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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

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定方法，包括：基于悬

臂梁理论建立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

型；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

态，针对每个状态用高度尺测量机翼相对位移矢

量，同时用光纤光栅解调仪记录并计算各测点处

的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

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值，完成机翼形变测

量模型的标定。本发明克服了由于飞机机体结构

弹性变形基线动态变化导致的主子IMU相位中心

之间的基线存在柔性变化难以精确描述的难题，

不需要建立柔性基线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模型，即

可完成机翼形变测量模型标定后计算得到机翼

形变位移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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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一、基于悬臂梁理论建立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型；

步骤二、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态，针对每个状态用高度尺测量机

翼相对位移矢量，同时用光纤光栅解调仪记录并计算各测点处的波长变化量；

步骤三、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量得到的位移矢量和对应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

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值，完成机翼形变

测量模型的标定；

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机翼形变位移矢量和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化量关系参数

包括：

根据各形变状态下的机翼相对位移矢量Δy1,Δy2,...,Δyn和各测点对应光纤光栅传

感器波长变化量Δλ11 ,Δλ12,...,Δλ1m ,Δλ21 ,Δλ22,...,Δλ2m ,...,Δλn1 ,Δλn2,...,Δ

λnm，利用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即存在函数f(x1 ,x2 ,...,xn)＝k1x1+k2x2+ ...+knxn使得

计算得到

所述步骤一中，包括以下步骤：

得到机翼悬臂梁小段形变挠度ωi、转角qi与对应的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化量Δλi之

间的关系：

其中，li为机翼悬臂梁小段的长度，xi为每个小段上测点位置坐标，hi为悬臂梁小段的

厚度；

在机翼上建立坐标系X-Y-O，悬臂梁小段上建立坐标系x-y-o，与X-Y-O方向一致，同时

建立坐标系x'-y'-o，与悬臂梁小段初始方向一致；

Qi表示悬臂梁小段i相对于X-Y-O坐标系的转角，qi表示悬臂梁小段相对于坐标系x'-

y'-o的转角；通过坐标转换的方式计算得到机翼形变位移矢量Yi包括：

Qi＝Qi-1+qi

yi＝x′iQi-1+y′i

Yi＝Yi-1+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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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为X-Y-O坐标系下机翼的形变位移矢量，yi为x-y-o坐标系下悬臂梁小段的形变

位移矢量，x′i、y′i为x'-y'-o坐标系下悬臂梁小段在两个轴向的位移，通过叠加得到机翼形

变位移矢量，Yn即为机翼末端形变位移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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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定方法，

属于航空遥感技术领域，可用于基于高精度分布式POS的机载双天线InSAR系统干涉成像。

背景技术

[0002] 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nSAR)技术

通过将合成孔径雷达与微波干涉相结合，以不同视角下两幅或者多幅雷达复图像所形成的

干涉相位为信息源进行反演而得到地表三维地形及其变化信息。双天线InSAR由主天线和

辅天线组成，主辅天线相位中心之间的空间位移矢量(基线)的测量精度是影响InSAR干涉

成像精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对其进行精确测量。

[0003] 位置和姿态测量系统(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POS)是目前获取SAR

天线运动参数的主要手段，主要由惯性测量单元(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全球

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POS导航计算机和后处理软件组成，IMU通常

与SAR天线固定连接，用于测量三维线加速度和三维角速度，通过捷联解算和滤波算法将惯

性量测信息同GPS量测信息进行融合，从而连续、实时地获取天线相位中心的位置、速度和

姿态等全面的运动参数。分布式POS由一个主POS和多个子IMU组成，主POS由主IMU和GPS组

成且与InSAR主天线固定连接，安装于机腹位置。主POS的主IMU和GPS通过惯性/卫星组合导

航实现主天线相位中心运动信息的测量；子IMU与InSAR辅天线固定连接，并通过主POS至子

IMU传递对准实现辅天线相位中心运动信息的测量。但是，由于主辅天线之间基线的柔性变

化过程难以精确描述，使得主POS的位置和速度信息无法准确传递到子IMU，导致基线的测

量误差，进而影响InSAR干涉成像精度。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

及标定方法，针对机翼形变计算前需要对计算模型进行标定的问题，首先，基于悬臂梁理论

建立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型；其次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

态，针对每一状态用高度尺测量并计算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同时用光纤解调仪记录并计算

对应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的变化量；最后，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量得到的位移

矢量和对应各测点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

数值，完成机翼形变测量模型的标定。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具体实现：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定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基于悬臂梁理论建立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型；

