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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疲劳强度检查是后期使用的老龄飞机结构可靠性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对飞机结构疲劳强度的损伤 

容限额定值评价方法作简介的基础上，对其实质进行了剖析，指出了该方法在制订老龄飞机结构疲劳强度检查 

大纲中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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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uctural fatigue strength check is one of important issues of structural reliability of 

aging aircraft．In this paper，we introduce the DTR evaluation method for fatigue strength of aircraft 

structural，analyze its merits，and emphasize that approach has practical values in formulating 

inspection program of structural fatigue strength for aging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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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航空工业 

的发展，不仅对飞机的使用性能要求不断提高， 

而且对飞机的使用寿命要求也不断增加。为了提 

高飞机性能，其质量矛盾突出，为减重而采用了 

高强度的材料，却往往忽略材料韧性的降低，加 

之使用应力水平的提高，增加了飞机结构疲劳的 

可能性。在二次大战后的数年内，世界各国的飞 

机 (包括军用机和民用机)相继出现了多起由于结 

构疲劳破坏而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灾难性事故。 

另据不完全统计和大量的分析和试验证明，飞 

机 、发动机结构在外场使用中发生的断裂问题， 

80％以上是因疲劳破坏而引起的『1】。为什么强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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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都满足要求的飞机，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破坏 

事故呢?实践表明只按静强度和刚度要求设计的 

飞机，并不能很好的保证飞机的使用安全，因此 

得到了世界各国航空界的高度重视。70年代后的 

飞机开始按损伤容限准则进行设计 ，并引入一种 

新的检测飞机结构疲劳强度的方法——损伤容限 

评价法。本文希望通过对此评价法的具体介绍， 

使相关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对这种方法有一定认 

识，有效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为部队航空装备 

的维修保障及寿命管理等提供理论参考。 

1 问题的提出 

早期的飞机结构一般是按静强度准则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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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进入70年代之后，则开始按损伤容限性准 

则进行设计。所谓结构的损伤容限性是指结构在 

产生疲劳损伤、环境损伤和偶发损伤的情况下， 

在未检测出这些损伤之前，结构具有承受规定的 

载荷而不发生灾难性破坏的能力而言【2】。因此， 

从维修角度看，按损伤容限性准则设计的飞机 

不同于按静强度准则设计的飞机，即其结构存在 

某些初始裂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随着裂纹的扩 

展，在结构剩余强度下降到规定的极限值之前， 

必须按检查大纲所规定内容进行检查 ，从机群中 

任一架飞机的某一危险部位检测出一条扩展着 

的、接近临界尺寸的裂纹。做到这点，就能从机 

群所有飞机的相同部位发现类似的隐患，并采取 

补救措施，确保飞机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而从 

飞机结构强度讲，按检查大纲规定，检查机群各 

飞机危险部位产生的裂纹，在其超过临界尺寸之 

前，至少检测出一条此类裂纹的概率P。，则是飞 

机结构是否具备损伤容限性的指标。 

国外航空公司在多年飞机设计制造经验基础 

之上，研究制订出结构疲劳强度的损伤容限额定 

值评价方法(Damage Tolerance Rating，DTR评价 

法)，就是在结构疲劳特性与机群裂纹检测概率 

之间建立起量的关系，从而在用文字表述的检查 

大纲中导人数值定量的概念，用以确保结构的损 

伤容限性。本文主要阐明损伤容限额定值 (DTR 

法 )评价法的数理依据，并介绍DTR法在实际维 

修工作中的应用。 

2 损伤容限额定值评价法 (DTR法) 

一 般地讲，飞机疲劳损伤的发现概率可作为 

检查方式和手段、检查时机、裂纹长度等方面的 

函数加以表示。而机群发生疲劳损伤的发现概率 

则取决于受检的飞机架数、发现的裂纹数目、检 

查的等级、检查次数等情况。 
一 个机群中，在一架飞机上的某一主要结构 

上发现了任一细小部位产生一个裂纹时的发现概 

率若 以P。表示 ，．~lJp。将是3个独立概率因子P ， 

P ，P 的函数。其中P 是检查出一架有裂纹飞机 

的概率。若假定所选机群的飞机中发现产生裂 

纹，则在检查全机群的情况P1=l。若按抽样检查 

大纲做检查，因受检飞机仅是机群中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应是P <l。老龄飞机产生裂纹较早，所 

以在抽样检查中，对于领先使用机应给以更大的 

P1值。 

P 是检查出某一结构细小部位产生裂纹的概 

率，其大小将随检查的等级和维修阶段不同而变 

化。P，值一般在1与0之间。 

若就带有裂纹的某架飞机 (P1=1)而言，其 

某一细小部位产生一个裂纹(P，=1)，则这架飞 

机产生裂纹的发现概率P 应该是裂纹长度 、检查 

等级和检查方法的函数。于是由某一特定的检查 

方法，在某一等级的一次检查中发现某一长度一 

个裂纹的概率P ，可以用三参量威布尔分布式p 表 

示，即： 
r ， 、 ] 

