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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飞机结构疲劳问题的重要性，特别结合军用标准规范对飞机结构疲劳设计要求的变化勾画飞机结构疲 

劳设计思想演变的情况；着重论述工程实际中常用的疲劳寿命分析方法，论述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的作用意义、试验载 

荷谱、试验实施的有关环节，概要介绍在飞机构件寿命分析与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方面所做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并就疲 

劳研究的发展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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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标中对飞机结构的疲劳设计要求及其发 

展 

1．1 飞机结构的疲劳会影响飞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 

经济性 

飞机结构疲劳问题从飞机发展初期就已开始出 

现。众所公认，Wright(Wilbur and Orville brothers)于 

1903年 12月 17日驾驶自己研制的“飞行者 1号”成功 

进行了首次可操纵的有动力飞行，成为飞机的发明者。 

2003年，全世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航空百年纪念活 

动。但少有人知，早在 1903年 Wright兄弟就曾因螺旋 

桨轴疲劳裂纹而推迟过首次飞行。1902年夏，Wright 

兄弟的新滑翔机试飞就大获成功，同年冬，在技工泰勒 

帮助下，造出了4缸 12马力的发动机，若不是螺旋桨 

轴疲劳裂纹问题，也许飞机发明的纪念13会是另外一 

天。 

因疲劳断裂问题而成为飞行史上经典的空难事 

故，当推英国“彗星号”飞机。在 1954年 1月 10日和4 

月8日相继发生两起压力座舱裂纹，造成机体爆炸解 

体，死亡56人。由此可看出疲劳裂纹对飞行安全的重 

大影响。 

关于飞机结构疲劳影响飞行安全的全面情况，曾 

有一份统计资料较能说明问题⋯。据约 1980年的统 

计，仅到 1982年有纪录可查的、与疲劳有关的严重飞 

行事故次数，总的发生在固定翼飞机上有1 466起， 

2 240X死亡；旋翼机事故 419起，死亡 379人。虽然 

这些数据不完全，但足以说明疲劳对安全性的重要影 

响。中国空军 20世纪7O年代在某机场发生的歼教五 

飞机空中解体事故，就是因机翼的大梁螺栓孔疲劳裂 

纹造成的，这也是引起中国航空界及空军重视疲劳问 

题研究的经典事例。 

事实上，更多的疲劳裂纹并未造成事故，但却严重 

地影响了正常的飞行训练，影响部队战斗力。因为结 

构件查出疲劳裂纹而使大批飞机停飞的事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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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大降低了飞机的战备完好率，影响装备可靠性。 

因疲劳裂纹而需要对飞机结构进行复杂的检查、探伤、 

维修，会使得飞机的维护费用、日常运行费用大大增 

加，使飞机的经济性变差。特别是，可能因少数飞机 

的个别部件裂纹不可修理，而使大批飞机提前退役，更 

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1．2 从军标要求的变化看飞机结构疲劳研究的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利用退役 

