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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飞机结构／气动弹性设计利用 MDO实例过程 

摘 要：文献记载的战斗机在设计、制造或工程管理期间应用多学科优化(MD0)的事例不是很多，文献记载 

的有关已经能飞行的飞机更是罕见。 文章概括描述了F-22战斗机的全部设计过程，重点描述了应用 MD0 

的气动力弹性／结构设计过程。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飞机有限元模型(A／V FEM)。A／V FEM 

是链接设计要求与载荷、颤振、应力、动力学与控制律设计过程的通用组成成分。相互依赖的多学科处理过程 

包括满足颤振要求的刚度处理、适应外部载荷再分配的控制律处理、满足装载特性要求的挠曲与刚度处理、气 

动力弹性优化大题目内的应力大小分析与气动伺服弹性滤波器设计。一个受约束的适合于载荷、应力、颤振、 

动力学、控制律集成、重量估算等等的A／V FEM是担负优化设计的有效手段，成功的A／V FEM能出色地进 

行刚度与载荷设计，结果形成既满足飞机性能要求又顾及结构参数设计成功迭代的最小重量优化设计。根据 

构型管理，结合特有的专业分析程序、全部的飞行轨迹、数据处理过程等来调整大规模的A／V FEM。如果使 

用结构分解／反向变换方法的话，利用大规模模型的回报将在相当程度上节省人的工作时间。详细的载荷网 

格、燃料箱燃料—蒸汽边界与飞机机动姿态及过载相匹配、详细的内部和外部加压等等以前的难题现在都能顺 

利地解决，满足了一体化的产品可维修性评价和分析技术(iFr)要求。该计算方法为了反映风洞非线性压力 

分布而修改壁板挠性压力载荷，特别是应付操纵面偏转，因而能极度逼真地模拟挠曲对刚性的系数以及柔性 

载荷的计算。最后，这些计算功能和使用简便性使其能够成功地处理广域网之间的数据和多种场所的计算。 

另外，实时计算结果以关系式数据库的方式存储就能够对争论难题快速直接地解答。 

关键词：多学科优化；有限元模型；气动力弹性；结构设计 

F-22战斗机研制历程起始于2O世纪 8O年代 

中期的原理研究，研制出了归属先进战术战斗机 

(ATF)旗号下的一架原型机，于 1990年 12月做 

出研制结论。与该项 目在原理研究严格保密期间 

开始形成并且进入公开的原型机研制时期一样， 

包括竞争者在内的项目参加者和跨业公司合作者 

经历了许多职责变化。该项目现正处在工程、制 

造和开发(EMD)阶段。于 1997年第三季度在玛 

丽埃塔基地实现 了一系列成功的首飞之后，对 

4001号战机的整个扩展行动包线于 1998年 5月 

在爱德华空军基地开始了。 

该项目决定性的重大事件是在 1991年第一季 

度原型机飞行试验完成后授予洛克希德 EMD合 

同。洛克希德的原型机设计表现了良好的性能、 

LO、机动特征等。由于外部的几何形状已基本上 

确定，设计重点转变到内部的布置和设计改进，以 

便满足可维护性、可支援性等等。重量要求与性 

能要求一样成为确保的主要设计要求。 

在 1991年末，许多商业研究被归并到设计中， 

以便应对重量要求的挑战。这些研究中，机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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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有两个起落架，主起落架安置在翼下。所有 

升力面和控制面结构形状以风洞试验受力状况为 

根据进行微小调整。 

设计工作存在着许多相互关联的要求和限制 

条件，因而设计过程是一个演化过程。本论文聚 

焦于设计数据变化，设计数据的变化正体现了结 

构原理和构思。 一 

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明确说明结构设计的基本 

情况： 

a．主要的几何形状，结构初始限定的材料； 

b．设计规范限定的飞机模拟器响应机动飞行 

的外部载荷； 

c．挠性对刚性的比率； 

d．颤振裕度要求的刚性的／质量分布； 

e．振声环境的限定和高周疲劳设计； 

f-飞行控制率和气动伺服弹性要求。 

由简略罗列的这六个领域所代表的各种不同 

专业集成很大程度上受到许多相互矛盾要求的支 

配。理想的、最终整合的设计要能满足飞机性能、 

LID特性、重量、设备放置、可维护性、装备能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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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载荷、刚度等等要求 ，而其中每一个方面都要顾 

