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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阐述了现代战斗机研制中若干飞行力学问题研究现状，内容涉及敏捷性设计指南和

空战敏感性管理系统、过失速飞行包线扩展和机动飞行、大迎角飞行控侧律设计、推力矢IR控制

和准无尾飞行、大迎角特性分析方法— 开环和闭环特性分支分析方法和大迎角飞行品质要求六

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出这些大迎角飞行力学研究领域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在现代战斗机研制中的

作用和地位.

    关扭词 敏捷性 过失速机动 控制律 推力矢量 飞行品质

    敏捷性、过失速机动能力、满意的飞行品质、超音速巡航和隐身以及推力矢量控制，

是当代和下一代战斗机设计中极力追求的重要特性，大迎角飞行动态特性研究已成为近

年来国内外最为热门的研究课题。

    NASA德赖顿飞行研究中心举行的第四次大迎角会议，就大迎角技术和飞行验证进

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和讨论，其范围包含大迎角空气动力，发动机和进气道系统，推力矢

量，控制律和操纵品质，以及战术应用和前机体控制。本文主要依据 “第四次大迎角会

议”讨论的有关内容，以及国外最新发表的一些研究资料，从敏捷性设计、过失速飞行

包线扩展、大迎角控制律设计、推力矢量控制、大迎角特性分析方法和大迎角飞行品质

要求六个方面阐述其最新研究进展状况，以便显示出这些大迎角飞行力学研究领域最新

发展趋势及其在现代战斗机研制中的作用和地位。

1 敏捷性设计

1.1 敏捷性设计指南

敏捷性研究追求的目标是如何将敏捷性要求结合到整个飞机设计过程，提出战斗机

1998-10-20收到初稿.1998-12-07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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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性设计指南，使飞机设计师在飞机设计初始阶段就考虑敏捷性要求，有可能识别早

期设计因素 (翼载、推重比、展弦比等)的影响，有助于操纵装置的选择，飞机布局设

计和飞行控制系统优化设计[[1 .2]

    近年来NASA广泛开展了敏捷性设计研究工作，其主要目的是评估特定的敏捷性要

求对飞机设计决定的影响。NASA认为，在飞机初步设计阶段，提出敏捷性要求时应考

虑如下因素:

    a.所设计飞机的主要用途，是空中截击还是对地攻击，不同用途的飞机对敏捷性的

要求是有差异的;

    b.所提出的敏捷性尺度应是对飞机作战效能影响较大者;

    c.应考虑失速前飞机的敏捷性，还应考虑飞机在过失速区的敏捷性，即飞机在过失

速区的作战能力。

    NASA和波音公司从十几种敏捷性尺度中选出了5项具有代表意义的敏捷性尺度

作为战术技术要求的一部分，在飞机设计中应予以满足。这5项敏捷性要求是:最大负

的单位剩余功率，滚转到900并且停止的时间，最小机头下俯加速度，最大可能达到的配

平迎角和最大侧向加速度。此外，NASA还编制成敏捷性Fortran程序，设计成敏捷性模

块，提供飞机敏捷性的定量化评估，研究翼载荷、推重比、推力矢量等对敏捷性的影响，

并与飞机综合设计软件模块ACSYXT一起进行构形优化设计[3]

1.2 空战敏捷性管理m统 (CAMS)

