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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优化方法在飞机结构件概念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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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能够有效地降低飞机结构承力件的重量，针对飞机骨架，以加强框和普通框以及翼梁 

的概念设计为研究内容，通过对“敏度阁值”概念的分析，指 出其不足 ，提出了“改进的敏度 阈值”概 

念，并与“约束补偿”策略结合而形成新的拓扑优化算法，用于上述结构件的材料布局优化设计。多 

个算例中的拓扑优化结果均显示其结构型式十分新颖，值得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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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 般地，任何一架飞机都缺少不了主承力骨架，具 

体为机身的框结构件与上下大梁，机翼的翼梁与翼肋 

等⋯。它们轻量化设计水平的高低同样能够一定程度 

地反映 飞机结构设计水平，因此，开展飞机承力构件 

轻量化设计方法研究，毫无疑问，能够为飞机结构设计 

做技术上的储备与积累。在这方面，美国与欧洲一些 

国家的研究lT作做得比较好。美国先进的F22飞机的 

某两个加强框_!JIL图 1和图2。 

图 1 F22飞机的某一加强框 

图2 心2飞机的另一加强框 

本文将围绕飞机结构件的初始方案设计开展研究 

丁作，这里以拓扑优化为技术手段。 

l 基本方法 

对于飞机受力结构件来讲，无论是机身加强框、普 

通框还是翼面的大梁，它们的最优结构型式是飞机结 

构设计师首先关心的问题，通常是采用设计经验和直 

觉判断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本文采用集成的思想来解决上述问题，运用 

CAD、CAE和拓扑优化方法相结合的技术途径来体现 

上述设计理念。作者从T程实用角度出发，针对飞机 

结构传力的特点，认为使用结构拓扑优化技术部分代 

替设计人员的丁程经验与直觉判断，从方法上可看作 

是从“感性”到“理性”的一种质的飞跃。 

飞机的框和翼梁属于比较典型的航空薄壁平面结 

构，其法向刚度要比面内刚度小得多。加强框为翼面 

结构提供弹性支撑；普通框为机身蒙皮提供弹性支撑， 

用以防止蒙皮失稳；翼梁承担翼面的弯矩。因此，无论 

是机身框还是翼梁，它们的刚度特性都是比较突 的 

问题。由此可提出这样的结构拓扑优化模型：在一定 

的材料用量的条件下，寻找具有某种度量的最大刚度 

(此处指结构的最小柔顺性)的飞机结构件材料最佳 

分布形式。此项工作的完成对上述结构件的详细设计 

会具有很好的指导性。 

这里给m如下优化模型： 

最小化 C(X)=F ’·U(X) 

rS( )／S ≤厂 满足 i l
，

⋯

，Ⅳ 

其中， 为设计变量(这里为伪密度)向量，c( ) 

为结构的柔顺性，F为节点载荷向量，u(x)为节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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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向量，s( )为在设计变量状态下的结构件有效面 

积，So为在设计变量取 1状态下的结构件有效面积，-厂 

为材料用量的百分比，Ⅳ为设计变量的数目。整个设 

计过程的流程框图见图3。 

图 3 飞机结构件概念设计流程框图 

1．1 几何造型平台 

针对本项研究T作，利用 UG或者 CATIA软件所 

形成的CAD几何造型平台进行飞机结构件的平面几 

何建模，是一件省时与省力的T作 这里采用 CATIA 

软件完成上述的几何造型 1 作，并以PARASOLID数 

据格式传递信息。 

1．2 有限元建模平台 

利用 CAE平台中的前置处理器 、结构分析器和后 

置处理器进行飞机结构件的有限元建模和求解。这里 

采用 ANSYS软件完成上述任务。 

1．3 拓扑优化准则法 

利用“敏度阈值”和“约束补偿”策略用于飞机翼 

面结构的拓扑优化，取得了⋯定的效果 J。对上述做 

法进一步研究发现：1)材料用量存40％ 一60％时，无论 

是拓扑优化的最优图形还是伪密度的最优结果数值， 

都是很理想的；2)材料用量小于40％时，拓扑优化的最 

优图形很好，可是，伪密度的最优结果数值应该接近l 

的却普遍偏低；3)材料用量大于60％时，拓扑优化的最 

优图形很好，可是，伪密度的最优结果数值应该接近0 

的却普遍偏高 后两者情况反映在目标函数上则是结 

构柔顺性偏大，究其原因，作者认为由于“阈值”取了 

归一化“敏度”向量里的中问值，．其数值一般为0．4— 

0．6，这也正是第一种情况结果理想的原因。由此看 

来，“阈值”的确定应该与“材料用量多少”存在一定的 

联系 

经上述的分析，本文提 “改进的敏度阈值”概 

念，也就是将“原来的阈值”乘以材料用量比例，冉除 

以系数0．4～0．6所得到的数值作为“新的闯值”。从 

新定义的“阈值”可知：当材料用量为40％ ～60％时， 

它变为“原来的阈值”。同时，“约束补偿”措施仍然采 

用前述的做法。 

这里给f}{改进的优化算法步骤： 

1)敏度向量的归一化 

H(x㈩]= -7 C(X (*> 3 

maxf—V Cf ’]] 

2)敏度向量的“阈值” 

t[ ]=mediam[H(X似 ]]× 

3)寻优方向 

[ ㈤]=sign{日[x‘ ]一￡[ ‘ ]·e} 

4)设计变量的改变量 

△ ’=move[X‘ ’]· [ ‘ ] 

