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测 量与控 制．20O9．1 7(5) 
C0mputer M easurement& COntrOl · 813 · 

文章编号：1671．4598(2009)O5一O8l3—04 中图分类号：TP2O6．1；V21 文献标识码：A 

飞机结构虚拟试验与认证方法的发展趋势 

孙侠生，段世 慧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陕西 西安 7l0065) 

摘要：飞机结构强度虚拟试验是飞机数字化设计 ／制造，验证流程中的重要一环，针对民用飞机结构的取证方法，文章简述了飞机结构强度 

虚拟试验的有关问题，包括结构虚拟试验方法与策略、结构虚拟试验与常规结构分析 构试验的关系，以及近期结构虚拟试验技术的发展战略 

通过虚拟试验技术，可以强化结构取证的分析验证，减少研发阶段物理试验数量，同时，在飞机研制阶段，加速结构选型和验证速度，辅助结构 

强度验证试验，减少试验风险，缩短试验周期，降低飞机研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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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CAD／CAE／CAM 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飞机 

设计流程。飞机结构强度分析与验证是飞机研制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环，飞机设计流程的改变必然要求强度分析与验证程序的 

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在设计飞机数字模型的同时， 

利用有限元技术随时对结构的修改做出性能评估 ，相对于昂贵 

的结构试验而言，大大地降低了设计阶段的成本；第二，以经 

过验证的分析工具为基础，辅以必要的物理试验，采用虚拟试 

验 (Vinual Testing)技术对结构进行认证 ，能缩短结构认证的 

周期，降低物理试验的成本。按照文献 [1】的定义，结构虚拟 

试验意指能够预测结构破坏能力的评估飞行器结构强度的数值 

分析技术，该技术适于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适用于结构的准 

静态和动态响应，包括环境 (如热)对结构性能的影响。本文 

重点介绍飞机结构虚拟试验涉及的主要关键技术、国内外的发 

展情况以及飞机结构认证方法随着虚拟试验技术的 日臻完善将 

会发生的变化，以期促进国内结构虚拟试验技术的发展。 

l 结构虚拟试验技术的发展概况 

早在 l984年，英 国国家有限元方法及标准局 (NAFEMs) 

就提出了在航空及其它相关领域开展仿真试验的设想，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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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O年代就在Fol(1【er100飞机上作过用计算机仿真替 

代全尺寸试验的尝试r美国采用试验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了星舟号 (Starship)飞机强度的认证工作。近年来，美国 

B0eing公司建立 了协同虚拟试验 (Collabomtive Vinual Testing 

CVT)平台 GEN0A【2】和积木式的虚拟验证方法，采用虚拟试 

验技术对 x一37设计寿命性能进行了评估 【3]。GENOA是一个 

多层次、多尺度 (微观、宏观)复合材料结构破坏分析仿真软件， 

可以对结构进行渐进式损伤破坏过程模拟。美国col1ier公司 

和波音公司、NASA兰利研究中心也开发了一个基于高保真破 

坏分析方法的软件 HyperSize一 ，该软件以MSC．Nas仃彻 或其 

它有限元分析软件作为设计验证的工具，将局部破坏分析与全 

尺寸有限元结构分析相结合，确定结构可能的破坏模式，改进 

了传统强度分析过程。Loc|d1eed Martin公司利用该软件进行 

“分析验证 ”项 目以减少试验中的非预见性破坏。波音公司在 

B787结构设计与验证时，采用了非确定性设计方法，以达到 

减轻结构的重量 ，降低试验成本的目的 【5】。 

欧洲空客公司正在形成结构虚拟试验的能力，在项 目开发 

阶段，主要验证集成技术／潜力；在设计阶段，采用参数化建 

模工具，支持设计或验证新的设计概念，评估设计方案和降低 

设计风险；在认证阶段，替代从主部件到全尺寸试验的认证试 

验，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使用调查。空客以过去的试验经验为基 

础，对A340前梁屈曲(静强度)、A380座舱鸟撞(瞬态动力学)、 

A3o0的47框裂纹分析 (疲劳与损伤容限)以及发动机挂架的 

瞬态热模型作了分析验证，并提出了虚拟试验项目的目标和发 

展路线图。项目目标是形成一套空客可接受的飞行器 (A，v) 