_1一exp『一l／ L一- Lo】J (1) L 、 _J 
式中：Lo为可检出的初始裂纹长度；L为检测出的 

裂纹长度； 为威布尔分布的特性裂纹长度； 为 

威布尔分布形状系数。 

上述概率要受到检查方法、裂纹部位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所以实际裂纹长度与可检测出的裂 

纹长度可能有较大的误差。图1是飞机某一细小结 

构部位产生裂纹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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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结构裂纹与飞行时间的关系 

图1中的裂纹是发自螺栓孔壁的，只有其长 

度超越A， 两点时，才可能被检测出来。否则 ， 

裂纹将被遮蔽物所掩盖，从而推迟裂纹的发现期。 

值可根据一般性检查提供的裂纹扩展报告 

加以确定。图2是在损伤容限载荷条件下，裂纹以 

可能发现的最小尺寸 发展至临界容许尺寸L 过 

程中，安全损伤检测期间(Ⅳn)与尸1的关系曲线。 

裂纹若在超过临界尺寸之前被发现时，则不会导 

致飞机结构发生致命性的破坏。即使达到临界容 

许尺寸 的部位，在未承受超损伤容限载荷的情 

况下，也不会导致结构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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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安全损伤检查期内Ⅳc与P 关系曲线 

图3表示在安全损伤检测期间Ⅳn中，以等间 

隔Ⅳ昕做的几次检查和与各次检查相对应的裂纹 

长度之间的关系曲线l4_。 

图中与临界裂纹长度L 相对应的是最终检测 

间隔JV中的任意点，分析中可认为检查是在中间 

点N／2，并取此间隔中 的平均值。根据最终检查 

位置 ，把已实施过的检查群化分为以Ⅳ为间隔的 

区间。现在以一个裂纹长度与P 值，并与实施过 

的各次检查联系起来分析。 

卜—————一 ———————一 

图3 No内几次检查的裂纹长度与Ⅳ的关系 

若假定P =P =1．0，在检测期间Ⅳ0中，对一架 

飞机的累积损伤发现概率P ，可以根据在n次检查 

中的漏检概率的乘积求得。 

对于最早发现的裂纹有： 

= 1一兀(1-／53 ) (2) 
i=l 

式中：P 为第f次检查中的发现概率；，z为在Ⅳ。 

期间实施过的检查次数；17为(1-P， )(1-P， ) 

(1一P33)⋯。 

经验表明，机群中若有一架飞机的某部位 

发现裂纹，则在其后续受检飞机上的同一部位会 

发现类似的裂纹。就是说 ，若对机群实施补充检 

查，则该部位的裂纹发现概率将会增加。在安全 

损伤检测期间Ⅳn中，发现的后续裂纹群具有图4所 

示的特点，即其被发现的时间以及裂纹长度都将 

变短 

图4 安全损伤检测期间后续裂纹群特点 

在给定检查方法 、确定了检查频度的情况 

下，机群的裂纹发现概率P 可表示为： 
m n 

= 1一 3(1一 ，) (3) ，=ll_ 

式中：P。 产生，个裂纹的机体经第i次检查发现 

裂纹的概率；m为产生裂纹的机体数；，z为对产生7 

个裂纹的机体实施过的检查次数。 

若就机群做过的各种检查等级 (A， ，c， 

D， )加以考虑，则裂纹的累积发现概率P。可表 

示为： 

= 1一
~__

I-I
A
(1一 ) (4) 

式中： =P ·P2·P ；f为实施过的检查等级数。 

概率P。一般是接近1的数值 ，例如0．999或 

0．998，这些值十分接近而不易比较。为了便于比 

较 ，可以用裂纹漏检概率 (1一P。)表示。这样 ， 

若对概率做比较时就会有 (1—0．998)／(1—0．999) 

= O．002／0．001，即可以用2与l之比的简单数量表 

示其间量的关系，从而使P。值的比较变得十分清 

晰。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就是通过检测概率和漏 

检概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DTR这样一个当量 

指标，用以表示对机群的裂纹检测能力，作为飞 

机结构疲劳强度的评价方法。 

DTR是根据式(4)定义的，即 

PD=1一兀(1一Pdi)=1—0．5 或DTR=lgo (1一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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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5)换底后得 

DTR=lg(1-Pd)
／
／lg0

．
5 (6) 

