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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初始参考翼型以及机翼相关形状参数，确定设计工况；

步骤2：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与系统级优化模型；

步骤3：使用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建立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

型；气动学科网格密度是计算成本与计算精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气动分析模型中使用粗

网格建立低精度分析模型，使用细网格建立高精度的分析模型；

步骤4：使用试验设计方法分别生成Nh个高精度样本点和Nl个低精度样本点；样本点数

量与系统级优化设计变量维度nv相关；其中低精度样本点中需包含所有的高精度样本点；

步骤5：调用步骤3中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得步骤4中的Nh

和Nl个样本点处的模型响应值，存储高、低精度样本点信息；

步骤6:使用模型融合方法将高、低精度样本点信息进行融合，建立代理模型；所述的代

理模型为由修正模型的代理模型与误差模型的代理模型组成的融合模型ys(x)；

步骤6的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步骤6.1：根据高精度样本以及相应的低精度样本信息，使用最小二乘法获得低精度大

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样本点的修正因子如式(1)所示：

其中：Nh为高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样本点个数；yh(xi)为高精度气动结

构耦合分析模型的响应值，yl(xi)为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响应值，所述的响应值

包括升阻比、结构质量，结构最大应力，结构最大位移；ρ0、ρ1为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

型样本点的修正因子，每一个响应值均有自己对应的修正因子；

步骤6.2：使用步骤6.1中的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的修正因子对所有低

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进行修正，基于修正后的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

样本信息使用Kriging方法构造代理模型，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修正模型yls(x)

表示为：

yls(x)＝ρ0+ρ1yl(x)       (2)

其中yl(x)为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的响应值，使用式(2)对所有低精度

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数据进行修正获得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修正模

型yls(x)；使用Kriging方法完成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修正模型yls(x)的代理模型

yss(x)构造；

步骤6.3：计算步骤5中高精度气动耦合分析模型与步骤6.2中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

析模型的修正模型之间的误差值δ(xi)，误差值δ(xi)通过式(3)计算获得：

δ(xi)＝yh(xi)-yls(xi)＝yh(xi)-[ρ0+ρ1yl(xi)](i＝1,2,3…Nh)   (3)

基于误差信息δ(xi)，使用Kriging方法，完成误差模型的代理模型δs(x)的构造；

步骤6.4：构建由步骤6.2中的修正模型的代理模型yss(x)与步骤6.3中的误差模型的代

理模型δs(x)组成的融合模型ys(x)，如式(4)所示：

ys(x)＝yss(x)+δs(x)     (4)

所述的融合模型ys(x)为高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代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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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基于步骤6中所建立的融合模型ys(x)，使用罚函数处理问题中的复杂约束，使用

优化算法进行系统优化问题求解，得到基于当前融合模型ys(x)的最优解

所述的罚函数如式(5)所示：

F(x)＝f(x)+M*P(x)M＞0

其中：F(x)为处理后的优化目标，f(x)为原始优化目标，M为惩罚因子，P(x)为约束违背

度，gi(x)为不等式约束，hi(x)为等式约束，m为不等式约束个数，l为约束总个数；

步骤8：调用步骤3中的高精度的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得步骤7中的

融合模型的最优解 处的真实响应值；计算最优解的真实响应值与融合模型的差值，根据

差值大小判定该优化结果是否可信；若不可信则返回步骤4，增加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

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数量，重复步骤5、6、7、8，直至获得可信的优化结果，若可信则输

出最优设计结果，即完成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的大展弦比机翼的高效优化设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具体实现方法为，

步骤2.1：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

为了能够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质量，在结构分析过程中对机翼的

每个结构组件进行尺寸优化；设计变量包括蒙皮厚度、腹板厚度、凸缘半径、腹板厚度、凸缘

半径；优化目标为结构质量最小；约束条件为满足最大应力约束和最大位移变形约束；结构

学科的优化在结构学科分析模型中实现；

步骤2.2：根据需求建立系统级优化模型；

系统级优化中选几何设计参数为设计变量，所述的设计变量包括展弦比、根梢比、后掠

角，并根据需求确定其上下限；以升阻比最大，结构质量最小为优化目标，约束条件包括结

构最大应力小于许用应力、结构最大位移小于许用位移以及机翼面积不变。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3中通过气动学科网格密度的疏密程度实现计算精度与计算成本的协调，建立

高、低精度的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为实现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的高效性，步骤4中所述的试

