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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歼八飞机机体结构设计的四个问题 

赵智明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5) 

摘 要：对歼八飞机结构设计中出现的4个难点问题 (机翼四梁接头耳片、原型机腹鳍、减速板、机尾罩尾 

尖)做一探讨性浅析。 

关键词：高应力水平；振动；气动弹性行为；热应力；蠕变 

中图分类号：V222 文献标识码：A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our Problems in the F—8 

Airframe Structure Design 

ZHAO Zhi—-ruing 

(Shenyang Aircraft Design&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 10035，China) 

Abstract：A preliminary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intractable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four structural 

members(joint lug for No．4 spar in the wing，prototype ventral fins，speed brake，and tail~ifing 

tip)in the F-8 airframe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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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八飞机自1964年开始方案论证至今已4O 

余年，经过歼八人艰苦努力，形成系列，为国防 

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也难免有不足之处。如机体结构设计方 

面尚有力不从心之处。根据本人见解略做一浅析， 

供世人参考，目的是吸取教训，警世后人。 

l 机翼四梁接头低寿命的困扰 

机翼四梁对应机身47框分别按原准机米格一 

21仿设计，发现机身47框刚度不足，与机翼四梁 

刚度不匹配。原因是四梁结构高度随机翼面积增 

大而相应增加，其传来的载荷也成倍增长，但47 

框因安装发动机的空间要求，使结构高度无法增 

加，所以提出减少四梁接头传来的载荷，即降低 

四梁接头刚度。 

收稿日期：2008-10—04；修订日期：2008—11-06 

机翼四梁与其主梁构成机翼后盒段，与机身 

47框、42框相连，所以盒段弯矩传递是双路传 

载。四梁减少的传递载荷可通过机翼蒙皮剪力场 

转移到主梁上，而主梁又有这个潜力。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方法，最简单而直 

接的方法是同步降低机身机翼连接接头的高度， 

甚至使其接近铰支点而传递弯矩趋近于零。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机身 47框接头高度不 

变，只是降低机翼四梁接头高度，用加大四梁接 

头衬套耳片突台厚度来填补间隙空问。原准机衬 

套耳片突台厚度为2 mm，而歼八飞机上下衬套突 

台厚度分别增大到7 mm和 12 mm，结果造成四 

梁接头下耳片承载严重偏心力矩，如图l所示。 

四梁下耳片受拉伸载荷，其衬套突台厚达12 

mm，本来耳片传载就存在应力集中现象，即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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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内缘拉伸应力水平高于外缘拉伸应力水平。而 

偏心力矩又叠加一个拉伸应力到耳片的下面，使 

其孑L内缘拉伸应力水平急剧提高。1989年的一次 

机翼四梁疲劳试验中，其9级载荷谱的第二级载 

荷就使耳片进入塑性(占最大载荷的38％)，经反 

推其偏心应力占整个应力的3／4左右，可见其严 

重性。 

造成这种局面是1975—1976年对机翼四梁接 

头做过一次极限设计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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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1 机翼四梁接头 

