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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飞机装 

配与先进连接技术研究。2004--2005 

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怍访问学者 

纤维金属层板的发展 

1 AralI层板 

1981年2月9日，荷兰代夫特工 

业大学申请了纤维金属层板的美国专 

利。当时，纤维金属层板采用芳纶纤 

维，商品名为Arall(Aramid Rein． 

forced Aluminum Lamihates)， 

l982～1 983年由ALCOA公司商品 

化。Arall层扳既有复台材料高强低 

密的特点，又有铝台金韧性和抗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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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金属层板(Fibre Metal Laminates，FMLs)是由薄的金 

属层和纤维复合材料层组成的混杂复合材料层板 ，综合了 

金属材料和纤维复合材料的优点。弥补了单一金属材料和 

非金属复合材料的不足。具有耐腐蚀 阻燃、耐冲击等优 

点，是飞机结构的理想材料 

一眭能好的优点。最初 ，纤维金属层板 

有Arall l和Arall 2两种．Arali 1 

采用7075铝板，Arall 2采用2024铝 

板。l 987年又有2种Arail层板(Arall 

3和 Arall 4)1h]世 除采用7475铝板 

外，Arall 3和AraJ1】没有其他差 

别，AraL1 4=j三要是军用．具有较好 

的高温性能 

F 27的Arail机翼壁板研制是 

第 1个真正采用纤维金属层板的飞机 

结构件开发项目。陔项目于1985年l1 

月开始研制．研究过程中发现，Ar a】1 

层板对缺口断裂敏感 抗拉一压疲劳 

性能不理想。最终装机试验发现， 

AraU机翼壁板负载达到3倍于F-27 

的设计寿命后．倪在AralI最外层厚 

度突变的地方出现微小裂纹 ，实际上 

Aral1只出现I1、的表面擦伤，而铝台 

金壁板在同样条件 下早已发生破裂。 

另外，研究还发现，裂纹出现后， 

AraLl结构的剩余强度高，与铝合金 

壁板相比，在增加结构安垒性的同 

时，还可以减重33％。 

在代夫特大学研制Arall壁板的 

同时，汉堡的MBB公司也开始了纤 

维金属层板及其在机身上的应用研 

究 机身壁板纵向和周向双 向受力， 

其受力状况远比机翼壁板复杂， 

MBB公司研究发现 在加载条件下， 

疲劳裂纹附近芳纶纤维出现断裂．随 

着纤维的断裂，裂纹快速增长，这对 

Arall层板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法国对Arall层板在A320机身 

壁板上的应用研究却令人失望 有关 

Ara[i层板的应用只有 ALCOA公司 

1988年在c一̈ 军用运输机项目中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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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合同，当时C一17存在重量太 

