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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决策支持系统中模型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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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了构成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决策支持系统中模型库的各个单元模型，根据系统的 

具体需要构建了模型库，阐述了该模型库的具体工作逻辑和数据流程及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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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的过程中，不仅要用到很多的支持信息，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计算， 

根据损伤信息和计算结果做出一系列的评估和修理决策。由于战伤修理的紧迫性，这一过程要及时、迅速、 

可靠，如果仅靠人工来完成战伤修理的资料查询和科学计算，势必延误战机。因此，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和决策支持系统理论，建立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决策支持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战伤评估 

与修理过程的特点以及决策支持系统的构造及功能，从软件组织的角度考虑。作者对建立飞机结构战伤评估 

与修理的决策支持系统(ASBDARDSS)做了探索 J，本文仅就该系统中模型库的构建方法进行分析。 

1 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的相关模型 

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做出许多决策。首先要收集损伤信息，确定损伤等 

级，然后据此评定战场修复能力，计算修复工时，制定相应的修理方案和方法。 

按照上述需要，ASBDARDSS模型库中的单元模型应当包括：飞机战伤等级判断模型、战伤修理工时计 

算模型、战伤抢修效能计算模型、结构战伤抢修方案制定模型等。 

1．1 飞机战伤等级判断模型 

综合考虑飞机结构强度、气动和功能等特点，将飞机结构的损伤分为允许损伤、可修损伤和不可修损伤 

等类型。其判断原则是：若损伤不影响战斗能力，即为允许损伤，损伤等级为 D级；若损伤影响战斗能力但 

能够在前线修理好，则损伤等级为C级；若损伤影响战斗能力且在野战条件现有的修理能力下无法修理，则 

损伤等级为B级；若损伤根本无法修理，即为不可修损伤，损伤等级为A级。模型根据损伤信息的输入。匹 

配相关知识规则，根据判断原则进行损伤等级的判断。 

1．2 战伤修理工时计算模型 

考虑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修正基本工时而得到实际的修理工喇，其计算公式为 =T+( ，一71)S，+ 

( 一 )S +⋯+( 一71)S 。式中：T 为修理某种损伤需要的总工时；T为修理某种损伤所需要的基本工 

时(受修理类型、修理方法的影响)；Ti为修理某种损伤，某种随机因素在最不利的情况影响下所需要的工 

时；S 为操作人员熟练程度的影响系数。各参数的统计值见文献[3]。 

1．3 战伤抢修效能计算模型 

考虑损伤情况和给定的修复要达到的飞机的任务能力，可以按下式计算飞机战伤抢修效能： =M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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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飞机任务矩阵；171, 为系统状态Si能否满足任务要求的取值(能取 1，否则取0)；P为战伤抢修飞 

机的状态转移矩阵；P 为抢修前处于状态 i，抢修后处于状态 的概率；D为飞机损伤矩阵；D 为处于状态 

的概率。 

1．4 结构战伤抢修方案制定模型 

飞机结构战伤抢修的方案，从强度恢复的角度可分为无强度、次强度和等强度修理三种。无强度修理是 
一 种不考虑飞机结构强度的修理，主要用于战伤抢修。使用时，根据战伤的结构和形式，确定某种损伤容限 

曲线，然后判断损伤特征点的相对位置，若特征点坐标(损伤尺寸一应力坐标系)位于损伤容限曲线以下，则 

可采用无强度修理方案。 

定义相对剩余强度系数，7 为构件许用应力／构件实际最大使用应力。显然当，7 >1时，结构强度是富 

裕的。如果存在大于 1的整数l"t，使得，7 >l"t，即结构的实际静强度大于设计载荷要求强度的l"t倍，此时就 

可采用恢复1／n强度的次强度修理方案。如果上述条件都不满足，则采用等强度修理方案。 

基于ASBDARDSS模型库运算的实际需要考虑．本文将部件损伤修复方法作为一个单元模型置人模型 

库中，损伤部件的修理方法作为模型的输出，便于上述各单元模型的调用和运算过程中的辅助判断。 

2 ASBDARDSS模型库的构建 

针对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工作的特点，本文对ASBDARDSS模型库的构建基于以下原则：①各单元 

