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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构的振动疲劳分析研究对飞行器设计及其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全面阐述了国内外在结构振动疲劳研 

究方面的新进展，特别对随机振动载荷下结构的疲劳寿命估算作了详细的评述与讨论 ，综合最新的研 究方法和取 

得的成果，对一些新 出现的研究方向，比如材料的振动疲劳寿命曲线、飞机结构抗振动疲劳设计等进行 了阐述，最 

后指出了结构振动疲劳分析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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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n vibration fatigue i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design and reliability of aircraft．Ad— 

vances in vibration fatigue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especially the estimation of fatigue life under ran— 

dom vibration is reviewed in detail．The development of latest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are 

summarized too．The major emerging directions，for example，test of vibration fatigue and the aircraft anti— 

vibration fatigue design are highlighted as wel1．The requirement of further research development is also 

discussed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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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飞机上的某些部位会始终处 

于强噪声(如喷气噪声、附面层噪声等)环境之中，飞 

机的某些薄板结构会由于这些噪声激励导致振动而产 

生疲劳，引起铆钉松动，严重时甚至会引起蒙皮撕 

裂⋯。另外，某些典型结构，如舵面、平尾、垂尾、腹鳍 

等，由于受到扰流的作用会引起随机振动响应，从而在 

这些结构的某些部位产生疲劳裂纹 。这种 由噪 

声、振动的激励而导致结构产生的疲劳现象称之为振 

动疲劳 ]。比如强五飞机空速管悬臂固定在右机翼翼 

尖处，使用中不到 100 h即在根部出现裂纹或断裂。 

后经分析得知强五飞机机翼有多外挂，使得空速管一 

阶频率附近存在多个共振区，以致在着陆滑行及其他 

急剧机动动作中机翼连同其上的空速管振动严重。随 

着飞机飞行速度的提高，振动疲劳问题显得愈加突 

出 

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对振动疲劳，特别是声疲劳 

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并且已经运用到工程实践中，但 

是已有的认识及工程预测方法主要是由大量的实验数 

据及简化模型总结得到的经验与半理论半经验方 

法 I4 ，有关振动疲劳的机理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 

为了适应航空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迫切需要对振动疲 

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对于材料强度问题而言，可以将振动疲劳破坏简 

单地假设为与通常所谓的“静态”应力疲劳破坏相一 

致，因为两者同样都是由于应力循环导致损伤累积而 

产生的破坏，这样一来，便可以借用已有的疲劳知识作 

为基础来分析振动疲劳强度问题。但对结构强度问题 

来说，振动疲劳与所谓的应力疲劳在载荷的产生特点、 

频率范围以及频率的影响方面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 

振动疲劳寿命分析方法与常规疲劳分析方法存在显著 

差别。振动疲劳结构寿命分析方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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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结构l l◇材料应力一寿命曲线 
危险部位I I◇疲劳损伤理论 
一  I◇疲劳寿命分析模型 

