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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与服役数据融合的 

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析 

何 宇廷 ， 高 潮 ， 安 涛 ， 张 腾 ， 侯 波 ， 肖剑波 
(1·空军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 院，陕西西安 ，710038；2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广东深圳，518128) 

摘要 针对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析中样本容量偏少的问题，综合考虑结构分散性和载荷分散性 

的飞机结构疲劳寿命是否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布的情况，根据等损伤原理
，将服役飞 

机实际飞行小时数等效转化为在同一试验载荷谱下的当量飞行小时数，以实现飞机结构试验疲 

劳寿命与服役使用数据的融合，采用随机右截尾情形下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估算疲劳寿命分布 

函数的参数，进行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析；最后以飞机结构疲劳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为例进 

行 了算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可靠度和置信水平下，利用试验数据与服役使用数据融 

合方法可以显著增大样本容量，从而充分挖掘飞机结构可靠性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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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Safe～life for Aircraft Structure Based on the 

Fusion of Test Data and Servi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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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reconcile the test results with the service data to solve fatigue 

safe—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Aimed at the fatigue life obedient to the Log normal distribution or W eibull 

distribution,the service flying hours and test results can be reconciled directly to analvze the reliabilitv for 

the aircraft structure．Aimed at the fatigue life disobedient to the Log—normal distribution or W eibu11 dis
—  

tribution，the service hour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equivalent flying hours at the same test load sDec— 

trum according to the equal damage to realize the fusion of the test data and the service data
． The Parame— 

ters of fatigue safe～lif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an be estimat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maximum likelibood 

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sion data
． The fatigue safe—life for aircraft structure is analyzed by using 

the estimated parameters and the fusion data
．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ample capacitv is increased obvi— 

ously after the data fusion，and the life reserve of reliability is excavated adequately by adopting the meth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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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of the fusion data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ame reliability and confidence leve1． 

Key words：equivalent flying hours；fatigue scatter factor；likelihood function；safe—life 