及到许许多多的设计参数。 

在 EMD拟议阶段，结构体系就决定了要能取 

得工程最大效费比应采取的设计手段。这些设计 

手段的核心问题是应用单个的 FEM 来媒介结构 

设计和派生设计： 

飞行器载荷(外部的、内部的、内压力等等)； 

颤振和动力学评估； 

挠性对刚性的系数； 

材料选取的许可； 

气动伺服弹性分析。 

由下列要求推动飞行器 FEM详细数据在准 

确度和装备能力之间求得平衡： 

(1)飞行器FEM必须足够周详地考虑到内部 

载荷界定。 

(2)模型精度要相当： 

a．数据库适合于统调和处理很多的 FEM 构 

型(对称的、反对称的、左侧的、右侧的、操纵面偏 

转)； ． 

b．数据处理和计算机用法要求无变更地使用 

飞行器 FEM 处理颤振和载荷。 

数据有效性的时间延迟要能应付各种进度时 

间表要求和互相关联的设计过程的连续性，在一 

个优良的结构确定之前必须及早地做出设计决 

策。 

关于结构设计处理过程的摘要信息见图 1。 

该数据处理过程表明载荷和颤振分析利用 FEM 

(1)处理，FEM(1)是在 FEM(O)之后的设计模型。 

更重要的是，一直到关于新的挠性对刚性的系数 

和载荷处理数据被合并到一个更新的飞行模拟装 

置的 3个设计周期为止存在着延迟。像载荷处理 

的变化必须首先经历研制周期控制律。限定疲劳 

寿命要求的容许应力可能要延迟两个或更多周 

期。也有可能出现不利的情况，例如外部载荷调 

整、刚度要求、控制律变化，这些处理过程会聚到 
一 起。处理过程中的主要干扰是来 自详细设计阶 

段的更改。在这里，对限定的近似不变的外部载 

荷，尺寸定位、模型网格和元件更改等的可变性会 

引起内部载荷的显著变化。 

图 1 关于结构设计处理过程的摘要 

另外，处理过程更进一步地排除了对MDO方 求。由于有支配结构设计构思的最小重量要求， 

法的期求，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一体化产品组合 IPT依赖优良的网格构造方面的子模型技术成熟 

(IPT)外形都能符合程序流程图对依次收敛的要 状况。载荷重新分布的微小变化往往引起计算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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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大的变化。这些是在精细网格 FEM 那里力 

