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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寿命飞机对结构连接技术的要求 

标准规范处 袁红璇 

[内容摘要J简要介绍了飞机制造中的主要连接方 

法，并浅析1影响连接寿命的主要工艺因素和现代高 

寿命飞机对连接技术的新要求及提高飞机连接疲劳寿 

命的主要途径。 

1 概述 

目前，飞机结构件采用的主要连接方法是机械连 

接，一架大型飞机上大约有 150万～2oo万个铆钉和 

螺栓。为了满足现代飞机高寿命的要求，国外许多著 

名飞机制造商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其进行 

旨在提高飞机连接接头寿命的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其 

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赢得了经济艘益。 

目前．世界上许多先进飞机的疲劳寿命已达到八 

万飞行小时，甚至更高一些。为了制造高寿命的飞机 

结构，必须通过设计、材料、工艺和使用维护等多方面 

的共同努力方可达到。因此，制造高寿命的飞机结构 

是～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作。 

据国外文献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 

20架轰炸机因交变应力的作用而在空中破坏。近几年 

来这类事件仍时有发生。研究表明，其灾难发生的原 

因是在紧固件孔处产生疲劳裂纹，并扩展到密封座舱 

的受力结构件上而产生的。因此，研究和改善飞机结 

构件的连接对提高飞机寿命显得尤为重要。 

2 飞机结构连接方法简介 
一 架飞机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件、部件和成品 

组成的。因此，在飞机结构制造过程中不论是零件、组 

件、部件的装配，还是电缆和成品都需要采用各种不同 

的连接方法和连接件进行连接。在飞机的制造过程中 

有许多连接方法，如：铆接、螺接、胶接、焊接及胶接点 

焊等，本文仅对飞机制造过程中应用最广泛的铆接和 

螺接予以简述。 

2．1 铆接和螺接的工艺特点 

飞机制造过程中大量地采用了铆接和螺接。铆接 

是不可拆卸的连接，多用在厚度小于或等于3．5d的 

夹层厚度上(d为铆钉的直径)。如果夹层过厚．铆钉杆 

在铆接时可能产生纵向失稳。不能全部传递设计要求 

的计算载荷。螺接一般用在夹层厚度大于3．5d，其结 

构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拆卸以及需要传递大载荷的部位 

上。在传递大载荷的不可拆卸的结构上，常常也采用 

螺栓连接。 

铆接和螺接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们已是一种成熟 

工艺，并且人们对它们已作了充分的研究．并制定了比 

较完善的制造工艺。另外大量的实践证明，用这两种 

连接方法连接的各种结构件在实际使用中是可靠的， 

并且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易于检测。 

然而，铆接和螺接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 

在制也铆钉 L和螺栓 L后，对结构的有效工作面有了 
一 定的削弱，并且孔周围易出现应力集中。从而降低了 

结构的静强度和抗疲劳性。另外，这两种连接方法的 

安装工作强度大，螺栓头和螺母、铆钉头和铆钉镦头也 

会增加飞机的重量。 

2，2 铆接和螺接的主要受力形式 

在飞机结构制造过程中，按照铆接和螺接的主要 

受力情况来分，g0％以上的铆接和螺接均是在受剪力 

的情况下工作的。按铆接和螺接的受力形式来分， 

95％以上是单个受力点形式的点状连接。 

2．3 铆接和螺接的典型连接形式 

飞机结构中铆接和螺接接头主要是在剪力的作用 

下工作。其主要连接形式有：单剪搭接、带垫板的单剪 

搭接、双剪或多剪接头连接及长桁蒙皮连接。 

单剪搭接主要用于内部组件和低速飞机上位于气 

流中的构件以及高速飞机上对气流没有影响的外表部 

位等的连接。 

带垫板的单剪搭接多用在处于气流中的结构表面 

上，以形成平滑而没有凸台的外形。 

双剪或多剪接头连接是螺栓连接接头的主要连接 

形式．一般用于结构末端的零件连接，以传递较大的集 

中载荷。 

长桁蒙皮连接是铆接结构的主要形式，用来连接 

各种结构件中的长桁和蒙皮。 

3 铆接和螺接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 

在飞机结构的连接中，铆接和螺接的数量非常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产品设计 

小型飞机一般在2万件以上．而现代大型运输机已用 

到200万件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飞机就是铆接和螺 

接起来的．由此可见，铆钉连接与螺栓连接在飞机制造 

