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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系统的故障树灵敏度分析缺乏统一评价指标的问题，将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引入故障树分析（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ＴＡ）中，提出一种 ＦＴＡ⁃ＡＨＰ 方法生成系统综合灵

敏度评价指标。 建立了系统故障树可靠性分析模型，并利用传统的灵敏度分析方法计算概率灵敏度、
相对灵敏度及结构灵敏度 ３ 种指标。 结合层次分析法，依据灵敏度分析结果和最小割集种类确定权

重系数，开展系统故障树综合灵敏度评价分析。 经案例验证显示比较于传统方法，综合灵敏度排序结

果重复性更小，考虑因素全面，便于决策者做出判断。 综合灵敏度评价模型的生成为系统可靠性分析

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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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树分析（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ＴＡ）中将最小

割集的发生概率看作随机输入变量，将故障树的结

构函数，即最小割集的运算作为可靠性分析的状态

函数［１］。 因此，其灵敏度有多种分析角度，如失效

概率和模型位置重要程度等，从而生成不同的评价

指标。 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实际应用中

往往缺乏理论依据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评价，令决

策者难以做出判断。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针对故障树灵敏度分

析进行了改进。 在理论研究方面：Ｆｕ 等［２］进行灵敏

度分析时针对冗余系统考虑了共因失效及修正系

数；Ｙａｎ 等［３］引入绝对灵敏度和相对灵敏度来量化

参数，增加了模型的可行性和准确性；Ｍｅｒｌｅ、陈东宁

等［４⁃５］通过引入时间变量构建系统动态故障树模

型，为复杂系统动态重要度分析提供支持；李生虎

等［６］推导出了一种以元件故障率、修复率与安装率

为输入的灵敏度求解公式并进行分析，以达到减小

ＦＴＡ 模型计算误差的目的；陈建军［７］ 改进了联合重

要度的计算方法，将事件两两结合进行关联性分析，
使重要度排序结果更加合理；冯蕴雯等［８⁃９］ 在民用

飞机安全性分析中利用灵敏度分析结果开展典型系

统安全性设计改进与产品优化设计等。 从实际应用

出发， 工 程 单 位 多 使 用 层 次 分 析 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与专家打分方法相结合，来
开展故障诊断［１０］、资源评估［１１］、安全性评估［１２］、模
糊综合评价［１３⁃１４］及维修间隔制定［１５］等工作，而忽略

了基于故障树灵敏度分析模型求解得到的数值计算

结果的作用。 即便应用或开展理论研究，也多以改

进或使用概率灵敏度为主，其局限性在于各灵敏度

求解角度单一，缺乏统一的综合灵敏度评价指标。
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层次分析法

引入故障树分析中，提出了基于 ＦＴＡ⁃ＡＨＰ 的系统综

合灵敏度计算方法。 在经典灵敏度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层次分析法，根据子系统或元部件失效概率和模

型位置重要程度等因素，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实

现量化，从而构建故障树综合灵敏度评价模型。 比

较于传统方法，改进后的综合灵敏度考虑因素全面，
为飞机系统可靠性分析提供支持。

１　 综合灵敏度评价方法

１．１　 分析流程

故障树灵敏度分析是一种计算元部件对系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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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的有效方法，但因其缺少统一的评价指标使

分析结果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文中基

于层次分析法融合多种灵敏度指标生成综合灵敏度

评价模型，可以使评价结果的排列顺序更接近于飞

机系统在运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基于层次分析法

的飞机系统综合灵敏度分析流程如下。

图 １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灵敏度分析流程

步骤 １　 构建飞机典型系统故障树可靠性分析

模型。 分析系统结构组成和功能清单，确定故障模

式、底事件、顶事件、中间事件及逻辑关系计算失效

概率；
步骤 ２　 灵敏度分析。 利用下行法和几何运算

法则求解最小割集和故障树结构函数，通过灵敏度

分析计算得概率灵敏度、相对灵敏度、结构灵敏度，
由灵敏度分析结果组成评判矩阵 Ｒ；

步骤 ３　 生成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故障树综合灵

敏度评价矩阵 Ｂ。 引入层次分析法对多种灵敏度通

过两两比较打分，构造判断矩阵 Ｇ；经一致性检验后

确定底事件 ｉ 的多种灵敏度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ａ；ｎ
个底事件重复该步骤生成权重系数矩阵 Ａ；权重系

