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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冰是威胁民机飞行安全的重要致灾因素，也是适航审查方关注的重大安全问题。 基于容冰

概念开展结冰保护系统设计，最大程度降低结冰对飞机气动特性的影响，充分发挥飞行性能潜力，是
当前民用飞机结冰防护研究的前沿方向。 针对民机飞行安全性设计和适航认证需求，从飞机本体容

冰设计和主动控制容冰设计两方面出发，对基于容冰概念的民机结冰保护系统设计方法进行分析。
针对结冰损失，提炼了考虑结冰损失的机翼气动优化设计策略，形成了基于飞行控制律重构的容冰保

护控制系统设计思路，将“被动结冰飞行安全”向“主动结冰安全设计”转变，能够有效提升民机在结

冰气象条件下的生存力和安全性。

关　 键　 词：飞机结冰；结冰保护；容冰设计；飞行控制律

中图分类号：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７５８（２０２１）０４⁃０７３１⁃０８

　 　 结冰是飞行条件下液态水滴撞击部件表面、冻
结并累积成冰的物理过程，是导致民机飞行事故的

主要因素之一。 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统计，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美国共发生 １７８起由结冰引起的民用

飞机事故，其中灾难性的有 １００ 起，占比高达 ５６％；
１９８３～ ２００３ 年结冰造成的飞行事故约占总事故的

１２％。 有鉴于此，我国制定的《运输类飞机适航标

准》中对民用飞机的结冰特性进行规定，只有满足

相关条款要求，才能获得飞行资质认证，将民用飞机

结冰条件下的飞行安全问题提升到了法律层面［１］。
结冰威胁飞机飞行安全的首要原因是不规则冰

型对气动外形的严重破坏，直接影响气动和操稳特

性，使飞行性能特别是失速特性全面恶化。 其中机

翼和平尾结冰将导致升力降低、阻力增大、失速迎角

减小、最大升力系数下降、操稳性能退化等一系列问

题。 目前常用的结冰飞行安全保障措施仍然基于常

规防 ／除冰系统，其效能逐步提升，可靠性不断提高。

但由于航运交通量的日益扩大，飞行气象条件限制

的放宽，常规防 ／除冰系统难以在所有结冰条件下达

到预期效果。 民用飞机在低速起降阶段、过冷大水

滴气象条件及穿越高空浓密云层时仍有可能发生严

重结冰。 同时带冰飞行时飞行员操作难度大、易操

作失误等因素也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原因。 因

此，需要从源头上确保飞机在结冰条件下的飞行安

全性，提升飞机容忍结冰条件的能力，即“容冰能

力” ［２］。
基于容冰概念的结冰保护系统是民用飞机结冰

防护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通过机翼容冰设计及容

冰保护控制系统设计，将“被动结冰飞行安全”向
“主动结冰安全设计”转变，能够显著提升大型民机

在结冰气象条件下的生存力和安全性。 随着飞机气

动性能预测手段的完善、飞行控制系统性能的提高、
机载系统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能力的提升，基于

容冰概念的结冰保护系统成为民机结冰防护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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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点，对民机型号的设计、试验和运营均有重要

意义。
本文对基于容冰概念的民机结冰保护系统设计

思路进行分析研究。 在分析常规飞机结冰防护措施

相关特点的基础上，从飞机本体容冰设计和主动控

制容冰设计两方面出发，对基于容冰概念的民机结

冰保护系统设计方法进行介绍，总结了容冰保护控

制系统的基本设计原理及设计流程。

１　 常规飞机结冰防护措施

常规意义上的飞机结冰防护措施涵盖以下 ３ 个

方面：在设计阶段针对严酷冰型设计失速保护系统；
在起飞前进行除冰操作；在飞行条件下开启机载防 ／
除冰系统，具体如下：

１） 在设计和取证阶段，确定飞机可能遭遇的最

严酷冰型，通过风洞试验和试飞验证确定飞机带最

严酷冰型的使用边界。
２） 设置结冰条件下飞机的使用保护点，一旦探

测到结冰气象，即接通失速保护系统，限制飞机的使

用边界，并提醒驾驶员开启防冰系统。
３） 在飞机维修手册中，设计寒冷天气下的飞机

运营维护程序，进行地面除冰，保障地面结冰条件下

的航线运营。
４） 基于热气防 ／除冰或电热防 ／除冰技术，设计

机载防 ／除冰系统，尽可能地在飞行条件下对飞机翼

面进行结冰防护。
上述手段对飞机结冰条件下的安全运行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同时会带来如下问题：
１） 过于严酷的结冰保护点极大降低了飞机性

