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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单机寿命监控的几个关键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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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飞机结构的使用寿命取决于使用方法，实施单机寿命监控能够有效地体现出这种差异性。基于 

飞行参数监控的思想，综合考虑 了计算精度和计算效率，对不同采样率和不同滤波门槛值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确定了适用的采样率和门槛值；综合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外挂质量对损伤计算结果的影响，为飞机结构实 

施单机寿命监控提供 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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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veral Key Problems of Individual Aircraft Fatigue Life 

M onitoring for Aircraft Structure 

ZHANG Tai-reng，SUN Wen—sheng，YANG Xiao—hua，ZHA0 Wei-yi 

(Qingdao Branch ofNavy Aeronautic Engineering Academy，Qingdao 266041，China) 

Abstract：The 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 depends on its manipulating methods，and individual aircraft fatigue life monitor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flect the difference．Based on the theory of flight data monitoring，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ample rate and 

different threshold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by considering its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and the sample rate and threshold for certain 

aircraft were proposed．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uspension weights on calculation result of damage was discussed．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dividual aircraft fatigue life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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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是飞机的载体，结构的失效将导致整 

个飞机的失效 ，因此飞机结构的使用寿命决定飞机 

的使用寿命。与结构的静强度不同，飞机结构的使 

用寿命不仅仅取决于设计用材、制造质量等固有特 

性⋯，同时也取决于使用方法，包括飞机使用的任务 

类型、每个任务类型的任务剖面以及每种任务飞行 

次数的比例。不同的任务类型或任务剖面对应着不 

同的飞行动作及持续时间，对飞机所造成的结构疲 

劳损伤也会有明显的差别121。因此在设计谱下定 

的飞机疲劳寿命只能是该机群在设想使用情况下的 

机群平均寿命，并没有体现出个体之问的差异性 

随着飞行参数记录仪(FPR)在飞机上的广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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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使得基于单机实际载荷的“单机寿命监控”理念 

成为可能。文中以某型机多年的飞行数据为基础， 

采用基于飞行数据监控的方式，对该机寿命监控中 

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 

1 飞行数据的预处理 

一 般来说，对飞行数据进行初步处理时要针对2 

个主要问题 ：1)非真实数据的处理 ；2)确定合理的 

采样率。前者主要是对飞行记录系统在工作时受到 

噪音干扰、电子干扰等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些数据丢 

失、数据失真和记录的非正常开始或结尾等情况准 

确判断、去伪存真 。考虑到该型机的飞行判读软件 

本身已经具备该项功能，因此飞行数据预处理的主 

要工作就是确定适用的采样率。 

采样率是指在1 S内飞行记录系统对某参数的 

采集次数 I。图1是一段飞行数据不同采样率的法 

向过载处理结果。可以看到，采样率为1时其峰值 

点在第9点，为2．732g；采样率为8时，其峰值点在第 

11点，为2．984g。很明显 ，后者更加真实。从载荷历 

程的总体趋势来看 ，采样率越高 ，与真实情况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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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采样率之『卣】数据的对比 

Fig．1 The eontrast of different sample rates 

高采样率虽然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载荷历程， 

但是也会导致数据处理工作量的成倍增加。表 1列 

出了某种飞机主要参数的最高采样率。对某飞机 1 

个月的飞行数据分别按最高采样率和最低采样率进 

行处理，二者所需时间比率列于表 1。从表1可以看 

出，采样率增高，处理工作量呈级数增长。因此从工 

作效率上讲，选择合理采样率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确定该型机适用的采样率，跟踪了机群中8 

架飞机多年的飞行数据，分别采用采样率为1，2，4，8 

表1 主要参数的采样率与计算效率 

Table 1 The sample rate an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main parameters 

