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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限元方法计算飞机结构连接的细节载荷 
Research on FEM Method of the Aircraft Fasteners Loads 

朱闯锋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浦东 2O121 0 

摘 要 
分析 了飞机紧固件典型的连接 方式 ，考虑 了紧固件的承载方式， 

选择合适的单元来模拟紧固件，同时对选取的单元进行修正，建 

立了连接件端部紧固件有限元模型，求解算例并与理论方法作对 

比。结果表明：使用有限元法计算的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差别很 

小，使用有限元法计算连接件紧固件载荷分布是可行的，精度满 

足工程要求，解析法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紧固件载荷，但是只能计 

算简单规则连接件，有限元法通过对结构合理简化和修正单元属 
性，可以准确计算复杂结构的紧固件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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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 he typica,) connection way of aircraft fasteners IS analyzed． choose 

appropriate FEM simulate fasteners．Found FEM model of detail joint．Use 

found the FEM model， simulate the complex configuration Indicate that the 

FEM result is accepted completely，engineering request is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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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结构疲劳评定中，准确确定连接细节处的细节疲劳额 
定值(DFR)将直接决定疲劳评定结果的准确性，而连接细节处端 
部紧固件载荷(R ／P)是影,I~DFR的关键参数之一。 

对于简单、规则的连接件，通过解析法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 
钉载分布，进而得到R．／P，但是对于连接形式复杂、紧固件排列 
不规则、空间结构等解析法就不能给出准确的钉载分布。采用有 

限元法对上述所有情况进行模型简化，通过单元的准确模拟，则 
可以精确地得到钉载分布。 

本文描述了使用PATRAN有限元软件计算连接件端部紧固 
件载荷的2D建模方法、钉元刚度修正、钉元载荷读取以及给出了 

有限元计算结果和理论解对比结果。 

在民用飞机设计中，国内现主要采用的是借助手册图表的人 
工细节分析方法，计算的准确性和效率受到制约。 

1连接件端部紧固件载荷的解析法 

几种典型连接情况的钉载计算 
解析法只能计算连接形式简单、规则的连接件。该方法有如 

下基本假设⋯： 

a) 结构均处在弹性范围以内； 
b) 忽略摩擦力和装配间隙的影响； 

C) 应力沿板横截面均匀分布。 

根据力的平衡条件和变形协调方程，推出几种典型连接件的 
钉载分布，并以单剪连接件为例推导钉载分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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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双面重接件连接形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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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夹层重接件连接形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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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接件端部紧固件有限元单元的选择及修正 

使用有限元法计算连接形式复杂、紧固件排列不规 U、空间 
结构等连接形式，通过对模型合理简化、选取单元和对钉元刚度修 
正，可以准确得到钉载分布情况。 

2．1 连接板单元选择 

据实际连接结构特点，被连接件主要承受板平面内载荷，同时 
还要能够承受面外载荷。 

对于薄板，通常可以选用NASTRAN中的2D壳单元(Shel1)模 
拟，本文中选取4节点单元精度已经足够，单元每个节点有5个自由 
度，ulJ3个平动自由度和2个面外转动自由度。被连接板的厚度较宽 

度相比不再是小量，若采用2D壳单元模拟，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 
时可以选用NASTRAN中的3D实体单元(Solid)模拟，通常4节点单 
元精度已经足够了，关于3D实体建模方法本规范不做介绍。 

2．2 紧固件单元选择 

在实际结构中，紧固件主要承受剪切载荷和弯曲载荷，部分紧 
固件还承受拉伸载荷，而且紧固件两端对连接板的夹紧作用使得紧 
固件处连接板的抗弯刚度变大，因此，被选单元要能承受剪力、弯 
矩和轴力，同时需要对单元端点处进行处理来增加端点的刚度。 

选用NASTRAN中的梁元(Beam)或弹簧元(Spring)模拟紧固 

件，并在单元端点添加MPc单元来模拟紧固件端部的刚度。梁元每 
个节点有6个自由度，~1113个平动自由度和3个转动自由度，对于短粗 
的紧固件，梁元的求解精度降低。弹簧元每个节点有1个自由度，允 

许单元0长度。 
在有限软件建立紧固件单元时对相应的梁元和弹簧元刚度进行 

修正。 

梁元的刚度修正 

梁元只需修正抗剪刚度K 。紧固件的剪切刚度通常由试验确 
定，也可由经验公式求得。根据刚度的定义，其倒数为柔度系数 
C。已知3维6自由度单元节点力和单元节点载荷平衡方程为： 

