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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分析的一些特殊问题 

姚卫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先进设计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南京，210016) 

摘要：简要介绍了当前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分析中遇到的腐蚀疲劳、蠕变疲劳、振动疲劳和复合材料疲劳等特殊问 

题，回顾了解决这些问题已有的主要处理方法，并介绍了作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从疲劳寿命评估方法论的角度， 

讨论 了处理这 些问题还 需要 进行 的基 本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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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pecial Subj ects of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n Aircraft Structures 

Yao Weixing 

(Key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Science for National Defense—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of Flight Vehicl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Nanjing，21001 6，China) 

Abstract：Some special subjects of th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n aircraft structures encountered in recent 

years，such as fatigue under the alternative of corrosion or cyclic loading，creep fatigue of polymethyl 

methacrylate，fatigue under stochastic vibration loading and cyclic loading，fatigue of fibre reinforced 

polymers，are reviewed．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n these subjects and results obtained in the recent 

years in our research group，are introduced．From the point of view about fatigue life estimation the es— 

sential points to be investigated for these problem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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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刚度和疲劳寿命是工程结构设计的基本 

要求。由于飞机结构对于结构重量系数的苛刻要 

求，飞机结构大多是有限寿命设计；由于飞机的使 

用和停放环境恶劣，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确定有很 

多特殊问题。按照结构使用环境，这些特殊问题可 

分为下面几类。(1)腐蚀环境引起的问题：复杂腐 

蚀一疲劳载荷历程造成的结构疲 劳，主要涉及结构 

腐蚀疲劳破坏模式、腐蚀环境谱、材料的腐蚀一疲劳 

性能、腐蚀疲劳加速试验和腐蚀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等。(2)振动环境引起的问题：主要包括振动疲劳 

和声疲劳。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体疲劳载荷 

和振动载荷／声载荷共 同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分析方 

法、材料超高周疲劳性能与可靠性和振动疲劳试验 

方法与加速试验等。(3)温度环境引起的问题 ：结 

构的蠕变一疲劳交互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分析、载荷 

频率的影响和蠕变一疲劳试验验证技术等。(4)多 

轴疲劳问题：随着整体结构件和优化设计技术的广 

泛使用，多轴非比例疲劳问题在飞机结构中显现了 

出来 ，主要 涉及 多轴非 比例疲劳破坏准则、累积损 

伤理论和材料本构关系等。 

由于结构重量系数的要求，飞机结构型式和材 

料在不断更新 。按照结构材料 ，目前飞机结构疲劳 

寿命分析的特殊问题主要有。(1)连续纤维增强树 

脂基复合材料：在疲劳载荷作用下的复合材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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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合材料结构的疲劳寿命分析和复合材料损伤 