验设计方法使用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方法。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4中样本点数量根据理论分析、实验或经验值而定，取Nh＝(nv+3)*(nv+2)，4Nh≤Nl

≤6Nh。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7中使用优化算法进行系统优化问题求解选遗传算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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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属于飞行器总

体优化设计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大展弦比机翼具有升阻比大、翼内容积大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高空无人机、太阳

能飞机、大型洲际客机等飞行器中。这类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大展弦比机翼受到气动载荷

的影响，发生结构变形，变形幅度对气动性能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对大展弦比机翼进行

分析设计时需要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针对气动结构耦合问题，可将流体力学和结构力

学作为单学科独立求解，并通过软件调度技术实现跨学科数据交互，迭代求解实现耦合分

析。为提高耦合分析精度，常采用高精度分析方法如计算流体力学方法(CFD)和有限元分析

方法(FEA)分别对两个单学科进行分析求解。然而，高精度分析模型在提高分析精度和可信

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计算耗时的问题，虽然当今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

调用高精度分析模型完成一次迭代求解仍然极其耗时。例如使用CFD模型完成一次气动仿

真分析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亦为反复迭代的过程，在优化过

程中往往需要上千次调用高精度耦合分析模型，进一步增加设计成本，致使优化设计效率

非常低下。

[0003]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对应用到的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进行

具体介绍。

[0004] 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

[0005] 随着机翼展弦比的增加，机翼的柔性不断增加，其气动性能与结构性能之间的耦

合现象也越明显。而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的关键则是气动与结构学科之间的信息传递。

在现有成熟的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中，常使用三维插值方法来实现气动分析结果向结构

学科传递，同时根据变形后机翼的前后缘上控制点的坐标来确定更新机翼的几何外形，重

新进行气动学科分析，完成结构学科分析结果向气动学科的传递。另一方面，在气动结构耦

合建模中，气动学科网格的疏密程度往往控制着整个耦合分析模型的计算成本与模型精

度。加大网格密度，可以提高分析模型精度，但同时也会增加计算成本。相反，降低网格密度

则会降低计算精度减少计算成本。

[0006] 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0007] 步骤1.使用基于UG二次开发的模型参数化技术，建立/更新机翼参数化模型。几何

模型参数化的参数包括几何设计变量展弦比、根梢比、后掠角、翼型参数以及用于定量表示

结构外形变形量的机翼前后缘位置控制点的坐标信息。参数化完成后输出几何外形文件用

于后续分析使用，一般为step格式或者igs格式。

[0008] 步骤2.使用CFD建立气动分析模型。输入几何外形文件、气动分析工况信息包括马

赫数、攻角，输出气动分析结果包括升力、阻力信息以及气动力分布文件。可采用Gambit进

行网格绘制，使用Fluent进行气动分析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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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3.使用FEA方法建立结构学科分析模型，使用Patran进行前处理，Nastran作

为后处理。输入几何外形文件、使用PCL语言进行材料属性、单元属性定义以及气动力加载

等相关分析优化设定。Nastran中自带的SQP优化器可实现结构学科优化。最终输出结构分

析结构包括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以及机翼前后缘控制点的坐标信息。

[0010] 步骤4.若是第一次分析则将变形后的控制点坐标信息输入模型参数化模块，重复

步骤2、3、4，若非第一次分析，则计算相对位移量，相对位移量η的计算如式(1)所示。当相对

位移量小于0.01，迭代结束，输出此时气动分析结果，包括升阻比、质量、最大应力、最大位

移、以及结构学科变量的优化结果；当相对位移量大于0.01，则重复步骤1、2、3、4，直至相对

位移量小于0.01，迭代结束。

[0011]

[0012] 式(1)中i表示第i次分析，i-1表示第i次分析的上一次分析。

发明内容

[0013] 针对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过程中，考虑气动结构耦合时计算成本过高的问题，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实现大展弦比机翼的高效优化设计，具有如

下优点：使用模型融合方法对高、低精度分析模型信息进行有效融合，充分利用低精度模型

信息保证融合模型的精度，减少高精度分析模型的调用次数，从而降低计算成本，提高大展

弦比机翼的优化设计效率。

[001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5]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根据设计要

求选择初始参考翼型以及机翼相关形状参数，确定设计工况；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

化模型与系统级优化模型，并使用罚函数法处理复杂约束；使用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建

立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使用试验设计方法分别生成高、低精度

样本点；分别调用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取高、低精度样本信息

并存储；使用模型融合方法，将高精度与低精度模型信息进行融合，建立代理模型实现模型

精度与计算成本的综合协调；基于当前代理模型使用优化方法进行优化求解，根据最优解

处的真实响应值与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代理模型值的差值判定优化结果是否可信，若不可