[0008] 步骤二、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态，针对每个状态用高度尺测

量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同时用光纤光栅解调仪记录并计算各测点处的波长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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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三、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量得到的位移矢量和对应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

器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值，完成机翼

形变测量模型的标定。

[0010] 步骤一中，包括以下步骤：

[0011] 得到机翼悬臂梁小段形变挠度ωi、转角qi与对应的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化量Δ

λi之间的关系：

[0012]

[0013]

[0014] 其中，li为机翼悬臂梁小段的长度，xi为每个小段上测点位置坐标，hi为悬臂梁小

段的厚度；

[0015] 在机翼上建立坐标系X-Y-O，悬臂梁小段上建立坐标系x-y-o，与X-Y-O方向一致，

同时建立坐标系x'-y'-o，与悬臂梁小段初始方向一致；

[0016] Qi表示悬臂梁小段i相对于X-Y-O坐标系的转角，qi表示悬臂梁小段相对于坐标系

x'-y'-o的转角；通过坐标转换的方式计算得到机翼形变位移矢量Yi包括：

[0017]

[0018] Qi＝Qi-1+qi

[0019] yi＝xi'Qi-1+yi'

[0020] Yi＝Yi-1+yi

[0021] 其中，Yi为X-Y-O坐标系下机翼的形变位移矢量，yi为x-y-o坐标系下悬臂梁小段的

形变位移矢量，xi'、yi'为x'-y'-o坐标系下悬臂梁小段在两个轴向的位移。通过叠加得到机

翼形变位移矢量，Yn即为机翼末端形变位移矢量。

[0022] 步骤三中，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机翼形变位移矢量和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

化量关系参数包括：

[0023] 根据各形变状态下的机翼相对位移矢量Δy1,Δy2,...,Δyn和各测点对应光纤光

栅传感器波长变化量Δλ11,Δλ12,...,Δλ1m,Δλ21,Δλ22,...,Δλ2m,...,Δλn1,Δλn2,...,

Δλnm，利用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即存在函数f(x1 ,x2 ,...,xn)＝k1x1+k2x2+ ...+knxn使得

计算得到

[0024]

[0025] 本发明的原理：由于飞行过程中机体结构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弹性变形，使得主IMU

和子IMU相位中心之间的基线存在柔性变化，难以精确描述，故通过光纤光栅测量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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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翼形变。针对计算前需要对计算模型进行标定的问题，首先，基于悬臂梁理论建立光

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型；其次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态，针对

每一状态用高度尺测量并计算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同时用光纤解调仪记录并计算对应各测

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的变化量；最后，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量得到的相对位移矢量

和对应各测点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

值，完成机翼形变测量模型的标定。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方法克服了由于飞机机体结构弹性变形基

线动态变化导致的主子IMU相位中心之间的基线存在柔性变化难以精确描述的难题，不需

要建立柔性基线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模型，而是利用光纤光栅传感器测量，完成机翼形变测

量模型标定后计算得到机翼形变位移矢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

定方法的实施例一流程图。

[0028] 图2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

定方法的机翼形变位移矢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具体阐述，需要指出的是，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不限

于实施例所述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参考和借鉴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在本发

明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和设计，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0] 实施例一

[0031] 本发明实施例一提供了一种基于悬臂梁理论的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建模及标

定方法，在机翼上按照既定的布纤方案粘贴光纤光栅传感器，分别对每个测点进行分析。通

过使机翼由自然平直状态进行下垂，选取多个形变位置用高度尺进行测量，计算得到相对

于平直状态的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并且同时由光纤光栅解调仪测得相应的各测点光纤光栅

传感器的波长变化量。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得的多组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及对应各测点

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出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值。具体的，如图1

所示，该方案包括以下步骤：

[0032] 步骤一、基于悬臂梁理论建立光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型；

[0033] 步骤二、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态，针对每个状态用高度尺测

量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同时用光纤光栅解调仪记录并计算各测点处的波长变化量；

[0034] 步骤三、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量得到的位移矢量和对应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

器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值，完成机翼

形变测量模型的标定。

[0035] 步骤一中，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将机翼模型分为多个悬臂梁小段，每一小段长为li，测点位置为xi，梁厚度为

hi。

[0037] 由材料力学知，矩形悬臂梁末端集中受力F作用下的挠度和点x处的弯矩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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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其中，ω为挠度，F为受力，EI为抗弯刚度，l为悬臂梁长度，M为弯矩。

[0040] 应力应变关系式为

[0041]

[0042] 其中，ε为应变，σ为应力，E为弹性模量。

[0043] 应力与弯矩之间的关系式为

[0044]

