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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定飞机结构的疲劳寿命，应该在疲劳定寿的全部试验中施加载荷谱和对应的腐蚀环境，由于 

腐蚀环境的复杂性，工程上无法实施。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一般环境下疲劳定寿结论为基础，针对歼击 

机腐蚀环境特点及主要疲劳关键件和关键部位，建立了一整套综合考虑地面停放腐蚀和空中腐蚀疲劳影响的 

寿命修正方法及对应的试验与分析技术，对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和外场飞机的单机寿命监控有重要的工程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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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评定与监 

控方法 

1．1 总体思路 

评定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的疲劳寿命从严格 

的意义上讲，应该在疲劳定寿的全部试验，特别 

是决定性的全尺寸飞机结构疲劳试验中施加载荷 

谱和对应的腐蚀环境。而腐蚀环境又包括模拟地 

面停放的环境和与载荷谱同时施加的空中腐蚀环 

境谱。但是，对规模很大的全机结构施加这些环 

境，即使是其加速试验环境，在工程上都是无法 

实施的。 

一 般环境下的疲劳寿命已形成完整可靠的技 

术体系，一般环境下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技术也 

日趋成熟。采用一般环境下的飞机结构疲劳试验 

与分析所确定的一般环境下疲劳寿命结论可以作 

为腐蚀条件下疲劳寿命评定的重要前提。在此基 

础上，针对主要疲劳关键件和关键部位，建立起 

综合考虑地面停放腐蚀与空中腐蚀疲劳影响的寿 

命修正方法及对应的试验分析技术，通过修正一 

般环境下疲劳寿命结论来评定腐蚀条件下飞机结 

构的疲劳寿命，就是本文的总体思路。 

作者在从事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评 

定研究的开始，就曾提出了以一般环境下的疲劳 

定寿结论为基础 ，评定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疲劳 

寿命的技术框架 。近几年，虽然也发展了腐 

蚀条件下耐久性分析的方法，力图修正一般环境＼  

下的经济寿命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要使 

其付诸工程应用，尚需做进一步研究。因此，作 

者在结合型号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以一 

般环境下的疲劳定寿理论为基础，评定腐蚀条件 

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技术思想，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技术体系。 

1．2 主要技术途径 

(1)以一般环境(室温大气)下疲劳寿命 (首 

翻期、修理间隔与总寿命)定寿结论为基础，引入 

腐蚀影响系数，将腐蚀条件下的飞行小时数等损 

伤折算为当量的一般环境飞行小时数，而以其达 

到一般环境下疲劳寿命(首翻期、修理间隔与总寿 

命)作为评定和监控腐蚀条件下疲劳寿命(首翻 

期、修理间隔与总寿命)的准则。 

(2)在阐述严格确定腐蚀影响系数的试验方 

法基础上，对组成空中环境的各种介质成分的影 

响采用分离组合的处理方法。 

(3)针对歼击机空中环境为弱腐蚀环境的特 

点，对腐蚀影响系数的确定进行工程简化，建立以 

考虑地面环境影响为主的腐蚀条件下疲劳寿命(首 

翻期、修理间隔与总寿命)评定与监控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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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腐蚀条件下飞行小时数的等损伤当量折算 

以Ⅳ表示飞行小时数，以 表示地面停放时 

间。引入腐蚀影响系数 m，它综合反映了地面停 

放使结构疲劳品质下降和飞行中空中环境腐蚀疲 

劳使疲劳损伤加剧对疲劳寿命的影响。由于构件 

疲劳品质不同时，m值会发生变化，因此，m是 

地面停放时间 的函数，应写为m(T)。 

若飞机在给定时间间隔 AE= 一 一 中飞行 

了 △ 个飞行小时，则与 △ 损伤相当的当量一般 

环境飞行小时数为： 

AN | T； 

△ = ／I m(T)dT (1) 
j／ 一1 

如果 △ 取得较短(如 la)，可认为 △ 内m( ) 

变化较小，于是可将式(1)简化为： 

△ =AE．Imj (2) 