演变与损伤容限分析等。(2)有机玻璃：有机玻璃 

的蠕变一疲劳行为、温度载荷一机械载荷交替／联合 

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分析、有机玻璃的损伤容限和有 

机玻璃结构的疲劳寿命评估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结构型式的疲劳寿命 

分析问题，如焊接加筋壁板结构、绳索类结构等。 

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分析的主要 目的是提高结 

构的疲劳寿命，减轻结构重量，其基本措施是采用 

新的结构材料、结构型式和采用抗疲劳制造工艺。 

对于结构设计而言，结构应力水平的控制和细节抗 

疲劳优化设计是主要途径。 

1 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下的结构寿命 

评估 

腐蚀环境中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试验和分析 

已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已经有了一些解决这一问题 

的方法，其中有的方法以腐蚀损伤为主L1。]，有的以 

疲劳为主，同时考虑对材料疲劳性能作修正n ]，有 

的采用腐蚀疲劳的方法L6 ]。 

飞机，特别是军用飞机，停放时间远远多于飞 

行的时间。停放期间，腐蚀环境将对飞机结构产生 

较为严重的腐蚀老化作用。由于在高空飞行时，温 

度较低，腐蚀环境较弱，而在地面停放时结构中的 

应力很小。因此飞机结构的服役过程可近似看作是 

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的受载模式，见图1。 

枢 

图1 飞机的载荷一时间历程示意图 

1．1 环境一载荷谱与加速试验 

飞机结构疲劳载荷谱的确定已经有了一套成 

熟的技术，但环境谱的确定方法尚不完善。目前主 

要是通过实测、历史资料和气象资料等分析统计获 

得环境谱。表1为某机场的地面停放环境谱 ]，它 

是由6个典型机场近lO年的气象资料等数据经统 

计分析得到的。 

飞机的日历寿命少则10多年，多则30年，完全 

模拟的腐蚀环境试验是不可能的，也会因试验周期 

过长而使试验失去意义L】。。。为了使飞机的环境谱能 

表 1 某机场地面停放谱 

参数 雨 卜气盐雾潮湿空气 凝露 工业废气一 ⋯J． 
6．22 5．12 3．5 4．47 12．76 

545 2 448．5 306．6 394．2 1 117．96 

88．3 1O5．8 

3～ 4 3～ 4 

O．263 

0．O61 

0．55 

26．21 

1．56 

0．435 69．88 0．435 

594．4 

0．48 0．48 

时间比例／ 

作用时间／h 

作用次数 

PH 值 

SO ／ 

(rag·ITI一 ) 

Nox／ 

(rag·ITI一 ) 

飘尘／ 

(rag·ITI一 ) 

每月降尘／ 

(t·km一 ) 

Co／ 

(rag·ITI一 ) 

Cl一／ 

(rag·L一 ) 

雨 量／ram 

盐 雾含盐量／ 

(rag·ITI一 ) 

够有效地应用于工程实践，必须给出试验中可行的 

当量加速环境谱。解决腐蚀损伤等当量关系的最可 

靠的办法是对比试验，但现实中难以实现，目前大 

多选择金属腐蚀电流 c作为金属腐蚀的表征参 

数[1 ，据此进行不同环境之间环境腐蚀性的当量 

折算 。 

1．2 预腐蚀后的材料疲劳性能 

金属材料腐蚀疲劳或预腐蚀疲劳的性能已经 

有了较多的研究结果n ，但是还没有形成系统。预 

腐蚀后材料的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下降，见图2 L9]。 

Ⅳ， 

图2 不同预腐蚀年限后LY12一CZ铝合金板材 一Ⅳ 曲线 

预腐蚀后的S—N 曲线与实验室环境下的 一N 

曲线相似。陈群志等c13-14]采用一个系数C( )修正常 

规的 一N 曲线来获得预腐蚀后的 一N 曲线，杨晓 

华等 采用常规 一N 曲线的形式 

logS — C + mlogN (1) 

但式中的常数C和 是腐蚀介质和腐蚀时间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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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腐蚀介质，腐蚀时间  ̈ ⋯ 

I = (腐蚀介质，腐蚀时间￡) ⋯ 

1．3 累积损伤理论 

疲劳累积损伤理论是结构无裂纹疲劳寿命分 

析的基础。杨晓华等 提出了一个腐蚀一疲劳交替 

作用下的疲劳累积损伤的竞争模型，而更多的研究 

者则借用Miner线性累积损伤理论[6 ” 。作者最 

近提出了一个修改的Miner理论来描述腐蚀一疲劳 

交替作用下疲劳损伤的累积[1 。该理论假定：一个 

循环造成的疲劳损伤 D为 

D 一 1 (3) 

式中：Ⅳ为对应于当前状态的材料疲劳寿命，同样 

的应力水平 ，因为预腐蚀时间不同，Ⅳ 也不 同。 

在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时，腐蚀产生的损伤可 

能覆盖了疲劳载荷产生的损伤，因此第m阶段疲劳 

载荷产生的损伤累积规律写为 

D 一D 一1+ AD 一 

，  一  1 

max(D _l'D CO一1)+∑ 。 (4) 
i一 1 ‘ ’m 

式中：D 一 为m阶段以前的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下 

的累积损伤；D CO一 为m阶段开始之前的腐蚀产生 

的损伤。如果D 一 <D ，则以腐蚀为主，反之则 

以疲劳为主。腐蚀阶段对疲劳损伤的累积影响只在 

Ⅳ 中考虑 。 

由于实际上腐蚀阶段对疲劳损伤或多或少存 

在着覆盖现象，所以如果只以腐蚀为主获得的疲劳 

寿命估算结果是偏于危险的，而以腐蚀疲劳为主获 

得的估算结果是偏于安全的。 

不失一般性，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下的累积损 

伤规律应该包容纯疲劳和纯腐蚀的情况，由式(4) 