零位标记影响的结果，在精细网格 FEM那里一定 

范围内或者网格限定范围内发生的微小变化可能 

引起内部载荷较大变化。 

应用于 F-22设计改型中的高效计算和数据 

管理系统也许经历过一两个低谷。IPT能判定是 

否需要在精细网格 FEM 亚模型上重新分配载荷 

裕度。这样就不需要繁琐地理解结构实际上如何 

经受最大载荷，而准许利用一个模型。计算机显 

示，有了完好的表示结构原理的 FEM，FEM 不用 

特有的控制就能运转。高效结构系统要求预防仅 

以最小重量为依据的陷阱，要同时考虑重量轻、坚 

固、成本效率等，飞行器研制采取优秀设计方案是 

确定高效结构系统的决定性因素。 

1 问题陈述 

文献记载的战斗机在设计期间应用多学科优 

化(MD0)的事例不是很多，文献记载的有关已经 

能飞行的飞机更是罕见。正如美国航空与宇航学 

会 MDo技术委员会成员过去几年间所表达的说 

法，让工程界确信 MDO的强大功能没有被埋没并 

且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受挫过程。 ～ 

2 范围和处理方法 

本文概括地描述了 F-22战斗机的全部设计 

经历，重点描述了应用MDO的气动力弹性／结构 

设计过程(图 1)。结构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 

立飞机有限元模型(A／v FEM)。A／V FEM是载 

荷、颤振、应力、动力学和控制律设计过程中的共 

用单元。相互依赖的多学科处理过程包括满足颤 

振要求的刚度处理、适应外部载荷再分配的控制 

律处理、满足装载特性要求的挠曲与刚度处理、气 

动力弹性优化大题目内的应力大小分析与气动伺 

服弹性滤波器设计。最后，还要从这些运用中吸 

取经验，尤其是要认识到战斗机与运输机的区别， 

战斗机机体的结构原理可能是没有所谓最佳形 

状，而运输机则与之相反基本上形成了最佳形状 

和原理 。 

2．1 协作中的相互影响和策略 

达到既满足飞机性能要求又是最小重量优化 

设计，需要在用户和承包商之间以及在合作者之 

间密切协调。作为密切协调的结果，就是确立了 

权衡设计规范以便遵守与F-22有关的具体的设 

计约束条件。这些必然伴有明确说明与用户协调 

结果的一个结构设计规范文献，该规范文献能详 

细精确地说明F-22的用途和性能。 

依靠每一个合作成员都遵从设计策略和准 

则，实现一体化集成设计。这些包括研制一套通 

用的材料特性、用通用的或等效软件工具实施分 

析、建立一个飞机有限元模型(A／V FEM)。另 

外i为保证工程设计及分析与地面试验、飞行试验 

紧密结合起来，还要做值得关注的研究工作。这 

些工作都要通过与用户协调制定出F-22特有的 

详细试验方案来完成。 

2．2 飞机有限元模型(A-／V FEM) 

A／V FEM通过为构型控制和分析提供共用 

平台从而 为整个设计 过程 建立 了根基。A／V 

FEM是众多的专业(如图 2所示)展开设计的共 

同平台。该单一模型被用来计算内部和外部载 

荷、挠曲一刚度系数、颤振设计要求和热力学的响应 

等。图 3图解了围绕该单一模型的结构尺寸、复 

杂性和数 目等。建立这个特殊的超大元件要通过 

F-22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 ·马丁宇航公司 

(LMASC)和合作商各自担负结构责任，然后总装 

在一起进行分析。为了确保建立该模型时各部分 

问的相容性，在项目初期就要建立和编写一系列 

详尽的规范,／g括明确说明编号惯例、合格的元件 

类型定义、缺省和参数的利用。另外，文件还要包 

括各个专业确定的支持它们独立分析任务的所有 

必要条件定义。本文中的一个范例是，为了方便 

分析复合材料板层量级的气动力弹性变形的敏感 

性，在注释语句中明确地规定了复合材料分层的 

必要条件。A／V FEM在构型控制、例行测试分析 

集成、总体设计和数据储存／处理等方面是容易管 

理的。在一组部件中通过只使用一个校验模型来 

负责构型控制及精确度能极大地节省人工，与其 

相比较，使用大规模模型来产生气动力弹性变形 

设计数据的成本几乎是无关紧要的。 

2．3 外部载荷 

飞机飞行模拟器推动了载荷标准文件中规定 

的瞬态机动外部载荷裕度的计算。刚性气动载荷 

是以大量的风洞模型测压试验数据为基准。并且 

应用线性节点载荷法衍生出弹性载荷增量分布， 

节点载荷校准是以风洞刚性的积分载荷值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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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非线性效应的校准推移非常接近舵面铰接轴 

线。载荷处理过程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了使特有 

的机动动作和燃料载荷分布与该载荷状态一致， 

燃料箱压力分布的计算与燃料 自由液面定位相一 

致。最后，对待激波进口压力分布以计算流体动 

力学(CFD)分析软件和试验测试数据为根据。 

图 2 专业／IPT／FEM之间的关系 

图3 飞机 FEM 

头一年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以 CFD数据 

为根据发布了一系列的设计载荷。后面的载荷数 

据与风洞测试数据在 5 范围内相符合。发布的 

CFD载荷数据适用于整个控制面偏转角度范围。 

在 EMD设计阶段初期就要确定适应机动载 

荷控制的载荷分布。究竟副翼可以产生多大的载 

荷平衡其实是两个设计要素的函数。第一个是副 

翼效率，第二个是阻力增加对性能的影响。无论 

舱1 

SEl9 

．置达天线罩 

． ，  

如何，机动载荷控制(MLC)可以被最有效地使用 

的空中坐标点，几乎在极限性能位置之上。为使 

MI 达到重量小，同时又能坚持最小程度的性能 

降低，对操纵面的设计在预定裕度公布较大胆的 

适应处理 。 

在载荷临界机动期间，通过降低飞机不利响 

应到最低程度来完成载荷适应处理。两者之间密 

切协调的飞行控制律开发与飞机模拟器程序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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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快捷转换是通向成功的两个关键过程。载荷 

