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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飞机结构广布疲劳损伤研究的关键问题 

冯振宇，杜洪增，田秀云 
(中国民用航空学院 机电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老龄飞机的广布疲劳损伤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从飞机机身 

蒙皮连接的细节应力分析、裂纹形成、裂纹扩展、剩余强度等几个方面对广布疲劳损伤进行了 

研究，并对 当前需要研 究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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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疲劳、腐蚀、磨损和其它潜在损伤因素． 

老龄飞机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损伤，即广布疲劳 

损伤(WFD)。多处损伤(MSD)是 WFD的形式之 

一

，主要是指在同一结构件的相邻、相似的细节部 

位上几乎同时产生的大小相近的多条微小裂纹。 

这些裂纹明显降低结构的剩余强度，而且其裂纹 

扩展速率要比单个裂纹快很多．最后可能造成灾 

难性的事故⋯ 

在现代民用运输类飞机结构中。如机身增压 

舱蒙皮搭接连接处，存在成千上万个铆钉连接。蒙 

皮搭接接头处的 MSD对结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 2个方面：一是裂纹产 

生相互影响．尤其是在裂纹扩展后期会产生强烈 

的干涉而导致应力强度因子剧增．加速裂纹扩展 

速率，使裂纹扩展寿命变短：二是裂纹存在相互连 

通，而且受净截面屈服效应影响，临界裂纹尺寸减 

小，从而使 MSD从初始损伤扩展到临界尺寸的裂 

纹扩展寿命要比单一裂纹短得多。一旦萌生 MSD． 

结构的损伤容限能力就会降低，破损安全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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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适航条例 

25部 25．571的损伤容限设计要求。根据美国联邦 

航空局(FAA)的咨询通告 AC91—56B，飞机结构在 

经济寿命期不能出现广布疲劳损伤。因此。MSD的 

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按现行损伤容限规范对结构 

进行的孤立裂纹评定程序，并对无损检测技术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1988年 4月 28日的美国 Aloha航空公司发 

生的空中飞行事故促进了对老龄飞机广布疲劳损 

伤的重视和研究。随后成立了几个工作小组．如 

AAWG，从结构应力分析、裂纹形成 、裂纹扩展到 

剩余强度问题等几个方面研究广布疲劳损伤问 

题，尤其是针对含 MSD结构进行了剩余强度试验 

与分析，并给出了一些重要的判据和准则[ 。 

应力分析与裂纹萌生 

MSD裂纹一般在铆钉孔或铆钉孔附近萌生， 

研究分析铆钉孔的应力具有重要意义。Eastaugh 

等人深入研究了机身蒙皮纵向搭接连接的传力和 

应力场分布。机身增压舱纵向连接主要承担环向 

拉伸 、纵向拉伸和弯曲等疲劳载荷。搭接连接的载 

荷传递主要靠铆钉连接和板的摩擦，再加上铆钉 

孔的应力集中、铆钉孔的扩张力、铆接的加紧力和 

铆钉附加弯矩的影响，形成一种复杂的三维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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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场，其中垂直于铆钉孑L连线的弯曲应力最大。 