可靠性是军用飞机重要的质量特征 】]。早期的 

可靠性数据分析主要针对失效数据 ]，随着技术的 

进步与产品质量的提高，高可靠性产品的试验和使 

用中越来越多出现无故障情况，因此，无故障数据的 

分析得到了工程界和统计学者的广泛重视与研究， 

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飞机结构的安全寿命是通过对飞机结构的试验 

及使用数据分析而得到的，一般采用研制最后阶段 

定型试验的数据。由于整机疲劳试验时试验件通常 

只有一件，飞机定型交付使用后服役使用飞机数量 

增多，实际上可以认为这是在实际服役使用环境下 

的疲劳寿命试验飞机。如果融合飞机结构试验寿命 

数据与服役使用数据用于飞机结构安全寿命评估， 

则将显著增大样本的容量，从而充分挖掘飞机结构 

可靠性的储备。 

文献[3～4]给出了正态分布及威布尔分布下的 

定时无失效数据的可靠性分析方法，但是只考虑了 

定时无失效数据，并没有考虑试验失效数据。文献 

[1，5]给出了各种数据的可靠性分析方法，但是并没 

有将失效数据与无失效数据相结合进行可靠性分 

析。美国、加拿大等国家_6 通常根据全尺寸结构试 

验结果确定结构的安全寿命。高镇同 则提出了全 

寿命分散系数法，根据极小子样(1～2个试验件)全 

尺寸结构试验确定机群的安全寿命；张福泽I8 则提 

出了基于试验与单机监控的飞机类比寿命计算模型 

以及引入参数来计算机群飞机的平均总使用寿命、 

平均首翻寿命、第 次翻修寿命。本文根据随机右 

截尾情形下的似然 函数 对不同分布中的参数进行 

了估计，利用全机疲劳试验寿命数据与服役飞机寿 

命数据融合来进行不同载荷谱下与试验载荷谱下同 

型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析计算。 

1 随机右截尾情形下的最大似然估计 

设寿命 X 的分布函数为F( ， )(0 E@)，密 

度函数为 厂( ， )，@是 R 中的非空开集。随机 

右截尾试验是指：从分布函数为F(z， )的总体中， 

随机抽取 n个个体，进行寿命试验(或观测)，对于每 

个个体(寿命是 X ， —l，2，⋯， )，相应地有个截 

尾时间Y (i一1，2，⋯， )，对第 i个个体得到的观 

测值 X 八Y (取最小值)。令 t 一X 八Y ， 一 

J(x < )，这样 就可 以得 到数据 ( ， )(i一 1，2， 

⋯

， )， 一1表示 t 是试验失效数据 ， =0表示 

t 是无 失效数 据 。则数 据 (t1， 1)，(t 2， 2)，⋯ ，(t”' 

)的似然函数为： 

L( )===Ⅱf(f ， ) [1一F(t ，o)3卜 (1) 

情形 1 飞机结 构疲 劳寿命 服从 对数正态 分 

布。根据随机右结尾情形下的似然函数和文献[1O] 

可知，针对对数正态分布函数的数学期望 和标准 

差 进行极大似然估计的方程组为 ： 

一  
二 一_ 

au i=I OL 

f -_ 1 ， d￡ 
n 

：： ： 一 一 ：0 (2) 

f 一{c de ～ l⋯  L 
J z √2 7c 

一  

O"
+妻

i= 1 

+ 一 一 —十一 ， 一 —十一 
d 

r。一号c z d￡ 
_-  — — —  — ～ 一 0L (3)

．a 

一 + 口 r ÷c de- ⋯ 一 十 盯I ‘ 

情形2 飞机结构疲劳寿命服从双参数威布尔 

分布。根据随机右结尾情形下的似然函数可知，对 

曲线形状参数 rl和特征寿命m 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的方程组为： 

一

m

，，
r~m~ 一o (4) 
，／ 矿 

r

— l ‘ ( )+ 。 (5) 

2 飞机结构疲劳分散系数与安全寿命 

2．1 对数正态分布下 

由于结构疲劳寿命标准差 常常根据大量试验 

数据统计获得，实际工作中当 与 未知时可对式 

(2)与(3)联立求解得到其点估计值。根据以往的工 

程经验[1 ，综合考虑结构分散性与载荷分散性的疲 

劳寿命标准差 。取 0．18，仅考虑结构分散性的疲劳 

寿命标准差 取 0．12。 

根据式(2)可 以对分布 函数参数 进行最大似 
 ̂

然估计 ，得到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时的分布函数： 

 ̂ ， 
A 

F(z)一 l e一 出一 ( ) (6) 
√2 a j o 

根据式(6)可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对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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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的实际值未知，计算时需要代入估计 

值，因此安全寿命的计算需要引入置信度。先对 

进行区间估计，用置信区间的下端点代替 be，从而 

求出对应一定置信水平和可靠度下的安全寿命。根 

据文献[11]可知／1的置信下限为z一 。／,／7，可 

得到对应可靠度 P和置信水平7的对数安全寿命： 

lgEN ． ]一．一56一“ + 一一+( 一 ) 。
I-'-

U pt~o ．7C 

v 4n 

(8) 

则对应的飞机结构疲劳安全寿命为 ： 

N ， ===10卅‘ 一 。 (9) 

疲劳分散系数为： 

L r： ．
E N voi一 —  一 10‘ u7一  (1o) 一 一 ¨ 

2．2 威布尔分布下 

由于曲线形状参数 m常常根据大量试验数据 

统计获得。实际中当 与 ，7未知时可对式(4)与式 

(5)联立求解得到其点估计值。根据以往的工程经 

验[】 ，对于铝合金，ITt一4．0；对于钛合金， 一3．0； 

对于中强钢( 6≤ 1 660 MPa)，m 一3．0；对于中强 

钢( 6> 1 660 MPa)， 一2．2。根据式(4)可以对 

分布函数参数 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叩。】7的估计值 

与理论值 相差较大，必须引入置信度 7，取 叩的 

置信下限代替 r／，即： 

P{叩≥ 卫
S c
)一y ⋯ ) 一 (12) 

