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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尺寸飞机结构试验约束点载荷误差分析及优化 

王高利，唐吉运 

(中航工业飞机强度研 究所八室，全尺寸飞机结构静 力／疲劳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在全尺寸飞机结构试验中，由于加载误差、安装误差、计算误差、扣重误差及飞机的变形等因素影响，约束 

点载荷反馈总是存在误差。在工程实施中，这种误差不可避免。本文分析了引起约束点载荷误差的原因，提出了 

解决措施 ，并在试验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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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constraint point load errors in full—scale structure tests due to loading，assem— 

bling，calculation，weight deduction，etc．These errors are unavoidable in project process．The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and a method is proposed，which has been proved i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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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全机静力／疲劳试验中，先将飞机固定在试验 

支持夹具上。为了防止试验过程中飞机产生平移、 

俯仰、滚转和偏航等现象，除飞机的 3个垂向支持点 

外，还需设置航向和侧向约束点来进行飞机姿态控 

制，通常采用静定约束的方式。 

在静定约束的情况下，无论约束点是否参与了 

全机平衡，它的载荷反馈总是真实存在的，约束点处 

的载荷反馈在试验前可以通过理论计算得到。试验 

过程中，由于加载误差、安装误差、计算误差、扣重误 

差及飞机的变形等因素影响，实际约束点载荷往往 

与理论计算结果不一致。 

约束点载荷误差是飞机结构静力试验加载结果 

的真实反映，是加载质量的综合衡量指标，误差的大 

小直接反映了主动加载点加载是否准确，对关键部 

位的考核是否真实。为了有效地减少约束点载荷误 

差，有必要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仔细分析，找出主要 

原 因并设法解决 。 

2 误差来源分析 

经过对 以往试验数据 的仔细整理和分析 ，将影 

响约束点误差的因素做了分类，误差来源分析如图 

1所示 。 

图 1 误差来源分析 

力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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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载控制系统误差 

进行全机静力试验的加载控制设备采用 Aero一 

90协调试验加载控制系统，通过控制液压伺服作动 

筒把载荷施加到试件上。控制系统原理图见图 2， 

该控制系统的误差小于 1 。从大量实际加载反馈 

曲线来看，该系统的加载误差甚至可以达到 0．5 。 

经过误差分析，认为各主动加载点误差均在 1 以 

内，它们对约束点处载荷反馈误差的影响及其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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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控制 系统原理 囤 

