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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并研究了一种在飞机初步设计阶段考虑损伤容限要求优化设计的方法。首先，通过许用应 

力形式来体现并表征损伤容限设计要求，作为一类新的设计约束 ，用于初步设计阶段的结构优化设计。然后， 

通过 Global／loca1分析，在整体优化设计中考虑局部疲 劳需求；根据疲劳寿命要求，用裂纹扩展分析程序 

AFGROW确定了一个新的强度准则一 设计约束。最后，在结构优化程序COMPASS中引入所建立的损伤容 

限约束，和其它结构强度要求一起进行结构尺寸设计。研究表明：飞机中的某些部位 ，例如下翼面蒙皮等区 

域，在初步设计中可能受控于损伤容限约束，有必要在飞机初步设计中引入并考虑这种设计要求，以得出可信 

的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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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amage Tolerance Design Optimization in Aircraft 

Structure Prelim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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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method for design optimization considering damage tolerance requirements in the aircraft structure 

preliminary design process is introduced．Firstly，damage tolerance design requirements are defined by fatigue 

stress allowables and applied in the preliminary design optimization as new design constraints．Then，the global／ 

local finite element approach is used to consider the local fatigue requirements in the global design optimization． 

A new strength criterion for design life requirements is provided through fatigue crack growth analysis(by 

AFGROW )．Finally，the COMPASS optimization program is simultaneously used to treat these damage toler— 

ance constraints and von Mises stress constraints tO optimize cracked skin panels on the lower wing panels of an 

aircraft．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or some parts such as the lower wing panels of aircraft，the optimization is 

driven by the damage tolerance constraint and，therefore，damage tolerance requirements could be dominative 

for some parts in preliminary aircraf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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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 ，国内外对结构的损伤容限进行了深入 

的理论及试验研究 ，在结构优化设计方面也开始逐 

步考虑。在初步设计阶段，目前结构的多约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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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只考虑结构静强度、刚度、结构固有振动、气动 

弹性等约束，很少涉及耐久性／损伤容限这一重要要 

求。本文试图对在初步设计中如何处理耐久性／损 

伤容限约束进行了探索并提供了初步可用的结果。 

在飞机设计早期考虑损伤容限设计要求，而不 

是事后校核处理，可有效提高设计品质。在飞机结 

构初步设计优化阶段 ，对局部结构进行细节分析和 

设计是不现实的，目前常用的方法是首先建立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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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结构有 限元模 型，对整体结构进行分析优 