[0045] 其中，W为抗弯截面模量，对于矩形悬臂梁，其抗弯截面模量为

[0046]

[0047] 其中，I为惯性矩，h为梁的厚度。

[0048] 综合以上各式有：

[0049]

[0050] 所以

[0051]

[0052] 则点x处的挠度计算公式为

[0053]

[0054] 综合以上各式建立机翼悬臂梁小段点xi处挠度与测点位置的应变值的关系式为

[0055]

[0056] 又由光纤光栅传感器性质知应变值与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化量存在如下关系

式

[0057]

[0058] 得到机翼悬臂梁小段形变挠度ωi、转角qi与对应的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化量Δ

λi之间的关系：

[0059]

[0060] 其中，li为机翼悬臂梁小段的长度，xi为每个小段上测点位置坐标，hi为悬臂梁小

段的厚度；ωi为第i个悬臂梁小段在测点xi处的挠度，Δλi为测段粘贴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相

对波长变化量，λi为光纤光栅传感器的原始波长，i＝1,2,...,m。

[0061] 同时悬臂梁小段的转角为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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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在机翼上建立坐标系X-Y-O，悬臂梁小段上建立坐标系x-y-o，与X-Y-O方向一致，

同时建立坐标系x'-y'-o，与悬臂梁小段初始方向一致；

[0064] Qi表示悬臂梁小段i相对于X-Y-O坐标系的转角，qi表示悬臂梁小段相对于坐标系

x'-y'-o的转角；如图2中所示，则有

[0065] X0＝x0,Y0＝y0,Q0＝q0

[0066] 通过坐标转换的方式计算得到机翼形变位移矢量Yi包括：

[0067]

[0068] Qi＝Qi-1+qi

[0069] yi＝xi'Qi-1+yi'

[0070] Yi＝Yi-1+yi

[0071] 其中，Yi为X-Y-O坐标系下机翼的形变位移矢量，yi为x-y-o坐标系下悬臂梁小段的

形变位移矢量，xi'、yi'为x'-y'-o坐标系下悬臂梁小段在两个轴向的位移。通过叠加得到机

翼形变位移矢量，Yn即为机翼末端形变位移矢量。

[0072] 步骤三中，线性最小二乘拟合机翼形变位移矢量和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变

化量关系参数包括：

[0073] 将机翼依次放置为n个不同的形变状态，针对每个测点在每个形变状态稳定时用

高度尺测量机翼形变位移矢量，同时光纤光栅解调仪记录下各测点光纤光栅传感器的波长

变化量，计算出机翼形变状态改变时机翼相对位移矢量Δy1,Δy2,...,Δyn和对应的各测

点波长相对变化量Δλ11,Δλ12,...,Δλ1m,Δλ21,...,Δλ2m,...,Δλn2,...,Δλnm。

[0074] 根据步骤一中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步骤二中测量得到的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和对应

各测点波长变化量进行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即假定存在函数f(x1 ,x2 ,...,xn)＝k1x1+k2x2

+...+knxn使得

[0075]

[0076] 则有 即

[0077]

[0078] 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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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写成矩阵形式为

[0081]

[0082] 解得

[0083]

[0084] 本发明的原理：由于飞行过程中机体结构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弹性变形，使得主IMU

和子IMU相位中心之间的基线存在柔性变化，难以精确描述，故通过光纤光栅测量的方式来

计算机翼形变。针对计算前需要对计算模型进行标定的问题，首先，基于悬臂梁理论建立光

纤光栅机翼形变测量的标定模型；其次将机翼依次放置为多个不同的静态形变状态，针对

每一状态用高度尺测量并计算机翼相对位移矢量，同时用光纤解调仪记录并计算对应各测

点光纤光栅传感器波长的变化量；最后，根据建立的标定模型和测量得到的相对位移矢量

和对应各测点波长变化量，通过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得到机翼形变测量标定模型中的参数

值，完成机翼形变测量模型的标定。

[0085]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高精度分布式位置姿态测量系统(Pos i ti o n  a nd 

Orientation  System，POS)的机载双天线干涉合成孔径雷达(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nSAR)基线形变标定方法，可用于基于高精度分布式POS的机载双天线

InSAR系统干涉成像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方法克服了由于飞机机体结构弹性变

形基线动态变化导致的主子IMU相位中心之间的基线存在柔性变化难以精确描述的难题，

不需要建立柔性基线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模型，而是利用光纤光栅传感器测量，完成机翼形

变测量模型标定后计算得到机翼形变位移矢量。

[0086]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并非局限于上述实施例，任何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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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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