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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飞机结构的抗疲劳细节设计 
潘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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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本人飞机结构设计中的具体经验，介绍了影响飞机结构细节的抗疲劳性主要影响因素，重点阐述了飞 

机结构细节的抗疲劳设计方法和具体实例，希望能给广大的飞机结构设计人员带来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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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飞机结构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重 

要结构细节的抗疲劳开裂能力。现代飞 

机结构设计基础中的疲劳、损伤容限、 

耐久性设计三者之间虽然在实际原理、 

设计方法和设计 目标有本质的不同；但 

就提高结构细节的抗疲劳能力而言，三 

者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飞 

机的使用统计和研究表明，因疲劳开裂 

而引起的结构破坏的概率很高，飞机结 

构灾难性的疲劳破坏大多数就是由于重 

要受力构件或连接杆存在着高的应力集 

中引起的。 

二、影响结构细节的抗疲劳性的因 

素 

影响飞机结构细节的抗疲劳性的因 

素主要依赖如下几个主要因素： 

1结构材料本质。不同材料其内部 

的化学成分、金相组织、纤维方向、内 

部缺陷等不一样，其疲劳性、断裂性能 

和抗腐蚀性能也并不相同。 

2结构零件几何形状及表面状态。 

包括尺寸效应、缺口效应和零件的表面 

光洁度等。 

3结构的连接形式、布局及传力路 

线的设计。 

4结构零件的表面热处理及内部的 

残余应力。 

5零构件的制造工艺方法。 

6结构零部件的工作条件。对于在 

特定载荷环境中工作的零构件，由于载 

荷、腐蚀介质、湿度和温度的联合和交替， 

会导致零构件提前发生疲劳损伤并加速 

损伤的扩展。 

三、结构的抗疲劳细节设计方法和 

实例 

依据影响结构细节的抗疲劳性的因 

素全面权衡，采取恰当的、合理的设计 

方案来提高零构件的抗疲劳性。 

1选材时应综合权衡 

疲劳开裂最敏感的局部区域或元件 

所采用的材料很重要，尽量选择抗疲劳 

性能好的材料，材料应力水平限制在容 

许的范围之内。选材时应遵循三个原则： 

对材料性能、载荷、环境条件和结构重量、 

经济性作综合权衡；根据设计要求，按 

静强度、疲劳容限等要求即区别又协调 

的选材；考虑材料的使用经验和继承性。 

如飞机很多关键重要零件如机身与机翼 

对接件、发动机的接头等都用锻件制造 

是由于锻件承载能力大，抗疲劳能力好； 

飞机中央翼上壁板选用的是 LC4铝合金 

材料，而下壁板则选用的是 LY12CZYO 

铝合金材料，原因是LY12CZYO铝合金 

材料的疲劳性能优于LC4，而LC4由于 

静强度较高疲劳极限较低，缺口敏感性 

较大，应力腐蚀倾向较高，所以一般不 

选其为下壁板蒙皮。 

2改进结构减缓局部应力，降低应 

力集中 

(2)清洗装置通用性好，可适用于 

不同口径火炮的清洗工作 

本文研制的清洗把由清洗杆和刷头 

组成，可组合成不同长度，不同型号的 

清洗把，清洗装置只需更换清洗把，就 

可使设备满足不同型号火炮的清洗需要， 

既提高了适应性，又降低了设备研制成 

本 。 

(3)不仅能适合滑膛炮的清洗，更 

能适合线膛炮的清洗，可去除阴阳膛线 

交界处的死角 

本文设计的刷头可以旋转，在膛线 

的作用下，刷头作横向往复直线运动的 

同时，还会产生沿圆周方向的旋转运动， 

刷头上刷毛的运动就是直线运动和旋转 

运动的合运动，沿着膛线方向的运动， 

此时清洗效果最好。 

(4)清洗效果稳定 

以机械代替人工工作，可以保证擦 

拭运动频率始终不变，保证了同一门火 

炮内膛清洗效果一致，并且擦拭频率远 

大于人工擦拭频率，擦拭效果明显提高。 

(5)清洗液循环利用 

本文设计应采用清洗液循环回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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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式，对使用过的清洗液回收、过滤、 