化 ，然后再对局部结 构进行细节分析和设计。这 

样，如果整体设计优化结果未满足局部疲劳需求 ， 

就可能要重新进行结构设计 ，影响了设计周期和成 

本 。因此 ，在整体结构初步设计优化阶段寻找一种 

可行的方法，考虑局部疲劳需求将是很有意义 的。 

本文针对飞机结构初步设计阶段中的需要与可能 ， 

在优化中引入了损伤容限约束 ，并根据结构受力特 

点 ，将这一局部设计约束应用于可能的关键部位。 

在实际飞行过程中，机翼结构下翼面蒙皮在多数工 

况下处于受拉应力状态，尤其在下翼面蒙皮根部往 

往会产生较高的拉应力[1]，所以本文以带裂纹的下 

翼面蒙皮为研究对象 ，进行损伤容 限分析和设计， 

以考虑多种约束对结构设计的影响。 

l 损伤容限约束的求解理论与方法 

1．1 损伤容限约束设计优化准则 

按照损伤容 限要求设计 ，结构可归为两种类 

型 ：缓慢裂纹扩展结构和破损安全结构 。缓慢裂纹 

扩展概念是指结构中的缺陷或裂纹以稳定、缓慢的 

速率扩展 ，在预定的使用期内不允许发生不稳定的 

快速扩展 ]。本文将针对缓慢裂纹扩展结构的设 

计展开讨论 。由于裂纹扩展率主要受材料属性 与 

应力历程的影响，而应力历程又取决于飞机服役过 

程中的用途，因此为了使裂纹安全扩展寿命满足设 

计寿命的需求 ，就要对局部结构进行设计以降低其 

应力水平。我们将能满足设计寿命需求的最大应 

力定义为疲劳应力许用值 ‰ ，将这个许用值作为 

结构整体设计优化中的另一种约束应力 ，将损伤容 

限要求列入常规的结构设计优化。 

如果裂纹安全扩展寿命过短就要求重新设计 

结构 ，以免在服役过程 中频繁对结构进行检修。美 

国空军损伤容限设计手册规定 ：对缓慢裂纹扩展结 

构，安全损伤扩展周期 N，是两倍 的设计寿命 N 

(对不可检结构)，或者两倍的检查问隔 N (对可检 

结构)c- 。对可检结构 ，如果裂纹安全扩展寿命是 

设计寿命的两倍，就不需要在飞机服役过程中对其 

进行检修 ]。可见 ，在初步设计过程中提前考虑到 

疲劳问题，可以避免对飞机进行检修或者减少检修 

的次数，这样就降低了飞机的维修成本。要做到这 

一 点，就需要寻找一种准则和方法，将损伤容限要 

求纳入飞机结构设计优化过程。 

1．2 损伤容限约束的处理和疲劳应力许用值的 

确定 、 

按线性断裂力学理论 ，假设厚度为 t的板上带 

有初始裂纹 a ，板的尺寸相对于裂纹尺寸无限大 ， 

且裂纹处于受力和材料特性最不利 的部位和方向 

上 。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强度由应力强度因子 K 唯 
一 确定。 

式中： 为正应力 ； 是结构几何特性 的函数 ；a为 

裂纹尺寸。 

裂纹扩展速率 da／dN 是含裂纹 的构件在交 

变载荷作用下每一次应力循环后裂纹的扩展量 ， 

而裂纹尖端 的应力 强度 因子 幅度 AK则 是影 响 

da／dN 的主要 因素 (见式 2)，AK 是交 变应力最 

大值 ⋯和最小值 ‰ 相应的应力强度因子值之 

差 _- (见式 3)。 

da／dN： (AK) 

△K =K ． 一 K⋯ 

(2) 

(3)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使用常幅名义载荷谱 ，最 

大应 力 为 1，应 力 比为 R，通 过 改 变 应 力 乘 子 

(SMF)的大小来改变载荷谱的幅值大小。这样， 

载荷谱就由应力乘子 SMF和应力比R 确定。可 

以证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幅度 AK是应力乘 

子 SMF 的函数(见式 4)，从 而裂纹扩展率 da／dN 

也是应力乘子 SMF的函数(见式 5)。 

△K—f (SM F) 

da／dN—f2(SMF) 

(4) 

(5) 

断裂韧性 K ，是线 弹性介质 中具有 I型裂纹 

的构件抵抗裂纹扩展的能力 ，即 I型裂纹尖端区域 

应力强度因子临界值。给定结构的剩余强度和断 

裂韧性 ，便可以确定临界裂纹尺寸 ac (见式 6)。 

Kf(1一P J9 n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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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为剩余强度要求值 。 

有了初始裂纹尺寸、临界裂纹尺寸、应力强度 

因子的求解公式以及 da／dN-SMF关系式，就可以 

得出裂纹扩展寿命 N 

N—r (7) 

