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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准确的结果，有时甚至误差很大。 

现采用一种工程的计算方法，与有限元全机解 

进行对比，证明了全机解直接分析此类结构存在的 

不足，并通过试验验证了] 程方法的准确性。 

图4 杆板传力典型结构示意图 

图5 全机解中的杆板结构模型 

1 杆板传载的原理 

飞机的构件主要是通过螺栓连接起来的，这种 

连接并不像“焊接”那样是一种理想的整体结构。 

图4所示的杆板结构，假设板的两侧和右端受到约 

束，杆受到左侧主动载荷 F的作用，通过螺栓的剪 

力把载荷传给板，剩余的载荷继续从左往右传，若 

遇到杆的薄弱剖面，使得杆的应力到达了屈服应力 

时，则载荷无法继续往右传递，转而由薄弱剖面左 

侧的螺栓继续把载荷传给板，当螺栓也达到屈服状 

念后，此时即达到了杆板结构的极限承载能力。 

刚才足先假设杆剖面达到屈服，剩余的载荷由 

螺栓传递，实际载荷传递时力流往刚度大的地方传 

递，哪条通路上先到达屈服，此通路上的载荷就不 

再增加，转而寻求别的通路，直至所有通路都已屈 

服。当载荷 F从零开始增加时，初期是一个线性的 

状态，当屈服出现以后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过程。 

2 工程法计算杆板结构极限承载力 

根据以上原理，对于等剖面的杆，左侧的剖面 

永远比右侧的剖面危险，因为右侧的剖面可以帮助 

传载的螺栓更多。对于变剖面的杆，在剖面变化处 

都可能是薄弱剖面(即决定极限承载力大小的剖 

面)，图4中的杆板结构总共有3个剖面(A、B、C)都 

是潜在的薄弱剖面，需要计算。 

计算时假设左侧端部传递过来的载荷为 F；每 

颗螺栓的剪切许用值为 P；4、B、C剖面杆的极限压 

缩许用值分别为[F] ，[F] ，[F] ，由图可知 [F] > 

[F] >[F] 。为了便于说明，图中给出了左侧 1O 

颗螺栓的编号，杆剖面为 T型，底部与板由2排螺栓 

连接。 

剖面的承载能力 =该剖面杆的 缩许用值 + 

该剖面左侧螺栓的总剪切许用值。 

杆在A剖面处的承载能力：[F] ； 

杆在B剖面处的承载能力：[F] +6×2 x P； 

杆在 C剖面处的承载能力：[F] +8×2×P 

由于4到B之间的剖面与 A剖面完全相同，而 

B左侧与板连接的螺栓比A剖面更多，故 A到 B之 

间的剖面不是薄弱剖面，不需要计算；同理 到 C 

之间的剖面，以及 C剖面之后的所有剖面都不是薄 

弱剖面，均不需要计算。 

因此，此处杆与板组合结构的最终的极限承载 

能力为 

rain([F] ，[F]口+6 x2 xP，[Fj c+8 x2 xP)。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若螺栓的剪切许用值 大 

于螺栓孔(包括杆上的螺栓孔和板上的螺栓孔)的 

钉孔挤压许用值 P 则需用钉孔挤压许用值P 代 

替P。为了重量的考虑，一般实际结构都是斜削的， 

这是一种合理的设计，本文为了更清晰地说明fnj题 

的原理，把斜削改为4、B、C三级台阶形式。 

3 工程方法与有限元全机解的对比 

有限元在全机载荷分酉己、内力求解的过程 }J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全机有限元模型受到网格数 

量的限制，一般网格较粗，更无法直接模拟螺栓传 

载，对于杆上的载荷，通常直接由有限元内力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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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bstract J Electric field shielding effectiveness of metallic enclosure with apertures when illuminated by differ— 

ent polarization plane wave have been studied by using modal method of moment technique．Electric field shielding 

effectiveness of enclosure with different shape apertures and same area has been calculated at different points inside 

the enclosure．To achieve this，assuming appropriat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on the aperture，fields inside
．

the 

cavity are determined using rectangular cavity Green’S function．Electromagnetic fields outside the cavity and scat— 

tered due to the aperture are obtained using the free space Green’S function．Matching the tangential magnetic field 

across the apertures，the integral equation with aperture fields as unknown variables is obtained．A very good agree— 

ment among the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technique，results available in the literature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s ob— 

served．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electric field shielding effectiveness is seriously affected by calculation 

points，the shape of apertures and polarization of the illuminat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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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的剪切许用值和材料的塑性变形，可能会导致螺 

栓提前剪切破坏，杆内力偏小，及结构承载力偏低 

的假象。根据螺栓的实际承载力，采用工程方法对 

有限元结果进行修正，得到的结果更合理、更准确。 

飞机的实际结构远比采用有限元模型复杂的 

多，而且为了减重，飞机的极限变形大多是非线性 

的。若盲目的相信有限元方法，不加分析的利用有 

限元结果，往往会导致较大的误差。因此实际设计 

中往往是有限元和经验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框 

≯  ： p  ≯  

缘、壁板的计算都有配套的经验公式。对于本文所 

介绍的杆板传力，因为结构形式不是最典型，受力 

状态不是最明显，所以常常会被忽略，需要工程师 

认真仔细的分析，才能得到真实的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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