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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过去 2O多年参与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的经验教训和美国最新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阐述了中 

国复合材料结构强度设计和验证要点及与金属结构的差别。其要点为：以承认性能表征多样性和材料与结 

构同时形成为基础的材料和工艺要求 ；以承认初始缺陷／损伤对结构静强度有影响为基础的设计许用值确 

定方法；以需要特别考虑湿热环境影响为特点的静强度设计和验证 ；以承认静力覆盖疲劳和考虑冲击损伤 

阻抗为特点的耐久性设计和验证；以冲击损伤及损伤无扩展为基础的损伤容限设计和验证；以全尺寸部件 

和由试样、元件(包括典型结构件)、组合件组成的多层次积木式设计验证方法相结合为基础的结构验证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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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lines of the new military airplane structural strength specifications for composite structures 

and the differences from those of metallic structure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These characterizations are： 

the material and process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property characterization and synchronous for— 

mation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the determination methodology of design allowables based on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initial flaw／damage on static structural strength；static strength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consid— 

ering specially the hydro—thermal influence；durability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in which 

static strength design could cover fatigue design，and consideration of impact damage resistance；damage toler 

ant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based on the main flaw／damage type of impact damage and damage non-propagation 

concept；and the structural verification test based on Building—Block Approach consisting． ‘ 

Key words：composites；strength specification；static strength；durability；damage tolerance；structural verifi— 

cation test 

随着复合材料在飞机结构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 ，现有 的 中国设 计规 范 已远远不 能满 足需 

要 ，因此 目前对 GJB67系列“军用飞机结构强度 

规范”的修订中，增加 了有关复合材料的内容， 

本文结合作者 20多年参与复合材料结构研制 

的体会 ，参照美国最新的军用飞机设计规范，从 

材料和工艺、设计许用值、静强度、耐久性、损伤 

容限设计和全尺寸结构试验验证等几个方面分 

别阐述了复合材料结构强度规范要点及与金属 

结构的差别E1-83。 

收稿 日期 ：2005—04—12；修订 日期 ：2005—09—02 

1 材料与工艺 

复合材料的特点是材料与结构同时形成，因 

此材料性能与结构形式和工艺密不可分；由于目 

前飞机结构主要采用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多向层压 

结构，它可以由不同比例、不同纤维方向的铺层构 

成，在结构应用时形成结构的基本元素——层压 

板；由于复合材料结构的特点，提出了很多新的性 

能表征要求，其中特别是湿热和抗冲击性能；此外 

复合材料结构性能对 成型工艺非常敏感 ，必须对 

成型工艺的任意变化进行评定 ，必要时需要积木 

式验证试验进行重新验证。由于这些特点，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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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构使用，必然对材料性能表征和工艺的一致 

性提出了很多与金属不同的要求和验证方法。国 

外，特别是美国，自20世纪 7O年代初即开始积累 

这些经验教训 ，形 成了军用手册 MII 一HDBK一17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手册”，在此后的 3O多年里， 

经过5次补充和修订，最新的版本是 2002年 6月 

17日由国防部颁布的 MIL—HDBK一17F“复合材 

料手册”，涉及的内容除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共 3 

卷)外，还包括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 

(各 1卷)。为保证结构安全使用，在材料和工艺 

方面所需遵从的要求和使用的方法是其中的一部 

分内容。国内虽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但尚未形 

成配套的标准和手册，因此在性能表征和工艺保 

障方面，今后有待参照国外的经验不断补充和 

完善。 

2 设计许用值 

材料许用值和结构设计许用值的概念对金属 

和复合材料是相同的。复合材料结构在交付使用 

时可能带有的初始缺陷／损伤(特别是冲击损伤) 