大的问题，应用研究中机翼和机身多 

个部位都拟采用 Arail层板 ，但只有 

9．6m X 5．6m的舱门项目取得成功， 

它采用Arail 3制造，重量减轻26％， 

不过制造工艺非常复杂，有拉形、滚 

弯、胶接、铆接等多个工序。当时只 

能制造小尺寸的Arall，因而不得不 

采 用昂贵的钛 合金带连接 小片的 

Arail，导致成本提高，每公斤价格为 

铝合金的8～10倍。由于成本太高，最 

终只有30％的C-17采用Arail舱门。 

2 Glare层板 

为解决Arall在受疲劳载荷作用 

时纤维断裂的问题，人们又开发了新 

的纤维金属层板—— Glare(Glass 

Reinforced)。Glare层板是由0．3～ 

0．5mm的铝合金板和0．25～0．5ram 

的玻璃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层交替粘 

接在一起的。1987年 10月，AKZO 

公司申请了 Glare的专利 ，1991年 

AKZO和ALCOA开始合作生产和商 

品化Glare，为此，专门成立了合资 

企业 SLC (AKZO占 1／3，ALC0A 

占2／3)，生产中心设在宾夕法尼亚 

州，而研发中心设在荷兰的代夫特大 

学 。S L C 最初协助波音公司研究 

Glare在大型飞机上的应用，后来直 

接进入波音 777的Glare层板应用研 

究。 

由于玻璃纤维的热膨胀系数为 

4．8 X 10 ／℃，较芳纶的热膨胀系 

数一2 x 10 ／℃更接近铝的热膨胀系 

数 23．8 X 10 ／℃，所以固化后玻璃 

纤维结构的残余应力比芳纶的低。加 

之玻璃纤维具有有较高的破坏应变， 

能允许裂纹尖端的铝合金层塑性变 

形，这不仅使Glare层板具有优良的 

抗拉一压疲劳性能，而且提高了它的 

缺口断裂性能。Glare层板除密度略 

高于 Arall外，保持了Arall的优越 

性能，并改善了Arail的弱点——对 

缺口和冲击的敏感性，特别是改善了 

抗拉一压疲劳性能，解决了在双向受 

载的机身蒙皮上的应用问题。尽管玻 

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冲击性能明显低于 

铝合金，但具有双向纤维层的Glare 

层板的冲击性能优于铝合金，受到冲 

击后的Glare层板的机械性能也很 

好。1990年波音 777开始采用Glare 

制造舱内地板，这是Glare的第 1个 

商业应用。据报道，使用Glare层板 

可使结构减重30％，而且经济效益更 

好。空客公司也对 Glare层板进行了 

大量的应用研究，目前最大的民用飞 

机 A380的机身上壁板已采用 Glare 

层板制造。 

Glare层板非常适合机身的制造， 

除纤维单向排列的 Glare 1和 Glare 

2层板外，1990年为机身应用又开发 

了纤维交错排列的Glare 3层板。 

Glare 3层板的一半 

纤维在一个方向，而 

另一半纤维在其垂直 

方向。Glare 4层板 

的纤维也采用垂直排 

列，但一个方向的纤 

维量是其垂直方向纤 

维量的 2倍，由于机 

身在不同方向受力大 

小不同，所以 Glare 

4层板非常适合机身 

制造。 

＼ 

世 
皤  

憬  

纤维金属层板的特点 

在过去10多年中，人们把更多的 

注意力集中于飞机机身结构损伤容限 

上，特别是要求密封的机身壳体的损 

伤容限。随着机身结构尺寸的增大， 

现代飞机机身壳体承受的载荷已越来 

越大，因此需要更先进的制造工艺和 

材料。 

纤维金属层板最初是为民用飞机 

高疲劳裂纹区开发的材料，这类材料 

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常优越的性 

能，如损伤容限、阻燃和耐冲击等。 

已有研究表明纤维金属层板能降低综 

合费用，并能提高结构安全性，具备 

这 2方面综合性能的材料是绝无仅有 

的，因此，Glare层板是目前最有前 

途的飞机蒙皮材料。 

1疲劳性能 

代夫特大学和一些航空企业对纤 

维金属层板的疲劳性能进行过很多试 

验。Glare层板与2024-T3铝合金在 

模拟机身加载条件下的疲劳试验表 

明，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加，铝合金的 

裂纹增长速率迅速增加，而 Glare层 

板的裂纹增长很慢，其增长速率几乎 

是常数。在实际加载条件下，纤维金 

属层板的裂纹增长速率只有铝合金的 

10％～1％。出现裂纹后 ，2024一T3铝 

板接头的剩余强度快速减小，而 

Glare层板接头的剩余强度减小很慢， 

下图是2024-T3铝板与 2种Glare 3 

层板(最大循环应力分别为 1 00和 

循环次数(×1000) 

2024一T3铝板和 Glare 3层板的剩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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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Pa)的剩余强度的比较。 

