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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总结大型民用飞机非包容性损坏下机体结构安全性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基于转子碎片无限能量的假设． 

分析了发动机各级转子非包容性损伤碎片对民用飞机机体结构和吊挂的损伤区域和量化分析方法，建立了 

非包容性损坏下机体结构的有限元模型，跟梁理论、板壳理论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总结了适用于民用大型 

飞机结构的强度校核方法和安全性评估途径，对非包容性损坏下机体结构的安全性评估技术进行了总结， 

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说明。分析结果表明．此方法能够对结构进行有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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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studying of the civil airplane structure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e assumption of rotor 

burst infinity energy，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thods of failure region determination and residual strength calcula— 

tion，build the finite elements model，sums up the strength check and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 for civil airplane， 

gives the structure safe evaluation methods of uncontained rotor burst based on the residual strength．The result of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ethods a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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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大型民用飞机使用的高涵道比、大推力发 

动机，南于受到鸟撞 、腐蚀、制造及材料缺陷、机械 

故障等原因，发动机转子爆裂的事件时有发生。转 

子碎片飞出发动机或 APU对机体造成的损伤称为 

非包容性损伤。尽管发动机和 APU制造商长期以 

来竭力减小非包容性转子损坏的可能性，但是飞机 

服役经历表明非包容性压气机和涡轮转子损坏仍 

不断发生 涡轮发动机损坏会导致高速碎片穿透 

邻近结构、燃油箱、机身、系统元器件和飞机上的其 

他发动机 要完全消除非包容性转子损坏是不可 

能的，所以适航条例 CCAR23部和 CCAR25部都要 

求在飞机设计时采取措施把此类事件造成的危害 

减至最小。 

据 SAE统计资料显示，1962—1989年这 28年间 

发生过的固定翼飞机燃气涡轮发动机非包容性转 

子损坏事件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知：事故概率为 676／1 089．6×10 = 

0．62x10一；3级事故概率为93／1 089．6x10 =0．85 

×10～：4级事故概率为 15／1 089．6×10 =0．14× 

10 )。 

其中，3级事故是指：飞机结构或系统发生损 

伤，但飞机能够持续飞行并安全回场；4级事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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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长桁和框、航向肋和隔框损坏即失效，主要包括 

以下七种失效形式： 

1)机身上相邻两根长桁同时损坏： 

2)机身上相邻两个框在同侧同时损坏： 

3)机身上相交的一根长桁和一个框同时损坏： 

4)机身上一根长桁和相邻的一根发动机挂架 

航向肋同时损坏； 

5)发动机挂架上相邻两根航向肋同时损坏： 

6)发动机挂架上相邻两个隔框同时损坏； 

7)发动机挂架上相交的一根航向肋和一个隔 

框同时损坏。 

针对机体结构的非包容性损伤安全性评估需 

首先确定转子碎片的损伤区域。然后评估各损伤区 

域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2．I 损伤区域确定 

损伤区域的确定须根据结构的外廓和各级转 

子的飞散轨迹和范围确定。作出各级转子的平动 

风险角和扩散风险角，以确定各级转子在航向和垂 

直航向对机体结构的影响范围。其步骤如下： 

1)从重心轨迹到 目标外廓之 间画两条切 

线 T1； 

2)在切点处分别引出 N1和 N2两条垂线，长 

度等于碎片扫掠路径的半径； 

3)从上述垂线的端点到重心轨迹之间分别画 

两条切线 T2。这两条切线之间的夹角就是风险角； 

4)记录进人角和退出角，包括轨道进入角 1、 

轨道退出角 中2和扩散进入角 1、扩散退出角 2。 

并计算风险角，包括平动风险角 中=中2一中1和扩散 

风险角 1I，= 2一 1，如图 2和图 3所示。 

蕈2 

图2 碎片的抛射路径 

角 

图 3 碎片的 中1、qb2、 1、qr2 

2．2 剩余强度计算 

根据上述损伤区域的确定，对结构建立有限元 

模型，计算得到各损伤模型下机体结构关键部位的 

剩余强度，以评估其安全性。对于剩余强度的计 

算，主要考虑发动机挂架前梁、后梁、航向肋和封闭 

肋等主承力路径上的关键结构。 

根据 FAA咨询通报 AC25．571—1C的要求，对 

发动机非包容性损伤后结构的剩余强度计算和分 

析考虑使用如下载荷： 

70％限制飞行机动载荷和分别在规定速度下 

40％限制突风速度(垂直和水平)，各 自与最大的相 

应气密压差组合(包括可能的外部气动压力)。 

校核零件按照有限元模型的单元类型主要可 

分为杆单元、梁单元、剪切板单元 ，其校核方法按照 

如下类型进行分类。 

(1)对杆的校核，分别计算得到其最大拉应力 

和最大压应力： 

最大拉应力为： 

=F ～÷4 (1) 