对静强度有重要影响，在确定设计许用值时必须 

予以考虑 ，这是与金 属结构 明显不同的。但 国内 

设计人员习惯于金属结构设计采用的将无缺陷／ 

损伤结构(静强度)设计与含缺陷／损伤结构 (损 

伤容限)设计分别处理的思想，对复合材料结构， 

特别是复合材料蒙皮结构设计许用值的确定必须 

考虑缺陷／损伤的影响并不清楚，从而在相当长的 
一

段时间里造成了混乱。为此在新规范中明确给 

出了它们的定义。材料许用值(allowables)定义 

为：在一定的载荷类型与环境条件下，主要由试样 

试验数据，按规定要求统计分析后确定的具有一 

定置信度和可靠度的材料性能表征值。而结构设 

计许用值(design allowables)定义为：为保证整个 

结构的完整性 ，根据具体工程项目要求，在材料许 

用值和代表结构典型特征的试样、元件(包括典型 

结构件)试验结果，及设计与使用经验基础上确定 

的设计限制值。在新规范中对材料许用值和设计 

许用值分别阐述如下。 

2．1 材料许用值 

材料许用值确定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1)单向板的基本力学性能和准各向同性层 

压板的静强度性能(包括开孔 、充填孔 、挤压强度 、 

损伤阻抗和含损伤压缩强度)。 

(2)对结构完整性有影响的的环境条件，例 

如吸湿量与温度的联合作用、外来物冲击等。 

(3)材料许用值的数值基准分为 A基准值、 

B基准值和平均值，采用何种基准应根据具体工 

程项 目的结构设计准则而定 ，对复合材料而言，强 

度性能通常采用 B基准值，模量采用平均值。 

材料许用值是对材料体系力学性能的表征， 

主要用于选材、验收和等效性评定等，除模量外一 

般不直接用于设计，只有在进行细节分析(即分析 

模型中包括开孔、分层、冲击损伤等结构细节特 

征)时才使用无损的强度性能。 

2．2 设计许用值 

设计部门应根据所设计具体结构的结构完整 

性要求(通常包括静强度、刚度、耐久性和损伤容 

限)，在已有材料许用值、代表结构典型特征的试 

样和元件(包括典型结构件)试验结果及设计和使 

用经验的基础上 ，有 时还要根据组合件试验的结 

果，规定和验证结构设计许用值，以保证按设计许 

用值进行设计 的结构能满足它的结构完整性 

要求 。 

在确定结构的设计许用值时，应考虑所有适 

用的环境影响(包括湿热和冲击等)和重复载荷。 

温度应从飞机的预计使用中得到，湿度条件应从 

干燥到寿命结束期间选取一种典型基准值(通常 

可取 85 相对湿度)。对已知飞行条件下的设计 

许用值应考虑最严重环境组合条件，定义为该飞 

行条件下相应的温度与结构寿命末期达到的平衡 

吸湿量的组合。 

在进行结构强度校核时，应采用结构设计许 

用值，而不是材料许用值。 

3 静强度设计 

对静强度的设计要求原则上与金属结构相 

同，但由于复合材料的基体材料在使用中会吸收 

一 定量的水分，使得复合材料结构在与使用中可 

能遇到的高温联合作用下性能有所下降，而通常 

的结构验证试验一般均在室温大气环境下进行， 

因此在新规范中特别强调：若在室温环境下进行 

全尺寸复合材料结构试验，在等于或小于设计极 

限载荷时，结构不应发生总体破坏，同时结构的内 

部应力，应等于或小于相应部位结构许用值除以 

该部位在最严重环境组合条件(即最严重吸湿量 

和所试验飞行情况的最高工作温度的联合作用) 

下的环境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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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耐久性与损伤容限设计 