结构振动疲劳寿命分析步骤图 

本文回顾了振动疲劳的发展历史及研究现状，着 

重介绍和分析了随机振动环境下结构疲劳失效的估算 

方法，并对一些新出现的研究方向，比如材料的振动疲 

劳性能、振动疲劳损伤累积理论等进行了阐述，根据振 

动疲劳的特点及发展需要，提出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 

题及需要关注的若干课题。 

l 振动疲劳机理研究 

结构的振动疲劳涉及振动理论、损伤力学以及断 

裂力学等多个学科，虽然振动疲劳问题在工程实际中 

广泛存在，并且自“九五”以来国内在振动疲劳实验手 

段和基础应用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 目前对结构 

振动疲劳的动力学本质仍尚无突破性认识 ，有关振动 

疲劳的机理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的文献中将在振动载荷下产生的疲劳破坏称为 

振动疲劳问题 J，这一定义没有涉及振动疲劳现象的 

动力学本质，与传统的疲劳方法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 

区别。姚起杭 ’” 等认为，振动疲劳是结构所受动态 

交变载荷(如振动、冲击、噪声载荷等)的频率分布与 

结构固有频率分布具有交集或相接近，从而使结构产 

生共振所导致的疲劳破坏现象，也可以直接说成是结 

构受到重复载荷作用激起结构共振所导致的疲劳破 

坏。所以只有结构在其共振带宽内或其附近受到激励 

导致了共振才属于振动疲劳问题，其他则属于静态疲 

劳问题。孙伟 。。等认为，当振动频率与结构模态频率 

相当时，即可视为振动疲劳问题；如果频率远小于结构 

模态频率(频率在几或十几 Hz)，就是普通疲劳问题； 

当振动频率远大于结构模态频率，以至于与声波频率 

相当时，即可视为声疲劳进行处理。刘江华_】lj等认为 

结构受到动态交变载荷(如振动、冲击等)时，如果载 

荷频率因素不可忽略，结构疲劳特性与结构所受载荷 

与结构的振动特性密切相关，结构的振动特性(固有频 

率、阻尼)对其振动响应及所导致的疲劳破坏具有主要 

作用或具有不可忽略的显著影响时，发生的疲劳就属 

于振动疲劳。王锦丽 等认为，当载荷谱中的某一频 

率分量与结构某一阶固有频率相等或接近时，引起不可 

忽视的动态响应，此类问题即应归属于振动疲劳问题。 

虽然他们给出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是都认为结 

构的振动疲劳与载荷的变化频率、结构的固有频率、交 

变应力的大小以及结构对循环载荷的动力响应等因素 

密切相关。即振动疲劳主要指结构的动态特性对其受 

载响应及所导致的疲劳破坏具有主要作用或不可忽略 

的显著影响。 

2 振动疲劳寿命估算方法 

对于简单载荷而言，按照适航标准规定的典型飞 

行任务剖面和典型飞行起落来确定其疲劳损伤量，然 

后根据所得损伤量计算飞行起落数，即可得到飞机结 

构的疲劳寿命。 

复杂载荷情况下，特别是对于随机载荷而言，疲劳 

寿命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_1 ，一种是基于统计计数的 

时域分析方法，另一种是基于功率谱密度的频域分析 

方法。 

时域分析方法与上述简单载荷下的振动疲劳分析 

方法的整体思路大致相同，首先通过有限元分析或实 

际测量得到结构危险点的应力(应变)随时间变化关 

系，采用适当的计数方法，得出不同应力(应变)水平 

的幅值和均值(或峰值和谷值)的分布情况，然后选取 

适用的损伤累积准则及破坏判据，进行疲劳寿命预 

估 棚 。 

时域法是一种传统的随机振动疲劳估算方法，虽 

然这种方法能比较准确地得到随机振动载荷所造成的 

累积损伤，并适用于窄带和宽带随机振动疲劳寿命的 

预估问题，但是如果要准确描述一个随机加载过程，就 

需要很长的记录信号，这需要非常大的工作量，在有限 

元分析中也很难实现。 

频域分析方法是通过有限元分析或实际测量得到 

结构危险点的应力功率谱密度，然后利用统计原理获 

得相应功率谱的相关统计参数，如各阶谱矩、标准偏 

差、不规则因子等(基于不同的统计参数，可以将频域 

法分为峰值分布法和幅值分布法 一 )，结合应力幅值 

的概率密度函数，选取适用的损伤累积准则及破坏判 

据，进行疲劳寿命预估。该方法凭借计算简单、不需要 

循环计数的优点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_1 。基于功 

率谱密度的频域疲劳寿命估算已经在汽车、航空、航天 

和机器制造等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1 峰值分布法 

峰值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宽带正态分布。在进行寿 

命估算时，首先需要获得该随机过程的峰值概率密度 

函数，窄带随机过程的概率密度函数服从 Rayleigh分 

布，白噪声的峰值概率密度函数服从正态分布，而宽带 

随机过程的峰值概率密度函数是正态分布和 Rayleigh 

分布的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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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和 Hoston—Skopinski提出的平稳高斯过程的 

峰值概率密度函数如下所示 ： 

p(Sp = 唧[- 】+ 

{1+e 軎 ]) 
式中： 为功率谱密度 G(f)的标准偏差，e矿为误差函 

数， 表示随机载荷的不规则因子。 

在高斯平稳过程假设下，影响结构疲劳损伤的主 

要因素是应力幅值，因此需要对应力峰值进行处理才 

能估算得到结构的疲劳寿命。目前对峰值分布的处理 

方法主要有等效应力法和循环计数法。 

2．1．1 等效应力法 

等效应力法首先根据应力峰值概率密度函数求解 

结构响应的等效应力变程，然后结合材料的疲劳寿命 

曲线及损伤累积理论估算结构的疲劳寿命 。等 

效应力法的难点在于结构应力的等效分析，由于等效 

应力内存在误差函数的影响，而误差函数是超越函数， 

很难对其进行精确积分。 

由于误差函数的取值范围为 0～1，Chaudhury和 

Dover(CDM)简单地假设误差函数为 0．5，这种简化不 

可避免地带来误差 ；Kam和 Dover修正了CDM，通 

过迭代运算和回归分析将误差函数写成了关于不规则 

因子的分段多项式，计算显示误差会随着谱宽参数的 

增大而增大 ；Chow和 Li(CLM)用误差函数的级数 

表达式及级数的渐进展开式分别取代误差函数，联立 

使用两公式，给出了在不同的谱宽参数情况下误差函 

数的表示方法，虽然该方法对误差函数的简化不完全 

令人满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计算精度 ；吕 

澎民等人通过数值分析，验证了级数展开表达式只能 

在一定范围内满足使用精度，并对 CLM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新的使用范围，通过具体数值分析，显示最大相 