上式表 明，不 同的裂纹扩展寿命 N 对应不同 

的应力乘子 SMF。通过在裂纹安全扩展寿命 N， 

附近取几个点(N，SMF)，用幂函数将其进行曲线 

拟合 ，就可在 曲线上找出裂纹安全扩展寿命 N，对 

应的应力乘子 (SMF)值 ，即满足损伤容限要求 的 

最大约束应力——疲劳应力许用值 。 

2 Global／local有限元方法 

Global／loca1分析技 术，也称 子模型 法，通 常 

是在全局模型(Globa1)基础上获取模型局部区域 

(Loca1)中更为精确的有限元技术 ]。 

为在结构整体优化过程中加入损伤容限约束， 

将使用局部结构的边界条件、结构尺寸 、载荷谱等 

作为输入量 ，对局部结构进行损伤容限分析 ，得到 

疲劳应力许用值 ，再将疲劳应力许用值作为一类新 

的设计约束，纳入现有 的优化过程，将局部结构的 

疲劳需求和整体结构的优化设计联系起来 ]。 

3 多约束优化设计 

本文使用结构分析与优化设计软件 COM— 

PASS为平台进行结构优化。 

3．1 结构优化方法 

本文使用的优化方法是满应力设计法。这种 

常用的工程准则法，采用强度比迭代公式进行“满 

应力／满应变”设计，给出满足结构强度约束条件的 

总体尺寸分布。结构优化中采用了“关键元”设计 

概念，将结构按照其属性分为若干个设计区 ，在每 

个设计区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元素作为关键元 ，按 

关键元的应力／应变状态进行强度比计算。每个区 

中，需确定设计变量(杆／梁元为剖面积、板元为厚 

度、复合材料结构的分层厚度为设计变量)，给定变 

量尺寸上／下限，并指定设计许用值。 

结构设计优化流程如图 1所示。 

宣 一 ． =： L． ——[二 {-．{_ 五 兰竺兰 H 竺 l 

3．2 多约束优化设计 

本文在对整体结构进行初步优化设计时使用 

了两个约束准则 ：约束关键元的最大主应力来考虑 

损伤容限需求；约束关键元 的 Von Mises应力来 

考虑材料强度。同时考虑两个约束使优化的结构 

设计将既满足静强度要求，又满足损伤容限要求 。 

为了考虑结构复杂加载情况对裂纹扩展的影 

响，在对局部结构进行损伤容限分析时，将多轴加 

载情况混合模式的疲劳裂纹扩展 问题 ，简化为受远 

场最大主应力作用下的 I型裂纹扩展模式，并且假 

设裂纹沿着垂直于最大主应力的方向扩展；在优化 

过程中控制关键部位关键元的最大主应力，使之总 

是小于疲劳应力许用值 ，这便是考虑损伤容限需求 

的最大主应力约束 。研究表明：通过控制关键元最 

大主应力来考虑局部疲劳问题 ，是一种较为合理且 

简单易行的方法 。 

本文在考虑损伤容限约束的多约束优化设计 

中用满应力设计法。以 Von Mises为工作应力， 

考虑材料强度；以最大主应力为工作应力 ，考虑损 

伤容限约束 。其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对损伤容限约束 ： 

由最大 主应力 

一 旦 +√( ) 十r (8) 

得出强度比 

1 ：
旦  (9) 

式中： 为疲劳应力许用值。 

对 Von Mises应力约束 ： 

由 Von Mises应力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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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强度 比 

2一 — (11) 

式中： 为拉应力许用值。 

4 算例分析 

本文研究 中采用如下算例来验证所提出的方 

法。算例整体模型如图 2所示，为小展弦比的后掠 

机翼 ，前缘后掠角为 44。，半展长为 1．8 m，根弦长 

为 2．508 m，尖弦长为 0．688 In，有 172个节点 ， 

621个单元，共有四套载荷工况。工况 1和工况 2 

为受到上升气流作用的工况 ，下翼面蒙皮有最大拉 

应力，且工况 2较工况 1严重 ；工况 3和工况 4为 

平飞碰到下降气流时的工况 ，下翼面蒙皮有最大压 

应力。满应力设计有 60个设计 区、190个关键元 、 

108个设计变量。上蒙皮为受压性能较好的7075 

铝合金板 壳元 (58个 )，下蒙皮 受拉性 能较 好 的 

2024铝合金板壳元(58个)。骨架为金属材料，梁、 

肋腹板为剪 力板元 (141个)，梁 、肋 缘条 为 杆元 

(282个)，t'b~H 82个立柱杆元 。 

图 2 算例机翼模型 

Fig．2 Wing mode1 

4．1 损伤容限分析和疲劳许用值的确定 

选择带裂纹的下翼面蒙皮为研究对象，对其进 

行损伤容限分析和设计 。下翼面蒙皮有限元模型 

以及设计区划分情况如图 3所示。 

图 3 下翼面蒙皮有限元模 型 

Fig．3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lower wing skin 

用裂纹扩展分析程序 AFGROw 进行裂纹扩 

展分析，并求解疲劳应力许用值。假设飞机的设 

计寿命是 4 500次，要求裂纹扩展寿命必须大于 

9 000次。下翼面蒙皮材 料为 2024铝 ，其屈服应 

力为 324 MPa。假设带裂 纹的板 宽 219 mm，厚 

12 miD_，板 中央有贯穿裂纹 。假设(根据 GJB776— 

89)裂纹初始 尺寸为 6．35 mm，板相对 于裂纹 为 

无限大板 。美 国空 军损伤容 限设计 手册要求 剩 

余强度为限制载荷的 1．2倍，这将保证裂纹板在 

裂纹扩展寿命 内一直有能力承受 限制载荷 ，本算 

例中剩余强度为 26O MPa。取名义应力谱应力比 

为 0．06。输入以上 已知量 ，可得出应力乘子和裂 

纹扩展寿命之间的函数关系 ，如图 4所示 。 

莹 
＼  

≥ 

图4 应力乘子迭代曲线 

Fig．4 Stress multiplication factor iterations 

由上 图 可 以 看 出，裂 纹 扩 展 寿命 为 9 000 

次时对应的应力乘子为 149．62 MPa，这个值就 

是疲劳应力许用值。取 149．62 MPa为整个下翼 

面蒙皮的疲劳应力许用值，将保证下翼面蒙皮结 

构在设计寿命期 内不会因为疲 劳而 失效，以及该 

值作为损伤容限约束值用于下翼面蒙皮的设计 

优化中。 

4．2 结构多约束优化 

4．2．1 Von Mises强度准则优化 

对初始算例模型进行 Von Mises单一强度准 

则优化设计 ，设计变量为结构尺寸 ，优化 目标是减 

轻重量 。设计优化中尺寸上限取 2 A(A为初始尺 

寸)，设计下限取 0．5 A。在松弛系数 1．0、收敛精 

度0．005下，优化经 6次迭代达到收敛，设计迭代 

过程如图 5所示。 

印 强 。{∞ 髂 甜 

0 O 0 O 0 0 0 O 0 0 0 O 0 0 0 0 n O O O 0 0 0 0 O 0 眦 m 叭 E E F E F L F ¨ E b E O 3 5 S ● O R 3 ● 8 7 S 4 3 { ● O R R 8 7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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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设计迭代过程的重量统计 