的大批旧飞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飞机结构的疲劳问 

题研究。在大量疲劳试验的基础上，对疲劳寿命的分 

散性有了较深认识，确立了“安全寿命”设计方法，将 

寿命可靠性纳入飞机结构设计规范，从而结束了结构 

设计只考虑静强度要求的历史。 

上世纪进入 6o年代以后，美国对疲劳研究给予 

了极高的重视，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疲劳研 

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美空军几次更新了军用飞机的结 

构设计规范。从这些规范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可看 

出飞机结构疲劳研究发展的简单概况。 

1960年 6月美国颁布的军标 Mil—A一8860(ASG)系 

列，将“可靠性要求、重复载荷和疲劳”列为一个专门 

分册(8866)，规定了各种不同类型军用飞机机动载荷 

系数的重复频次，及部件地面疲劳试验的要求；指出在 

试验和分析中应对制造相同的结构考虑其疲劳寿命的 

“概率分散系数”，并规定这一系数不得小于 2。这一 

规范完全采用了“安全寿命”设计思想。 

然而，完全按该规范设计的F一111飞机，在 1969年 

的一次飞行训练中，在远低于设计载荷的情况下，发生 

机翼断裂事故，其飞行小时也远低于安全寿命。事后 

检查发现，疲劳源是机翼接头上的一个锻造缺陷。这 
一 事故大大促进了对含缺陷(裂纹)构件疲劳行为的 

研究，使断裂力学迅速发展成熟并得到应用。 

1971年美空军修改了8860系列，使其成为 Mil—A一 

8860A(UsAF)。该规范仍以安全寿命为主要设计思 

想，但对关键受力构件，强调破损安全设计原则，要求 

对其进行损伤容限分析。关于分散系数的行文也有了 

较大变动，改用了设计疲劳分散系数概念，并指出，这 
一 系数用以考虑那些经受的载荷谱比设计载荷谱更严 

重、而疲劳寿命比试验件寿命更短的机队飞机。并规 

定设计疲劳分散系数的最小值应为 4。很明显，这里 

的分散系数，包括了前一规范中的寿命概率分散，还 

包括实际载荷谱有可能更严重这一因素(针对此我们 

后来提出采用“谱差异系数”的概念_1 驯)。修改后的 

8867A还规定应进行全机疲劳试验。从这些方面可以 

看出，对疲劳可靠性的要求是越加严格了。并且，破损 

安全设计、损伤容限分析的要求，也弥补了“安全寿命” 

并不安全这一重大缺点。 

安全寿命设计思想的另一重大缺点是，若严格按 

照安全寿命规定，则机群中的所有飞机在远未达到平 

均寿命之前就必须全部退役(即使只有极少数会真正 

到寿)。显然这不利于发挥现有装备潜力，浪费极大。 

因此，上世纪 70年代中期，美国空军对有关军用规范 

作了较重大修改，实现了设计思想的重大转变。首先 

是将损伤容限思想完善化，制定专门规范 Mil—A一82n．n．n．． 

(UsAF)，于 1974年 7月颁布。然后于 1975年 8月颁 

布 MIL-A一8866B和 8867B，取 代原 来 的 8866A与 

8867A。 

83444．的损伤容限要求，承认飞机结构中可能存 

在缺陷(裂纹)，为了保证安全必须假定在关键部位有 

这类缺陷，且规定初始缺陷的尺寸。结构被分为破损 

安全和裂纹缓慢扩展两大类。对于无法设计成破损安 

全类型的主承力结构，必须保证初始裂纹缓慢扩展至 

临界裂纹前被检查出，而不会危及飞行安全(即安全扩 

展期大于 2倍检查周期)。若是不可检部位，则安全扩 

展期应大于使用寿命。这一转变对飞机的定寿、维修 

与寿命管理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要求，裂纹检测、监 

控成为寿命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修改后的 8866B完全抛弃了安全寿命概念，规定 

改为，飞机结构应设计成在设计载荷谱／环境谱的作用 

下经济寿命大于设计使用寿命。采用经济寿命概念有 

两个要点，一是可以对裂纹件进行修理加强；二是当 

(裂纹)损伤大量发生，修理费用太大而变得不经济 

时，即认为到寿。修改后的 8867B要求，在生产型飞 

机首次交付使用之前应完成两倍寿命期的耐久性试 

验。 

美空军 1972年 9月还颁布了MIL-STD一1530(飞机 

结构完整性大纲)，加强了部队管理的内容，要求在至 

少 10％～20％ 的使用飞机上安装仪器，以测试各种飞 

行参数，监控飞行载荷。该规范于 1975年 12月修改 

为 MIL-STD一1530A，特别强调耐久性要求，以保证飞机 

合理的经济寿命。相继出版了五分册的参考性文件 

《耐久性设计手册》，提出一整套耐久性设计技术。这 

套方法以当量初始缺陷尺寸(equivalent initial flaw size， 

EI )及其分布来表征结构的初始疲劳质量，以裂纹 

超出某一长度的概率来定量衡量疲劳损伤，较为系统 

地解决了广布疲劳损伤随机扩展的复杂问题，并把修 

理费用与裂纹超出概率联系起来，形成了全寿命分析 

管理，使飞机结构设计思想更加科学、完善。 

1987年美军将 Mil—A一8860B更新为 8860C，并于 

1993年进行了再次修订；而MIL-STD一1530于 1996年转 

化为 MIIM-IDBK一1530，2002年两次修订成为 MIL-HD— 

BK一1530B。1985年，美空军对飞机结构又制定了新的 

“飞机结构通用规范”，即 Mil—A一87221(UsAF)。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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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后经修订于 1998年 l0月由美国国防部颁布为空海 

