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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在军用和民用飞机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方法中，主要设计变量是按确定量来处理的而忽略了它们的随 

机性，即确定性方法。实际上，飞机结构的安全性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主要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不 

可忽视的随机特性。因此，更先进的设计思想是发展能综合考虑各种主要因素的随机性的结构设计方法，即结构 

概率分析与设计方法。概率设计方法已经逐渐成熟，并且开始用于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本文详细讨论了国外提 出 

的6种主流的概率设计方法，总结了它们的分析流程以及优缺点。本文最后指出了复合材料结构概率设计研究 

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开展飞机复合材料结构的概率设计方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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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stic Design M ethodology for Composite Aircraft Structure 

Chen Puhui，Xiao Shanshan 

(Key Laboratory of Fundamental Science for National Defense—Advanced Design Technology of Flight Vehicle，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Astronautics，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In current design methodologies for composite aircraft structures，design parameters are con— 

sidered as deterministic variables while their random are ignored．In fact，many parameters affect air— 

craft structures safety，and some of them have obvious random features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a probabilistic design methodology must be develop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main random 

variables．However，probabilistic design methodologies have been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used for com— 

posite structure design．Six popular probabilistic design methodologie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 and their 

benefit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are summarized．Finally，the issues to be adressed are recognized in the 

probabilistic design of composite structures，which provides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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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飞机 由于其结构的复杂性 以及飞行环境 

和载荷的随机性，出于安全和经济性的考虑，飞机 

结构需要具有耐久性、可靠性高、重量轻和成本低 

这些要求[1]。复合材料的使用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 

要求，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现代飞机结构设计中。 

但是，复合材料在制造过程中的特点决定了复合材 

料结构的性能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导致了复合材料 

飞机结构设计变量具有较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些设 

计变量包括纤维和基体材料的性能、纤维的含量、 

铺层方向以及铺层厚度等，还包括结构尺寸、边界 

条件、飞行载荷情况以及飞行环境等。仅由传统的 

安全系数来考虑结构性能的分散性，极易导致低效 

的结构设计。因此，需要采用概率设计方法来更合 

理地确定复合材料结构的可靠性，使结构的安全程 

度定量化。 

本文对 目前 国际上 6种主流的复合材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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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设计方法进行了评述，总结了每种方法的分 

析流程，并对各自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1 概率分析方法 

图1表示概率分析方法 ，基本步骤如下： 

(1)预测结构 在预期 的载荷下可能 的失效模 

式 ； 

(2)确定每个失效模式可接受的失效概率； 

(3)利用已有的分析方法确定在外加载荷情况 

下结构应力和结构强度； 

(4)确定随机设计变量对应力 和强度 的影 响 

(设计变量的统计性质)； 

(5)应用概率分析方法计算结构中确定部位的 

失效概率(可靠性评估)； 

(6)利用单个部位的失效概率计算结构的失效 

概率 。 

概率分析的基本方法：(1)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2)响应面法；(3)概率极限状态法； 

(4)最大可能点法。 

图 1 概率分析方法 

2 IPACS方法 

NASA刘易斯中心提出的复合材料结构综合 

概率评估方法(Integrated probabilistic assessment 

of composite structures，IPACS)E 刮可以有效、精 

确地确定复合材料结构性能的分布特性，评估复合 

材料结构设计。该方法考虑了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各 

个阶段的不确定性，包括组分、铺层、层压板以及结 

构等，并综合应用了细观和宏观复合材料力学、层 

压板理论、有限元方法和概率算法等_4]。在层压板 

和结构性能等初始变量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利用 

蒙特卡洛模拟方法估算概率分布 。但是 ，这种办法 

效率低并且成本很高。IPACS方法将改进的蒙特 

卡洛模拟方法和概率极限状态法相结合 ，并融入了 

快速概率积分的算法，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时间。 

2．1 计算流程 

图2表示IPACS方法的流程 ]。利用复合材 

料细观力学计算在铺层和层压板尺度下，初始变量 

的分布(步骤A和B)。利用层压板理论分析在层压 

板尺度下的材料性能的分布(步骤C)。选择设计变 

量的初始值，通过有限元分析结构性能(步骤D)。 

步骤E至步骤G，利用结构性能分析层压板(E)、铺 

层(F)和基体(G)的性能。最后利用快速概率积分 

的方法确定结构性能和初始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计算结构性能的累积分布函数。 

Component 

图 2 IPACS方法 的流程 图 

2．2 存在的问题 

IPACS的方法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能够有 

效地指导复合材料结构的设计，评估复合材料结构 

的可靠性。该方法还可以用于评估对复合材料结构 

性能敏感的设计变量，并计算这些敏感变量对复合 

材料结构性能的影响。但是IPACS的输入变量没 

有包括飞机结构在服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例 

如材料的退化和服役期间的可能遭受的损伤。由于 

复合材料的特点以及检测和维修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服役过程中出现的损伤可能会对飞机的结构强 