模型以独立可执行程序形式存储；②对单元模型的输入输出格式作约定，定义模型字典；③根据需要，单元模 

型间可互相调用；④各单元模型算法独立，可单独访问ASBDARDSS中相关的数据库和知识库。 

ASBDARDSS模型库中的主要单元模型为：部件损伤修复方法模型；损伤等级判断模型；修复工时计算 

模型；抢修效能计算模型；抢修方案制定模型。系统的决策模型是各单元模型的有机组合，本文所建模型库 

是利用顺序语句加上单元模型来表示。 

表1为本文构建的ASBDARDSS模型库及其单元模型的工作逻辑，表中说明了各单元模型的输入输出 

和模型的算法，以及为实现其算法而对相关数据库和知识规则库的访问。其中，损伤等级判断模型和修复工 

时计算模型的输入需要调用部件损伤修复方法模型的输出，为算法提供支持。抢修效能计算模型的运算也 

要调用部件损伤等级和修复工时计算模型的输出搜索匹配相关知识规则，对模型条件做出辅助判断，具体方 

法见对表的注释部分( 号部分)。 

表 1 ASBDARDSS模型库的构建及其工作逻辑 

注：损伤等级为A,B时，飞机不可在战场抢修，该模型计算中断跳出：损伤等级为C时，若修复总工时超出给定时问， 

则不予抢修，该模型计算中断跳出，不然则继续：损伤等级为D时，不影响飞机的任务能力，恢复任务能力的修复概率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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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库的工作流程 

模型库根据输入，通过各单元模型 

的组合、运算输出，为用户提供飞机结构战伤评估 

与修理决策支持信息。其数据流程见图1。其中 

损伤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主题词为代表的信息：① 

损伤部件名(部位略)：蒙皮、长桁、梁、隔框、翼 

肋、结构支架、导管、操纵拉杆、线束等。 

②损伤类型：包括：压坑、鼓动、变形、划伤、 

擦伤、裂纹、破孑L、缺13、烧伤、断裂等。 

l 部件损伤 lI损伤等级 ll修复工时 l I抢修能力 l l抢修方案 l 
l修复方法模型ll判断模型 ll计算模型I l计算模型 l l制定模型 I 

l ● I ● t 
模 型 库 

’ ’ ’ ’ ’ 

等损伤部件修复方法 损伤等级 损伤修复 恢复任务能力修理强 度级别 
修复历史事实描述 各等级知识 总工时 的修复概串 

● 
—  战伤评一 皓与修理 
I 决 甭夏 持佰 恳 l一 

● 

l用 户 l 

图1 ASBDARDSS模型库的工作数据流程 

③损伤程度：使用量化数据表示或以数量值为划分标准的程度概念词等。 

4 结束语 

本文搭建的ASBDARDSS中的模型库，能够为飞机结构战伤评估与修理的快速进行提供科学的判断依 

据及指导信息。 

该模型库在运算当中通过各单元模型的调用及嵌套行为实现了新的模型的生成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1)在某一工作过程中。所用模型并不一定是单一的一个模型，也不一定是或者不完全是数学模型。 

2)在使用模型库产生决策支持信息的过程中，采用了定量建模和推理分析相结合的技术。 

3)模型生成在人机交互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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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f the Model Base in ASBDAR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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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me models that constitute the model base of the Aircraft Structure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 and Re— 

pair Decision Suppo~System(ASBDARDSS)are presented briefly，and then the model base i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ASBDARDSS．The work logic and the date operation procedure of the model base are analyzed， 

and finally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s of it are given． 

Key words：decision suppo~system(DSS)；model base；aircraft structure battle damage；battle damage aSSeSS— 

ment and repair(BDAR)；battle damag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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