即使正常服役条件下，铆钉孔局部应力有可能超 

过材料屈服强度 。 

目前的计算方法和评估技术没有考虑到搭接 

板变形开裂以后紧固孑L上紧固力的重新分布．没 

有考虑接触单元计算 ，没有考虑机舱压力和机身 

的鼓曲效应。 

根据受力分析，这种搭接连接的裂纹应当首 

先在外层蒙皮第一排铆钉连线处萌生，这样的裂 

纹也相对容易发现。但根据蒙皮厚度的不同，也有 

可能在内蒙皮萌生裂纹。一般地．宽体客机蒙皮较 

厚，易在外蒙皮产生裂纹，而窄体客机蒙皮较薄， 

容易在内蒙皮的铆钉孑L、蒙皮板的结合面等隐蔽 

部位产生裂纹。典型的裂纹发生在铆钉孑L倒角和 

表面不连续处(螺纹和凹槽等)和磨损面上，根据 

铆钉孑L内外表面的黑色氧化物可以判定磨损疲 

劳，磨损机理尚不清楚．它可能是产生裂纹的结 

果，也可能是增加局部应力和早期裂纹扩展的驱 

动力。在损伤容限分析时所有危险部位都要考虑。 

MSD裂纹萌生的机理还不是十分清楚，但裂纹源 

一 般是夹杂物、机加工痕迹或者其他微小损伤。改 

善制孑L工艺可以提高结构的初始表面质量．从而 

提高裂纹形成寿命。环境也是重要因素，潮湿促进 

点蚀和晶间腐蚀，在潮湿的环境里裂纹更加容易 

形成，裂纹扩展速度更快。采用密封剂，或者采用 

防腐剂、油漆、排水、通风等措施，可以把潮气阻隔 

在结合面以外。另外，疲劳裂纹可能因为结构件覆 

层的强度较低而萌生l 7l。 

NASA和 NLR通过大量的全尺寸疲劳试验表 

明，尽管腐蚀构成结构的损伤，对疲劳裂纹的早期 

扩展有一定影响．但 MSD疲劳开裂一般不是由腐 

蚀引起的，通过拆解老龄飞机结构，也表明 MSD的 

萌生与腐蚀没有直接关系阎。 

文献f9】研究了含有多处损伤的铝合金板的寿 

命评估问题．对于裂纹形成寿命，可以采用应变寿 

命方法和 Miner准则进行预测 ；利用传统的断裂 

力学方法．可以计算裂纹扩展寿命 ，估算寿命与试 

验结果吻合较好。 

Harris等人经过大量的实验分析．研究了紧 

固件与孑L壁和蒙皮表面的微动摩擦，并利用平面 

和壳体有限元分析研究了铆钉弯曲、板的接触和 

铆钉的夹紧力。摩擦疲劳可以在铆钉与蒙皮接触 

面上发生，也可能在蒙皮板之间的配合面上萌生。 

危险部位一般在蒙皮和铆钉的接触面上。提高夹 

紧力，可以通过板的接触面摩擦传递更多的载荷， 

从而提高裂纹形成寿命。在应力较低时，可以通过 

提高摩擦系数降低铆钉的传递载荷 ，也可以提高 

疲劳寿命。在中等应力水平时，提高摩擦系数会降 

低裂纹形成寿命。如果考虑材料的弹塑性特性，以 

上结果可能不太显著【Ⅻ。 

2 裂纹扩展与剩余强度 

MSD的裂纹扩展与连通一直是 AAWG比较 

关注的问题之一 ，AAWG对机身蒙皮连接进行了 

广泛的分析和试验研究。主要结论有：1)裂纹在铆 

钉头下形成，裂纹形状为角裂纹或者半椭圆表面 

裂纹，刚开始裂纹扩展速度很慢，如果钉传载荷较 

大时，裂纹扩展速率明显加快。在裂纹扩展到铆钉 

头以外时，裂纹快速增长；2)裂纹是以裂纹群的形 

式出现的，然后 2个相临裂纹连通形成主导裂纹。 

主导裂纹比其它未连通的裂纹快得多，控制该结 

构舱的裂纹扩展；3)MSD临界裂纹的长度与远端 

裂纹有关，远小于只是单个裂纹时的情况，由检查 

确定临界裂纹比较困难；4)大部分裂纹沿紧固件 

连线形成并扩展，但也有一些裂纹因为平面内剪 

应力的存在斜向发展；5)均匀长度的大面积 MSD 

裂纹群，从首次裂纹连通到最终裂纹贯通结构舱 

所用时间较短，即小范围等长度裂纹群或者非等 

长裂纹群用的时间较长。 

文献f111基于 Dugdale塑性区模型和 Swift提 

出的连通准则．研究了 MSD结构疲劳裂纹连通与 

构件破坏问题．并利用有限元交替方法 FEAT研 

究了裂纹的扩展。裂纹的连通包括断裂前韧带的 

复杂塑性变形和净截面的材料屈服，在韧带屈服 

之前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快速断裂，在一定裂纹长 

度范围内，短裂纹扩展速度更快。 

干涉配合形成的残余应力对疲劳裂纹的扩展 

影响较小，可以忽略。因此，可以采用线弹性应力 

强度因子的结果分析评估裂纹的扩展。初始裂纹 

长度可以根据美国空军损伤容限设计规范给出的 

等效初始裂纹尺寸EIFS的概念给出．但 EIF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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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大小和形式必须根据具体的结构形式、铆接 

