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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估算日历寿命的一种新方法一线性累积破坏率准则法，其物理意义明确，简单明了．飞机机体的损伤模 

式描述为疲劳损伤和预腐蚀疲劳损伤，并将飞机结构的日历寿命定义为地面停放日历寿命和飞行日历寿命之和． 

选取破坏率为损伤参量，在环境腐蚀当量关系加速预腐蚀疲劳试验的基础上，通过疲劳寿命分布形式和概率密度 

函数求出破坏率来估算预腐蚀环境下的日历寿命．利用一组预腐蚀与疲劳试验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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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estimating method of calendar life—linear cumulative failure probability rule was pro— 

posed，with a specific and physics meaning．Airframe damage patterns were described as fatigue damage 

and pre—corrosion fatigu e damage．The calendar life ofaircraft structures was the sum ofthe ground park— 

ing calendar life and the flying calendar life．Failure probability was used as a damage parameter．On the 

basis of an accelerated pre——corrosion an d fatigu e test under an environmental corrosion equivalent rela·· 

tion，the calendar life could be estimated by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form and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s of fatigu e life．Th e method was found to b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a set 

of fatigu e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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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是飞机结构的主要技术参数，有两个指标：一是着 

眼于飞行时交变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 Nf；二是着眼于腐 

蚀环境作用下的日历寿命 ．二者缺一不可，并以先到达者 

为飞机到寿，飞机退役的实际判据为： 

(Ⅳf—Ni)×( 一 )=0 (1) 

式中， 为实际飞行小时数， 为实际使用日历年． 

一 般环境下飞机结构 的疲劳定寿工作在国内外 日趋成 

熟，已经纳入规范；而腐蚀环境下飞机结构的日历寿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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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体腐蚀的因素很多，且交互作用复杂，至今没有得到 

很好地解决．目前 ，确定机体 日历寿命的方法主要是经验法 

和加速腐蚀试验法．国内以前主要根据飞机自然淘汰的统计 

和部分飞机领先飞行的实践以及大修的经验来确定日历总 

寿命和翻修间隔，后来在统计飞机腐蚀情况的基础上用加速 

腐蚀试验方法来确定日历寿命．主要方法有： 

1．周希沅 利用不同材料的环境当量折算曲线和环境 

试验结果来反推日历寿命；张栋 利用腐蚀谱对构件进行腐 

蚀试验来测定腐蚀速度，再根据构件的腐 蚀损伤容限来估 

算飞机结构日历寿命；张福泽 进一步提出基于腐蚀损伤线 

性累积假设的有关金属机件腐蚀损伤日历寿命的计算模型 

和确定方法．以上都属于纯腐蚀损伤日历寿命估算方法，与 

睃环境下的疲劳定寿方法明显不同，因此直接用来评定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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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Loading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ircraft structures 