进行了损伤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随着采样率的 

增加，单机损伤量的计算结果也在不断提高。当采 

样率达到4时，其计算结果与采样率为8时相比误差 

在l％以内，这与文献[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当采样 

率取8时，尽管结果精度有所提高，但是幅度有限， 

导致由于计算工作量的增加，大批量飞行数据处理 

的效率下降较多。因此，确定适用于该型机的采样 

率为4 

图2单机不同采样率的损伤计算结果 

Fig．2 Individual aircraft damage results for different sample rates 

2 低载截除水平 

经过雨流计数后的过载曲线中包含有许多微小 

波动，研究证明这些小过载循环对机体结构的疲劳 

损伤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同。因此，应将相应的微小波 

动过滤掉。目前滤波的方式主要有2种：1)按照过 

载循环幅值的门槛值进行截除；2)根据一段飞行时 

间内出现的大幅值过载循环数量进行保留。2个标 

准中的门槛值或者保留循环数量统称为低载截除水 

平。不同类型的飞机其截除水平的确定主要基于经 

验，一般认为：固定翼飞机主要采用门槛值标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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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载荷为主的战斗机、攻击机其门槛值不小于 

0．5g；以阵风载荷为主的运输机、轰炸机则取0．2g 。 

门槛值过低，将会使大量低载水平并人计算，计 

算工作量大；门槛值过高，则会把对机体有明显损伤 

作用的载荷历程过滤掉。因此，确定一个合理的门 

槛值对于得到真实的单机损伤量是非常重要的。在 

研究跟踪了机群多年的飞行数据以后，以0．1g为级 

差，范围为0．1g～0．Sg，计算单机损伤值。表2中列 

出了其中8架飞机的计算结果。 

上述结果中，以门槛值为0．1g为基准，计算其它 

表2 不同门槛值对应下的单机损伤量 

Table 2 Individual aircraft damage for different thresholds 

门槛值所得到的损伤量误差，8架飞机的计算结果如 

图3所示。随着门槛值的提高，每架飞机的机体损 

伤量都在不断增加。由于不同飞机所经历的载荷历 

程不同，同一门槛值所造成的载荷取舍的影响也相 

差较大。当门槛值定为0．3g时，8架飞机的损伤量误 

差基本上都控制在 1％以内，而且工程计算过程中计 

算效率较高 ，因此确定适用于该型机的门槛值为 

0．3g。 

0．1()．2O．3 0．4 0．50．60．70．8 

『J褴值(×g) 

图3 不同门槛值的损伤量误差 

Fig．3 The damage errors for different thresholds 

3 起飞质量的影响 

在进行飞机疲劳分析和损伤计算时，需要对实 

测的法向过载进行当量化处理，即折算成相对标准 

起飞质量下的过载 ： 

当量过载=实测瞬时过载 ×飞机瞬时质量 ÷标 

准起飞质量 

飞机瞬时质量=空机和飞行员质量+剩余燃油 

质量+外挂质量。 

上式中，空机和飞行员质量在同一个飞行起落 

架中为常量，剩余燃油质量从理论上讲可以根据飞 

行数据获得。以往的研究认为，战斗机外挂质量对 

飞机结构疲劳损伤影响不大，因此一般以典型状态 

为代表。陈志伟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飞机起飞时可 

变的外挂质量是飞机实际载荷的重要部分，起飞外 

挂质量差别对于战斗机疲劳寿命的影响很大，结果 

分散度达设计基准的27％。 

基于以上考虑，在对该型机进行单机寿命监控 

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其外挂的影响。通过跟踪2架 

飞机297架次的飞行训练记录，对其外挂情况进行 

了统计分析，按质量由低到高列出共 10种，以m，表 

示，i=1，2，⋯，10，见表 3。 

从表3可以计算出2架飞机因外挂而增加的质 

量为590．2 t，平均每架飞机每次飞行的外挂质量为 

1．987 t。图4表明，该型机起落次数与外挂质量之间 

基本呈现正态分布的态势。这说明机群飞行训练已 

经步人正轨 ，水平比较稳定。按此分布可以确定该 

¨ ㈣ ∞ 阱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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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外挂与起落次数统计 

Table 3 The statistics of take-off and landing and suspension 

weights 

，，2 J m 2 3 m 4 25 7 8 l9 m 

外捧质撼／t 

冈4 起落次数与外挂质量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spension weights and take-off 