    敏捷性是能量机动性和瞬时操纵或 “指向并射击”能力的组合。如果一架战斗机空

战中全神贯注地进行大迎角机动，它很容易失去速度或在速率上 “流失能量”(bleed

energy),很快使自己置于高风险的处境[u
    增大转弯速率将与付出的代价成正比— 流失速率 (v<0)增大。CAMS可自动限

制最大流失速率，帮助驾驶员来 “优化”流失速率，以获得机动过程中可能的最大转弯

速率，防止驾驶员驾驶飞机进人远离最优的状态，并从易受攻击的状态离开。CAMS是

一个附加的稳定的控制系统，作为一个限制器对飞机的正常控制起作用，它不能呈现出

对飞机飞行特性有害的影响，不能干扰基本飞机飞行控制系统的使用，并具有超控和断

开的能力。

    许多驾驶员对F-16和F/A-18飞机在模拟器上进行的试验表明，CAMS显著地增强

了空战效能，CAMS可能应用于F-22, F-18E/F以及JAST飞机，也能通过适当改变现

行飞行控制系统，应用于现役战斗机。

2 过失速飞行包线扩展

2.1 飞行包线扩展

    为实现过失速机动飞行，带有多轴推力矢量 (CMATV)系统的F-16战斗机利用

MATV系统将飞行包线边界从a=250扩展至a=800['], X-31战斗机将飞行包线边界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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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扩展至。二700Cs1。试验表明，应用推力矢量系统和控制律设计的改进，扩大迎角包
线是很成功的。在大迎角范围内，飞机头部微小的变化将显著改变飞机的稳定性和操纵

性。因此，某些操纵性和稳定性间题只有在模拟试验和飞行试验时才得以发现。X-31飞

机超过a=50。飞行时，出现 “突然倾斜”(lurch), Split-S机动。= 58'时出现 “偏离”

(departure)。为使包线扩展能顺利实现，采取以下措施:

        a.

偏离;

      b.

气动措施— 机头变钝，在头部贴砂砾条、加边条，以消除 “突然倾斜”和减小

调整推力矢t控制叶片位置，产生足够的操纵效能，以消除偏航不对称;

调整飞行控制律。

2.2 过失速机动飞行动作

    现行常规飞行机动动作已不能完全揭示出过失速区飞行中固有的飞行特性。为扩展

过失速飞行包线，X-31飞机选择了一组 “强制性”的机动飞行动作，或称为所谓的“机

动里程碑毗月.这些机动能集中反映出飞机在过失速机动飞行中所有关键性的敏捷性和性

能特性。这些特定的机动动作组合— 机动里程碑包含:

    a最大迎角达700的配平稳态飞行— 评估1g，大迎角时基本操纵权限和稳定性;

    b.以1g, 700迎角绕速度矢滚转— 评估大迎角时敏捷性尺度，并进一步了解有效

的操纵权限;

    c.以角点速度水平转弯动态进人过失速，具有最大迎角700- 评估常规飞行到过

失速机动飞行之间的过渡特性;

    d. "Herbst”机动— 评估过失速飞机的标准检查程序，将过失速飞行所有关键特性

综合为单一的全面的强制性的机动飞行。

    实际上，所有与过失速机动飞行相关的危险的空气动力和飞行力学问题以及非常规

现象，在完成机动里程碑时均可得到检验。

3 大迎角控制律设计

    国内外已有不少文献讨论大迎角控制律设计方法，如采用非线性动态逆方法，用变

结构方法进行普棒性控制，用神经网络控制，模糊控制等，这些方法的应用尚需进一步

深人研究和有待于实际设计的考验.

    大迎角飞行控制律设计目标为:获得过失速机动时满意的飞行品质，避免偏离，实

现无顾虑地过失速机动飞行。

    X-31飞机在过失速包线扩展飞行中，出现大滚转和偏航力矩引起的后缘襟冀和推力

矢量控制叶片操纵饱和，以及绕速度矢滚转速率超调。为了获得无顾虑地过失速机动，必

须避免出现操纵饱和。这可以从调整气动力和飞行控制律等方面加以解决。如前所述，气

动力变化可通过机头变钝、加边条，以获得所希望的后缘襟典俯仰配平位置和减小大迎

角非对称力矩;调节控制系统增益以改善大迎角的气动特性;采用过失速范围内滚转速

率和侧滑积分器，以便出现气动力不对称时能获得精确的侧滑和绕速度矢滚转速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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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推力矢量控制叶片最大偏度，以改善偏航操纵功率;在过失速区域内限制绕速度矢

