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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疲劳关键部位损伤与可靠性评定技术 

王 磊 刘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从分析结构疲劳失效和损 伤演化 的本 质特征，得到 了以疲劳损伤描述 的结 

构可靠性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使用过程中飞机结构疲劳关键部位的损伤与可靠性 

评定技术和相应参数指标．该方法以一般环境下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结论的完整资料和服役 

中记录的每架飞机飞参数据为主要依据，能够实现利用每架飞机的飞参适时地对其结构损伤 

状态与可靠性给出评估，满足飞机结构疲劳损伤监控技术的需求．最后结合某型飞机的具体服 

役情况给出评估示例．研究表明，采用该方法可适时地计算出某型飞机结构的疲劳损伤和可靠 

性，并可为使用方合理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信息，以在保障结构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合理地调配使 

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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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n evaluating damage and reliability 

of aircraft structure fatigue critical parts 

W ang Lei Liu W enting 

(School of Aeronaut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Analysis was started with character of fatigue failure and damage evolution of structure．The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alysis model which expressed in fatigue damage of critical parts was given．The damage 

and reliability evaluation technique and corresponding parameter index of fatigue critical parts of in service air— 

craft were presented by basing on above mode1．The method based on integrated data of full—scale fatigue test 

on aircraft structure at room environment and flight parameters of every aircraft recorded in service．The meth— 

od can carry out timely calculating structure damage state and reliability using flight parameters of every air— 

craft，and can satisfy with requirement of fatigue damage monitoring technique of aircraft in service．Finally 

the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based on usage of certain type aircraft was given．The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timely evaluating structure damage and reliability of certain type aircraft，as also can provide important service 

information of every aircraft structure in service for the user．Then it is possible to allocating and using every 

aircraft in service reasonable with the precondition of ensuring aircraft structure safely． 

Key words：aircraft；structure；fatigue damage；reliability；monitoring 

保证飞机结构在服役中的可靠性对提高飞机 

作战能力，保持良好战备完好性和充分发挥使用 

效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任务主要 由使用方通过 

合理的部队管理完成，主要工作是记录每架飞机 

的真实使用情况，估算飞机结构潜在的损伤增长， 

以保证其在使用期限内能够适时地进行检查／修 

理(或退役)．飞机结构损伤与可靠性的评定技术 

是实现对服役飞机结构的疲劳损伤与可靠性进行 

适时评估的主要方法，是实施部队管理的技术基 

础．本文重点针对决定飞机结构寿命的疲劳关键 

部位给出对应的损伤与可靠性评定方法．在不产 

生概念混淆时，文中为便于叙述将“飞机结构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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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关键部位”简记“飞机结 构”．本 研究还紧密结 

合 了我国对现役飞机结构实施单机管理的需求 ， 

有重要的工程背景和实用价值． 

本文研究的主要途径为：①建立以疲劳损伤 

描述的结构可靠性分析方法作为理论基础 ；② 以 

全机结构疲劳试验提供的设计使用情况下飞机结 

构寿命信息的完整资料为依据；③以每架飞机为 

对象 ，依据服役 中所记录的飞参数据来计算导致 

飞机结构的疲劳损伤增量 ；④ 给出飞 机结构损伤 

与可靠性评定的参数指标． 

1 飞机结构疲劳损伤与可靠性算法 

1．1 以疲劳损伤描述的可靠性分析模型 

当有条件掌握每架飞机真实使用情 况时 ，采 

用跟踪每架飞机结构的疲劳损伤增长并判断是否 

达到临界损伤来决定是否安排飞机退役显然更为 

合理．那么，对飞机结构进行可靠性分析也需采用 

以疲劳损伤描述的可靠性分析模型．其 主要思想 

是 ：将结构瞬时疲劳损伤 D(t)看成广义应力 ，临 

界疲劳损伤 D 看成广义强度，从而实现 以 D(t) 

