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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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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蚀对飞机寿命和安全的影响日益显著，综合考虑腐蚀条件下结构的耐久性和损伤容限，将有助于减轻结构的 

重量，使结构符合检修一体化要求 ，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和经济性。本文给出了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综合 

设计与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分析模型。该模型以腐蚀条件下随机耐久性分析为基础，补充了概率损伤容限分析，最后利 

用该模型对一实际结构进行了腐蚀条件下耐久性和损伤容限的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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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al Analysis of Durability and Damage Tolerance of 

Aircraft Structural M embers under Corrosiv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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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eijing Institute ofAeronautical Materials，Be ng 100095，China； 

2．Solid Mechanics Research Center，Beijing University of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 ng 100083，China) 

Abstract：Corrosion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safety and life of aircrafts．It is important to synthetically analyze the durability 

and damage tolerance of aircraft structural members under corrosive condition．The synthetical analysis can help to lighten the 

structural members and improve the maneuverability and economical effieienc3r of aircrafts．In this paper，a synthetical design and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durability and damage tolerance of aircraft structural membe~ under corrosive condition was presented， 

and an analy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This model was based on the random analysis of durability under corrosive condition，and 

included probabilistie analysis of damage tolerance．Finally，the durability and damage tolerance of a practical aircraft structural 

member under corrosive condition was synthetically evaluated by means of this mode1． 

Key words：corrosion；durab ility；damage tolerance；economic maintenance；safety inspection 

0 引言 

随着飞机结构设计思想的发展，基于耐久性 

设计以确保使用寿命，基于损伤容限设计以确保 

安全的可靠性设计体系在我 国已基本建立 J。 

飞机结构单独采用耐久性设计 或损伤容限设 

计 ，而不考虑它们的内在联系将有可能影响结构 

的最优化设计 j。具体表现在造成结构重量的 

增加，影响飞机的机动性。检查和维修不能同时 

进行，影响飞机的经济性。为此，文献[3]针对 
一 般环境提出了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综合 

设计方法和分析模型。 

随着腐蚀问题的日益突出，在腐蚀环境下使 

用的飞机结构既受载荷作用，又受环境腐蚀作用 

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其裂纹的萌生和扩展速率 

都将提7葛。在腐蚀环境下，飞机结构的使用寿命 

评定采用以飞行小时数描述的使用寿命体系和使 

用年限描述的日历寿命体系。因此，针对腐蚀环 

境下使用的飞机结构，一般环境下的综合设计分 

析方法 再适用，必须建立腐蚀环境下耐久性／ 

损伤容限综合设计方法和分析模型。 

1 腐蚀条件下结构的综合设计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疲劳断裂界一直致力于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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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的断裂力学方法向小裂纹阶段延伸，应用断 