承受腐蚀又承受疲劳的飞机结构来讲，模型是否恰当，令人 

质疑． 

2．刘文埏 将腐蚀环境下的飞行小时数等损伤地当量 

折算为一般环境下飞行小时数，用腐蚀疲劳影响修正系数估 

算腐蚀环境下的日历寿命．属于预腐蚀疲劳方法，优点是既 

考虑了预腐蚀又考虑了疲劳，但未能涉及预腐蚀疲劳后飞机 

结构可靠度的变化以及腐蚀关键件或预腐蚀疲劳关键件哪 

一 个可能是决定日历寿命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从另一 

侧面探讨了飞机结构日历寿命估算的方法． 

1飞机结构腐蚀与疲劳损伤形式 

1．1飞机结构经历的载荷一环境历程 
一 般认为飞机结构在服役期间内所经历的载荷 一环境 

历程如图1．飞机地面停放期间受大气环境纯腐蚀影响，在 

空中飞行时既受空中弱腐蚀环境和交变载荷作用的腐蚀疲 

劳影响，同时在一定高度受到纯机械疲劳影响．地面停放 + 

空中飞行形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对飞机结构造成一定的腐 

蚀和疲劳损伤，每一个飞行循环，机体结构就增加一定的损 

伤．不断循环往复，当损伤增加到容限值，飞机结构安全性不 

再保证，飞机到寿停飞． 

1．2飞机空中腐蚀环境谱 

空中腐蚀环境谱可以定义为对飞机机体结构造成”损 

伤”的空中环境因素的时空分布．大气中的污染物对金属的 

大气腐蚀有重要影响，主要有NO、NO 、SO 、氯化物、O，、CO 

和大气颗粒物等．理论与空测的结果都表明边界层的厚度在 

我国大部分地区为2000 m，边界层上方的污染物浓度不再 

发生大的变化，研究污染物沿高度的变化规律只须研究从地 

面至边界层厚度内的变化规律． 

1．3飞机结构的损伤模式 

根据前面的分析，飞机机体的损伤模式可描述为： 

1．飞机在地面停放，属于纯腐蚀，且大气腐蚀环境的作 

用发生在机体表面的防护体系破坏后． 

2．空中飞行时，2000 m以上 的飞行属于纯机械疲劳， 

2000 m以下的飞行属于腐蚀疲劳．实际上军用飞机97％以 

上的日历时间消耗在地面停放，即使在空中飞行，2000 m以 

上的飞行时间大大高于2000 m以下的飞行时间．而在2000 

m以上的高空，有害介质含量低，而且起主要腐蚀作用的空 

气湿度一般都低于飞机金属结构主体材料的临界相对湿度， 

环境对结构的作用不明显．鉴于此，有理由将飞机在空中的 

损伤模式归一化：机体结构在空中只受到纯机械疲劳影响 

(图 1)． 

3．机械载荷造成的疲劳损伤和腐蚀环境造成的腐蚀损 

伤交替进行，即腐蚀一疲劳 一再腐蚀 一再疲劳⋯直至破坏． 

地面停放腐蚀和空中疲劳产生耦合作用，空中疲劳可能会促 

进或减缓结构关键部位在地面停放环境中的腐蚀损伤，地面 

停放腐蚀也会加剧或减弱空中疲劳损伤． 

2线性累积破坏率准则的日历寿命方法 

2．1基本假设 

1．机体结构损伤模型如前所述，并将 日历寿命定义为 

地面停放日历时间(简称停放 日历寿命)和空中飞行时间 

(简称飞行 日历寿命)之和． 

2．腐蚀环境的作用发生在机体表面的防护体系失效之 

后． 

3．每一个飞行循环造成的腐蚀与疲劳损伤不同，并对 

下一个飞行循环机体结构的抗腐蚀疲劳性能发生影响，总损 

伤为每个腐蚀与疲劳损伤的线性累积． 

4．腐蚀环境下机体结构无裂纹寿命的日历年限作为总 

日历年限，而日历首翻期、翻修间隔依据一般环境下疲劳损 

伤确定． 

2．2线性累积破坏率准则 

选取破坏率为损伤参量，文献 提出了用可靠度估算 

疲劳寿命的线性累积破坏率准则，并对一般环境和腐蚀环境 

下的疲劳破坏均适用．它的主要技术途径是利用一般环境和 

加速预腐蚀环境下的疲劳数据，通过疲劳寿命统计分布形式 

和概率密度函数求出破坏率来进行计算．其一般形式为： 

Pj=1一q。 (2) 
j=1 

Ⅳ=∑nj (3) 
=1 

式中，Pi为对应第 级载荷的破坏率，f为载荷级数，g。为结构 

设计可靠度值，n 为第 级载荷的循环数，Ⅳ为具有可靠度q 

时的总寿命． 

2．3飞机结构 日历寿命估算 

对飞机结构的损伤模式，式(2)、(3)可变换为： 
t 

∑∑P =1一q (4) 
I l J 1 

t 

Ⅳ=∑∑ +∑ 。 (5) 

式中，k为飞机地面停放 一空中飞行的循环次数， 、 为第 

i次飞行循环时飞机地面停放时间(含修理时间)和空中飞 

行时间． 

2．3．1表面防护体 系失效前的疲劳损伤累积 在防护层 

破坏前的日历有效期 Ⅳn内，飞机结构只受与飞行强度有关 

的疲劳损伤累积破坏，属于一般环境下的纯机械疲劳，此时 

的日历寿命为Ⅳ0．若在此期间飞机地面停放 一空中飞行 k。 

次循环(可由年飞行强度计算)，每个循环造成的破坏率为 

P。 ，则 k。个循环造成的累积破坏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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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 
i=1 J=1 