式中：m，为第 年的腐蚀影响系数，mi=m( )。 

1．4 腐蚀条件下疲劳寿命 (首翻期、修理间隔与 

总寿命)的评定与监控 

疲劳总寿命实质上是若干次修理问隔的组 

合，从开始使用到首翻(第一次进厂大修)的飞行 

小时数为首翻期，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修理间隔， 

从首翻出厂到第二次进厂大修间的飞行小时数为 

第二次修理间隔，以此类推，最后一次大修出厂 

到总寿命终结间的飞行小时数也可以．人为地称之 

为“最后一次修理间隔”(实际上，总寿命终结，飞 

机不再进行修理)。这样，引入腐蚀条件的影响， 

修正一般环境下疲劳寿命，得到腐蚀条件下疲劳 

寿命的过程，即可认为是针对每次修理间隔(飞 

行小时数)来进行的。 

(1)假定一般环境下的某一次修理间隔用 

表示，则当 

∑△ = (3) 
，=1 

时，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达到了对应的疲劳寿 

命修理问隔，其值为： 

Ⅳ￡=∑△ (4) 
=1 

第一次修理间隔 Ⅳc 即为腐蚀条件下飞机结 

构首翻期 ，而各次修理间隔之和(含最后一次大 

修至总寿命的飞行小时数间隔)即为腐蚀条件下 

飞机结构的总寿命。 

(2)在m( )曲线已知的前提下，对腐蚀条 

件下使用的每架飞机而言，可逐年统计其飞行小 

时数 △Ⅳ．，由式(1)或(2)算出对应的当量一般环 

境飞行小时数 △Ⅳ ，并逐年累加。当和值达到一 

般环境下首翻期 △Ⅳ二时，应安排首翻。首翻出厂 

后重复上述过程 ，当和值达到一般环境下第二次 

修理间隔(飞行小时数)时，应安排第二次进厂大 

修。以此类推⋯⋯，直至最后一次 △̂ 和值达到 
一 般环境下“最后一次修理间隔”时，腐蚀条件下 

飞机结构达到总寿命。这就是腐蚀条件下飞机结 

构疲劳寿命的监控方法。 

(3)在对一种型号飞机结构进行腐蚀条件下 

疲劳寿命评定时，通常要根据使用要求及实际使 

用情况给出年平均飞行小时数，此时，△ =△Ⅳ为 

常数，可由式 (1)或 (2)算出对应 的 △ ，按式 

(3)确定 值，而疲劳寿命(修理间隔)则为nAN。 

1．5 确定腐蚀影响系数 J，l( )的途径 

1．5．1 严格确定 m(T)的试验方法 

l'n(T)可用结构关键部位模拟件的疲劳试验确 

定。用Ⅳ0表示模拟件在使用载荷谱下一般环境 

疲劳试验所得的中值寿命，而用 表示在地面环 

境下放置时间 后，实施空中飞行的载荷／环境 

谱下的腐蚀疲劳试验所得 的中值寿命，则应 

有： 

m{：Ni／No s、) 

为建立 l,rt( )曲线，必须取若干组(q组)模 

拟件在地面环境下分别放置不同的时间 (J=1， 

2，⋯，q)，或在加速的地面环境谱下腐蚀到相当 

于地面环境下放置 时间，然后，进行空中环境 

下的谱载试验。同时进行一组模拟件在使用载荷 

谱和一般环境下的疲劳试验。在取得 q个 数据 

和 Ⅳ0后，可由式(5)算出m，，并由q组( ，m )数 

据拟合出m(T)曲线。 

1．5．2 空中环境腐蚀疲劳影响的分离化处理 

实现实际空中环境下的谱载试验十分困难， 

因此 ，采用上述严格方法确定 m( )，在工程上 

难以实施，同时，考虑到当空中环境介质成分的 

百分比变化时，能够采用同样的腐蚀疲劳基本试 

验数据，在确定 m( )时，对空中腐蚀环境包含 

的各种介质成分采用分离化处理方法。 

如果空中环境包含(i=1，2，⋯，P)共 P+1种 

介质成分，i=0表示干燥空气 ，每种成分所占百 

分比为Y 。引入地面停放 时问后，空中单一介 

质成分下的腐蚀疲劳影响系数： 

毛 =N ／No I、6、) 

式中：Ⅳ 为结构关键部位经地面停放 后在空中 

单一介质i和使用载荷谱下的腐蚀疲劳中值寿命。 

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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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y。 (7) 
i：0 