中 华测 控 网 
chinamca．com 



·  814 ·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第 17卷 

寿命周期内结构强度评估技术，以期缩短研发周期 (投入市场 

的时间)，降低验证和确认 (V&V)成本，改善飞行器的成熟度， 

100％地发挥结构新技术的潜力，改善飞行器的性能。计划用 

l～5年的时间，重点提高飞行器主部件的建模技术，降低设 

计风险；用 3～8年的时间，进一步减少用于认证的飞行器主 

部件试验件，用低一级的试验替代大部件试件，增加虚拟试验 

的数量 ；用 6～ 10年的时间，替代用于认证的全尺寸主试验， 

如图 1所示。 

图l 空客提出的虚拟试验近期目标 

在空客公司，结构虚拟试验已成为结构分析的一部分，并 

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硬件和软件性能的不断改善，短期 

和中期效益已逐步凸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可靠性需 

要进一步验证，信心需要进一步增强，改善性能仍需要增加时 

间和成本，对每一个领域 (材料性能、破坏准则)仍需改善细 

节和基本的仿真建模方法 ／技术。空客公司虚拟试验的愿景是 

将现在飞机认证试验的两架全尺寸飞机 (一架静力、一架疲劳) 

试验，通过虚拟试验认证 ，逐步发展到一个分析模型和 1个多 

功能的试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将静力和疲劳试验相结合，以 

验证飞机整体虚拟试验模型；发展建模方法，将固有的材料和 

技术特征与几何数据相分离 (有利于理解和建立复合材料 ／层 

压板的损伤模型，进行复杂组合体的疲劳分析)；能够在不同 

学科间进行信息交换，使飞机设计与试验的组织结构合理优化 

开发虚拟工具，实现对于如性能折衷、成熟度评价等的虚拟。 

2 民用飞机结构的认证方法发展趋势 

2．1采用积木式的认证策略 

结构认证是用户对整个飞行器设计和分析过程的认可。飞 

机结构设计和发展包括一系列 “积木式 ”的试验与分析相结合 

的过程，用试验验证分析的结果，用分析来指导试验的计划， 

统计方法 

材料＆工艺技术 

试验及分析方法 

NDI&接受／拒收准则 

支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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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降低整个试验费用的同时增加了可靠性。这种相互促进 