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3 安全水平方法 

安全水平 方法 的研 究始 于 1998年 ，由美 国 

NASA兰利研究中心授权研究[6 ]。安全水平方法 

考虑了制造缺陷、服役环境和冲击损伤等多方面因 

素对复合材料结构的影响，其中重点在于估算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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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概率 ，优化结构的检测间隔。 

3．1 计算方法 

安全水平(Level of safety，LOS)定义为失效 

概率(Probability of failure，PF)的余子。失效概率 

即为结构在受到损伤情况下，损伤尺寸大于临界损 

伤尺寸，且这个损伤未被检出的概率。安全水平方 

法Ⅲ假设在一次检测中只存在一个损伤，并且这个 

损伤不会随着时间变化(损伤不扩展假设)。PF是 

检测情况(损伤是否被检出)和损伤尺寸的联合概 

率函数。安全水平可表示为 

LOS一 1一 PF一 1一 P(A ≥ a ，C— O)(1) 

PF— I P(口)[1一P。(口)]d口 (2) 
J 

式中： 为损伤尺寸随机变量；a 表示结构的临界 

损伤尺寸；C表示损伤检测的两种情况，0表示损 

伤未被检出，1表示损伤被检出；P(n)表示实际发 

生损伤的概率密度函数；P。(n)表示损伤尺寸为n 

时的损伤检出概率 ，即损伤尺寸为a时，损伤被检 

出的条件概率密度函数。 

P(a)是未知的，可由贝叶斯 定理 利用 已有 的 

概率函数确定，即 

)一P~ T aS ／j d口 (3) 

式中P。(n)表示损伤检 出概率密度函数。安全水平 

可以表示为 

LOS=1一 [1_ n)3da dn 

(4) 

式(4)表示在结构 中只存在一个损伤时的安全 

水平 。但是在实际的飞机结构中，会同时出现不同 

类型的多个损伤。每一种损伤都有各自的检出概率 

分布，不同类型的损伤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又具有 

不同的安全水平值。假设所有的损伤都是独立的， 

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忽略，因此整个结构的安 

全水平是所有离散的安全水平值的乘积。最终的安 

全水平为 
N L NT 

I os一ⅡⅡ(1一PF。 )” (5) 
一 1 ； 1 

式中：Ⅳ 表示损伤位置的数 目；Ⅳn表示在位置i 

处的损伤类型的数目；nlj表示位置为i、损伤类型为 

的损伤数量的平均值。 

3．2 计算流程 

安全水平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功能，即评 

估已有结构的安全水平和基于安全水平的新结构 

设计 。图3为基本的流程图，对已有结构的安全 

水平的评估过程如下： 

(1)收集已有结构的损伤数据，如损伤尺寸、类 

型、数量和检测方法等。 

(2)根据统计数据，估计每种类型损伤的检出 

概率曲线。 

(3)利用步骤(1)和(2)的数据以及结构的损伤 

尺寸与剩余强度的函数关系，确定现役飞机结构的 

安全水平。该值可以作为新结构设计所允许的安全 

水平 。 

Start ofdesign process 

Probabilityoftota1 ．Pro

fo chflaw ffl aw iz f o ach size r ea s e r e 

e 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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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 c13．ncal aama~e size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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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飞机结构的安全水平方法设计流程 

利用安全水平方法设计新结构的步骤如下： 

(1)对于新结构，分析确定剩余强度与损伤尺 

寸和结构尺寸设计参数之间的函数关系。 

(2)根据已有的数据和预计的服役情况，估算 

损伤的检出概率密度P。( )和检出概率P。( )。 

(3)根据步骤(3)和(4)的数据，估算在给定的 

载荷下，结构尺寸与安全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 

(4)根据结构所允许的安全水平以及结构尺寸 

与安全水平的函数关系，确定结构的几何尺寸，使 

得所设计结构的安全水平等于或者大于所允许的 

安全水平。 

(5)收集结构在服役期间的损伤累积数据 。利 

用贝叶斯统计方法，对前面所估计的概率分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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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并根据新的概率分布重新估算结构的安全水 

