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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搭接件是飞机结构中容易产生微动疲劳损伤的部位。文章回顾了微动磨擦学的发展历史，阐述了微动 

疲劳的损伤机理，介绍了微动疲劳试验的原理、方法，总结了微动疲劳寿命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飞机结构 

搭接件微动疲劳研究的关键技术：微动疲劳寿命计算、微动疲劳全寿命模型和微动疲劳寿命模糊可靠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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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1988年，Aloha航空公司一架服役 19年的波音 

737飞机，在 2400 ft高度全速飞行时，其前机身上 

部揭去了一大块蒙皮，一名空乘人员被卷出机舱致 

死。事故调查发现其根本原因是飞机蒙皮与桁条问 

的搭接处出现了多处疲劳开裂，而微动疲劳是造成 

多裂纹损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川。 

微动就是在两个接触表面发生的一种磨损现 

象，通常出现在有微小的、连续的相对运动的接触 

表面上，一般其位移幅度为微米量级，通常在几十 

到一百多微米之间。微动按其损伤形式分为 3类【 ， 

微动磨损、微动腐蚀和微动疲劳，见图 1，其中微 

动疲劳是最为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种。 

a)微动磨损 b)微动疲劳 c)微动腐蚀 

图 1 常见微动模式示意图 

微动疲劳通常存在于螺栓连接、铆接 、销连接 

及花键连接的紧密配合件中，在飞机上，隔框、桁 

条和蒙皮的搭接件结构最容易发生微动疲劳损伤， 

图 2为铆接件发生微动的位置示意图。微动疲劳常 

常伴随有循环的外部应力，这种应力在接触区引起 

微小的滑移，导致材料的磨损以及接触件表面损伤， 

从而使构件疲劳强度降低，加速疲劳裂纹的形成。 

图 2 铆接件发生微动的位置 

本文回顾了微动磨擦学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微 

动疲劳的损伤机理和试验原理、方法，总结了微动 

疲劳寿命的影响因素，研究了飞机结构搭接件微动 

疲劳研究的关键技术。 

1微动摩擦学发展历史 

微动研究经历了 3个阶段【3】。 

阶段 1：微动现象的发现及早期理论的建立 

(191 1-20世纪 50年代 )，191 1年 Enden，Rose和 

Cunningham 首次观察到微动和疲劳的联系，1927 

年 Tomlinson提f}{了一种微动机理，并在其研究报 

告中首次出现“Fretting”一词。1949年 Mindlin首次 

将接触力学引入微动领域，为微动力学分析奠定了 

基础；接着 1953年和 1954年分别由Feng和Uhigh， 

提出了化学机械理论和磨损速率变化理论，为微动 

疲劳研究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阶段 2：微动疲劳的发展阶段 (20世纪 60年代 

- 20世纪 80年代)，1969年 Nishioka等人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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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微动疲劳模型，预测了试件的微动疲劳寿命：1972 