要确定指定停放时间 和空中介质成分 i对 

应的 关键 在 于 得 到 。确定 Ⅳ 有 2种方 

法： 

(1)用加速试验环境将材料试件进行预腐蚀 

处理到相当于地面停放 ，测定单一空中介质成 

分i下的S—N曲线，由Miner理论计算使用载荷 

谱下的寿命 Ⅳ 

(2)直接采用 1组关键部位模拟件，经加速 

试验环境预腐蚀到相当于地面停放 ，然后，在 

单一空中介质成分 i下进行使用载荷谱的腐蚀疲 

劳试验，测定中值寿命 J7v 

第一种方法适用性强，但需要有充分的数据 

积累，而这一点恰是目前国内外十分缺乏的。采 

用第二种方法虽然只适用于特定结构关键部位与 

指定的载荷谱，通用性差，但相对第一种方法试 

验工作量要小得多。 

显然， 与空 中介 质 成 分 与地 面 停 放 时 

间有关 ，它可用图 1所示的一族曲线描述。每条 

Ⅳl( )曲线均需由若干组( ，N )数据拟合而得 

到。 

N 

Ⅳll 

M(1 

图 1 Ni(7’)曲线 

2 针对歼击机使用情况的工程简化 

2．1 歼击机使用情况的特点 

歼击机使用情况有 2个主要特点： 

(1)对歼击机机体结构而言，造成疲劳损伤 

的主要载荷发生在飞行之中，而歼击机飞行的大 

部分时间处于高空。高空环境温度很低，湿度较 

小，SO 等酸性介质和盐分的含量均较小，因而 

属于弱腐蚀环境。即使考虑关键部位的局部环 

境，其腐蚀影响也相对较弱。 

(2)飞行时间与地面停放时间相 比较小。特 

别是对我国歼击机而言，飞行时间与地面停放时 

间的比值通常不到 1％ ～2％。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腐蚀环境对歼击机结 

构使用寿命的影响，有如下 2个特点： 

(1)地面停放腐蚀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空中 

腐蚀疲劳的影响相对较小。 

(2)不必深究空中环境与载荷的搭配关系， 

空中环境在全部载荷谱施加过程中，可以认为是 

不变的。 

2．2 空中弱腐蚀环境下的简化方法 

当空中环境各种介质成分的腐蚀影响均较弱 

时，可以认为各种介质成分 i对应的 ( )曲线 

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于是 ，可将 ( )曲线近似 

用下式描述： 

N =ki ) (8) 

对空中干燥空气成分(i=0)，取 ko=1，可将 

式(6)改写为： 

=( ／Not)(Not／No)=kit (9) 

式中：Ⅳ0 为地面停放 后在空中干燥空气环境下 

的疲劳寿命。 、％ 与 Ⅳ0在图 1中示出。 

当式(8)成立时，则有： 

晟 )／[ko )]：晟 

于是有： 

岛=kiC， (10) 

上式亦可由如下方法导出： 

岛=(N ／ 。)( 。／Ⅳ0)=C k (11) 

当式(8)成立时， 

c )／[ki 0)]：c， 

同样可得式(10)。 

式(10)表明，在空中弱环境下 ，地面停放腐 

蚀与空中环境腐蚀疲劳对寿命的影响可以分离。 

这就使确定腐蚀影响系数的试验工作大为简化。 

将式(10)代人式(7)，在空中弱环境下， 
p 

mt=q∑kiy (12) 

令空中环境腐蚀疲劳影响系数 
p 

∑kiy (13) 

于是，腐蚀影响系数m(T)可表示为： 

m(T)=C(T)K (14) 

m(T)曲线的测定变换为地面停放腐蚀修正系 

数曲线(c一 曲线)和空中腐蚀疲劳影响系数 

的测定 ，这在工程中可以实现 ，于是，为腐蚀条 

件下疲劳寿命评定工作的实施提供了重要 的基 

础 。 

在这种简化条件下，式(2)则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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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xN／q)／∑kiyi (15) 
= 0 

3 地面停放腐蚀修正系数曲线(C— 曲 

线)的研究 

3．1 地面停放年限 对应的腐蚀修正系数 C，的 

试验测定 

依据式(9)，C 可定义为： 

= ( )，／( )。 (16) 