能，压缩了飞机使用的潜力，增加了运营成本。 实际

上，适航标准中要求的最严酷冰型飞机极少遇到，大
部分冰型无需进行过度保护。 此外，飞机在退出结

冰区域后，如果没有有效手段探明未防护表面是否

结冰，飞机便无法退出失速保护模式，需要采用较高

速度着陆，对飞行安全有潜在影响。
２） 绝大多数机型维修手册中要求在地面结冰

条件下，起飞前对所有翼面完成结冰检查，一旦发现

结冰即开展地面防除冰程序。 而实际运营中大型民

机的平垂尾高度较大，需要专门的高尺寸工作台才

能完成检查。 而飞机推出停机坪后，航前时间较短，
工作台移动不便，且高空检查操作难度高，结冰检查

存在困难，大大增加了运营成本和实施难度。

３） 防 ／除冰系统是飞机耗能最大的系统之一，
如果气动力设计对结冰的承受能力弱，则必然增加

更多的翼面防护面积，这将引起能耗的增加。 同时

飞机结冰探测系统在探测结冰信号后即向驾驶舱告

警，由于不清楚结冰实际严重程度，最安全的选择就

是立即开启防除冰系统，这种不明确性将会大大增

加防除冰系统的使用时长，进一步增加能耗。
上述问题长期困扰民机研发和运营，迫切需要

一种基于容冰概念的大型民机结冰保护系统，将结

冰与气动 ／操稳特性设计分析及容冰保护技术研究

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提高飞机结冰条件下的生存力

和安全性。

２　 基于容冰概念的结冰保护系统

容冰（ｉｃ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一词指的是容忍结冰，更准

确的来说，指容忍结冰条件，用在航空领域就是指飞

机能够在结冰条件下安全飞行。 这个词最早是在

１９９８年由结冰领域的知名专家 Ｂｒａｇｇ［３］提出。 Ｂｒａｇｇ
认为结冰引起的飞行事故可以从两方面避免：①避

免遭遇到结冰条件；②在设计阶段让飞机具有一定

容冰能力。
以待机冰型［４］为例，待机冰型是飞机待机飞行

阶段 ４５ ｍｉｎ未防护表面的最严酷冰型，属于临界冰

型的一类。 按照当前飞机的运行逻辑，探测飞机处

于对应待机冰型气象条件时，会立刻进入待机冰保

护控制点，极大降低了飞机飞行品质。 实际上，如果

飞机在相应气象条件下仅仅运行了 １０ ｍｉｎ，其真实

的安全保护范围则应处于无冰构型保护点和待机冰

型保护点之间。 基于容冰概念的结冰保护系统设计

目标就是充分挖掘飞机在此区间的性能潜力，其内

涵包括以下 ２个方面：
１） 考虑容冰的机翼气动力设计：从机翼气动力

设计的源头提高飞机本体的容冰能力，降低飞机结

冰后的气动性能损失。 通过分析机翼容冰对总体方

案设计的影响，提出考虑容冰设计的机翼总体方案。
基于气动优化设计手段，构造考虑冰污损失的机翼

气动优化设计策略，基于结冰位置和冰型对气动特

性的影响规律，开展考虑结冰引起的低速构型带冰

气动损失问题研究，形成考虑容冰特性的机翼气动

力设计方案。
２） 容冰保护控制系统设计：通过对飞机飞行结

冰情况的动态精准识别，实时进行控制律重构，扩展

·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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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冰后使用边界。 基于冰型精准识别及气动影响动