数矩阵Ａ结合评判矩阵Ｒ生成飞机系统故障树综合

灵敏度评价矩阵 Ｂ；
步骤 ４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飞机系统综合灵敏

度分析结果及优化建议。
１．２　 分析方法

故障树分析方法是求解子系统或元部件故障对

系统影响的有效方法，通过系统的功能和结构组成

建立可靠性分析模型。 进一步利用灵敏度分析辨别

子系统或元部件影响程度的大小。 在故障树模型

中，顶事件的状态完全由底事件决定，模型的结构函

数就作为可靠性分析的功能函数

ＰＴ ＝ ∑
ｎ

ｉ ＝ １
Ｐ（Ｋ ｉ）

Ｐ（Ｋ ｉ） ＝ ∏Ｐ（Ｘ ｉ） （１）

式中： ｎ 为最小割集数；Ｋ ｉ 为第 ｉ 个最小割集。
系统灵敏度分析以顶事件作为待评价的事物，

最小割集中的底事件为影响顶事件发生的评价因

素，设因素集

Ｕ ＝ ｛ｕ１，ｕ２，…，ｕｎ｝ （２）
式中， ｕｉ 为出现在最小割集中的第 ｉ 个底事件。

第 ｉ 个底事件发生对顶事件的影响程度，即事

件 ｕｉ 的评价指标，以灵敏度来表征。 故障树灵敏度

可分为 ３ 种： 概率灵敏度、 相对灵敏度、 结构灵

敏度。
概率灵敏度为第 ｉ 个元部件由正常状态（０） 转

为故障状态（１） 时，系统发生故障的概率差，定义

Ｍ１ｉ ＝
∂ＰＴ

∂ＰＸｉ

＝ ｇ（１ｉ，Ｘ） － ｇ（０ｉ，Ｘ） （３）

式中： ＰＴ 为功能函数；ＰＸｉ
为第 ｉ 个元部件的失效概

率；［ｇ（１ｉ，Ｘ） － ｇ（０ｉ，Ｘ）］ 为系统中第 ｉ个元部件由

正常状态（０） 变为故障状态（１） ，系统结构函数的

变化。
相对灵敏度是系统不可靠度变化与元部件的故

障率变化之比，定义

Ｍ２ｉ ＝
∂ＰＴ

∂ＰＸｉ

·
Ｐ ｉ

ＰＴ
（４）

　 　 结构灵敏度是第 ｉ 个元部件的临界状态数在总

状态数中的比例，其与底事件发生的概率无关，定义

Ｍ３ｉ ＝
１

２ｎ－１·ｎφ
ｉ

ｎφ
ｉ ＝ ∑

２ｎ－１
［Φ（１ｉ，Ｘ） － Φ（０ｉ，Ｘ）］ （５）

式中： Ｒ ＝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 ３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３ … ｒ２ｎ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 ｒ４ｎ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ｎ

的取值仅有 ０

和 １；ｎ 为系统含元部件数量。
以灵敏度分析结果表征评价因素 Ｕ 的评价指

标，依据单因素评价建立评判矩阵 Ｒ ，定义

Ｒ ＝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 ３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ｒ２３ … ｒ２ｎ
ｒ３１ ｒ３２ ｒ３３ … ｒ４ｎ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３×ｎ

（６）

式中， ｒｉｊ 为第 ｉ 个底事件的第 ｊ 个灵敏度评价指标。
１．３　 综合灵敏度评价模型

层次分析法是针对待评价对象的目标、准则、方
案等层次构建评价模型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一种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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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方法。 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飞机系统综合灵敏

度评价模型，可以结合多种因素生成统一的评价指

标，且使重要度排名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根据 １．２
节确定评价对象、评价因素和评价指标后，为反应各