年Waterhouse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首部 

有关微动的专著 《Freaing Corrosion》。1988年， 

Vincent和 Godet[ 】提出了速度调节理论。在这一阶 

段，关于微动现象的研究才算真正的开始，有关微 

动损伤的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对微动损伤机理 

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提出了一些微动疲劳理论。 

阶段 3：微动疲劳的崭新阶段(20世纪 90年代 

至现在)，这段时期，有关微动疲劳的研究论文猛增， 

l990年，Godett 】提出了微动磨损的三体理论。值得 

一 提的是 1992年，由 zhou和 vincent[61提出的二类 

微动图理论，从而揭示了微动运行机制和材料损伤 

规律，对微动疲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2l 

世纪以来，研究重点转入到对于具体材料及结构的 

微动损伤分析方面【 引。 

2微动疲劳损伤机理 

在微动损伤的初期，损伤区表面并无较长的裂 

纹，其中表面划伤所造成的划痕方向与微动方向平 

行，而微动疲劳裂纹产生的断裂方向应与微动方向 

垂直，因而表面划伤不能导致破坏性的裂纹产生； 

损伤区表面并无较长的裂纹，这说明至少在脱层阶 

段的早期不会产生扩展性的微裂纹，因为在这个时 

期，磨损材料少，所形成的磨蚀坑的尺寸不大，这 

样裂纹的扩展动力很小，不足以向内扩张；随着脱 

层阶段的延续，脱层材料不断增多并氧化，磨蚀坑 

的尺寸也在增大，蚀坑底部受硬质氧化磨屑的反复 

碾磨会变得低洼不平并产生较大的塑性变形，由此 

而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这样就导致疲劳裂纹在坑 

底部的萌生。由以上分析可知，产生扩展性微裂纹 

的过程为，微动早期表面疲劳，形成滑移带一微裂 

纹形成并脱层一形成疏松区一应力集中严重一裂纹 

萌生。形成过程示意图如图 3所示。 

乒 户 
a)滑移带形成 b)微裂纹形成 c)疏松区形成 d)裂纹从坑底产生 

图3 微动疲劳损伤过程示意图 

扩展性微裂纹形成后的进一步扩展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在微动力和外载荷共同作用下扩 

展；第二阶段，当微裂纹扩展达一定深度后，表面 

微动力对裂纹的进一步扩展已起不到作用，此后裂 

纹的继续扩展仅受外载荷的作用。从图4可以看到 

微裂纹的扩展在初始阶段并非与板面垂直，而是与 

它成一倾斜角，当它以这个角度扩展到一定的深度 

以后，再转到与板面垂直的方向扩展直至断裂 】。 

图4 微动疲劳裂纹扩展 

3微动疲劳试验 

微动疲劳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5所示。 

Speeim~  

C

如

yc。 

图 5 微动疲劳试验装置示意图 

微动区位移依靠试样拉一拉疲劳过程中试样表 

面弹性变形相对于微动滑块位置改变实现。接触区 

正压力 可采用液压伺服法、重力法和应力环法【l 】 

施加，其中应力环法最为方便，在磨损不是太严重 

时，其稳定性较好。微动疲劳试验方法因研究目的 

不同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方法是微动和疲劳应力始 

终同时作用在试样上，直至试样失效或达到某一预 

定的循环数。在不同垂直接触压力和疲劳应力下， 

测定试样的微动疲劳强度。这种试验可充分体现微 

动和疲劳过程的联合作用。这种方法和实际工况中 

发生的微动状态相同。另一类方法是所谓的两步法， 

这类方法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试验开始时， 

是微动和疲劳同时作用在试样上，经过一定的循环 

数后卸下微动桥，继续进行普通疲劳试验，直至试 

样失效或达到某一预定的循环数。这种方法可以测 

定出现扩展型疲劳裂纹的最小循环数，但不能研究 

微动在裂纹扩展过程中的作用；另一种方式是先使 

疲劳试样在一标准长度区域中经受微动磨损，然后 

在普通疲劳试验机上测定某一应力下的疲劳极限。 

这种将微动和疲劳分开处理的方法，可获得微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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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类似缺口影响方面的知识，但实验表明它比前一 