平。如果新计算出的安全水平小于所允许的安全水 

平 ，可以通过减小检测间隔的方法将结构的安全水 

平提高到设计值。 

3．3 安全水平方法的优缺点 

在安全水平方法中几乎包含了飞机结构设计 

中的所有参数，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材料和结构布 

局。方法区别了损伤的检出概率P。(n)和发生概率 

P(a)，并利用贝叶斯统计方法验证在飞机设计中 

所预测 的损伤，减小结构在 服役期间的不确定性。 

安全水平方法还可用于比较采用不同的结构布局 

和材料 ，或是在不同的服役环境下飞机结构的相对 

安全性E ]。 

安全水平方法的缺点是只确定了在给定的时 

间、确定位置 ，单一损伤检测的安全水平 ，忽略了一 

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结构损伤随着时间的累积 

和增长、损伤位置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损伤之间的 

相互影响以及多个损伤的情况等。另外，该方法不 

能确定在经验数据有限的情况下，结构安全水平评 

估的可靠性。 

4 TsAGI方法 

俄罗斯联邦航空局流体力学研究中心(TsA— 

GI)提出了一种计算复合材料飞机结构可靠度的 

方法，即复合材料飞机结构的损伤容限的概率设计 

方法[2,93。该方法的主要 目标是在复合材料飞机结 

构设计的各个阶段，为设计师、工程师和分析人员 

提供一个 自动进行复合材料飞机结构的损伤容限 

可靠性分析的软件。经验表明，复合材料飞机结构 

产生灾难性破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制造过程未 

被检测出的损伤和服役期间由于意外冲击产生的 

损伤。这些损伤目视不易发现，因此为了达到高的 

结构强度，就需要应用损伤容限的原理预测损伤发 

生后复合材料结构的耐久性。 

4．1 计算方法 

复合材料飞机结构概率损伤容限设计分析方 

法利用蒙特卡洛数值模拟，结合结构在服役期间的 

应力状态，并考虑到各种随机载荷情况。在每一个 

时间间隔，比较结构的应力和材料的强度，如果在 

N次对载荷和剩余强度的模拟过程中发生了M 次 

失效，失效概率就定义为 

一 M／N (6) 

飞机结构存在很多设计载荷情况 ，为了简化分 

析 ，对于特定的结构只考虑一些关键设计载荷 。在 

时间t内结构的失效概率为 

一 1一 l l(1一 ) (7) 
一 1 

式中， 表示在第i次载荷下，结构中至少有一个 

分区发生失效的概率。如果在模拟的过程中，飞机 

寿命期内没有产生损伤，则元件的强度就没有退 

化，失效概率为 
r∞  

— I (z)F (x)dx (8) 
J 0 

式中：F (z)是在第i次载荷下，结构承受载荷能力 

(强度)的累积分布函数； 表示在时间t内，最 

大载荷的概率密度函数。如果F (z)与时间t无关， 

则F (z)和 。相互独立。如果有多个损伤，则采 

用蒙特卡洛模拟来确定结构的失效概率。如果没有 

损伤或只有一个损伤，可应用一种近似方法(失效 

的条件概率方程)来分析。采用这种方法对 Lear 

Fan 2100和SU一29的机翼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 

4．2 模拟过程 

图4表示TsAGI方法的基本模拟过程I9]，详细 

步骤如下 ： 

(1)从初始强度值(￡。一O)开始迭代，将制造缺 

陷看做是在t。一0时产生的服役损伤，每次迭代开 

始时随机选取一个初始的结构剩余强度值。 

(2)记录结构在服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类型的 

不同数量的损伤，记录损伤产生的时间t 。 

(3)如果结构在寿命期内没有制造缺陷和服役 

损伤，选取结构在设计载荷情况下，寿命期内的最 

大载荷值和当前的结构温度。根据结构的温度，对 

结构的剩余强度值进行修正，比较结构的强度和载 

荷情况。如果载荷大于结构的剩余强度，结构失效 

就记录为M=M+1。 

(4)如果产生损伤，结构的剩余强度会降低，计 

算t 时刻的剩余强度值。 

(5)选取在设计载荷情况下，时间间隔t 一 内 

／(。) 

图4 TsAGI方法的基本模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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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载荷和当前的结构温度。根据结构的温度， 