因素的重要程度，需对评价指标分配一个相应的权

重系数 ａｉｊ（ ｉ ＝ １，２，３，…ｎ；ｊ ＝ １，２，３）。 一般要求 ａｉｊ

满足 ａｉｊ ＞ ０且∑ａｉｊ ＝ １，并以权重系数 ａｉｊ 的集合即

为权重系数矩阵 Ａ。
首先，根据评价对象、评价因素与评价指标之间

的几何、代数关系，构造层次结构模型，模型可逐级

向下分解。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后，采用两两比较的

方法从最底层逐层判断（１ ～ ９ 比例标度） 各层级的

权重指标及与上一层级间的隶属关系，并构造判断

矩阵 Ｇ。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对 ３ 种灵敏度指标

通过两两比较确定权重系数，其比较的原则根据最

小割集的组成可分为两类：
１） 最小割集中仅包含 １ 个底事件。 只要底事

件 ｉ 故障，顶事件一定发生，其失效概率越大，对顶

事件发生的贡献越大，则与失效概率关联性强的灵

敏度重要程度更高；
２） 最小割集中包含 ２个或 ２个以上底事件。 底

事件 ｉ 被包含的最小割集越多，临界状态数越多，与
它组成最小割集事件的失效概率越高，该割集发生

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与结构关联性强或状态转变前

后故障概率变化大的灵敏度重要程度更高。
比较打分后生成判断矩阵 Ｇ，对其正规化并进

行一致性检验，当 ＣＲ 满足下列条件

ＣＲ ＝ ＣＩ ／ ＲＩ ＜ ０．１ （７）
认为判断矩阵 Ｇ 是符合一致性要求的，反之则认为

判断矩阵 Ｇ 不具有足够的一致性，需要再次调整。
其中：ＣＲ 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ＣＩ 为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指标，定义

ＣＩ ＝
λｍａｘ － ｎ
ｎ － １

（８）

式中： λｍａｘ 为判断矩阵 Ｇ 的最大特征根；ＲＩ 为判断

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最后，计算各级评价因素的权重，定义

Ｇｗ ＝ λｍａｘｗ （９）
解出 ｗ 为属于特征值 λｍａｘ 的特征向量，即所求的权

向量。 对权重指标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生成第 ｉ
个底事件的权重系数向量 ａｉ，由权重系数矩阵 Ａ 与

评判矩阵 Ｒ 合成得到待评价对象，即导致故障树顶

事件的底事件灵敏度综合评价矩阵 Ｂ ，基于层次分

析法的飞机系统综合灵敏度评价模型定义为

Ａ  Ｒ ＝ Ｂ （１０）
　 　 运用加权平均原则分析综合评价结果，将 Ｂ 中

对应分量各等级的秩逐级进行加权求和，最终得到

被评价对象在等级论域中的相对位置，即为被评价

对象的评价结果。 本文中各灵敏度均具有各自的含

义，对 Ｂ 中分配权重指标计算后的每行元素简单求

和，即为所求，排序得到底事件失效概率对顶事件发

生可能性的影响大小，生成统一的综合灵敏度评价

指标，从而为后续工程应用提供支持。

２　 飞机舱门系统案例验证

２．１　 舱门系统故障树模型

灵敏度分析是飞机系统可靠性分析的重要环

节，本文以舱门系统增压预防功能失效作为顶事件

构建故障树可靠性模型，并基于层次分析法开展综

合灵敏度分析，通过该案例对方法的有效性进行

验证。
增压预防门是在舱门未完全关闭、锁闩和锁定

的情况下将飞机增压到不安全的水平的一种措施，
是适航条款要求的民机必备舱门。 增压预防功能失

效会导致飞机无法增压或意外泄压，对机组人员及

乘客增加负担引起身体不适。 本文以舱门增压功能

失效构建故障树模型，分别对舱门未完全关闭、闩和

锁机构失效进行层层分析，分解至结构强度失效和

机构运动不到位等为止。 故障树模型共计 １ 个顶事

件、１０ 个中间事件和 １２ 个底事件。 故障树模型见

图 ２。

图 ２　 舱门增压预防功能失效故障树模型

根据设计数据对故障树底事件、顶事件和中间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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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进行失效概率计算，由于篇幅有限，直接给出 顶、底事件名称、符号及其失效概率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舱门增压预防功能失效事件名称、符号、失效概率

