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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经典复合材料结构强度理论和准则在层压板上的适用性计算和试验对比研究，指出了在层压板 

上采用经典强度理论所得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差异。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经典强度准则表 

达 武中采用 的无拉剪耦合假设 和层 与层之间理想粘接假设 ，只适 用于单层板或正交各 向异性板 。本文提 出了一 

种广义强度准则的思想，其核心是放松正交各向异性约束条件和通过试验测定强度参数，而在实际飞机结构中 

的准正交各向异性层压板结构设计上仍可使用经典层压板强度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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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以往的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和分析中，最常用 

的强度准则是基于复合材料经典层压板理论 的强 

度计算方法和破坏准则 。这些方法和准则曾在许多 

飞机结构设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已有大 

量试验和研究表明[1]，这种准则是非常保守 的。 

随着机体结构轻质化要求的不断提高，要求飞 

机复合材料结构上的很多部位在高应力水平下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仍然按照经典层压板理论 

的强度准则 ，采用“首层破坏 (FPF)”和“刚度依次 

折减”方法对复合材料层压板进行强度判断，那么， 

为了使高应力 区满足强度要求，必须做局部加强， 

由此将带来大幅增重的后果 。甚至还会 出现先进复 

合材料结构的应用不如金属结构的情况。 

本文针对某型飞机复合材料结构实际设计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较经典强度准则更切 

合实际的强度计算方法 ，称为广义强度准则 。这是 

一 种基于试验的强度准则，因其所有的待定强度参 

数都需通过试验测定，而在表达形式上却与经典的 

Tsai—wu准则形式类似，只是增补了经典 Tsai—wu 

准则完整表达式中的其余 能量项。 

2 经典复合材料强度准则分析和计算 

常用的经典复合材料强度准则有最大应力准 

则、最大 应 变准 则、Tsai—Hill准则 、Norris准 则、 

Hoffman准则和Tsai—Wu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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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73年 Hashin[2．3]等人提 出了基 于不 同 

破坏机理而采用经验表达式形式的破坏准则以来， 

众 多专 家学 者 在 该 领 域 开 展 了大 量 的研 究 工 

作 ]。这些研究工作主要集 中在单层板或单向层 

压板的强度破坏分析方法与试验研究上 ，揭示 了复 

合材料的多种破坏模式和破坏机理，也给出了许多 

非常有价值 的强度准则表达式或修正方法 。文献 

[-63对最近十年来所发表的有关工作进行了非常全 

面和详细的介绍 。 

对于多 向层压板结构，在使用这些准则时 ，通 

常根据总体结构(应变)分 析计算 出单层的应变和 

应力 ，并将单层的应力和相应的许用值代人强度准 

则进行判断。对破坏的单层进行刚度折减后，对结 

构进行再分析 、再判断、再折减，实现逐层破坏 的分 

析过程，直至破坏的 区域和层数达到一定 的比例 

时，认为整个层压板结构发生破坏 。这种做法虽然 

在理论上看似合理，但大量的实际使用经验证 明， 

由此得到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较大。主要原 

因是 ：单层板破坏准则把每一个单层都当作一个孤 

立的铺层去考虑，没有考虑单层与单层之间的相互 

作用 ，即层板效应 ，也无法考虑层压板在逐层破坏 

时的众多不定因素 。 

为了讨论采用经典强度理论的计算结果与试验 

结果的差异，我们首先对三种典型铺层复合材料层压 

板采用 Tsai—wu准则进行强度计算，结果见表 1。 

三种典型铺层 如下 ：材料体系 A：T300／8911， 

共25层；材料体系B：T300／8911，共22层；材料体 

系C：T300／5405，共 24层。单层厚度为0．1l9 mm， 

铺层顺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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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单向受力情况下的经典Tsai—wu强度理论计算结果 

Tab．1 Calculation results by Tsai—W u strength criterion in unidirectional load situation 