2．2 计算误差 

约束点载荷反馈是否准确同时也取决于约束点 

载荷的计算是否正确、合理。经过对以往约束点载 

荷理论计算程序的仔细分析，发现如下问题 ： 

(1)程序在计算约束点载荷时，各主动加载点载 

荷是按照设计载荷的百分比减去扣重来计算的，而 

在实际载荷谱 中，为防止在低载时作动筒外伸 ，对所 

有载荷小于 500N的加载作动筒均施加 500N的预 

紧力。因此，在低载时，理论计算程序是不准确的。 

(2)计算程序未：考虑侧向、航向杠杆系统重量对 

约束点载荷的影响。 

(3)配重加载点的载荷在试验实施时通常仅分 

两级施加，与计算程序中逐级加载不一致。 

(4)程序未考虑约束点初始值的影响。 

2．3 安装误差 

全机静力／疲劳试验是一项复杂庞大 的系统 工 

程 ，试验现场的安装工作量非常大 ，在安装过程 中会 

存在 以下误差 ： 

(1)胶布带位置的划线与粘贴的位置误差； 

(2)杠杆力臂安装误差； 

(3)杠杆摩擦力矩引起的合力点位置误差； 

(4)杠杆配重省略引起的位置误差； 

(5)试件位置的划线与安装位置误差 ； 

(6)加载点的划线与安装位置误差。 

安装过程中的上述误差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 

相应作业文件中对上述误差也分别做出了规定，这 

些误差也部分影响着约束点载荷。 

2．4 变形误差 

全机静力试验的载荷分为限制载荷和极限载 

荷。限制载荷是飞机在正常飞行历程中所能遇到的 

最大载荷，极限载荷是根据设计要求，在限制载荷的 

基础上乘以一定安全系数后得到的。在该载荷作用 

下 ，飞机结构的变形也较大 ，如某型飞机在 2．5g载 

荷作用下，机翼翼尖的变形达到 2．1m。经过仔细分 

析，将变形分为两类： 

(1)受载后的结构变形 

由于试验加载设备是按照飞机在 0g载荷作用 

下的位置和坐标安装的，试验件受载变形后 ，加载系 

统与试验件的夹角发生变化 ，使得原载荷产生相应 

的分力 ，这样原本相互平衡的加载点在试验件变形 

后，载荷就会变得不平衡。不平衡量累积到约束点 

处 ，就会造成约束点载荷的误差 。 

(2)受载后的刚体位移 

受载后飞机结构除了产生结构变形外，同时还 

产生结构的整体平移。为安全起见，约束点通常选 

择在刚度较大、承载能力强的部位，如起落架、发动 

机等部位。由于这些部位结构的刚度与机体结构刚 

度的不一致，导致飞机整体结构在受到较大载荷作 

用下产生刚体位移，而约束点却不足以限制这种位 

移，致使受载后所有主动加载点与其初始安装位置 

问均产生一定偏角，从而将加载误差累积到约束点 

上 。 

2．5 扣重误差 

静力试验任务书中给出的载荷是在认为飞机重 

量为 0的状态下给出的，而在做地面试验时，飞机重 

量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试验加载过程中应扣除 

试验机本身的重量 。同时 ，加载 系统的重量也应在 

作动筒载荷中扣除。扣重的准确程度直接决定着加 

载的准确性 ，同时也影 响着约束点的载荷误差。静 

力试验过程中，对结构和设备的称重存在试验飞机 

称重误差和试验设备称重误差两部分。 

(1)试验飞机称重误差 

试验飞机交付强度所后，进行试验飞机起吊安 

装支持夹具的过程中，用吊车对飞机进行称重。由 

于受空间所限，起吊一般采用两点起吊、挂配重找平 

衡的办法来“称出”试验飞机重量和重心 。一般情况 

下，在交付时试验飞机尚不完整，缺件的重量重心一 

般用理论值替代。从而造成了试验飞机实际重量与 

称重重量的不一致，导致约束点载荷产生较大误差。 

(2)试验设备称重误差 

试验设备称重误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试验飞机上附加了大量试验相关设备，如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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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导线及胶布带等，这些附属设备的重量很难被称 

出，只能通过统计的方法粗略估计。 

连接应变片与测量设备的长导线的重量会随着 

结构的变形而变化 ，难以估计 。 

杠杆系统的重量称重不准确，与胶布带连接的 

第一级钢索、铝棒重量未精确考虑，杠杆系统中相关 

设备的更改部分未重新进行杠杆系统扣重计算等。 

固定加载设备的一些辅助工具对试验飞机可能 

生产额外载荷，如固定侧向加载作动筒的张线过紧、 

提起向上加载点杠杆系统的手动葫芦试验过程中未 

完全放松等 。 

3 误差来源归类 

对可能影响约束点载荷误差的上述原因进行归 

类后，从人员、飞机、方法、设备 4个方面进行鱼刺图 

(见图 3)分析，认为控制系统误差带有随机性，在每 

个主动加载点误差均在 1 以内时，约束点误差在 

理论值附近上下波动，不足以对约束点载荷误差产 

生较大影响；计算误差可以通过完善理论计算程序 

来进一步改进，同时它对约束点载荷误差的影响仅 

限于载荷较小的阶段；安装误差可以用作业文件来 

规范和保证，处于作业文件规定范围内的安装误差 

对约束点载荷误差影响较小。 

圆 囤 

图3 约束点误差来源分析 

影响约束点载荷误差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变形和 

扣重误差。对结构变形影响考虑不周会直接影响到 

主动加载点的载荷和飞机在试验过程 中的姿态 ，进 

而严重影响约束点的载荷反馈。在试验过程中，由 

于变形影响而产生的主动加载点载荷分力抵消了部 

分或全部被动载荷，因此，通常表现为约束点欠载， 

并且这种欠载现象会随着载荷级数的增加而越来越 

严重；扣重误差对约束点载荷反馈的最大影响主要 

来源于对试验飞机及其加载设备称重是否准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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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到主动加载点载荷和约束点理论载荷的正确 