工程师在飞行模拟器每个机动动作期间捕捉6个 

或更多的时间段。为了简化需要识别临界载荷 

值，需要识别时间段和相关连的动作。在飞机操 

纵系统及品质(HQ)工程师和载荷工程师之间进 

行磋商，形成从飞机操纵到载荷处理的转换。该 

周期是完整的，即就在飞行模拟装置上出现变化 

的时候，亦同时分析了全部的载荷且研究了完整 

的操纵品质(HQ)。这就表明载荷适应处理已经 

完成，对 HQ和载荷两者之中任一个来说都不用 

引入新议题。 

在飞机基本设计确定之后就可以通过板层铺 

叠优化开始做载荷和挠曲／刚度的处理。对机翼 

和垂直安定面进行了这方面研究。对板层方位的 

研究显示出，不施加其他的限制条件就没有大的 

增益。机翼的板层方位被证明用于基本载荷是接 

近最优化的。机翼布局基于结构的几何形状仍然 

自然地很支持高效率的板层方位配置。外翼零位 

板层与其弹性轴线平行。垂直鳍也是如此。挠曲 

机理是这些面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样机研究 

期间，如果板层铺设是(O，45，90)的非传统定位， 

可以实现主要的压屈模式的改善。从材料试验的 

角度来看，这些是不切实际的，原因在于与其有关 

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规模庞大的数据库。在每_个 

这样的区域，小的派生数值导致的超重需要其他 

措施去补偿。 

2．4 内部载荷和安全裕度 

在位于玛利埃塔的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有 

关机动和耐疲劳强度的外部载荷是通过飞行器 

FEM来处理，计算所得的内部载荷被输入 ORA— 

CLE系统的关系数据库。设计师和应力分析人员 

不仅能够即时访问当前解算的载荷值，而且还能 

够即时访问过去解算的载荷值。分析人员能够即 

时比较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对不同版本的图纸进 

行分析研究。 

在设计过程中，部件的重量是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部件在准许使用的时候就已经是零安全裕 

度。在内部载荷方面有变化时，有些零安全裕度 

区域不再能支撑新的内部载荷分布。在下述的处 

理过程中，一个问题被提出，负裕度飞机的飞行包 

线会怎么样?在位置分析项 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 个综合的、数据集中的分类研究法形成了3 000 

个载荷案例的安全裕度值，然后再进行飞行状态 

内插，推导出在该马赫数和高度平面内的安全裕 

度零位标记轮廓线．a再以后，在飞机结构性能范 

围内和根据已完成的结构测试推定的极限值范围 

内，确定出飞机极限飞行条件(AoL)。当探索飞 

机存在临界载荷状态的测试包线之时，这些安全 

裕度值以及飞行包线分类研究法将是有意义的。 

2．5 温度的影响 

温度分布在材料选择和应力诱导热传人两方 

面影响结构设计。复合材料的材料许用值是最高 

温度和湿气饱和度的函数。复合材料的热一湿特性 

支配了设计许可的最高温度。对于用不同膨胀系 

数的材料制造的飞机结构件来说，比如铝和复合 

材料用机械方法联结的部件，在内部载荷确定时 

必须说明热应变问题。 

2．6 颤振 、 

在气动弹性模型中，飞机颤振裕度的确定和 

必不可少的数据设计要滞后于只不过是单个设计 

迭代的详细设计，直到完成设计还会发生值得注 

意的变化。为了便于详细设计过程的跟踪监控， 

建立了解析计量学。这些包括确定计算方法、控 

制轴、所有控制回路的刚性、舵面铰接接头重量重 

心惯量的详尽估算、为了跟踪监控结构柔度加在 

A／V FEM上的最小单位载荷。气动力弹性变形 

的需求源自于设计参数的灵敏性和最佳化。这些 

设计参数由三类基本参数组成：百分比转换为物 

理特性比如横截面积和外壳厚度；复合材料层压 

板特性比如单个板层按给定方位角叠加；用于一 

个整体表面转动的复合材料轴线范围。表 1列出 

了变量在每个翼面的细目分类。为了便于明确说 

明需求，要求准确地给变量赋值，而且自动化地对 

气动力弹性变形参数进行敏感响应分析。F-22项 

目利用自己的专业软件进行敏感响应分析，强大 

的计算机功能被开发利用。 

判断一个协调解决方案能否减少重量或者增 

强性能，要使用多重综合分析模型而且要进行参 

数最优化。例如，气动力弹性变形参数最优化过 

程中，要完成力的渐进约束。这种探索式研究法 

明确说明，在不违犯强度要求情况下，某个区域可 

以排除使用好多种材料，而可以选择使用特定的 

材料。例如，如果一个层积材的优化要求是增添 

+／一45。的层板，那时 0。或者 90。的层板就可以排 

除了。另外，这个处理过程还要执行在结构策略 

文件中划定的规则，比如，在规定极限内保持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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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斤斗刚度影响和间隙要求 