种两步法对疲劳强度的影响要小得多。两步法一般 

用于研究微动磨损对微动疲劳损伤的贡献，但忽略 

了微动和疲劳的交互作用。 

对微动疲劳的实验研究有很多种的形式。在上 

世纪 90年代以前人们最常用的是桥式微动滑块，如 

图6 a)所示，最大的优点是：不管是在弯曲或者是 

循环应力的情况下都可以用普通疲劳试样进行试 

验，比较简单。微动块两端通过校对环或者类似的 

装置夹在试样上，试样上的循环应变引起微动桥与 

试样问的相对运动。但是，在这个简单的装置中， 

还是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一个是在微动桥和试样间 

的接触条件不好描述，特别是当微动桥本身有弯曲 

时，另外，即使是在对称条件下，两个微动桥也不 

可能完全一致地协调滑动，总是一个在前，一个在 

后，这就意味着在试验中的滑移区是不确定的。 

a)桥式微动块 b)圆柱形微动块 

图 6 微动疲劳试验滑块形状 

在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Nishioka和 

Hirakawa[J5]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微动疲劳实验的文 

章，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接触外形， 

圆柱形微动块与平面试样接触。这样做的好处是： 

微动块的调整不再显得非常重要，在理论上应力也 

可以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获得。另外，对于接下来 

的应力分析中的几个重要参数 (正应力 P，切向应 

力 Q以及试样的远场作用力 )都可以比较容易的测 

量和控制。 

4微动疲劳影响因素 

微动疲劳可认为是微动磨损和疲劳联合作用的 

过程，涉及到摩擦磨损、疲劳和腐蚀 3种失效形式。 

微动疲劳过程的影响因素颇多，涉及力学、物理、 

化学和材料等学科，其损伤演变过程十分复杂，据 

统计微动疲劳的影响因素多达 50多个。这其中最主 

要的有：微动振幅、接触压力、循环轴向应力、应 

力比、接触面间的剪应力、载荷频率、微动循环数 

[ ·"】
。 许多的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这些因素之间不 

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主要结论 

如下 ： 

1)微动疲劳寿命在开始时都是随着微动振幅 

的增加而下降，在某个微动振幅时微动疲劳寿命降 

到最低，之后随着微动振幅的继续增大，微动疲劳 

寿命又有所增加[I8． ； 

2)随着接触压力的增加，起初是微动疲劳强度 

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不再下降[ 。 ； 

3)摩擦系数最初迅速增加，然后降到一个稳定 

值 ； 

4)剪应力随着正应力的增加先是线性增加，随 

后上升斜率降低从而变成非线性，由于寿命随接触 

应力增加而单调降低，因此，可以认为寿命随剪应 

力增加而降低 ； 

5)外部循环应力对寿命的影响最大，寿命随应 

力增加而降低[23】。 

5飞机结构搭接件微动疲劳研究的关键技术 

5．1微动疲劳寿命分析 

微动疲劳寿命包括形成寿命和扩展寿命两部 

分，而其分析基础是接触应力计算。 

5．1．1接触应力计算 

两个无限长光滑圆柱体以轴线平行方式相互接 

触可看作是平面应变问题，如图 7所示。 

图7 圆柱体接触 

当两圆柱体受到沿轴线方向均匀分布力 P时， 

赫兹给出其接触表面分布力p(x)和接触半宽b为 

p(x)=Po√l一( 6) ，IxI b， (1) 
b ：—2P

-

M
， (2) 

7【 

式中：k=I／R,+l／ ；Po：2P／拍 ； 

M：2[(1一v1) ／E,+(1一v2) ／ ]；R1、R2分别为两 
圆柱体的半径；巨、 、VI、V2分别为两圆柱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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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和泊松 比；P。是接触面 中心处的最大压 

力。当两圆柱体的磨擦系数为 时，这时接触面上 

滑动区的摩擦力f(x)为 

厂( )= 41-(x／b) 。 (3) 
5．1．2微动疲劳形成寿命 

在 Matthew P Szolwinski[ 等的分析中，在不 

考虑试件拉应力下，沿 方向的应力为： 

(I~'xx)fret，咖=2po@o／P。 (4) 

Farris等人利用式(4)，得到了产生微动疲劳的 

总应力 

， 

高f re +Cro：2一po~／ ／-／／t' (5) ( )恤+ + ， 
式中：P是施加在压头上的正应力；O是施加在压 

头上的切向力； 是界面磨擦系数；Cro是远场循环 

应力。 

在弹性范围内，有 

：  。 (6) ￡ o 【OJ 

将式(4)～(6)代入应力应变式(7)，就可以得到 

式(8)，从而预测裂纹萌生寿命 Ⅳ，。 
， 、2 

( (2 ) + ( ) ， (7) 
2Pox／-~ + ) = 

(2 )拍+％ ．(2Nf) ， (8) 

式中： 是泊松比；E是弹性模量；b、c、 、￡ 是 

材料常数。 

5．1．3微动疲劳扩展寿命 

微动疲劳裂纹扩展受三个不同力的影响，如图 

8所示，即接触区压力 P和表面的交变磨擦力 Q， 

以及试件的外加循环应力 。 

对点加载的情况给出了如下的求解结果。 

，(P)： 一(1一 )(0．824+0．06374-0．8434 + 

15．414 一53．384 +59．744 -21．834 )， (9) 