5)设计变量的过渡量 
( 川

=  ( )+ax( ) 

6)设计变量的迭代式 

=min{max[X似 ’， J， ) 

其中，算子max(·)表示对某一向量中的所有元 

素取其最大值，为一标量；算子median[·]表示对某一 

向量 中的所有元素取中问值，也为一标量；算子 

sign{．}为符号函数，为一向量；它们均是MATI AB6．5 

环境巾的内部函数；P=(I，⋯，I) ；move(X㈨)表示优 

化过程巾的运动限(move—limit)，为一标量，这里采用 
一 种自适应的运动限_Aym(k1+nl 与 X．mC ka+x1)分别表示迭代第 

( +1)次的设计变量下界和上界。本算法的数值迭 

代过程搜结果表明：x (km+l 可以直接取为与 

与 ，即设计变量的下界 上界，这 里分别取 

0．01和 1 

2 算例 

为考核和检验本文思路是否有效，以框和翼梁结 

构的方案设计为例。其中，框叉分为加强框 与普通 

框 ；而加强框则分为独立框、框梁组合件，进一步，加 

强框又分为有单发动机与双发动机通过的框。加强框 

的载荷主要分为二种T况：1)弯剪组合，2)纯剪切。 

普通框的载荷为周缘分布形式。翼梁选自双机身布局 

中前翼的大梁，其载荷来自于翼肋传递的剪力。 

(a)弯剪组合载荷工况与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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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纯剪切载荷工况与边界条件 

图4 单发动机框的简化形式 (取对称结构的一半。旋转90。) 

对于虚拟的模拟加强框来说，单发动机框的边界条 

件与载荷简化情况见图4；双发动机框的边界条件与载 

荷简化情况见图5；框梁组合件所采用的简化方法类似， 

这里从略；普通框的边界条件与载荷简化情况见图6；双 

支点翼梁的边界条件与载荷简化情况见图7。 

(a)弯剪组合载荷工况与边界条件 

(b)纯剪切载荷工况与边界条件 

图 5 双发动机框的简化形式(取对称结构的一半) 

图6 普通框的简化模型 图7 双支点翼梁的简化模型 

优化前材料均匀分布时，单发动机加强框的拓扑 

优化结果的型式见图8；双发动机加强框的拓扑优化 

结果的型式见图9；模拟带内埋弹舱的飞机加强框的 

、 

(a)优化后框材料最优分布 (b)优化后框材料最优分布 

(弯剪载荷) (纯剪切载荷) 

图 8 单发动机加强框的拓扑优化结果(取结构的一半) 

(a)优化后框材料最优分布 (b)优化后框材料最优分布 

(弯剪载荷) (纯剪切载荷) 

图9 双发动机加强框的拓扑优化结果(取结构的一半) 

(a)纯剪切载荷下的材料最优分布 

(b)弯剪组合载荷下的材料最优分布 

图10 模拟内埋弹舱飞机加强框的拓扑优化结果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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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纯剪切载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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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从图4一图7可以看到：本文所建立的框模型是 

按照工程实际中飞机框结构的几种受力状态进行简化 

的，严格遵循结构设计专业的背景知识；从图8一图 

lO、图l2可以看到：所优化的材料分布结果作为结构 

件来说，其结构形式十分新颖，在目前国内、外的飞机 

上，无论是有人飞机还是无人飞机，都不曾见到，按照 

最小柔顺性的要求，经过分析，作者认为这些结构型式 

有其合理性，这对进一步详细设计能够提供一定的指 

导性。从图1 1、图l3、图l5和图l7容易得m：除了迭 

代次数存在不同外，结构件的柔顺性均随迭代次数的 

增加而平稳地减小，最后收敛到工程可接受的优化解， 

结合数值优化的过程来看，本文提出的算法具有很好 

的计算稳定性和收敛性。从而可以说明：本文算法计 

算稳定、有效，能够满足_T程上概念设计的需要。最 

后，通过本文的研究T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采用 CAD和 CAE以及结构拓扑优化手段 者 

集成的技术途径，用于飞机结构件的概念设计，获得了 

成功。 

2)利用作者提出的改进的“敏度阈值法”作为本 

文方法的优化器，算例结果表明了该算法稳定并且有 

效。 

3)构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别于经验设计 

的飞机结构件初始方案设计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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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ircraft Structural Part Conceptual Design Based 

on Topology Optimization Method 

CHEN Hua ，DENG Yang-chen 

(1．School of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2．Department One，Shenyang Aircraft Design＆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 1003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weight of aircraft structural parts effectively
，
facing to the skeleton of aircrafts， 

the author regards the conceptual design of structural parts(such as strengthen frame，general frame and canard beam) 

as research contents．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radient variable—threshold and pointing out its weakness．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modified gradient threshold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strategy of i~onstraint compensation to form 

a new kind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for structural layout of structural parts
．
The topology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multiple examples show that their layouts are very innovative and are worthy to study in detail．So we can reach three 

conclusions．One is that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CAD／CAE and topology optimization for aircraft structural part above 

mentioned conceptual design is feasible．Second is that the proposed "modified gradient threshold topolog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effective．The third is that a new design approach with a good operation that differs from conventional design 

method is constructed for structural part structure layout． 

Key words：aircraft structural part；conceptual design；topology optimization；gradient variable．threshold：con． 

straint compensation；CAD／CAE；integrat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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