式中：(N∞) 为指定疲劳关键部位经地面停放年限 

后 ，在室温大气环境和使用应力谱下的中值疲 

劳寿命；(Ⅳ 。)。为指定疲劳关键部位不经地面停 

放，在室温大气环境和使用应力谱下的中值疲劳 

寿命。 

为测定(Ⅳ∞)。，可采用指定疲劳关键部位模 

拟试件进行室温大气环境和使用应力谱下的成组 

疲劳试验 ，得到 1组疲劳寿命 ，v 。(i=1，2，⋯， 
m0 

m。)，中值寿命(Ⅳ∞)。=(_兀Ⅳ 。) 。 

为测定(Ⅳ∞) ，可采用 1组相同的模拟试件， 

先在加速试验环境谱下，进行相当于地面停放 

Ti／a的加速腐蚀试验，然后，在室温大气环境和 

使用应力谱下，进行成组疲 劳试验，得到疲 

劳寿命 (i=1，2，⋯，m，)，中值寿命 ( ) 
m - 

(rFv ) 。 

为测定 c— 曲线，需要选定若干个 ( = 

1，2，⋯， )，用( +1)组模拟试件，1组用于测定 

( )。， 组则分别加速腐蚀至相当于地面停放 

(口)后进行室温大气环境和使用应力谱下成组 

疲劳试验，测得 个(Ⅳ5。)，，从而获得 组(c ， 

)数据。 

3．2 C—T曲线表达式研究 

3．2．1 试验概况 

试验在 LF一65周浸箱中实施： 

腐蚀溶液：5％NaC1溶液，加少量稀 H SO ， 

使 PH=4—5； 

试验温度：(40±2)℃； 

湿度：RH=95％ ～100％； 

每个周期为 30 min，浸泡 7．5 min，溶液外时 

间22．5 min，用远红外灯照射试件 ，调节远红外 

灯位置与功率，使试件临近浸人溶液前被烘干。 

(1)选择 ××飞机机翼主梁模拟试件(见图 

2)和机翼四梁模拟试件(见图3)。 

(2)将机翼主梁试件分为 6组，各组试件的 

加速腐蚀时间分别为 0、5、10、28、56和 84 d。 

其中0 d表示不进行加速腐蚀。依据由当量折算 

法和腐蚀程度对比法确定的机翼主梁当量加速关 

系，分别对应着地面停放 0、10、20、56、112和 

168 a。 

(3)四梁试件分为 7组，加速腐蚀时间分别 

为 0、3、6、9．5、21、42和63 d，由当量折算法 

和腐蚀程度对 比法确定的机翼 四梁当量加速关 

系，分别对应着地面停放 0、13．1、26．2、41．5、 

91．6、183．3和 274．9 a。 

图2 主梁下凸缘螺栓孔模拟试件 

图 3 四梁耳片模拟试件 

(4)所有机翼主梁和四梁试件在加速腐蚀 

后，均进行室温大气环境下谱载疲劳试验。机翼 

主梁试件试验载荷谱采用 ×飞机疲劳载荷谱计算 

出的主梁下凸缘航后2孑L处各载荷状态 1g应力所 

构成的名义应力谱。机翼四梁试件试验载荷谱则 

采用按×x×飞机疲劳载荷谱计算出的四梁下耳片 

螺栓孑L处净截面的各载荷状态 1 g应力所构成的 

净截面名义应力谱。 

疲劳试验均在 MTS880—500KN疲劳试验机 

上进行，试验机由国防科工委第一检测中心定期 

标定 ，静载误差小于 5％0，动载误差小于 1％，载 

荷谱的施加由计算机自动控制。主梁试件试验频 

率为 1O Hz，四梁试件试验频率为 4 Hz。主梁试 

件直接夹持于试验机夹头，四梁试件通过 u形夹 

头和螺钉实施加载。所有试件均做至断裂，并记 

录总寿命。 

3．2．2 机翼主梁与四梁的(c ， )数据 

试验所得机翼主梁和四梁的寿命数据、各组试 

件的中值寿命及(G )数据分别列人表1和表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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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梁试件寿命及(GJ， )数据 

3．2．3 C— 变化规律的分析 

随着腐蚀时间 t及对应的地面停放时间 的 

增加，疲劳寿命的 C值会不断下降。但是，在开 

始阶段，随着蚀坑的形成和加深，寿命及 c值下 

降梯度较大；而当腐蚀一段时间后，由于多个蚀 

坑的形成、加深和汇合，最深蚀坑相对于腐蚀后 

表面的深度增加得越来越慢，因此，寿命和 c值 

下降梯度逐渐减小。表 1、2中的(C ， )数据证 

实了上述分析的正确性。 

3．2．4 C—T关系式的选取 

按上述变化规律，选择对应的函数关系，由 

表 1、2的数据拟合，选择拟合相关性最好(相关 

系数最接近于 1)的表达式作为 C— 关系式。按 

照这个思路，最终确定的C— 关系式为： 

C=I—aT (17) 

表3中给出了由表 1、2的(C ， )数据按式 

(17)进行拟合所得的 O／、 及相关 系数 r值。拟 

合时将式(17)变换为： 

ln(1一c)=lna+fllnT (18) 

由(C ， )数据进行线性 回归，确定 lna、卢 

及相关系数 r，再由O／=exp(1na)确定 O／取值。 

表 3 C— 曲线拟合 

3．3 不同载荷谱下 C—r曲线的通用性研究 

3．3．1 必要性与意义 

如前所述，C— 曲线的测定需要对若干组结 

构疲劳关键件的模拟试件进行加速试验环境下， 

相当于不同地面停放年限的预腐蚀，然后，完成该 

飞机型号的载荷谱下疲劳试验。需要较大的试验 

工作量、较多的经费与较长的周期。而对系列飞 

机而言，包含着结构与受力形式大体相同的若干 

种飞机型号。他们有相同的疲劳关键危险部位， 

载荷谱形式也比较接近，但载荷谱的区别和关键 

危险部位应力水平的差别依然存在。严格来说， 

在对系列飞机不同型号相同关键件进行腐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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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寿命评定时，应各自完成 c— 曲线测定的全部 

