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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腹鳍载荷标定真空加载试验 

系统设计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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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某型飞机腹鳍为轻质复合材料结构，受结构和所处位置的限制，无法采用传统贴胶布带或用卡板加载标定方式 

的问题，设计并实现基于负压真空原理的标定试验加载系统。并利用有限元技术对加载装置进行可靠性分析。完成了此结 

构部件的加载标定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此加载系统安全可靠，对结构部件不会再造成任何损伤，为结构部件的载荷谱实测标 

定试验提供 了一种新的加载标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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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应变法测量飞机部件的使用载荷，首先必 

须先对被测对象在地面进行标定试验。其 目的是 

确定飞机结构部件标定载荷和应变计电桥输出之 

间的定量关系，建立载荷方程。再将实测的结构应 

变输出代人载荷方程中即可求出使用载荷，飞机载 

倚标定试验是载荷谱实测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为建立载荷．应变关系提供数据基础lI 』。传 

统的飞机标定试验通常通过粘贴在飞机结构部件 

的帆布带或者通过高强度卡板来施加载荷，然而这 

两种传统加载方式对于此次要加载标定的复合板 

材结构均不可行，这是因为 ：(1)如果采用在复合材 

料制造的腹鳍上粘贴帆布带的方法来加载，标定试 

验是可以实现，但它容易使复合材料腹鳍的表面受 

到损伤，因为粘贴帆布带的胶和做标定试验后去除 

帆布带、清洗腹鳍表面时都会使面板发生局部腐蚀 

损坏，这对于做完标定试验以后还要求用来飞行、 

进行载荷测量的 机是不容许的；(2)对于无人 15‘ 

机、或轻型 15I机，大型飞机的平板型部件等结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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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比较小而且轻，再加上复合材料大量使用，l5L 

机机翼等结构重量大幅降低。若采用高强度卡板 

方式加载，会因卡板重量太重而影响试验精度及飞 

机安全 ’ 。 

针对以上问题，利用近年来应用越来越广泛的 

负压真空技术进行多点协调加载，不仅能够有效的 

解决以上突出问题，而且节省工作时问，提高工作 

效率，能更加真实的反应飞机实际飞行受载情况， 

为结构部件的载荷谱实测标定试验提供 了新的 

方法。 

1 真空系统工作原理 

真空是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技术术语 ，不 的 

应用场合需要不同的真空度，在真窄加载的应用巾 

则需要较低的真空度；真空泵是一种在吸入端形成 

负压，排气端直接通大气，吸入端和排气端两端可 

获得很大压力比的抽排气体的机械。真空泵系统 

原理图如图 1所示，当吸持物体时，真空切换阀 12 

的电磁铁通电，真空泵 15吸气，在真空吸盘 10处产 

生真空，将物体吸住。当真空度达到真空压力外天 

7所设定的压力时，则发出电信 号，进行后道工序 ， 

当放开物体时，真空切换阀 12的电磁铁断电，真耷 

破坏阀5电磁铁通电，压缩空气经f燥器 1、过滤器 

2、油雾分离器 3、减压阀4、真空破坏阀5、=i了流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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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过滤器8、真空吸盘 10，真空系统破坏，将物体 

放开 ]。 

lI 

图 1 真空泵系统组成 

真空泵的种类有很多种，主要是干式真空泵和 

油式真空泵，干式真空发生装置的产生的真空度在 

实际应用往往只能维持在 80％左右，而油式真空泵 

在密封条件良好的情况下真空度能达到 99％。考 

虑到飞机的安全，本次标定试验选择油式真空泵。 

真空吸盘本身不会吸附在工件的表面上，然而 

当环境压力大于吸盘与工件之间的压力时，环境压 

力就把吸盘牢牢的压在工件上。将吸盘与真空泵 

连接，抽去吸盘和工件之间的空气就会形成压力 

差。当吸盘接触到工件的表面时，由于空气无法进 

入吸盘内，就形成了真空。吸力大小与环境压力和 

吸盘内部空间的压力差成正比。 

单个吸盘的吸力计算公式为： 

F =PA (1) 

式(1)中：P一压强，Pa；A一吸盘吸附面积，1TI ； 

所有吸盘的吸力计算公式为： 

F总=∑F (2) 