与D 的动态干涉来计算结构瞬时可靠度．结构 

D(t)与 D 及分布则是建立 以疲劳损 伤描述 的结 

构可靠性分析模型的关键． 

文献[1]曾采用概率递推法研究过疲劳损伤 

演化规律，并成功地用 于对结构进行疲劳可靠性 

分析．但文献 [1]给出的基本假设条件不 能反 映 

出结构疲劳失效的本质，也没有建立起概率递推 

过程和结构疲劳损伤累积过程的一致关 系，导致 

对 Kececioglu方法一直存在争议．文献 [1]基本假 

设为：完全可采用结构失效概率来度量载荷作用 

导致结构的疲劳损伤 ；结构受不 同载荷作用产生 

的疲劳损伤相等时，对应的失效概率也相等． 

本文的模型仍 以文献 [1]的推导 为基础 ，但 

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深入分析结构疲劳失效本 

质和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较为公认 的假设条件 ，并 

通过简单推理加 以阐明． 

本文假设 ：①假设结构发生疲劳失效时的临 

界状态(即宏 观状态 ，具有连 续损伤力学 中损 伤 

变量的性 质 ，为与疲劳 分析 中的损伤 1／N相 区 

分，故称为状态 z ，其中Ⅳ为疲劳寿命)分布是 

仅由结构疲劳失效特征决定 的固有 随机变量．一 

般衡量工程结构发生疲劳失效均仅针对反映结构 

状态的部分主导且 可控 的状态 参量 (如裂纹深度 

尺寸等)达到临界指标(工程可检裂纹尺寸)定义 

的．然而，由于结构细微观状态演化的离散不均性 

和随机涨落性等导致结构发生疲劳失效时对应的 

临界状态又是随机的，从而可接受假设①的合理 

性．②结构状态演化具有不可逆性，即对任意结构 

子样在任意时刻的状态演化速率均大于0． 

由结构状态演化的不可逆性可得，结构受给 

定载荷作用至任意循环数 n，恒有 

P{Z s(n)／S≥ Z s． }=P{n≥N} (1) 

其中，P{·}为事件概率；S为载荷；Z 。 为临界 

状态． 

式(1)可采用集合论加以证明．又依结构可 

靠性定义 ，可采 用结构状态表示结构瞬时失效概 

率为 

P (n／S)=P{Z (n)／S≥ Z s
．  } (2) 

由本文假设②和式(2)可证得，结构受给定 

载荷作用的瞬时状态分布与 P (n／S)具有一一对 

应的等价关系．从而有当结构受不同载荷作用导 

致的瞬时状态若相等 ，结构失效概率也相等 ，并可 

由式(1)给出不同载荷作用循环次数的等效折算 

关系．上述结论 正是 Kececioglu方法的基本假设 

条件． 

本文假设①和②使得有理由采用文献[1]的 

方法来研究结构的 D(t)、D。 及分布．但还要对给 

定载荷下结构疲劳寿命分布特性给出如下假设： 

①在不同载荷单独作用下，结构的疲劳寿命分布 

特征具有同族性．②给定载荷下飞机结构的疲劳 

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N／S～ Ⅳ(／z， 。)． Ⅳ表 

示对数正态分布，／z为对数均值， 为对数标准 

差．③给定载荷下飞机结构的疲劳寿命 的对数标 

准差在中长寿命范围内满足 (S)= ． 

接受假设③成立已被大量试验数据的统计结 

果所证 明，文献 [2]针对飞机上常用 的铝合金 、钛 

合金和高／低强度钢材料分另0给出对数疲劳寿命 

标准差的取值，综合文献[2—3]建议对国产铝、 

钛合金和高／低强度钢材料可保守地统一取 = 

0．2． 

以结构受 变幅载荷 (S ，n )f ～ 的作用至 

发生疲劳失效进行分析，由文献[1]可得 D 及分 

布为 
m  

n  

D 
N S 

(3) 
50 ( ) 

D 一 Ⅳ(0， ) (4) 

上述结论与文献[4]中总结以往的有关结构 

临界疲劳损伤统计特性的试验研究成果所得结论 

基本一致 ，且便于工程应用． 

结构受载荷作用至发生失效前任意瞬时 t及 

以前受到载荷(S ，n )l㈦ 的作用，P(t)为至 t 

时结构经历载荷的总级数 ，可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86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 2008年 

D( (5) 