计算指标／材料体系 

载荷种类 材料体系 材料体系B 材料体系c 计算指标 

某层 全部 某层 全部 某层 全部 

① 191．8 386．7 239．4 466．3 43O．7 577．3 纵向拉伸(x向) 强度(MP
a) ② 1 58

． 4 376．9 192．9 460．4 301．3 536．5 

① 268．4 402．9 4O5．4 563．0 391．6 526．8 纵向压缩( 向) 强度(MP
a) ② 254

． 1 387．4 401．3 539．1 395．8 491．6 

① 143．O 247．3 195．0 355．6 318．2 405．4 横向拉伸 (y向) 强度(MP
a) ② 117

． 8 234．O 1 57．5 347．6 219．7 362．5 

① 233．3 427．3 358．5 543．6 283．3 457．3 横向压缩(y向) 强度(MP
a) ② 232

． 3 406．2 366．2 517．6 307．4 413．5 

① 223．1 338．4 171．8 284．3 189．2 271．2 面内剪切 (5向) 强度(MP
a) ② 196

． 0 308．6 149．0 262．7 161．2 237．6 

上表中的“某层”为层 压板随着载荷的增加 ，某 

层首先发生破坏时的强度和应变 ，“全部”为层压板 

各层均失效而不能继续承载时的强度和应变。①为 

单层板参数取拉伸模量时的计算结果 ，②为单层板 

参数取压缩模量时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比较 

时，取二者的平均值。 

图 1 纵 向拉伸试验件破坏情况 

Fig．1 Failure of longitudinal tension 

3 试 验研究 

本文选取五种载荷形式共计 15组 210个试验 

件进行标准力学性能试验，试验结果见表2。与计算 

结果 的比较见表 3，典型拉伸和压缩试验件破坏情 

况见 图 1和 图 2。 

图 2 纵 向压缩试验件破坏情况 

Fig．2 Failure of longitudinal lompression 

表 2 五种载荷形式下的标准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Tab．2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standard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five loads 

载荷形式 铺层 E (GPa) ，( e) X，(MPa) X~(MPa) xf／x 

A 41．32 13938 563
． 46 510．54 0．9O6 

纵 向拉伸 B 53．O9 12815 664．04 601．58 0
． 906 

C 66．17 10544 683
． 2O 618．94 0．906 

A 37．77 16569 617
． 37 560．62 0．908 

纵向压缩 B 48．68 14383 688．83 625．51 0
． 908 

C 57．66 10I 26 579
． 28 526．O3 0．908 

A 30．02 15217 448
． 07 4II．I6 0．9I8 

横向拉伸 B 42．90 13IO0 550．78 505．41 0
． 918 

C 41．72 12776 528
． 6O 485．O6 0．918 

A 32．21 14073 452
． 51 376．86 0．833 

横向压缩 B 39．17 13330 52O．79 433
． 75 0．833 

C 39．56 9570 380
． 19 316．65 0．833 

A 25．04 13692 335
． 04 258．29 0．771 

面内剪切 B 2O．1 6 17605 329．04 253
． 66 0．771 

C 18．81 15510 275
． 59 212．45 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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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E 和e，为试验件在材料主方向上的线性 

模量值和破坏应变值 ， 和 为试验件在材料主 

方向上的破坏强度平均值和相应 的 B基准值 。 

表 3 采用经典强度理论所得层压板强度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比较(单位 ：MPa) 

Tab．3 Comparison of computational results by CI T 

and those from experiments of laminates(unit：M Pa) 