滚转速率指令[[e7

    F-16MATV在过失速包线扩张飞行中，曾出现俯仰速率/Q速率反应缓慢、缓慢的滚

转加速度、不能精确地反向滚转或精确获取倾斜角等不满意特性，通过对MATV控制律

的改进，如减小对速度指令限制的教感性、增大下俯权限、增大滚转回路增益、引人滚

转速率反馈等以获得满意的飞行特性图。

    实践表明，在理论方法研究的荃础上，广泛地利用操纵品质模拟器来评估、修改和

形成飞行控制律，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

4 推力矢量控制和准无尾飞行

4.， 推力IcA控制

    推力矢t控制是通过控制发动机推力的偏转方向来为飞机提供俯仰、偏航、滚转操

纵力矩、前推力及反推力，用以部分或全部取代飞机气动操纵面或其他装I产生的外部

动力来进行飞机控制.部分具有推力矢t控制飞机如表1所示[ua7

    表1中p, y, r分别为滚转轴、俯仰轴和 班1部分三有抢力矢.控.的飞机
偏航轴。采用推力矢t控制技术，可以实现

"Herbst"等一系列有利于近距空战的过失速机

动飞行，提高飞机的起飞、着陆、巡航性能，增

加偏离阻抗，改善尾旋改出能力，增强飞机的

机动性和敏捷性。试验表明，采用推力矢t后，

F-15S/MTD起飞滑跑距离下降38肠，着陆滑

跑距离下降6000; YF-22俯仰速率增大5000,

飞 机 发动机数 控侧轴

    X-31A

    YF-22

F/A-18HARV

  F-16MATV

F-15S/MTD

F-15ACTIVE

P, y

P, y.r

  户，y

2 户，y,r

滚转速率增大2倍。X-31 A飞机与无推力矢f控制的F/A-18进行了空战评估飞行试验，

在66次交战中X-31A班了“次，交换比为32 s 1，空战效能显著。

    有关推力矢f控制技术应用引发的飞行力学问题，如推力矢it数学模型、大迎角稳

定和操纵对推力矢f操纵效能要求、过失速机动飞行的推力矢la飞机的一体化控制技术、

推力矢A控制应用效果评估、推力矢f控制下的无尾或 “准无尾”飞行等向题，仍然是

极为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课题。

4.2 准无尾飞行

    准无尾是指飞机去除垂直尾面或减小其面积大小的航向稳定特性的飞行模拟。简化

的准无尾飞机飞行模拟原理示于图100 0

    由图1可见，侧滑角、滚转速率和偏航速率通过不稳定增益R反债至方向舵(乙)和

副冀 (氏)，以构成横航向不稳定特性;通过反馈增益K二和前通道Fra，利用推力矢谙

(S�)和副冀来操纵，以重新建立所希望的横航向飞行品质。在飞行模拟中，由于系统故

障或其它有关安全因索，可断开回路，使飞机安全返回其原先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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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无尾飞机

厂一一二二s二二丁]
R 卜弓叫飞机

,3户.'r

传感器

己
﹄
L___上二丁1 __J

— 一月,C燕斗一一-

                                    图】 准无尾控制律

    实现准无尾或无尾设计，可以减少飞机重量，减小气动阻力，增大航程，提高超音

速巡航性能，提高飞机机动性、敏捷性和隐身性。X-31飞机准无尾飞行试验取得极为成

功的效果。

5 大迎角特性分析方法

    70年代末形成的分支分析和突变理论方法，是分析飞机大迎角非线性动态特性的有

力工具。但是国内外文献表叽，近十多年来主要是应用该方法来分析飞机机体基本结构
模型，没有考虑现代飞行控制系统，即主要研究飞机大迎角飞行时的开环特性[[u]。然而

近二十年来，多余度、全权限电传操纵的现代飞行控制系统已进人成熟阶段，如早期的

F-16, F-18，近期的X-31, F-22等飞机都采用高增益现代飞行控制系统，显著地提高了
飞行性能。高增益飞机的大迎角非线性动态特性与单独机体基本构形相比，其稳态解的

定性特性有显著的差异。在大迎角全局稳定性分析模型中应考虑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即

应研究飞机大迎角飞行时的闭环特性.

