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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用飞机研制目前是国内民用航空领域的新兴热点，相比于军用与大型民用飞机，我国在通

用飞机研发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缺少适用于通用飞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验证试验平台。 在研究试验平

台必要性、设计原则以及试验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通用的试验平台设计方案。 建立了人机接

口、铁鸟台架、飞机运动仿真、数据采集与处理等子系统，实现了人在环的飞行模拟与试验。 利用该平

台对某型电动通用飞机飞行控制系统特性进行测试，试验结果表明该平台运行稳定可靠，可有效解决

通用飞机飞行控制系统地面验证试验问题，从而提高通用飞机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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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普遍将运输航空与军用航空之外的航空活

动统称为通用航空［１⁃５］。 通用航空是一个定义广泛

的概念，它能够执行商业运输航空（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无法完成的任务，如小型货物运

输、农林作业、空中巡逻、驾驶训练、空中测绘、空中

救援等。 由于通用航空用途广泛，市场潜力巨大，目
前通用飞机的研制正成为国内民用航空领域的新兴

热点。 在飞机发明史上有 ３ 个重要的标志性事

件［６］：对机翼气动特性的理解和认知；发明功率足

够、可靠性高的发动机；解决飞机三维飞行控制问

题。 上述 ３ 个问题解决之后，军用及民用航空才得

到了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飞行控制系统是飞机研制

的核心要素，在没有对飞控特性认识清楚之前就进

行空中飞行，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 因此无

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飞机，其研制规章规范中对飞行

控制系统安全性验证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通用航空

作为民用航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安全性依然是

其第一要务。 未来各种先进的飞控系统软件及硬件

必将引入到通用飞机的设计中，因此对于通用飞机

飞控系统安全性验证十分必要。 人类个体或群体的

智力和精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在设计或制造

新事物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发现

和纠正这些“潜在”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开展验证

试验。 国内外大型军用和民用飞机研制时，在飞机

首飞前都搭建地面试验环境（铁鸟试验台）对其飞

行控制系统开展验证试验，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飞

控系统设计与飞机结构设计往往是同时进行或更

早，需要进行系统验证时飞机本体还没有；二是即使

飞机外形结构已经有了，但受其寿命限制无法长时

间地支撑系统试验载荷。
目前针对通用飞机铁鸟台设计的文献较少，可

查阅到的多是大型飞机地面试验平台的研究。
Ｇｅｒｋｅｎｓ 等［７］ 介绍了 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Ｄｏｒｎｉｅｒ７２８ 全电传飞

机铁鸟台的设计，对该飞机飞行控制系统、起落架系

统、液压系统和基础结构的构建进行了详细描述；Ｌｉ
等［８］研究了支线喷气飞机铁鸟台系统架构、测试安

装结构、被测系统以及相关测试保障系统设计需求。
Ｌｉ 等［９］ 研究了大型飞机铁鸟台主要设计特征，提出

了模块化设计的定义和设计步骤。 Ｈｗａｎｇ 等［１０］ 介

绍了某倾转旋翼机地面测试平台设计，提出了测试

方法、测试步骤，给出了测试结果。 Ｈａｋａｎ 等［１１］ 对

大型飞机铁鸟试验台的研制成本进行了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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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用数字孪生技术进行地面试验的思想，以降低