众所周知，极限设计是针对一次性加载，如 

静力试验或其他工程静载设计。而飞机在使用载 

荷下是重复加载状态，当然早期飞机设计也采用 

过极限设计，但那时对材料疲劳承载特性缺乏认 

识，而且也是在多路传载条件下，四梁接头在已 

经分配一定数量弯矩载荷下属于单路传载。即便 

多路传载，也属于均匀传载构件，没有人敢在高 

度应力集中构件上开玩笑。 

所以，几乎在极限设计研究的同时，开始开 

展四梁疲劳寿命试验研究。 

在全机疲劳寿命试验中成为全机疲劳寿命控 

制点，1 500飞行小时寿命，下耳片出现裂纹(与 

四梁部件寿命试验十分相近)，不得已，卸下衬 

套，铰去裂纹(由原4,31 mm铰至4,32．6 ITIITI)，并 

喷丸，换新衬套，再继续试验，才凑够3 000飞 

行小时寿命指标。 

在 “歼八系列飞机机翼四梁结构件疲劳试验 

研究”报告(定型归档)中提到喷丸的效果能提高 

试验寿命 l一3倍，这等于将后半 l 500小时飞行 

寿命画上问号。因为喷丸效应会因环境(时间、温 

度)发生松弛而失效。虽然当时国内规范尚无说 

明，但英国规范AP-970早有明确规定，“喷丸只 

作为服役飞机的储备，在寿命试验中禁止使用”。 

由上述可见，机翼四梁接头极限设计的后果 

是降低了飞机寿命 1 500飞行小时(因它是一个不 

可拆卸的重要受力构件)，歼八定寿准则是疲劳 

设计方法，唯有这个接头却破例引用破损安全准 

则，将寿命凑够到3 000飞行小时，而且为了这 

个短寿的接头，从70年代中期直到最后定寿，结 

构强度人员反复做过大量试验补救，来保驾这个 

极限设计的苦果，因极限设计结构既定，无力回 

天。从技术上看，它明显地属于一个严重设计错 

误，后人应引以为戒。 

为了改进这个设计，当然可以应用前述 47 

框、四梁接头耳片高度同步降低的方法，但这样 

要做相当多的试验来满足原载荷分配关系，因此 

建议将四梁接头上下耳片颠倒过来，原结合螺栓 

不变，将会保持原传递弯矩载荷不变。如此估计 

两个耳片均可降低其拉伸应力约 1／4左右，可按 

原四梁试验方法做一次疲劳寿命试验。如能满足 

3 000飞行小时就可以了，不需要做更高的要求。 

好处是可以沿用歼八飞机原全机疲劳寿命试验的 

整体成果。 

2 歼八 I型(包括全天候型)双腹鳍振动 

原准机米格-21机身相应部位下方中间有一 

个单腹鳍，结构相似，其正前方也有一个减速板， 

但其腹鳍没有发生过振动或损伤。歼八采用双发 

动机并列，机身宽度加大。为补充垂尾面积不足， 

采用左右两个腹鳍，分别外斜25。，如图2所示。 

早期就发现因振动而产生结构损伤，如： 

(1)铆钉头裂纹及个别掉渣； 

(2)顺航向铆钉墨迹线； 

(3)连接机身外蒙皮的型材裂纹及其连接螺 

钉头断裂。 

经过多次修改，局部加强，效果相反，如框 

板裂纹，腹鳍连接框板角盒的铆钉剪断，下壁板 

内部增加对应腹鳍的纵向型材反而产生机身下壁 

板裂纹等。在动载荷作用下，结构局部刚度加强 

引起相邻薄弱结构件的连接区破坏是因应力集中 

而破坏的正常现象。这也证明振动是不能用加强 

的方法解决，而只能是排振。 

1988～1989年最后一次重大排振修改，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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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歼／ I型飞机双腹鳍 

改措施为： 

(1)腹鳍外表面喷涂粘弹性材料； 

(2)腹鳍隔板直接插入机身下壁板蒙皮与框 

板相连，目的是增加传剪切载荷能力； 

(3)在腹鳍区壁板蒙皮外面补加加强垫板。 

修改前实测过振动过载200—300 G，修改后 

再实测振动过载仍是200—300 G，振动仍未排除 

掉。明显地，这仍然是一个加强方案。 

从薄壁结构力学观点看，腹鳍作为一个平板 

部件与机身下壁通过连接角型材相连，其传递切 

向剪力载荷到机身上的刚度、强度足足有余，而 

且腹鳍隔板通过角盒与框板相连，从未发生过断 

裂或裂纹。至于粘弹性材料在于防噪声，从原准 

机情况看，没有任何噪声损伤痕迹。对于歼八飞 

机，首先损伤的是螺栓头，而相连机身下壁蒙皮 

铆钉从无任何损伤。可见腹鳍上的铆钉损伤是其 

振动产生的铆钉与钉孔之间的变形摩擦所致，其 

墨迹线就是在潮湿空气中铝合金摩擦氧化的产物。 

那么歼八 I型机腹鳍为什么振动?为什么低 

空大表速打开减速板振动? 

为什么屡次用加强的方法而排不掉其振动呢? 

