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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飞机结构疲劳强度设计思想的演变过程，对飞机结构多裂纹损伤这一新的研 

究领域，从概念、基本特性、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最新研究进展及未来的任务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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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evoluting process of fatigue strength design con- 

cept for the aircraft structure，and summarized the new research domain of aircraft structure 

multi—crack damage，in terms of concept，basica feature，research situation，exising prob- 

lem，lastest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future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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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飞机的结构设计思想来源于飞机的使用实践，半个多世纪以来，飞机结构设计思想经历了 

静强度设计、气动弹性(刚度)设计、疲劳安全寿命设计、破损一安全设计、损伤容限／耐久性设 

计的多次演变，其可预见的未来发展趋势是综合了可靠性设计思想的耐久性／损伤容限设计， 

所考虑的损伤形式包括了孤立疲劳裂纹和广泛疲劳裂纹。飞机结构设计思想的演变，对于军用 

飞机而言，主要取决于战术性能和成本方面的要求；对于民用飞机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安全性和 

经济性。无论是军机还是民机，实现长寿命、高可靠性和低维护成本是飞机结构设计的主题。 

2 疲劳强度设计思想的演变 

2．1 疲劳安全寿命设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中，由于飞机性能的提高和大量采用高强度金属材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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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原先按静强度原则设计的军用机和民用机中出现了多起疲劳破坏事故，其中以英国慧星号 

飞机连续两起灾难性疲劳破坏事故为顶峰。在此后的飞机设计中，除传统的静强度和动强度要 

求外，还特别强调结构的安全寿命设计和疲劳强度的控制，并通过全尺寸疲劳试验进行验证和 

定寿。安全寿命设计准则，美国空军飞机沿用到70年代初期，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仍在不同程 

度地沿用着，我国目前绝大多数飞机仍然按该准则设计和定寿。 

2．2 破损一安全设计 

从60年代末期的几年当中，原按疲劳安全寿命设计的多种美国空军飞机出现了断裂事故 

(如F—l 1 1、F一5A、F一4等飞机)，这些事故发生时的寿命比疲劳试验验证的寿命大大提前了， 

事故后的调查结论是结构中存在初始缺陷n】，按无初始缺陷设计和定寿的安全寿命准则并不能 

确保飞机的安全。基于这些教训，美国空军对1971年的军用规范作了修改，在安全寿命概念基 

础上，作为过渡性措施增加了破损一安全设计和试验的新要求。该准则按结构类别分别提出了 

安全寿命要求(不可检缓慢裂纹扩展结构)、剩余强度要求(破损一安全结构)和安全裂纹扩展寿 

命要求(可检结构)，并通过全尺寸疲劳试验和剩余强度试验进行验证。欧美第一和第二代喷气 

式民用飞机曾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结构设计。 

2．3 损伤容限／耐久性设计 ． 

飞机结构损伤限设计技术，是在总结以往飞机设计经验和断裂力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与 

发展完善基础上，于70年代中期以设计规范型式确定下来的一种新的设计方法【2】。1974年美国 

空军首次颁布了全新的飞机结构抗断裂设计的第一部规范《美国空军飞机损伤容限要求MIL— 

A一83444》，在此之前，美国多种军机已经采用了损伤容限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新机设计和老机 

评定。从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大约20年间，美国空军在飞机结构疲劳上得到的主要教训是： 

安全寿命设计不能合适地考虑在原材料、制造、运输等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缺陷。70年代初的大 

量事故调查和研究表明，50％以上的疲劳失效是由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制造缺陷所致，这促使美 

国空军从1974年以后，放弃了安全寿命的设计方法而转向损伤容限／耐久性设计思想上来。在 

商用运输机方面，破损一安全概念曾一度被认为已完全解决了结构疲劳问题，然而随着飞机使 

用日历年限的增加，结构固有的破损一安全特性在丧失，并导致一系列事故：1976年4月， 

AVRO公司生产的一架AVR0748飞机由于机翼上的疲劳破坏造成飞机在阿根廷失事，该飞机 

是AVRO公司首次按破损一安全原则设计的。之后不久，一架DaIl—Air公司的波音707飞机在 

赞比亚国际机场，一个按破损一安全设计的水平安定面飞掉了，其原因也是疲劳造成的。1978年 

美国联邦航空局通过联邦航空条例FAR25．571的修改而引人损伤容限的原则。从那时起所有 

的商业运输机均按损伤容限思想进行设计，并且对现有的老龄飞机按同样原则进行了评估。在 

我国，1989年由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的《飞机结构完整性大纲GJB775．1—89》和《飞机损 

