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8卷 第1期 

2 0 l 1年 2月 

沈 阳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VO1．28 NO．1 

Feb．2 0 1 1 

文童编号：2095—1248(2011)01—0023—05 

基于灰色理论的飞机结构疲劳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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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进行预测研究，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与凸显的经济价值，本文以某型 

军用飞机关键结构部件——水平尾翼为具体研究对象，采用通过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试验专用平台 

得到的水平尾翼疲劳寿命的真实试验数据 ，运用灰色相关理论建立非等间距 GM(1，1)模型，应用 

此模型预测飞机结构部件的疲劳寿命，并通过试验对所建模型的准确性与有效性进行验证。试验 

表明，非等间距的 GM(1，1)模型能准确地预测飞机结构部件的疲劳寿命 ，降低 T GM(I，1)模型 

的预测误差，拓宽了 GM(1，1)模型在飞机结构疲劳寿命预测领域的应用范围，具有很好的工程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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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Aeroplane Structures Based on Gre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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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of military significance and economic value to do research on aeroplane structur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Taking the pivotal component—aeroplane stabilizer as its object and using the fatigue life experi— 

ment test data given by the long—term fatigue tests on special aeroplane structures fatigue test platform ，this 

paper applies Grey theory to establish a non—equidistance GM(1，1)model to predict the aeroplane structure 

fatigue 1ife．which iS then verified by experiment．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ode1 iS valid to predict the aer— 

oplane structure fatigue life，decreasing the prediction error of GM(1，1)model to some degree and broade— 

ning the model S application in the aeroplane structur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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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中，结构部件或材料由于受到各种载 

荷的作用而产生疲劳破坏，其直至疲劳破坏所作 

用的循环载荷的次数或时间称为疲劳寿命。疲劳 

破坏是飞机结构部件的主要故障模 式 ，因疲劳破 

坏导致的飞机事故屡见不鲜，因此准确有效地预 

测飞机关键结构部件的疲劳寿命，对飞机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研究有 凸显的应用价值。1963年 

Paris和 Erdogan将断裂力学应用于疲劳寿命预 

测中，提 出了疲劳裂纹扩展模型 ，研究应力强度 因 

子对疲劳裂纹寿命的影响⋯；陈胜军教授运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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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理论建立基于隶属函数的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研究低于疲劳极限应力载荷的损伤作用，提高了 

Miner疲劳寿命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的聂宏教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 

GM(1，1)模型来预测结构部件的疲劳寿命，试验 

表明该方法有较好的预测精度 J。戴文战教授 

利用非等距 GM(1，1)模型应用于不同温度下钛 

合金疲劳强度的预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经过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疲劳寿命预测取得 

了飞速发展，但仍存在不足。 

运用 OM(1，1)模型进行结构部件疲劳寿命 

预测时，要求 GM(1，1)模型的建模序列必须是等 

间距序列，而通过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试验专用平 

台获取的大量疲劳试验数据往往是非等间距的， 

不能直接利用 GM(1，1)模型进行飞机结构疲劳 

寿命预测。再者，由于 GM(1，1)模型采用(1一 

AGO)序列相邻两点的中点值来构造背景值 J， 

造成 GM(1，1)模型存在较大的预测误差。因此， 

本文利用灰色系统理论，采取积分构造背景值的 

方法建立非等间距序列的 GM(1，1)模型并将其 

应用于飞机结构部件疲劳寿命预测中，并通过试 

验验证所构建的非等距 GM(1，1)模型的准确性 

与有效性。 

1 飞机结构非等距 GM(1，1)疲劳 

寿命预测模型的构建 

1．1 灰色系统建模机理 

灰色系统模型是揭示系统内部事物连续发展 

变化的模型，为解决“贫信息”系统问题提供了一 

种新的方法。灰色系统建模方法在许多工程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具有建模所需信息少，建模精度 

高，可保持原系统特征能较好的反应实际情况等 

优点。灰色系统模型的建立是针对光滑性离散数 

列而言的，即若 X 为光滑离散序列，则可按灰色 

系统建模法予以建模，若X ’不是光滑离散序列， 

必须对其进行数据预处理(通常采用一次或多次 

累加生成光滑离散序列 ) 。 

由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试验专用平台获取的大 

量疲劳试验数据，从表面上看这些数据是确定的， 

但实质上它只是某一状态的白化值，同一状态下 

的数据是可以变化的数据间缺乏建立确定关系的 

信息，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灰色系统。目前，常 

利用灰色 GM(1，1)模型预测结构部件的疲劳寿 

命，该模型要求原始数据序列必须是光滑的，且模 

型存在较大预测误差，这大大限制了GM(1，1)模 

型的应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下将利用 

灰色系统的建模方法构建非等距 GM(1，1)疲劳 

寿命预测模型。 

1．2 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的构 

建 

设 为原始数据序列， 
X 。 

= { ‘。 (t1)，X‘。’(t2)，⋯， ‘。 (f )} (1) 