裂力学方法定量、统一地描述材料疲劳损伤从宏 

观裂纹萌生到宏观裂纹扩展的全过程。例如， 

NASA的 Newman教授与 AGARD九个国家 l3个 

试验室的有关专家及我国航材院吴学仁教授合 

作，对飞机结构材料疲劳小裂纹行为与寿命预测 

进行的研究 (1984—1994年)I4-5]；美国空军资 

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权威学者 Ritehie 

教授领导，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学术 

机构著名学者参加的，将小裂纹理论研究延伸到 

发动机结构材料高周疲劳领域的研究 (1996～ 

2002年)等。这些研究成果非常适合于飞机结 

构早期使用安全寿命设计思想。 

但目前的飞机结构设计体系 J，从寿命和 

安全两个完全不同的设计 目的出发，耐久性设计 

只需要研究小裂纹的扩展来确定经济维修周期 

而损伤容限设计则只需要研究漏检的相对长裂纹 

的扩展来确定安全检查间隔。若统一的描述耐久 

性和损伤容限反而会混淆飞机结构的设计思想。 

因此，综合设计的目的不是要融合结构的耐久性 

和损伤容限，而是要求综合考虑寿命与安全，以 

及检查与维修的要求，通过不断地改进设计，使 

结构在满足寿命和安全的基础之上，达到优化结 

构设计，减轻结构重量，减少进场维修次数的目 

的，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和经济性。考虑腐蚀环境 

的影响，综合设计的目标具体可以归纳如下： 

1)在允许的经济维修次数下，保证设计的 

结构在实际服役环境下的使用寿命和日历寿命均 

大于给定的目标使用寿命和日历寿命； 

2)保证结构的漏检裂纹在腐蚀环境下的扩 

展周期小于结构的安全检查间隔，确保安全； 

3)控制结构的应力水平，使结构在满足使 

用寿命、日历寿命和安全的条件下，通过优化分 

析，找到最轻的结构重量； 

4)通过对腐蚀环境下使用的飞机结构进行 

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同步分析，并考虑腐蚀影响的 

日历寿命，使结构满足符合检修一体化要求，给 

出结构最佳的检修方案。 

图 1为腐蚀环境下结构的耐久性／损伤容限 

综合设计分析流程图。结构的重量通过控制应力 

水平来实现。整个过程以结构重量的优化分析为 

核心，通过不断提高应力水平进行腐蚀条件下的 

耐久性、损伤容限分析和检修一体化分析，找到 

结构在腐蚀环境下满足飞行寿命、日历寿命、安 

全、并符合检修一体化要求的最高应力水平，得 

到结构最轻的重量。通过不断改进设计、增强腐 

蚀防护、特殊的加工处理等措施得到结构最轻的 

设计方案和最佳的检修方案。 

2 耐久性／损伤容限综合分析模型 

整个流程需要不断地提高应力水平对结构进 

行腐蚀环境下耐久性分析和损伤容限分析。这完 

全可以通过单独采用目前的分析方法而实现。但 

是，工程上常用的耐久性和损伤容限分析方法很 

多 j，而且不同的分析方法需要不同的试验数 

据为基础。因此，若能够有机地结合耐久性和损 

伤容限分析方法，建立腐蚀环境下耐久性／损伤 

容限综合分析模型，将会尽可能减少所需要的试 

验数据，并给设计分析人员带来便利，这样能够 

更好地体现综合设计的优势。 

目前对小裂纹在腐蚀条件下的扩展规律还缺 

乏系统和深入研究，无法将腐蚀环境下损伤容限 

分析方法扩展至耐久性研究。文献[8]建立了腐 

蚀环境下随机耐久性分析的 PFMA方法，文献 

[7]将一般环境下PFMA方法推广到了概率损伤 

容限分析。虽然该方法采用了裂纹扩展的经验拟 

合公式，但是由于该方法能够很好地体现耐久性 

设计思想，并且容易考虑加工质量等复杂因素对 

实际结构寿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PFMA方法 

是目前飞机结构耐久性分析和经济寿命预测最主 

要采用的方法。因此，综合分析模型将在该方法 

基础上，补充概率损伤容限分析。 

针对腐蚀环境影响的新特点，文献[8]增加 

以下几条假设： 

1)腐蚀环境下的结构疲劳质量分布函数与 
一 般环境下 EIFS分布形式相同。若采用三参数 

或双参数 Weibul1分布，则二者的形状参数相 

同； 

2)地面停放预腐蚀和空中飞行腐蚀疲劳相 

互独立，地面停放预腐蚀只影响结构疲劳质量分 

布函数的比例参数和随之而来的载荷作用下的裂 

纹扩展速率，不改变分布函数上限，而空中飞行 

腐蚀疲劳只影响载荷作用下的裂纹扩展速率； 

3)腐蚀环境下裂纹扩展速率可通过对一般 

环境下相同载荷的裂纹扩展速率修正得到； 

4)空中飞行环境的腐蚀影响通过构成空中 

环境的单一介质成分环境的腐蚀影响加权组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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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设计使用载荷谱 l 检修一体化分析 