信则返回重新构造融合模型进行优化求解，若可信则输出最优设计结果，即完成考虑气动

结构耦合问题实现大展弦比机翼的高效优化设计。

[0016]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17] 步骤1：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初始参考翼型以及机翼相关形状参数，确定设计工况。

[0018] 所述的设计工况包括马赫数与攻角。

[0019] 步骤2：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与系统级优化模型。

[0020] 步骤2.1：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

[0021] 为了能够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质量，在结构分析过程中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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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的每个结构组件进行尺寸优化。设计变量包括蒙皮厚度、腹板厚度、凸缘半径、腹板厚度、

凸缘半径；优化目标为结构质量最小；约束条件为满足最大应力约束和最大位移变形约束。

结构学科的优化在结构学科分析模型中实现。

[0022] 步骤2.2：根据需求建立系统级优化模型。

[0023] 系统级优化中选几何设计参数为设计变量，所述的设计变量包括展弦比、根梢比、

后掠角，并根据需求确定其上下限；以升阻比最大，结构质量最小为优化目标，约束条件包

括结构最大应力小于许用应力、结构最大位移小于许用位移以及机翼面积不变。

[0024] 步骤3：使用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建立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

析模型。气动学科网格密度是计算成本与计算精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气动分析模型中使

用粗网格建立低精度分析模型，使用细网格建立高精度的分析模型。

[0025] 步骤3中通过气动学科网格密度的疏密程度实现计算精度与计算成本的协调，建

立高、低精度的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

[0026] 步骤4：使用试验设计方法分别生成Nh个高精度样本点和Nl个低精度样本点。样本

点数量与系统级优化设计变量维度nv相关。其中低精度样本点中需包含所有的高精度样本

点。

[0027] 为实现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的高效性，步骤4中所述

的试验设计方法优选使用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方法。

[0028] 样本点数量根据理论分析、实验或经验值而定，优选取Nh＝(nv+3)*(nv+2)，4Nh≤Nl

≤6Nh。

[0029] 步骤5：调用步骤3中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得步骤4

中的Nh和Nl样本点处的模型响应值，存储高、低精度样本点信息。

[0030] 步骤6:使用模型融合方法将高、低精度样本点信息进行融合，建立代理模型。所述

的代理模型为由修正模型的代理模型与误差模型的代理模型组成的融合模型ys(x)。

[0031] 步骤6的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0032] 步骤6.1：根据高精度样本以及相应的低精度样本信息，使用最小二乘法获得低精

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样本点的修正因子如式(2)所示：

[0033]

[0034] 其中：Nh为高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样本点个数；yh(xi)为高精度气

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响应值，yl(xi)为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响应值，所述的响

应值包括升阻比、结构质量，结构最大应力，结构最大位移；ρ0、ρ1为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

析模型样本点的修正因子，每一个响应值均有自己对应的修正因子。

[0035] 步骤6.2：使用步骤6.1中的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的修正因子对所

有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进行修正，基于修正后的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

模型样本信息使用Kriging方法构造代理模型，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修正模型

yls(x)表示为：

[0036] yls(x)＝ρ0+ρ1yl(x)   (3)

[0037] 其中yl(x)为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的响应值，使用式(3)对所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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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数据进行修正获得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修

正模型yls(x)。使用Kriging方法完成低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修正模型yls(x)的代理

模型yss(x)构造。

[0038] 步骤6.3：计算步骤5中高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与步骤6.2中低精度

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修正模型之间的误差值δ(xi)，误差值δ(xi)通过式(4)计算获得：

[0039] δ(xi)＝yh(xi)-yls(xi)＝yh(xi)-[ρ0+ρ1yl(xi)])i＝1,2,3…Nh)   (4)

[0040] 基于误差信息δ(xi)，使用Kriging方法，完成误差模型的代理模型δs(x)的构造。

[0041] 步骤6.4：构建由步骤6.2中的修正模型的代理模型yss(x)与步骤6.3中的误差模型

的代理模型δs(x)组成的融合模型ys(x)，如式(5)所示：

[0042] ys(x)＝yss(x)+δs(x)   (5)

[0043] 所述的融合模型ys(x)为高精度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代理模型。