令 Atf=t⋯ 一t ，若 At =const，则称(1)式为等距 

序列；若 △r ≠const，则称(1) 

为非等距序列。 

设 Ẍ )-{X“ (t1)，Ẍ (t2)，⋯， ̈  (t )} (2) 

其中， ̈ ’(f )=∑ ’(f )△，f，i=1，2，⋯，，z，(3) 

则称X‘ 为非等距序列 ‘。 的一次累加生成(1一 

AGO)序列。对一次累加生成序列 ’̈建立灰色 

微分方程 

+似㈩(f)： ，f∈[o，∞) (4) 

在区间[， ，，⋯ ]上积分，则有 

fti+ldx(J ( )+口f。 (1’(t)dt： f。 dt(5) 
J ti J t

． J ti 

因为 ̈ ’(f )=∑X∞’(ti)At ，所以 

f⋯dx“ (f)= ̈ (f。+1)一 ̈ ( )= ‘。 (tf“)At (6) 
J ti 

设 z ’( +1)= ‘ (t)dt为 ’(t)在区间 ， 
J ti 

+。]上的背景值，则 (5)式可变为 

X‘。 (tf十J)AtI+l+az‘ (tf+1)=bAtf+l， (7) 

根据灰色系统建模机理可知，发展系数与灰 

作用量是影响灰色模型精度关键因素，而发展系 

数与灰作用量的最小二乘解是由原始数据序列 

X 与背景值 z̈ (rf+ )决定的，因此，背景值的构 

造方法直接影响着模型的精度。在 GM(1，1)模 

型建模过程中，背景值取 Ẍ (f )和 X (t⋯)的 

中点值，此方法在数据序列变化平缓时，模型的偏 

差较小；但数据序列变化急剧时，模型会产生较大 

的滞后误差，模型偏差较大。因而影响了ON(1， 

1)模型的预测精度 。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积分构造背景值 

的方法来确定非等距 GM(1，1)模型的背景值。 

积分构造背景值具体方法及原理如下：由于方程 

(4)的解为指数形式，因此 ’̈可 以用指数曲线 

Ẍ ’(t)=ce 近似，又因为指数曲线经过[t ， ‘” 

(t )]与[t⋯ ，x (t川 )]两点，所以有X ’(t，)： 

ce ， ̈ ’(t⋯ )=ce ，两式相除得 

‘ (t⋯ )／x‘ (tf)=cedtl~i／ce =e出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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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8)可求得 

，
lnx‘ ’( )一lnx‘ ’(， ) 
— — —  — 一  

将式(9)代入X‘ ’(t )=ce 可求得 

[ ( (f )] q+l 

[ ‘ ’(t⋯)]一Ati+I 

(9) 

(10) 

z(I (／i+1)=
～

ti+l

x(1)㈤ “ = C( 幽+J— ) 

=  

lnx lnx t 
㈩ ， 一 ‘ (

f⋯ )一 ‘ (f) 

[ x~ ( 2；) A窆t2j1=[二- z l (zt2；) A≥t2j1×[ ]c 2， 

⋯ )： ： 

1 (1
一 P )( ‘ (ti)一 ／ )e-a (ti+I-ti)(15) 