是否以为腹鳍与减速板涡流谐振，而多次修改腹 

鳍结构，刚度变化了，仍然振动呢?于是就会意 

想为减速板涡流频率太宽了，振动排不掉，导致 

走人盲目加强的误区。 

众所周知，振动有 3个条件：第一，必须有 

载荷(振源)；第二，每个结构均有其固有频率 

(刚度决定)，一般实际发生在低频；第三，能否 

振起来还要看阻尼，如果阻尼足够大，使得振动 

收敛而振不起来，否则发散将振动起来。 

最典型意义的谐振是歼八机初期发生过载表 

振动，原因是它与前机身、主起落架频率均相接 

近。只要一着陆，过载表就指示 7，而飞行员并 

无不适应感。曾被此现象迷惑两年多，实际是主 

起落架、前机身阻尼大，振动收敛而振不起来， 

因而飞行员感觉不出来。而过载表针阻尼很小， 

发生振动，只要着陆，表针就立即指到最大。修 

改过载表参数就解决了。 

由于腹鳍本是一个平板结构，原为补助垂尾 

防侧风起侧向稳定作用，尽管其刚度甚差(静力 

试验变形很大)，但从原准机腹鳍看，以及本腹 

鳍其他飞行情况看，都不振动。 

由于歼八飞机的机翼安装角度为 0。，所以飞 

行状态机身有迎角，歼八 I型腹鳍外斜 25。，因 

而对航向气流构成一定迎角而产生升力，使其向 

外侧弯曲变形，而机身绕流向上流动又加大了腹 

鳍的有效迎角。在低空大表速飞行时速压最大， 

其升力也必加大，其变形也必然增大，使得腹鳍 

流场，特别是外表面吸力流场与减速板涡流相遇 

而遭到破坏，其升力骤降至零，结构弹性反弹， 

与上述气流流场交替作用，而构成一种气动弹性 

行为。 

众所周知，机翼尾翼设计是要满足跨声速区 

气动弹性要求的，所以必须有足够的抗弯扭刚度， 

而且多数还加配重。歼八飞机平尾是刚扭同心结 

构，其配重比重更大来补充其抗扭转刚度之不足。 

也曾发生过主起落架护板安排不当产生的涡流打 

在平尾上而抖振，如果只有一次或相隔时间较长， 

配重是可以保持振动收敛，但因涡流是连续的动 

载，配重也无能为力，这个所谓涡流打在尾翼上， 

实质是连续涡流破坏了平尾的流场而产生的气动 

弹性行为，所以只能处理好起落架护板，使其涡 

流减小，到达平尾时已消失，才有效地排除了这 

个故障，即消除载荷法。 

歼八 I型腹鳍与平尾情况十分相似，只是一 

个扭转振动，一个向外弯曲振动。最有效的方法 

是消除载荷法，即取消腹鳍外斜25。，而使其垂 

直于机身下壁板，相当现有腹鳍侧向投影面积， 

其效果与原腹鳍相同。但顺气流方向安装 ，将不 

产生升力，也无弹性变形，即使有涡流打在其上， 

也不会有气动弹性行为，因而将有效排除这个故 

障。 

按可靠性设计理论，经过上述修改后的腹鳍 

将优于歼八Ⅱ型飞机的可折叠收起的腹鳍。 

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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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达标的减速板 