事件名称 符号 失效概率 ／架次

舱门增压预防功能失效 Ｔ１ １．９１×１０－９

提升机构强度失效 Ｙ１ １．９１×１０－１１

提升机构运动不到位 Ｙ２ １．０×１０－２０

人为误操作手柄 Ｙ３ １．０×１０－２０

防误操作机构强度失效 Ｙ４ ４．９１×１０－８

防误操作机构运动不到位 Ｙ５ １．０×１０－２０

左闩机构强度失效 Ｙ６ ４．４１×１０－９

事件名称 符号 失效概率 ／架次

闩机构运动不到位 Ｙ７ １．８９×１０－９

右闩机构强度失效 Ｙ８ ４．４１×１０－９

左锁机构强度破坏 Ｙ９ １．０×１０－２０

左锁机构运动不到位 Ｙ１０ ７．５７×１０－８

右锁机构强度破坏 Ｙ１１ １．０×１０－２０

右锁机构运动不到位 Ｙ１２ ７．５７×１０－８

２．２　 最小割集求解与传统灵敏度计算

故障树可靠性模型的最小割集求解是灵敏度分

析反馈的基础，利用上行法或下行法，经层层整理得

全部最小割集有： Ｋ１ ＝ ｛Ｙ１｝，Ｋ２ ＝ ｛Ｙ２｝，Ｋ３ ＝ ｛Ｙ３，
Ｙ４｝，Ｋ４ ＝ ｛Ｙ３，Ｙ５｝，Ｋ５ ＝ ｛Ｙ７｝，Ｋ６ ＝ ｛Ｙ６，Ｙ８｝，Ｋ７ ＝
｛Ｙ９， Ｙ１１｝，Ｋ８ ＝ ｛Ｙ９，Ｙ１２｝，Ｋ９ ＝ ｛Ｙ１０，Ｙ１１｝，Ｋ１０ ＝
｛Ｙ１０，Ｙ１２｝。 建立故障树可靠性分析模型的结构函

数为

ＰＴ ＝ ∑
１０

ｉ ＝ １
Ｐ（Ｋ ｉ） ＝ Ｐ（Ｙ１） ＋ Ｐ（Ｙ２） ＋ Ｐ（Ｙ７） ＋

　 Ｐ（Ｙ３）·Ｐ（Ｙ４） ＋ Ｐ（Ｙ３）·Ｐ（Ｙ５） ＋ Ｐ（Ｙ６）·
　 Ｐ（Ｙ８） ＋ Ｐ（Ｙ９）·Ｐ（Ｙ１１） ＋ Ｐ（Ｙ９）·Ｐ（Ｙ１２） ＋
　 Ｐ（Ｙ１０）·Ｐ（Ｙ１１） ＋ Ｐ（Ｙ１０）·Ｐ（Ｙ１２） （１１）

据（３） ～ （５）式得传统灵敏度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舱门增压预防功能失效概率灵敏度、相对灵敏度、结构灵敏度