计算结果 试 验结果 载荷形式 

铺层 铺层 B 铺层 C 铺层 铺层 B 铺层 c 

纵向拉伸 381．8O 463．35 556．9 563．4 6 664．04 683．20 

纵向压缩 395．15 551．05 509．2 6l7．37 688．83 579．28 

横向拉伸 240．65 351．1 383．95 448．07 550．78 528．6O 

横向压缩 416．75 530．6 435．4 452．51 520．79 380．19 

面内剪切 323．5 273．5 254．4 335．04 329．O4 275．59 

由上面的对比可知，不同铺层 、不同载荷形式 

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之间存在 的差异大小不 

等。有的已经接近 5O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继续采 

用经典复合材料强度理论进行飞机复合材料结构 

设计 的话 ，将会因为设计方法的过于保守而无法实 

现即定的重量设计指标。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计算与试验结果存在较 

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有 ：(1)经典复合材料强度理论 

中采用了单 向板和无拉剪耦合假设 ，因而必须严格 

限定 在单 向板或正交各 向异性层 合结构 中使用。 

(2)层与层之间的理想粘接假设 ，使其不能准确考 

虑真实层压板结构中实际存在的制造工艺影响及 

其由此而产生的层板效应。(3)复合材料层压板结 

构在失效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脆性破坏特性难以采 

用“逐层破坏”和“刚度折减”机理来准确描述 。 

4 广义强度准则理论及表达式 

广义强度准则的理论依据是：在进行静强度校 

核时，可 以采用放松正交各 向异 性约束条件 的方 

法 ，在准正交各向异性层压板上使用基 于经典层压 

板理论的强度准则 。为了考虑因放松约束而产生的 

影响，准则表达式 中引入 耦合项 ，并通过试验测定 

各种耦合项对能量的贡献，即强度准则表达式 中的 

强度参数 F 和 F 由试验确定。 

根据屈服面理论 ，不论是在应力空间还是在应 

变空间，必然存在一个经过各个强度极限点 的封闭 

曲面。假设应力空间中的破坏曲面的离散形式为 

Fij + F 。一 1 

式 中下标 i，J一 1，2，⋯6，F 和 F 为二阶和四阶强 

度张量。如果展开成多项式形式 ，并考虑到高 阶项 

对总能量贡献递减的规律性 ，则其完备的二次多项 

式展开式为 

Fll盯 +F22 ；+F66盯i+2Fl2盯l盯2+ 

2Fl 6盯l盯6+ 2F26盯2盯6+ Fl盯l+ F2盯2+ F6盯6= 1 

该表达式 由应力的线性项和二次项与强度参 

数的乘积组成 ，即综合考虑了面内外拉伸、剪切、弯 

曲及其各类耦合或相互作用等主要 因素对总变形 

能量的贡献 ，符合完备性要求。 

在 上 面 的 表 达式 中，共 有 F F：：，F。。，F 

F F F ，F：和 F。九个待定的强度参数，其中 

F F F 和 F 可 以通过常规的单轴应力试验确 

定，F。。和其余四个耦合项的强度参数 F F F：。 

和 F。必须通过较复杂的多向应力试验来确定 。 

经典单层板强度 准则与广义强度 准则表达式 

中各个参数的主要区别为 

(1)经典单层板强度准则表达式 中的 ，y和 

s分别为单层板的面内正轴 向强度 ， ， 。和 r ：分 

别为单层板的面内正轴向应力 ，这里所定义的正轴 

向分别对应单层板的顺纤维方向和垂直纤维方向。 

(2)广义强度准则 的实质是将复合材料层 压 

板当作一个“宏观正交各向异性板”来处理 。取 该 

“宏观正交各向异性板”中刚度最大和最小的方向 

(通常为板的 0。铺层方向和 9O。铺层方向)为层 压 

板的两个主方 向，分别定义为 1方向和 2方 向，类 

似经典单层板强度准则中的“正轴 向”。相应的单层 

板的面内正轴 向应力 ， ：和 r ：变为层压板在 主 

方向 1和 2上的工作应力 ， 和 r ，单层板的正 

轴 向强度 ，y和 S变为层压板在主方向 1和 2上 

的强度值 (取 B基准值)。 

于是 ，我们可以得到由完备的广义强度准则退 

化后的一般广义强度准则 ，类似“广义 Tsai—wu强 

度准则”的表达式为 

Fll盯 +2Fl2盯l 2+F22盯；+F66盯：+Fl盯l 4-F2盯2—1 

根据表 2中的试验数据，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对应铺 

层 、B和 C的各个强度参数值。 

对于单轴应力试验情况 ，由于各个强度参数来 

源于试验，因此 ，可以很容易地证明，根据广义强度 

准则计算所得的结果与试验结果完全吻合，而对于 

复杂应力状态，关键 的问题是合理地确定其余待定 

强度参数值。由于飞机结构设计中常用的铺层种类 

比较少，因此 ，采用试验方法或试验与计算相结合 

的方法确定各个强度参数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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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1)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经典强度理论所 

得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较大，其主要原 因是经 

典强度准则表达式中使用了无拉剪耦合假设，而这 

一 假设只有在单层板或正交各向异性层合结构中 

才成立。其次，层与层之间理想粘接的假设也不符 

合实际情况。 

(2)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广义强度准则理论， 

即采用放松正交各向异性约束条件的方法，在准正 

交各向异性层压板上仍可使用基于经典层压板理 

论 的强度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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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trength criterion in com posite laminated structures of aircraft 

WANG Hai ， XU Xi—Wu ， SUN Guo—Jun ， LIN Zhi—Yu ， GUO Shu—Xiang 

(1．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2．School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s：The classical structural strength criterions of composite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on laminates 

were studied by both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 The results appeared great differences． The main 

reason came from the assumptions of non--tension· shear coupling whose is correct only for lamina and 

orthotropic laminates，and realistic bond between layers．In this paper，the general strength criterion 

was put forward，whose main idea is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laminated theory on quasi—orthotropic 

laminates in practical aircraft structural design by releasing orthotropic restriction conditions and 

measuring strength parameters experimentally． 

Key words：composite laminates；general strength criterion；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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