再利用，降低浪费，较少污染。 

3清洗装置设计要点 

3．1电机选择 

结合清洗装置的工作特点，分别选 

择了两部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功率分别 

为7．5kW和 2．2kW，并为清洗装置配备了 

车载交流发电机，可以随时获得电源。 

3．2支撑平台设计 

支撑平台的俯仰调节、水平旋转、 

水平移动、垂直升降和行走支撑五个功 

能从上至下依次布置，可以是清洗装置 

工作时，支撑平台受力条件得到改善， 

提高支撑平台的稳定性。 

3．3桅杆式设计 

以三根钢管桅杆作为升降台的到向 

装置，不仅可以克服工作时产生的水平 

力，减轻对液压缸的横向剪切作用，还 

可以简化结构，减轻支撑平台重量。 

3．4驱动液压缸选用 

驱动液压缸选用时要充分考虑装配 

空间、行成以及载荷，所以本文采用重 

载型单作用多级液压缸作为升降台的驱 

动液压缸。 

3．5导向套设计 

导向套为空心薄壁铁管，前端下方 

有一排清洗液回流孔，在调整支撑平台 

时，可以以导向套相对于火炮身管的位 

置作为参考，以导向套与火炮身管对准 

作为对中过程结果的衡量标准。 

结语 

研制的火炮内膛清洗装置，适用于 

野外作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可在 

恶劣天气下使用；清洗效率高，避免了 

以往清洗装置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 

及清洗时间的浪费；清洗力较大，尤其 

适用于火炮发射后的顽固残留物的清洗。 

总之，本文研制的清洗装置始终以实用 

性和适用性为原则，是一款操作简便、 

功能性强的清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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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集中是产生疲劳裂纹的主要因 

