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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海军现役飞机的腐蚀环境特点及结构件腐蚀损伤深度拟台规律，采用应力场强法和局部应力应 

变法分别对疲劳缺口系数 K 及疲劳寿命计算模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腐蚀环境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评定 

方法。该方法以室温大气环境下的寿命评定结 为依据，考虑了结构件腐蚀损伤后潮湿空气、盐雾、盐雾 +S 

等环境介质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并结合国产某型 色机机翼前粱缘条腐蚀损伤部位的疲劳寿命殛剩余寿命估算实 

例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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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损伤深度的增加而导致的疲劳寿命的下降情况。 

飞机结构在腐蚀环境与载荷联合作用下形成的 

腐蚀疲劳加速了飞机的疲劳破坏。腐蚀环境对现役 

老旧飞机结构寿命的影响日益突出，已危及到现役 

军用飞机的飞行安全。目前，我国飞机结构的寿命 

估算和疲劳试验绝大多数没有考虑环境的影响，也 

未进行腐蚀环境条件下的寿命修正。部分机型的使 

用通报中都明确规定，所给定的寿命结论不适用于 

在高温、高湿地区，也就是说其使用寿命对在沿海 

服役的飞机不能直接应用。因此，对腐蚀环境下飞 

机结构腐蚀疲劳寿命评定技术进行研究势在必行。 

目前 ，对腐蚀环境下疲劳寿命的计算方法国内 

外都处在探索阶段，基本上是依据某个或某几个方 

面的理论假设，通过实验室模拟件的加速腐蚀试验 

研究结果，对无腐蚀条件下原构件的寿命进行修 

正。在环境加速腐蚀介质成分的选择、相互组合及 

当量折算关系、环境谱与载荷谱的匹配等相关内容 

对材料造成的腐蚀损伤还不十分清楚的前提下，其 

计算结果会带来较大的误差 本文依据外场飞机结 

构件在真实环境中腐蚀深度统计的拟合结果，探讨 

结构件疲劳寿命随飞机日历使用年限的增加和腐蚀 

2 疲劳寿命的计算方法 

工程中应用的疲劳寿命估算方法有局部应力应 

变法、名义应力法、能量法和细节疲劳额定值 

(DFR)法等多种形式。本文采用局部应力应变法 

中Nutuber修正法。其基本思想认为，零件或构件 

的整体疲劳性能取决于最危险区域的局部应力一应 

变状态。即假定一个结构的危险部位的应力一应变 

历程与光滑小试件的应力一应变历程相同，则寿命 

也相同。利用等应变 (应力)等损伤的假设使得小 

区域材料在疲劳载荷作用下的变形与损伤历程同标 

准光滑小试件的疲劳性能曲线对应起来。 

2．1 计算模型 

修正的 Number方法，其表达公式为⋯： 

△d ．△e ：
~

一

．

AS2

， (1) 

材料的 —e迟滞回线方程为 ： 

e = 警+z·( ) 。 
材料的应变寿命曲线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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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十2．e (2 ) 。 (3) 

欲求局部 △ 及 △e，只要找到材料的 ￡迟 

滞回线与Number双曲线交点即可。采用牛顿迭代 

法计算，将式 (1)代人斌 (2)移项整理并假 

设⋯ ： 

me = ( 
则 ： 

m  + 

K ．A50 

2·△￡-E ·K 

K ．As2 

2·Ae ·E ·K 

K 2．A ＼ 

△E·E ．K J 

假设方程 ，(△e)的第 i次与第 +1次近似 

值分别为 △e，与 △e．+ ，则有： 

△ 一=△e ； ， ( ) 
式中：△ 、△e、△s分别为局部应力变程 、局部应 

变变程及名义应力变程；K 、 分别为循环强度 

系数、循环应变硬化指数； 、e E分别为疲 

劳强度 系数 、疲劳 塑性 系数 、弹性 模量 ；b、 、 

K，分别为疲劳强度指数 、疲劳塑性 指数 、疲劳缺 

口系数 。 

2．2 疲劳缺口系数 K 

疲劳缺口系数 K，受各种因素影响，在疲劳寿 

命估算中 K，值确定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计算结果 

的准确性。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 

K r表达式 。由于以往的表达式建立在实验拟合 

的基础上 ，物理基础不牢 ，大都偏于保守。为了使 

K r值的计算更符合实际，采用场强法理论对 K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场强法理论比较符合疲劳 