对剩余强度值进行修正，并与当前的结构载荷相比 

较。如果载荷超过结构的强度，结构失效就记录为 

M —M + 1。 

(6)在时刻t：，对结构进行检测和维修，结构的 

强度值恢复到一定的水平。 

重复上面的迭代过程，就可以多次模拟结构在寿 

命期内的载荷和强度情况，计算结构的失效概率。 

5 NGCAD方法 

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的商用飞机部提出了 

一 种失效概率的计算方法[1o-123，该方法结合了蒙特 

卡洛模拟方法和数值积分方法。通过对结构的典型 

位置进行详细的概率分析，得到这些位置的失效概 

率，再结合统计方法计算结构的失效概率。 

应用蒙特卡洛模拟计算失效概率时，考虑了突 

风、环境和缺陷等随机变量的影响，基本方程如下[1 
广 

PF— I／‘(5)G(s)ds (9) 
J 

式中：，(s)表示在随机选取的突风强度下，每次飞 

行的最大工作应力 的概率密度函数 ；G(s)表示 

在随机选取的环境和缺陷条件下，结构强度的累积 

分布函数 ；n 表示应力作用在结构上的范围。应用 

数值积分方法，计算所有模拟情况下的PF的平均 

值，作为结构元件或系统失效概率的估计值。 

5．1 分析过程 

图5所示为NGCAD概率分析方法的流程，包 

括设计过程、材料生产、制造过程和服役 4个部分。 

单次模拟的失效概率是最大的工作应力的概率密度 

函数和材料强度的累积分布函数相乘后的数值积 

分。通过对所有模拟情况下的失效概率取平均值来 

估计元件或系统的失效概率。详细的模拟过程如下： 

(1)根据飞机设计的使用要求，分析飞机的设 

计载荷，计算载荷的超越数曲线。然后估算出每次 

飞行的最大过载 的概率密度函数。将最大过载n 

的概率密度函数和突风载荷对结构的影响看做叠 

加的关系。应用过载系数来表示风载对载荷情况的 

影响。 

(2)估算材料许用值，并根据材料许用值确定 

材料的强度。建立结构的有限元模型，确定在使用 

载荷下的结构性能。反复进行有限元模拟，直到模 

拟结果可以满足结构的设计和制造的约束条件。根 

据有限元分析的结果确定基本参数。 

(3)在基本参数选取后，再根据材料许用值 A 

计算设计限制应力(Design limit stress，DLS)，使 

得最大过载 的值满足设计限制应力情况 ，如式 

(1O)所示。每次飞行的最大过载 可以通过比例 

因子转化为O'max的概率密度函数。 

⋯  ， 、 u K 一 1o) 
^ ‘ u ＼ ▲ l ⋯ u  K ， 

在蒙特卡洛模拟中考虑热应力的影响，根据设计限 

制应力，计算工作应力的概率密度函数fJ， (y)( 

表示蒙特卡洛模拟的次数， 表示结构元件)。 

(4)在不同的失效模式下，需要足够的测试数据 

图5 NGCAD概率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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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相关材料性能的统计分布。依据基本参数估 

算不同失效模式下的材料强度。在确定的失效模式 

下，选择对材料强度有影响的制造缺陷进行分析。材 

料强度折减因子需考虑制造缺陷和服役损伤。 

(5)温度和吸湿容易导致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 

退化，因此要考虑服役环境的影响。如果最大过载 

n 发生在所有的温度范围内，则蒙特卡洛模拟就 

需要计算所有的温度范围内的平均失效概率。 

(6)可根据任务剖面图，分析结构每个分区的 

温度随着时问的分布 ，采用有 限元模拟得到温度应 

力。根据部件的温度和吸湿情况以及服役寿命，计 

算出吸湿随着时间的分布。根据吸湿相对时间的分 

布和温度应力，就可以计算出由于环境引起的强度 

降低。考虑关键部位的强度分布密度函数、温度和 

吸湿的影响以及制造和服役因素，计算时计及所有 

影响因素的强度分布g，．x( )。 

(7)根据工作应力概率密度函数和强度分布， 

建立应力一强度干涉模型，由式(11)计算蒙特卡洛 

模拟的元件的失效概率PF ， 。进行多次蒙特卡洛 

模拟后，由式(12)估算元件的平均失效概率。 

PF，
． 
( )一 

广o。 广 厂o。 _1 

1一l I I gJ， (x)dX I／ ．K(y)dY 
J一∞ LJ y J 

一 1，⋯ ，N ；K 一 1，⋯ ，M (11) 

N 

∑(PF，，K kt,／)) 0， ) 
一

PFK(t，)一 盟 —  

K 一 1，⋯ 。M  (12) 