需求的斤斗 频率范围 斤斗需求 许可间隙(。) 刚度／间隙 

翼面 刚度 驱动器 
(irrlb／。) (Hz) 的影响 R &S 活动 

销 0．0183 0．060 古典颤振 
水平安定面 21．4 23～3O 重量：791b 

轴承 0．0270 0．069 ICO 

方向舵 5．86 27～35 重量=421b 0．0344 0．175 喘振 LCO 

襟副翼 5．40 21～28 重量=6．01b 0．1060 0．0300 古典颤振 LCO 

副翼 1．60 33～40 N／A 0．0810 0．274 喘振 LCO 

限幅数 & 驱动器 #
1 3．58 23～3O <O．82 O．82 古典颤振 LCO 备份刚度 

驱动器#2 1．72 30 备份刚度 <1．21 1．21 LC0 

前缘襟翼 驱动器 #3 1
． 46 3O 备份刚度 <1．21 1．38 Lc0 

驱动器#4 1．41 30 备份刚度 <1．38 1．38 I￡o 

驱动器 #5 1．29 30 备份刚度 <1．38 1．38 Lc0 

垂直安定面 见方向舵 N／A 重量----601b N／A 见方向舵 

方位角层板所占的百分比。受到这类量值影响的 

F一22结构包括垂直安定面和方向舵。有趣的是， 

对一些区域来说，在上一个设计迭代时材料计算 

值已超过气动力弹性的设计量值，但在下一个设 

计迭代时计算结果却是必要的。 

2．7 气动伺服弹性 

确定气动伺服弹性稳定裕度要对 A／V FEM、 

气动弹性的质量分布、非定常流空气动力学、飞行 

控制律进行数次综合分析。这些包括各种学科任 

务的成功完成要借助于颤振计算，要计算飞机在 

频域中的响应，然后还要结合飞机操纵系统控制 

律进行的综合分析。控制律和飞机响应两者都是 

在飞行包线内大部分集中于临界区域的一系列的 

马赫数／高度／燃油装载／机动飞行载荷状态下计 

算的。在计算过程中进行迭代和收敛时，针对不 

同控制律依据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需求来限 

定颤振。然后这些变化就被完成 了，反映在随后 

的控制律中。速度一陀螺仪和 Nz加速度计的位置 

敏感性就被检验过了。无论如何，当结构滤波器 

在控制律内能提供足够的稳定裕度之时，没有必 

要移动传感器。 

在第一次飞行前开环和闭环地面试验两者都 

要完成，以便获得与这些分析有关的数据。经过 

这些试验后还要对过滤器进行较少的处理。 

2．8 动力学 

关于结构动力学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 

问题是确定振动环境，为的是支持机体结构和设 

备安装的设计。基本的外界环境是在 F-22原型机 

飞行试验期间获得的飞行试验数据。为了支持详 

细设计，有关声波的和加速响应的大型数据库被 

引入环境判据文件中。第二个问题是利用振动环 

境去预计和测试结构子系统、设备、导弹壳体和航 

空电子系统等的高频／低频疲劳寿命。 

2．9 挠性对刚性的系数 

挠性对刚性的系数由载荷部门计算并被发送 

到空气动力学部门与刚性的空气动力学数据库集 

成到一起。操纵部门直接使用这些数据形成飞行 

模拟装置模型的设计输入量，反过来载荷部门又 

用之求出设计载荷的机动临界值。 

2．10 DAffr／许用应力 

裂纹扩展分析是确定飞机耐久性极限的支柱 

性任务。部分结构被设计成 8 00oh使用期。耐久 

力分析和损伤容限(DADT)形成全部飞机结构的 

许用工作应力。在基本设计时，为了支持制造更 

改活动(MRB)应用相同的数据库和技术方法完成 

局部分析。 

2．11 详细设计 

在详细设计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分配 

重量目标的巨大压力。持续不断的专业研究吸引 

着众多人力和所有可用的资源，结果是，所得到的 

FEM必须不断改进。既然 FEM处于生成全部设 

计数据过程的中枢地位，FEM 存在错误的话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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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地影响设计过程的快速收敛。 