[0044] 步骤7：基于步骤6中所建立的融合模型ys(x)，使用罚函数处理问题中的复杂约

束，使用优化算法进行系统优化问题求解，得到基于当前融合模型ys(x)的最优解

[0045] 所述的罚函数如式(6)所示：

[0046] F(x)＝f(x)+MP(x)M＞0

[0047]

[0048] 其中：F(x)为处理后的优化目标，f(x)为原始优化目标，M为惩罚因子，P(x)为约束

违背度，gi(x)为不等式约束，hi(x)为等式约束，m为不等式约束个数，l为约束总个数。

[0049] 步骤7中使用优化算法进行系统优化问题求解优选遗传算法求解。

[0050] 步骤8:调用步骤3中的高精度的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得步骤7

中的代理模型的最优解 处的真实响应值。计算最优解的真实响应值与代理模型值的差

值，根据差值大小判定该优化结果是否可信。若不可信则返回步骤4，增加低精度大展弦比

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数量，重复步骤5、6、7、8，直至获得可信的优化结果，若

可信则输出最优设计结果，即完成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的大展弦比机翼的高效优化设

计。

[0051] 有益效果：

[0052] 1、针对大展弦比机翼设计时需要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导致优化设计过程计算

成本难以承受的问题，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

法，通过网格密度控制实现分析模型精度与计算成本的综合协调。

[0053] 2、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使用模型

融合方法将高、低精度模型信息高效融合，在满足设计精度要求的同时，减少高精度分析模

型的调用量，降低计算成本，提高大展弦比机翼的设计效率。

[0054] 3、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使用罚函

数的方式对复杂约束问题进行处理，实现了优化设计过程的简洁与便利。

[0055] 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使用最优

解的真实响应值与代理模型值的差值进行最优结果的可靠度判定，完成优化流程的更新与

迭代。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07391891 B

8



[0056] 5、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利用

Kriging代理模型方法，高效地完成修正模型的代理模型与误差模型的代理模型的构造，进

而使高、低精度模型信息更有效地融合。

[0057] 6、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使用遗传

算法进行优化求解，能够避免优化求解中出现无解的情况，提高工程优化设计问题的求解

可行性。

附图说明

[0058] 图1为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流程图；

[0059] 图2为考虑气动结构耦合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流程图；

[0060] 图3为气动学科高、低精度网格对比图，

[0061] 其中图3a为高精度分析模型网格，图3b为低精度分析模型网格；

[0062] 图4为模型融合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3]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优点，下面通过具体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

计实例，并结合附图与表格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64] 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流程图如

图2所示，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0065] 步骤1：选取层流翼型NACA64A816作为基准初始翼型、设计工况为飞行马赫数Ma＝

0.64，攻角α＝2°机翼形状由系统变量的初始值确定，具体如表2所示。

[0066] 步骤2：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与系统级优化模型。

[0067] 步骤2.1：根据需求建立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

[0068] 在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中对机翼的每个结构组件进行尺寸优化。选择每个翼盒的

蒙皮厚度(Tskin)、每个翼肋的腹板厚度(Trib)、每个翼肋的凸缘半径(Rrib)、每个翼梁的腹板

厚度(Tspar)，每个翼梁的上下凸缘半径(Rspar)，作为结构学科优化设计变量。约束条件包括

结构最大应力σmax小于许用应力100MPa、结构最大位移δmax小于许用位移900mm。结构优化目

标为机翼的结构质量W最小。结构学科的优化在结构学科分析模型中实现。结构优化模型如

下式(7)所示。

[0069]

[0070] 其中，xstruc为结构学科优化设计变量，xstruclb和xstrucub分别为结构设计变量的上

限与下限，设计变量取值如表1所示。

[0071] 表1结构设计变量及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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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步骤2.2：根据需求建立系统级优化模型。

[0074] 系统级优化中选几何设计参数为设计变量，所述的几何设计参数包括展弦比、根

梢比、后掠角，并根据需求确定其上下限，如表2所示；以结升阻比D/L最大，结构质量W最小

为优化目标，约束条件包括结构最大应力σmax小于许用应力100MPa、结构最大位移δmax小于

许用位移900mm以及机翼面积不变恒定为50.17m2。系统级优化模型如式(8)所示。

[0075] min  F(X)＝1/2×Cweight+1/2×CD/L

[0076]

[0077]

[0078] s.t.σmax≤100Mpa   (8)