(8)假设单个元件失效均会导致结构失效，不 

考虑载荷的再分配。由式(13)可计算出结构的失效 

概率 
M 

—

PF(t )一1一Ⅱ[1一一PFK(tJ)] (13) 
K 一 1 

由于结构的温度和湿度是随时间变化的量，并 

且存在未检测出的损伤，因此单次飞行的失效概率 

会随着时间变化。 

(9)最后得到的结构失效概率是单次飞行的失 

效概率P ，式(14)给出了结构在整个寿命期内的 

失效概率P 
K 

Ps一1一Ⅱ(1一Psvi) (14) 
1 

式中，K表示设计寿命内的总的飞行次数。 

5．2 TsAGI和NGCAD方法的比较 

TsAGI方法和NGCAD方法的模拟过程很类 

似，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NGCAD方法考虑了实际 

应用 中可能出现的情况。NGCAD方法对 TsAGI 

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它们有着相似的优缺点。 

优点主要有： 

(1)NGCAD概率设计方法利用了MONTE程 

序来预测复合材料结构的失效概率，与蒙特卡洛模 

拟的结果符合得很好，并且可用于蒙特卡洛模拟结 

果不可信的小失效概率区域。 

(2)综合利用了概率方法和其他相关的理论预 

测结构的失效概率。蒙特卡洛方法和数值积分方法 

相结合能够精确估算小的失效概率。 

两个方法的缺点有 ： 

(1)由于飞机结构可接受的失效概率很小，很 

难确定数据量对最终的失效概率的影响程度，因此 

结构概率分析方法仅在数据量大的情况下可以得 

到精确的结果。 

(2)没有考虑飞机结构的载荷再分配对失效概 

率的影响。 

相对 于 TsAGI的方法 ，NGCAD的方法没 有 

考虑损伤检出概率对结构可靠度的影响。这一简化 

使得结构的设计和失效概率的评估结果相对保守， 

会增加结构重量 。此外，NGCAD方法未考虑材料 

强度、结构载荷和单次飞行估算结果的可靠度等随 

机变量，并对其中的一些随机变量进行了简化，未 

考虑所有设计变量对失效概率的影响。从 图 4的 

TsAGI方法的模拟过程可知，TsAGI方法对一个 

寿命期内的失效概率进行多次模拟和分析，而NG— 

CAD方法对一个寿命期内的失效概率只进行了一 

次分析，显然TsAGI的方法更加准确，但是计算量 

庞大，计算耗时。 

6 累积冲击损伤容限分析方法 

Northrop公司提出了一种计算结构冲击损伤 

容限可靠度的方法[1 ]。该方法考虑了冲击事件的 

随机性，将冲击能量视为一种随机变量，估计复合 

材料结构在给定的冲击威胁下的可靠度。 

6．1 随机变量 

该方法中所涉及的主要随机变量如下： 

(1)工作应力，即结构在使用载荷作用下各元 

件中产生的应力； 

(2)许用应力，它反映了结构的承载能力，对于 

遭受冲击的复合材料结构而言，许用应力即为冲击 

后压缩剩余强度； 

(3)冲击威胁，模拟结构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可 

能遭受到的各种不同能量水平的随机冲击情况。 

6．2 计算方法 

采用可靠性分析方法估算复合材料结构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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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冲击威胁下的可靠度 引。影响结构可靠性的 

主要 因素包括 ： 

(1)无损层压板的强度分布。 

(2)带损伤层压板的强度分布。该分布包括了 

损伤尺寸、形状和位置分布以及冲击后剩余强度的 

分布。 

(3)结构在服役期间受到冲击损伤的可能性或 

冲击威胁的概率。 

可靠性分析方法如图6所示。图6(a)表示冲击 

后剩余强度和冲击能量之间的关系，即在不同的冲 

击能量下的剩余强度的分布；图6(b)是用双参数 

的Weibul1分布来描述强度 的分布，冲击威胁分布 

也采用Weibul1分布来描述；图6(c)表示将冲击后 

剩余强度和冲击威胁相结合，确定在给定的外载荷 

情况下的冲击损伤容限的强度可靠度。由于飞机结 

构所遇到的冲击威胁概率依赖于结构位置和冲击 

源，根据冲击损伤分析的需要，对飞机的结构进行 

分区。 

。、．。 
‘ 

Applied strain 

(c)Reliability 

Impact energy 

(b)Impact threat distribution 

图 6 累积冲击损伤容 限可靠性评估方法 

P(e)为给定的外加应变下，结构的存活率。 

P(e)的值依赖于冲击能量和冲击后剩余强度分布 

以及各种冲击参数。在给定的冲击威胁下，冲击能 

量E发生的概率定义为P(E)。冲击后结构的可靠 

度为P(e)和P(E)在冲击能量范围内的积分，即 

R(￡)一I户(e)P(E)dE (15) 

6．3 小 结 

对复合材料结构的冲击后剩余强度的分析预 

测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即检测结构损伤和预测剩余 

强度。在损伤检测的过程中，用数学方法模拟损伤 

阻抗 、冲击历程 ，预测损伤的类型、尺寸以及损伤扩 

展。结构内部冲击损伤的分析预测包括复杂的三维 

应力分析、多失效模式的失效准则的定义。需要考 

虑的变量包括冲击速度、质量、形状和力学性能、冲 

击的角度和位置、被冲击物的力学性能和支持条 

件。由于复合材料损伤的类型复杂并且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因此很难精确预测损伤。 

