该模型能有效地实现水系统储存、加／排 

水控制，分配和指示等功能，通过物理数值转换接口可以 

提供丰富的过程变量信息，由共享 内存机制实现数据的实 

时交互 ，模型具有更好的通用性和可控性。 

1 机电综合管理系统 

本文构建了图 l所示的机电综合管理全数字仿真平台。 

仿真平台主要由机电综合计算机、仿真管理综合显示计算 

机、机电仿真系统和通讯平台组成。 

仿真管理综合显示汁算机 机电综合计算机 

机电系统仿真计算机 

图 1 机 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 

各部分的功能描述如下： 

(1)机电综合管理计算机：机电综合管理计算机的功 

能：集中实现各机载机电设备仿真系统的控制管理、状态 

监测、故障检测和故障恢复。机电综合管理计算机是整个 

仿真系统的核心。 

(2)仿真管理及显示计算机 ：该系统组成部分主要实 

现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的人机数据交互接口，并实现对 

系统的运行控制和各子系统的状态同步显示 ，具体功能如 

下 ：人机数据交互接 口能够保证在仿真进行时，操作员的 

控制命令能够通过界面按钮、旋钮等操作装置输入到机电 

综合管理仿真平台，操控系统的运行。另外还可实现对机 

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的初始运行条件和运行参数的设置， 

运行结束后对实验数据结果进行保存及数据分析等操作。 

多系统同步状态显示模块能够实现对液压、燃油、水 

废水系统当前时刻运行状况和飞机飞行各阶段的数据进行 

实时同步显示，实现对飞机的飞行状态和交互任务执行结 

果的可视化显示。 

(3)机电仿真子系统：机电仿真子系统主要用于完成 

公共设备子系统的受控运行 、子系统特征参数的产生与修 

改、子系统仿真结果的存储等功能。 

(4)通讯平台：机电综合管理全数字分布式仿真平台的 

信息传输采用ARINCA29网络通讯总线实现。各分系统及处理 

机均直接连接在通讯总线上，各分系统之间可以直接通讯。每 

个节点都通过共享内存跟总线通讯进行数据交互。 

2 水系统模型设计 

针对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的需求，本文侧重于水系 

统功能和外特性的仿真，主要仿真水系统中水体的调度与 

分配，并提取出外部控制和显示端口。 

为完成上述的建模任务 ，本文以 Simulink工具箱中的 

Simscape库为基础 ，结合逻辑控制模块，建立水系统模型， 

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11 12]：①Simscape采用物理网络方 

法建模 ，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子模块，可以轻松的描述一个 

复杂系统的物理结构，而不需要精确的数学模型；②Sire— 

scape具有物理模型信号和非物理模型仿真信号之间相互转 

化的模块，能够实现物理网络模型和仿真控制源及状态显 

示源的无缝连接。 

2．1 水系统组成及功能 

水系统是民用飞机生活设备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为满足旅客在机上生活的生理需求，使乘客能度过一个舒 

适的旅途生活而为厨房、盥洗室提供饮用水、洗涤用水及 

马桶冲洗用水 ，并对洗涤用水及马桶废水进行处理的系统， 

由饮用水系统、废水系统、灰水系统组成_] 。 

水系统的控制及显示面板主要包括水系统界面控制板 

和水服务板。水系统界面控制板是维修及地面服务人员对 

水系统进行操纵的控制界面，包括水箱加水及排放控制以 

及系统状态显示。水服务板位于前登机门服务员座椅上方， 

能给出当前水箱的水量信息和系统故障信息。 

2．2 水系统设计需求 

依据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的总体设计方案，水系统 

设计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 

(1)建立运行于水系统仿真计算机上的水系统模型， 

实现水系统的主要功能，同时提供仿真管理计算机和机电 

综合管理计算机需要的控制显示接口。 

(2)建立运行于机电综合管理计算机上的水系统机电 

管理子模块 ，实现水系统的自动控制功能。 

(3)建立运行于仿真管理综合显示计算机上的水系统 

控制和显示子界面，用于控制和显示水系统工作状态。 

2．3 水机电仿真系统组件模型 

水系统模型如图 2所示 ，模型可以划分为水箱组件、厕 

所用水组件、盥洗室用水组件、机外排放组件和废水箱组 

件，组件与组件之间根据上下游流动关系和接口类型连接成 

完整的回路。下面分别介绍系统模型主体组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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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 系统模 型 