[0079] δmax≤900mm

[0080] Xlb≤X≤Xub

[0081] S＝50.17m2

[0082] F(X)为综合优化目标，由两个优化目标结构质量W与升阻比D/L线性加权所得，在

本算例中两个优化目标的权重相同即均取为1/2。由于每个目标的数量级均不相同，使用初

始机翼的结构质量Wbaseline和初始机翼的升阻比(D/L)baseline分别对优化目标结构质量与升

阻比做归一化处理，获得归一化后的目标函数响应值Cweight和CD/L。X为设计变量，Xlb和Xub分

别为设计变量的上下限，具体取值如表2所示。

[0083] 表2系统级设计变量及变化范围

[0084]

[0085] 步骤3：使用气动结构耦合建模技术建立高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

和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在该步骤中，通过网格绘制密度调整实现

高、低精度分析模型的区分。本实施例中，高精度网格密度为低精度的两倍，如图3所示。在

结构学科分析模型中，结构学科的有限元模型单元属性定义如表3所示，使用Nastran自带

的SQP优化器完成结构学科的优化，其优化模型为步骤2.1中结构学科的优化模型所述。

[0086] 表3有限元模型单元属性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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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步骤4：使用拉丁超立方试验设计方法生成高精度模型样本点和低精度模型样本

点。在本发明中，计算成本以CPU计算时间计算。通过实验统计，每次高精度分析模型需要约

20分钟，每次低精度分析模型的计算成本约为3分钟。针对模型融合方法生成30个高精度样

本点和130个低精度样本点。为了进行效率对比，同时生成50个高精度样本点(计算成本约

为30次高精度分析和130次低精度分析之和)用于构造使用传统方法的代理模型。

[0090] 上述的使用传统方法构造代理模型在本实施案例中为单独使用Kriging方法直接

构造高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代理模型。

[0091] 步骤5：调用步骤3中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得步骤4

中的30个高精度样本点和130个低精度样本点处的模型响应值，存储高、低精度大展弦比机

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信息。为了进行效率对比，需同时获得50个用于构造基于

传统方法的代理模型的高精度样本点处的模型响应值。

[0092] 步骤6:使用模型融合方法将步骤5中的30个高精度样本点信息与130个低精度样

本点信息进行融合，建立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高精度大展弦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

代理模型。其具体流程图如图4所示。同时，使用50个高精度样本点信息基于传统方法直接

构造高精度大展弦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的代理模型。

[0093] 步骤7：基于步骤6所建立的利用模型融合方法建立的代理模型与传统方法方法构

造的代理模型，使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对于该优化问题中的复杂约束使用罚函数的方式

进行处理，惩罚因子取为1000。分别得到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最优解和基于传统方法的最

优解。

[0094] 步骤8:调用步骤3中的高精度的大展弦比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获得步骤7

中的代理模型的最优解 处的真实响应值。计算最优解的真实响应值与代理模型值的差

值，根据差值大小判定该优化结果是否可信。若不可信则返回步骤4，增加低精度大展弦比

机翼气动结构耦合分析模型样本点数量，重复步骤5、6、7、8，直至获得可信的优化结果，若

可信则输出最优设计结果，即完成考虑气动结构耦合问题的大展弦比机翼的高效优化设

计。

[0095] 统计系统优化结果如表4所示，结构学科优化结果如表5所示。

[0096] 表4三维机翼系统优化结果

[0097]

[0098] 观察表4，对比使用两种方法的优化设计结果，可发现升阻比有较小改善，但结构

质量变化明显。使用本发明中的优化设计方法，质量降低54％，而传统方法的优化结果中质

量仅仅降低4％。使用本发明方法后的归一化后的综合优化目标值为0.7258，远小于相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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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成本下传统方法的优化结果。同时使用本发明优化设计方法时真实目标值与代理模型值

的差值较小，说明本发明的的优化设计方法具有更高的精度。通过实验结果对比，得出本发

明的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在相同计算成本情况下不仅模型精度更高，且具有更好的优化

设计结果。因此，采用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于模型融合方法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

进行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可以在保证精度同时，减少高精度分析模型的调用量，从而降

低计算成本，提高大展弦比机翼的优化设计效率。

[0099] 表5三维机翼结构优化结果

[0100]

[0101] 根据前述具体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实例分析可见，本发明能够实现预期的发明目

的，相比于传统的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方法，本发明有助于提高大展弦比机翼优化设计

结果与设计质量；另一方面，涉及大展弦比机翼高精度分析模型的优化问题，本发明还能大

大提高的优化效率，降低优化设计成本，缩短优化设计周期。

[0102] 以上所述的具体描述，对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说

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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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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