2 飞机结构非等距 GM(1，1)疲劳 

寿命预测试验研究 

2．1 非等距GM(1。1)疲劳寿命预测试验 

针对飞机真实的结构部件(机身结构与水平 

尾翼)，采用疲劳寿命专用试验平台对某型真实 

飞机结构进行长期的疲劳寿命试验，获取了大量 

疲劳寿命试验数据。本文选取飞机在 1 000次飞 

行载荷谱下飞机水平尾翼的载荷谱数据，进行了 

疲劳寿命预测技术研究。部分飞机水平尾翼载荷 

谱数据如表 1所示。 

表 1 某型飞机水平尾翼的应力载荷数据 

为了验证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模型的 

正确性与有效性，本文对所设计的疲劳寿命预测 

模型的预测效能是在 MATLAB环境下实现的。 

飞机水平尾翼疲劳寿命预测试验过程如下： 

(1)本试验选取飞机水平尾翼载荷谱的 8个 

应力级别，各级应力载荷可构成非等间距的序列 

t ：[3．753，4．889，5．649，7．167，8．265，8．949， 

11．641，13．232]，每级应力载荷下的疲劳寿命构 

成原始序列 (u (t )=[7．029 6，2．354 3，1．359 4， 

0．533 0，0．262 5，0．165 0，0．094 4，0．030 2]。 

(2)利用 MATLAB对构建的非等距 GM(1， 

1)模型进行编程 ，将非等间距序列 t 与原始数据 

序列 X (t )逐次代人模型中进行迭代计算，得 

a=0．658 5，b=7．8232。其中，a<0．8，根据灰色 

建模经验，可应用非等距 GM(1，1)模型进行预 

测。将 t 与原始数据序列 X ’(t )作为非等距 

GM(1，1)模型的输入，运行由MATLAB编写的 

模型程序，得出原始数据序列 X“”(t )的预测值 

‘。 (t⋯ )。 

(3)为与建立的非等距 GM(1，1)模型做 比 

较本文还利用了 GM(1，1)模型做 了类似试验。 

将用 GM(1，1)模型与非等距 GM(1，1)模型得到 

的预测值分别与真实值进行比较，计算预测值与 

真实值的有相对残差，并分别计算 GM(1，1)模型 

和非等距 GM(1，1)模型的平均残差。相对残差 

计算公式为 s(忌)= 

均残差的计算公式为 (nv占)= 砉 
中，k为预测点个数，且 k=l，2，⋯，m。 

×100％；平 

( )l；其 

为方便比较理论预测结论与实际预测试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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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结果相对比，将由飞机结构 GM(1，1)疲劳寿命 

预测模型、飞机结构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预 

测模型得到的预测结果与试验部分结果及其相对 

残差、平均残差结果统一列入表2中。 

表2 非等距 GM(1，1)模型与 GM(1，1)模型试验结 

果数据表 

2．2 试验结果分析 

分别将 GM(1，1)模型与非等距 GM(1，1)模 

型得到的飞机水平尾翼疲劳寿命的预测值和疲劳 

试验所得到的真实值绘制成曲线，得到GM(1，1) 

模型、非等距 GM(1，1)模型与真实疲劳寿命试验 

曲线图结果，如图 1与图2所示。 

从图 1、图2可以看到，利用非等距 GM(1， 

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值与真实值误 

差较小，经计算得到平均残差为 9．1％，而 GM 

(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值在第2、3、 

4级存在较 大误 差，经计算 得其平均残差 为 

34．2％。由于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在进 

行飞机水平尾翼的疲劳寿命 预测试验时，首先要 

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插值计算，得到等间距的数 

据序列，然后才能利用 GM(1，1)模型进行疲劳寿 

命预测。对原始数据的插值计算过程不可避免的 

造成了较大误差，再者，GM(1，1)模型用累加序 

列的相邻两点的中点值作为背景值 ’Ⅲ ，这样使 

模型预测也存在一定误差。因此，利用GM(1，1)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结果误差较大。 

4 6 8 l0 l2 l4 

应力载荷 

图 1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曲线图 

4 6 8 l0 l2 l4 

应力载荷 

图2 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预测值与真 

实值曲线图 

相比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大大降低了预测误 

差，提高了预测的准确率，对于要求安全性与可靠 

性更高的飞机系统来说，运用预测精度更准确的 

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来预测飞机 

尾翼的疲劳寿命置信度会更高。再者，相对于 

GM(1，1)疲劳寿命预测模型，非等距 GM(1，1)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没有要求原始数据序列必须是 

等间距的，应用范围更广，更易于在工程领域得到 

推广应用 。 

3 结 论 

本文运用灰色系统理论，采用积分构造背景 

值的方法，建立非等距 OM(1，1)疲劳寿命预测模 

型，并应用于飞机水平尾翼的疲劳寿命预测中。 

试验结果表明，所设计的非等距(3M(I，1)疲劳寿 

命预测模型可以很好的实现飞机结构疲劳寿命预 

测效能，预测平均残差为 9．1％，相比利用 GM 

(1，1)模型预测得到的预测平均残差34．2％有了 

很大提高。因此，非等距 GM(1，1)疲劳寿命预测 

模型的预测效能明显好于 GM(1，1)模型，具有很 

好的工程实用价值与应用前景。 

8  6 4 2  O  

一 0一×J 枨 
8  6  4 2  O  

一 。一×】 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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