军通用的结构规范 JSSG-2006。这一系列的标准规范 

使飞机结构寿命管理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我国的现行国军标 GJB 67—85系列(军用飞机强 

度和刚度规范)，大致对应美军标 Mil．A．8860A系列； 

相应于美标 Nil．A．83444与 MIL-STD．1530，我们有 GJB 

776—89(军用飞机损伤容限要求)及 GJB 775—89(军 

用飞机结构完整性大纲 飞机要求)。基本思想仍以安 

全寿命为主，辅之以损伤容限分析，给出关键结构部 

位的检修周期与方法，以保证安全。虽然我国也制订 

了相应于 Nil．A．87221(USAV)的军标 GJB 2876—97，但 

基本未贯彻执行。我国第二代军用飞机设计时都没有 

对疲劳寿命的要求(当时还没有军用规范)，但飞机服 

役后从七五开始逐渐“补课”，现已基本上按照 GJB 

67—85系列完成了定寿工作；军标颁布以后设计的飞 

机，尤其是第三代新机，研制过程中均按现行 GJB 67— 

85系列要求，进行寿命分析与全机疲劳试验。我国在 

飞机结构疲劳寿命(包括设计、研究、管理)方面，与国 

外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设计与管理的观念转 

变还在逐渐变化之中。近期，我国正在考虑对军标 

GJB 67系列及 GJB 775进行修订，以贯彻耐久性设计 

思想，保证飞机经济寿命满足需求。 

2 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分别大致 

对应安全寿命与损伤容限结构设计思想。 

2．1 裂纹形成寿命分析方法 

2．1．1 应力一寿命法 (名义应力法，s一Ⅳ曲线法) 

应力一寿命法比较适宜于分析低应力幅(弹性)长 

寿命的问题。这一方法提出较早，应用起来方便简 

单，己积累了大量的 ．s一Ⅳ曲线数据。名义应力法 

中，做 ．s一Ⅳ曲线的疲劳试验最为费时费钱，因为不 

同的构件应力集中情况(K。)，s—J7v曲线都不相同，另 

外疲劳试验的分散性较大，需要很多试件才能得出 

P一 ．s一Ⅳ曲线。 

直接利用构件试验得到的原始 ．s一Ⅳ曲线，估算 

的寿命与实际差别很大，因而又产生对 ．s一Ⅳ曲线的 

各种不同修正办法。既使利用修正的 s—J7v曲线，寿 

命估算结果往往仍然有系统的偏差。 

考虑系统偏差的修正，就产生了相对 Miner法则， 

就是在按 Miner线性法则累积损伤时，认为到寿时的 

判据并不一定为∑d ：1，而是∑d =Q，其中Q 

视不同结构形式、材料、谱形在0．5～4之间取值，且往 

往要根据试验结果来确定。这也就是“类比法”。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_2J，即使采用相对 Miner法 

则及修正的 ．s一Ⅳ曲线，对多种不同载荷谱下的疲劳 

寿命作估算时，应力一寿命法对各种不同谱下寿命的 

相对关系预测精度仍不理想。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名 

义应力法采用由常幅疲劳试验得到的 S—J7v曲线，没 

有考虑变幅载荷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为了以某种方式 

把变幅作用影响考虑进去，提出一种“当量 ．s一Ⅳ曲 

线法”_3 J。其基本思路是，不做试样的常幅 ．s一Ⅳ曲线 

试验，而采用与关键部位结构形式和受力相同的模拟 

试件，在两组不同的变幅谱下做疲劳试验。根据这两 

组试验结果，导出一条适用于变幅谱的当量 ．s一Ⅳ 曲 

线。然后可用这条当量曲线预测其他谱下的疲劳寿 

命。研究结果_3 表明，用当量 ．s一Ⅳ曲线能显著改善 

应力寿命法对各种变幅谱下裂纹形成寿命的预测精 

度。 

2．1．2 应变寿命法(￡一Ⅳ法，局部应力一应变法) 

