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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疲劳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是材料在变载荷作用下的主要失效形式。试验针对飞机光固化复合材料修理补片 

的疲劳寿命进行了测试，并考核了不同修理工艺(半宽度胶接、全宽度胶接及铆接修理)试样的疲劳寿命，为确定最 

佳修理工艺提供了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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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rigin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fatigue crack in materials under variable load is the 

main style of failure．In this paper，the fatigue life of optical solididication composite material for 

aircraft structure damage is tested．The fatigue life of different overhaul process are compared，SO 

the erxperimental date to determine the best oveerhaul process are ac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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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金属胶接技术开始于 4O年代中期钛合金的胶 

接 ，也正是航空航天飞行器苛刻的工作条件以及对 

结构效率和可靠性的严格要求，促进了新技术的不 

展。7O年代以来，胶接技术在耐久性和可靠性力‘面 

取得了重要突破，出现了新一代的“耐久胶接技术”。 

胶接技术在主要受力结构上的应用，标志着结构胶 

接技术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 

9O年代胶接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继续完善 

原有的胶接技术体系，并逐步实现工艺过程的自动 

化。现在的胶粘剂较之以前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仍 

希望能进一步提供其性能，如进一步提供其韧性又 

不降低其质量，保持固化后胶底的中性 ，固化高聚物 

不应具有腐蚀性，进一步提高胶粘剂的耐温热性能 

等。同时，也希望能降低其固化温度、固化压力，增 

加活性期，降低对储存条件的要求以及改善其经济 

性[̈。 

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提高飞机战时的生 

存力 ]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致力于复合材料 

胶接修补金属结构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 

开发，取得了较大进展。较具代表性的是美 国与澳 

大利亚合作开发的碳一环氧复合材料胶接修补金属 

蒙皮技术。该技术以双组分环氧树脂为基体、以碳 

基硼纤维为增强材料修理飞机金属蒙皮。但该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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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组分中温固化体系，修理工艺复杂，固化时间 

长，且难以对修补处长时间保温，因而该技术的应用 

受到很大限制。法国开发的碳／环氧电子束固化复 

合材料补片，能够在常温、常压下经电子束照射快速 

固化，但必须将待修件从飞机上拆下，置于带有保护 

设施的专用工作问内进行修理，无法对飞机进行原 

位修理。英国空军也开发了一种用于飞机战伤修理 

和 日常修理的复合材料的湿层压补片，固化时问需 

4个小时，这种材料已作为其空军战斗损伤修理成 

套工具，并正式列装。 

上述修理方法虽然在修理强度、耐温性等方面 

均达到了飞机结构损伤快速抢修E。“ 的要求，但数 

小时甚至数十小时的固化时问，以及对固化温度、固 

化压力、固化设备等条件的特殊要求，都是在外场简 

陋条件下能以满足的。鉴于上述问题，我们以光敏 

胶作为基体树脂，用玻璃纤维作为增强材料，采用便 

携式紫外光固化设备作为新的固化手段，研究制备 

了用于飞机结构损伤快速抢修的预浸料修理补片。 

该补片的研制成功，不仅结束了我国同类技术相比 

具有固化时间短、修理质量高、成形性能好、修理增 

重小等优点[5j。 

本文主要对预浸料修理补片的抗疲劳性能进行 

研究，在测试光敏树脂浸渍纤维增强材料预浸料修 

理补片疲劳寿命的基础上，对比了不同修理工艺试 

样的抗疲劳性能，为确定最佳修理工艺提供了试验 

依据E6，7J。 

2 试样 

光固化预浸料胶接修理技术就是利用光敏胶固 

化速度快的特点，以光敏胶作基体树脂 ，用玻璃纤维 

作为增强材料，制备成预浸料修理补片，根据修复对 

象的需求 ，选用合适的修理补片，在紫外光的辐照下 

而迅速固化，以达到对裂纹、孔洞腐蚀、灼伤等损伤 

形式进行快速修复的方法。本次实验考核了不同修 

理工艺(半宽度胶接、全宽度胶接及金属铆接修理) 

试样的疲劳寿命，对比了不同修理工艺试样的抗疲 

劳性能。 

2．1 修补与未修补疲劳对比试样 

图1和图2分别表示修补与未修补疲劳对比试 

样，试验所采用的材料为 LY12，未修补与修补疲劳 

对比试样中心均含有 2O mm长的预制裂纹，其几何 

形状分别如图 1和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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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未修补疲劳试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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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固化修理补片修补后疲劳试样示意图 

2．2 不同修补方法的疲劳对比试样 

为了对比不同修理工艺试样的抗疲劳性能，将 

对三种不同修补方法的试样进行试验，即金属铆接 

修补、全宽度玻璃钢胶接修补及半宽度玻璃钢胶接 

修补，其几何形状和修补示意图分别如图3，图4，图 

5所示 。 

图3 金属铆接修补试样示意图 

0  
0  

图4 全宽度玻璃钢胶接修补试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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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化修理补片 