由于复合材料的破坏机理与金属完全不同， 

因此复合材料结构的耐久性与损伤容限设计和验 

证与金属结构有较大的差别。 

4．1 耐久性 

复合材料通常有优良的疲劳和抗腐蚀性能， 

但其对外来物冲击比较敏感，因此在新规范中指 

出：对复合材料机体结构控制应变水平是耐久性 

设计的关键(由于对冲击损伤容限的考虑，这一条 

件往往自然满足)。耐久性设计，特别是薄蒙皮和 

薄面板的夹层结构耐久性设计主要考虑满足损伤 

阻抗的要求，即不会因经常会遇到的低能量冲击 

而带来过多的维护和修理问题(这是与金属结构 

最大的差别)。损伤阻抗(damage resistance)是 

复合材料及其结构的特殊问题，它的定义是：在结 

构和结构材料之中，与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相 

关的力、能量、或其他参数和所产生损伤尺寸及类 

型之间关系的一个度量，例如一定能量冲击产生 

的凹坑深度等。 

损伤阻抗的具体要求可归结为对工具、冰雹 

和跑道碎石的设计要求，但是对可拆卸的控制面 

夹层结构，允许的冲击能量水平可适当降低，即可 

要求在受到 0．5～0．7 J的冲击时不会产生外表 

面目视勉强可检损伤(2．5 mm深凹坑或穿透)。 

4．2 损伤容限 

由于复合材料结构损伤容限设计主要考虑的 

损伤形式是冲击损伤，而冲击损伤的特点是，当层 

压板内部存在大范围分层，且压缩强度急剧下降 

时，外表面可能仍然是目视不可检的，因此在设计 

时通常把复合材料结构归为不可检结构。其损伤 

容限设计与金属结 构的差别主要是 以下几 个方 

面 ： 

(1)所考虑的缺陷类型和初始缺陷尺寸假设 

复合材料结构的初始缺陷主要是冲击损伤， 

对军用飞机采用 25．4 mm冲击头产生的外表面 

2．5 mm深凹坑 ，但最大能量不超过 136 J。对 民 

用飞机可采用不同的初始缺陷假设，但必须保证 

在规定的检测周期 内，采用制造与维护使用的检 

测手段能可靠地检测出。 

(2)损伤扩展要求 由于复合材料结构中上 

述的缺陷／损伤在疲劳载荷下的破坏往往呈现“突 

然死亡”的特征，即无足够的损伤扩展寿命可以利 

用，同时无法得到统计有效的损伤扩展规律，所以 

设计通常采用损伤无扩展概念。损伤无扩展应通 

过 由试验支持的分析或 由试样、元件(包括典型结 

构件)，甚至组合件的疲劳试验来验证。若采用损 

伤无扩展设计概念的结构，在规定的检查间隔内 

出现明显的缺陷／损伤扩展时，必须重新设计。 

(3)剩余强度要求 对军用飞机，含初始缺 

陷结构的剩余强度要求与不可检金属结构基本相 

同，即在规定的不修理使用期内必须能承受 20倍 

寿命中出现一次的最大载荷，若此载荷小于设计 

限制载荷，设计限制载荷应为要求的剩余强度载 

荷水平；但若此载荷大于设计限制载荷，则用此载 

荷(不受 1倍寿命中所出现的最大载荷的 1．2倍 

的限制，这是与不可检金属结构不同的要求)。此 

时可不考虑湿热环境的影响。 

对 民用飞机 ，则认为进行静强度验证试验的 

结构必须含规定的初始缺陷。 

5 验证试验 

5．1 积木式设计验证方法 

金属飞机结构设计 的证实(对军机为合格鉴 

定(Qulification)，对 民机为取证 (Certification)， 

通常只用全尺寸试验来验证(Verification)；由于 

复合材料结构缺乏成熟的分析方法和足够的设计 

与使用经验，所以复合材料飞机结构设计的证实 

(即结构完整性)需要采用全尺寸部件 和由试样、 

元件(包括典型结构件)、组合件组成的多层次积 

木式设计验证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多层次试验验 

证有助于使全尺寸试验时实施有 困难的验证内容 

(如环境影响、损伤性能等)在低层次上通过试验 

研究得到验证。并且可以避免全尺寸试验的复杂 

性和实施困难，降低研制成本确保全尺寸试验验 

证顺利地一次通过，尽可能少地付出重量代价。 

具体来说，对静强度验证，由于全尺寸结构试验往 

往很难 ，甚至不可能模拟诸多的综合环境效应 ，因 

此验证可能是不完整的，要通过积木式方法证 实 

室温条件与湿热环境下得到同样的破坏模式，同 

时给出室温条件下进行全尺寸试验所需的环境补 

偿系数，从而保证复合材料结构的静强度验证在 

总体上是完整的。对广泛使用的复合材料／金属 

混合结构的耐久性和损伤容限特性，可用积木式 

设计方法完成对复合材料结构部分的验证，而用 

全尺寸试验完成金属结构部分 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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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全尺寸试验 5．4 耐久性和损伤容限验证 

全尺寸试验是结构完整性验证大纲的基本要 

素，一般包括静强度、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试验。但 

对某些复合材料／金属混合结构的复杂情况，经充 

分论证可靠，可采用全尺寸试验以下的积木式验 

证试验方法。 

5．3 静强度验证 

对复合材料结构静强度验证最突出的问题是 

对湿热影响的处理。 

(I)积木式验证试验 

应使用积木式试验方法进行静强度和刚度验 

证，尽可能在较小和较简单的试验件上发现全尺 

寸结构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有可能受到面外载荷 

的结构部位和只有在湿热联合作用下才会出现的 

薄弱环节。 

计划在室温大气环境下的全尺寸静力试验验 

证复合材料部件极限强度时，必须用足够数量适 

当尺寸的试验件验证试验，来证实它们可以覆盖 

严重湿热条件下严重设计情况的破坏模式和得到 

全尺寸试验使用的环境补偿系数。 

(2)全尺寸静力试验 

对湿热环境影响的考虑是复合材料飞机结构 

静力试验的主要特点，应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① 环境箱模拟法。对试验件进行模拟最严 