式中：s 为置信系数。 

当 IT／已知时 ，S 可通过下式得到： 

xmn--1 e-．X=d ===y 

根据文献E12]可得在可靠度p和置信水平7下 

的飞机结构疲劳安全寿命为 ： 

N ／(1n素 一叩／s c( 亩 1 一  ̂ 1 一 

而 ： 

 ̂ 1 1 

EN s。]='l／(in志) (14) 
则疲劳分散系数为： 

( )一 ) 

3 不同载荷谱下基于数据融合的机群 

安全寿命 

影响疲劳寿命分散的因素有很多，通常可以分 

为 2类：载荷分散性和结构分散性，均可用连续型随 

机变量描述，并且通常认为相互独立 。 

在不考虑环境分散性 的影响情况下 ，通常认为 

在同一载荷谱下同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服从对数正 

态分布。如果同型飞机结构由于载荷分散性而导致 

疲劳寿命也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则不同载谱下的飞 

机结构疲劳寿命也可用对数正态分布描述Ë]，此时 

服役飞机随机右截尾寿命数据可以与试验飞机试验 

寿命数据直接融合，从而进行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 

析计算。此时，融合后的数据中综合考虑了载荷分 

散性和结构分散性 。 

作为算例分析，假设服役飞机数量为 9架，每架 

飞机 的实际 飞行 时间为 800 h，疲劳试验 飞机为 1 

架，疲劳试验寿命为5 000 h。可靠度为 99．87 ，置 

信水平为 9O 9／6，综合考虑载荷分散性和结构分散性 

的结构疲劳寿命标准差 。为 0．18。 

3．1 仅考虑试验数据的机群安全寿命计算 

疲劳分散系数为： 

Lf：：：1o “p+ )一 10。．18(3 1 ,2
1

82)
：=： 5．9 

由于只有一个试验数据，这里取 [N 。]为5 000 

h，则飞机结构安全寿命为： 

一  一  _ 847 h 

3．2 基于数据融合的机群安全寿命计算 

疲劳试验飞机试验小时数 5 000及服役飞机实 

际飞行小时数 800取对数后为随机右截尾寿命数 

据 ，1个试验寿终数据为 3．699，9个无失效右截尾数 

据为 2．903。由于母体标准差 。已知，所以只对参 

数 ／1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将随机右截尾数据代人 

公式(2)中，计算得参数 be的极大似然估计值 为 

3．699。 

将 d。一0．18与试件数 一10代人式(10)计算 

99．87 可靠度与 90 置信水平的疲劳分散系数 L， 

为 ： 

L，：：=1o “， )一 10̈ 8(3+ )一 4．1 

具有 5O 可 靠度 的中值疲 劳寿命 估 计值 

[N so]为： 

EN 5o]一10"一10 一5 000 h 

在 99．87 可靠度与 90％置信水平下的飞机结 

构安全寿命 N 为： 

、，  
7  

，‘＼ 

0 ∞ 

+ 

^ 
一 

]  

声  N 

[  

为 
命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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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 so]
一  一 1219 h 

4 同一载荷谱下基于数据融合的机群 

安全寿命 

时间的当量损伤 D 。即在试验条件下损伤 D 对 

应一个寿命 N ，则其每试验小时当量损伤值为： 

k】一D1／N】 (16) 

用相同的当量损伤计算方法计算服役已飞行小 

时N 在实际飞行载荷谱下对应的当量损伤值D ， 

则其每飞行小时当量损伤值为： 

在同一载荷谱下同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服从对 kl—D ／N (1 ) 

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布下，如果由于载荷分散性 当量飞行小时的折算系数为： 

而导致飞机结构疲劳寿命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威 足 —ki／k (18) 