态定量评估方法，结合冰型特征分析和气动影响数

据库，实时分析当前冰型的气动影响程度，为容冰保

护控制律动态重构提供输入。 基于实时探测的冰型

气动影响数据输入，以适航条款为依据，利用飞行力

学和飞行控制理论方法，建立考虑结冰影响的飞行

动力学修正方法，研究结冰后飞机操稳特性的变化，
建立结冰后飞行动力学的模型，设计容冰飞行控制

律，建立容冰保护与操稳特性综合优化方法工具。

３　 考虑容冰的机翼气动力设计

考虑容冰的机翼气动力设计指基于气动优化设

计手段，通过机翼、冰型及气动力间相互影响的机理

和规律研究，开展结冰、气动协同设计，使得飞机在

起飞、爬升、下降、着陆等飞行阶段带冰后气动性能

损失较低，同时保证干净构型的高速性能。
实现机翼的容冰设计，需要进行考虑冰污损失

的高低速综合气动设计，即针对民机机翼特征，分析

可能出现的典型结冰位置、结冰尺寸和结冰形状，根
据不同结冰情况对机翼、冰型及气动力的相互影响

机理进行研究，分析得到冰型随机翼几何外形的变

化趋势及带冰后机翼的气动性能变化特性，以此作

为后续结冰、气动协同设计的基础，为设计变量选

择、设计变量参数变化范围及其他相关条件约束提

供参考。
自然条件下的飞机结冰可按照形貌特征分为 ３

类［５］：霜冰 （ ｒｉｍｅ ｉｃｅ）、明冰 （ ｇｌａｚｅ ｉｃｅ）、混合冰

（ｍｉｘｅｄ ｉｃｅ）。 其中霜冰外形与机翼前缘形状比较吻

合，对气动特性影响相对较小；明冰与混合冰在机翼

前缘形成冰角，严重破坏机翼气动外形，对流动特性

影响显著，危害极大。 图 １ 归纳总结了冰型几何特

征对翼面气动特性的影响程度［６］。

图 １　 冰型几何特征对翼面气动特性的影响程度［６］

上述 ３类冰型的几何特征主要包括冰的相对高

度与相对来流的角度，对于考虑容冰的机翼气动力

设计而言，首先需要从冰型几何特征与带冰后气动

特性损失的角度出发，明确 ３ 类冰型所对应的结冰

工况，分析机翼带冰后气动特性损失，总结 ３类冰型

在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性，提炼出一系列典型冰型，作
为后续机翼优化设计的基础。 基于冰型对机翼外形

变动的敏感度，总结冰型随机翼气动外形的变化趋

势。 在此基础上针对结冰、干净及高升力构型进行

多目标、多学科综合优化与协调设计，在保证干净构

型高速性能的前提下，优化低速带冰工况，同时兼顾

低速増升装置的设计要求，实现干净构型与带冰构

型性能的整体提升，获得满足工程实用性的设计

方案。
考虑容冰特性的综合气动优化设计主要分为 ４

个步骤：①采用已总结的典型冰型，进行冰型固定的

机翼优化，在保证高速性能的前提下探索机翼具有

的容冰设计空间。 ②通过考虑冰型随机翼外形的变

动关系，进行鲁棒性优化，优化出一副能够适应不同

冰型的机翼，提炼机翼设计规律。 ③选取典型冰型，
进行机翼多设计点气动性能优化。 ④考虑高升力装

置的设计要求，进行多设计点机翼气动性能综合优

化设计。
考虑容冰特性的气动优化工作属于容冰设计领

域的前沿问题，目前开展的工作还相对较少。 剑桥

大学的 Ｇｈｉｓｕ等［７］于 ２０１１ 年首先通过引入概率密

度函数描述结冰特征，结合自适应非侵入混沌多项

式和禁忌搜索方法［８］开展稳健性优化，实现了 ＮＡ⁃
ＣＡ２３０１２结冰翼型的容冰优化设计。 该方法局部搜

索能力很强，效率和精度较高，但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解。 图 ２给出了一类考虑容冰特性的民机机翼气动

力优化基本设计流程［９］，该方法基于 ＲＢ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差分进化算法［１０］的思路进行机翼带