重湿热环境的吸湿处理，并在最严重的湿热条件 

下加载至 I50 设计限制载荷。 

② 环境补偿系数法。在室温大气环境下进 

行试验，所施加的载荷水平应高于极限载荷以证 

实湿热的环境补偿 系数。同时在 I50 限制载荷 

下复合材料结构危险部位测得的应变，必须低于 

在相同设计细节和载荷水平下，由考虑湿热环境 

的验证试验得到的破坏应变。验证试验应表明用 

这种方法能得到与湿热环境条件下试验相 同的破 

坏模式。若环境补偿系数超过 I．10时，需经充分 

论证后方可采用此方法 。 

③ 载荷一应变关系外推法。对(金属与复合 

材料)混合结构采用环境补偿系数法，有可能在达 

到考虑环境补偿系数的极限载荷以前出现破坏。 

该方法要求在室温大气环境下对结构加载至设计 

极限载荷，将测得的应变数据，叠加上由结构分析 

计算得到的吸湿和温度产生的附加应变，与各关 

键部位考虑了湿热影响的设计许用值进行 比较， 

要求其安全余度大于零。 

(I)积木式验证试验 

① 验证内容 对复合材料结构的耐久性和 

损伤容限验证通常能够用积木式试验来验证。应 

尽可能在较小和较简单的试验件上发现全尺寸结 

构耐久性和损伤容限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有可能 

受到面外载荷的结构部位和只有在湿热联合作用 

下才会出现的薄弱环节。除了胶接结构外，在耐 

久性和损伤容限设计验证试验时，一般可以不考 

虑湿热环境组合的影响。 

耐久性设计验证试验除验证金属结构通常考 

虑的重复载荷与环境介质(包括老化)因素外，还 

必须验证损伤阻抗的要求，特别是薄蒙皮和薄面 

板夹层结构 。 

② 疲劳试验结果分散性 已经证实，当结构 

满足静强度要求时，通常也能够满足其疲劳寿命 

要求，因此耐久性试验的目的主要是发现静力试 

验没有发现的有害应力集中区域，为此对军用飞 

机可采用严重性满足这个要求的载荷谱对耐久性 

试验件进行 2倍寿命试验，而不必采用载荷放大 

系数来考虑复合材料结构疲劳寿命分散性大的特 

点。但对民用飞机则必须采用寿命和载荷放大系 

数组合的方法加以考虑。 

③ 试验载荷谱 用于复合材料结构的试验 

载荷谱简化方法，应考虑复合材料的特点： 

⑧ 复合材料无高载迟滞效应，所以在编制试 

验载荷谱时，高载的截取应高于金属结构； 

⑥ 低载并不影响复合材料结构的疲劳寿命， 

为了缩短验证试验周期，低载截除的水平通常远 

高于金属结构用的载荷谱； 

@ 压缩应力对复合材料结构疲劳寿命影响 

较大，编制载荷谱时，应予以注意； 

⑧ 加载顺序的影响小于金属结构 。 

(2)复合材料／金属混合结构的验证 

由于复合材料结构与金属结构具有不同的疲 

劳特性，难以在同一个试验件上同时验证这两种 

材料结构的耐久性 ，为此可选用下述方法之一： 

① 采用全尺寸试验以下的积木式验证方法 ， 

对复合材料结构部分进行耐久性验证，而全尺寸 

结构试验件则用于证实金属结构的耐久性。 

② 采用两个相同的全尺寸结构试验件分别 

证实金属结构和复合材料结构的耐久性。 

③ 采用已被应用并经证实是合理的其他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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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损伤容限验证 

对常用的金属／复合材料混合结构，一般采用 

全尺寸试验以下的积木式试验来证实复合材料结 

构部分的损伤容限，而全尺寸结构试验件主要证 

实金属结构部分的损伤容限。 

6 结 论 

军用飞机结构强度规范中有关复合材料结构 

部分内容的要点可归纳为 ： 

(1)以承认性能表征多样性和材料与结构同 

时形成为基础的材料和工艺要求。 

(2)以承认初始缺陷／损伤对结构静强度有 

影响为基础的设计许用值确定方法。 

(3)以需要特别考虑湿热环境影响为特点的 

静强度设计和验证。 

(4)以承认静力覆盖疲劳和考虑冲击损伤阻 

抗为特点的耐久性设计和验证。 

(5)以冲击损伤及损伤无扩展为基础的损伤 

容限设计和验证 。 

(6)以全尺寸部件和由试样 、元件(包括典型 

结构件)、组合件组成的多层次积木式设计验证方 

法相结合为基础的结构验证试验。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飞机性能不断提高，复合 

材料在飞机主结构中的应用不断增加 ，新材料、新 

工艺和新结构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在低成本要求 

驱动下复合材料整体化结构的发展，其强度规范 

必然也要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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