2．12 H 更改 

建立完整飞机有限元模型的处理过程是综合 

的，也是随时间变化的。模型结构和性能的快速 

收敛要求协作团队研究模型究竟如何布局，研究 

有限元特性如何才能最终收敛。来自三个不同公 

司的三组人马习惯作为单个团队努力开展工作， 

需克服各自公司形成的特色文化，这样在实际详 

细设计之前面临的挑战就是相当复杂的。有效的 

组织工作要求用很多的明确分界面划分一个完整 

的模型。最后的集成工作就变得 自然而然。由于 

其天然特性，该模型涉及的材料性质、选定的尺寸 

量值和网格点等等都是不太直观的，因此可能较 

少受到质疑。在详细设计末了，错误就有可能出 

现在尺寸数据、网格点和材料特性上。设计迭代 

的后期，内部载荷上的最大变化是 FEM 性质变 

化，而不是外负荷上的什么变化。 

2．13 迭代期间典型的处理过程 

基本设计的迭代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连续地生 

成数据的处理过程。举例来说，在基本的载荷处 

理过程起始之前需要一个 FEM。在内部载荷被确 

定并且输入关系数据库之前，全部的外部载荷必 

须得到计算。在飞机零部件尺寸被确定之前必须 

得到所有的内部 载荷。最后，飞机零部件的设计 

完成后才能进行 FEM 的不断改进。在基本设计 

循环内部，利用 FEM确定刚性要求、质量分布、非 

定常的空气动力计算法等，反过来这些工作成果 

又要被风洞颤振模型测试成果验证。在基本设计 

全部迭代流程中，刚度要求的调整计算常常要运 

行2"--3个迭代。除非在设计过程中每组数据结合 

模型一起计算并且是在循环周期之后一两个迭代 

的数据，否则设计迭代实际上不会进行。此外，为 

了促进检查模型并且谋划蛙跳式进行所有设计迭 

代，在一些迭代运行期间必须捕捉某些关键的简 

短的切换。为了支持长周期领先制造节点需求毫 

无疑问是被修正的时候，要求额外的简短的切换。 

这样就要求分析人员接受或者特意地修改在可用 

的成熟的飞行器系统分析。这个调整要求有时候 

被限制只能在子系统进行。由于操纵面舵面致动 

装置研制的长研制周期及试飞测试要求，传动装 

置刚性回路的调整需求要在 90 图纸发布日期的 

前些年就确定下来。飞行操纵系统的研制是为后 

来的软件发布作计划，原因在于装载特性的确定 

取决于大量的风洞试验，还取决于操纵合成的处 

理过程严重依赖于结构柔性效应与模拟模型集 

成。然而，外部载荷要保证使用机动载荷包括用 

相同的HQ模拟模型直至求出飞行中的载荷，而 

且还是以特定准则诸如最大值操纵面偏转等为根 

据的非随意机动载荷。 

这个特殊任务的处理流程是以同时发生互相 

影响的设计数据来推导其过程。图 1说明了它们 

之间基本的相互作用，方框还展示了某些推导生 

成的数据进入设计流程时的迭代循环延迟。这个 

完整的设计迭代循环包括为了下一个迭代的FEM 

更新及外部载荷到内部载荷的设计更新。包含疲 

劳设计的完整设计迭代循环初始点是事关项目设 

计手段的重要保证。在这些主要的设计流程中， 

存在许多刚度要求的适时引用。在整个大载荷、 

设计和 FEM更新周期内，这些刚性的严重的周期 

疲劳要求常常用二个或更多的修正使得外部循环 

短路。另一个在主循环内运行的迭代循环就是载 

荷处理。这些在设计展开的最后阶段要特别地准 

确。载荷处理大概会延续到试验飞行阶段。 

优于迭代循环作业顺序安排妥当的做法，团 

队协作中要注入不断更新的设计数据，给设计流 

程施加了杠杆作用，为求解下一个最严重临界值 

方面带来好处。在完成这个任务时，团队协作能 

够理解项 目需求究竟是什么，甚至能够理解一个 

活动 目标，团队协作能够以最好的投资回报率提 

供设计数据，并且仍然保持每个 IPT设计在预算 

限制内。 

3 飞行器效果 

3．1 刚度需求 

对于每一个飞机操纵面包括方向舵、水平安 

定面、副翼、襟副翼、前缘襟翼等来说，其控制回路 

执行刚性需求都是直接地施加于 IPT。对每个控 

制轴如何计算其控制回路刚性在一个接口控制文 

件中给于明确说明。IPT习惯上采用公制单位确 

定那些满足刚性要求的最小重量设计。典型情况 

下，要求用三个 IPT求出在主要表面、执行机构和 

操纵面之间的刚性配置。表 2列出了各个控制面 

刚度的细分目录。 

3．2 载荷处理 

在设计图纸基本上已送去制造的时候，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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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凭借控制面状态更改的手段在现有结构性能 