冰构型优化设计，能够兼顾设计空间和优化效率，同
时适用于复杂几何构型。 将容冰气动优化设计研究

由二维翼型拓展到三维机翼，能够降低结冰对机翼

气动特性特别是失速特性的影响，同时兼顾干净机

翼的高低速气动性能。 由图 ３给出的失速特性变化

情况可以看出，采用容冰优化设计后，结冰机翼失速

迎角推后、最大升力系数增加、失速特性改善。 但

是，由于考虑结冰影响的超临界机翼气动力优化是

多目标、多约束的复杂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干净机翼

优化而言，还需考虑结冰冰型的不规则、随机性特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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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对优化算法的效率和鲁棒性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相应的研究工作在国际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亟
待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

图 ２　 基于 ＲＢＦ差分进化算法的考虑容冰的机翼

气动力优化设计流程［９］

图 ３　 容冰设计前后机翼失速特性变化情况［９］

４　 容冰保护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上述容冰设计获得的机翼，可以进一步开

展容冰保护控制系统的设计。 主要设计思路如下：
在飞机结冰后，通过传感器检测结冰的状况及防 ／除
冰系统的工作状况，将数据反馈到结冰管理系统，通
过计算确定飞机性能、稳定性及操纵性改变情况，修
改飞行包线和控制律，使得飞机可以按照新的控制

规律继续安全飞行。
４．１　 飞机结冰的探测与识别

对飞机结冰情况进行探测是在结冰条件下飞行

的首要任务，对于保障飞机飞行安全具有重要的意

义，也是容冰保护控制系统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 通过结冰探测技术，在遭遇结冰条件时，机组

人员就能得到结冰警告并进行后续处理，使结冰对

飞机飞行安全和飞行性能的影响降到最低［１１］。 表

１给出了目前常用的飞机结冰探测方法。
表 １　 飞机结冰探测方法分类［１２］

探测方法 工作形式

目测 飞行员通过观察判断

热学 热流法结冰传感器　 潜热式传感器

机械 压差式　 障碍式　 谐振式

光学 红外阻断式　 光纤式　 摄像式　 平膜式

波导 超声脉冲回波式　 微波谐振式　 表面声波式

神经网络 附加有神经管理系统的网络法

目前工程上多采用结冰传感器进行结冰探测。
利用专门的结冰传感器探测与感应飞机在航行中的

结冰信息，结合机载装置，在探测到飞机结冰时就能

尽早进行防除冰，避免结冰对飞机造成危害，飞行安

全性大大提高。 目前已经研制出了多种不同原理的

结冰传感器，并广泛地应用于工程实际，结合结冰探

测技术形成了完整的结冰检测系统。 在进行容冰保

护控制系统的设计时，还需要对结冰后飞机性能的

变化进行识别，为机组人员提供更加准确的飞机飞

行数据参考。
４．２　 结冰后飞机气动数据的获取

结冰飞机气动数据是结冰条件下飞机飞行力学

特性研究的基础，只有获取了结冰后飞机的气动系

数、气动导数等气动数据，才能够直接分析飞机结冰

前后的气动特性和操稳特性［１３］。 在机翼容冰设计

中，结冰前后的机翼气动数据是衡量容冰能力的标

准。 在容冰保护控制系统设计中，结冰后的飞机气

动数据是进行结冰飞机飞行动力学建模的基础，也
是进行容冰控制律设计及飞行仿真分析的前提。

目前民机研制过程中获取结冰后飞机气动数据

的途径主要有 ３ 种：数值计算、风洞试验和飞行试

验。 其中数值计算通常将冰型增长过程和气动力变

化解耦分析。 冰型几何外形通过冰风洞试验［１４］或

数值模拟［１５］获得，选取某时刻特征冰型开展基于

ＲＡＮＳ（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法的数值

模拟分析，能够针对全尺寸民机外形获得较为全面

的宏观气动力数据，并且计算状态能够较为完整地

涵盖完整的飞行工况。 但是 ＲＡＮＳ方法在流动黏性

效应及分离特性预测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６］。
不过，ＲＡＮＳ 方法在失速点之前获得的全机结

冰状态宏观气动力仍然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 图 ８
给出 了 ＮＡＳＡ Ｇｌｅｎｎ 中 心 ２０２１ 年 基 于 Ｃ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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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６５带冰机翼获得的数值结