对误差为0．47％，能够满足工程需要 凹J。 

2．1．2 峰值循环计数法 

循环计数法首先对应力峰值概率密度函数进行循 

环计数处理得到幅值信息，然后根据损伤累积理论求 

得结构响应的损伤期望值，从而估算结构的疲劳寿命。 

峰值计数法(PC)、水平穿越计数法(LCC)、变程计数 

法(RC)和雨流循环计数法(RFC)是目前最常用的四 

种循环计数法。 

Frendhal和 Rychlik对四种计数法下疲劳损伤期 

望关系给出了如下证明 卜 ： 

E(DRC)≤E(DRF )≤E(DEcc)≤E(DPc) (2) 

雨流循环计数是 目前最常用的计数法，但雨流循 

环计数计算过程比较繁琐 ，其准确表达式很难解析给 

出 卜 。基于上述的不等式关系，Roberto Tovo提出 

雨流计数法可以由变程计数法和水平穿越计数法的线 

性组合来近似表示 ： 

E(D肼 )：b E(D眦)+(1一b)E(D眦) (3) 

其中b取值范围在 0～1之间，但目前还没有理论 

方法能够计算出b值，Roberto Tovo和 Benasciutti通过 

数值模拟分别提出了基于峰值概率密度谱矩的近似表 

达式 ∞ 。 ． 

2．2 幅值分布法 

不同的结构应力响应过程，其应力幅值分布也各 

不相同。窄带正态过程的雨流计数幅值一般近似为 

Rayleigh分布；而宽带正态随机应力过程的峰值期望 

与均值正穿越的期望不同，且宽带高斯过程的雨流计 

数幅值分布比较繁琐，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考虑重 

点，提出了各种概率密度函数近似模型。 

2．2．1 宽带过程的窄带近似法 

Bendat认为随着窄带信号带宽的减小，峰值的概 

率密度函数趋向于 Rayleigh分布，利用疲劳寿命曲线 

和累积损伤理论，窄带疲劳损伤期望_4 可表示如下： 
一

十
一 ． L -' 

D = (√2 ) 厂( ) (4) 
二  

其中， 为均值正穿越率。针对窄带近似法对于宽带 

高斯应力过程给出的寿命估算结果过于保守这一现 

象，众多学者提出在窄带疲劳损伤结果的基础上，通过 
一 个系数 对其修正从而求得宽带过程的疲劳损伤结 

果。Wirsching根据不同的 PSD形状考虑局部峰值对 

结构疲劳寿命的影响，给出了一个与应力谱的有效带 

宽及幂函数 S．N曲线的斜率有关的修正系数 ； 

Madsen等人则通过数值解析给出了由谱矩决定的修 

正系数 。 

2．2．2 宽带分布法 

Dirlik基于蒙特卡洛方法在时域内分析了7O种功 

率谱密度函数形式，提出用一个指数分布和两个瑞利 

分布来近似模拟雨流循环计数幅值概率密度函数 ， 

该公式已经被应用到 MSC．Fatigue软件中，然而该方 

法没有理论支撑并且不能计算平均应力的影响，桎梏 

其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对随机过程雨流幅值的统计分析，王明珠提 

出采用无限多个威布尔分布的加权组合描述随机过程 

的雨流幅值分布，但是其计算过程比较繁琐；随后发现 

采用三个威布尔分布的加权组合就可以描述一般宽带 

随机过程的雨流幅值分布，特别是尾部的描述，能够适 

用于疲劳寿命估算 。 

3 材料疲劳性能描述 

材料的疲劳寿命曲线是材料疲劳特性的主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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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加载频率对疲劳特性产生影响，则必然会对疲劳寿 

