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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复合材料前掠翼进行了综合设计优化。建立了多极混合优化设计模型。同时提 出了 

用混合有限元模型实现系统层优化设计的方法。通过三级混合优化设计模型，初步实现了对前掠 

机翼结构的综合优化设计，一方面达到了提高机翼结构稳定性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对机翼层合板结 

构的铺层顺序实现了铺层设计。 

关 键 词：复合材料；结构综合优化设计；多级优化 

中图分类号：V21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28(2007)1l一1381-04 

On Optimal Design of Composite Aircraft Structures 

Wang Qi ，Jin Haibo ，Ding Yunliang 
( N肌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肌jing 210016；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 

Abstract：For a swept—forward wing made of composite，we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optimal design．We first 

constructed a model for multilevel comprehensive optimal design ．A method was then presented to perform system— 

level optimal design by commix finite element design mode1．By using a three—stage comprehensive optimal design 

model，we preliminarily completed the optimal design for composite aircraft structures．This research has realized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 stability of aircraft wi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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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发展，飞机结构优化设计方法在 

航空设计部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特别是复合 

材料的应用和研制高性能飞机的迫切需要，进一步 

促进了飞机结构综合优化设计技术的发展。由于复 

合材料结构可以利用其刚度的方向可设计性和弯扭 

耦合效应提高飞机的弹性气动性能和结构效率，因 

此利用结构有限元分析技术、优化设计技术和计算 

机技术研制开发出的复合材料结构综合优化设计系 

统是充分发挥复合材料设计潜力，实现预期设计目 

标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随着优化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基于遗传算法的新一代优化设计方法已经 

走向成熟。和传统数学规划法相比，遗传算法可以 

求解范围更加广泛的非线性优化设计问题；对不可 

微甚至不连续的函数优化，遗传算法能以较大概率 

求得全局解；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全局收敛性和隐含 

并行性；它能处理不同类型的优化变量(包括离散 

的、连续的和混合的)，优化迭代过程中不需要任何 

辅助信息，对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没有任何要求。 

因此本文开发出的基于遗传算法的复合材料飞机结 

构综合优化系统 COSOAS(composite synthesis opti— 

mization for aircraft structures)，将进一步促进新一代 

优化设计算法在飞机设计工程中的应用，提高飞机 

结构的综合优化设计技术水平。 

从内容上看，飞机结构综合优化设计技术包含 

的内容要牵涉到结构、气动、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 

如果要求内容包含完整，目前实现的难度还很大。 

由于前掠翼的特性确定了其必须采用复合材料进行 

设计。美国X-29和俄罗斯s．47复合材料前掠翼技 

术验证机的相继试飞成功，验证了复合材料前掠翼 

技术的可行性。本文主要以 X-29复合材料前掠翼 

为基础介绍多极优化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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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级混合结构优化设计方法 