果，表明基于 ＳＳＴ （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模型的

ＲＡＮＳ方法在失速点之前获得的全机纵向气动力及

压力分布与风洞试验结果吻合良好，这也是当前阶

段 ＣＲＭ后掠翼结冰研究项目中气动特性分析采用

的主要数值方法［１６］。 因此，如果结合适当的计算网

格与计算策略，ＲＡＮＳ 方法获得的气动力数据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容冰保护控制系统的设计和优化

工作。

图 ４　 ＲＡＮＳ方法获得的 ＣＲＭ６５结冰机翼

临界迎角附近压力分布形态［１６］

此外，近年来以 ＤＥＳ 类方法为代表的 ＲＡＮＳ ／
ＬＥＳ混合方法［１７］处于快速发展当中，为高精度气动

力数据的获取提供了可借鉴的途径，能够获得较为

完备的分离流场演化细节及非定常脉动特征［１８］。
但目前针对民机结冰复杂构型多工况、大批量气动

数据的获取和分析问题，ＲＡＮＳ ／ ＬＥＳ 混合方法仍存

在计算资源耗费巨大、计算时间难以满足工程迭代

需求等缺陷，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６］。
风洞试验一般基于冰型 ／飞机缩比模型开展，能

够提供可信度较高的气动数据［１９］，为与民机结冰状

态飞行安全边界密切相关的气动参数修正特别是失

速临界迎角、最大升力系数、可用升力系数、临界迎

角附近的力矩特性等提供支撑。 但由于模型缩比导

致的雷诺数效应以及洞壁、支架等造成的干扰，其并

不能完全模拟实际飞行条件，涵盖的冰型外形变化

范围有限，测量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应用范围存在

一定局限性。
飞行试验能够获得真实有效的实时气动数据，

但获得飞行数据和相应的数据分析难度较大，且具

有一定危险性。 参考文献［２０］关于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

机的自然结冰试飞工作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目前民

机研制过程中自然结冰试飞仍属于演示验证科目，
考虑飞行安全起见，一般不在飞行过程中开展实时

的结冰后气动数据测量工作。 目前国际领域仅有

ＮＡＳＡ Ｌｅｗｉｓ研究中心基于“双水獭” （ＤＨＣ⁃６）型螺

旋桨实验机开展过系统的结冰构型气动力实时测量

分析研究［２１］。
上述 ３种手段各有利弊，相辅相成，如何将飞行

试验数据与数值计算分析数据、风洞试验数据相互

校对，综合判定，从而充分反映和体现飞机结冰后的

气动特性和飞行性能，是结冰飞机气动数据获取需

要关注的要点。 根据相关民机工程型号的研制经

验，目前通常基于 ＲＡＮＳ 方法获得不同飞行状态临

界冰型影响下的基本纵横航向气动力数据，结合全

机带冰模型风洞试验进行临界状态附近的数据修

正。 考虑到结冰冰型几何外形和生成位置的高度随

机性，通常根据冰型的典型参数（如高度、位置、张
角等），分析、统计和归纳气动力数据相应的变化规

律，从而将基于有限冰型形状获得的气动力数据延

拓至具备相似几何外形的一类冰型范围内，增加数

据集的适应性和可用范围。
４．３　 民机容冰飞行控制律设计

飞行控制律的建模及重构是民机容冰保护控制

系统的核心［２２］。 获取结冰后的气动数据，建立结冰

后的飞机飞行动力学模型后，需要通过容冰保护控

制系统消除或降低结冰对飞机的影响，让飞机仍然

能够保证一定裕度安全飞行。 飞行控制律的设计直

接影响结冰后飞机的动态响应特性，其性能的优劣

直接决定飞机的容冰能力。 容冰控制实际上就是将

结冰引起气动系数和气动导数变化视为一种系统故

障，用飞机容错控制的理论寻求解决故障（结冰）的
途径［２３］。

民机容冰飞行控制律设计是以已建立的民机积

冰飞行动力学模型为基础，加入可重构容冰保护控

制律，构成带有容冰保护系统的飞机仿真运动模型。
建立驾驶员操纵模型，并将驾驶员模型与带有容冰

保护系统的飞机仿真运动模型相连接，构成数字虚

拟飞行仿真平台。 按照民机典型飞行剖面设计飞行

任务，在任务中加入覆盖各种结冰情况的典型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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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状态，开展飞行任务的数字虚拟飞行仿真计算，
完成容冰保护重构飞行控制律的仿真验证，具体包

