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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的动强度问题研究与分析 

辜良勇，何景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首先分析了飞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振动和冲击及其对飞机结构可能造成的危害，再介绍了结构动 

强度设计的必要性，然后阐述了结构动强度的设计内容和设计方法。最后，结合实例分析了动强度设计的一 

般流程 ，并进行了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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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Dynamics Intensity on Planes’Structure 

GU Liang—yong，HE Jing—WH 

(School of Aeronaut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onautics，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he vibration and impact in the using of planes are classified in this article． Then harm to 

planes’ structure for the vibration and impact are analysed，SO this requires design of dynamics inten。 

sity on planes’structure． And its content and methods are introduced． At last，an example of the de。 

sign of dynamics intensity analyses its flow，and a brief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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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在使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动载荷及 

振动、噪声激励作用，归纳如下：①飞机自身动 

力装置产生的振动及噪声激励，如飞机发动机引 

起的振动及噪音激励。②飞机飞行中非平稳气动 

作用、附面层紊流压力脉动或急剧机动产生的各 

种动载荷，如飞机遇到阵风以及做战术格斗。③ 

飞机着陆和滑行及某些地面机动产生的振动、冲 

击作用。④飞机武器发射、投放等动作产生的冲 

击及压力波作用。⑤鸟撞、离散源、坠毁等事件 

产生的撞击 。 

这些振动、噪音激励及振动冲击作用的类型、 

强烈程度、持续时间、危害程度等不仅与相应的 

运动(运动形式、速度、高度、相关物体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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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有关，而且还与飞机结构本身的动态特性 

有密切关系。它们造成的主要危害有：①使飞机 

结构产生过度振动导致结构破坏或发生动态疲劳 

裂纹。②使飞机设备、系统发生功能失灵或损坏， 

从而导致故障或失事。③恶化飞机乘坐环境，使 

乘员不能准确完成操作任务或影响乘坐舒适性。 

实践证明，不少飞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 

障和事故，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振动、冲击原因导 

致的，而不是静载荷引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 

究和设计每一型号飞机的工程中，必须非常重视 

其动强度和动力环境问题。一般地，把振动、冲 

击载荷对结构的作用称为结构动强度问题，而把 

振动、冲击作为基础运动对其设备、系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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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响称为动力环境问题 引。 