的分析 ／试验方法被推广应用于进行不同结构复杂程度的分析 

及相关试验，通常从小试样开始，经过结构元件和细节件、组 

合件、部件，最后到完整的全尺寸产品，这些试验与分析构成 

了飞机机体结构完整性认证的基础。“积木式 ”试验与分析中 

的每个层次都建立在以前各不太复杂层次所积累知识的基础之 

上，如图2所示。“积木式 ”验证过程核心是在采用大量低成 

本的小试件试验和少量较贵的部件和全尺寸试验件。 

2．2采用试验与分析相结合的认证策略 

目前有两类可供选择的商用飞机结构取证方法 ：一是通过 

试验来取证，二是通过分析来取证，也可在设计过程中的不同 

阶段，采用二者相组合的方法，来满足飞机结构认证的独特需 

要。用试验取证的方法，取证的基础是对完整结构进行试验， 

最终检验也是通过全尺寸结构的试验完成，该方法的不足之处 

是在飞机研制后期才能揭示设计的缺陷，因而可能要以重量增 

加为代价。此外，进行一项复杂的试验费用高，应用范围有限， 

所积累的信息对其他项 目可能借鉴性不强。通过分析取证，即 

可以通过结构分析预计结构的行为，该方法的初始费用可能高 

于通过试验取证的方法，但其结果还可能应用于其他项 目，因 

而可以极大地降低长期的投资。需要指出的是 ，不管采用哪个 

方法或方法的组合，必须对典型结构进行充分的试验以验证该 

方法。 

在使用分析取证方法的情况下，可能从过去同样设计或研 

究中得到的足够信息，用来减少该项目特有的元件试验 ，前提 

是需要使用经过验证的结构型式与分析方法。未来结构取证过 

程如图3所示 ，即以统计分析数据和可靠性为基础的试验与分 

析紧密相结合的认证过程。现在的和未来建议的结构认证方法 

要点是：基于统计处理的有限元载荷、采用稳健的设计分析一 

体化方法、采用概率方法的可靠性分析方法、减少物理试验数 

量。 

3 关于飞行器结构虚拟试验方法与策略 

飞行器结构虚拟试验技术核心是如何提供能够准确地预测 

结构破坏能力的强度评估数值分析技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结 构 i认 证 

图3试验与分析相结合的结构认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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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建立具有鲁棒性的结构仿真模型，二是提供精确的、有一 