在歼八飞机试飞期间，发现减速板存在如下 

故障： 

(1)打炮瞄准，打开减速板产生低头力矩； 

(2)为使减速板性能优于原准机，而加大了 

面积和开度，但发生了减速板振动现象，减小开 

度消除振动，而减速板性能反而低于原准机。 

在长期使用中，用打孔的方法排振，反复加 

大面积，再打孔，始终未达到原设计指标，勉强 

达到原准机水平。 

为了保证飞机有良好的减速性能，必须全面 

治理。 

首先，飞机低头力矩问题的原因是前后减速 

板均布局在机身中心线下方，同时打开必然产生 

低头力矩。对于飞机纵向机动过载也有不利影响， 

如在俯冲拉起过程中，这个低头力矩将由平尾载 

荷分担平衡，会延长拉起时间，过载降低，所以 

这种布局应当改正。 

建议将两块后减速板移到机身上部，为确保 

不冒任何风险，将4块减速板布局在座舱至 33框 

之间，分为上下两对减速板，经吹风定下具体位 

置。 

其次，歼八飞机的减速板是按5O年代风格设 

计的，当时飞机质量小，惯性力小，飞行速度低， 

速压小。 
一 般来讲，减速板设置在一个蒙皮开口区内， 

这个开 口区四周有加强隔板 (大部分在两框之 

间)，后缘框即是液压作动筒支点隔板，由于机 

身内部空间限制，作动筒支点被挤至蒙皮外缘较 

近。所以作动筒的长度被限制在开口槽长度范围 

内，作动筒另一点往往连接在减速板前缘区，几 

乎达到1／4—1／5的长度。为了打开减速板，又必 

须与减速板固定在机身上的两个前交点有一定力 

臂长度，所以又不得不在减速板上的支点向前延 

伸至一定距离。减速板上的两个交点即是其纵梁 

的端点，它固定在机身上，为了作动筒支在减速 

板交点的载荷能较容易地传到纵梁上，而迫使两 

纵梁之间距离近些，可以看到减速板内加强垫板 

在两个纵梁之间为作动筒压下一个凹槽，这就是 

歼八现实减速板特征。 

减速板力学模型实为一个铰支外伸梁，一端 

固定在机身上，中间由作动筒提供支点，其大部 

分结构(有蒙皮壁板加强区)外悬，两个细长脚支 

撑在机身上，其弯曲刚度很差，固有频率低。当 

减速板打开后，载荷作用在外蒙皮上将产生大的 

端部位移变形，发生气动弹性行为(弯曲振动)。 

另外两纵梁近，细长腿，抗扭刚度也很差，扭转 

固有频率可能更低，容易产生大些扭转变形(甚 

至包含一些刚体扭转)而发生扭转振动。 

这样的结构振动很难排除，实则是结构设计 

不合理。要解决问题，只能是重新思考，改变其 

结构设计方案。 

建议按如下结构方案重新设计，以适应大速 

压、大面积、大开度的大载荷环境。如图3所示。 

图3 减速板方案设想 

减速板打开是通过一个扭力筒转动来实现的。 

用两对折杆支撑打开减速板。减速板上2个两端 

铰支杆连接在减速板侧面的主粱上，而机身上的 

2支杆，则一端与减速板上的铰支杆铰接连接， 

而另一端则作为扭力筒的摇臂固定在扭力筒上， 

随扭力筒的转动而转动。液压作动筒连接扭力筒 

中间的摇臂上，通过作动筒的缩伸而实现扭力筒 

的转动来达到减速板的开启和收起。 

另外，还可以附加一点措施，即图3上的扭 

力筒除受扭转载荷外，还同时受弯曲载荷作用， 

为减轻其负担而消除弯曲载荷，可以在其中点设 

置支撑点。此支撑点和作动筒支点之间增设一个 

短梁柱，使两支撑点之间的反力平衡。 

最后，也可以把这个扭力筒结构设置在减速 

板上。总之，目标明确了，方法是多样的，年轻 

人可以发挥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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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减速板及其固定点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减速板不会振动。如此可以实现大面积、大开度 

的减速板。 

4 后机身机尾罩尾尖(热结构)的设计问题 

该机尾罩尾尖与机尾罩一样由全不锈刚材料 

GP140板材及型材制成，零件之间连接采用滚焊 

和点焊工艺。尾尖和机尾罩之间采用快卸螺钉连 

接。尾尖简图见图4。 

厂一 I：垲尖 

一 ，{ 

l：尾尖 

l—C 

问 

外蒙皮 

图4 机尾罩尾尖结构示意图 

尾尖处于发动机喷流区。经过几次温度实测， 

其温度场分布如下： 

侧壁区：600—750℃ 

上部外蒙皮区：200—270qc 

下部外蒙皮区：280—320cc 

其中，低温值对应地面开车，高温值对应大 

Ma数飞行，而且皆为准等温区。 

多数情况：上部外蒙皮 一240cC 

侧壁蒙皮 ～700oC 

尾尖承受飞行及地面开车时的气动载荷，发 

动机喷流载荷，并且因受热载荷结构可能产生的 

热应力。 

依据外场使用情况调查，歼八飞机老尾尖破 

损情况如下： 

(1)上部尾尖外壁板蒙皮的后端区有细小裂 

纹； 

(2)下部尾尖外壁板蒙皮与其内部加强型材 

连接处严重裂纹(尤其是加强型材端连接处)； 

(3)上部尾尖侧壁板 

①与上部尾尖外壁板蒙皮连接端部区剪切失 

稳； 

②中上部鼓包(失稳) 

(4)下部尾尖侧壁板 

①与下部尾尖外侧壁板蒙皮连接端部区剪切 

失稳； 

②中下部鼓包(失稳) 