工艺和服役环境等因素确定【 21。 

虽然 FAA和 NASA已经给出了老龄飞机结 

构连接件WFD评定程序．可通过尽可能模拟真实 

服役条件的试验和精密的测试．或者利用复杂的 

三维非线性裂纹扩展模型，建立一定的连通准则， 

从唯象的角度预测 MSD裂纹的扩展和最终破坏 

过程等 ，但目前还不清楚 MSD形成和初始扩展的 

机制[”1。 

Proppel·41认为。MSD结构的裂纹扩展和最终破 

坏与裂纹形成、扩展、屈服应力和断裂韧性等有 

关．而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应当 

用随机变量描述．在此基础上，确立一定的连通准 

则和破坏准则．利用概率分析方法建立了破坏概 

率计算模型。在国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费斌 

军、刘文埏、张建宇等针对含相互干扰多裂纹结构 

的损伤容限分析问题．在概率断裂力学基础上，考 

虑裂纹扩展的分散性．建立了适用于含任意多条 

裂纹结构可靠性分析的概率损伤容限分析，并给 

出了工程实用的简化计算模型【 。 

文献『181研究了腐蚀情况下多处损伤的扩展 

及可靠性分析。虽然腐蚀对多处损伤的形成没有 

明显的影响．但对裂纹的初始扩展及其后的扩展 

有明显作用。 

含 MSD的铝合金板的试验表明，剩余强度与 

结构设计参数 ．如紧固孔情况、材料塑性、多处裂 

纹位置、单个裂纹的扩展等有关。MSD结构在应力 

强度因子达到平面应力断裂韧性和平面应变断裂 

韧性之间、净截面应力达到屈服应力的 30％～90％ 

时破坏。全尺寸实验指出，MSD连通成主导裂纹时 

剩余强度为屈服应力的 15％。与传统的断裂力学 

方法和净截面屈服失效方法相比，剩余强度有显 

著的下降Il91。 

文献[2o1从实验和数值 2个方面研究了多处 

损伤对接板的剩余强度，采用中心受拉裂纹试件 

研究主次裂纹影响．利用非线性有限元分析方法 

研究裂纹的形成、扩展、连通以及结构的最终失效 

等。 

文献[21lStg~多处损伤 2024铝合金加筋板的 

剩余强度问题，提出 2种连通模型，给出不同加筋 

与裂纹情况的韧带破坏应力，研究了单个结构舱 

含 2个加筋板之间的主导裂纹和 2个结构舱面板 

之间存在加筋下面裂纹时的剩余强度。 

3 结语 

综上所述，结构中出现 MSD是飞机进入老龄 

的信号 ．此时结构损伤容限能力降低．不能确保破 

损安全。一旦 MSD裂纹萌生，特别是当裂纹扩展 

到铆钉头以外后。裂纹快速增长，剩余强度下降很 

快。要求以较高的裂纹检出概率(POD)检查出来 

0．5～0．75以上的裂纹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对复杂 

的飞机机身连接接头进行完全检查几乎是不可能 

的。虽然过去在 MSD裂纹的扩展以及结构剩余强 

度的评定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为充分保 

证飞机结构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研究 MSD的萌生 

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和抗 MSD设计与维修方法更 

有学术价值和工程意义。考虑到FAA已经出版了 

老龄飞机的腐蚀及预防大纲、老龄飞机维修大纲 

指南、补充结构检查大纲、增压机身边界的修理评 

估．但还没有出版发行有关广布疲劳损伤的预防、 

防治方法等方面的东西，这就使得这方面的研究 

更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还缺乏对铆接质量的定量研究。现代铆 

接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铆接质量相对稳定，为 

定量研究铆接工艺对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影响提 

供了可能．通过研究同一材料在不同铆接工艺下 

的疲劳性能变化和不同材料在同一铆接工艺下的 

疲劳性能变化．可以为选择铆接材料和工艺提供 

理论依据。 

实验室试验的试件制备除考虑以上因素外 ， 

还要考虑实验室试件和实际生产构件的不同，包 

括制孔质量和铆接质量，以及试验环境和结构使 

用环境的不同。在实验室中尽可能准确地模拟实 

际结构服役情况 ．对研究结构 WFD的形成 、扩展 

和破坏具有重要意义。 

接触面载荷的传递和微动滑移将导致摩擦损 

伤．这种疲劳破坏表现为多轴疲劳特征。虽然齿 

轮、钢轨等钢材的摩擦疲劳已经进行了多年研究， 

但是飞机薄壁结构的摩擦疲劳破坏机制及控制措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民 航 学 院 学 报 2004年 6月 

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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