最大压应力为： 

=F ÷A (2) 

可计算得到杆的裕度： 

S．=F／o"一1 (3) 

(2)对梁元轴压加弯曲应力类型进行校核，如 

式(4)所示。该梁元校核公式及应力恢复点等相关 

说明．对本文各个部件的静强度校核均适用。因此 

在各个部件校核计算时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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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盯 盯h 为梁元 A端和 B端的应力回复点 i的正 

应力，单位是 MPa； 

，
为梁元 A端 1平面内弯矩； 

M ，为梁元A端 2平面内弯矩； 

为梁元 B端 1平面内弯矩； 

为梁元 B端 2平面内弯矩； 

P 、P 为梁 a端、b端的轴力； 

A为梁的截面积： 

z 、Y 为对应 M2、M1时的应力恢复点离开剖面 

形心的距离： 

， 、， 为截面对 Ye轴和 ze轴的形心惯性矩。 

梁元的单元坐标系如图4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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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梁元 的单 兀坐标 系示意 图 

图 4中a点为梁元的1点，b点为梁元的2点。 

梁的安全裕度为： 

s．：『- ]一1 (5) l I 
式中： 

[叮]为许用应力； 

为工作应力。 

板的剪切失稳临界应力计算公式取 自参考文 

献[1]，如式(5)所示： 

(6) 

K 为剪切临界应力系数，可查参考文献[1]； 

8为板厚； 

B为板的较短 的边 (b≤a)。 

在本文中，当 F (单元最大剪切应力)>下 时，认 

为板元先发生剪切破坏。 

安全裕度为： 

S．=Tcr／F⋯ 一1 (7) 

经验介绍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本文中，对杆元校核时，受拉许用值取[盯b]，受 

压许用值取缘条的压损应力和[ot)．2]中的较小值。 

其中，压损应力的计算如下。 

在压损应力的计算中，第 i个板元的压损应力 

盯fi的计算公式和图表采用了两种方法： 

(1)参考文献[1]第378页的板元法； 

(2)参考文献『2]中243和244页的相关内容。 

其中．方法(1)实际上借用了挤压铝合金型材 

的压损应力计算曲线 ；方法(2)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2]图 B6．5．2．1—2所示曲线适用于室温和高温下 

所有的飞机韧性材料。本文中计算采用两者中的 

较小值为许用值，组合剖面压损应力： 
N N 

，： (bfi )／ (bfi ) (8) 

式中： 

b；为第 i个板元的宽度； 

6i为第 i个板元的厚度； 

盯 为第 i个板元的压损应力，截止值取[盯 ]； 

N为组合剖面的板元总个数。 

对腹板(剪切板元)、航向肋连接部位紧固件校 

核需首先计算板元剪应力传递到每个紧固件上的 

力，若紧固件牌号相同(刚度相同)，则使用如下方 

法计算每个紧固件上的力。 

对剪切板元连接紧固件部位的校核．计算每个 

紧固件上的剪力： 

F6=~'xtxL+m 

式中： 

(9) 

一r为板元的剪应力或剪应力差(对板边界用剪 

应力，对板连续区域的紧固件用剪应力差)； 

t为板元的厚度； 

L为板元的边长： 

nq为相关边上的紧固件的个数(当紧固件剪切 

刚度不同时，应该按刚度分配剪力)。 

按破坏模式校核每个紧固件的强度。 

剪切破坏安全裕度： 

M．S．=F su／F b一1 010 

挤压破坏安全裕度： 

S．= 如／(F6／眈)一1 (11) 

3 计算实例 

根据上述内容对某型飞机发动机非包容性损 

坏下机体结构进行安全性评估。首先作图确定各 

级转子碎片对机体、挂架和飞机最大损伤范围，对 

机体结构的最大损伤范围如图 5和图 6所示。对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