研制成本。 国内在通用飞机飞控系统地面验证试验

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研究也仅限于军用或大型民用

飞机。 孙银娣等［１２］ 介绍了国内大型两栖飞机铁鸟

台模拟座舱的方案设计。 张勇等对铁鸟台试验的舵

面加载方法进行了研究［１３⁃１６］。 大型飞机使用环境

严酷、系统功能组成复杂、安全等级要求高，在设计

时通常以真实度做为首要指标，这必然导致其试验

平台研制成本高、周期长、通用性差。 通用飞机低成

本、短周期、安全性等级要求不高的特性决定了遵循

大型飞机的方法来设计地面试验平台既不现实也非

必要。 本文提出了通用飞机飞控系统地面验证试验

平台的设计原则及设计方案，并构建了试验平台，实
现了人在环的飞行模拟与测试。 基于该平台对某型

电动通用飞机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该平

台运行稳定可靠，可有效解决通用飞机飞行控制系

统地面试验验证问题，提高飞机研发效率。

１　 设计原则与试验要求

要保证地面试验结果的正确可靠，最重要的设

计原则就是试验环境尽可能真实地模拟飞机飞行实

际情况。 理想的试验平台应该能够完全模拟飞机真

实的使用环境，实际上受到研制进度、研制经费、技
术能力等方面因素的限制，人们在地面上不可能实

现这一目标，只能结合实际情况有所取舍。 从飞控

设计维度来看，飞机的系统组成和运动逻辑如图 １
所示。 驾驶员对接收到的外界环境信息和飞机响应

信息进行分析给出飞机操纵输入信号；飞控系统对

操纵信号和传感器信号进行综合处理后给出舵偏指

令；执行机构根据舵偏指令驱动气动舵面进行偏转，
从而使飞机运动特性发生变化。

图 １　 飞机系统组成及运动逻辑

图 １ 中飞机是由驾驶员、飞控系统、执行机构、
传感器、飞机运动特性以及人机工效特性组成的闭

环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飞机安全及性能都

会受到影响。 因此，要真实地模拟飞控系统工作情

况，地面验证试验平台设计应遵守以下原则：
·全真铁鸟试验台架；
·全真被测飞控系统；
·“真实”的人机接口；
·实时飞机运动仿真系统；
·准确的舵面载荷模拟；
·传感器驱动设备；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实施试验时要遵循从内到外，从部件到系统的

验证方法。 飞行控制系统包含飞控与飞机组成的回

路（回路Ⅰ）以及人 ／飞控 ／飞机组成的回路（回路

Ⅱ）。 回路Ⅰ试验包括传感器、执行机构、人感系统

等部件及飞控 ／飞机组成的闭环系统试验；回路Ⅱ是

在Ⅰ基础上加入人的因素形成的闭环试验回路，是
对飞控系统功能、性能、人机工效特性进行的人机大

闭环试验验证。
典型的通用飞机是单发固定翼的轻小型飞机，

它占据了通用飞机的绝大部分［１７］。 它们具有质量

轻、体积小、包线范围窄、使用环境友好、布局形式多

样、飞控系统形式简单等特点，几乎不会出现军用或

大型民用飞机大载荷、高非线性、高耦合性等特征。
根据图 １ 组成结构结合典型通用飞机的特征，飞控

系统应包括以下的具体试验内容：
１） 回路Ⅰ试验

传感器试验：测试传感器静态传动比、滞环、死
区、最大输出以及动态频域特性；

执行机构试验：测试静态传动比、滞环、死区和

最大输出以及非线性特征；测试舵机位置和速度传

感器的基本特性。
人感系统试验：通用飞机人感系统一般由驾驶

杆和脚蹬组成，试验内容包括驾驶杆 ／脚蹬的空行

程、间隙、启动力、摩擦力、杆 ／脚蹬位移－力特性曲

线以及配平行程范围等参数特性。
控制律试验：常规机械操纵系统仅能实现一种

确定的杆到舵的开环控制，其试验是指从输入（杆）
到输出（舵）的各环节传动比和频率特性试验。 电

传操纵系统广泛使用闭环反馈控制，其试验包括开

环和闭环 ２ 种形式，开环试验内容与机械系统相同；
闭环试验是对电传系统与飞机本体组成的闭环系统

进行测试，包含系统稳定储备、等效参数及时域

性能。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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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回路Ⅱ试验