式(2)中：F一单个吸盘的吸力，N。 

2 飞机腹鳍状态及标定试验要求 

2．1 飞机腹鳍状态 

飞机的腹鳍布置在后机身下部，共两个，左右 

呈“八”字形分布。每个腹鳍分为三段，前段，中段， 

后段。腹鳍横切面为矩形 ，为玻璃钢夹层结构。腹 

鳍与机身通过两侧角材进行连接。在角材和腹鳍 

上布置应变片以测量弯矩、剪力和扭矩，对腹鳍蒙 

皮进行加载。 

经过现场前期试验，玻璃钢夹层结构与蒙皮粘 

接后，不透气，强度较高，吸盘在真空度为98％的情 

况下，对腹鳍蒙皮没有任何损坏迹象。前期试验证 

明，基于负压真空技术的飞机载荷标定试验加载方 

法适用于腹鳍加载。 

2．2 飞机腹鳍载荷实测标定试验要求 

1)由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飞机腹鳍外表面平 

整，但是空间状态复杂，腹鳍表面与飞机空问的三 

个基准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夹角，距离机身较近，容 

易在加载过程中出现刮碰机身的事故，同时又要求 

施加的载荷方便后期数据处理，所以整个加载系统 

安全系数要高，加载点要包含所要求的所有压心， 

载荷必须垂直的施加在腹鳍表面。 

2)本次载荷实测标定试验是在飞机外场进行， 

试验的飞机是现役飞机，飞机停放位置不固定，加 

上机库中没有固定的载荷施加位置，这样就要求试 

验的加载卡具便携性要高，移动灵活性要大，操作 

方式简单 ，加载过程力求简洁。 

3)标定过程要求能够进行多种工况的载荷加 

载，使腹鳍测量切面的弯矩，剪力，扭矩有明显的应 

变信号值输出，以反应出腹鳍真实的受载状态。 

3 加载系统设计及实现 

3．1 加载真空泵系统组成 

根据 2．2中标定试验的要求 2)，将图 l中的加 

载系统进行简化，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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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 载系统简图 

试验载荷最大为 10 kN，为保证飞机受载均匀， 

尽可能接近实际飞行中的受载情况 ，将腹鳍分成三 

段，每段单独加载，每段上利用 16个吸盘。 

3．2 加载系统设计分析 

在加载过程中，随着标定载荷的增加，腹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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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及盘在腹鳝上 的布置图 

变形量也随之增大，这样若将吸盘与卡具的连接做 

成刚性连接，则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事故：a)腹鳍 

受到刚性损伤；b)一侧的吸盘因侧向摩擦力不足而 

导致吸盘脱落造成飞机损伤 

3．2．1 系统装置设计 

在真空泵和分气缸之间加上电磁阀，防止整个 

系统在突然断电后，整个真空状态遭到破坏，而导 

致吸盘脱落，进而损害到飞机。 

在真空泵上安装总的调节阀，在系统正常工作 

时，根据不同的需要调节真空度，在分气缸分出的 

每一个分气口处加装一个单向阀和一个放气阀，单 

向阀靠近分气缸，放气阀次之。单向阀的作用是防 

止某个吸盘突然脱落，导致整个真空状态遭到破 

坏，真空度下降，其他吸盘不能承受当时施加的载 

荷，进而导致其他吸盘随之脱落，造成试验事故。 

单个放气阀是用来破坏真空状态的，即当单组试验 

完成后，整个系统断电，真空泵停止工作，但是此时 

由于单向阀的作用，吸盘与腹鳍之间的真空状态未 

能破坏，仍有很高的真空度，单凭人工的力量无法 

将吸盘取下，这样就利用放气阀将真空状态破坏， 

取下吸盘进行下一个工况加载。此外，在开始调整 

加载点时，利用放气阀可以移动某个吸盘的位置。 

由于腹鳍本身为复合材料，加载过程中变形量 

较大，腹鳍根部角材的变形量也要计算其 中，单靠 

吸盘本身的挠性变形很难适应这么大的变化量，这 

样就需要杠杆装置也要适应这种大变形，在吸盘和 

杠杆装置之间加装挠性接头，利用挠性接头本身的 

大变形特性来弥补杠杆装置本身无变形量的缺点。 

试验过程中，在 16个吸盘上分别施加载荷实现 

的难度很大，结合标定方案的要求，将 16个吸盘分 

成4组，再由两组杠杆装置实现，最终简化成两个加 

真空管接头 

4 杠杆 装置二维 

载点，这样就可以将单点载荷变成腹鳍板面』 的分 

布式载荷。在最上端的横梁上加装滑块，用来实现 

多个工况的载荷加载。加载装置如图4所示。 

3．2．2 系统可靠性分析 

(1)吸盘安全系数 

前期试验证明，腹鳍面板平整光滑，真空泵系 

统工作时，真空度能够达到 98％。在试验室做验证 

吸盘吸附能力试验时，发现吸盘在加载过程中未能 

加载到理论载荷时已经出现吸盘变形的情况 ，具体 

的试验数据如表 1。 

表 1 吸盘变形载荷表 

如表 1，在 MATLAB中利用最小二乘法的函数 

拟合出吸盘变形载荷与理沦承受载荷的比例 71 

真空度的方程为： 

T =0．812M +0．06 (3) 

为防止在实际加载试验过程中油漏气等不可 

预测因素发生，取安全真空度 M =90％ ，利用方程 

(3)，可计算出真空度 M ：90％ 时，吸盘变形载荷 

与理论承受载荷的比例 

T = 0．812M +0．06 =0．790 8。 

真空度90％时，吸盘理论承受载荷为 1 875 N。 

则90％真空度吸盘变形载荷为： 

F = FT = 1 875×0．790 8 = 1 482．7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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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载荷加载。同时，标定试验的成功说明这种负 

压式真空加载系统可以为小型飞机各部件及大型 

飞机的小结构部件提供了一种新的加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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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acuum Loading System 

Calibration Tests 

LIU Yan—peng，YAN Chu—liang ，LlU Ke—ge 

(Beijing Aircraft Strength Institute，Beijing 100083，P．R．China) 

[Abstract] In the calibration experiment of aircraft’S ventral fin made by lightweight composite materials，call- 

bration load can not be applied by traditional adhesive tape or board with the limition of its position and matertials． 

To solve the problem，the use of negative pressure vacuum technology and designing the whole loading system，and 

reliability of loading device are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The structural calibration tests is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is reliable and safly，which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the calibration experiments 

of aircraft structures． 

[Key words] air fins vacuum load calibration tests loading system desig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li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