布尔分布，则综合考虑结构分散性和载荷分散性的 利用服役飞机实际飞行小时乘以折算系数就得 

飞机结构疲劳寿命不能用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 到该架飞机在试验载荷谱下的当量飞行小时数。 

布来描述。此时，同型服役飞机与试验飞机的疲劳 作为算例分析，同一载荷谱下各假设参数同第 

寿命数据不能直接用来进行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 3节，取仅考虑结构分散性的疲劳寿命标准差 O's为 

析。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 中间量 ，经过处理以后可 以 O·12。 

把它们的数据转化到相同条件下，也就是转化到同 4·2 仅考虑试验数据的机群安全寿命计算 

一
载荷谱下，从而进行同一载荷谱下飞机结构安全 由于结构的分散性而引起的疲劳分散系数为： 

寿命分析计算。 L，一loas(up 一100．12(3+~i82 一3．27 

传统的方法是采用环境系数法 ，环境折合系 由于只有一个试验数据，这里取[N 。]为5 000 

数是一种线性折合方法，但是飞机(特别是军用飞 h，则试验载荷谱下的飞机结构安全寿命为： 

柔 慕 譬薷 一 一 ⋯2。h 关系，所以不能用该方法处理飞机试验数据与服役 L， · 
数据的融合问题。可以将不同载荷谱下的飞机服役 4．3 基于数据融合的机群安全寿命计算 

数据当量转化为试验载荷谱下的数据，这样就可以 在试验载荷谱下服役飞机当量随机右截尾寿命 

认为同型服役飞机与试验飞机的疲劳寿命服从同一 数据(即当量飞行小时)与试验飞机疲劳寿命来 自同 

个分布。此时，融合后的数据中仅考虑了结构的分 一个对数正态分布。根据每架飞机实际服役过程中 

散性。 载荷分布的差异性，假设每架服役飞机在飞行 800 

4．1 在同一试验载荷谱下的当量飞行小时 h的损伤值以及在同一试验载荷谱下的当量飞行小 

根据现有的损失计算模型可以计算飞机结构的 时数见表 1。对表中的当量飞行小时数取对数就得 

当量损伤 s,11,14]。对于全机疲劳试验，计算总试验 到随机右截尾寿命数据，见表 2。 

表 1 疲劳损伤值与当量飞行小时 

Tab．1 Fatigue damage and equivalent flying hours 

损伤值 

当量飞行 

小时数 

O．2 

表 2 随机右截尾试 验寿命 

Tab．2 Random right truncation test life 

将表 2中的随机右截尾寿命数据代入公式(2) 
 ̂

中，计算参数 的极大似然估计值 一3．699。 

将 一0．12与试件数 1O代入式(10)，计算结果 

99．87 可靠度与 90 9／6置信水平时的L，为： 

L，一10 “p+ )一10。．1 2(3q-~)一2．56 

具有 5O 可靠 度 的 中值 试 验寿命 估计 值 

[N 。]为 ： 

EN 5o]一10 一10。· ∞一5 o00 h 

在同一试验载荷谱下对应于 99．87 可靠度与 

90 置信水平 的飞机结构安全寿命 N 为 ： 

一 一 一 3 h 

当然，随着无失效数据个数的增多，该算法的分 

析精度可能有所下降，具体的研究工作可在后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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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工作中研究完成。 

5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 ，得 以下结论 ： 

1)对于综合考虑结构分散性时，若载荷分散性 

的飞机结构疲劳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 

布，服役飞机的随机右截尾寿命数据可以与试验飞 

机试验寿命数据直接融合进行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 

析计算；若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布时，不 

同载荷谱下的数据经过处理 以后可以转化到相 同条 

件下的数据，再进行分析计算； 

2)试验寿命数据与服役使用随机右截尾寿命数 

据融合后用于飞机结构安全寿命分析，将显著增大 

样本的容量，从而充分挖掘飞机结构可靠性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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