目前的结构损伤预测和结构失效概率的分析 

都是基于经验数据，这些数据不适用于新的材料和 

新的制造工艺。复合材料结构累积冲击损伤容限可 

靠性设计方法可以分别确定对结构的损伤阻抗、损 

伤容限以及可靠度敏感的设计变量，分析这些变量 

共同作用下结构的冲击响应。对原有的损伤容限评 

估模型进行改进 ，增加对制造工艺的评估 ，可减小 

对经验数据的依赖 。 

现有的数据对结构的设计变量统计分析和冲 

击后结构强度分布的分析依然不足。复合材料结构 

的冲击损伤是结构强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构 

的强度还与其他的因素有关，如材料的退化、疲劳 

损伤等。因此，仅用冲击损伤来考虑结构的强度是 

不够的，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以及这些 

因素对结构的共同作用来评估结构的可靠度。 

7 复合材料结构概率符合性验证方法 

空客公司提出了复合材料结构静强度／疲劳／ 

损伤容限的概率符合性验证方法I1 ，该方法已用 

于结构的符合性验证。其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 

(1)根据所选的损伤检测方法确定结构服役期 

间的检测间隔； 

(2)确定含 目视 可见损 伤 (Visible impact 

damage，VID)的结构所能承受的载荷水平K× 

(K× 指的是限制载荷的倍数)； 

(3)在载荷水平K×LL进行静力试验，验证在 

所确定的检测计划下，结构的失效风险是可接受 

的 。 

7．1 概率符合性方法的原理 

概率方法的目的是要证明检测计划能够保证 

在下列情况下是可接受 的(小于足够小的概率 

值)[1 ：即载荷具有 ×LL水平，同时存在漏检 

的意外冲击损伤使结构强度降低到K× L载荷水 

平。对主结构出现灾难性破坏的情况，这一组合的 

概率水平必须特别小 (根据 ACJ 25 1309，概率≤ 

10_。。／fh，fh表示飞行小时)；对非关键零件，可以接 

受更高的概率水平。除了冰雹冲击以外，认为事件 

“载荷具有K× 水平”和事件“漏检的意外冲击 

损伤使结构强度降低到K×LL载荷水平”的发生 

是相互独立的，则应证实 

口苟lI 扫啪芑一 g_l苗0 叮占 ∞吕 工rn 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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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载荷(K× ×概率漏检损伤( × ≤ 10 ／fh 

(16) 

7．2 计算过程 

令P 表示结构在单次飞行(或单位飞行小时) 

中受到的冲击威胁概率；P 表示结构载荷大于结 

构损伤后的剩余强度的概率；P 表示结构损伤的 

检出概率，需要分别统计针对结构的各种检测方法 

的P 曲线。由式(16)，为了保证结构的服役安全 

性 ，在结构的检测周期内必须满足 

P ×P × (1一P dat)≤ 10-9／fh (17) 

显然，式中P ×(1一Pd )表示事件“漏检的意 

外冲击损伤使结构强度降低到K×L 载荷水平” 

发生的概率。具体的计算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损伤检出概率(P dat) 

对于含 VID损伤的结构 (从 目视勉强可见冲 

击损伤(Barely visible impact damage，BVID)到 

临界 损 伤 门槛 值 (Critical damage threshold， 

CDT)，假设地面巡检对VID损伤的检出概率为0， 

则只考虑两种检测方法，分别是一般 目视检测 

(General visual inspection，GVI)和详细 目视检测 

(Detailed visual inspection，DET)。分别进行数据 

统计来确定GVI和DET两种检测方法的检出概率 

(P如 )一凹坑深度( )曲线。 

(2)结构的冲击威胁分布(P ) 

复合材料结构的验证需要确定用于极限载荷 

的实际可能的冲击能量截止值。保守的假设是设置 

在9o 概率时的能量水平(B基准)，也就是说，实 

际可能的能量截止值是按这样的方式选择的：在飞 

机寿命结束时，其中不超过1O％的飞机受到的冲击 

能量等于或高于这一截止值。对相应于更严重损伤 

情况、并可能无法符合极限载荷条款的1O ，只需 

证实其符合规定的安全水平。 

(3)载荷大于剩余强度的概率(P ) 

结构的冲击后压缩剩余强度与冲击源、损伤尺 

寸等多种因素有关。首先确定结构的剩余强度曲 

线，即剩余强度与损伤面积的函数关系。 

在结构的剩余强度曲线确定后，计算结构载荷 

大于剩余强度的概率P 。对于民用飞机，计算时主 

要考虑突风载荷发生的概率 ： 

①对应于限制载荷的静载荷发生的概率为 

P 一P(￡>ELL)=2×10 ／fh； 

②对应于极限载荷的静载荷发生的概率为 

尸 一P(e>￡uL)=1×10～／fh。 

限制载荷和极限载荷之间的静载荷的发生次 

数的概率用对数线性分布来描述，因此静载荷发生 

的概率随载荷均匀变化(对数线性)。假设lg(P ) 