= 同 (6) 
对于我们所求解的紧固件载荷问题，关键是求解粱元在连接板平面内的 

盼力，此剪力为紧网件承受的载荷。则对于实心圆形截面的紧围件2维双向 

受翦梁的刚度矩阵【KI】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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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k为刚度系数，与柔度系数C成倒数关系，则有 

k⋯ 1 (8) 

C f1+b)l 

最终可得到适用于圆形实心紧固件修正钉元材料弹性模薰的公式Lj’ 

E： 十—2al(I
—

+v)
： + —

l(7+
—

6v) (9) 

12／(7 CA 3zD’C 3CA 

其一p 

b=12aEI／GAI =24a／(1+v)tm ： 
A为梁截丽面积； 

为粱材料弹性模量： 

( 为梁剖断的扭转刚度； 

G为梁材料抗剪模鬣； 

』=zD ／64为截面惯性矩，D为粱单元直径； 
Ⅱ为不均匀分布因子，a=7+6v／6(1+̈ ： 

为粱单元材料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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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元刚度修正 
NASTRAN中的弹簧元是一维单元，只能输出单一方向的载 

荷，因此用弹簧元模拟紧固件时，至少需要建立3个重合的单元，分 
别模拟紧固件受拉和两个方向的受剪情况。 

弹簧元受剪方向的柔度系数使用参考文献 《实用飞机结构工程 
设计》中的方法对弹簧元各方向的刚度进行修正。 

弹簧元模拟紧固件受拉方向的常数为K ：1／c：EArl。 

3 2D单元有限元的建立 

本节将根据第2节的内容建立相应的有限元模型，根据紧固件 
的单元形式将连接件及紧固件分为两类 

3．1 壳元(Shel1)+梁元(Beam) 
此种建模方法是将连接板简化为壳元，紧固件简化为梁元 j。 

对于等厚度的连接板，一般选取连接板的中性面为壳元平 
面，对于有台阶或变厚度等不规则的连接板，可根据实际情况作 

简化处理。壳元厚度取连接板的实际厚度，弹性模量取连接板材 
料的弹性模量。 

在紧固件孔的中心建立一个节点，作为梁元的端点，然后连 
接对应的节点建立梁元来模拟紧固件，对于多层板件连接结构， 
每两层连接板间要分别建立一个梁元。梁元截面形状、截面面积 

和方向与实际结构保持一致，弹性模量按照式 (9)节进行设置。 
根据实际结构的受载情况，不考虑紧固件旋转以及紧固件弯 

曲，将梁元两个端点的3个转动自由度全部施加约束。在约束边的 
节点上施加全约束。 

这种方式的建模，由于不考虑板的弯曲，因此壳元不产生弯 

曲应力，此时也可以用膜元代替壳元来模拟连接板。 

3．2 壳元(Shel1)+弹簧元(Spring) 
此种建模方法是将连接板简化为壳元，紧固件简化为弹簧 

元。 

对于等厚度的连接板，一般选取连接板的中性面为壳元平 

面，对于有台阶或变厚度等不规则的连接板，可根据实际情况作 
简化处理。所有的连接板须建立在同一个平面内。壳元厚度取连 
接板的实际厚度，弹性模量取连接板材料的弹性模量 ]。 

在每个连接板的紧固件孔的中心建立一个节点，作为弹簧元 
的端点，然后连接对应的节点建立弹簧元来模拟紧固件，对于多 
层板件连接结构，每两层连接板间要分别建立弹簧元。弹簧元的 

弹簧常数按照弹簧元刚度修正进行求解。 
通常每个紧固件需要2个重合的弹簧元来模拟，模拟板平面内 

两个方向的受剪。也可以用3个重合的弹簧元来模拟，1个模拟紧 
固件受拉，另外2个模拟板平面内两个方向的受剪，其值就是对应 
方向的钉载。 

在约束边的节点上施加全约束，并对弹簧元的两个端点上3个 
转动自由度全部施加约束。 

这种方式的建模，壳元不产生弯曲应力，此时也可以用膜元 

代替壳元来模拟连接板。 

4有限元法的求解及对b匕 

本节分别使用有限元法和解析法对相同连接形式的典型结构 
进行钉载求解，并对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有限 
元建模方法的正确性。 

表 1单剪连接算例参数 

连接板 紧固件 

参数 带板 摇板 参数 值 

厚度／ram 2 5 D／mm 4．76 

铝合金 铝合金 铝合金 E，M
m  E／Mpa 

70000 70000 70oo0 

间距／mm 20 

扳长／ram 120 个数 4 

板宽／ram 24 端距／mm l2 

4．1 壳元(Shel1)+梁元(Beam) 
取4节点4边形壳元，外载荷1N，梁元长度为2．5mm，按照参 

考文献[1】和【3]求解柔度系数，梁元的修正弹性模量为： 

c：垒 (14
．7—0．8D1f蔓l：6．297310一s 

，2 ‘ 

E： +—1(7+
—

6v)
： 7567MPa 

3 D’C 3CA 

4．2壳元(Shel1)+弹簧元(Spring) 