由于 ．s一Ⅳ曲线法不能考虑局部塑性效应，而疲 

劳裂纹又总是在高应力集中局部区域有塑性变形，因 

而要改善寿命预测精度，就应当合理地考虑塑性变形。 

应变寿命法正是考虑局部弹塑性响应的方法。 

应变寿命分析步骤与名义应力法大致类似，主要 

区别有两点。其一，为了考虑弹塑性影响，需要得到材 

料的弹塑性循环应力一应变曲线，这是稳态的材料循 

环本构关系。 

第二点是不做 ．s一Ⅳ曲线试验，而是在应变(位 

移)控制下做应变一寿命曲线，试件不必模拟构件几何 

形状而采用光滑试件。这样大量不同的应力集中 K 

(kf)情况，只需做出一次(实质上是材料)的 ￡一Ⅳ曲 

线，就可估算寿命。与名义应力法 ．s一Ⅳ曲线相比较， 

这已经可节省大量疲劳试验的时间与经费。 

应力集中的影响在求解局部弹塑性应力一应变中 

反映进去。当然，材料的循环应力一应变曲线与应变 
一 寿命曲线，一般都由疲劳试验得出，也需做很多试样 

试验，仍较为费时费钱。 

在对大量材料进行了试验研究之后，Maroon提出 

了四点关联法，可由材料的静力试验数据导出应变一 

寿命公式中的各个参数。这样只剩下循环应力一应变 

曲线还要做材料疲劳试验。在分析材料的循环响应与 

单调加载响应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之后认为，两者的差 

别主要在应变历史方面。若能采用适当的弹塑性本构 

关系，并考虑应变历史的影响，就应当能从材料的基本 

力学参数再现其循环应力一应变响应。在多年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导出组合硬化模型的弹塑性应力一应变 

本构方程 ]，然后进行了大量计算研究，提出用“计算 

模拟法”获得材料的循环应力一应变曲线 j。联合采 

用“计算模拟法”与“四点关联法”，基本上可以从材料 

的静力参数出发，不做材料疲劳试验，来估算出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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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寿命。这使得应变寿命方法有了更广阔的应用前 

景。应用这一方法成功地进行了飞机机翼主梁的疲劳 

寿命分析 J。 

2．1．3 能量法 

最初提出能量法也是为了克服 Js一Ⅳ曲线不能考 

虑弹塑性变形。能量法用于疲劳问题，刚开始主要是 

考虑弹塑性应变滞回能，以能量一寿命曲线代替其他 

寿命曲线 J。用应变滞回能可以区别处理应力与应变 

不同的集中系数，并综合考虑它们对疲劳损伤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应用于高温部件(发动机)的弹塑性 