结构在 t瞬时是否可靠亦可采用“t瞬时疲劳 

损伤是否小于临界损伤”来描述，对应结构可靠 

度亦可表示为 

R(t)=P{D(t)<D。 } (6) 

1．2 飞机结构瞬时疲劳损伤算法 

不考虑外界化学／热／气候环境对飞机结构造 

成的损伤时，飞机结构在服役中经历的是一次又 
一

次飞行造成的离散疲劳损伤(AD )，将任意瞬 

时及以前所有飞行 N (t)的损伤相累加，就可得 

飞机结构任意瞬时的损伤 D(t)．有 
Ⅳfd(t) 

D(t)=∑AD (7) 

每次飞行导致的损伤 AD 可依据所记录的 

飞参并结合飞参处理技术、载荷分析技术和疲劳 

分析理论(名义应力法 、应力严重系数法 、局部应 

变分析法)加以计算．具体计算流程见图1． 

图 1 飞机结构疲劳损伤计算流程图 

为记录表达方便，损伤单位取为微损伤，即将 

式(3)和式(5)的结果乘以 1O ． 

2 结构损伤与可靠性评定参数指标 

对飞机结构损伤与可靠性进行评定与监控， 

要求定期、重复地对服役载荷导致该部位的使用 

轻重程度、疲劳损伤消耗和服役风险给出评估．为 

此需给出如下参数指标： 

1)规定期限内的平均损伤率d(AT)，为规定 

期限内飞机飞行导致结构疲劳关键部位总损伤与 

总飞行时间的比值，是衡量规定期限内飞机飞行 

导致该关键部位使用轻重的重要参数．计算表达 

式为 
Ⅳfd(△r) ／Ⅳrd(△r) 

d(AT)=∑ AD ／∑ △ ， (8) 
k= 1 ， =1 

式中，N (△ )为规定 △ 期限内的飞行总次数； 

AT 为规定期限内第 次飞行持续的飞行时间 

(飞行小时数)； 

在进行飞机结构损伤与可靠性评定时，常需 

计算季度平均损伤率 d(Q)、年度平均损伤率 

d(Y)、飞机平均损伤率 d(T)(考虑已飞所有飞 

行)和设计平均损伤率 d(D)(用于衡量设计谱严 

重程度 )． 

2)疲劳寿命消耗指数(FLEI)．疲劳寿命消 

耗指数 C 为衡量飞机结构疲劳关键部位使用 

消耗情况的重要参数指标．计算表达式为 

C =S ·D(t)·10一。·100％ (9) 

式中，S 为仅反映结 构状态差异性 的分散系数． 

不 同国家针对采用单机监控管理的机群 ，对分散 

系数有不同规定．如取 =0．2，R=99．87％，有 

Sf=4．0． 

判断飞机结构可否继续使用 的准则为 

C ≤ 1．0 (10) 

当 C眦 =1．0时 ，安排退役． 

3)瞬时可靠度．飞机结构瞬时可靠度是对飞 

机结构从开始服役到规定时刻前无故障地完成其 

规定功能能力的度量，是衡量其对检／修资源需求 

的重要参数．计算表达式为 

R(t)=P{D(t)<D } (11) 

4)任务可靠度．飞机结构任务可靠度是对飞 

机结构在规定的任务剖面内能够保持无故障且完 

成其规定功能能力的概率度量，是衡量飞机结构 

完成规定任务能力的重要参数．在进行飞机结构 

损伤与可靠性评定时，一般需计算飞机完成规定 

期限内(如季度、年度等)飞行任务的任务可靠 

度．以完成预期年度任务为例，给出任务可靠度 

R (Y)的计算表达式为 

y)= (12) 

Nfd(Ⅳ1 

式中，D(N)=∑ AD ，N (N)为飞机服役至第 

Ⅳ年末时的累积总飞行次数 ；AD + 为飞机预期 

完成第 Ⅳ+1年任务导致结构的疲劳损伤增量． 

AD + 的计算方法：预期分配该机在下一年 

度总飞行时间为 △ (N+1)，那么完成 下一年度 

任务导致结构疲劳损伤增量为 

ADy
．  

= d(N+1)·△ (N +1) (13) 