给定设计任务 

I 
系统层 

混合有限元模型 

设计目标 ：结构总量大小 

约束条件 ：发散速压、位移、强度、 

复合材料铺层设计要求 

设计变量：层合板的铺层层数、其它单元 
截面尺寸大小等总体设计变量 

I 
部件层 

精确有限元模型 

设计目标：结构失稳载荷大小 

设计变量：单元弯曲刚度等局部设计变量 

{ 
单元层 

设计目标：单元的弯曲刚度 

约束条件：铺层设计要求 

设计变量：复合材料的铺层顺序 

设计结果：结构性能的实际大小 

I 

否 

图1 多级综合优化设计模型 

从结构优化设计模型上看，理论上单级结构的 

优化模型可以在整体设计空间上得到最优的设计结 

果。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比较复杂的结构设计 

问题，这种单级结构优化模型实际上无法实用的。 

在前掠机翼结构的优化设计中，包括强度、刚度、稳 

定性和气动弹性等要求。如果用单级优化模型，其 

设计变量不仅要包括复合材料的铺层层数，还需要 

包含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弯曲刚度参数。从数量上 

看，其设计变量总数要比不考虑弯曲刚度参数的设 

计变量数增加一倍。一般优化设计的计算量是和设 

计变量数成指数关系，变量数越多，其增加的计算时 

间就翻倍地增长，因此其计算效率会非常的低。此 

外不合理地把那些只影响局部性质的设计变量加入 

到总体设计环节的优化设计过程中，不仅不会找到 

系统的全局最优解，反而会由于系统大规模计算造 

成的一些误差而影响系统的收敛性和稳定性。 

多级结构优化设计模型利用系统论中的层次分 

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分成高低不同层次，高层次包含 

或支配低层次，低层次隶属和支撑高层次。具体到 

本文所研究的前掠机翼结构的综合优化设计问题， 

结合 COSOAS系统的实现条件，把结构综合优化设 

计系统划分为3个优化层次：系统层，部件层和单元 

层。其流程结构如图 1所示。 

不同于其它多极优化模型，本文结合前掠翼实 

际的设计过程，提出了多极混合优化设计模型。同 

时提出了用混合有限元模型实现系统层优化设计的 

方法。即在系统层的优化设计过程中，有两套有限 

元模型。对于静气动弹性分析过程，使用网格比较 

稀疏的有限元模型；对于刚度和强度分析过程，使用 

比较细致的有限元模型。将其函数值和灵敏度信息 
一 起引人优化系统，进行优化，得到一个最优解。然 

后将这个解映射到模型单元的设计变量上，修改这 

些变量，进行下一步的分析过程，产生新的目标函数 

值和灵敏度信息，直到系统收敛。这样的混合优化 

模型较好地满足了系统层分析需求，并且能够在有 

限的条件下，达到尽可能高的计算精度。下面将从 

系统层开始，逐步实现前掠翼的综合优化设计过程。 

1．1 系统层优化设计的实现 

建立系统层优化设计的有限元模型如图2和图 

3所示分别用于进行静气动弹性和结构静力分析。 

两个模型除了单元的大小不同外，它们有共同的单 

元属性、边界条件和相同的设计变量。由于图2的 

模型较为清晰，我们以图2进行说明。根据墙肋的 

位置，将机翼共划分成 244个单元，214个节点。其 

中复合材料单元共 196个，划分成9种层合板类型 

(根部3种，中部 3中，稍部、肋和墙各 1种)。 

对系统层这样的一个混合优化设计模型，本文 

用COSOAS系统对它进行了优化设计。其优化设计 

的过程如图4所示，并在表 1中列出了优化结果的 

目标值及其相关的位置。 

分析表1给出的系统层优化设计结果，基本符合 

实际的设计结果。一般认为，前掠机翼结构的主要约 

束条件应该是它的气动发散速压。但本文设计的结 

果，其发散速压非常高，以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气 

动发散的。这说明NASTRAN中的气动力影响系数矩 

阵的计算方法还有缺陷，其数值分析结果和真实情况 

差距还比较大。对于结构静力分析的指标，用 NAS— 

TRAN对上述的变形结果进行校验，其最大位移与本文 

分析的结果基本—致。而应变大小有一定差距。这主 

要是由于NASTRAN的应变计算点是在节点上，它采用 

了应变磨平技术以解决节点相邻单元之间应变不连续 

的问题。而本文的应变计算点是在单元的高斯点上， 

相比较，本文应变的计算精度比较高，适于结构优化设 

计过程中应变分析的需要。从总体上看，系统层的优 

化模型基本实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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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前掠机翼静气动弹性分析用有限元模型拓扑结构 

表 1 系统层优化设计结果约束条件计算值 

数值 位置／备注 

重量(kg) 354．44 去除根部连接后的净重量是226．7 

发散速压(Pa) 211338 

最大位移(m) 0．596521 机翼翼尖前缘 

方向应变 一0．oo3994 机翼根部上部最前缘的矩形区 

Y方向应变 一0．OO4o07 机翼根部下部最前缘的三角区 

方向剪应变 0．0o7592 最前缘 1 墙接近机翼根部位置 

图3 前掠机翼静力分析用有限元模型拓扑结构 

图4 前掠机翼系统层优化模型的优化过程 

1．2 部件层优化设计的实现 

部件层优化模型的要求是在设计载荷内结构不 

会失稳。在部件层优化模型开始之前，本文先用 

NASTRAN对系统层优化设计得到的模型结果稳定 

性进行了一次初步分析。发现在系统层的优化模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384 机 械科 学 与 技 术 第26卷 

中，前掠机翼的稳定性约束条件已经充分满足了，部 

件层的优化模型中不需要再考虑总体设计变量对稳 

定性的影响。部件层的设计变量是层合板的弯曲刚 

度参数，优化目标是使得失稳的临界载荷最大，也就 

是失稳的最小特征值最大。这样一方面可以明显提 

高部件层的优化效率，还可以给工艺设计留有更多 

的设计空间。根据我们得到的失稳模态图，结构失 

稳主要在机翼的根部和中部交界的区域，因此本文 

在部件层优化模型中，只考虑重点层合板类型(根 

部和中部交界的 3和4)的弯曲刚度参数。通过 

COSOAS系统进行优化，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前掠机翼部件层优化设计结果 

层合板类型 

3 —0．0527 0．706 —0．0409 

4 —0．1853 —0．3559 —0．506 

根据单元层得到的铺层顺序，用 NASTRAN重 

新分析了修正后的稳定性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和系 

统层的设计结果相 比，失稳 的临界载荷提高 了 

23．7％。这说明部件层和单元层的优化模型达到了 

预期目的。 

2 结束语 

通过三级混合优化设计模型，初步实现了对前 

掠机翼结构的综合优化设计，一方面达到了提高机 

翼结构稳定性的目标，同时也对机翼层合板结构的 

铺层顺序实现了铺层设计。同时，由于本文研究的 

静气动弹性分析是基于 NASTRAN气动弹性分析基 

础上的。而NASTRAN的气动力分析模型是基于线 

性面元法基础上的，其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有较大 

误差，从而影响了本文静气动弹性分析的准确性。 

但是本文提出的优化设计模型，是可以对包含气动 

弹性设计要求在 内的飞机结构进行综合优化设 

计的。 
1．3 单元层优化设计的实现 

根据部件层优化得到的结果，对层合板类型的 

铺层顺序进行设计，得到的结果如下： 

层合板类型 3的铺层顺序为： r1] 

f 90／0／902／02／90／0／902／03／902／04／一45／03／45／0／45／一45／1 

【45／一45／45／0／45／0／45
3
／一45／454／一45／453／0／454 J

s [21 

层合板类型4的铺层顺序为： 

453／o／45 2／45／o／452／o／453／o／452／9o／45／-453／ ／一45 、＼3 
902／ 一453／45／一453／45／一45／45／一45 4／90／一45 3／45／ 一453Is 

r 1 

根据这个铺层顺序，对层合板类型的弯曲刚度 

参数进行了校验，其结果如表 3所示。对比表2和 [5] 

表3，可以看出单元层的优化设计结果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实现了用弯曲刚度参数表示层合板铺层顺 l6 

序的要求。 

表3 层合板弯曲刚度参数计算结果 

层合板类型 

3 —0．1464 0．7056 —0．O416 

4 —0．1847 —0．3557 —0．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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