选择关键件 

I 垄 垄 
改进设计 l l结构细节设计 — — ．．．．．．．．．．．．．．．．．．．．．．，． ．．．． ．．． !II!．。．．．．．．．．．一  

二  蚀防护 r_——— 

魏募 >  
符合 

I 结构应力分析 l 

是 

允许的最低应力水平 

增加应 
力水平 

腐蚀环境下耐久性，损 

伤容限综合分析 

经济寿命(包括 日历寿命 

和使用寿命)、维修周期 

否都符合要) 
＼ ／  

— 趸舌为狳  
、  力水 一一 

二 
结构 能承受 的 

最高应力水 平 

最轻重量 

是 

否 

f 检修次数分析l 十 

一  一 < 差 霍惹 

提高维 ． 土 ，提高检 

修周期 1分析不利于1查间隔 

增强腐蚀防护 ；对材料 

进行加工处理 ．如喷丸 
或孔挤压强化 。提高材 
料的裂纹萌生寿命 ：改 

进结构细节设计．降低 

结构 的局部应力水平 ： 

在允许的范围内提高经 
济修理极限8e或在一定 
范围内提高结构的许用 
裂纹超越数：重新选材 

强腐蚀防护 ：对材 

进行加工处理．提 
材料 的抗 开 裂 能 

：改 进结构 细节设 

降低 结构 的应 力 

平：提高结构可检 
和无 损检 测 的方 

：在许用的范围内 

低结 构的可靠度 

求：重新选材 

重新进行腐蚀环境 

下耐久 性和损伤容 
限分析 ．计算维修周 

期和检查间隔 

图1 腐蚀环境下综合设计与分析流程 

Fig．1 Flow chart of synthetical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ircraft structural members under corrosive condition 

到 ； 

5)在飞机结构的整个使用寿命域内，采用 

地面停放时间和空 中飞行时间统一的时间坐标 

系，并且地面停放预腐蚀在整个使用寿命域内是 

连续的；空中飞行时间按飞机年飞行使用强度逐 

年累积计算； 

6)腐蚀环境下可采用与一般环境下相同的 

裂纹扩展随机模型。 

2．1腐蚀环境下综合分析模型的裂纹扩展公式 
一 般环境下耐久性分析的 PFMA方法采用 

Lin和 Yang提出的裂纹扩展模型_2 J： 

da／dt=Q。[0(t)] (1) 

式中，Q。为一般环境下的裂纹扩展速率参数。 

根据假设 3)和 6)，并考虑腐蚀环境的影 

响和裂纹扩展的随机性，对上式进行修正，得到 

腐蚀环境下综合分析模型将采用的裂纹扩展公 

式 ： 

(da／dt)。=X。。 Q。(t)[0(t)] (2) 

式中，X 。 为腐蚀条件下的随机因子，是中值为 

1的随机变量；b为裂纹扩展指数，它的处理方 

法与一般环境相同。腐蚀环境下的裂纹扩展参数 

Q (t)是与应力水平、腐蚀环境和预腐蚀时间相 

关的变量，通过对 Q。的修正实现。根据假设 1) 

和 2)，得： 

Q =叼 Q。 (3) 

式中，一ri 为地面停放的预腐蚀影响系数，s 为 

空中飞：行的腐蚀影响系数，它们的确定办法见文 

献[9]。将式 (3)代人式 (2)中，即可得到腐 

蚀环境下的裂纹扩展速率公式为： 

(da／dt) =Xc。 '7 。Qoa (4) 

2．2 耐久性分析和经济寿命预测 

结构在未使用时的疲劳质量为一般环境下结 

构通用 EIFS分布，采用双参数 Weibull模型， 

为 ： 

F。 。 ( )=exp{一[! 若 ] ) (5) 
如图2所示，由于飞行时间的累积和腐蚀介 

质的作用，结构疲劳质量下降。飞机结构在使用 

时间t的疲劳质量，可用 t时刻当量缺陷尺寸的 

分布定：量描述。为了安全考虑和简化计算 ，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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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使载荷作用效果受腐蚀影响大一些，所以在 