Fig．5 Optimization weight histories 

由上图可以看出，结构减重 23．32 kg，占初始 

重量的 17．44 。 

4．2．2 多约束优化设计 

在优化软件 COMPASS中，以疲 劳应力许用 

值作为最大主应力约束 ，同时加入 Von Mises强 

度准则，对下翼面蒙皮厚度进行优化 ，优化的 目标 

是最小重量。 

为研究损伤容限约束对设计的影响，考虑损伤 

容限约束的优化是在 Von Mises单一强度准则优 

化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考虑到不同工况下 ，关键 

设计部位(下翼面蒙皮)的受力情况会有所不同，因 

此，在多约束优化中各约束对结构尺寸的影响会有 

所不 同，所 以将 疲劳应力许用值 149．62 MPa和 

Von Mises约束分别同时应用于四种工况 ，得到结 

构重量变化情况 ，如表 1所示 ，下翼面蒙皮各设计 

区尺寸变化情况如表 2所示。 

表 1 不 同工况下重量变化 

Table 1 Weight variety under different sub cases 

表 2 设计区尺寸变化 

Table 2 Thickness variation of design region 

设计区 

由表 l可以看出，当下翼面蒙皮受拉时，其多 

约束优化后的结构重量较 Von Mises单一强度准 

则优化后的重量有所增加 ，但较结构初始重量仍有 

明显的减少 ；工况 2载荷情况较工况 1严重，所以 

工况 2的结构较工况 l的结构重 ；下翼面蒙皮受压 

时损伤容限约束对结构优化不起作用；对下翼面蒙 

皮受拉最严重的工况 2，结构重量 比 Von Mises单 
一 强度约束优化重量增加了 l3 kg，比初始结构重 

量减轻 了 1O kg，优化设计不但保证 了结构静强度 

和飞机在设计寿命期的安全性。而且结构效率有所 

提高。 

由表 2可以看出 ，工况 1和工况 2由于下翼面 

蒙皮有最大拉应力，其疲劳问题较为突出，疲劳应 

力许用值在优化中约束 _『下翼面蒙皮的厚度 ，蒙皮 

厚度较仅考虑静强度的优化结果有所增加；工况 2 

较工况 1严重 ，所以工况 2优化后尺寸比工况 1优 

化后尺寸大 ；工况 3和工况 4下翼 面蒙皮受压 ，疲 

劳应力许用值对其不起作用。 

4．3 板厚对疲劳应力许用值的影响研究 

结合本例，探索 了裂纹板的厚度埘疲劳应力许 

用值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经过多约束优化f5；! 

计后的板 ，其厚度在 3～12．5 mm 之间变化 ，为了 

得出板厚对疲劳应力许用值 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大 

量的计算，确定了一系列板厚所对应的疲劳应力许 

片j值。不同厚度对疲劳应力许用值取值大小 的影 

响如图 6所示 。 

罔 6 不 同厚度对应的疲 劳应力许用值 

Fig．6 Fatigue stress allowables of different thickness 

5 结论 

本文提出并研究 了一种在飞机初步设计 阶段 

考虑疲劳需求的方法，用许用值形式来表征疲劳约 

束 ，能够和静强度约束一样直接应用于初步优化设 

∞ 如 巧 加 m ∞ 

∞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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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为在结构初步设计优化阶段考虑疲劳需求提 

供了一个可行 的方法。 

在已知设计寿命的情况下 ，利用裂纹扩展程 

序 ，输入结构参数可迭代得出满足寿命需求 的疲 

劳应力许 用值 ，该 许 用值 将作 为 另一 类设 计 约 

束 ，和其他约束 一同应用 于多约束 设计优 化 中， 

在保证静强度的同时，优化 中又保证 了飞机关 键 

部位(下翼面蒙皮)在两倍设计寿命期内不会因 

为裂纹扩展而失效 ，既提 高了安全性又节省 了维 

修使用费用 。 

对算例进行的多学科优化表明了 Von Mises 

准则约束和损伤容限约束分别制约着结构的不同 

部位和最终优化结果。对下翼面蒙皮受拉较为严 

重的情况。损伤容限约束将制约着优化设计的结 

果 ，表明在结构整体设计优化中引入损伤容限需求 

是 必要 的。 

本文最后还对结构尺寸的变化对疲劳应力许 

用值的影响作 了研究 ，其表明结构尺寸变化对疲劳 

应力许 用 值 的影 响不 大 ，优化 工作 中一般 可以 

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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