对人 ／飞机 ／飞控组成的大闭环情况下人机工效

进行评估，包括飞机响应对指令输入的跟随性，人感

系统参数设置和控制显示的合理性等方面。 进行人

在环试验前应先根据规范和规章要求、飞行包线、飞
行任务等属性制定机动动作。 通用飞机试验内容应

包含起飞、着陆、盘旋、上升、下滑、定常侧滑等基本

动作。 试验评估方法可采用客观定量和主观定性 ２
种形式，客观定量法为飞行员对飞机实施规定的操

纵输入，对输出响应进行数值分析，结合评估标准形

成试验结论；主观定性法是飞行员依据自己的主观

感受对飞机响应特性形成结论，可将库珀－哈珀评

分等级作为主观定性法评定准则。

２　 试验平台设计与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试验平台架构设计见图 ２。 人

机接口子系统为飞行员提供人机交互环境，实现人

在环飞行模拟与试验；铁鸟台架子系统可提供与真

机相同的硬件布置与安装环境，同时也用于试验和

采集设备的安装；飞机运动仿真是对飞机自身物理

运动特性的仿真，生成系统需求的仿真参数；数据采

集与处理完成激励输入信号及目标信号的采集与处

理；激励输入可通过人工或外部设备为试验测试提

供信号输入，包括阶跃、斜坡、扫频等信号；试验管理

负责整个平台的运行控制。

图 ２　 试验平台原理架构

２．１　 人机接口子系统

飞行员在飞行中感受到的信息包括空间感觉、
视觉、听觉、运动感觉、操纵感觉。 国内多年的飞机

研发经验表明：座舱（提供空间感觉和操纵感觉）是
人机接口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视景显示 （提供视

觉感）对飞行品质的评估效果影响最大；音响系统

（提供听觉）并非是必须的；地面运动系统（提供运

动感觉）可根据具体试验需求来确定。 通用飞机速

度低、过载小、机动性不高，听觉及运动感觉的模拟

并非必要。 因此在人机接口设计中仅考虑了空间感

觉、操纵感觉和视觉感，包含模拟座舱和视景显示两

部分。
模拟座舱采用开放式设计，座舱底座采用独立

的可移动钢架平台，用于驾驶舱内设备的安装，见图

３ａ），平台上方可根据座舱具体需求进行区域划分。
为保证通用性，底座平台结构表面加工有条形安装

凹槽，操纵装置、座椅和仪表板等座舱设备通过 Ｔ
形槽螺栓与底座平台组装在一起。 螺栓可通过在 Ｔ
形槽内滑动进行位置调节，实现座舱内部布局与被

模拟飞机相同，为飞行员提供正确的空间感。 图

３ｂ）是座舱安装实例，该例中分为座椅 ／驾驶杆区

域、虚拟仪表区域两部分，并在座舱前方安装纯平视

景显示系统。

图 ３　 通用模拟座舱

视景显示部分由 ４ 台计算机及 ３ 块显示屏幕构

成，见图 ４。 主控计算机利用视景仿真软件对 ３ 个

通道计算机进行视景融合，实现大视场显示。 为保

证视景显示实时性，飞行运动仿真数据通过反射内

存网发送给主控计算机。

图 ４　 视景显示

视景仿真软件需要接收飞机经度、纬度、海拔高

度以及 ３ 个欧拉角的数据。 本文设计了坐标转换模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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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完成笛卡尔坐标系与大地坐标系的转换。 转换

原理见公式 １。 式中 ｛Ｘ ｌｏｎ（ ｔ），Ｙｌａｔ（ ｔ），Ｚａｌｔ（ ｔ）｝ 为飞

机重心在大地坐标系中的位置，Ｒ ｌｏｎ、Ｒ ｌａｔ 为重心处经

纬度圈的半径，θ为地面坐标系 Ｙ轴与过该点的纬度

方向夹角， ｛Ｘ（ ｔ），Ｙ（ ｔ），Ｚ（ ｔ）｝ 表示飞机重心在地

面坐标系中的位置。 ｛Ｘ ｌｏｎ（０），Ｙｌａｔ（０），Ｚａｌｔ（０）｝ 为

地面坐标系原点在大地坐标系中的坐标位置。 在飞

行运动仿真时利用该模块将飞机的位置数据变换为

大地坐标，传输给视景软件进行处理。
Ｘ ｌｏｎ（ ｔ）
Ｙｌａｔ（ ｔ）
Ｚａｌｔ（ ｔ）

é

ë

ê
ê
ê
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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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 ／ Ｒ ｌａ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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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ｓθ － ｓｉｎθ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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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ｌｏｎ（０）
Ｙｌａ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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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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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２　 铁鸟台架子系统