定可靠度的结构分析方法。综合国外在此领域开展的研究工作 ， 

提出如下飞行器结构虚拟试验方法和策略。 

3．1采用多层次鲁棒性建模方法 

建立鲁棒性的结构仿真模型是开展虚拟试验的前提。目前 

飞机设计通常先进行全机结构总体有限元分析，确定传力路径 

及总体刚度，再建立分部件 (构件、组件)的细节模型，分析 

验证结构的强度和破坏过程。根据积木式验证策略，每一个构 

件或组件的分析都建立在试验验证的基础之上，以确保分析的 

可信度。确定构件 (组件)的边界条件和载荷就成为分析是否 

准确的关键。随着飞机设计的数字化，必须从CAD模型的获取、 

CAD模型的简化、有限元网格划分等方面入手，提高建模的 

精度。目前飞机设计部门多采用 CATIA软件建立飞行器的电 

子样机，采用 MSC．PatraI1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虽然 MSC． 

Pa仃l粕 具有读取 cATIA模型的能力，CAE软件提供商采取了 

多种措施，但如何有效地提取结构特征数据仍是自动化有限元 

建模的“瓶径 ”。鲁棒性建模研究重点是结构数据的自动提取、 

复杂结构的建模自动化，涉及到有限元总体 一 局部网格的划 

分、元素的选取、载荷的生成、边界条件的施加等。 

3．2采用渐进式破坏模拟策略 

虚拟试验需要采用渐进式破坏模拟，即采用迭代分析的方 

法模拟结构或材料的破坏过程，文献 [3]对渐进式破坏分析方 

法作了详细的描述。首先将结构划分为若干典型组件，组件的 

破坏模式及材料性能由组件级完成，计算的材料刚度值作为有 

限元分析的输入值。结构承受一定载荷时，首先进行结构有限 

元分析，确定受力状态及应力分布，然后进行破坏判据检查， 

对结构损伤进行评估。一旦有损伤发生，则程序转入材料级进 

行材料性能重新计算，利用修改过的材料性能再次进行有限元 

分析 ，实现刚度削减，以及应力重分配，直至无损伤变化。接 

着，增加载荷增量，进行下一轮迭代分析 ，直至破坏或施加完 

全部载荷。渐进式破坏分析软件包括材料分析、数值分析、损 

伤累积和概率评估等模块。材料分析模块在材料组分级计算材 

料性能，数值分析模块用于计算结构位移、应力和应变场 ，损 

伤累积模块可以判定损伤的发生、发展程度，材料分析模块中 

的微观力学部分需要利用材料数据库提供的本构刚度、强度参 

数和损伤情况。 

3I3采用基于概率的结构分析方法 

结构的分析认证主要是确定结构能够承受所有使用的载荷 

工况，包括静强度、耐久性和损伤容限等方面考虑。核心是提 

高分析方法和所用软件的置信度。结构分析要用到两类基本载 

荷情况，使用载荷和许用载荷。许用载荷为结构的承载能力， 

许用载荷取决于材料强度和基于细节 (壁板的概念、形状、尺 

寸等)的结构设计响应，可采用能够预测失效模式的分析方法 

得到。使用载荷即为施加在结构上的外部载荷，采用有限元方 

法可将外部飞行载荷转化成内部载荷，根据传力路径决定。从 

设计和认证的角度出发，由于材料许用值、制造公差、边界条 

件的不确定性以及分析的不准确性，使得看似完全相同试验件 

的破坏不可能发生在同一个载荷处，而是服从统计分布规律。 

如果把结构的可靠性定义成许用载荷大于使用载荷的概率，则 

可能的结构失效处于图4所示曲线中间部分的重叠处。图 5说 

明了结构的破坏频繁发生在均值附近，区域为统计偏差 盯。因 

此，结构虚拟试验必须采用基于概率的结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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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采用积木式虚拟试验策略 

实施积木式虚拟验证时，可以将全结构逐级分解为一系列 

小而且能够准确分析的子问题 (如材料、组件、构件、全尺寸)， 

采用分析工具准确预计每一个子问题 ，再考虑边界条件的相互 

作用，组合起来再准确评估整个部件或结构的特性。材料强度、 

刚度性能机理分析采用宏观与微观结合。对于诸如板、梁及典 

型连接件等金属材料或复合材料主要组件 ，在准确给定载荷情 

况下，分析组件各种破坏模式，如板屈曲、横截面皱曲、复合 

材料单层破坏、连接孔破坏、局部屈曲等。将局部材料级的损 

伤机理与宏观响应相结合，利用载荷重分布、几何非线性、失 

稳等预测组件破坏过程。 

材料级和组件级的分析方法以及建模准则必须得到试验验 

证。组件一般可采用高精度的有限元分析来预测应力、应变、 

位移场和破坏模式 ，通过试验测试来修正有限元模型，校验标 

定所采用的分析仿真方法，直至与试验结果完全一致，特别是 

组件与组件的连接部位，建立针对载荷形式的有限元模型库。 

这些有限元模型库的建立需要反复参照试验结果 ，反复修正。 

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构件有限元网格中各组件有限元网格之间 

的匹配连接及聚缩。有了准确的应力、应变和位移场就可以用 

强度分析模型 (渐进式破坏)进行静强度评估 ，达到虚拟试验 

的目的。 

3．5结构和材料试验数据库是虚拟试验的基础 

无论是要实现准确的渐进式破坏模拟还是基于概率的结构 

分析方法，都必须以大量结构和材料试验数据为基础。因此， 

需要建立金属结构破坏模式及判据数据库，复合材料典型结构 

实验载荷顾 计载荷 

图5 基于概率的结构破坏试验与预测载荷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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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材料性能数据库。包括基于国家试验标准的各种结构细节试 

验标准数据库，如金属材料强度性能数据库、典型结构件断裂 

性能数据库 ；基于强度规范和材料性能的微观和宏观破坏机理 

及准则，如金属材料静强度破坏判据及破坏机理、剩余强度判 

据、刚度判据等；飞机结构构件静强度失效模式库，如拉伸、 

压缩破坏、剪切破坏、稳定性破坏和有初始缺陷的强度破坏等。 

3．6 虚拟试验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由于目前分析模型不能完全模拟结构细节的不确定因素， 