本文主要研究飞机结构的动强度问题，即研 

究振动、冲击载荷对结构的作用，研究结构的刚 

度、质量、阻尼和惯性等问题。 

1 结构动强度设计内容 

在飞机传统的研制过程中，具体来讲就是在 

飞机研制的工程研制阶段，加入结构动强度设计 

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来说，结构动强度设计，主 

要包含下列内容： 

(1)在飞机设计过程中，根据结构动强度的 

要求(给定频率和响应设计要求)，选定其结构的 

布局及构型，并对有关结构设计参数进行设计优 

选，主要依靠结构动力学。 

(2)在结构设计初步确定之后，根据动强度 

设计要求，还应当进行质量、刚度及阻尼附加的 

设计优选或附加其他类型的振动控制措施，主要 

依靠结构振动控制学。 

使所设计的飞机结构的动强度基本达到以下 

要求： 

(1)避免有害的共振，它要求对结构的振动 

频率进行控制，使之实现预期的固有频率，从而 

提出了固有频率设计要求。比如，航炮支持结构 

的固有频率，应避开发射频率及倍频。 

(2)避免过度振动，降低振动应力水平。它 

要求对结构的动应力响应进行控制，从而提出了 

动应力响应设计要求。比如，安装重要设备的位 

置，需要把振幅控制在一定量值之下。 

(3)动稳定性要求，保证在稳定边界内正常 

工作，如保证气动弹性稳定性 2 J。 

2 结构动强度设计方法 

飞机结构静强度设计主要取决于材料性能及 

工艺性能，而其结构动强度设计则是由更多的因 

素决定，涉及刚度、惯性、阻尼以及附加子系统 

等。飞机结构的动强度设计，尤其是以动载荷为 

主的结构，首先利用动力学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动 

载荷的形式和类型；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构的动 

力学特性(如固有频率和动响应情况)；再运用振 

动控制的理论对结构的动强度进行设计和调整， 

以保证飞机结构具有足够的动强度，使飞机结构 

满足使用要求。动强度设计流程以及在飞机设计 

中的位置，如图1所示。 

由此可知，飞机结构的动强度设计主要依靠 

飞机设汁流程 

图 1 动强度设计在 机设计 中的位置 

结构动力学和振动控制学。下面主要简要介绍结 

构动力学和振动控制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2．1 结构动力学设计 

结构动力学设计包含：结构动力学分析、结 

构灵敏度分析和结构最优化。 

结构动力学分析，一般包含 3个步骤：①建 

立结构有限元模型，针对拟要分析的实际飞机结 

构构型，建立初始的有限元模型，一般先进行静 

强度分析，在此基础上适当修改模型，以便进行 

动力学分析。②结构的振动特性分析，反应结构 

动力学特性，是动强度的设计的基础，而动强度 

的设计，实际上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结构的振 

动特性。③结构的动力响应分析，进行动强度设 

计，必须分析结构的位移响应、加速度响应、应 

变响应、应力响应，根据不同的外界激励，能有 

效地分析计算结构的各类动响应，降低结构的振 

动水平，从而提高结构的动强度。 

灵敏度分析，是结构动力学设计的一个重要 

内容。灵敏度是指结构的振动特性和动力响应， 

因结构参数的变更而变化的程度。它决定修改哪 

些结构参数以实现结构动力学设计 目标更有效， 

从而指导选择设计措施。这些结构参数包括原有 

结构的刚度、惯性和阻尼参数，也应当包括附加 

子系统的组合参数。特征灵敏度的分析是结构灵 

敏度分析的基本内容，它的分析方法有导数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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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动法等，包括3种情况：①孤立模态情况；② 强度问题。 

重特征值情况；③耦合模态情况。 

最优化方法，根据设计指标确定目标函数， 

如固有频率、固有振型或动响应，建立目标函数； 

设计问题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以保证设计的 

可靠性、合理性和可实现性，这样就成了非线性 

规划问题；选择一组结构参数的组合方案，使其 

动力学性能最接近目标值，达到优化目标。常用 

的是多频优化和频响优化的结构动力学设计方法。 

2．2 振动控制设计 

振动控制分为被动控制和主动控制，主动控 

制也叫有源控制，下面将分别论述两种振动控制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工程中常用振动的被动控制设计：减振、隔 

振、缓冲和吸振设计，即在主系统中联人一个相 

应的减振子系统、隔振子系统和缓冲子系统，从 

而控制主系统的振动或冲击的传递、耗散、转移 

振动能量。 

从能量的传递和转换的观点来分析，减振是 

通过减振子系统的各种阻尼措施耗散振动能量。 

减弱系统的振动；隔振是通过隔振子系统控制振 

动能量传递，降低系统的振动；缓冲是通过缓冲 

子系统来减缓冲击能量的传递，从而控制系统的 

冲击；吸振是通过吸振子系统来转移振动能量， 

从而控制主系统的振动。 

而振动的主动控制，一般分开环控制与闭环 

控制两大类，通常由控制对象、测量系统、控制 

器、执行机构和能源五部分组成，其中控制律的 

设计是核心，测量系统和执行机构的设计、实施 

是工程应用的关键。对于每一项被动控制技术都 

有对应的主动控制技术，如主动型动力吸振器能 

跟踪外干扰频率的变化，主动型隔振器能不断变 

化阻尼，使其处在各工况的最佳状态，因此振动 

主动控制有其独特的特点。 

3 工程实例分析 

下面用一个具体的工程实例来说明结构的动 

强度设计一般步骤，本文采用的软件为 Patran／ 

Nastran。 

3．1 建立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图2所示为某飞机机翼的有限元模型，主要 

由安定面、襟翼和舵面组成，该结构为板杆结构。 

本文主要研究该机翼在飞行过程中，导弹发射对 

机翼产生的冲击载荷和由此引起的机翼结构的动 

，， 

x 

图2 机翼结构有限元模型 

3．2 进行动力学分析 

该模型根部采用固支约束，冲击载荷加载于 

加强肋处，以正弦函数的形式模拟冲击载荷，作 

用时间为0．1 s，计算分析时间为2 s。本文主要 

分析冲击载荷引起机翼的应力响应，即结构的动 

应力情况，计算结果如图3和表 1所示。 

图3 0．O1 s时的机翼应力响应 

表1 典型节点的最大动应力／MPa 

3．3 对结构进行再设计 

根据振动控制理论的相关理论，该模型主要 

对其质量和刚度进行了修改、调整，而对其阻尼、 

边界条件和冲击载荷不做修改，使它的动力学特 

性得到改善，最终满足动强度要求。下面是修改 

模型的分析计算结果，如图4和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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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0．O1 s时的机翼应力响应示 

表 2 典型节点的最大动应力／MPa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1)修改后的机翼模型，相同部位的动应力 

水平都降低了，但不同部位的应力响应值降幅不 
一

， 这和该部位的具体结构有关。 

(2)修改后的机翼模型，结构的位移响应变 

化规律，和其应力响应变化规律相同。 

(3)应力响应和位移响应分布规律，在修改 

前后的模型中基本一致，即离冲击点越近的结构， 

其应力响应值越大，但其位移响应值大小与冲击 

点的距离无关，只与展长有关。 

4 小 结 

综合上述内容，飞机结构的动强度设计，一 

般包含如下4个步骤： 

(1)对初始的结构进行一定的分析，为后面 

的工作奠定基础。 

(2)根据实际结构和边界情况，经过一定的 

简化处理，建立分析结构的有限元模型。 

(3)根据分析要求，进行相应的动力学分 

析。 

(4)根据结构动强度的设计要求，利用振动 

控制原理对结构进行再设计，再对结构进行分析， 

直到满足动强度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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