及蠕变问题分析，从“应变范围划分法”发展出“应变能 

范围划分法”。逐渐地，能量法又从单纯地考虑应变能 

的思路拓展开来，基于热力学定律，从更广泛的能量转 

换、损伤演化过程来考察(疲劳)损伤与寿命的关系。 

有的从连续损伤力学的观点来看待疲劳耗散能，有的 

基于能量原理，开展了疲劳损伤监测的热象图研究，也 

有一些进展。对能量法有兴趣者，可参阅有关参考文 

献 。 

2．1．4 应力场 强法 

应力场强法是我国疲劳研究人员独创的疲劳寿命 

分析方法 。它从研究构件缺口部位应力分布出 

发，提出一个辨证地处理缺口的局部和整体状况的参 

数(应力场强)来反映缺口件受载的严重程度，并认为 

该应力场强是疲劳裂纹形成的控制参数。姚卫星教 

授_3̈用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一些复杂疲劳现象，如弯 

曲与扭转疲劳极限的差别、复合疲劳极限、疲劳缺口系 

数与尺寸系数等。用于寿命分析的场强寿命曲线也采 

用光滑试件得出，分析步骤与前述各法大致类似，场强 

参数的计算比直接用应力、应变要麻烦些。 

2．2 裂纹扩展寿命分析方法 

裂纹扩展分析以断裂力学理论为基础 ，主要为损 

伤容限设计所采用。但应指出，分析时若初始裂纹定 

得很小(微观或细观裂纹)，而临界裂纹长度又定义在 

工程可检裂纹尺寸以下，则这类分析结果给出的寿命 

也可以是工程上的“安全寿命”。 

裂纹扩展分析与裂纹形成寿命分析方法的共同点 

是，首先都需要确定出关键部位及其名义应力谱。其 

后的步骤有很大差别。裂纹扩展分析要根据构件局部 

几何、裂纹形式、受载方式，将名义应力转换为断裂力 

学特征参数(应力强度因子 K、AK或．，积分、△．，)。 

最关键的一步是要采用一种符合裂纹扩展实际情 

况的扩展模型。 

现有的扩展模型很多，从大的方面来说，可分为 

非交互作用型(不考虑各载荷循环间的相互作用)及迟 

滞类模型(包括加速、延迟效应)。非交互作用类模型 

非常简单，可以解析积分求解裂纹扩展量，一般在粗 

算时采用。最著名且应用最广泛的有 Paris公式、 

Walker与 Fonnan公式。因为各种迟滞交互作用模型 

也都是在这些公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这些公式 

成为十分经典的模型。 

由于非交互作用模型无法顾及载荷循环间十分明 

显的影响，寿命估算结果大多十分保守。要求精度较 

高时多采用各种迟滞类模型。研究表明_l 引，Wheeler 

迟滞模型虽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其对迟滞指数 m值过 

于敏感，极易过份夸大迟滞效应，需谨慎使用或最好不 

用。基于残余塑性区概念，Willenborg．Chang模型对寿 

命的估算比较接近实际。何庆芝教授提出的模型进一 

步考虑了塑性区内的应力松弛，对变幅谱载下裂纹扩 

展寿命的估算又有改善，是很有应用前景的模型。近 

几年在研究薄板裂纹扩展时，采用“交互作用区”概念， 

改进了一些迟滞模型，使之可以更好地模拟单个超载 

后裂纹扩展迟滞的细节 ；更进一步，基于有效应力 

强度因子概念，导出一个新的交互作用模型 』，既可 

以考虑超载后迟滞效应，又能考虑反向超载后加速效 

应，非常适合在随机谱载下逐个循环计算裂纹扩展寿 

命[ 。 

基于裂纹闭合(或张开)概念的各种模型也很有发 

展前途。美国 Newman、荷兰的 deKoning及法国的 

Baudin都报告过不同的裂纹闭合模型及计算分析程 

序。但是当前对裂纹闭合的准确定义、精确测量及简 

单模拟还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好。以实验数据拟合为 

基础的闭合模型，需要较多复杂的试脸得出一系列参 

数，而对实验数据的解释又可能意见不大相同。New． 

inan采用有限元模拟裂纹闭合的方法，计算量仍太大， 

不能为一般工程应用所接受。经过更多细致深入的研 

究，结合有效应力强度因子概念，适用工程应用的闭 

合模型研究近年也有所发展_32 J。 

3 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 

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的最直接目的，当然是得到 

或验证结构的疲劳寿命。此外，它还起到一些重要作 

用，使其与理论分析一样构成疲劳研究的重要手段之 
一

。 两者不可偏废，而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全尺 

寸结构疲劳试验的下述作用往往是其他方法无法取代 

的。 

(1)充分暴露薄弱环节，静强度应力分析与试验 

往往发现不了疲劳薄弱处。 

(2)考察载荷谱的真实代表性。只有能再现外场 

故障的试验载荷才真实。 

(3)验证结构的损伤容限特性。损伤出现后，力 

在结构内的重新分布转移，元件与部件试验都不能模 

拟，只有全尺寸结构试验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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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检查、修理的周期与方法(规程)，并在 