命曲线产生影响，结构振动疲劳寿命曲线要求在一定 

应力下跟踪共振频率发生共振破坏来进行试验，静态 

疲劳寿命曲线则要求按一定应力，用非共振频率进行 

试验。 

结构振动疲劳破坏一般表现为低应力高频载荷作 

用，属于超高周寿命，然而现在比较常用的疲劳寿命曲 

线并不能准确地描述超高周寿命。吴富强_4 综合考 

虑材料的疲劳极限、韧性以及特征疲劳寿命提出了一 

个新的材料疲劳寿命曲线模型。姚起杭 提出为了兼 

顾各种不同的使用状况，在随机振动情况下，应给出将 

试验谱取为统一的有限带宽频谱及针对特定的使用振 

谱的两类振动疲劳曲线。 

目前由于振动疲劳的一些机理性问题上不清楚， 

所以尚没有成熟的修正静态疲劳 S．N曲线以用于结 

构振动疲劳的方法。 

4 疲劳损伤累积理论 

目前并无专门针对振动疲劳损伤累计理论，有专 

家指出，鉴于动态疲劳估算误差较大，采用其他有关非 

线性累积损伤理论并不能显著改善分析精度，反而增 

加了分析的工作量和难度 4 ，建议仍旧采用线性累积 

损伤式来计算累积损伤量。 

Miner假定损伤量 D为 1时试件将发生疲劳破 

坏，但在工程应用过程中，特别是在结构随机振动 0_ 

情况下这一准则偏保守。实际工程中，受高 一低两级 

载荷加载的材料常在损伤 D<1时破坏；受低 一高两 

级载荷加载的材料常在 D>1时破坏，可见载荷的加 

载顺序与损伤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姚起杭指 

出，对正弦振动的D值可取为 i～i．5，对随机振动的 

值可取为 1．5—2。如果正弦振动和随机振动同时 

存在，D可统一取为 1．5。当然 D值的实际选取最好 

由工程使用经验统计和试验研究综合分析给出 。 

5 飞机结构抗振动疲劳设计 

振动疲劳破坏(包括声振疲劳破坏)常常发生在 

设备或系统的结构件上，如飞机的进气道、机翼、尾翼、 

进气道侧壁垂尾、武器支架等结构。目前，超音速巡 

航、短距起降等诸多特点，使得新一代战机振动疲劳问 

题更加严重，比如短距起降要求更多增升装置的使用， 

这很容易产生非定常气动扰流及气流分离，从而诱发 

结构的振动疲劳。 

结构抗振动疲劳设计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减轻振(噪声)源强度；减少或消除结构振动(噪声)传 

递；结构振动控制；改进结构连接形式或连接方法等。 

具体而言，比如改进飞机结构外形设计(必须通过风洞 

试验检验)，避免双垂尾抖振和平尾抖振；改善机体突 

出物及不规则表面，优化外挂等的安装角和安装构型； 

飞机武器系统和飞机外挂件设备安装时应采取减振安 

装等 。 

6 结束语 

结构的振动疲劳分析问题涉及到多门前沿学科领 

域的交叉和融合，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课题。通过分 

析国内外在结构振动疲劳分析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成 

果，作者认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沿以下几个方向 

开展。 

1)振动疲劳破坏机理不明确，影响振动疲劳的因 

素不清晰。结合工程实际，全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比 

如材料本质、结构工作环境、零件几何形状及表面状态 

等)，探讨材料、构造形式、工艺以及缺陷和应力集中的 

影响，并针对结构的抗振动疲劳进行优化设计。 

2)对于一些特定结构而言，比如飞机副翼、平尾等 

不仅受到扰流的作用而产生随机振动激励 ，而且始终 

处在高强噪声(发动机噪声、气动噪声)的包围中，研 

究高强噪声环境下结构振动疲劳技术对未来高超音速 

飞行器的壁板设计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3)航空航天飞行器上大量采用薄壁结构，如导弹 

的翼面、隔热防振屏等，在工作时承受着热载荷、强噪 

声载荷和机械力载荷所产生的高频振动应力，长期暴 

露在高温、强噪声环境下，载荷对结构的复杂影响导致 

结构以非线性方式响应，呈现出复杂的响应特性。开 

展声 一热多场复杂力学环境下结构疲劳分析，是一项 

应用前景广阔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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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I型、Ⅱ型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结果 

应力强度因子。由图7可知，利用 Abaqus二次开发计 

算得到的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与 FRANC2D的计算结 

果基本一致。分析图7可知，裂纹扩展后 Ⅱ型应力强 

度因子迅速减小并趋近于零。说明随着裂纹的扩展， 

复合型裂纹迅速转为 I型裂纹。 

4 结论 

1)利用基于 Abaqus二次开发程序得到的裂纹扩 

展分析结果与利用 FRANC2D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本程序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2)利用本程序对复杂载荷状态下的裂纹进行扩展 

分析能够有效减少计算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3)双轴载荷状态下的 I一Ⅱ复合型裂纹随着裂纹 

的扩展，裂纹迅速转折为 I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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