／landing times 

型机按95％可能性的安全裕度进行每次飞行的外挂 

质量，并计算其相应的单机损伤量，确定其剩余寿 

命。另一方面 ，考虑到这种外挂的影响主要取决于 

部队各年度的飞行训练计划，而后者又受到飞机服 

役时间长短 、决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随意 

性。因此要准确计算飞机单机损伤量还需要从确定 

每架次实际起飞的外挂质量人手。由于该型机的飞 

行数据中没有表征各外挂点状态的量，因此在计算 

过程中调阅了机群多年的飞行训练计划 ，进行数字 

化处理后再结合飞行科目，确定外挂方案和外挂质 

量，进而计算单机剩余寿命。图5列出了以该型机 

剩余疲劳寿命为基准，分别采用“不计外挂影响”、 

“按95％安全裕度计算外挂影响”和“实际单机外挂 

质量”3种方式l0架飞机的计算结果。 

趔 

《爱 

嵌 

图5 外挂质量对损伤计算结果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suspension weights on damage results 

图5表明，按照单机寿命监控的思想 ，该机群所 

有飞机都能够延长一定的使用寿命。因此，进行单 

机寿命监控能够有效地挖掘出飞机的寿命潜力，同 

时也说明该型机进行寿命试验时的标准谱安全系数 

是比较高的。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计外挂质 

量的情况下，寿命延长得较多；相比之下，当计及 

95％安全裕度时，寿命潜力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此种情况下飞机外挂质量覆盖范围较 

广，具有较高的安全裕量。因此，计算过程中几乎每 

个载荷历程中的当量过载都有所增加，从而造成单 

机损伤量增加。如果按单机实际外挂质量计算 ，该 

型机的剩余寿命又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主要是因 

为该种算法考虑了飞机列装以来的所有外挂质量， 

而该型机在前期飞行训练水平必然较低，外挂方案 

不丰富且质量较低。因此这一阶段的影响计算在 

内，就使得剩余寿命更加贴近于不计外挂质量影响 

的计算结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在飞行 

训练较为稳定的情况下，短期内可以对外挂质量的 

规律进行适当的参考分析 ，从长期来看飞机外挂质 

量基本上是不具有统计规律可循的。 

4 结论 

1)不同机型应确定其适用的采样率、门槛值， 

否则将会对单机寿命监控计算结果和计算效率都产 

生较大影响。对于文中研究的机型而言，其适用的 

采样率为4，其适用的门槛值是0．3 。 

2)飞机外挂质量对于单机寿命监控的结果也 

有较大影响，但是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计算会有一定 

程度的误差。由于该型机的飞行数据中没有体现外 

挂状态的参数，因此实际统计单机外挂质量工作量 

(下转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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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药柱伞盘铲槽处理 

Fig．6 Process diagram of the shovel slot in grain umbrella disc 

罔7 药柱伞盘铲槽处理网格划分 

Fig．7 Mesh division of the shovel slot in grain umbrella disc 

表2 修复前后药柱Von—Mises应力和应变值对比 

Table 2 The contrast of Von—Mises stress and strain before and 

after restoration 

3 结论 

导弹武器的定寿延寿工作已开展了几十年，但 

是当前定寿延寿工作中还存在延寿工作粗放、仿真 

评估技术不足和全寿命周期理念缺乏等问题。因 

此 ，笔者提出了多级有限元的概念，并基于多级有 

限元方法给出了导弹结构定寿延寿的更为精细的 

策略和步骤。在定寿延寿工作中还考虑了服役环 

境及损伤的影响。以固体火箭发动机药柱结构为 

例 ，对药柱结构在遭受环境及损伤条件下的强度和 

寿命影响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科学 

合理、便于使用，可对导弹结构质量进行科学准确 

的跟踪和评价 ，为导弹结构定寿延寿工作提供了一 

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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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这从一定角度说明了该型机的飞行记录仪 

在后续进行数据选取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单机寿命 

监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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