符号 概率灵敏度 相对灵敏度 结构灵敏度
Ｙ１ １－１．８９×１０－９ ０．００９ ９４７ ６ １０５ ／ ２１１

Ｙ２ １－１．９０×１０－９ ５．２４×１０－１２ １０５ ／ ２１１

Ｙ３ ４．９１×１０－８ ２．５７×１０－１９ ６３ ／ ２１１

Ｙ４ ９．９９×１０－２１ ２．５７×１０－１９ ２１ ／ ２１１

Ｙ５ ９．９９×１０－２１ ５．２３×１０－３２ ２１ ／ ２１１

Ｙ６ ４．４１×１０－９ １．０２×１０－８ ３５ ／ ２１１

符号 概率灵敏度 相对灵敏度 结构灵敏度
Ｙ７ １－２．０×１０－１１ ０．９８９ ５２８ ８ １０５ ／ ２１１

Ｙ８ ４．４１×１０－９ ２．３１×１０－２０ ３５ ／ ２１１

Ｙ９ ７．５６９×１０－８ ３．９７×１０－１９ ４５ ／ ２１１

Ｙ１０ ７．５７×１０－８ ３．００×１０－６ ４５ ／ ２１１

Ｙ１１ ７．５６９×１０－８ ３．９７×１０－１９ ４５ ／ ２１１

Ｙ１２ ７．５７×１０－８ ２．９９９×１０－６ ４５ ／ ２１１

据灵敏度指标向量 ｒｉ 生成评判矩阵 Ｒ 为

Ｒ ＝

１ － １．８９ × １０ －９ １ － １．９０ × １０ －９ ４．９１ × １０ －８ … ７．５６９ × １０ －８

０．００９ ９４７ ６ ５．２４ × １０ －１２ ２．５７ × １０ －１９ … ２．９９９ × １０ －６

１０５
２１１

１０５
２１１

６３
２１１ … ４５

２１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３×ｎ

（１２）

２．３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故障树综合灵敏度分析

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故障树综合灵敏度权重指

标，对概率灵敏度、相对灵敏度和结构灵敏度两两比

较，构造灵敏度判断矩阵 Ｇ。
以底事件 Ｙ１ 提升机构强度失效为例，根据比较

原则，判断矩阵 Ｇ 为

Ｇ ＝
１ ０．３３ ３
３ １ ５

０．３３ ０．２ １

æ

è

ç
çç

ö

ø

÷
÷÷

（１３）

　 　 判断矩阵 Ｇ 的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 ＝ ３．０３８ ５，检验

其一致性，计算 ＣＩ

ＣＩ ＝
λｍａｘ － ｎ
ｎ － １

＝ ３．０３８ ５ － ３
３ － １

＝ ０．０１９ ２５ （１４）

　 　 查表得不同阶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阶数为 ３ 的判断矩阵 ＲＩ ＝ ０．５８，计算 ＣＲ 为

ＣＲ ＝
ＣＩ

ＲＩ

＝ ０．０１９ ２５
０．５８

＝ ０．０３３ ２ ＜ ０．１ （１５）

　 　 认为判断矩阵 Ｓ 是符合要求的，即具有足够的

一致性，最大特征根 λｍａｘ 对应的特征向量 ｗ 为

ｗ１ ＝ （０．３７１ ５，０．９１６ １，０．１５０ ６） （１６）

·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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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系数向量

ａ１

ａ１ ＝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１７）
　 　 重复以上步骤直至求出 １２ 个底事件的权重系

数向量，生成权重系数矩阵 Ａ ＝ （ａ１，ａ２，ａ３，…，
ａ１２） Ｔ ，各底事件权重指标向量详见表 ３。

表 ３　 底事件综合灵敏度权重系数向量

事件符号 　 　 权重系数向量 ａｉ

Ｙ１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Ｙ２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０，０．１０４ ７）
Ｙ３ （０．２５８ ３，０．１０４ ７，０．６３７ ０）
Ｙ４ （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０．２５８ ３）
Ｙ５ （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０．２５８ ３）
Ｙ６ （０．２５８ ３， ０．１０４ ７，０．６３７ ０）
Ｙ７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Ｙ８ （０．２５８ ３， ０．１０４ ７，０．６３７ ０）
Ｙ９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Ｙ１０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Ｙ１１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Ｙ１２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权重系数矩阵 Ａ与评判矩阵Ｒ合成得到待评价

对象，即导致故障树顶事件的底事件灵敏度综合评

价矩阵 Ｂ。 以底事件 Ｙ１ 提升机构强度失效为例，权
重系数向量 ａｉ 和评判向量 ｒｊ 经合成计算得到综合评

价向量 ｂｉ

ｂｉ ＝ ａｉ  ｒｊ ＝ （０．２５８ ３，０．６３７ ０，０．１０４ ７） 
１ － １．８９ × １０ －９

０．００９ ９４７ ６
１０５ ／ ２１１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０．２５８ ３，０．００６ ３，０．００５ ４）

（１８）
　 　 重复以上步骤直至 １２ 个底事件的综合灵敏度

评价向量全部计算完成，生成综合评价矩阵 Ｂ ＝
（ｂ１，ｂ２，ｂ３，…，ｂｎ） Ｔ，第 ｉ 个的综合灵敏度为 ｂｉ 中的

各个元素相加而得，基于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的综

合灵敏度及其排序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综合灵敏度及排序

事件符号 综合灵敏度
Ｙ１ ０．２７０ ００４ ５４
Ｙ２ ０．２６３ ６６７ ９２
Ｙ３ ０．０１９ ５９５ ２３
Ｙ４ ０．００２ ６４８ ５８
Ｙ５ ０．００２ ６４８ ５８
Ｙ６ ０．０１０ ８８６ ２３

事件符号 综合灵敏度
Ｙ７ ０．８９３ ９９７ ７７
Ｙ８ ０．０１０ ８８６ ２３
Ｙ９ ０．００２ ３００ ５６
Ｙ１０ ０．００２ ３０２ ４６
Ｙ１１ ０．００２ ３００ ５６
Ｙ１２ ０．００２ ３０２ ４６