试验和分析工件；但从原理上分析，c— 曲线反映 

的是地面停放腐蚀对寿命的影响，而不是直接评 

定寿命 ，因而，在载荷谱相近的情况下，其疲劳关 

键件的 c— 曲线应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如果 

这种通用性得到检验，将使系列飞机的各种型号 

在腐蚀条件下的寿命评定时，只需进行过一种典 

型型号结构的C— 曲线测定即可，这无疑会大大 

减少工作量及经费、周期的投人，产生重要的工程 

应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3．3．2 技术途径 

采用相同的 XX系列飞机机翼四梁模拟试件， 

分别采用 XXXX和XXX飞机疲劳载荷谱，进行2次 

C— 曲线的测定试验。每次均完成3组试件在机 

翼四梁加速环境谱下相当于地面停放5、15、25 a 

的腐蚀试验；然后将 3组腐蚀后试件和另一组未 

腐蚀试件一起进行谱载下疲劳试验，取得每个试 

件的寿命数据。 

考虑到每组试件数仅在 5左右，用 2次试验 

各自拟合的 c— 曲线进行对 比，难以对 2条曲 

线的一致性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本文采用的 

方法是：在无腐蚀试件疲劳试验中适当控制应力 

水平，使 2次试验对应的无腐蚀试件中值寿命一 

致(无显著差异)，对应的安全寿命与 XX系列飞 

机的设计使用寿命基本匹配。在此基础上，对每 

种地面停放年限对应的 2种谱下成组寿命数据进 

行统计对比。如果均无显著差异，则可认为，不 

同指定地面停放年限所对应的2种型号关键件地 

面停放影响系数均相同，可视为来 自同一母体。 

于是，2种型号载荷谱下指定疲劳关键件的c— 

曲线具有通用性。 

3．3．3 试验概述 

(1)试件采用与第 3．2．1节中相同的 XX系 

列飞机机翼四梁关键危险部位——下耳片螺栓孔 

处的含防护涂层模拟试件。 

(2)加速试验环境谱下的预腐蚀试验，采用 

第 3．2．1节中测定 c— 曲线的疲劳关键部件加 

速试验环境谱，对3组试件通过周浸箱分别实施 

27．5、82．5 h和 137．5 h的加速试验，按照四梁 

当量加速关系，分别相当于地面停放 5、15、25 a。 

(3)将加速腐蚀时间相同的 1组试件分为 2 

部分，分别进行2种载荷谱下的疲劳试验。试验 

载荷谱用下式描述： 

尸 dr(1g)F 

式中：n 为过载；dr(1 g)为各载荷状态下 1 g应 

力；F为模拟试件孔所在横截面的净面积，其名 

义值为55 X20=1 10 mm‘。 

第一次试验采用 xxxx型飞机设计疲劳载荷 

谱，该谱以90．467飞行小时作为一个基本周期， 

包含16个任务剖面，115个飞行起落，7种载荷 

状态，1 458次载荷循环。由于非对称载荷状态 

的存在，实际上，是以 180．93飞行小时构成周 

期；并在此周期基础上增加两级大载，在 1、2、 

5、7、9和 11个基本周期后各增加 1次 7 g载荷， 

而在 1 1个基本周期后再加 1次 8 g高载。计算出 

各载荷状态的 1 g应力后 ，构成 XXXX飞机设计疲 

劳载荷谱下的四梁下耳片关键部位的应力谱。考 

虑到试件沿厚度方向应力均匀，而实际四梁下耳 

片沿厚度方向有相当大的应力梯度。为使中值寿 

命在无腐蚀条件下控制在 10 000飞行小时左右， 

对 (1g)引人了0．75的折减系数。 

第二次试验采用 XXX型飞机实测疲劳载荷 

谱，．该谱以83．7飞行小时作为一个基本周期，包 

含 15个任务剖面，114个飞行起落，7种载荷状 

态，1 228次载荷循环。由于非对称载荷状态的 

存在，实际上是以 167．4飞行小时构成周期。计 

算出各载荷状态的1g应力后构成 XXX型飞机实测 

疲劳载荷谱下的四梁耳片关键部位的应力谱。为 

使无腐蚀条件下中值寿命控制在 10 000飞行小时 

左右，对 (1g)引人了0．7的折减系数。 

第一、二次试验的四组试验所得各试件的疲 

劳总寿命数据分别见表 4和表 5。 

表4 第一次试验的疲劳寿命数据 

组号 t／h T／a  ̂飞行小时 

组号 t／h T／a  ̂飞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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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2种载荷谱下 C— 曲线的通用性分析 