2抗冲击性能 

冲击损伤是飞机结构损伤的一种 

形式，要使损伤穿透同样厚度的层 

板，纤维金属层板比普通金属层板需 

要更多的能量。与普通纤维复合材料 

不同，FMLs的损伤容限性能好，与 

传统的铝合金相当。能够承受较大的 

冲击损伤是 Glare的另一个优点，冲 

击变形是Glare层板的一个显著特 

征，这主要得益于玻璃纤维有较大的 

破坏应变。 

3抗腐蚀能力 

当腐蚀沿FMLs层板的厚度方向 

进一步发展时，纤维树脂层能够抑制 

腐蚀，使得FMLs层板有较好的抗腐 

蚀能力。试验表明，FMLs层板的抗 

腐蚀性能远优于传统的铝合金。 

4阻燃性 

用煤油火加热的传统的铝合金飞 

机蒙皮，20～30s后结构会被熔化，而 

飞行过程中出现紧急事故时，旅客最 

少需要90s的逃离时间，因此存在不 

安全因素。玻璃纤维的熔点很高，它 

可以防止Glare的内层铝合金板被熔 

化，因此 Glare层板有较好的防火性 

能。普通机身铝合金蒙皮结构的内部 

往往要专门增加一道防火墙，采用 

Glare层板就可以免除这种麻烦。 

FMLs零件及结构制造 

FMLs层板在飞机上的应用主要 

集中于机身和机翼蒙皮，而在机身上 

的应用是其发展方向。单曲率蒙皮最 

合适的方法是滚弯，纤维方向对滚弯 

后的回弹量影响较大。纤维方向为飞 

机周向时回弹量最大；纤维方向为飞 

拉深破坏的纤维金属层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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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纵向时回弹量最小。双曲率机身蒙 

皮的成形工艺比较复杂，金属蒙皮常 

用拉形方法制造，Glare机身蒙皮仍 

然可以采用拉形工艺。拉形过程中， 

材料的变形方式为平面应变，无论是 

平行于纤维方向还是垂直于纤维方 

向，材料都有变形。由于Glare层板 

纤维的破坏应变很小，仅能达百分之 

几，采用拉形成形工艺时，要防止纤 

维断裂。当纤维方向不是特别重要时， 

如受冲击的蒙皮，纤维方向可以采用 

±45。斜向铺设。 

机身蒙皮还可以同普通纤维复合 

材料一样采用铺叠成形方法，将 

FMLs的每一层逐层放到成形模上， 

然后加温加压。 

金属材料的一大优点是在室温下 

可以塑性成形 ，对于FMLs来说，由 

于其表面是铝板，也可以采用传统的 

金属成形方法，但由于纤维的破坏应 

变很小，材料的成形极限远小于相应 

的金属材料。 

FMLs结构的加工一般都在零件 

或部件成形完成后进行，可采用传统 

的纤维复合材料层板的加工方法，常 

用工序是零件的周边磨削及钻孔。加 

工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分层破坏。 

FMLs零件的装配，通常有胶接 

和铆接 2种连接方法。这 2种连接工 

艺和普通结构连接工艺没有什么区 

别，但应注意的是：在进行金属结构 

的铆接时，干涉有利于结构疲劳寿命 

的增加；但在进行FMLs结构的铆接 

时 ，由于铆钉杆的膨胀可能导致 

FMLs的分层破坏，所以必须限制干 

涉。对于螺栓连接也有同样的限制， 

特别是环槽钉的安装，在金属结构连 

接中往往有一定的干涉量，但FMLs 

结构则要限制干涉以防止分层破坏。 

结束语 

FMLs层板是一种先进的混杂复 

合材料，综合了金属材料和纤维复合 

材料的优点，具有单一金属材料和纤 

维复合材料所不具备的很多优点，是 

飞机结构的理想材料。由于FMLs层 

板既有金属层，又有非金属层，零件 

制造工艺相对复杂，但FMLs层板能 

降低综合成本，减轻结构的重量，提 

高结构的安全性。FMLs层板在波音 

777及空客 A380上的成功应用为此 

先进材料在未来飞机制造中的广泛应 

用奠定了基础。 

(责编 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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