可以得到临界损伤Dc 一1。 

2 有机玻璃结构的疲劳寿命分析 

有机玻璃被广泛应用于飞行器座舱风档等透 

明件结构，它们通常受到温度和循环载荷的作用。 

目前对这类结构的疲劳寿命分析还没有被普遍认 

可的方法，透明件结构的疲劳寿命评估基本上依赖 

试验。 

2．1 有机玻璃蠕变和疲劳行为 

不同温度下有机玻璃材料的应力一应变曲线如 

图3所示 ，其蠕变特征十分明显 。基于 Pa6oTHoB蠕 

变损伤模型 ，可以获得有机玻璃的蠕变断裂模 型， 

图4为 YB一3有机玻璃的蠕变试验结果 [1 。 

三一1一『1一f÷1 ] 一而 (5) 

时 

山  

＼  

b 

图3 YB一3不同温度下的 一￡曲线(应变率0．001／s) 

t／tc 

图 4 YB一3的蠕变 曲线 

有机玻璃的5一Ⅳ 曲线的形状与金属材料相似， 

如图5所示 ，但是5一Ⅳ 曲线对于频率比较敏感。图 

6为有机玻璃YB一3在不同频率下的5一Ⅳ 曲线。 

图 5 有 机玻璃 YB一3的S—N 曲线(厂=0．5 Hz) 

图6 不同频率下YB．3的S—N 曲线(R=0．1) 

● O  O  O  O  O  O  O  O  O  O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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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局部应力法 

有机玻璃的裂纹扩展寿命估算方法的研究较 

多[2 。引，而疲劳裂纹形成寿命估算方法的研究则较 

少，且大多采用名义应力法[1 。由于名义应力法需 

要与实际构件应力集中系数相同的标准试样件的 

S一Ⅳ 曲线，所以使用常常受到限制，另外估算精度 

也较低。张志林等[2‘ 和Hoey等[2 5]注意到航空有机 

玻璃基本上属于脆性材料，应力与应变呈线性关 

系，据此提出局部应力法。 

张志林等按照应力场强法[26-27]提出的有机玻 

璃疲劳裂纹形成寿命的局部应力法如图7所示。该 

方法假定，当缺 口件缺 口根部 d处的局部应力 

ay(d)等于光滑试验件的名义应力 时，缺口试验 

件和光滑试验件具有相同的疲劳寿命。 

图7 局部应力法模型 

缺口边韧带上的弹性应力分布已有很多研究。 

对于圆孔孔边附近韧带上的应力分布 ( )可近似 

表示为[2 

一  +专( )。+詈( 门 
(6) 