(5)飞行时间长些的尾尖端部向下弯曲变形 

而端点下沉。 

因尾尖结构损伤缺乏对策，于70年代后期在 

原尾尖结构基础上，在其侧壁板加装鱼鳞片结构 

隔热来降低尾尖主结构的温度。但是，后来发现 

鱼鳞片裂纹，固定螺钉孑L扩大、掉钉等现象，甚 

至发生过上部尾尖第三块鱼鳞片断裂飞掉，所以 

尾尖结构又成为众目之下的老大难问题。 

开始去掉下部尾尖，但上部尾尖装有减速伞 

舱，所以初期阶段设计一个与外蒙皮等厚的一个 

夹层结构，但在伞舱部位又设计一个盒形件平台 

(固定在机尾罩后端隔板上)。最后，仅保留伞舱 

部位的尾尖结构，其余部分全取消了，其过程达 

数年之久。 

综上所述，对于老尾尖热结构损伤一直没有 

涉足其热结构强度设计领域去解决问题。 

由于外蒙皮受冷空气强迫冷却和内侧壁蒙皮 

受发动机喷流的强热流作用，使它们的受热变形 

差异非常大，而又牢牢地滚焊在一起。但测得的 

温度又各是准均匀温度场，使得问题又变简单了。 

众所周知，一个结构件，只有在赘余约束下 

才产生热应力，或者说一个静定结构尽管受热载， 

即使在有规则的变温条件下也不产生热应力，如 

静定桁架、简支梁、悬臂梁，甚至一个复杂零件 

自由放置，在受不均匀温度场作用下可自由变形， 

但并不产生热应力等。 

由于内外蒙皮相互不能自由膨胀伸缩，以上 

部尾尖为例，假定取温度场为： ． 

外壁蒙皮：250℃，侧壁蒙皮：700oC。 

GP140物理力学性能(取 自航空材料手册)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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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P140物理力学性能 

温度 E／ 0"6／ 0"0．2／ a／ 

／*C GPa(kg·mm一2)GPa(kg·mm。 )CPa(kg·mm’ ) (。) 

为了实现可比性，把外壁板、侧壁板均折算 

为当量拉伸(压缩)面积。在不失稳条件下，检查 

它们之间的关系。 

令△ 外=外壁板应变；△占馏=侧壁板应变； 

A外=外壁板当量截面积；A侧=侧壁板当量截面 

积。 

在上述温度场作用下，按长度相等建立协调 

方程(取尾尖原始长度为900 mm) 

900(700×15．5×10 +△ 侧)= 

900(250 X 14．0 X 10 +△占孙) 

化简得， △ 外一△ 侧=7 350 x 10-6 (1) 

又按互相作用力相等，建立平衡方程 

A外X 外X△ 外+Am X Em X△ 侧=0(2) 

解(1)、(2)方程，得 

=  ㈣  

及 △占侧 =△ 外一7 350×10I6 (4) 

代人上述力学性能表中数据，并取不同的A外／A侧 

之值，可得： 

(1)当A外／,4侧=2／1时，贝0 

△ 外 = 1 950 ×10一 

△占蚋 =一5 400 X 10一。 

热应力：or外=33．33 kg／mm 

or侧=一66．67 kg／mm > 6(700％) 

且伸长量AL=4．9 mm 

(2)当 外／,4侧=1／1时，贝0 

△ 外 = 3 082 X 10一 

△ 侧 =一4 268× 10 

热应力：or外=52．6 kg／mm 

or侧=一52．6 kg／mm >or6(700"12) 

且伸长量AL=5．9 1TIIn 

(3)当A外／A侧=1／2时，贝0 

△ 外 = 4 343 X 10一 

Ae侧 =一3 007 X 10一。 

热应力：or外=74．2 kg／mm >or6(250％) 