伤容限要求GJB776--89)，标志着我国军用飞机设计开始步人损伤容限／耐久性设计的新阶 

段。 

为保证持续的结构完整性，结构设计必须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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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容限要求。结构在存在疲劳、腐蚀或意外损伤直至这个损伤通过检查被测定出来或 

进行结构修理之前，结构仍然具有足够的剩余强度。换句话说，由于疲劳、腐蚀或意外损伤而形 

成的任何损伤，在发生灾难性破坏之前是能被发现的。 

●耐久性要求。结构具有承受来自诸如疲劳、意外损伤和环境恶化所造成结构退化的能力， 

结构的这种能力使得退化可以被经济的和可接受的维护与检测程序加以控制。损伤容限与耐久 

性的结合体现了现代飞机结构长寿命、高靠性和低维修成本的综合要求，前者更偏重于安全性， 

后者则更偏重于经济性。 

2．4 广泛疲劳损伤问题 

损伤容限／耐久性技术从70年代中期作为最新的设计规范以来，也象破损一安全性原则 
一 样，曾被人们认为它已完全解决了结构的所有疲劳问题，然而客观事物总是会无情地对描述 

它的概念和方法提出挑战。1983年波音747后增压舱隔框发生多裂纹破坏，美国空军Kc一135 

和C一5飞机机翼发生大范围开裂[3】，起初人们对于这种老龄飞机中屡见不鲜的广泛疲劳损伤 

问题并不特别在意，通常只进行常规的维修或更换。但1988年4月美国Aloha．航空公司发生的 
一 起灾难性飞行事故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广泛疲劳损伤问题的认识。当时一架波音737飞机在飞 

往夏威夷的航线中发生机身增压舱从旅客登机门后到机翼前、从左侧地板到右侧机窗整段结构 

剥离而导致了一起灾难事故，见图1。事故后的调查表明，导致结构破坏的原因是增压舱纵向蒙 

皮搭接接头处的一排危险铆钉孔发生了不可检测的多部位疲劳裂纹，这些裂纹在飞行过程中相 

互连通，从而导致难以止裂的快速断裂。这架飞机失事时已飞行了9万个起落，属于老龄飞机。 

图1 Aloha事故照片 

老龄飞机在长时间的疲劳、腐蚀作用下，由于结构中存在着众多的类似细节，在同一结构件 

中很可能会形成几条裂纹，这种被称作多重损伤的开裂，对于老龄飞机结构是普遍存在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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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当众多微小裂纹具有足够的密度而使所要求的结构剩余强度不能承受时，见图2，这样的损 

伤称为广泛的疲劳损伤(Widespread Fatigue Damage：WFD)。两种典型的WFD类型是： 

●多处损伤MSD(Multiple Site Damage)是这样一种WFD问题：在同一元件上同时存在多个 

疲劳裂纹而导致所要求的剩余强度不足。 

●多元件损伤MED(Multiple Element Damage)是另一种WFD问题：在相似的邻近结构元件 

中同时存在多个疲劳裂纹而导致所要求的剩余强度不足。 

魁 
慰 
：霹 

图2 WFD对剩余强度的影响 

现行损伤容限要求所考虑的是根据长期使用经验确定的单一裂纹(Single Crack)情况，完全 

没有考虑到WFD裂纹的存在，而实际上在服役中的老龄飞机将不可避免地存在WFD，其后果 

是导致结构损伤容限能力下降(体现在裂纹扩展速率增加、剩余强度降低、临界裂纹尺寸减小并 

且在检查中可能是不可检的)，破损安全特性不复存在，这时无论是多途径传力结构还是止裂结 

构都不能提供足够的结构完整性“】。Aloha事故表明，现行的损伤容限设计方法本身也存在不完 

善的一面，用基于单一裂纹损伤容限的知识和方法尚不足以解决WFD问题。 

多处损伤问题已引起了国际航空界和工业部门的高度重视。自90年代以来举行了一系列 

会议研讨老龄飞机的安全性评估问题，美国工业界、FAA、NASA等研究机构已投人大量人力财 

力，一方面采取紧急行动开展了现役老龄机种的安全性评估，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发展性研究工 