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资料表明，一架飞机所用的铆钉，其中直径为3～ 

5毫米约占70％． 直径小于3毫米的铆钉约占20％， 

其它直径的铆钉大约占10％。一架飞机所用的螺栓中 

直径为 6毫米的约占60％．直径为 5毫米的约占 

25％。直径为8毫米的约占10％，其它直径的螺栓约 

占 5％左右。 

4 铆接和螺接的典型工艺过程 

铆接工作是利用手动铆枪或在成组压铆机以及自 

动钻铆机 E进行；螺接主要是手工利用机械工具来完 

成。 

典型的铆接工艺流程为：零件定位和压紧一制铆 

钉孔一锪埋头窝—分解和去毛刺一装入铆钉一铆接。 

无论是手工铆接或成组压铆机铆接，铆钉都是人工放 

i拄铆钉孔内的．因此，在铆接过程中应保证各层零件紧 

密夹紧，孔边无毛刺。在自动钻铆机上铆接时．所有工 

序都是在自动钻铆机上完成的，因此，自动钻铆的铆缝 

质量、部件表面质量、生产效率、技术安全和劳动强度 

都优于手工铆接。 

典型的螺接工艺流程为：零件定位和压紧一制螺 

栓孔一锪埋头窝—孔的精加工一分解和去毛刺并制倒 

角一装入螺栓、垫圈和螺母一拧紧螺母。在螺栓连接 

的工艺过程中，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最大的工序是制孔 

和孔的精加工，当然这也是提高螺栓连接疲劳强度的 

关键环节。如安装一个6级精度的螺栓，70％以上的工 

作量用于铰孔．螺栓的安装仅占其工作量的30％．因 

此，螺栓安装工艺的先进与否将直接关系到飞机疲劳 

寿命的长短和生产成本的高低。 

5 影响飞机 

5 1 铆钉和螺栓的工作环境 

铆接和螺接的工作条件是由作用在飞机上的外载 

所决定的。这些载荷主要包括：部件表面上气流引起 

的载荷；结构重力引起的载荷；发动机工作引起的载 

荷。除此之处，当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由于空气动力 

还会产生热应力载荷，从而影响结构的静强度。 

无论在飞行或停机状态．飞机均会受到气候条件 

的影响．如昼夜温度及全年温度的变化，空气湿度和大 

气压力的变化等。而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随飞行状态 

等的变化．所受空气动力载荷大小和方向也在不断的 

发生着变化。所以，飞机结构是在空气动力载荷大小 

和方向都随时间而变化的条件下工作的。 

5．2 影响铆钉和螺栓连接寿命因素的分类 

为提高飞机使用寿命及营运效益，必须提高飞机 

机体的使用寿命。因为．在飞机的各种故障中．机体损 

伤的故障数量已占到总故障数量的30％以上，所以， 

飞机的总寿命主要取决于机体的寿命。疲劳破坏是飞 

机机体丧失工作能力的根本原因，其中75％-80％的 

疲劳破坏发生在机体结构的零件连接部位．因此．研究 

铆钉和螺栓的连接寿命对提高飞机结构寿命显得非常 

重要。只有解决了飞机构件的连接疲劳寿命问题，才 

能保证飞机结构的高寿命．进而保证飞机使用的经济 

性和安全性。 

先进的结构设计是制造高寿命飞机的基础；采用 

先进的工艺方案是生产高寿命飞机的保证；良好的使 

用方法和维护措施有益于飞机延寿。 

5．3 工艺因素对铆接和螺接连接寿命的影响 

工艺因素往往是保证飞机连接结构具有高寿命的 

决定因素。 

首先。铆钉孔和螺栓孔的精度是影响铆接和螺接 

疲劳寿命的—个主要因素。如果孔的轴线不垂直于结 

构表面，使铆钉袒螺栓安装倾斜，就会在结合处产生附 

加弯曲应力，从而降低结构的静强度和冲击强度。 

其次，铆钉孔和螺栓孔的表面质量是影响铆接和 

螺接疲劳寿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孔的表面质量包 

括：表面粗糙度、孔表面的显微组织及其硬度、冷作硬 

化和残余工艺应力层的深度等。正确选择孔的加工方 

法和工艺规范将直接影响结构连接疲劳寿命的高低。 

再次．飞机飞行时结构之间、结构与紧固件之间会 

产生摩擦．这些摩擦点就是一个氧化腐蚀点，而这些氧 

化腐蚀点往往就是一个个疲劳源。 

6 影响铆钉和螺栓连接疲劳寿命的主要工艺因素分 

析 

影响铆钉和螺栓连接疲劳寿命的主要工艺因素包 

括： 

①铆钉孔和螺栓孔的精度 

铆钉孔和螺栓孔的精度是影响连接件疲劳寿命的 
一 个主要因素。铆钉孔和螺栓孔的制造精度是指孔的 

圆柱几何形状的正确程度。只有孔的圆柱几何形状接 

近理论值．铆钉和螺栓安装后才不至于受到其它附加 

弯曲应力、挤压应力等的影响．而降低其静强度和冲击 

强度。 

②铆钉孔和螺栓孔的表面粗糙度 

铆钉孔和螺栓孔的表面粗糙度是影响连接疲劳寿 

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影响铆钉孔和螺栓孔的表面粗 

糙度的因素很多，如：切痕相对外载荷作用方向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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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伤大小、表面波纹的平均值、孔表面的显微硬度、残 