损伤机制，计算得到的 K 值具有较高的精度。 

应力场强法基本原理是 ，裂纹形成寿命与缺 口 

根部有限体积的整个应力状态有关，而不仅仅与一 

点 的应力状态有关 ，如图 1所示 ，该方法基于根部 

一 个区域定义一个有效的应力参数——场强。采用 

应力场强法计算疲劳缺口系数 K 的公式为： 

1 r 

Kj 毒 J，(du)· (r)dV， (5) 
对于平面问题 ，式 (5)可写成如下形式 ： 

c 1 r 

Kf Oe 孝J，( )‘ (r)dS， ．(6 
式中：n为破坏区域，v、s分别为对于n区域 

的体积和面积，f( )为应力函数， (r)为权函 

数。该式 中如何确定疲劳损伤区域是问题 的关键所 

在。在线弹性情况下，f( )只与试件几何形状 

有关，计算时选用 Von Mises等效应力公式 ]；而 

(r)与材料和应力梯度有关，权函数的选择要考 

虑计算点的应力梯度 c到损伤缺口区域的距离 r以 

及该点最小截面的夹角函数 ，即 ( )=1 口(1 

+sin 0) 

一  

图 1 应力场强法计算模型 

Fig．1 The calculating method of stress 

filed intensity 

利用上述场强法原理 ，n 选为圆形平 面场强 

区域。对海 军某 型飞机 铝台 金材料疲劳缺 口系数 

K 随腐蚀坑深度的变化规律进行了计算分析，得 

到不同腐蚀坑深度条件下的 K，值如表 1所示，对 

表中数据拟合得到的公式如式 (7)： 

Kf= O．811+0．92765·d +O、15233·d 。 (7) 

表 1 采用场强法模型计算的 Kl值 

Table 1 The calculating data of Kj by using 

stress filed intensity 

廊蚀坑深度 腐蚀坑探度 
K ， 

腐蚀坑深度 

d／mm d／一  d／mm 

0 6 1．43 1．4 2 61 2 2 3 82 

0 8 1 57 1 6 2 81 2 4 5 44 

1 0 1 98 I 1 8 2．87 

1 2 2 01 2 0 2．94 

2．3 材料的疲劳参数选取及损伤准则 

材料参数 K 、 、6、c、 r、e ，等采用 

“海军飞机腐蚀疲劳定寿研究及应用”研究课题提 

供的铝合金 LY12CZ在四种环境介质中的低周疲 

劳性能参数如表 2所示。腐蚀疲劳寿命计算遵循常 

规疲劳线性累计损伤破坏准则” ，即 ： ／M = 

1时结构件破坏。n，为第i种载荷作用的循环数； 

N 为第 i种载荷作 用下 的破坏循环数。不 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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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对构件损伤的影响按环境 比例份额线性叠 
加 ，即：D=∑K ·d ，其中D为腐蚀环境下 总的疲劳损伤；K 为环境谱中单一环境条件所占 

的比例；d 为单一环境条件下的疲劳损伤 

表 2 铝台金 LYI2CZ腐蚀环境下低周疲劳材质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law—cycle fatigue properties for LYI2CZ under∞rrosjve envir。nment 

3 飞机结构腐蚀部位计算实例 。’‘
随 ： 的延长，造成飞机结构疲 

选择某型飞机左 中外翼 l2号肋前梁下缘条作 

为计算考核部位，外场腐蚀检查时发现4架飞机该 

部位 有 不 同 程 度 的腐 蚀 损 伤 缘 条 材 料 为 

LY12CZ，前粱下缘 条截 面尺 寸示 意图 如图 2所 

示。计算时选用该机重心处载荷谱，并把重心谱转 

换成前梁下缘条 l2肋处名义应力谱进行计算。 

图2 机翼前梁下缘条截面及腐蚀损伤示意图 

Fig．2 The schematic figure 0f flange section 

and co-- ion depth for aircraft wing 

劳使用寿命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种情况： 

1)长期在腐蚀介质环境条件下使用，材料的 

疲劳品质性能参数下降，计算时选择表 2中提供的 

铝台金材料在腐蚀介质中的材质参数。 

2)随结构件腐蚀损伤尺寸的增大，该部位疲 

劳缺口系数 K 增大，导致该处疲劳寿命降低，因 

而计算疲劳寿命时采用拟台得到的公式 (7)计算。 

3)结构件随腐蚀坑深度的增加，截面积逐渐 

减小，前梁缘条在该处应力水平逐步升高，导致疲 

劳损伤增大，使该处疲劳寿命大幅度降低。计算时 

采用对该型飞机连续十几年的外场腐蚀普查得到的 

大量腐蚀损伤数据，经统计拟合分析得到的前粱缘 

条平均腐蚀深度 d与 日历使用年限 ￡的关系式 

为【4】： 

d =一1．94716+1．632·In(￡) (8) 

采用局部应力应变法模型及腐蚀深度外场统计 

拟合公式 (8)进行腐蚀环境下疲劳寿命计算，得 

到不同腐蚀 日历年限单一环境介质条件下该部位疲 

劳寿命计算值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服役日历年限单一环境介质条件下疲劳寿命计算结果 

Table 3 Calculating results of the fatigue life in corrosive single—environment for different calenda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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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综合腐蚀环境下的疲劳寿命 