or 侧 一37．1 kg／mm 

且伸长量 AL=7．0 mm 

上述热应力 or侧及伸长量△三如图5所示。 

昌 

l 

b 

图 5 热应力及变形示意图 

由于250~C的or。． 缺乏数据，只好以其or 作 

为对比检查的基准。 

从图5可见，无论A外／A侧之值如何安排，总 

有一个壁板热应力>or6。找不到一个使or外及or侧 

处于or 之下的设计点，更谈不上 之下的设计 

点了。当然还没有考虑失稳的临界应力以及高温 

蠕变的影响。 

所以在这样的温度场下，无法设计，找不到 

合理参数，因此只能用放松方法，即放松外壁板 

与侧壁板之间的约束，走热应力趋于0的道路， 

即零热应力的设计原则。 

放松约束的最直接方法是切开，但这样做尾 

尖又失去常规载荷下抗剪切及抗扭转功能而成为 

几何可变结构，所以只能适当切开。在热载作用 

下能够相互自由伸长，但保持在气动、惯性及其 

他载荷下的几何不变性，即仍是一个受力的整体 

构件。 

为保持切开后结构的完整性，最简单方法是 

切开后，在侧壁蒙皮开 口处补一个波纹板构件， 

通过它把外壁蒙皮和侧壁蒙皮再连接起来而成为 
一 体，如图5中的B向视图所示方案。即在温度 

场作用下，外壁板与侧壁板热膨胀伸长的差值， 

由波纹板的变形补赏，而承受其他载荷时又是一 

个完整结构。 

为了对老尾尖结构及其损伤有一个清楚的理 

解，有必要对其作一点分析。 

从尾尖结构实际情况看，外壁板有纵向型材 

加强，而侧壁板没有，其有效面积外壁板将比侧 

壁板大，又由于250oC的 值大于700oC的E值， 

所以外壁板刚度 >侧壁板刚度。可以认为它接近 

A外／,4侧~>2／1状态。因此侧壁板处于高压应力状 

态，而外壁板处于高拉伸应力状态，使得尾尖端 

头出现强剪力场，侧壁板受压失稳留下残余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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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包)。另外侧壁板在700~C高温下会产生高蠕 

变，使其缩短。所以，冷态下尾尖端头仍有一个 

反向剪力场作用，两种相反剪力场作用使其端部 

出现剪切裂纹、失稳；失稳的鼓包形状也会有所 

改变。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老尾尖出现后端下 

垂现象，即蠕变是侧壁板缩短而造成的，不足为 

怪。 

关于侧壁板内部加强型材(z型材)受热情况 

是因蒙皮与型材焊在一起，舱内又无强冷条件， 

所以只是开始短时间蒙皮与型材之间有热应力存 

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型材将升温呈沿剖面变 

化的温度场，并且型材内外缘温差由大变到小 

(动态)。由于型材两端非刚性约束，而且接近铰 

支，即是一个静定构件，它将依温度场变化自动 

弯曲，但无热应力存在。从侧壁蒙皮看，型材两 

端焊点无损伤，也可以反证这一点。 

发动机喷流噪声作用未伤及侧壁板结构，这 

可能是喷流在延伸筒内已经多孔波纹筒消声，而 

侧壁板又处于压应力状态，也有利于抗噪声。 

再者，尾尖静强度问题，虽然有的专家认为 

静强度不够，但实际上是当时某强度设计员计算 

尾尖静强度的模型漏加(疏忽)对称条件，把应力 

算大，后经修正过来，静强度是够的，纯属一场 

误会，而且外场尾尖从未发生过静强度不够的现 

象。 

下尾尖与上尾尖情况相似，明显不同之处是 

下尾尖下壁板的加强型材与外蒙皮相连接的端头 

连接点(焊点)普遍有裂纹。这是因为下尾尖体积 

小，热容量小，在发动机喷流作用下，其外壁板 

内部的加强型材的高温与受强冷却的外蒙皮的低 

温达不到一个平稳的变温度场，因此外蒙皮与型 

材之间产生变形不协调而产生热应力。其连接端 

点将承受高剪切载荷，冷态下又因残余变形而产 

生一个反应力场，其端头仍受一个高剪切载荷作 

用。虽然两个载荷方向相反，但拉开端点连接作 

用是相同的，所以其损伤显著。应对这个问题很 

简单，只要将外蒙皮上的型材拆下来(用钻钻掉 

焊点)，在原型材上每两个连接点之间锯开一个 

开口(型材剖面一半的高度)，然后将其按原位铆 

接即可。如此，在工作条件下有缺口补赏变形长 

短的差异，将不再产生热应力，当然冷态下也不 

再有残余应力场存在，从根本上消除其产生裂纹 

的根源。 

最后，原型老尾尖是可以修改的(如图 4中 

的B向视图)，而且是简单的修改，外场使用中 

的原型老尾尖同样是可以修改的(包括已变形 

的)，其修改方法相同。过去把尾尖热结构设计 

看作是难以驾驭而走过许多弯路，看来是不必要 

的。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GP140不锈钢材料在 

700oC左右将出现晶间腐蚀(见航空材料手册)， 

但以外场使用情况看，尚未出现。再者，因常规 

载荷的应力水平不高，所以即使在700oC的高温 

条件下，也不会产生严重蠕变变形，而且即使产 

生蠕变变形，波纹板构件也会自动补偿。所以原 

型尾尖经过按上述方法修理将可能是一个与主体 

结构匹配的长寿构件。 

而下尾尖因修理麻烦，也可以去掉。 

上述几个问题是笔者长期从事强度研究工作 

的几点体会，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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