余工艺应力的大小、孔表面冷作硬化层和残余工艺应 

力层的深度等。在制孔过程中，即使加工精度很高，刀 

具总会在孔内表面上留下切削痕迹，这些刀痕所形成 

的高低不平的波纹等就会降低结构连接件的静强度和 

冲击强度。 

③结构件之间及结构件与紧固件问的摩擦 

结构件之间及结构件与紧固件之间的摩擦也是影 

响铆钉和螺栓连接寿命的另一个因素，基于特定的环 

境．造成飞机结构在工作时必定要产生摩擦，在结构件 

之间及结构件与紧固件之间的摩擦部位可能产生氧化 

腐蚀点，每一个氧化腐蚀点很可能就是一个疲劳裂纹 

源，长期下去就会产生疲劳破坏。 

7 对提高 措施 

①提高铆钉和螺栓孔的制造精度 

首先，铆钉和螺栓在安装时孔的垂直度对其疲劳 

寿命影响非常大。根据有关资料介绍，世界上著名的 

飞机公司都在不断地研究紧固件孔的垂直度对疲劳寿 

命的影响，如波音公司维西塔分部通过单剪搭接形式 

对钛螺栓进行的试验验证：紧固件沿外载荷作用方向 

倾斜2。．疲劳寿命会降低约47％．倾斜5。时．疲劳寿命 

会降低大约95％。因此，在飞机制造业中各类技术条 

件和工艺规范均对孔的垂直度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波 

音工艺规范BAC5004--1(普通铆接)、BAC5009(螺栓 

和螺母的安装)均规定凸头和N_'-3k-紧固件相对结构表 

面的垂直度误差不大于2。．有的文件甚至要求不超过 

0 5。。采用手工钻孔很难达到如此精度要求。 

其次．紧固件孔的表面粗糙度对紧固件的疲劳寿 

命影响也非常大。孔表面粗糙度越大，则梳状的粗糙 

纹路就越大，孔壁表面层的组织越不均匀，表面压入的 

碎片就越多，其抗疲劳性就越差。国产飞机生产装配 

过程．通常情况下要求铆钉和普通螺钉孔的表面粗糙 

度Ra为6．3肿n．对其它的划伤等无具体要求。而披音 

等公司则要求铆钉和普通螺钉孔的表面粗糙度不高于 

3．2 m．有的甚至更严．对划伤等也有具体的要求．如：,u 

孔壁的环形划伤距零件表面不得小于 1．6ram(或零件 

总厚度的10％)；孔壁的螺旋形划伤距零件表面不得 

小于1．6mm(或零件总厚度的25％)；孔壁的纵向划 

伤不应超过任何一个零件上孔深的50％，划伤不得靠 

近孔的两端且距零件表面不得小于1．6mm．或小于零 

件总厚度的25％。 

提高铆钉和螺栓孔的制造精度需从下面几个方面 

考虑： 

●提高钻孔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程度。 

●改善钻孔的开敞性。 

●采用新型制孔工具。 

●提高钻模板和活动钻套的使用率。 

●提高精加工孔的应用数量。 

②提高结构面之间及紧固件与结构之间的紧密程 

度以减少摩擦腐蚀 

提高结构面之间以及紧固件与结构之间的紧密程 

度的方法较多，如精加工、结构之间涂敷密封剂、漆料 

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结构之间的紧密性，减少 

了结构之间的摩擦．从而提高了结构的抗疲劳性能。 

众所周知．飞机结构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所以飞 

机结构的腐蚀是不可避免的。如摩擦腐蚀，当飞机结 

构连接接头的接触面在一定压力条件下承受重复载荷 

时，就会产生接触摩擦腐蚀。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金 

属表面层在一定压力下接触时，因重复载荷而致使零 

件破坏。因此，要提高飞机的疲劳寿命，就必须克服或 

减少这类疲劳源，通过提高结构之间以及结构与紧固 

件之间的配合精度，可以减少疲劳源。另外，还可以在 

结构之间涂敷防腐密封胶，并对铆钉和螺栓进行湿安 

装．以减少飞机结构在工作过程中的摩擦腐蚀．因为防 

腐密封剂可以充满结构之间以及结构与紧固件之间的 

缝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结构件之间以及结构件与紧 

固件之间的摩擦，而且还提高了结构的韧性，如波音 

737—300垂尾结构之间近 90％的贴合面都涂有不同 

类型的密封剂；ATR42翼盒结构之间不仅涂有密封 

剂．而且90％以上的紧固件还进行湿安装．其结构之 

间的防腐密封材料的厚度也都 非常薄 (0．1～ 

0．5mm)。 

③增加紧固件与结构之间的干涉量 

在铆钉和螺栓连接处反复加载．接头处就会产生 

不同的应力．使接头易产生疲劳破坏．如果紧固件装配 

有一定的干涉量时，就会在孔区产生较大的残余压应 

力．连接接头加载截面上的应力绝对值就会被减小．从 

而提高了接头的抗疲劳强度。另外．当紧固件与孔之 

间有一定的间隙时．传递载荷时紧固件孔周围接触表 

面的局部塑性变形或磨损就会引发裂纹并使转角裂纹 

扩展．加速疲劳破坏。法宇航ATR42机翼翼盒下壁板 

全部采用干涉配合连接．其干涉量为0．05--0．1lmm 

时，就收到较好的效果。 

④大量采用新型连接件 

新型连接件包括高锁螺栓、环槽铆钉、全冠头铆钉 

等紧固件。这些紧固件一般情况下安装时较螺栓安装 

节省工时．安装方便，而且比一般铆钉的连接疲劳强度 

高得多，重量也轻得多，因此采用新型连接件也可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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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RP技术为核心建设西飞管理信息系统 

企划部 王 炜 