铁鸟台架子系统用于飞控系统真实物理部件以

及试验设备的安装。 要保证试验结果的正确可靠，
一方面要采用飞控系统真实物理部件进行试验，另
一方面要保证部件的安装特性与真实飞机相同。 对

于机械操纵系统，试验支撑台架需要保证机械部分

的安装尺寸、形式、刚度以及线路走向与真实结构尽

量相同。 对于纯电传系统影响其特性的主要是舵机

及电缆的长度线型等，与线缆走向和安装无关，只需

保证舵机的安装刚度要求，而不必按 １ ∶ １ 的尺寸

布局。
飞机舵面的载荷特性［１８⁃１９］ 对飞机响应和人机

闭环响应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试验时需重点对上述

特性进行模拟。 飞机舵面载荷包括惯性载荷和气动

载荷两部分。 对于惯性载荷模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采用真实的舵面，但该方法有成本高、占用空间大、
不具备通用性的缺点。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用质点等

效方法进行惯量模拟，可以克服上述缺点。 气动载

荷模拟有多种方法，对于线性载荷谱可用弹簧式加

载，对于非线性载荷谱常用伺服力系统模拟。 典型

通用飞机在其飞行范围内满足飞机线性小扰动理论

假设条件，其气动载荷属于线性载荷范围。 本平台

设计中惯性载荷模拟采用双质点方法，通过配置铰

链轴前后 ２ 个飞轮的质量及至转轴的距离实现真实

惯量模拟；舵面铰链力矩则选用弹簧式加载，通过调

节弹簧刚度实现不同飞行状态模拟。

２．２．１　 支撑台架设计

通用飞机气动布局、操纵形式、安装形式多样，
但在总体上可以分为机身、机翼、副翼、尾翼 ４ 个部

分，飞控系统多为机械操纵系统和简单电传操纵系

统。 为此平台中设计了尾翼台架、副翼台架和桁架

台架 ３ 种支撑台架。 尾翼、副翼台架用来安装舵面

特性模拟机构。 桁架台架用来模拟机身和机翼结构

布置，安装操纵杆至舵面的传动机构。 ３ 种支撑台

架通过空间相对位置的变换组合，可以模拟不同类

型通用飞机的线路走向。 飞控系统安装形式及刚度

模拟由支撑台架及其上面的支座联合完成，支座的

作用是实现系统硬件安装尺寸形式与安装刚度的真

实模拟。 ３ 种台架均选用钢质材料保证平台刚度要

求，且表面加工等距 Ｔ 形槽，可为支座安装提供标

准物理接口，见图 ５。

图 ５　 通用支撑台架模型

２．２．２　 舵面载荷模拟

１） 惯性载荷模拟

惯性载荷是指由舵面惯性力引起的相对于铰链

轴处的力矩。 舵面的惯性载荷

ＭＪ ＝ － Ｊω̇ （２）
式中： ＭＪ 为舵面的惯性载荷；Ｊ 为舵面自身转动惯

量；ω̇ 为舵面转动时的角加速度；
公式（２）表明舵面的惯性载荷受本身转动惯量

的影响，转动惯量相同则惯性载荷特性相同。 根据

刚体动力学公式，单个质点转动惯量为

Ｊ ＝ ｍｒ２ （３）
　 　 离散质点的转动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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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
ｉ
Δｍｉｒ２ｉ （４）