式中：Kr为缺 口件的应力集中系数；仃 为缺口件 

所受到的远场应力 。通过一些标准的光滑试验件和 

缺口试验件的疲劳寿命结果可以确定d值。 

2．3 分离蠕变损伤和纯疲劳损伤方法 

有机玻璃材料在受到疲劳载荷时，蠕变损伤和 

疲劳损伤同时存在。蠕变／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已经 

有了大量的研究[2 圳，如 ：能量耗竭、韧性耗竭 、延 

性耗竭，频率分离法、应变能频率分离法等。罗成利 

等E32]应用损伤力学通过分离蠕变损伤和疲劳损伤， 

获得了蠕变／疲劳共同作用下的疲劳寿命表达式 

Ⅳ= 忐· + 
1

· 

)～dDN D)P ㈩ ， (1+ )(1一口)(1一 』 
式中：k为由蠕变试验给出的材料常数；a， 为与损 

伤演化律相关的常数；Nc为只计蠕变损伤而破坏 

的循环数；N，为只计疲劳损伤而破坏的循环数。 

Ⅳc一[(愚+1) 0警 ～ (8a) L J ＼ D， J 

Ⅳ，：丽 [ r c8b 
式中：B为由蠕变试验给出的材料常数；仃 为平均 

应力。首先由蠕变试验结果求出当量的Ⅳc，然后采 

用数值方法求解式(8)中的参数a和 ，从而获得纯 

疲劳寿命。图8为YB一3有机玻璃分别在0．1，1和 

10 Hz频率下的疲劳试验结果和计算结果的对比， 

可以看出采用分离法能够很好地进行蠕变疲劳寿 

命分析 。 

图8 不同频率下蠕变疲劳寿命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3 结构随机振动疲劳寿命评估 

振动疲劳在飞机结构上常见，如飞机动力装置 

产生的振动 ，飞机着陆滑行及某些地面机动产生的 

振动，武器发射、投放、弹射等动作产生的冲击力作 

用 ，鸟撞 、突风等引起的振动。 

就破坏机理而言，虽然振动疲劳与普通疲劳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振动疲劳寿命预测方法和普通 

疲劳寿命预测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振动疲劳通常是 

在频域内进行，而普通疲劳则是在时域内进行。 

飞机结构振动疲劳的另一个特点是 ：飞机结构 

同时受到总体反复载荷和瞬时振动载荷的作用。总 

体反复载荷为低频的较高应力水平载荷，且平均应 

力通常不为零；瞬时振动载荷表现为高频率的对称 

反复载荷 ，见图 9。 

枢 
搽 

图9 振动载荷与总体载荷的叠加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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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结构振动疲劳寿命估算方法 

飞机结构振动疲劳寿命的估算需要考虑两个 

特殊问题：(1)如何获得一个综合考虑了总体反复 

载荷和瞬时振动载荷的载荷谱；(2)如何将频域疲 

劳寿命估算方法和时域疲劳寿命估算方法统一起 

来。结构随机振动疲劳寿命分析的步骤见图1O。 

l振动环境I I载荷 f 

鍪 薹萋羹 }__．．( 
结构动力l r_-上—一 学模型 l l确定结构 
— —  

l危险部位 

材料应力 寿命曲线 

疲劳损伤累积理论 

疲劳寿命分析模型 

图10 结构随机振动疲劳寿命分析步骤 

振动载荷可以分为确定性振动载荷和随机振 

动载荷。振动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可分为时域法和频 

域法。确定性振动载荷可以在时域内通过载荷时间 

历程来描述，所以确定性载荷作用下的结构振动疲 

劳问题可以应用传统的疲劳寿命估算方法。基于频 

域内功率谱密度函数的随机振动疲劳问题也已经 

有了一些研究成果[3 引，主要包括峰值概率密度函 

数(PDF)、幅值PDF法和联合PDF法，见图 l1。 

频域分析法卜_H 幅值PDF法 

丽 而 H 蕊  
l r[ 圈  

L_1 1三!鲨 } 

图11 结构随机振动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根据Miner线性累积损伤理论，结构的疲劳损 

伤为 

D一∑D|一∑ ni (9) 

式中： 表示第 i级应 力水平下的应力循环次数 ； 

Ⅳ 表示应力水平为 时的疲劳寿命。对于连续应 

力状态，单位时间内在应力范围(S ，S +AS )内的 

循环次数为 

一 户( ) (10) 

式中： 表示单位时间 内应力循环次数 ；户( )表示 

应力幅值 的概率密度函数。 

由式(9，lO)可以得到连续应力状态下单位时 

间内的疲劳损伤D 

D 一 d ⋯ ) 