如 (材料分散性、制造缺陷、工艺误差、装配间隙等)，一些 

结构破坏机理还未完全弄清楚，因此，虚拟试验不能完全脱离 

常规结构试验 ，正如美国国防部联合使用规范指南 飞机结构》 

JSsG-2006 指出，只能通过静力试验才能准确地和安全地完 

成机体静强度验证。机体外载荷、内力和产生应力的分析确定， 

受到所提供的分析方法、所使用的假设以及通常所要求的简化 

的限制。迄今为止，还难以证明这些分析确定能够达到飞机全 

机不做静力试验的程度。图 1也说明了顶端的全尺寸极限载荷 

静力试验目前是不可能被取消的。 

4 结构虚拟试验与传统结构分析和试验的关系 

4．1虚拟试验与结构分析、强度校核的关系 

结构虚拟试验需要以细观力学的逐渐破坏分析为基础，采 

用不同层次的分析模型和高保真的破坏分析方法，利用已有的 

试验数据，采用经过认证的、可靠的分析技术和软件，对结构 

的响应性能快速做出反应，以比较不同的结构材料 ／工艺，判 

别结构设计的多种候选方案。虚拟试验采用的破坏模式及分析 

模型需要通过一定的试验标定或验证，常规的结构分析软件只 

是虚拟试验的工具之一。 

结构虚拟试验软件是一个开放式平台，具有不断完善补充 

经验数据和有效的分析方法、对比评估数值仿真和真实试验结 

果的功能，通过不断地积累提高虚拟试验的可信度。结构虚拟 

试验也不同于常规的强度校核，不仅要给出强度极限及在使用 

环境下是否安全的强度结论，而且要模拟破坏过程 ，模拟破坏 

机理，挖掘结构潜力。虚拟试验范畴远大于强度校核，既要知 

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 

4．2虚拟试验与物理试验的关系 

结构虚拟试验与结构物理试验共同点都是验证结构的强度 

性能。但是虚拟试验与物理试验面向的对象不同，一个是数字 

模型，一个是真实物理模型，因此，所采用的试验方法和核心 

技术不同。虚拟试验主要研究如何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和如何 

利用数学模型准确分析结构响应，而常规结构试验则侧重于如 

何准确地加载和如何精确地测量结构的响应。 

物理试验可以证明在足够的安全系数下飞行载荷是否安 

全，但是，物理试验的成本很高。物理试验通常并不做到破 

坏，即使做破坏试验，也只能选一种最危险载荷情况，验证破 

坏模式和部位。实际上，飞机会承受成千种载荷情况，即使试 

验了几百种，仍有可能漏掉对某些部件有较大影响的若干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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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虚拟试验可进行上千种仿真试验，验证每一种载荷情 

况及每一种可能导致破坏的载荷情况，覆盖面宽而成本小。 

5 飞机结构强度虚拟试验的发展战略 

飞机结构完整性是指“关系到飞机安全使用、使用费用和 

功能的机体结构的强度、刚度、损伤容限及耐久性 (或安全寿 

命 )等飞机所要求的结构特性的总称 ”。因此，飞机结构强度 

虚拟试验应按照飞机结构完整性大纲要求，从飞机结构静强度、 

耐久性 ／损伤容限、动强度和热强度等方面入手，重点开展飞 

机结构强度积木式虚拟试验相关技术和方法研究，为飞机设计 

提供结构强度虚拟试验的标准 (指南)和平台。首要任务，突 

破虚拟试验的若干关键技术 ，如稳健的多尺度虚拟试验建模、 

渐进式破坏模式、基于概率的结构分析方法、典型结构破坏模 

式及判据数据库等 ；为适应飞机数字化设计的需要，对设计 

已赋予材料特性的三维数字样机进行强度虚拟评估，需要解决 

CAD-CAE—CAT各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 ；辅助真实飞机结构试 

验，优化设计试验方案，检查试验方案的可行性，需要将仿真 

试验与真实试验相结合，保障验证试验成功 ，取得最佳综合性 

能效能。 

6 结束语 

结构虚拟试验技术已成为降低飞机研制成本，缩短飞机研 

制周期的有效措施。结构虚拟试验技术的发展正改变着结构认 

证的整个过程。欧美航空科研机构 已经发布了结构虚拟试验技 

术的中长期规划，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实用化成果，并在空客 

飞机及波音飞行器的研制中已得到了部分应用。采用多层次鲁 

棒性建模方法、渐进式破坏策略、基于概率的结构分析方法等 

是开展虚拟试验的核心技术。需要按照飞机结构完整性的要求， 

首先开展飞机结构在真实使用环境下的静强度、耐久性 ／损伤 

容限虚拟试验方法研究，进而研究动强度、热强度的结构虚拟 

试验技术攻关，近期先适应数字化飞机设计的需要以及辅助真 

实的飞机结构的验证试验，达到减少零部件强度试验，减少试 

验风险，减少验证试验项目，加速结构选型和验证速度的目的， 

远期再实现全机强度试验的可控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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