3．3．4．1 相同地面停放时间对应的2种谱下寿命 

统计对比 

(1)寿命数据的统计处理 

2次试验 =0，1，2，3各组寿命数据的对数 

均值、标准差及中值寿命列人表6。 

表 6 寿命数据的统计处理 

ff．~／i型号 组号 r／a lg／(i％) S (̂『卯) ／飞行小时 

(2)未腐蚀试件寿命的统计对比 
F= s 0／s220= 1

． 395< 
． 05(4，6)=4．25 

2种谱下寿命方差无显著差异，并有 S。 = 

0．055 2。 

= 0．825 8 < t0
． 1(10)=1。372 2 

在较高显著度 Ot=0．2下，2种谱下寿命无显 

著差异，并有 互。 =4．009 6，( )。 =10 023飞行 

小时。 

(3)预腐蚀相当于地面停放 5 a试件寿命的 

统计对比 

F= s 1／ 1= 1．718<Fo
． 05(4，4)=6．39 

2种谱下寿命方差无显著差异，并有 S = 

0．073。 

￡：—  ：1．467 2< to
．05(8)：1．859 5 ／

1 1 

√ + 
在工程常用较高显著度 Ot=0．1下 ，2种谱下寿 

命无显著差异；并有 X—l~a----3．927 0，(Ⅳ50) =8 453 

飞行小时。 

(4)预腐蚀相当于地面停放 15 a试件寿命的 

统计对比 

F= s 2／s 2= 3．02< 
． 05(4，4)=6．39 

2种谱下寿命 方差无 显著差异，并有 S = 

0．052 5。 

￡： 兰2_ ：2．798 2< 。 (8)：2．896 5 

√ +一／／'22 

在工程允许的显著度 Ot=0．02下，2种谱下寿 

命无显著差异；并有 互 =3．848 5，(Ⅳ50) =7 055 

飞行小时。 

(5)预腐蚀相当于地面停放 25 a试件寿命的 

统计对比 

F= s 3／s 3= 6．61< Fo
． 05(4，3)=9．12 

2种谱下寿命方差无显 著差异，并有 S = 

0．102 6， 

￡=— =0．807 4<c0．1(7)=1．414 9 √ + 1 
在较高显著度 Ot=0．2下，2种谱下寿命无显 

著差异，并有 互3 =3．808 0，( )3 =6 427飞行 

小时。 

3．3．4．2 C— 曲线通用性分析 

统计对比结果表明，在无腐蚀试件 2种谱下 

寿命无显著差异的前提下，预腐蚀相当于不同地 

面停放年限的几种情况，所对应的 2种谱下寿命 

均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 c值无显著差异。因 

此，对 ×××与 ××××2种型号的同一个疲劳关键件 

而言，载荷谱的不同不会对指定地面停放年限所 

对应的腐蚀影响系数 C值产生显著影响，因而， 

也不会对 C— 曲线有明显影响。这就证明了系 

列飞机不同载荷谱下的 C— 曲线具有通用性。 

由 1种型号试验所得的 C— 曲线，可认为是系 

列飞机该关键件 c— 曲线的代表，可以直接应 

用于系列飞机的其他型号。 

4 确定空中环境腐蚀疲劳影响系数 的方 

法 

4．1 单一介质腐蚀疲劳影响系数 的测定 

依据式(11) 

K ( )／( )。 

式中：( )。为结构疲劳关键部位在室温大气环 

境和使用载荷谱下的中值寿命；(Ⅳ5。) 为结构疲劳 

关键部位在单一介质环境和使用载荷谱下的中值 

寿命( 1，2，⋯，P)。 

(Ⅳ5。) ( 0，1，2，⋯，P；“0”表示室温大气 ) 

可由2种方法确定：一是依据单一介质 环境下 

材料 s—N曲线和结构疲劳关键部位应力谱用 Ni— 

her理论算出；第二是用关键部位模拟试件进行 

单一介质 及使用载荷谱下的成组疲劳试验来测 

定。由于我国各种典型环境介质下结构材料 S—N 

曲线试验积累明显不足，所以，目前主要采用第 

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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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方法，即直接用模拟试件的单一介质 i及使 

用载荷谱下成组疲劳试验所得各试件疲劳寿命 

(k=1，2，⋯，m 表示试件序号)，而 
rai 

( )产(兀 ) 。 i 

4．2 K的确定 

如果空中环境谱由P+1种单一介质(i=0，1， 

2，⋯，P)组成，每种单一介质所 占百分比为 Y ， 

在用上述方法分别测出各单一介质下的空中腐蚀 

疲劳影响系数 k 后， 可由式(13)确定，即 
p 

= ∑kiy 
=0 

5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及其应用研究 

5．1 必要性和意义 

仔细分析第 2．2节针对歼击机(战斗机)特点 

对腐蚀条件下疲劳寿命评定方法的工程简化，即 

地面停放腐蚀与空中腐蚀疲劳的影响可以分离， 

其实质是略去了地面停放腐蚀与空中疲劳过程之 

间的相互作用。因此 ，工程简化方法的可靠性与 

准确性需要通过研究腐蚀 一疲劳交替作用是否可 

以忽略来保障。为此，本文设计了一种腐蚀 一疲 

劳交替试验，通过模拟试件交替试验寿命与按前 

述方法建立 C— 曲线后的计算寿命进行对比分 

析，检验忽略交替作用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起一种用交替试验结果修正 c— 曲线的方 