式中： Δｍｉ 为第 ｉ个质点的质量；ｒｉ 为第 ｉ个质点到转

轴的距离。 因此，可以利用单个或多个质点方法实

现舵面惯性载荷等效模拟。
２） 气动载荷模拟

舵面气动载荷是指舵面所受到的气动力相对于

铰链轴的力矩

Ｈｅ ＝
１
２
ρＶ２ＳｅＣｈｅ，δδ （５）

式中： ρ为大气密度；Ｖ为来流速度；Ｓｅ 为舵面参考面

积；Ｃｈｅ，δ 为铰链力矩系数；δ 为舵偏角。 定义 Ｋｈｅ，δ 为

舵面刚度系数

Ｋｈｅ，δ ＝
１
２
ρＶ２ＳｅＣｈｅ，δ （６）

则舵面的铰链力矩变为关于舵面偏角 δ 的函数

Ｈｅ（δ） ＝ Ｋｈｅ，δδ （７）
　 　 在舵面偏角范围内 Ｃｈｅ，δ 近似为常值，故通过改

变弹簧的刚度系数即可模拟不同飞行状态下的舵面

刚度系数，舵面载荷模拟的硬件组成见图 ６。

图 ６　 舵面载荷模拟机构

２．３　 飞机运动仿真子系统

飞机运动仿真特性应尽可能与实际飞机相同，
运动仿真模型中须包含起落架动态特性、飞行控制

特性、大气特性、发动机特性、气动力特性、质量特

性。 运动仿真系统以飞机六自由度运动方程为基

础，采用面向组件的思想［２０］ 进行建模，可有效增强

平台通用性，模块组成见图 ７。 对于不同类型的飞

机，可根据需要对模型中相应组件进行更换。

图 ７　 飞机运动仿真组成

飞机六自由度方程是仿真运动最基本最重要的

数学模型。 它由一组非线性方程来描述，方程中包

含了质心运动方程、姿态运动方程、角度变换方程。
在刚性飞机的假设条件下，按体轴系描述的方程见

公式（８） ～ （９）。 公式（８）为飞机的运动学和角度变

化方程，公式（９）为飞机的动力学方程。 飞机受到

的合力及合力矩包括飞机重力、气动力、发动机推

力、起落架支撑力。 式中： ｍ 为飞机质量；Ｆｘ，Ｆｙ，Ｆｚ

为飞机上的合外力；Ｍｘ，Ｍｙ，Ｍｚ 为飞机上的合外力

矩；ｖｘ，ｖｙ，ｖｚ 为飞机体轴的线速度；ωｘ，ωｙ，ωｚ 为飞机

体轴的角速度。
ｄγ
ｄｔ

＝ ωｘ － ｔａｎυ（ωｙｃｏｓγ － ωｚｓｉｎγ）

ｄϕ
ｄｔ

＝ １
ｃｏｓυ

（ωｙｃｏｓγ － ωｚｓｉｎγ）

ｄυ
ｄｔ

＝ ωｙｓｉｎγ ＋ ωｚｃｏｓγ

ｄｘｄ

ｄｔ
＝ Ｖｘｄ

ｄｙｄ

ｄｔ
＝ Ｖｙｄ

ｄｚｄ
ｄｔ

＝ Ｖｚｄ

ｔａｎα ＝ －
Ｕｙｔ

Ｕｘｔ

ｓｉｎβ ＝
Ｕｚｔ

ｕ

ｓｉｎθ ＝
Ｖｙｄ

Ｖ

ｔａｎϕｓ ＝ －
Ｖｚｄ

Ｖｘｄ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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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ｄｖｘ
ｄｔ