括以下四部分内容：
１） 容冰保护控制律设计

结冰后飞行动力学模型修正方法是分析结冰对

电传民机操稳特性与飞行安全量化影响及容冰保护

飞行控制律设计的基础，需要能够正确反映结冰对

民机气动特性和操稳特性的影响，即需要在干净飞

机飞行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使其包含结

冰对飞机气动力和力矩的影响。 在得到结冰民机的

动力学模型后，可以分析并掌握结冰对民机在操稳

特性方面的影响规律，结合民机的相关适航规定及

安全要求，为之后飞行控制律的设计提供指导。
２） 容冰保护飞行控制律重构方案

结冰改变了飞机的气动外形，进而导致飞机的

气动特性和操稳特性恶化，飞机动态响应发生改变，
结冰严重时，可能会导致操纵品质降级，原有的飞行

控制律不再能保证飞行安全，需要在飞行控制系统

的设计中考虑结冰现象的影响，对飞行控制律进行

重构，保证结冰情况下民机的飞行安全。 在设计容

冰保护控制律前，需要针对结冰条件飞行这一具体

背景，综合考虑控制律设计方法的特点以及工程应

用的可能性和易实现性，提出合理的重构方案。
３） 容冰保护飞行控制律详细设计

确定容冰保护飞行控制律重构方案之后，需要

对飞行控制律的内部细节进行详细设计。 在设计中

需结合结冰对电传民机操稳特性与飞行安全的量化

影响规律，保证使用容冰保护飞行控制律的民机在

操稳特性方面达到要求。
４） 容冰保护与操稳特性验证及综合优化

建立容冰保护与操稳特性综合优化设计与仿真

方法工具，尽可能模拟结冰飞行状态，验证搭载容冰

保护飞行控制律的飞机在结冰条件下是否能够满足

操稳特性的要求，同时还可以基于仿真结果对容冰

保护飞行控制律进行优化。
民机容冰保护控制律设计原理如图 ５所示。 具

体运行流程如下：①基于识别的结冰对气动力和力

矩的影响，修正飞机飞行动力学模型。 ②基于更新

的民机结冰状态下的运动模型，分析结冰对电传民

机操稳特性的影响。 ③针对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 ２
种状态，分别选择容冰保护飞行控制律的重构方案。
④基于结冰对电传民机可用迎角的影响，生成迎角

的保护边界。
通过对重构飞行控制律进行构型切换和增益调

度，实现结冰情况下的迎角和速度的告警和限制，从
而完成边界保护控制的重构。 基于结冰民机电传飞

行控制律中的参数变化与全机操稳特性补偿设计的

量化关系及识别的结冰特征参数，更新飞行控制律

反馈参数，实现飞行控制律重构。

图 ５　 容冰保护控制系统结构图

５　 结　 论

本文基于民机飞行安全设计和适航认证需求，
结合型号研制经验，从飞机本体的容冰气动力设计

和主动控制容冰设计两方面出发，对基于容冰概念

的民机结冰保护系统设计方法进行了综述性介绍和

系统分析，主要涵盖以下 ２个方面：
１） 对民机机翼容冰设计方法的内涵进行了阐

释：即基于考虑结冰影响的机翼气动力优化设计手

段，建立考虑冰污损失的优化设计策略。 根据结冰

位置和冰型对气动特性的影响规律，形成考虑冰污

损失的机翼优化设计方案。
２） 对民机容冰保护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进行

了总结和提炼：即通过对飞机飞行结冰情况的动态

精准识别，结合结冰状态气动数据集，基于实时控制

律重构的概念设计容冰保护控制系统，扩展带冰后

使用边界，增加飞机安全裕度，形成容冰保护控制系

统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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