／ 

即DTR定义为 ：设 以某一理想检查手段 ， 

在一次检查中对裂纹的检出概率和漏检概率各是 

0．5，则采用该手段检测裂纹时，要达到检查概率 

所需的最少独立检查次数为DTR。 

式 (6)表明，DTR与P。是单调增函数关系， 

DTR值的大小直接反映出检测能力的高低。图5是 

DTR与 的关系曲线及其应用举例。 

5．0 

2．0 

1．0 

0．5 

0．2 

0．1 
O．13O．2 O 3 O．4 0．5 0．6 0．7 O．8 O．9 

PD 

图5 DTR与尸。的关系曲线 

图6是不同检查方法以及检查频度 (以飞行小 

时表示 )与DTR值之间的关系曲线。 

检测频度／x 102h 

图6 检查频度与DTR值间的关系曲线 

3 损伤容限额定值评价法(DTR法)的应用 

波音公司以DTR要求值取代飞机主要结构部 

位的累积损伤发现概率，如表1所示。 

表1 FAASn波音公司决定的DTR要求值 

从表l的应用情况看出：DTR要求值是在基础 

值定为4的情况下，考虑了下述条件之后确定的， 

即 

(1)临界裂纹的实际概率以及裂纹周围环境 

的技术判断； 

(2)DTR评价方法是以发现小于临界容许裂 

纹尺寸的裂纹为其基本目的的，其中不包含发现 

超长裂纹的特殊情况； 

(3)从故障报表看 ，裂纹往往发现于结构检 

查无关的改装施工过程中，DTR评价法中不包含 

这种发现裂纹的情况。 

按式 (6)可以计算出，DTR=4相当于以整架 

飞机为检查对象时，其疲劳损伤在反复检查中的 

漏检率为6．3％。 

表1中的DTR增补值是把通常飞行中产生的 

应力与产生损伤容限应力的频度、应力水平、发 

现的机会等因素相比较之后加以确定的。以表中 

机身为例，就是以航行中座舱增压造成的机身压 

差的应力与损伤容限应力的比例大于50％或小于 

50％而定出的DTR增补值。DTR总值则是根据各 

航空公司检查方式而定的DTR总计值。此值若大 

于表1的基础值，则满足了疲劳强度要求。 

概括起来说 ，飞机维修中的DTR评价过程 

是按照检查大纲检测飞机的，并计算出飞机实有 

的DTR值，然后与手册中记载的DTR要求值进行 

比较。若DTR实有>DTR要求，则满足了结构疲劳强 

度要求。反之，若DTR实有<DTR要求，则未满足要 

求。后一种情况就需要更改原结构部位的设计， 

改善结构的疲劳强度；或者更改检查大纲，通过改 

进检测手段或提高检测频率，以达到提高DTR宴有的 

目的。 

采用DTR评价法使结构疲劳强度分析变得 

十分简明，只要对照有关手册进行规定的结构检 

查，就能够清晰地掌握飞机主要结构部位的疲劳 

强度状况。 

DTR评价法不仅适用于按损伤容限准则设 

计的新一代飞机 ，对于按静强度准则设计的老龄 

飞机也是适用的。比如我国的歼七飞机等是按静 

强度准则设计的。国内某飞机公司近来在吸收波 

音公司损伤容限设计准则的基础上 ，结合飞机实 

测载荷谱、疲劳试验结果、无损检测能力等实际 

情况，提出按损伤容限准则评价某老龄飞机机翼 

寿命的新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El本YS一1 1 

型客机也是按静强度准则研制的，80年代，日本 

对这种老龄飞机的结构疲劳检查，采用了DTR方 

法，制订出该型飞机的结构疲劳补充检查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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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付诸实施。这些实例表明，DTR评价法完全可 

以应用于按静强度准则设计的老龄飞机。目前部 

队较多的现役飞机都已趋老龄化，它们还将继续 

服役相当时间。因此，针对这些飞机的结构疲劳 

问题，引入DTR评价方法，应是目前航空维修工 

程中一项可行的课题。 

4 结束语 

本文在通过对飞机结构疲劳强度的损伤容限 

额定值评价方法作简介的基础上，对DTR法的数 

理依据和在实际维修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剖析， 

这种方法不强调飞机部件的某些初始裂纹，而是 

通过一架或几架飞机某一危险部位一条扩展着的 

裂纹延伸到整个机群相同部位的隐患，从而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延长了飞机使用寿命，确保飞机 

的飞行安全。因此，该评价飞机结构疲劳强度的 

方法，它不仅适应于按损伤容限性准则设计的现 

代飞机，而且还适应于按静强度准则设计的老龄 

飞机 ，并在制订现役飞机和老龄飞机结构疲劳强 

度检查大纲中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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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时对尾流起到了下遮挡作用。 

4 飞机后向发展趋势及探讨【5】 

随着现代军用探测器的频段不断拓宽 ，精度 

不断提高，单一的隐身技术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 

需要，大隐身的思想趋势和概念框架的出现是隐 

身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归纳起来 ，飞机后向红 

外隐身技术的发展趋势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 

(1)强红外辐射源的遮挡、发动机燃烧效率 

和燃料配方的改良、尾喷管形状的优化设计、高 

效率的尾气添加剂的研制 ，以及燃烧室和尾喷管 

内壁绝热和高反射材料的开发仍将是飞机后向红 

外隐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2)耐高温红外吸波材料和红外低发射率材 

料的理论研究和机理讨论将得到有力的延续。 

(3)兼具激光、雷达波的耐高温复合隐身材 

料的研究将是飞机后向红外隐身用材料发展的主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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