与剩余强度 商 的线性关系如下： 

lgP 一lg[P(￡>￡ 山 1)]=n×( idual／ELL)4- 

6===a×k4-b (18) 

式中，定义是： -／￡LL，n与b为待定常数。注意， 

这里的参数k，其含义是结构的剩余强度与限制载 

荷之比。式(18)的意义是结构遇到的超过其剩余强 

度水平( ．)的外载荷的概率。 

(4)给定能量水平下结构的失效概率 

图7给出了在给定的冲击能量下结构失效概 

率的计算流程： 

①根据冲击威胁的概率曲线，选取冲击能量E； 

②根据冲击能量与凹坑深度的函数关系确定 

给定的冲击能量下结构的凹坑深度 ； 

③根据所选定的检测方法，确定对应于凹坑深 

度的损伤检出概率； 

④根据冲击能量与损伤尺寸之间的函数关系， 

确定损伤尺寸Sa； 

⑤根据损伤尺寸与剩余强度的函数关系，确定 

结构的剩余强度； 

⑧依据结构载荷大于剩余强度的概率曲线，确 

定载荷大于剩余强度的概率； 

⑦计算给定冲击能量下结构的失效概率 

P ( esiduaI(E))X(1一P (E))×AP (E) (19) 

(5)结构的检测间隔 

假设结构总的飞行时间是 Ⅳ 个飞行小时 ，检 

测间隔为m个飞行小时，仅考虑第J个冲击源所导 

致的失效，则飞机寿命结束前最后 1 h结构的损伤 

发生概率为 

N／m 

[-1一 (1一△P ) ](1一P dat) (2o) 
一 1 

结构 的失效概率为 

￡2 N／m 

PfaIlu ===∑{P ×∑ ×AP ×[1一Pat]卜 } 
E E 1 、 i 1 

(21) 

结构的总的失效概率等于不同冲击源所引起 

的失效概率的总合 。检测间隔必须使得总的失效概 

率小于或等于规定的失效风险(一般为10～／fh，也 

可能针对安全关键件取更低的概率值)。 

(6)载荷因子 K 

载荷 因子 K-l叼定义为 由规定的失效概率 

(1O ／fh)所确定的含VID结构应能承受的载荷水 

平(剩余强度要求)与限制载荷之比，而结构应能承 

受的载荷水平为限制载荷水平到设计极限载荷水 

平，因此 K的范围为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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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probability 

General viSUal I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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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给定冲击能量下结构失效概率的计算流程 

在损伤容限验证中，由于对结构引入了VID 

损伤，则结构中一定存在未被检出的损伤(故意漏 

检)。那么冲击威胁概率P 、， 。和损伤未检出概率 

1一尸 ，v。。都为 1。假定结构满足设计要求，即含 

VID结构的剩余承载能力大于或等于K×L 载荷 

水平。从概率的角度讲，也就是说该结构的失效概 

率小于或等于规定的失效概率(1O ／fh)。如果试 

验成功，则证实了采用所选的检测方法与所确定的 

检测计划，结构的失效风险是可接受的。假设结构 

的失效概率评估结果为P 从概率的观点出发， 

含 VID静力 试验 验证 件 的失 效概 率应 满足 

Pfailufe．v1D=Pfailu 则有 

尸rat
．vID= Pfail (22) 