式中 ，d(N+1)为预期下一年度飞行 导致 结构 的 

年度损伤率，可参考临近季度损伤率、上一年度损 

伤率、d(T)、d(D)或使用监控要求结构的最大允 

许损伤率等加以确定． 

3 示 例 

以某型机(配有飞参记录系统)为例，该型飞 

机的O2和 O3号机于 1998年 3月装备服役，至 

2000年末，要求采用基于局部应变分析法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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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给出02和03号机的损伤与可靠性的评 

定与监控结论．若 03号机预期在 2001年度将飞 

行 150飞行小时 ，预测 03号机能够完成 2001年 

度任务的任务可靠度及完成任务后 FLEI和R． 

02和03号机 3年的服役信息统计见表 1 

表 1 飞机服役信息 表 

由整机疲劳试验结论 有 ：机体结构发生疲劳 

失效仅取决于某疲劳关键部位 ，对某型飞机结构 

进行损伤与可靠性评定与监控亦等价于对此疲劳 

关键部位进行损伤与可靠性分析；设计谱下该疲 

劳关键部位的疲劳寿命为9 000．0飞行小时 ，对 

应 d(D)=111．11／飞行小时．该部位应变疲劳性 

能参数取 30CrMnSiNi2A棒材数据 ，疲劳缺 口系数 

由整机结构疲劳试验所得 的试验寿命反推为 

3．265．采用基于局部应变分析法的疲劳损伤计算 

方法算得 02和03号机年度总损伤 D 及 d(Y)见 

表 2． 

表 2 02和 03号机 D 及 d(Y)计 算结果 

计算结果 ：①02和 03号机的 D 和 d(y)计 

算结果见表 2；②至 2000年末，02和 03号机的 

FLE1分别为 28．437％和 32．807％ ；③02和 03号 

机服役至 2000年末 的 评估结果为：02号机 

0．999999995，03号机 0．99999997；④03号机能够 

完成 2001年度的 150飞行小时飞行任务的任务 

可靠度及完成2001年度任务后的FLEI和 评估 

结果与2001年度飞机使用的损伤率有关，表 3分 

别假定 2001年度损伤率取 03号机 2000年度损 

伤率和 03号机平均损伤率给出评估结果． 

表 3 03号 完成预 期 2001年度飞行任务 的评 估表 

结果分析：①02和03号机的年度总损伤及 

损伤率计算结果的差异性表明，评定需以每架飞 

机个体为对象．此外 02和 03号机各年度及平均 

损伤率均明显地高于设计损伤率，致使飞机在此 

3年内的损伤增量明显偏大，若保证此两架飞机 

服役能够达到设计使用寿命，在后续应适当控制 

并减轻此两架飞机的使用强度；②02和 03号机 

服役截至2000年末的 FLEI计算结果，可直观地 

反映飞机结构的使用消耗情况，为合理安排后续 

使用提供参考；③02和03号机服役至 2000年末 

的瞬时可靠度计算结果反映两架飞机结构隶属于 

无故障事件的可能性，为保障人员在保证预期可 

接受风险的前提下调配使用保障资源提供重要的 

依据 ，以保证飞机适时检／修 (或退役 )；④03号机 

以不同方案预期完成 2001年度任务 的系列指标 

评估，可为部队合理决策使用提供参考．由于预期 

损伤率不同导致完成任务后结构疲劳损伤消耗及 

服役风险也不同，为保证飞机结构在服役中具有 

可接受的风险且达到设计使用要求，需在服役中 

通过对飞机结构损伤率、损伤增量及风险进行逐 

步计算以实现对飞机结构使用的连续管理． 

4 结 束 语 

本文给出一种有效且实用的利用每架飞机的 

飞参来适时地评估其结构疲劳损伤与可靠性的工 

程技术方法．示例表 明，采用该方法可适时地对飞 

机结构损伤状态信息和风险信息给出定量评估， 

并及时反馈给指挥决策者，以便逐步合理地对飞 

机使用进行连续管理，保障飞机结构在服役过程 

中的安全可靠性．该方法有较强的工程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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