式中的厂( )为 一Ⅳ 曲线。当临界疲劳损伤Dc 一1 

时结构发生疲劳破坏，则疲劳寿命为 

丁一瓦1 1 2 

式中的 为疲劳极 限。 

也可以在时域内分析结构的振动疲劳寿命。将 

频域内的一个功率谱密度转变成时域 内无数个简 

谐载荷的叠加，而构成一个载荷一时间历程样本 (见 

图12)，对样本经过计数处理后，按照常规疲劳寿命 

分析方法进行寿命评估，分析过程如图13所示。若 

取无限个子样本并计算其疲劳寿命，就可以获得结 

构疲劳寿命的分布及其统计特性。 

I H墼H攀H 罐  l嚣 肇 H H。 H估算H谨 
l l l元分析l L— f+1个子卜_—__J —  I壁奎l 

3．2 有关影响因素 

(I)疲劳极 限 结构的振动响应应力通常 比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38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 第 4O卷 

小，极大多数的响应应力水平小于疲劳极限 ，可 

以通过采用恰当的 一Ⅳ 曲线考虑疲劳极限的影 

响，如可以采用三参数weibull公式 

N —f( )一 S，( — S ) (13) 

式中的 ，和b为材料常数，其中6<O。 

(2)平均应力 处理平均应力的影响有两条途 

径：① 材料疲劳寿命曲线采用等寿命曲线；② 将 

非对称疲劳载荷修正到对称循环载荷，如Good— 

man模型。 

(3)应力集中 结构件存在的缺口是一切工程 

结构的“薄弱环节”，疲劳破坏通常发生在应力集中 

处，可以通过采用疲劳缺口系数KI考虑应力集中 

的影响 。 

(4)结构阻尼 结构振动疲劳寿命分析的控制 

参数是结构的振动响应应力，振动响应应力的大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阻尼。工程结构的阻尼比 

一 般在 1 ～1O 之间，应力均方根与阻尼 比的 

关系近似为 

— C0 (14) 

式中：C。取决于外载荷功率谱密度函数和结构的 

固有频率；a为结构的固有频率和阻尼对随机振动 

响应的影响参数。振动疲劳寿命与阻尼比之间的关 

系为 妇 

／ 1 ＼b 

N—ClI击一C2 l (15) 
＼ ／ 

式中：C1一 ／C ，C2一 ／C0。 

4 复合材料结构疲劳寿命分析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FRP)以其高模量 

比、高强度比及可设计性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汽车和建筑等工业领域。复合材料在飞机 

结构 中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且逐渐应用于主承力 

部件。复合材料结构疲劳寿命分析主要涉及复合材 

料疲劳性能和复合材料结构疲劳寿命估算方法两 

个方面。 

4．1 复合材料疲劳性能 

复合材料的疲劳性能主要包括：循环应力一应 

变曲线、寿命曲线、剩余强度和剩余刚度。FRP的 

疲劳性能与其内部的疲劳损伤密切相关，疲劳损伤 

演化规律的定性描述[5们如图14所示。 

(1)循环应力一应变曲线 FRP的应力一应变曲 

线几乎为直线，所以一般不考虑其循环硬化／软化， 

但蠕变／松弛现象明显 钉]。 

(2)剩余刚度 FRP的剩余刚度的研究最为 

广泛 ，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分析模型[ ]。FRP层合板 

刚度可以分为3个阶段 (见图 15)，有关第 1阶段的 

研究最为成熟 ∞]，对于第 1I阶段也有一些研究结 

果 ，但对于第 Ⅲ阶段，主要依赖试验。 

＼  

图l4 纤维复合材料中损伤演变示意图 

图 l5 典型的正则化刚度下降曲线 

吴富强等 提出 了一个 FRP刚度退化模型 

E E f 一 一( 一 6 (O)一 (Ⅳ) I ＼Ⅳ，／／ 
式中：A和B为常数；E( )为第 次加载时的弹性 

模量；Ⅳ，为疲劳寿命。 

(3)剩余强度 FRP剩余强度已经有了很多 

研究结果[5648]，FRP的剩余强度一般地表述为 

R( )一R(o)一JR(0)一 If( )(17) 

式中：Smax为疲劳载荷的峰值；函数 ( )介于。和 

1之间。不同的剩余强度模型主要反映在 ( )的 
不同，姚卫星等 铀 提出的模型为 

m )= (18) 