(6) 

2．3．2表面防护体系失效后的腐蚀疲劳损伤累积 表面 

防护体系失效后，飞机结构受到纯腐蚀(地面停放)和纯疲 

劳(空中飞行)损伤模式的影响，可以认为属于预腐蚀后的 

疲劳损伤．若飞机结构到寿停飞前飞行k。次循环，每个循环 

造成的破坏率为P 则k。个循环造成的累积破坏率P。： 

P，：∑∑P- (7) 

此时，k．个飞行循环经历的日历年限 为： 
kl 

Ⅳ1=> ( ．+Tk ) (8) 
1 

2．3．3飞机结构的损伤累积和日历年限 飞机结构经历 

的总累积破坏率和 日历年限为： 
I,o I kl I 

P=Po+p。=∑∑p。 +∑∑Plij (9) pl p0 L ， 
I 1 J 1 I l J 1 

kl 

Ⅳ：Ⅳ0+Ⅳl：Ⅳ0+ ：( i+Tki) (10) 
日  

根据飞机结构设计可靠度g ，由式(4)、(9)、(10)可估 

算飞机停飞时可靠度g 时经历的日历年限．特殊情况，如果 

g ：50％，则可估算出中值日历年限 ． 

由于模拟飞机真实交替过程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作为 

工程应用式(9)、(10)使用起来并不方便，需要简化．模拟试 

验件腐蚀一疲劳交替试验寿命与预腐蚀疲劳试验寿命的对 

比分析，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的影响可以忽略 ，因此可用 

加速预腐蚀疲劳试验代替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将加速预腐 

蚀时间当量化到一定的日历年限，不同的预腐蚀时问则对应 

着不同的日历年限．各种日历年限预腐蚀后分别进行疲劳试 

验，对得到的试验数据统计分析，计算对应日历年限的破坏 

率和累积破坏率．当总的累积破坏率达到式(4)时，对应的 

Fig．2 Simulation test pieces of main spar of aircraft wings 

时间即为日历年限 

3算例 

以我国典型机种XX型飞机机翼主梁关键危险部位一 

下凸缘航后2孔为例，进行腐蚀环境下结构疲劳关键件日历 

寿命估算．机翼主梁一般环境下的定寿结论为：1200飞行小 

时首翻(检查)，2350飞行小时大修(修理)，总寿命 3350飞 

行小时．预期的日历寿命指标为：10年首翻，19年大修，总寿 

命 28年． 

3．1加速预腐蚀疲劳试验 】 

模拟 试件．采用 含 防护涂层 模 拟试 件，材料 为 

30CrMnSiNi2A，关键部位为螺栓孔(图2)．试件的材料状态、 

连接形式、加工工艺，受载形式及防护涂层等，均很好地模拟 

了真实情况． 

加速预腐蚀试验．在周期浸润腐蚀试验箱中对疲劳关键 

部位试件进行加速预腐蚀试验，当量关系为加速试验环境谱 

下10小时相当于地面停放 1年． 

疲劳载荷谱．加速预腐蚀后在一般环境下进行谱载疲劳 

试验，载荷谱采用该飞机疲劳载荷谱及主梁根部下凸缘危险 

部位处的各载荷状态1 g应力所构成的名义应力谱． 

3．2实验结果与计算 

3．2．1实验结果的处理 在上述环境谱和载荷谱下进行 

了5组(相当于外场0、5、10、20、30年)的预腐蚀疲劳试验， 

假设疲劳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基 ，对试验结果进行预处 

理(表 1)． 

基于谱载疲劳试验，总可以找到一当量载荷使得结构在 

该当量载荷作用下造成的损伤与谱载疲劳试验造成的损伤 

相等．出厂涂层失效年限取10年 J，大修后取5年． 

根 据表1分别求 出预腐蚀0、5、10、20、30年(a)的概 

Table 1 Data of pre—-corrosion and fatigue life tests 

Table 2 Results of calendar life under pre—-corrosion and fat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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