性，但该误差的影响在试验过程中通常表现为约束 

点载荷与理论值之间始终相差一个恒量，不随着载 

荷级数的变化而变化。 

4 误差优化 

4．1 试验设计阶段误差控制 

试验设计阶段主要考虑了如何将变形对约束点 

误差的影响降到最小，分别从龙门架的设计、支持夹 

具的设计以及航向加载方案的设计方面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 

(1)龙门架设计 

以某型飞机全机静力试验为例，由于试验厂房 

内无承力顶棚 ，为满足静力试验 中机翼、机身向上加 

载的需要，将厂房现有的承力立柱和横梁组合成 6 

付承力龙门架，分别对称布置在左右机翼两侧。试 

验过程中，以这 6付龙门架作为向上加载点的承载 

基础，其横梁作为一级梁，再根据各试验情况加载点 

位置的不同，分别设计二级梁搭接在一级梁上 。 

由于 机 翼 翼 尖 向上 变 形 理 论 值 达 到 了 

2100mm，此时翼尖距地面高度约为6600ram。为使 

翼尖加载点的加载精度(因变形后加载角度的变化 

而带来的影响)达到任务书要求，并结合厂房实际情 

况和现有设备，将龙门架横梁顶部距地面高度设置 

为 13200mm，这样在翼尖达到最大变形时，翼尖加 

载点的偏斜角度将小于 1。，从而使得加载点的误差 

能够满足任务书中 1 的要求，进而减小约束点载 

荷误差 。 

(2)支持夹具设计 

为了避免试验飞机的多次起 吊和夹具的来回换 

装 ，决定整个静力试验过程中仅使用一套悬空支持 

夹具 ，并通过该夹具将 飞机悬挂起来 。主要原理是 

在前起、左、右主起假轮垂向采用撬杠形式将飞机悬 

挂起来，使飞机处于悬空状态。飞机水平基准线距 

地面的高度为 4500mm。支持状态示意图见图4。 

前 

图4 前、主起悬空支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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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限元分析结果 

通过有限元线性静力分析，得到了机身加载夹 

具的总体变形、应力分布和对接螺栓的拉力及剪力， 

如图 4所示。由图 4可知，加载夹具 的应力在顶部 

和下部较大，沿对接螺栓向两边逐渐减小，到加载夹 

具中部基本趋近于 0，这种分布完全达到了设计要 

求 。机身加载夹具最大变形为 21．5ram，出现在加 

载梁端头。外蒙皮最大位移为 15ram左右，对接端 

板最大位移为 7mm左右。加载梁与盒体的连接区 

域应力最大，为 290MPa。机身上半部分的连接螺 

栓主要承受拉力，最大拉力为 43000N，分布较为均 

匀 ，大部分拉力在 IO000N到 300O0N之间。螺栓承 

受最大剪力为 24O0N。由计算结果可知，应力分布 

及螺栓反力均符合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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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加载夹具应力云图 

3．3 试验验证结果 

通过对试验测量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分析方 

法的正确性，并预估高载情况下加载夹具的承载能 

力。将试验数据与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对于单片， 

直接比较；对于花片，按等效应变进行比较。比较结 

果见表 1。 

由表 1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在使用载荷下，机 

身加载夹具的试验值与计算值均较小，机身夹具可 

以满足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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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结果 

4 结 论 

通过大直径机身平面传载边界模拟在某型飞机 

翼身组合体传力特性试验中的应用，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平面传载形式，通过薄板将载荷沿内外 

两侧向中间传递的传力路径是合理有效的，薄板能 

在较短的距离内将集中载荷转化为分布式载荷，达 

到模拟边界条件的要求。 

(2)薄板式加载夹具重量小，垂向重心容易控 

制，方便结构扣重。 

(3)合并考虑试验支持、夹具扣重及剪力施加能 

大大减少载荷施加点数量，方便试验实施。 

(4)薄板结构通过径向传载，航向厚度很小，能 

大大节约航向空间，满足厂房尺寸有限的特殊要求。 

参考文献 

Eli 孙侠生．民用飞机结构强度和刚度设计与验证指南(第 

三册)[M]．北京：中航工业出版社，2012． 

[2] 徐芝纶．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第三版)I-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05． 

[3] MIL-STD-153oC(USFA)飞机结构完整性大纲[s]．中 

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译．2006． 

[4] 苟文选．材料力学[M]．北京：西北工业大学 出版社， 

2001． 

E5] 彭刚．飞机全机悬空静力试验技术[J]．洪都科技， 

2009，(04)． 

m m m m m m m m m _{̂ { 拼 掷 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