    现代高机动性能战斗机都具有高增益电传操纵系统，将分支分析法推广应用于大迎

角闭环特性分析，可以更为精确地预测其大迎角、过失速非线性动态特性全貌。利用分

支分析法，通过调整飞机机体气动力和反侦系统或推力矢量控制系统参数，修改大迎角

偏离后平衡吸引子某些特性，可改善大迎角区域内的飞行特性，扩展机动飞行包线[13-15]

利用分支分析方法，亦有助于优化控制律设计，充分发挥机动潜力，提高作战效能。

6 大迎角飞行品质要求

    现行飞机飞行品质规范MIL-F-8785C和MIL-STD-1797A[is]主要依据小迎角飞行

试验数据形成，仅涉及到大迎角状态下防偏离、抗尾旋特性，不能对初步设计阶段的操

纵效能要求和控制律设计提供指南，也没有

提供评价大迎角飞行的具体t化的指标。

    大迎角飞行品质要求的研制过程如图

2所示，它是通过试验，逐步增大试验迎角，

对各个特定迎角。=30*, 450, 600时的飞行

品质提出要求，然后将这些要求进行比较，

NASACRAD NASACRAP MIL-STD-1797A
        征 应

﹃\
图2 大迎角飞行品质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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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所希望的飞行品质要求随迎角的变化趋势，力求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迎角飞行品

质规范。

    飞行包线向大迎角方向扩展，直接依赖于飞行控制系统提供满意的闭环特性，建立

适应多指令模式的大迎角飞行品质要求亦是飞行控制系统模式设计的需要。

    NASA兰利研究所中心提出研制大迎角纵向速率指令系统飞行品质设计指南[tttl。利

用3台有人驾驶的固定基座模拟器来研究迎角为300, 450, 60。时的飞行品质要求，根据

驾驶员意见Cooper-Harper评分和PIO评定等级来形成纵向捕获和跟踪任务的飞行品质

判据，规定短周期频率、短周期阻尼和时间常数的可接受范围，作为大迎角速率指令系

统纵向控制律设计指南。但是由于在固定基座模拟器研究时，没有模拟飞行中的运动感

觉和过载感觉，研究结果尚需试飞验证。

    在飞机初步设计阶段，一个关键性的技术是如何进行操纵设计，使能在整个所希望

的飞行包线范围内提供足够的操纵效能，以获得所希望的稳定性和操纵特性。目前存在

有许多小迎角操纵效能设计指南，但很少有飞行验证过的大迎角指南。为此NASA和美

国海军联合开展研究，以确定下一代高机动性能飞机大迎角操纵效能要求。在有人驾驶

地面模拟试验和分析基础上，经过飞行验证，提出飞机下俯操纵效能要求和横航向效能

要求，并建议用此研究结果来修订军用飞机品质规范。

7 结束语

    NASA大迎角第四次会议及有关最新研究资料分析表明，飞行力学，特别是大迎角

飞行力学在当代和下一代高机动性能战斗机研制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大

迎角飞行力学研究发展趋势表明，大迎角飞行力学与许多学科，如空气动力学、发动机

动力系统、控制理论、分支突变理论等密切相关。应用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积极深人
开展大迎角飞行力学基础理论分析、地面模拟和飞行试验研究，进一步揭示过失速机动

飞行空气动力和飞行力学机理，采用推力矢量控制技术，进行大迎角优化控制律设计，扩

大过失速机动飞行包线，研究大迎角非线性系统闭环全局稳定性分析方法，研制战斗机

敏捷性设计指南，进行敏捷性、过失速机动、推力矢t控制、飞行品质要求一体化设计，

是研制当代和下一代战斗机的需要，也是当代飞行力学工作者面临的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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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ome Flight Dynamics Problems

        in                            Modern  Fighter  Design

                    Liu       Ch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ribes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flight dynamics

problems in the modern fighter design, such as agility design guidelines and combat

agility management system，post-stall flight envelope expansion and maneuvers, high

alpha flight control law design, thrust vectoring control and quasi-tailless flight, high

alpha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methods- open and closed loop characteristic bifurcation

analysis methods,and flight qualities requirements at high angles of attack.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latest trend of these flight dynamics research areas and its role in the

modern fighter design.

    Key words   Agility     Post-stall maneuver     Control law     Thrust vector

Flight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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