图 5 半宽度玻璃钢胶接修补式样示意图 

3 试验方法 

3．1 疲劳载荷谱 

疲劳载塔谱采用 x军机机翼下壁板的疲劳载 

荷谱(程序块谱)，每一个块谱包含有 9 373次循环 

次数(18 746个峰谷值)。每一个块谱相当于 1 000 

个起落，1倍设计寿命包含有 5 940个起落，相当于 

5．94个程序块谱。 

在 X军机机翼的谱载荷疲劳试验中，下壁板的 

最大应变值为 1 420 ￡(10 ram／ram)，本次试验所 

采用的材料为 LY12，其弹性模量为 E一72 GPa，根 

据 X军机机翼下壁板疲劳过程中的最大应变水平 

(1 420 ￡)，疲劳载荷谱中的最大循环荷为： 

P一 一 E × ￡一 × A 一 24．64 kN 

式中，E一试样的弹性模量； 

e～一疲劳过程的最大应变值； 

A一试样的截面积。 

3．2 疲劳对比试验 

对于修补与未修补试样的疲劳对比试验，将试 

样夹持于MTS静力／疲劳试验机上，进行最大疲劳 

载荷为24．67 kN的谱载荷疲劳试验，试验过程中 

定期检测试样的裂纹扩展情况，直到试样发生疲劳 

破坏，记录每个试样 的疲劳破坏寿命及破坏形式。 

实验装置见图 6。 

对于修补与未修补试样的疲劳对比试验，对原载 

荷谱的各级载荷值放大1．5倍，最大疲劳载荷为 37 

kN，采用同样方式进行疲劳试验，直到试样发生疲劳 

破坏，记录每个试样的疲劳破坏寿命及破坏形式。 

4 试验结构 

图 6 疲劳试验全貌 

4．1 修补与未修补试样的疲劳对比试验 

表 1给出了修补与未修补试样的疲劳对比试验 

的疲劳破坏寿命，图 7给出了修补与未修补式样在 

谱载荷疲劳试验过程中的裂纹扩展规律。实验结果 

表明修补试样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明显小于未修补 

式样；修补试样至破坏时的循环的次数明显高于未 

修补试样的循环次数；修补试样的疲劳破坏寿命大 

约为未修补试样的2倍。 

表 1 修补与未修补试样的疲劳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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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未修补和修补试样的循环次数(循环块) 

一 裂纹扩展关系比较 

4．2 不同修补方法试样的疲劳试验 

表 2和图 8及图 9，通过对比不同修理工艺试 

样破坏的循环次数，给出了不同修补方法试样的疲 

劳破坏寿命比较。试验结果表明，玻璃钢胶接修理 

试样的疲劳破坏寿命稍高于金属铆接试样的疲劳破 

坏寿命。图 10，图 11，图 12分别给出了三种不同修 

补方法试样的疲劳破坏的断 口形式，通过对 比我们 

可以发现，所有试样均因预制裂纹的不断扩展而最 

终发生断裂破坏。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光固化补片 

进行修补的试样在发生断裂的同时伴随了单侧或双 

侧胶接界面的完全破坏，而采用金属铆接进行修补 

的试样在发生断裂的同时则伴随了单侧铆接界面的 

完全断裂，这说明在抗疲劳性能方面，运用光固化补 

片进行金属胶接修补可替代传统的金属铆接修补， 

起到较好的止裂作用。 

表 2 不同修补试样的疲劳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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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半宽度玻璃钢胶接修补试样疲劳破坏形式 

图 ll 全宽度玻璃钢胶接修补试样疲劳破坏形式 

图 12 金属铆接修补试样疲劳破坏形式 

5 结论 

本文采用 X军机机翼下壁板的疲劳载荷谱，对 

飞机光固化复合材料修理补片的疲劳寿命进行了测 

试，并考核了不同修理工艺(半宽度胶接、全宽度胶 

接及铆接修理)试样的疲劳寿命，可以得到下列初步 

结论 ： 

(1)光固化复合材料补片的修理方法可以明显 

地延缓疲劳裂纹的起始扩展，修理后试样与未修理 

试样相比，疲劳寿命增加了一倍。 

(2)该修补方法大大降低了裂纹扩展速率，可承 

受使用期限内的疲劳载荷，而不发生胶接破坏。 

(3)在 X军机机翼下壁板的疲劳载荷谱疲劳试 

验中，光固化修补试件疲劳寿命高于金属补片铆接 

修补的疲劳寿命，全宽度光固化复合材料补片胶接 

修补试件疲劳寿命略高于半宽度光固化复合材料补 

片胶接修补试件的疲劳寿命。 

因此，运用光固化补片对飞机结构损伤进行原 

位修补可完全替代传统的金属铆接修理工艺。 

本文感谢光固化快速修复技术研究项目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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