2．3．1 水箱组件 

水箱组件的功能是储藏饮用水，提供各类水服务接 口。 

水箱组件上有系统加水接头、水箱供水连接接头、水箱排 

水接头、水位传感器接 口，可以以 Simscape中的 Reservoir 

模块为基础进行搭建 ，模型如图 3所示。 

图 3 水箱组件模 型 

Empty 

LOW 

1／4 

l／2 

3／4 

Fu11 

水箱的容积和内部压力等参数可 以在 Reservoir中设 

置；加水接 口和排水接 口作为控制输人信号，可以接收来 

自机电综合管理计算机的控制信号，做出相应的水箱加／排 

水相应，HR模块充 当地面供排水装置；供水接 口外接管 

道和厕所组件及盥洗室组件相连；PS2S模块将 Reservoir 

的物理体积信号转换成仿真体积信号送至水位传感器处理， 

液位判定模块采用体积一液位查表法确定水箱液位。 

2．3．2 废水箱组件 

废水箱组件主要负责收集马桶废水，模型如图 4所示， 

马桶废水直接通过管道由废水收集 口进入废水箱；体积探 

针探测废水体积 ，给出废水箱空和废水箱满信号；废水箱 

排污控制接 口接收排污控制信号。 

图 4 废 水箱组件模 型 

2．3．3 盥洗室和厕所组件 

厕所用水组件和盥洗室用水组件原理一致，我们以厕 

所用水组件为例。其模型如图 5所示。入水 口接饮用水 

箱 ，为厕所提供冲洗用水 ；出水口连接废水箱，用于排放 

污水 ；用水开关控制入水 口和出水 口间的水流通断；隔离 

阀开 关 可 以强 制关 断 水 流 通道，可 用 于处 理 用水 开 

关故障。 

入水 口 

图 5 厕所用水组件 

2．4 水机电综合管理模块设计 

水系统机电综合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接受来 自仿真 

计算机的控制指令和来 自水系统模型的状态信息，结合指 

令和状态信息 ，通过逻辑处理向水功能模块发送最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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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模型如图 6所示，主要包括 5个逻辑子块，分别完 

成厕所用水逻辑处理、盥洗室用水逻辑处理，水箱排水逻辑处 

理、水箱加水指令逻辑处理和废水箱排水逻辑处理功能。 

下面对水箱加水指令逻辑处理子块展开分析，模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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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所示，加水信号 FILL—Full、FILL一3／4、FILI 一l／ 

2、FILL
一

1／4和飞机准备状态 FIGHT—READY联合控制 

设定加水量，当设定加水量相应的液面信号变为 True时， 

关闭加水阀。 

Full 

1，4 

1／2 
Fil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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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1，2 

wQ314 

—  

WATER TANK 

图6 水系统机电综合管理模型 

图 7 加 水逻辑 子模 块 

2．5 水系统控制和显示界面设计 

水系统控制和显示界面运行在仿真计算机上，用于模 

拟驾驶舱的控制命令和显示水系统工作状态，界面布局如 

图 8所示。左侧为水系统服务板，可以显示水箱水量，给 

出水箱和废水箱报警信息 ；右侧为水系统界面控制板，旋 

钮开关的 8个档位能实现 8个不同的控制命令。 

2．6 水系统模型与外界的数据交互 

水系统模型与外界的数据交互如图 9所示，将水系统 

的各模型封装为一个一级子系统 ，并连接由 C语言 S函数 

编写的输入和输出模块[i4-15]。外部程序创建共享内存，周 

期性的从 ARICA29通讯总线中获取水系统所需数据更新共 

享内存，水系统模型的输入模块访问共享内存，获取所需 

数据，控制模型运行 ，输出模块则将模型仿真结果写入共 

享内存，交由外部程序转发给通讯总线。为了避免外部程 

序与模型对共享内存 的访问冲突，为外部程序增加了读写 

废水箱排污逻辑处理 

煎 艚 熊嚣i 簦 8 l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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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水 系统界 面设计 

操作保护功能。采用事件技术保证在一个仿真步长内，外 

部程序与模型是互斥运行的，即在代理程序写入操作完成 

之前，模型不会访问共享内存，反之亦然。当代理程序启 

动之后，共享内存即被创建。 

3 仿真验证与测试 

为了验证所搭建的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和飞机水系 

统模型的有效 ，本文测试了水系统在各飞行阶段对不同控 

制指令的响应，控制命令 由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台的仿真 

管理和多功能显示计算机给人。结果如图 1O所示。 

(1)在起飞准备阶段，仿真管理系统下达加水指令 ， 

水系统响应指令 ，其水箱水量增加，机电管理系统实时对 

比当前水箱水量和给定加水量，当两者一致时，切断加水 

通道，水箱水量保持恒定； 

(2)在飞行阶段，仿真管理系统下达厕所用水指令， 

_ 

奠一 



第33卷 第5期 肖佳，杨波，王云路：飞机机电综合管理框架下的水系统建模与仿真 ．1947． 

图 9 数据 交互机 制 

量 
0 

： 厕所用水指令 废水箱排污指令 上／ ： ＼ 
起飞准备 起飞 飞行阶段 着陆 停止飞行 

图 1O 水 系统测试 结果 

水系统响应指令，其水箱水量减少，污水通过管道流进废 

水箱 ，废水箱水量增加，关闭厕所用水指令时，水箱和废 

水箱水量停止变化，仿真管理系统下达盥洗室用水指令 ， 

水箱水量减少 ，灰水通过机外排放装置排人大气，故废水 

箱水量并不增加 ； 

(3)飞行着陆后 ，仿真管理系统输出水箱排水指令和 

废水箱排污指令 ，水系统的水箱和废水箱水量都减少到零。 

仿真结果验证 了所建飞机水系统功能模型和机 电管理 

逻辑模块与真实水系统一致，能实现水箱的加／排水、厕所 

用水 、盥洗室用水、废水箱排水等功能；同时验证了机电 

综合管理仿真平台的有效性。 

4 结束语 

本文建立的飞机水系统模型不仅可以有效的模拟实际 

水系统中水体的调度和分配，还能在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 

台下 ，较 好 的 受 控 运 行。这 一 结 论 也 验 证 了 基 于 

ARINC429的机电综合管理仿真平 台的有效的。利用该仿 

真环境可以对机载机电系统进行多种设计方案的前期演示 

验证 ，具有很重要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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