式中：a， 为材料常数。在没有试验数据的情况下， 

推荐 一 ，a_o．5 
． 

(4)寿命曲线 FRP的疲劳寿命特性与金属 

材料不同：①同种材料的不同方向和不同铺层的层 

合板疲劳寿命特性差异很大；②疲劳强度或疲劳寿 

命的分散性大；③有些层合板没有明显的疲劳极限。 

疲劳寿命 图很好地描述了 FRP层合板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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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特性[5 。它可划分为3个区域：静强度破坏区， 

由层合板的拉伸极限应变控制；疲劳极限区，由基 

体的疲劳破坏应变或纤维疲劳剥离应变控制 ；疲劳 

损伤扩展区，取决于各种损伤的扩展行为，见 图16。 

从 形式上看 ，FRP的 5一Ⅳ 曲线与金属材料相 

似 ，所以描述 FRP的5一Ⅳ 曲线表达式大多延用金 

属材料的表达式。吴富强等 们给出了一个表达式 

来描述FRP在3个区域的疲劳寿命曲线 

5—1+ f exp『_一f 1“]一1 1 (19) ＼ L ＼ c， ／ J ／ 

式中： 为正则化的疲劳外载； ， 和 为材料常 

数 ；5 一1一m 为材料的理论疲劳极 限；a为形状参 

数，控制 Ⅱ区曲线的斜率，脆性材料a值较大，韧性 

材料a值较小；b为材料的特征疲劳寿命。 

图 16 疲劳寿命图 

4．2 疲劳寿命分析 

FRP结构的疲劳寿命分析主要包括疲劳累积 

损伤理论和寿命分析模型两个方面。目前有关FRP 

疲劳累积损伤理论的研究较多 ，但是针对工程结构 

的疲劳寿命分析模型很少。 

一 般认 为，FRP与金属材料 的损伤发展 过程 

完全不同，因此 FRP疲 劳累积损伤理 论与金属材 

料的累积损伤理论也不同。目前FRP累积损伤理 

论的建立主要依赖于试验，已有多种预测复合材料 

疲劳寿命的累积损伤模型被提出，它们可分为剩余 

寿命模型、剩余强度模型、剩余刚度模型、耗散能模 

型、Markov链损伤扩展模型和试验结果拟合模型 

等 。 

层合板内部的损伤会引起其整体刚度的下降， 

损伤的不断累积将导致其整体破坏。累积损伤理论 

是用来描述材料本身的疲劳行为的，对于有一定尺 

度的任意层合板和结构件，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 

接受的方法。Reifsnider等 ，提出了临界元的 

概念来处理这一问题。杨忠清等 ]根据逐步损伤 

失效原理结合有限元法，建立了复合材料层合板刚 

度退化的系列单元失效模型，对复合材料层合板内 

部不同部分的损伤和损伤累积给出了合理的描述， 

把层合板的失效过程模拟成单元刚度逐步退化，应 

力不断重新分布，单元损伤不断累积，不同单元逐 

次发生静力失效或疲劳失效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分 

析模型见图17。 

单向板的材料基本性能 

以层为单位划分单元 

应力应变场计算 

引入初始损伤 

<  

I否 l累积疲劳寿命 

计算疲劳寿命 l l 材料刚度的 增
量△Ⅳ l I 静力减缩 

二 —T  
材料刚度的 l l 疲劳减缩 I l 

图17 系列单元失效模型简图 

廉伟等 以有限元作为工具，进行了FRP结 

构疲劳寿命的分析，分析模型中考虑了材料的随机 

分布 、强度退化、刚度退化和不 同型式 的疲劳损伤 

等因素，分析模型见图18。 

图18 FRP结构疲劳寿命分析的FEM 方法 

5 结束语 

本文就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分析中某些尚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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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理论和工程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给出了作 

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研究结果和思考。学术研究 

的主要源头来 自于实践。随着新材料、新结构和新 

工艺的应用；随着设计分析和试验验证手段的进 

步；随着结构设计精度要求的提高，飞机结构的疲 

劳寿命分析将会出现很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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