作。美国DARPA和ONR于1993年把老龄飞机安全评估确定为近期固体力学应用研究的重点 

课题。 ． 

广泛疲劳损伤问题在我国也很突出，民航飞机也陆续进入老龄期，军用飞机本身的设计寿 

命目标就较低，许多型号飞机采用延寿措施进人超期服役，极易出现WFD问题，因此必须针对 

WFD敏感结构开展损伤容限评定工作。这种评定技术对新机研制也有指导意义，设计中考虑结 

构的选材、应力水平控制、细节设计、防腐措施以及修理与维护活动，避免在飞机使用寿命期内 

出现WFD。 一 

多处损伤已成为最近兴起的有关老龄飞机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对现行的损伤容限方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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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峻的挑战。研究和发展多裂纹损伤限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 

对于完善现代飞机结构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和评定体系，以便更加科学地指导新机结构耐久性／ 

损伤容限设计和对大量涌现的老龄飞机进行结构完整性评估，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工程应用 

价值。 

3 多裂纹损伤研究的回顾 

含多裂纹结构的损伤容限问题，国外的研究工作起步于8O年代后期，尤其是1988年Aloha 

空难事故的发生，老龄飞机的多裂纹损伤问题引起了国际航空界、适航当局、军方以及学术理论 

界的高度重视。在这之后不久，便举行了第一届老龄飞机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达成的共识 

是：随着老龄飞机的迅速增加，带来许多新的结构问题如多裂纹问题，已有的技术知识、适航规 

定及维护系统已无法有效地保证老龄飞机的服役安全。于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一适航保障工作 

组(AAWG)正式成立，迄今为止，AAWG已开展了1 1个老龄机种的多裂纹安全性评估工作，许 

多航空公司及研究机构均自愿地加入了多裂纹敏感结构安全性的分析与评估活动l5l。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开展的DC一10飞机机身结构多裂纹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多裂纹损 

伤伴随着离散源损伤将最具危险性。若不考虑MSD损伤的存在，结构能承受双跨度长的离散源 

损伤；若考虑MSD的存在，结构剩余强度将不能承受这一离散源损伤。这一结果说明了长尺寸 

主导裂纹在其前方伴随着微小的MSD损伤将大大降低结构的剩余强度。 

澳大得亚的DSTO航空研究室通过对F一18飞机隔板框疲劳试验，在试验寿命后期发现了 

大量WFD的事实，进一步总结出：尽管现代飞机设计充分利用了新材料、新结构以使结构设计 

重量更轻、应力分布更趋均匀，并且采用了许多抗疲劳强化技术，但同时也增加了多个小裂纹萌 

生及扩展的随机性。这些多裂纹的存在明显改变了结构的疲劳断裂特性和飞机的服役寿命、安 

全维护与检查程序。 

相比之下，美国波音公司在MSD／MED的确定性研究及应用工作方面比较系统，目前已将 
一 些典型结构的多裂纹损伤模式、应力强度因子构形系数，、内力重分配因子C汇编到设计手 

册中，可以直接采用。 

法国空客公司的研究则更强调多裂纹的随机性：由于多裂纹损伤的随机性导致了含多裂纹 

结构的初始损伤分布、尺寸和临界损伤及扩展过程都是不确定的，因而检查间隔也是不确定的， 

相应的无损检测和维护计划也要作调整。 

在多裂纹损伤容限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主要的工作集中在共线MSD裂纹的应力强度 

因子求解、裂纹连通失效准则、裂纹扩展寿命计算方法和多裂纹损伤容限基本特性研究等方 

面。在共线孔MSD的应力强度因子求解上，已发展了组合法和有限元法b ；MSD中最核心问题 

是剩余强度的丧失，裂纹间的连通是MSD的一种特殊失效现象，目前已提出了残余韧带净截面 

屈服准则、平均应力破坏准则和平均位移破坏准则等多个连通准则。美国Foster---Miller工程服 

务中心受国家Volpe运输中心的委托开展了一系列含MSD裂纹平板、曲板的剩余强度试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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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MSD结构的剩余强度特性；多裂纹在扩展过程中将发生裂纹间的相互作用而使应力强度 

因子干涉增大、扩展速率加快和扩展寿命变短。在裂纹扩展研究上，目前已有的工作无论是分析 

预测还是试验均是在等幅谱下进行的；多裂纹问题的研究发展趋势是在建立和完善确定性分析 

理论、计算方法和数据库的基础上采用概率统计分析方法。国外学者发展了一系列的裂纹扩展 

概率断裂力学(PFM)模型，为多裂纹损伤概率分析方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国内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在“八五”计划后期，航空部门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作为对损伤容 