范围内来维持现有设计，同时也保证了性能和 HQ 

要求。 

表 2 设计变量分布 

翼面 类型 数量 

方向舵 蒙皮 118 

桁 6 

肋 6 

垂直尾翼 蒙皮 138 

桁 10 

肋 5 

襟副翼 蒙皮 132 

副翼 蒙皮 72 

尾喷 口部位 蒙皮 19 

水平尾翼 蒙皮 162 

水平安定面 

桁 15 

机翼 蒙皮 195 

桁 8 

总数一886 

3．3 设计数据 

结构有机体设计量占到 F-22几乎 90 的设 

计量。对内部载荷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就允许设计 

图纸可控制并追踪发送。这样的处理过程就给设 

计改进时衍生被称为 1批次和 2批次的两个不同 

的机型设计预备了适应性，并能保持该飞机设计 

重量在合同规定范围内。 

由该颤振有机体产生的设计数据包括准确地 

规定设计数据，比如百分数转换为横断面面积、蒙 

皮厚度等物理特性、某一给定方位角下单板层等 

复合材料层压板特性等等 图4举例说明设计数 

据是如何被传送到适当的位置进入一体化集成数 

据组。在这里核心的一点是该飞机的 FEM 被当 

作该飞机的替代物去传送设计数据。这样就有利 

于检查设计是否与设计要求相一致，有利于整个 

设计过程中保证达到设计要求。明确规定气动力 

弹性变形量值要求的部件包括水平安定面蒙皮、 

垂直安定面蒙皮、方向舵蒙皮及其子结构、襟副翼 

蒙皮、安装于翼上的梁等等。在传送设计数据之 

前，在这些部件和 IPT之间可以允许进行一些设 

计更改，以便达到协调一致。 

图4 设计被传送到数据组 

3．4 重要结论摘要 
一 个受约束的适合于载荷、应力、颤振、动力 

学、控制律集成、重量估算等等的A／V FEM是实 

现优化设计的有效手段，成功的A／V FEM 能出色 

地进行刚度与载荷设计，结果形成既满足飞机性 

能要求又顾及结构参数设计成功迭代的最小重量 

优化设计。在 4个主要的设计周期内都要顺利地 

进行迭代从而完成结构设计。对这类飞机来说， 

达到快速收敛要通过两点要求汛 确保外部载荷 

和寿命要求；b．其次对刚度要求和动力学的量值 

要求进行迭代。这些程序计算生成临界状态设计 

数据，设计师和分析人员必须借助于这些临界状 

态设计数据才能察看可用的设计空间和移动设计 

部件的可能方位。这些研究为在设计迭代期间分 

解某些设计参数提供了依据。根据构型管理，结 

合特有的专业分析程序、全部的飞行轨迹、数据存 

储处理方式等来调整大型 A／V FEM。通过节约 

人工时，应用一个大型模型的再生成本与分解／反 

向变换法相比会被几倍地补偿。作为联系和转换 

模型的共用平台，像 MDO这样的处理过程可承受 

得起，而且特别中肯可行。特别详细的载荷网格、 

燃料箱燃料一气化物边界与飞机机动姿态和过载相 

匹配、详细的压力载荷等是顺利地实现 IPT要求 

的挑战。该计算方法为了反映风洞非线性压力分 

布而修改壁板挠性压力载荷，特别是应付操纵面 

偏转，因而能极度逼真地模拟挠曲对刚性的系数 

以及柔性载荷的计算。最后，这些计算功能和使 

用简便性使其能够成功地处理广域网之间的数据 

和多种场所的计算，实时计算结果以关系式数据 

库的方式存储，能够对争论的难题快速直接地解 

答。 

徐云浪 译 自《The F一22 Structural／Aeroelastic 

Design Process With Mdo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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