＝ ｍ（ｖｙωｚ － ｖｚωｙ） ＋ ∑Ｆｘ

ｍ
ｄｖｙ
ｄｔ

＝ ｍ（ｖｚωｘ － ｖｘωｚ） ＋ ∑Ｆｙ

ｍ
ｄｖｚ
ｄｔ

＝ ｍ（ｖｘωｙ － ｖｙωｘ） ＋ ∑Ｆｚ

Ｉｘ
ｄωｘ

ｄｔ
＋ （ Ｉｚ － Ｉｙ）ωｙωｚ ＋ Ｉｘｙ ωｚωｘ －

ｄωｙ

ｄｔ
æ

è
ç

ö

ø
÷ ＝ ∑Ｍｘ

Ｉｙ
ｄωｙ

ｄｔ
＋ （ Ｉｘ － Ｉｚ）ωｚωｘ － Ｉｘｙ ωｙωｚ －

ｄωｘ

ｄｔ
æ

è
ç

ö

ø
÷ ＝ ∑Ｍｙ

Ｉｚ
ｄωｚ

ｄｔ
＋ （ Ｉｙ － Ｉｘ）ωｘωｙ ＋ Ｉｘｙ（ω２

ｙ － ω２
ｘ） ＝ ∑Ｍｚ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９）
　 　 通过对公式（８）和（９）的联合求解可求得飞机

运动的各类目标参数，飞机六自由度方程解算流程

见图 ８。

图 ８　 飞机六自由度解算流程

２．４　 数据采集处理子系统

数据采集处理子系统是地面试验平台的重要组

成部分。 首先，它应具备足够的采集通道及抗干扰

能力，能够完成试验中所有信号的同步采集。 其次，
要保证对模拟信号有足够高的采样频率以保证高频

信号不失真。 最后，它应具备对大量试验数据采集

和处理能力，并能进行在线和离线的数据分析显示。
本试验平台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构成见图 ９。

平台中采集处理子系统由数据存储计算机、曲线显

示计算机和信号采集计算机组成，各计算机间的数

据传输采用实时网络确保系统运行的实时性。 平台

中需要采集的数据包括铁鸟台架和人机接口子系统

的各类传感器信号、外界激励信号、飞行运动仿真数

据。 一般情况下外部激励信号频率范围约 ０～８ Ｈｚ，
角速度传感器扫频激励信号范围约 ０．１ ～ ４０ Ｈｚ，故
系统采样周期按 １ ｍｓ 要求进行设计。 信号采集计

算机安装有模拟输入 ／输出卡、计数器卡、数字 ＩＯ
卡、交流采集卡，可实现多通道数字与模拟信号采

集。 试验时根据传感器类型选择相应采集板卡接入

采样计算机即可。 同时该计算机内安装实时操作系

统和反射内存卡，利用反射内存卡可将处理后的数

据发送至实时网络供其他计算机使用。 数据存储计

算机安装有数据库管理系统，负责试验数据的保存、
查询、筛选与导出。 曲线显示计算机可根据用户设

置对选择的数据进行在线和离线的数据显示。

图 ９　 数据采集与处理

３　 平台验证实例

本文以某型电动通用飞机飞控系统纵向特性为

例，在平台上搭建试验环境，对平台功能及性能进行

验证，试验布置见图 １０。 座舱操纵机构采用 １ ∶ １
的全尺寸模型，铁鸟台架子系统完成飞机全尺寸外

形布置，飞行状态选取及试验设计参数见表 １。

图 １０　 某型飞机操纵系统试验布置

飞机运动仿真模型数据均经实测及风洞试验验

证。 试验中选用旋转编码器做为采样传感器对杆角

度及舵面偏转角度信息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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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舵面载荷系统设计参数

参数 数值

飞行高度 ／ ｍ １ ０００

飞行速度 ／ （ｋｍ·ｈ－１） １１０

升降舵质量 ／ ｋｇ ２．５５６

升降舵转动惯量 ／ （ｋｇ·ｍ２） ０．０４４ １

升降舵力矩系数 ／ ｒａｄ－１

升降舵面积 ／ ｍ２

０．６
０．５６

３．１　 纵向人感系统试验

人感系统死区是指操纵面偏度为零时，驾驶杆

或脚蹬的变化范围。 测试时采用人工方法保持驾驶

杆从前端－中立－后端平稳运动，升降舵角度为 ０ 时

对应的杆位移输入角度范围即为系统死区。 图 １１
是某电动飞机系统死区试验曲线，试验曲线的斜率

与设计曲线相同，通过试验曲线测得杆位移的死区

范围为±０．８°。

图 １１　 系统死区试验曲线

杆力－杆位移特性是指驾驶杆位移随驾驶力的

变化曲线。 试验时在前向和后向位移范围内各选取

６ 个状态点。 拉力设置范围 ０～６ ｋｇ，选取 １ ｋｇ 做为

拉力间隔。 启动力的测量受人主观感觉影响很大，
为减小测量误差，试验中规定 ３ 个人员独立测量，取
平均值，启动力测试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启动力测试结果