法。 

5．2 腐蚀 一疲劳的交替作用及交替试验 

5．2．1 腐蚀一疲劳交替作用的分析 

实际工作状态是地面停放腐蚀和空中疲劳的 

多次交替。空中疲劳会对地面停放环境引起的结 

构关键危险部位的腐蚀产生加剧或减弱的影响， 

这就是腐蚀 一疲劳的交替作用。从原理上分析， 

在疲劳裂纹形成阶段，即在宏观裂纹形成之前， 

疲劳的作用只是引起关键部位材料的损伤，不应 

对腐蚀损伤的发展起到明显作用。而在裂纹扩展 

阶段，宏观裂纹的发展会加速裂纹尖端材料的腐 

蚀过程，从腐蚀损伤对寿命的影响而言是不利 

的；但裂尖的腐蚀又会引起裂尖的钝化，这又会 

引起裂纹扩展速率的下降，从而对寿命有利。综 

合上述因素，交替作用的影响无法用分析方法判 

断，必须通过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予以研究。 

5．2．2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就是模拟飞机的实际工 

作状态 ，即腐蚀试验模拟飞机结构的地面停放腐 

蚀与疲劳试验模拟飞机结构的空中疲劳，并多次 

交替，通过试验寿命与计算寿命的比较，研究腐 

蚀 一疲劳交替作用的影响。 

由于真实模拟实际交替过程，实际上是无法 

实现的，因此，可实施的交替试验一般是预腐蚀 

相当于地面停放一定年限后进行疲劳试验，然后 

反复进行。又因预腐蚀由实验室加速腐蚀试验予 

以实现，加速腐蚀试验有一个稳定过程，所以， 

每个交替周期对应的地面停放年限不能太短，通 

常可取为3～5 a。 

5．3 ××系列飞机机翼主梁模拟试件交替试验与 

分析 

5．3．1 试验概述 

采用与第 3．2．1节相同的 XX飞机机翼主梁关 

键危险部位——下凸缘航后 2孔处的含防护涂层 

模拟试件。 

加速腐蚀试验采用第3．2．1节中XX飞机疲劳 

关键部位加速试验环境谱，由LF一65周浸箱实 

施 ，当量关 系为加速环境谱下 0．5 d相当于地面 

停放 1 a。 

疲劳试验采用 XXXX飞机设计疲劳载荷谱和 

各载荷状态下机翼主梁关键部位 lg应力构成的关 

键部位应力谱。考虑到试件与实际结构有一定区 

别，为使中值寿命在无腐蚀条件下控制在 10 000 

飞行小时左右，对 or(1g)引入了0．75的折减系 

数。 

为测定 C— 曲线，进行了0、5、l0和 15 d共 

4组预腐蚀试验(试件数分别为5、4、4和4)，然 

后在 Instron1332—100KN试验机上进行疲劳试验， 

试验载荷谱的施加由计算机自动控制 ，静载误差 

小于 1％，动载误差小于2％。试验在室温大气下 

进行，频率 8 Hz。试验寿命见表7。 

表 7 疲劳试验数据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以使用年限5 a为 1个 

周期，每年飞行小时数为 100，将 1组共 8件模拟 

试件在上述环境谱及试验装置条件下进行腐蚀 一 

疲劳交替试验。5 a地面停放相当于加速谱下预 

腐蚀 2．5 d，引人分散系数 4后 ，5 a飞行小时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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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从而交替试验的具体实施过程为：加速环境 

谱下2．5 d——谱载疲劳试验2 000飞行小时，直 

至试件断 裂。得 到 的试 验 寿命 分 别为 6 850、 

8 083 9 908 7 122 7 674、9 400 7 587 10 123 

飞行小时。 

5．3．2 试验结果的处理与计算 

假设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寿命服从对数正态 

分布，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的中值试验寿命为 

(Nc一，)5。． =8 259飞行小时。 

依据表 7所 示数 据，计 算 中值试 验 寿命 

(Ⅳ卯) ( =0，⋯，3)，腐蚀影响系数 cf=(Ⅳ5。)／ 

(Ⅳ卯)。( =1，⋯，3)。由(ci， )数据拟合出的 c— 

曲线为： 
C：1．0 —0．045 1T。· 

依据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的实施过程，采用 

上述 c— 曲线表达式 ，由第 2．2节方法将腐蚀 

条件下的使用寿命 △ 折算为一般环境的使用寿 

命△Ⅳ， ，计算结果见表8。在此基础上得到对应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过程的计算寿命为： 

(Nc一，)5。．c=8 606飞行小时 

表 8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过程 

对应的寿命折算数据 

5．3．3 比较分析与结论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偏差为：(8 606—8 259)／ 