素，应精心设计减少应力集中、降低局 

部应力，可显著提高零构件寿命，甚至 

高达 10—100倍。 

1)设计中应尽量避免或减缓零构件 

形状的突变，零构件截面大小、形状变 

化缓和可使其力流线的拐折得到缓和， 

降低应力集中系数。如轴类零件截面变 

化处和壁板厚度改变处应有足够的过渡 

区，增大圆角半径，能够使应力集中系 

数降低，达到减缓局部应力的目的。过 

渡圆弧之半径 R为厚度变化值的 10倍以 

上，一般不会引起疲劳问题。 

2)结构上尽量少开口，小开口，开 

口位置尽可能选在低应力处；必须开口 

时，要加开 口部位的结构，受拉表面最 

好不开口。减少孔开口附近的局部应力 

的有效方法是在孔口边缘连接上一个加 

强圆环，孔洞的应力集中随着加强圆环 

刚度的增加而减轻。加强环与圆孔的连 

接最有效的方式是焊接或胶接，铆接或 

螺接容易导致孔边更高的应力集中。 

3)铆钉孔、螺栓孔等都是产生应力 

集中的部位，通常采用局部加强，如适 

当加大厚度的方法来减少局部应力。 

4)减少零构件上因多个应力集中相 

互影响可能引起的复合应力集中，使这 

些细节相隔一定的距离并处于恰当的位 

置，以降低其相互影响。 

3结构布局和传力路线的恰当设计 

1)结构布局保持合理性：合理的 

结构细节布局，主传力构件就会承受并 

转递主要载荷，从构件承受并转递次要 

载荷或很小的载荷，各个零构件适中的 

保持 自己的载荷能力，极大提高本零构 

件系统的抗疲劳性。 

2)主传力通道保持完整：主传力 

构件一般是疲劳危险件，尽量保证其完 

整性；避免在其上连接次要构件以及开 

孔挖缺口，受力系统在设计时尽可能把 

传力路线设计得最短。 

4消除偏心传载荷强迫装配 

偏心传载和强迫装配会引起附加应 

力，降低零构件的抗疲劳性。尽量采用 

对称结构设计；为减少连接部位由于存 

在的设计间隙或工艺间隙的强迫装配应 

力，可采用适当的补偿件。 

5连接接头和连接结构的抗疲劳设 

计 

飞机的疲劳破坏经常发生在接头和 

链接件的连接处，所以连接件的抗疲劳 

“细节设计”很重要。 

(1)连接接头尽量避免偏心 

螺栓接头：其连接一般有四种连接 

形式：单剪连接、双剪连接、单嵌连接 

和双嵌连接。试验表明：双剪接头比单 

剪好，而双嵌连接比单嵌好，其中以双 

嵌式鱼尾形连接最好，可使螺栓受载比 

较均匀，从而提高疲劳寿命。 

耳片和销钉的连接接头：耳片宽度 

w／耳片孔径 D≤ 1．7；耳片的颈缩比s／ 

w应尽量接近 1．0。提高耳片疲劳强度的 

有效措施是利用干涉配合，在耳孑L中使 

用较高过盈的衬套以方便维修拆装；不 

推荐液氮冷缩衬套，因为其过盈量太小， 

在高载时衬套和耳片之间会产生微动损 

伤，使寿命大大降低。 

(2)紧固件连接设计 

紧固件分为螺栓和铆钉两大类。螺 

栓用来传递较大载荷，主要用于接头设 

计或者重要、关键结构链接的设计。对 

于较厚的连结结构、需要拆卸的部位、 

层数较多 (3层以上)的连接，应选择螺 

栓连接。铆钉主要用于其它一般薄壁结 

构不可拆卸的连接。 

1)紧固件链接的细节连接尺寸要求： 

(一般 )紧固件的最小边距≥2倍紧固 

件直径，对非疲劳危险部位，最小边缘 

减至紧固件直径的1．5倍，而较重要的连 

接应不小于2倍紧固件直径；保持紧固 

件间距为3．5—4倍紧固件直径，过小可能 

使孔边的应力集中叠加，过大，则紧固 

件数量减少，影响传载能力。 

2)紧固件选用基本原则： 

螺栓的选用：螺栓最常用材料是 

30CRMNSIA，直径一般≥M5；尽可能地 

将螺栓受力设计为受剪或者拉剪复合以 

提高螺栓的疲劳强度。受拉螺栓的装配 
一 般选择间隙配合，受剪和拉剪复合螺 

栓选择干涉配合或者小间隙配合。螺栓 

孑L应进行强化处理，以保证疲劳寿命的 

要求。尽可能的提高所有受剪螺栓的配 

合精度，以保证其受力均匀。对于M8以 

上和关键重要螺栓，安装时要有预紧力 

矩，适当预紧力会提高螺栓疲劳强度。 

铆钉的应用：飞机结构设计中，铆 

钉最常用材料是 LYIO，直径一般不小于 

4mm，不大于6mm。 

由于铆钉的承剪能力强而受拉能力 

弱，一般不考虑受拉，组合件设计布置 

时尽可能地将铆钉受力设计为受剪或者 

拉剪复合 (拉力较小 )，铆钉剪切破坏 

载荷为光杆面积剪切破坏载荷，铆钉连 

接尽量使用干涉配合以提高疲劳强度； 

当紧固件载荷主要为拉伸载荷时，除非 

载荷较小，否则应考虑改为螺栓连接。 

只要条件允许采用凸头铆钉，就不 

要采用埋头铆钉。结构外表面选用埋头 

铆钉主要是气动和外形的要求，应注意 

铆钉头处结构件上的锪窝深度，埋头窝 

的锪窝深度不应超过板厚的2／3，至少应 

保证板厚与锪窝深度之差不小于0．5mm。 

在边距允许的情况下，避免采用单 

排列，尽可能采用双排或三排排列；而 

平行排列与交错排列相比，由于平行排 

列时力的流水线较好，因而疲劳寿命较 

高。 

3)紧固件孑L制作和连接方法 

紧固件孔推荐使用钻铰后加冷挤压 

制孔，这是因为开孔冷挤压在孔边产生 

有利的残余压应力能大大降低在拉伸载 

荷下的孔边平均应力；但要注意冷挤压 

后铰孑L的铰削量不要太大以免消除有利 

的残余应力。适当的干涉配合可以延长 

孑L边的疲劳寿命；名义干涉量应保持在 

2％左右。 

4)紧固件孔构件装配： 

紧固件连接件应在制孑L(配钻)后 

立即进行，尽量保证不分开两个被连接 

件，以避免错位和偏心。尽量避免混合 

使用铆钉和螺栓。这是由于铆钉配合较 

紧，在铆钉变形甚至消除了螺栓与螺栓 

孔之间的间隙后，螺栓才开始承受载荷， 

容易致使铆钉超载而导致提前破坏。 

5)搭接件的设计要求 

搭接件的作用是传递载荷，设计应 

尽量缩短其搭接长度，不要使用一长串 

的紧固件，以免两端紧固件传递载荷过 

大而提前屈服。一般的平板搭接采用三 

排，做多四排紧固件；第一排紧固件附 

近容易发生疲劳破坏，可采用变厚度搭 

接板或薄的辅助搭接板，以减轻第一排 

紧固件的负担。 

6选择合理的工艺方法 

工艺方法选择恰当与否不仅关系到 

零构件能否经济且方便的制造和装配， 

还会明显地影响它们的疲劳、断裂性能。 

如提高零件的表面光洁度、对零件表面 

进行表面强化、不同的热处理工艺、选 

择合理的精加工的切削速度、切削量和 

加工工序、选择合理的装配顺序和恰当 

的工艺补偿等都能影响飞机结构的抗疲 

劳性能。 

结语 

飞机结构的抗疲劳细节设计非常重 

要。对于从事结构设计研究的技术人员 

来说，在平时结构实际设计过程中，细 

节设计稍加改进常可以使受力构件或链 

接件寿命大大增加；高度重视结构细节 

的抗疲劳性是一项必要的工作，是实现 

飞机结构长寿命、高可靠性、低成本维 

修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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