疲劳试验中验证。 

(5)有些结构与材料(如复合材料)，在当前技术 

水平下疲劳寿命根本无法计算，而唯有试验才能作为 

依据。 

(6)通过疲劳试验延寿。如美国 F-15、F-16等飞 

机，在 20世纪 70年代设计时，目标寿命定为 4 000飞 

行小时，实际上经过疲劳试验及一些有关措施，20世 

纪 80年代这类飞机均延寿至 8 000飞行小时。 

3．1 疲劳试验载荷谱的编制 

代表全机载荷的是“重心过载谱”，它反映作用在 

飞机上的总载荷的大小、级别、频次、顺序等多方面因 

素。要编谱首先要了解掌握飞机使用情况，其次要进 

行(短期)空测试飞，必要时还要进行长期的飞行载荷 

监控，拿到飞行测试与监控数据后，还需要进行大量的 

数据处理，才能编制“重心过载谱”。 

在重心过载谱编制方法上，根据战斗机的机动载 

荷特点，在统计分析基础上，提出以动作为基础的飞一 

续一飞载荷谱编制方法  ̈引，根据综合大纲和规范化 

的动作来编制飞一飞谱。其中，在动作规范化时不仅 

考虑了重心过载，还同时考虑各飞行状态的确定，能更 

真实地计算力的分布。 

在飞行载荷监控方面，充分利用飞机上飞行参数 

记录系统得到的数据，进行持续多年的载荷监控 J， 

调查了这些记录架次的飞行科目，为战斗机载荷谱编 

制积累了大量数据。在处理飞参载荷数据过程中，考 

察了飞机机动疲劳载荷谱的几种常用表征方法的不 

足，用图论研究方法重点论述了疲劳载荷状态转移的 

Markov频次矩阵，阐述了它作为一幅欧拉图邻接矩阵 

的重要特性，论证了Markov频次矩阵是更适合描述疲 

劳载荷的一种表征方法 J。在研究国际上战斗机疲 

劳评定标准谱(fatigue load standard for fighter aircraft， 

FAISTAFF)后，对其进行改进，取消其中人为的“插 

入”与“跳越”两种过渡模式，使整个谱自然连接，一气 

呵成 16,27]。 

还对不同编谱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以考虑编谱 

方法对试验寿命的影响。从结构可靠性的观点出发， 

提出了“谱差异系数”与“规范疲劳分散系数”的概念， 

明确指出“规范疲劳分散系数”应是谱差异系数与寿命 

分布分散系数(即概率分散系数)两者之积L1 J，还探 

讨了谱差异系数的确定方法 卫 。这些研究表明，载 

荷谱的差异会对结构可靠性造成重大影响；全尺寸结 

构试验用的载荷谱应该通过对比试验得出谱差异系 

数；不同的载荷谱用于定寿时应该选用不同的谱差异 

系数(从而导致不同的疲劳分散系数)。 

有了“重心过载谱”，还需要把飞机上的总载荷， 

按照飞机的不同状态，合理地分布到飞机各部位上去， 

即编制出“试验载荷谱”。此时应考虑三个方面，合理 

地定出某个过载的飞行状态(高度、速度、攻角等)；计 

算每一状态下的气动分布力、质量惯性力等；将分布力 

合理地分区组合，以少量的加载通道来实现总载荷的 

分布。 

3．2 试验实施与寿命论证 

有了试验载荷谱，具体的试验技术方案涉及到许 

多方面，如试验设备；试件的选择、准备、安装、支持方 

式，加载方案，试件的姿态控制、安全保护措施；试验 

中的数据采集要求，控制与数据的精度要求与校验；试 

验中的裂纹检查要求与方法⋯⋯，这些工作一般都通 

过“疲劳试验大纲”等技术文件规定。如果要做结构损 

伤容限试验，则可能还要引人人工裂纹，然后仔细监 

测纪录裂纹扩展情况。试验中，有些情况可能需要修 

理加强，修理方式与工艺也都必须仔细研究。这其中 

每一环节都必须全面考虑、精心安排。任一环节的失 

误，都可能影响到最后试验结果，甚至会影响试验成 

败。 

试验设备对于疲劳试验至关重要。我们引进了美 

国MTS公司的多通道协调加载试验系统，建立疲劳强 

度研究室以来，结构疲劳试验能力与技术水平大大地 

提高了。现在可以进行所有歼击机、强击机、轻小型轰 

炸机(运输机)的全机疲劳试验及各类飞机的部件试 

验。从设备验收投入使用至今，已经进行过歼六飞 

机、歼教五飞机及歼教七飞机的疲劳试验。采用上述 

的寿命分析与全尺寸疲劳试验等方法结合，确定歼教 

五飞机总使用寿命，并给出翻修期及裂纹检查周 

期 J，走过了飞机寿命研究的一个全过程。此外还完 

成了轰 X飞机的前、主起落架疲劳试验，歼X飞机前、 

主起落架、运×飞机起落架、歼 ××起落架及农林 ×起 