即结构遇到超过与剩余强度水平(cv 。)相当的外载 

荷的概率等于结构的失效概率。 

图8给出了K值的具体的确定方法。将整个 

P _￡r商dual曲线按因子l／r／进行平移，将P 一 duaI曲 

线上对应于P 的点 平移到含VID结构的剩余 

强度对应的位置(即图8点B)，以保证式(22)成立。 

相当于设计极限载荷水平e 的实际载荷的发 

生概率P 一1×10一／fh，即 点。找出平移后的曲 

线上相应的点B ，将此点对应的载荷定义为虚构的 

设计极限载荷，用 表示。因此，为了满足1O ／ 

2 

12．9 ．D 

—

l0gP +3．9 

—

10g Pf．1+3．9 

8．6 

图8 K值的确定方法 

fh的失效 目标，由平移后的曲线可知，在损伤容限 

验证时需施加的最大载荷水平不应超过e 。据此 

就可以确定载荷因子K，步骤如下： 

①由P ：10 抖 。及P 一尸faiJ 可得 点的 

k 为 

五 一 

则 点的￡一为 

e = × e乩 一 二 x ￡L 

又B点的 =evTD：==五vID×￡LL，则l／r／为 

1／7一 ／ === 

②A 点的eU 一1．5￡L ，则B 点的￡ 为 

e ～ 等 = 
￡LL 

则载荷因子K 为 

12．9五vm 

—

logP~．il + 3．9 × 

一 三 一 ： 生 
一  

cLL — logPf il⋯ + 3．9 

7．3 与确定性方法的比较 

确定性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分析与试验的基 

础上来证实： 

(1)含有任何不超过与检测计划相关的可检性 

门槛值损伤(BVID)的结构对于极限设计载荷具有 

正的裕度 ； 

(2)含有任何 大的 VID损伤 的结构对 于限制 

载荷具有正 的裕度。 

概率方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证实如下情况来 

保证结构的安全：检查大纲，应使得K×LL的载荷 

水平的发生与存在使结构强度低于K×LL水平的 

O  7  

9  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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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检意外损伤的组合是可接受的，即该组合必须是 

极不可能的(其概率小于10～／fh)。 

(1)在确定性方法中，对极限载荷(静强度要 

求)采用了高的能量截止值，而在概率方法中则根 

据概率损伤容限评定方法的原理，采用了较低的能 

量水平。Boeing公司所采用的确定性方法，在设置 

检测间隔时没有考虑损伤的发生概率(冲击威胁)， 

比概率方法保守，结构重量代价高。 

(2)在确定性方法中，限制载荷分析时没有给 

出冲击能量水平的上限，考虑的能量水平直到损伤 

易检(即最小易检损伤MinRDD)为止；而在概率方 

法 中，则依据冲击威胁概率为 10 ／fh来设置限制 

载荷分析时的冲击能量水平上限。 

(3)在确定性方法中，检测间隔是依据定性的 

分级方法来设定的，它的推导是基于结构的承载能 

力以及意外损伤和服役环境对结构性能影响的使 

用经验；而在概率方法中，最大检测间隔则是根据 

损伤和载荷发生概率导出的。 

8 结 论 

通过对6种主流概率分析方法的讨论，可以发 

现概率方法具有如下的优点： 

(1)能够评估设计风险和结构的可靠度。 

(2)能够预测结构设计中的高风险范围。考虑 

了极端环境情况对结构强度的影响。根据结构的设 

计变量和有限元分析，确定结构中的危险区域。在 

结构设计、制造和服役检测中将这些区域作为重 

点，降低结构的失效概率。 

(3)能够确定设计变量对结构可靠度的敏感性。 

通过概率分析，确定不同的设计变量对结构可靠度 

的敏感性。将敏感性变量作为结构设计的重点，而忽 

略对结构设计影响很小的变量，减少设计工作量。 

(4)提供了对各种设计方案进行比较的方法， 

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结构设计方案的可靠度，指出具 

有较大差别的部位和设计特征。可以加深对结构性 

能的理解并改进结构设计。 

(5)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保守设计。传统的结 

构设计方法只是考虑了各种设计因素中最极端的 

情况，包括最极端的温度和吸湿情况、未检测到的 

最严重的损伤以及采用较低的设计许用值。这种方 

法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结构设计保守，增加结构的 

重量。 

(6)能够确定最优的检测间隔。概率方法使用 

了参数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结构的检测和维修方案。 

这些参数包括初始缺陷尺寸、载荷谱和损伤检出概 

率等 。 

概率设计方法在应用中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解 

决的问题 ： 

(1)统计数据。概率方法的应用依赖于经验统 

计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材料性能、飞行载荷以及服 

役过程中的损伤等。数据量越大，失效概率的计算 

越精确。但是在工程实际中，能提供的数据是有限 

的，至今还无法确定数据量的大小对于失效概率结 

果的影响程度 。 

(2)计算问题。目前的方法大多是从蒙特卡洛 

方法发展而来的。蒙特卡洛方法需要对结构进行多 

次模拟，计算量很大、耗时。虽然目前的方法对蒙特 

卡洛模拟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并结合了其他的计算 

方法，例如数值积分等，但是结构失效概率的计算 

耗时还是很多。 

(3)概率分布的统计假设问题。利用统计数据 

估计设计变量的概率分布时，由于小概率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很低，而统计数据有限，通常运用外推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造成变量的概率分布的尾区和实 

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结构的失效概率很小 

时，变量分布尾区很小的差异，对最后的结果都会 

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不可信。 

(4)结构的失效模式。对结构的失效概率的分 

析首先要识别结构所有的失效模式。由于飞机结构 

复杂，失效模式是串并联反复运用的复杂网络体 

系。目前多数的概率分析方法对结构的失效模式只 

是运用了简单的串联体系，没有考虑到载荷在结构 

上的再分配。 

概率分析方法的应用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践知 

识，还需要统计和概率论的知识作为指导。由于各 

种方法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对同一结构的概率评估 

结果是有差别的，在时间和硬件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要尽量保证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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