限发展动态的跟踪，零散地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一些学者开展了连接接头多 

疲劳源、多裂纹扩展路线及多种破坏模式全寿命计算的初步理论研究。另外，一些学者还在改进 

波音手册中多裂纹扩展计算方法和软件开发上，在含多裂纹结构但不考虑裂纹相互影响的概率 

损伤容限理论分析方面，以及多裂纹加筋壁板剩余强度试验方面和结构多处损伤特性的研究上 

取得一些研究结果 】。在我国近几年完成的军／民机设计手册中n】，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也 

引入了多裂纹的概念和内容。在“九五”航空预研课题中已将多裂纹问题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列为 

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设计技术的主要方向。说明国内航空部门也日益重视对结构多裂纹 

这一新问题的研究。 

4 存在的问题 

与单一裂纹相比，多裂纹损伤容限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远未达到成熟阶段，许多难、新关键课 

题还未得到很好解决，能收集和使用的数据相当匮乏，离工程应用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是 

现代飞机损伤容限设计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含多裂纹结构的应力强度因子。现已有一些含多裂纹结构的应力强度因子，但它们均是 

共线无载孔边裂纹或共线裂纹，这与实际情况常常不符。 

(2)多裂纹疲劳裂纹扩展规律。目前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都是在常幅谱下，变幅谱 

下的裂纹扩展规律有待进一步研究。 

(3)含多裂纹结构的剩余强度评定。它包括了多裂纹的连通准则，裂纹失稳扩展准则等，其 

大多数内容目前处于空白阶段。 

(4)多裂纹疲劳行为理论分析的实验验证。常幅谱下的多裂纹疲劳试验数据十分匮乏，随机 

谱下多裂纹的疲劳试验数据更是稀有。 

(5)多裂纹的疲劳试验目的多种多样，目前尚无完善的标准。 

(6)除了这些学术或技术上的问题外，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目前处于零散状态，也 

影响了研究的进程，更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并适合于飞机结构多裂纹损伤容限评定的分析系 

统。 

5 多裂纹损伤容限研究最新进展 

文献[8]针对多处损伤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向，在充分消化吸收近十年国内外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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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基础上，重点围绕所存在的技术难点问题，采用确定性研究方法，从基本理论、分析方法、试验 

测试与验证、工程应用等诸多技术环节上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形成一套既有技术创新又比较 

完整实用的飞机结构多裂纹损伤容限分析评定方法和计算软件。本文对文献[8]的研究成果简 

述如下。 

5．1 主要研究内容 

(1)对MSD损伤容限的基本问题一应力强度因子求解方法进行研究，建立起适合实际结构 

受载情况的应力强度因子组合求解方法，并用多个考题进行精度考核。同时对MSD应力强度因 

子的基本特性作了深人的分析。 

(2)研究讨论各种假设下的多裂纹连通准则。并对其适用范围和精度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 

对MSD的剩余强度特性进行分析，并通过参数分析探讨提高MSD剩余强度能力的设计途径。 

(3)研究等幅载荷谱下MSD裂纹扩展分析方法，并通进参数和受载方式影响的分析，研究 

其扩展的基本规律和特性。 

(4)试验测试与验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等幅谱下共线孔无预制裂纹的试验，测试 

MSD开裂模式；二是针对飞机型号，进行随机谱下典型MSD模式的疲劳试验，研究实际飞机结 

构MSD扩展规律和寿命。 

(5)在综合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随机谱下考虑MSD裂纹扩展非线性效应的预 

测方法，对某新型飞机典型疲劳危险部位进行MSD损伤容限评定，并用相配套的疲劳试验结果 

进行验证。 

5．2 主要研究结论 

(1)多处损伤的出现改变了结构的损伤容限特性，显著降低了结构的剩余强度和临界裂纹 

尺寸，裂纹扩展速率增大，扩展寿命和安全检查周期缩短，对无损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在解析交替迭代法基础上建立起的多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组合求解方法，使传统的组合 

法得到重大改进和发展完善，不仅能方便快捷地求解有载孔和无载孔任意分布的共线多裂纹应 

力强度因子，从而极大拓宽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且其计算精度也有明显改善，组合法能获得工 

程上可接受的良好近似，该近似解与有限元数值解非常吻合。 

(3)多裂纹之间的连通失效不再符合传统的断裂准则，而是遵循残余韧带的净载面屈服／ 

破坏准则。研究表明，Swift净截面屈服准则与裂尖塑性区的Dugdale模型相结合，对于预测远场 

受载下的裂纹连通具有良好的精度，且从总体上看预测结果偏于保守，是一个可以推广应用的 

多裂纹剩余强度模型。 

(4)基于应力强度因子组合法、裂纹连通的净截面屈服准则和裂纹扩展的Paris公式所建立 

起的裂纹扩展寿命预测方法，可用于等幅谱下多裂纹扩展的分析预测，其预测精度与试验结果 

非常吻合。 

(5)改进的广义Willenborg／Chang超载迟滞模型与应力强度因子求解方法和裂纹连通准则 

相结合，可用于机动飞机飞一续一飞谱下的多裂纹扩展及寿命分析。经试验验证表明，该方法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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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精度比较理想且偏于保守，是一种理论方法先进且安全可靠的多裂纹损伤容限分析方法，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工程应用价值。 