，(Q)=— (1一 )(1．2943+0．00444+ 

0．1284 +10．894 一22．144 +10．964 )，(10) 

式中： ：— ；a是压头半宽；。 
+ a 

对于变载的情况，见图9，其求解结果如下 

(p)=f告 (1一 )(0．824+0．06374—0．8434 + 
15．41 一53．384 +59．744 -21．834 ) (1 1) 

(g)=f (1一 )(1，2943+0，00444+ 
0．1284Z+10．8943—22．144 +10．964 )dxo(12) 

而试件在轴向力 作用下的应力强度因子为 

( )=O'O"o~7r,a。 (13) 

因此，在微动和远场应力作用下穿透性裂纹的总应 

力强度因子为 

K，(O-o，P，q)=K，(p)+K，(g)+K，(ao)。 (14) 

图 9 变幅加载 

5．2微动疲劳全寿命模型 

进一步研究微动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及扩展规 

律，结合材料的微动疲劳特性，建立飞机结构微动 

疲劳损伤全寿命分析模型，从而对飞机结构的寿命 

进行全程监控。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如图 10所示的微动疲劳 

全寿命预测法。 

可以看到，从图左边开始一对接触面在环境条 

件和接触应力作用下，产生较小的相对位移，从而 

引起一定的微动磨损 (循环时间记做 Ⅳr)，这种损 

伤在第一阶段不一定会导致裂纹的产生。经过一段 

时问后，在循环应力和接触应力的共同作用下，微 

动损伤进一步扩展形成_eltlJl,的微动疲劳裂纹 (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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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记做 Ⅳ。)。在第三阶段中，利用断裂力学方法 

来计算倾斜裂纹的扩展寿命 Ⅳ2。最后，当倾斜裂纹 

扩展到一定长度时，切向应力对裂纹扩展不再起主 

导作用，裂纹在循环应力作用下改变方向沿垂直于 

表面的方向扩展，直到构件断裂失效，这个阶段的 

寿命记做 ‰ 于是，总的寿命可表示为： 

N=Ⅳ + +Ⅳ2+ 。 (15)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阶段四 

循环应力，应变 循环应力，应变 循环应力，应变 l循环应力，应变l 

材料 蕤 垂 材料 墨 材料 豳 材料 圈 
面 环境 动 环境 微动 环境 疲劳I 环境 I断裂 

损伤 裂纹 一 失效 
热，化学 接触应力 接触应力 扩展 

da，dIl f【△K) 

接触应力 I I 
卜  循 N．

。 

N 微动裂纹形成寿命 微动裂纹扩展寿命 普通疲劳扩厢 

微动损伤形成寿命 

图 10 微动疲劳全寿命分析方法 

5．3微动疲劳寿命模糊可靠性模型 

飞机结构微动疲劳损伤过程相当复杂，材料的 

机械性能、结构所受的载荷频率及载荷历史、飞机 

的服役环境条件、人为因素以及载荷和腐蚀环境相 

互作用等因素构成了一个根本无法确定的复杂的失 

效过程，既有随机因素，也有模糊因素[2 。因此， 

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工程经验给出各模糊参数的隶属 

函数，建立飞机结构搭接件微动疲劳全寿命的模糊 

可靠性理论模型，计算结构的失效概率，讨论参数 

的模糊性对结构失效概率的影响，并给出规定条件 

下的模糊失效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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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Key Technology 

of Fretting Fatigue in Lap Joint of Aircraft Structure 

CHEN Yue—liang。， YANG M ao—sheng ， HU Jia—lin ，YU Da—zhao。 

(Naval Aeronautical and Astronautical University 

a．Qingdao Branch，Qingdao Shandong 26604 1，China； 

b．Graduate Students’Brigade，Yantai Shandong 264001，China) 

Abstract： Fretting fatigue usually occurs in lap joints of aircraft structure．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fretting 

tribology,the test technic，damage mechanism and effecting factors of fretting fatigue were introduced and 

reviewed．Three key technologies of fretting fatigue in lap joints of aircraft structure were analyzed
，
which 

were fretting fatigue life calculating
， holistic life prediction methodology and fuzzy reliability mode1

． 

Key words： fretting fatigue；fatigue life；lap joints；ke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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