[内容摘要】简述j ERP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基本 

特点；分析j其在企业生产科研与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和价值；指出了应用 ERP技术是建设企业管理信息 

系统的核心；强调指出西飞信． 化建设应认真分析信 

息技术系统间的关系以及需求与现状，统筹规划，协调 

发展。 

关键词 企业管理 信息管理 ERP技术 

1 前言 

ERP技术以物料管理、生产计划起步，迅速发展 

成为集企业生产经营信息管理为—体的综合信息管理 

系统，为企业实现信息共享、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效率、 

增加效益展现了诱人的巨大潜力．事实上已成为企业 

管理信息系统的首选技术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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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技术的发展概况与基本特点 

2．1 ERP技术的发展概况 

ERP技术是在经历了MRP(Material Require- 

ment Planning／物料需求计划)、闭环MRP和MRP 

Ⅱ(制造资源计划)三个阶段而发展起来的企业综合信 

息管理技术。 

初期的MRP主要解决物料管理(何时订货，定什 

么货，订多少货)问题，是一种既能降低库存又不出现 

物料短缺的先进方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产 

计划问题。闭环MRP引进了“有限生产能力”和“能力 

平衡”的概念与方法，开发了计划与控制功能，形成了 
一 个完整的物料管理、生产计划与控制系统。为了解 

决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集成，在闭环MRP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了财务信息处理功能，形成了综合的企 

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即MRP II。基本上实现了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同步流动，使企业控制、指导其生产 

经营活动时更为主动。 

在需求与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们把新功能、新思 

想不断增加到MRP II中，如：质量管理、设备管理、运 

输管理、项目管理、国际互连网、企业内部阿、电子数据 

交换 (EDI)、电子邮件 (E—Mail)、企业业务重组 

(BPR)、动态企业建模(DEM)、供应链管理以及其它 

现代管理思想和技术等等，从而将企业经营所涉及的 

方方面面的信息处理业务都纳入系统中，使 MRP II 

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真正全面的企业管理信 

息系统。这就是人们称之为企业资源计划ERP系 

统。经过40多年的发展，企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终于 

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2．2 当前ERP技术的基本特点 

现在的ERP类管理系统软件大都具有以下新特 

点： 

①功能覆盖面日益扩大 

目前，ERP软件的功能几乎覆盖了企业生产经营 

业务的方方面面。而更先进的ERP软件还包括了供 

应链管理，即客户关系管理和供应商管理．使企业管理 

从企业内部管理延伸到电子商务。 

ERP功能覆盖面的扩大还体现在对不同类型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适应能力方面。现在ERP技术一 

般都可以作到既能适应大批量流水线(流程型)生产的 

企业．也能适应单件生产(如造船)项目型的企业，还能 

适应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如飞机制造)的离散型企业以 

及混合型生产企业。应用范围已远非昔日可比。 

②信息共享程度更高 

ERP的应用把信息孤岛变成了信息网络，使部 

度地提高连接件的疲劳强度。 

8 结束语 

提高飞机结构连接的疲劳寿命．是航空制造工业 

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因 

此研究并提高飞机结构之间以及结构与紧固件之间的 

连接疲劳寿命，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3O· 

随着对现代飞机寿命要求的不断提高，对连接技 

术的不断研究，不仅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 

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必将引起设计、工艺等领域传统装 

配工艺方法的深刻改变。 

(编辑：严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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