分析中将飞机每年的飞行任务安排在年末E6 3。 

n e t,Flyin ime i⋯ 出 u l 
． J j J‘ 

图2 结构的疲劳质量 

Fig．2 Fatigue quality of the aircraft structural member 

根据假设 2)，结构使用 n年后，疲劳质量 

分布函数的形式仍可与一般环境下的EIFS分布 

形式相同： 

‰x)1~=exp卜【 r)(6) 
其中， 是经过 n年使用后，结构疲劳质 

量分布函数的上限。根据假设 2)，只有空中飞 

行的载荷作用才使裂纹不断扩展，使疲劳质量分 

布函数上限增大， 由裂纹扩展计算得到。 是 

形状参数，不随时间变化。( ) 是经过 n年使 

用后结构疲劳质量分布函数的比例参数，它由地 

面停放 预腐蚀决定 ：( ) =( )。(1一 

Bn )，参数由试验确定 j。 

根据任意时刻 t结构疲劳质量分布，可求得 

t时刻，应力区i的裂纹超越概率为： 

P(i，t)=p[a(t)>a。]=1一F (a。) (7) 

对于有 m个应力区的结构，若每个应力区 

含有的裂纹数为 ，使用时间 t后超过经济修理 

极限a 的细节平均数L(￡)和标准差 or(r)为： 

fL( )=ZN,p(i，t) 

{ (8) 【
orL(t)一 ∑Ⅳlp(i，t)[1-p(i， )]} 

给定可靠度 下结构的损伤度为： 

LR=L(t)+txRorL(t) (9) 

根据许用损伤度的要求，可计算出结构的使 

用寿命t ，并求出相应的日历寿命 。和飞行时 

间r 。将n 年裂纹尺寸的分布作为概率损伤容 

限分析中初始裂纹长度a 的分布。 

2．3 损伤容限分析与检查周期确定 

通常最高应力区裂纹的扩展对结构安全影响 

最大，因此，在损伤容限分析中只研究最高应力 

区裂纹的扩展。假设最高应力区一条初始长度为 

a。的裂纹，按下式进行随机扩展： 

(da／dt)。=X 。 '7 占 Q a (10) 

对上式进行积分，得： 

In(a／a0)= s Q J dt (11) 

即： 

n=aoexp(X 占 Q～J 叩gdt) (12) 

随机因子 X。。 的对数服从参数(0， 2 。 )的正 

态分布，则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Aoo,㈤  1 唧 (
一  ) (13) 

将 ： 。。 代入上式，可得一条 

8aQ J 叼gdt 

初始长度为 a。的裂纹，随机扩展时间丁后，裂 

纹长度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a I a。，r)： 

(ala0， )= 

e ㈠ n 
2丌 aln(a／ao) 

将其与临界裂纹尺寸分布相干涉，即可得该 

条裂纹随机扩展时间 r后，发生失稳扩展的概 

率 ： 

p= 。训 ( 凡)dacld0 (15) 

由于腐蚀的影响，临界裂纹尺寸 a 的分布 

与使用年限有关， (a I n)为预腐蚀 ／／,年后a。 

的分布。a。的长度应为一个随机变量，若其概 

率密度函数为 (a。)，则结构在使用 n年，飞 

行时间 r后，裂纹发生失稳扩展的概率为： 

P= ( ){ 口lao )[ ( )电】出) (16) 
结构相应的可靠度R ：1一P。 

确定检查间隔的初始裂纹是结构在出厂前可 

能存在的漏检裂纹。由于检查间隔关系到飞机的 

安全，如果初始裂纹 a。的长度取得偏小，可能 

造成计算的裂纹扩展寿命和安全检查周期过长， 

得到偏于危险的结果。而日历寿命 n 时刻对应 

的最大应力区裂纹分布情况最为严重，将它作为 

初始裂纹a。的分布，将得到偏于安全的结果。 

因此， (a。)可由耐久性分析得到： 

㈤ I n
e
：exp(II 『)(17) 