试验人员 前向启动力 ／ ｋｇ 后向启动力 ／ ｋｇ

１ 号 ０．６４ ０．６６

２ 号 ０．６０ ０．８０

３ 号 ０．７８ ０．９３

根据平台采集结果数据得到了杆力－杆位移特

性，见图 １２。 驾驶杆力－杆位移试验曲线与理论设

计曲线变化趋势一致。

图 １２　 杆力－杆角度（位移）曲线

３．２　 控制律试验

选取升降舵到飞机运动参数的开环时域特性进

行测试。 时域测试选取阶跃、脉冲和倍脉冲 ３ 种典

型输入［２１⁃２２］对平台的性能进行测试。
图 １３ 为驾驶杆做阶跃输入时飞机升降舵及俯

仰角速度响应曲线。 飞机首先调整至给定的平飞状

态，试验人员按照试飞科目规定进行驾驶杆阶跃输

入。 信号输入后升降舵舵偏阶跃至 １５°，并保持４ ｓ。
受俯仰阻尼特性影响，阶跃信号输入 １ ｓ 后俯仰角

速度达到最大值。 试验曲线的动态响应性能和静态

性能与理论分析相同。

图 １３　 飞机阶跃响应特性

为进一步验证平台性能，在驾驶杆端分别进行

单脉冲及倍脉冲输入，飞机升降舵及俯仰角速度变

化见图 １４～１５。 针对上述 ２ 种典型试验输入，升降

舵和俯仰角速度响应曲线特性和峰值与理论分析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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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飞机单脉冲响应　 　 　 　 　 　 　 　 　 　 　 　 　 图 １５　 飞机倍脉冲响应

３．３　 人在环试验

飞机在动态飞行尤其是紧急情况下，驾驶员主

要凭经验和感觉操纵飞机，通过视觉和触觉来感受

飞机响应，模拟飞机座舱外的景象是驾驶员判断飞

行品质十分重要的视觉信息。 试验时选取 ＣＣＡＲ２３
部中正常类飞机要求的起飞、上升、定常盘旋、上升、
下滑、着陆等基本机动动作，同时设置各种天气环境

进行多人次模拟飞行。 试验过程中系统平台及视景

显示运行流畅稳定，试验人员反应良好。
３．４　 小结

上述试验表明试验平台能够完成通用飞机飞行

控制系统的基本试验内容；图 １３ ～ １５ 舵面偏角 ／俯
仰角速度对杆角度采样数据变化趋势一致、数据合

理，表明平台数据采集与处理功能正确有效。 人在

环模拟试验中平台系统运行流畅，视景显示逼真，飞
机运动过程符合逻辑，运动参数符合预期，证明该平

台整体性能良好，运行稳定可靠。

４　 结　 论

１） 本文针对通用飞机飞控系统验证问题设计

了一种通用验证试验平台。 可满足通用飞机各种气

动布局及飞控系统形式研究试验需求，提高飞机研

发效率。 该平台成本低、通用性强，具有较高的工程

应用价值。
２） 基于该平台搭建了某型通用电动飞机飞行

控制系统测试环境，对其纵向特性进行试验测试，试
验结果表明平台各模块性能良好，通过 ３ 种典型输

入信号试验曲线表明该平台能够真实地模拟飞机飞

行特性。 该平台已应用于该型飞机的适航取证

工作。
３） 目前平台主要通过人工方式实现典型信号

输入，下一步将研究信号输入的自动化，实现正弦、
扫频等复杂激励下系统性能验证，提高平台验证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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