取4节点4边形壳元，外载荷 1N，按照参考文献 I41求解柔度系数， 

弹簧元的弹簧常数分别为 

X方向的弹簧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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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基准试剂的摩尔质量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从最新版IUPAC原子量表中查得Na2CO 中各元素的原子量和 

不确定度。对于每一个元素来说，标准不确定度是将不确定度作为 

矩形分布的极差计算得到的，即查得数值除以 ，详见表2。 
表2各元素的原子量和不确定度 

兀索 原子景 不确定度 标准不确定度 

Na 22．989770 O．o0O002 0．0oo001 

C 12．O107 0．0o08 0．00046 

O 1 5．9994 0．0oO3 O．0ool7 

各元素对基准试剂无水碳酸钠摩尔质量的贡献及其不确定度分 

量见表3。其中各数值的不确定度由表2各元素的标准不确定度数值 
乘以原子数计算得到。 
表3各元素对基准试剂无水碳酸钠摩尔质量的贡献及其不确定度分量 

元素 原于最 结果 标准不确定度 

Na2 2×22．989770 45．979540 0．0oo0O2 

C l x12．0l07 l2．Ol07 0．00046 

Na2cQ的摩尔质量为： 

Na2cQ ：45．97954+12．0107+47．9982 105．988 
上式为独立数值之和，其修约误差 a为±O．0005，按均匀分布， 

k=√3；因此基准试剂无水碳酸钠的摩尔质量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 
定度为： 

105．998 0．0000l 

2．3．6硫酸标准滴定溶液浓度数值修约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 
度 

标定取两人八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在运算过程 
中保留五位有效数，浓度值结果取四位有效数字。故平均值的修约 

误差区间半宽度 a=O．O0005mol／L，按均匀分布 k=√3，则硫酸标准 

滴定溶液浓度数值修约引起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0．00005 

“ =————————— ==0．00006 

0．4987×43 

2．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以上各不确定度分量相互独立 ，则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 =、， (c)‘-4- 删‘+U尸 +Uv‘+ ‘+ ，‘ 

= 40．ooo17 +0 00006 +O．00029 +0．00131 +0．00001 +0．00006 
= 0．0013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U = C × ／／／～，=0．4987X0．O0136=0．00068mol／L 

2．5扩展不确定度的计算和结果报告 
2．5．1取包含因子k=2，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U =kX“ =2X0．00068=0．O014mol／L 

2．5．2结果报告 

用基准试剂无水碳酸钠标定硫酸标准滴定溶液，取两人八平 
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报告结果，则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为： 
0．4987±0．O014mol／L (k=2)。 

3讨论 

综上所述，引起硫酸标定结果不确定度的因素主要有实验重复 
性、基准试剂称量过程、基准试剂纯度及摩尔质量、滴定体积及浓 
度数值修约。其中基准试剂的摩尔质量、称量过程及浓度数值修约 
引起的不确定度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滴定体积的不确定度 
分量最大，故在浓度标定过程中，应尽量选用检定合格的A级滴定 

管，控制好滴定时的环境温度以减少温度变化引起标定结果的不确 
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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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有限元模型 

图7 有限元模型 

4．3解析法与有限元法的对比 
通过解析法及有限元法分别求解表l给出的算例，结果如下 

表2 单剪连接算例结果对比 

钉蛾分布 方法 

． ／P ／P ／P 兄 ／P 

解析法 0．287242 0．237553 0．225630 0．249575 

壳元}梁 0
．282755 0．239385 0．228727 0．249l 32 

：八二 

误差 i．5620％ 0．7710％ 1．373o％ 0．1778％ 

壳元+弹 0
．288550 0．237l39 0 224861 0．249450 簧元 

误差 0．4554％ 0．1746％ 0．3409％ 0．0502％ 

5结语 

解析法计算连接件的紧固件载荷，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结 
果，但是只能计算简单规则连接件。有限元法通过对结构合理 
简化和修正单元属性，可以准确计算复杂结构的紧固件载荷。 

通过几个典型连接算例的结果对比，使用PATRAN／ 

NASTRAN计算的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相比，两者差别很小。 
因而，使用PATRAN／NAsTRAN计算连接件紧固件载荷分布 

是可行的，精度满足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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