若最高应力区含有Ⅳm 个细节裂纹，采用串 

口0一售 百∞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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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模型得到整个结构的可靠度： 

R=R ax (18) 

计算不同时刻结构的可靠度 ，可建立结构的 

可靠度曲线。根据可靠度曲线可确定结构的安全 

检查周期。 

3 现有飞机结构分析举例 

某系列飞机是我国空军和海军主战机种，下 

面对该系列飞机结构受环境腐蚀影响最为严重的 

关键危险部位进行耐久性／损伤容限综合评定。 

3．1 基本的试验数据 。 

该部位的材料是 LC4铝合金，细节只有一 

个应力区，以 100架该系列飞机构成的机群为研 

究对象 最大应力为312．9 MPa，细节数为200， 

空中环境的腐蚀影响系数 。=1．017 786。 

未经预腐蚀的结构模拟件和经过加速预腐蚀 

的结构模拟件在一般环境条件下的耐久性试验 

(口，t)数据集，采用腐蚀环境下耐久性／损伤容 

限综合分析模型进行计算，得到数据如下表，由 

于试验件数较少 ，EIFS分布的形状参数Ot=4．0。 
一 般环境裂纹扩展速率与应力水平关系式： 

Q =3．658 1×10一m 2 

由表 1数据得到： 

( ) =4．798 37(1—0．075 873 9n ) 

(J9) =6978．24(1—0．005502n ) 

表 1 试验 数据 

Table 1 Test data 

地面停放预腐蚀影响系数 ： 

， 、 一 二 ： ! 墨Z ：：： ：： 
、 ，g 一 1

— 0．005 502 。 

3．2 腐蚀环境下结构的综合评定 

采用腐蚀环境下的耐久性／损伤容限综合分 

析模型对上述飞机结构进行了综合评定，给定可 

靠度 R=95％、年飞行强度 ．s( )分别为 50、80 

和 100 h／a，计算的裂纹超越数 和结构的安全 

可靠度P见图3、图4。根据图 3、图4，由结构 

许用的裂纹超越数[ ]和结构的可靠度要求 ，求 

得结构的日历寿命以及安全检查间隔 (a)，见 

表 2和表 3。 

若年飞行强度为 80 h／a，许用裂纹超越数 

[L]=1，可靠度要求 P：0．999，则对应的结构 

维修周期和检查间隔分别为 12 a和 16 a。若在允 

许的范围内许用裂纹超越数[ ]取 2，维修周期 

提高为 16 a，检查和维修能够很好的符合一体化 

要求。用飞行小时数表示的经济寿命和检查间隔 

可由它们乘以相应的年飞行强度S(j)得到。 

p 

t／a 

图3 裂纹超越数曲线 

Fig．3 Curve of crack transcendental number 

t／a 

图4 可靠度变化曲线 

Fig．4 CuⅣe of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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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历寿命 

Table 2 Calendar 1ife 

表3 安全检查间隔 

Table 3 Time interval of safety inspection 

4 结论 

1)给出了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耐久性／损 

伤容限综合设计与分析方法，通过对飞机结构进 

行腐蚀条件下耐久性和损伤容限的综合分析来达 

到减轻结构重量和实现检修一体化的要求； 

2)以腐蚀条件下随机耐久性分析为基础， 

建立了腐蚀条件下耐久性／损伤容限的综合分析 

模型，补充了概率损伤容限分析的内容； 

3)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 

综合设计与分析方法和腐蚀条件下耐久性／损伤 

容限的综合分析模型采用了统一的裂纹扩展公 

式，并且以耐久性分析的结果作为损伤容限的初 

始条件，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使需要的试验 

数据量减少； 

4)利用该模型对一实际结构进行了腐蚀条 

件下耐久性和损伤容限的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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