３　 分析结果比对

灵敏度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依据计算结果的排列

顺序，判断子系统或元部件对系统的重要程度。 当

系统发生故障时依据灵敏度分析结果，选取重要程

度高的部件进行检查与维修。 因此精确、综合且统

一的灵敏度分析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工程中排故的效

率。 将传统灵敏度分析与综合灵敏度评价排序结果

展示如表 ５ 所示，排序结果对比如图 ３ 所示。
表 ５　 传统灵敏度与改进的综合灵敏度评价结果排序

符号
概率

灵敏度

相对

灵敏度

结构

灵敏度

综合

灵敏度
Ｙ１ ２ ２ １ ２
Ｙ２ ３ ８ １ ３
Ｙ３ ８ ９ ４ ４
Ｙ４ １１ ９ １１ ７
Ｙ５ １１ １２ １１ ７
Ｙ６ ９ ７ ９ ５
Ｙ７ １ １ １ １
Ｙ８ ９ １１ ９ ５
Ｙ９ ５ ５ ５ １１
Ｙ１０ ４ ３ ５ ９
Ｙ１１ ５ ５ ５ １１
Ｙ１２ ４ ４ ５ ９

图 ３　 底事件各灵敏度排序比较

由前述表 ５ 排序计算结果与图 ３ 排序比较结

果得：
１） 前 ３ 种灵敏度计算结果的排列顺序有很高

的重复性，难以区分不同部件的真实重要程度。 而

综合灵敏度评价指标的区分度更高，便于决策者做

出判断；
２） 综合灵敏度排序结果是原结果加权计算所

得，基本在原排序范围内波动，能够保证排序结果的

有效性；
３） 独自组成最小割集的底事件，其失效概率越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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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灵敏度越高，底事件的发生对顶事件发生的

贡献越大；
４） 被包含在 ２ 个或 ２ 个以上最小割集中的底

事件，其所在的割集数越多，综合灵敏度越高，底事

件的发生对顶事件发生的贡献越大；
５） 和其他事件共同组成割集的底事件，同一割

集中其他事件的失效概率越高，综合灵敏度越高，底
事件的发生对顶事件发生的贡献越大；

６） 对 Ｙ９，Ｙ１０，Ｙ１１和 Ｙ１２这样两两组合的事件，底
事件概率相近，故排序结果也相近，底事件失效概率

若相差较大，排名会更具有代表性。

４　 结　 论

１） 根据底事件所处最小割集种类的不同，分别

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矩阵 Ａ，所得到的系数充

分利用了几种灵敏度的特性，使分析结果更趋于合

理，评价结果更加可靠；
２） 综合灵敏度排序结果重复性更小，能够区分

开各个底事件排列顺序，生成统一的评价指标，为决

策者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对工程应用具有重要价值；
３） 与传统灵敏度分析方法相比，改进的综合灵

敏度评价方法减少了评价的模型误差，灵活性更强，
是对传统故障树灵敏度分析的进一步完善；

４） 飞机系统故障树综合灵敏度解决了评价指

标多样时，缺乏有效且统一的理论依据的问题，提高

系统排故效率，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指标的思

路也为对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提供有效的

支持。

参考文献：

［１］　 宋述芳，马艺琰，王璐． 概率安全评估和可靠性分析中故障树的重要度分析［Ｊ］． 航空工程进展， ２０１８， ９（４）： ６０⁃６７
ＳＯＮＧ Ｓｕｆａｎｇ， ＭＡ Ｙｉ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Ｌ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９（４）： ６０⁃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ＦＵ Ｊ Ｍ， ＬＩ Ｈ Ｈ， ＣＨＩ Ｙ Ｊ， ｅｔ ａｌ． ｎＳＩ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２１， ２１０： １０７５１８

［３］　 ＹＡＮ Ｙ， ＳＵＮ Ｎ， ＺＨＡＮＧ Ｎ， ｅｔ 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２０２０ ５ｔｈ Ａｓｉ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２０２０

［４］　 ＭＥＲＬＥ Ｇ， ＲＯＵＳＳＥＬ Ｊ Ｍ， ＬＥＳＡＧＥ Ｊ Ｊ ，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３２（１）： ７⁃１８