(6)随机谱下的疲劳试验支持了多裂纹损伤容限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计算模型，并为飞机型 

号典型部位多裂纹损伤容限评定提供了试验依据。 

(7)结构细节参数研究结果很好的提示了多处损伤特性的变化规律，在设计许可的范围内 

尽量增加孔距或减小孔径是提高结构多裂纹损伤容限能力的有效设计途径。 

(8)在几何参数一定的情况下，结构多裂纹损伤容限能力主要由受载方式和初始裂纹尺寸 

及分布(即多裂纹模式)决定的。 

5．3 技术创新点 

多处损伤的研究是飞机结构损伤容限技术在近十年中的最新发展，我国对该技术领域的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献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高起点地进行了多裂纹损伤容限 

的基础理论、方法和工程应用研究，在系统完整地建立和完善多裂纹损伤容限分析方法并使之 

成为一项工程上实用新技术的同时，特别注重技术关键的创新和技术空白的填补，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I)在消化吸收国内外零散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首次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飞机结构 

多裂纹损伤容限分析评定方法，该方法强调先进的理论基础与方便实用的工程技术相结合。不 

仅能够用于多处损伤的基本特性研究，尤其能够对实际飞机结构进行多裂纹损伤容限的分析评 

定。 

(2)对承受钉载孑L的共线多裂纹进行研究是其显著特色和创新点，目前国内外对共线多裂 

纹的研究无论是在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连通准则还是裂纹扩展分析上，都是针对一排受远 

场载荷作用的共线无载孑L多裂纹的，而在实际结构中这种理想情况是不存在的。实际连接结构 

中，一排共线孔不仅要承受远场载荷，而且还要承受局部集中钉传载荷。该文成功地采用了组合 

方法解决了这两类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强度因子求解问题，进而使连接件的剩余强度和裂纹扩展 

预测问题得到相应解决，使多处损伤研究长期局限在理想无载孔条件下的局面得以理论上的新 

发展，这对于揭示实际飞机结构的多裂纹损伤容限特性及其工程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3)目前国内外在多裂纹疲劳试验方面的数据相当匮乏，可收集到的仅有简单试片在等幅 

谱下的裂纹扩展试验，这远远不能满足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的需要。该文首次针对飞机型号进 

行了模拟件飞一续一飞谱下的多裂纹疲劳试验，获取了大量随机谱下多裂纹扩展和连通特性数 

据，为飞机型号的损伤容限评定和分析方法验证提供了试验依据。 

(4)成功地将改进的广义willenhorg／Chang迟滞模型与应力强度因子、裂纹连通准则相结 

合，首次建立了适合于机动飞机飞一续一飞谱下的多裂纹扩展寿命分析方法。经试验证明，该方 

法预测精度比较理想，可以在工程中推广应用。 

6 未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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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由于多处损伤问题是损伤容限技术发展中的前沿性课题，它的研历史较短，在国 

内还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发展和完善，这些工作大致包括： 

(1)裂纹连通准则是在受远场载荷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将该准则用于连接件受力情况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试验证明。 

(2)实际连接结构一般都是多钉多层连接，多裂纹的出现及其扩展将导致内力的重新分配， 

需进一步开展多裂纹连接结构内力重分配计算方法的研究。国外已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采用 

的方法是有限元法。 

(3)多裂纹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是采用概率分析方法，需进一步研究多裂纹损伤萌生、扩展 

的随机分析理论，将文献[8]建立的确定性分析方法与概率多处损伤萌生和扩展模型结合起来， 

以便建立综合的多处损伤分析模型。 

(4)应广泛收集现役老龄飞机外场使用、大修的疲劳损伤信息，以及各机种全尺寸疲劳试验 

拆毁检查结果，以便建立MSD损伤类型数据库，使MSD开裂和扩展模式的假设符合实际情 

况。 

(5)结构的安全性是通过安全检查周期和可靠的无损检测技术来保证的，多处损伤导致了 

临界裂纹尺寸的减小和扩展周期的缩短，这对无损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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