落架等疲劳试验。在总结丰富试验经验的基础上，主 

持编写了新的国军标“飞机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要 

求”，几经讨论修改，已经完成报批稿，待批准颁布。 

通过承担各类全尺寸结构疲劳试验任务，使试验 

技术水平获得很大提高。我们还不断扩充改进了设备 

的能力，尤其在起落架疲劳试验方面颇有建树，在国内 

首创研制变行程试验技术和设备，使起落架疲劳试验 

技术上了一个新台阶 J。我们主持编写的国军标 

“起落架变行程疲劳试验要求和方法”(GJB 3098--97) 

及“军用飞机起落架标准载荷谱”(GJB 309 )，已 

经批准颁布。 

疲劳试验完成之后，一般应进行剩余强度试验。 

对完成全部试验的结构件，应当进行全面的拆卸检 

查，对破坏部位应该进行断口金相分析；对有裂纹扩展 

的断口，应尽可能进行断口反推，以得出更为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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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与试验时间的关系。对多处损伤(裂纹)的结 

构，必须综合考虑，从结构系统的可靠性出发，按有关 

规范要求，论证寿命是否达到目标要求。 

4 疲劳研究的发展，需要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 

在力学领域内，疲劳研究必须结合结构力学、统计 

学、断裂力学及损伤力学等多个学科分支的知识。在 

研究方法上，不仅要掌握分析力学的基础，还要掌握 

计算力学、试验力学的各种手段。从研究对象内容来 

看，不仅需要宏观力学方面的研究，为了搞清疲劳裂 

纹发生、发展、破坏机理，还需要微观力学方面的研究 

(位错理论)。近几年兴起的细观力学也许可能会为宏 
一 微之间架起一座桥，但至今仍无法从材料的微观特 

征来推出其宏观力学性能，因而尤其需要把宏观一细 

观一微观统一结合起来的研究工作，以能从本质上揭 

示疲劳现象机理。 

疲劳总是与材料科学密不可分的。任何影响金属 

材料显微结构变化的因素都会影响材料的疲劳性能。 

近些年来，材料科学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特殊材料， 

如复合材料、陶瓷材料，并在结构上开始广泛应用，显 

示出各种优越性，这给疲劳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必需考虑非线性、各向异性、不连续、非均匀介质、非晶 

体结构等许多复杂因素。另外，环境影响(腐蚀、老 

化)下的疲劳问题，与材料科学也与化学等密切相关。 

从失效机理及试验技术上，环境影响与疲劳载荷的交 

互、交替作用，对环境的模拟、环境加速试验等方面都 

有待进一步发展。 

为了保证飞机结构不出现疲劳裂纹，或使裂纹 

控制在亚临界长度以保证飞行安全，必须有先进的 

裂纹探伤、监控方法。无损检测技术虽在近年来有 

了不少发展，但要适应疲劳监控的需要，还得有更 

大发展才行。尤其是急需方便 、实用的外场(现场) 

原位探伤方法。既要提高裂纹的检测分辨力 (大 

小)，也要提高检出概率(准确度)。飞机结构的疲 

劳缺陷，很多都是故障或事故发生后才发现的。因 

而对(与疲劳裂纹)有关的事故 、故障的检查和分析， 

为疲劳研究提出问题 、提供素材、积累数据，也促进 

着疲劳研究的发展。 

飞机寿命的最终实现，是在部队使用中完成的， 

因而它又涉及到维修方式、寿命管理体制等一系列 

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果寿命管理体制落后，仅单靠 

技术上的先进性 ，也不能使飞机充分发挥效益 、达 

到寿命管理的先进水平。如能开发有效的飞机结构 

健康状态监控技术，采用“视情维修，因故退役”替代 

预防维修，将会使飞机结构寿命大大提升。 

因此，疲劳寿命问题需要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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