［５］　 陈东宁， 许敬宇， 姚成玉，等． 多维 Ｔ⁃Ｓ 故障树及重要度分析方法［Ｊ］． 仪器仪表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１（１０）：５６⁃６６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ｎｉｎｇ， ＸＵ Ｊｉｎｇｙｕ， ＹＡＯ Ｃｈｅｎｇｙｕ，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Ｓ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４１（１０）： ５６⁃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李生虎， 华玉婷， 陈鹏，等． ＵＨＶＤＣ 系统故障树分析误差及灵敏度分析［Ｊ］． 电网技术， ２０１５， ３９（５）： １２３３⁃１２３９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ｈｕ， ＨＵＡ Ｙｕｔ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ＨＶＤＣ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３９（５）： １２３３⁃１２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陈建军． 关于故障树分析中联合重要度的研究［Ｄ］． 大连： 大连交通大学， 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ｈｊｕ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 Ｄａｌｉａｎ： Ｄａｌ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冯蕴雯， 朱铮铮， 姚雄华， 等． 民机起落架安全性分析方法研究［Ｊ］．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４（６）： ９６９⁃９７５
ＦＥＮＧ Ｙｕｎｗｅｎ， ＺＨＵ Ｚ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 ＹＡＯ Ｘｉｏｎｇ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ｇ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３４（６）： ９６９⁃９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冯蕴雯， 姚雄华， 薛小锋， 等． 民机舱门安全性分析方法研究［Ｊ］．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１（５）： ８０３⁃８０９
ＦＥＮＧ Ｙｕｎｗｅｎ， ＹＡＯ Ｘｉｏｎｇｈｕａ， ＸＵＥ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ａｂｉｎ ｄｏｏｒ［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３１（５）： ８０３⁃８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ＫＵＭＡＲ Ｍ， ＫＡＵＳＨＩＫ 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ｔｉｃ ｆｕｚｚ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ｏｓ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２０２０， ６７（２）： １⁃１５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Ｃ 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ｕｚｚ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
ｃｒｅｔ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７， ２０（５）： １０２８⁃１０４０

·６７９·



第 ５ 期 冯蕴雯，等：基于 ＦＴＡ⁃ＡＨＰ 的飞机系统综合灵敏度评价分析

［１２］ ＬＩＵ Ｊ Ｙ， ＤＵ Ｚ Ｊ， ＭＡ Ｌ Ｘ，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ＨＰ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１⁃１８

［１３］ ＫＡＢＩＲ Ｓ， ＷＡＬＫＥＲ Ｍ， 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 Ｙ， ｅｔ ａｌ． Ｆｕｚｚｙ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７７（１０）： ２０⁃３７

［１４］ 段在鹏， 钱新明， 刘振翼，等． 基于指标重要度及代价的系统评价后续决策［ Ｊ］．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２０１５， ３７（７）：
１５８７⁃１５９５
ＤＵＡＮ Ｚａｉｐｅｎｇ， ＱＩＡＮ Ｘｉｎｍｉｎｇ，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ｕ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ｅｘ［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３７（７）： １５８７⁃１５９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王久崇， 位占杰． 融入模糊推理的新型故障树诊断方法［Ｊ］．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２０１６， ２４（１０）： １２５⁃１２７
ＷＡＮＧ Ｊｉｕｃｈｏｎｇ， ＷＥＩ Ｚｈａｎｊｉｅ． Ａ ｎｅｗ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ｕｚｚｙ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６， ２４（１０）： １２５⁃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ＴＡ⁃ＡＨＰ

ＦＥＮＧ Ｙｕｎｗｅｎ， ＳＯＮＧ Ｚｈｉｃｅｎ， ＬＵ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ＡＶＩＣ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８９， 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ö

ø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ＴＡ）， ａｎｄ ａｎ ＦＴＡ⁃ＡＨ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ｔ ｓ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ｓｓ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ｅ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引用格式：冯蕴雯， 宋祉岑， 路成， 等． 基于 ＦＴＡ⁃ＡＨＰ 的飞机系统综合灵敏度评价分析［Ｊ］ ．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３９（５）：
９７１⁃９７７　 　 　
ＦＥＮＧ Ｙｕｎｗｅｎ， ＳＯＮＧ Ｚｈｉｃｅｎ， ＬＵ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ＴＡ⁃ＡＨＰ［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３９（５）： ９７１⁃９７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ｔｔｐ： ／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ｏｒｇ ／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 ｂｙ ／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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