由于地面腐蚀降低了飞机结构材料的疲劳特 

性，而飞机在腐蚀气氛中飞行和停放必须考虑腐蚀 

疲劳对飞机结构寿命的影响。飞机结构的腐蚀疲劳 

综合寿命应是单一环境介质下疲劳寿命按空中飞行 

使用环境谱中各环境项所占的百分比进行折合。目 

前我国还没有针对某一机种而编制的空中使用环境 

谱，本文计算时参考美国波音飞机及海军飞机的飞 

行环境特点暂定 的飞行使用环境谱。 (飞行高度 

3 0o0 m以下)对表 3中各环境下的疲劳寿命进行 

加权合并。飞行使用环境谱中各类环境成份所占的 

加权比例分别为室温大气 87 5％ 潮湿空气 10 

％、3 5％NaC1盐雾+SO，及 3．5％盐雾各占1 25 

％ 。按其环境比例折台后的寿命计算结果见表 

4。根据某部队数架飞机十多年的飞行记录统计 ， 

计算 出飞机的年均飞行强度 ，从而得到飞机使用到 

某一 日历年限时考核部位的剩余疲劳寿命也列入表 

4中。飞机使用到某一 日历年限综合环境下的疲劳 

寿命及剩余寿命曲线如图3、图4所示，对图中曲 

线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外场腐蚀日历年限 

与对应的疲劳计算寿命与剩余寿命关系如式 (9)： 

y =24．16876—0．46811。lgL／一 

：

0．0

．

3666~

+

(1gL

．

s)z
22 15006 0 1713．Ig(△L，)_ (9) 

v= ． + ． · (△ r)一 

0 08453·(1g(AL 

表 4 不同日历年限综合环境条件下疲劳寿命计算结果 

Table 4 Calculating results of the fatigue life in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s for different calendar time 

旺 
廿 
旺 

叮  

L，／h 

图3 日历年限与腐蚀疲劳寿命曲线 

Fig．3 The curvc for fatigue life and 

calendar time 

垂 tl-～～ 、 
AL／／h 

图4 日历年限与疲劳剩余寿命曲线 

Fig．4 The curve for fatigue residual life and  

calenda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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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腐蚀环境下飞机铅合金结构件的寿命评 

定计算可得出如下结论 ： 

1)不同腐蚀环境介质对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 

影响程度不同。对疲劳寿命影响较为严重的次序是 

3．5％NaC[盐雾 +SI 、3．5％NaC[盐 雾、潮湿空 

气、实验室空气。计算结果与海军飞机腐蚀疲劳定 

寿研究课题试验结论基本一致。3 5％NaC[盐雾 + 

SO!对应于海军沿海 +工业污染的机场；3．5％ 

NaCI盐雾环境对应沿海，但工业 污染很轻的机场 ； 

潮湿空气环境为基本远离海 边，无工业污染 的机 

场。 

2)当飞机服役时间较短时，结构件腐蚀损伤 

尺寸 (主要是构件腐蚀深度)较小，疲劳寿命的降 

低幅度较慢，随飞机服役日历年限延长，腐蚀损伤 

尺寸加大，疲劳寿命下降幅度较侠。因此，对现役 

的军用老旧飞机应重点对疲劳关键件加强腐蚀检查 

及监控。 

3)对本文选择的机型主要铝台金 LY12CZ结 

构件算例，服役期达到 20年时应缩短检查周期， 

对结构件腐蚀严重部位加以修理和腐蚀控制。 

[2] 

3] 

4 

[5] 

[6] 

参考文献 

赵名泮 应变疲劳分析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杜、 

1991． 

杨啼华，陈跃良 应力场强i击(SA1)计算疲劳寿命[Jj 

海军航空技术学院学报，2000，11(1)：69～73 

蒋祖国 飞机结构腐蚀疲劳[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 

社 ．1992 

穆志韬，段成美 海军现役飞机井场腐蚀损伤统计规 

律模型及加建腐蚀试验研究[J]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青岛丹院学报．2001，14(1)：l2～15 

段成美 飞机的使用环境谱[A]飞机结构腐蚀疲劳 

论文集[C]1995 50--54 

Chen Y L．Jin P Study 0n load environmental spec- 

trum and accelerated corr(~siort equivalent spectrum 0f 

aircraft structure[A]FATIGUE’99[C： 1 999 2353～ 

2358． 

The Analyzing M ethod for Fatigue 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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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o~on depth distribution iaw of the naval air— 

craft~ructures fatigue notch factor(K r)and fatigue life mathematical model was built by using the Stress Field 

Intensity(SFI)and Local Stress．strain methods In this paper，a method for evaluating service 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 under COrrosive c0nditlon wa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 under room temperature 

and air，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fluences of corrosion depth in the ground environment and corrosion 

fatigue in flight environment of the humidity air salt fog，salt fog + SO2 this method  made correction for fa‘ 

tigue life Finally，combing with a real case of fatigue life and residual life prediction of the flange for the aircraft 

wing，this calculating method was app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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