8 259=4．2％，因此可以证实，腐蚀 一疲劳交替 

作用的影响很小 ，用第 2．2节的方法评定腐蚀条 

件下飞机结构的疲劳寿命是可行的。 

5．4 XX系列飞机机翼四梁模拟试件交替试验与 

分析 

5．4．1 试验概述 

采用与第3．2．1节相同的)。(飞机机翼四梁关键 

危险部位——下耳片螺栓孔处的含防护涂层模拟试 

件。 

加速腐蚀试验同样采用第 3．2．1节中的加速 

试验环境谱，但对四梁而言，其当量加速关系为 

加速环境谱下5．5 h相当于地面停放 1 a。 

疲劳试验采用 ×××型飞机实测疲劳载荷谱和 

各载荷状态下的 1g应力 o-(1g)构成的机翼四梁 

下耳片螺栓孔处的应力谱。为使无腐蚀条件下中 

值寿命控制在 10 000飞行小时左右 对 (1g)引 

入了0．7的折减系数。 

为测定 C— 曲线，进行了0、27．5、82．5和 

137．5 h共4组预腐蚀试验(试件数分别为7、5、5、 

和5)，然后在 MTS880—500KN试验机上进行疲 

劳试验，试验载荷谱的施加由Test StarlIs系统自 

动控制，静载误差小于 5％o，动载误差小于 1％， 

试验在室温大气环境下进行，频率为 6 Hz。试验 

寿命见表9。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以使用年限 5 a为 1周 

期，年均飞行小时数为 100，将 1组共 5件模拟 

试件在上述环境谱及试验装置条件下进行试验， 

实施加速环境谱下 27．5 h——谱载疲劳试验 2 000 

飞行小时的交替试验，直至试件断裂。试验寿命 

分别为 5 521、6 698、7 270、7 091和 8 593飞行 

小时。 

表9 疲劳试验数据 

5．4．2 试验结果的处理与计算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的中值试验寿命为 

(Nc～，) =6 964飞行小时。 

依据 表 9所 示数 据，计 算 中值 试验 寿命 

(Ⅳ卯) ( =0，⋯，3)，腐蚀影响系数 c，=(Ⅳ5。)『／ 

(Ⅳ卯)。( =0，⋯，3)。由(c ， )数据拟合出的c— 

曲线为： 

C= 1．0—0．153 3 ” 

依据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的实施过程，采用 

上述 c— 曲线表达式，由第 2．2节方法将腐蚀 

条件下的使用寿命△Ⅳ 折算为一般环境的使用寿 

命△Ⅳ ，计算结果见表 1O。在此基础上得到对 

应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过程的计算寿命为： 

(Nc一，) =7 278飞行小时 

表 10 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过程 

对应的寿命折算数据 

5．4．3 比较分析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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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偏差为：(7 278—6 954)／ 

6 954=4．51％，因此，同样可以证实，腐蚀 一疲 

劳交替作用的影响很小，用第 2．2节的方法评定 

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的疲劳寿命是可行的。 

5．5 C—r曲线的修正 

5．5．1 C—T曲线修正方法 

××系列飞机机翼主梁和四梁的腐蚀 一疲劳 

交替试验证明了第2．2节方法的可靠性与可行性。 

如果要求 C 曲线能充分考虑腐蚀 一疲劳交替 

过程的影响，当 C— 曲线的指数 值给定时， 

可以用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结果对 C— 曲线进 

行修正，即由 1组试件的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结 

果反推 C—T曲线的 Ot值。具体的修正方法为： 

给定 Ot值的初值，以一定步长改变 Ot值，按第 2．2 

节提出的理论方法及计算程序计算中值寿命，使 

之与腐蚀 一疲劳交替试验中值寿命相同，从而确 

定对应的Ot值。 

5．5．2 修正实例 

机翼主梁修正后的 =0．061 2，与修正前 

值(0．045 1)相比，偏差26％。 

机翼四梁修正后的Ot=0．170 1，与修正前 Ot 

值(O．153 3)相比，偏差 13％。 

6 结 论 

本文以常规疲劳定寿结论为基础，针对歼击机 

的环境特点，分离处理空中和地面腐蚀环境，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工程适用的考虑腐蚀环境修正常规 

疲劳寿命结论的方法 ，从而，完善了机体结构疲劳 

定寿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该方法理论基础可靠 ，方法简单适用。该方 

法已成功地应用于海军用 ××系列飞机的疲劳定 

寿，解决了海军用 ××系列飞机的寿命问题。该 

方法不仅解决了腐蚀条件下机体结构的疲劳定寿 

问题，同时，也为机体结构的13历寿命评定奠定 

了基础。目前，已用于 ××系列飞机 13历寿命评 

定之中。利用该方法 ，可对在不同地区使用的飞 

机进行 13历寿命和疲劳寿命的寿命监控，根据飞 

机的使用环境、飞行时间，逐架飞机确定其大修 

的时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歼、强机种使用寿 

命监控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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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SSESSING FATIGUE 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S 

UNDER CoRRoSIoN ENⅥ RoNM ENT 

Li Yuhai ， Liu W enting 

(1．Shenyang Aircraft Design&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 10035，China) 

(2．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load spectrum and the relevant corrosion environment should be applied together to assess 

the fatigue 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s．But the corrosion environment can not be applied in engineering on account 

of its complexity．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assessing fatigue life under normal en— 

vironment．a set of modified life method and the relevant test& analysis technical about corrosion environment of 

aircrafts and their fatigue key pans are found in this paper．The theory，which consider of corrosion environment 

on the ground and air corrosion fatigu e influence integration，is very valuable in engineering for assessing the fa— 

tigue life of aircraft structures and tracking fatigue life of the single aircraft which is serving in airforee． 

Key words：corrosion；aovl'osion fatigue；aircraft structures；accelerated environment spectrum； ass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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