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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炮舱减振结构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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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飞机的炮舱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 ，在不改变整体 主要 尺寸的基础上 ，对飞机炮舱 

结构进行 了阻尼减振结构设计。此设计方案可以取得炮舱结构动力响应应力值减少约 30％以上 

的减振效果 ，进而从治理振源人手 ，使 飞机结构动力学设计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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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现代的高空高速歼敌机，由于航炮发射的剧 

烈振动 ，飞机附件的支持结构在动载荷作用下将 

会引起结构 的局 部 动应力 过 大 ，同 时振 动对 飞机 

的成 品附件设备将 会产生很大 的不 良影 响。本 文 

利用有限元分析计算 和试验相结合 ，设计 了一种 

飞机炮 舱减振 结构 ，可以振 动响应 降低 20％以 

上。对提高飞机结构、延长设备寿命及降低设备故 

障率有着重要作用。 

1 减振结构设计与理论计算分析 

1．1 原结构 动特 性与动 响应 分析 

本有限元模型是以飞机炮舱的地面模拟试验 

件为基础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建立起来 

的。根据本模型试验件的结构布局的特点和航炮 

发射的基本传力路线 ，将试验件简化为典型的杆、 

板、梁结构。将框板、蒙皮、油箱底板、下大梁及板 

簧等简化为板元素 ；将炮梁及长桁等简化为梁元 

素；将加强型材简化为杆元素；／g炮 以集中质量的 

形式加在航炮质心处 ，而沿炮长度简化为 60个节 

点的梁单元。全部试验件模型取 734个节点 ，575 

个四边形板元素、159个三角形板元素、228个梁 

元素和 51个杆元 素。计算 的总 方程数为 3270 

阶，优化前、后的方程带宽分别为 2836和 423。图 

1所示为炮舱原结构有限元模型板结构图。 

本计算利用子空间迭加法对飞机炮舱结构进 

行动特性分析，得到炮舱结构系统的固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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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8步迭代计算求得对动力响应分析可提供响 

应贡献的前十阶固有特性。从计算结果可看出。 

系统的总体模态对应的频率为 l0阶固有频率 中 

的最低值 ，所 以可 判断本特性计算 属于正常范 围。 

炮舱原 结构 的动 响应 分 析 是 按 2连 发 和 l0 

连发分别计算 的，计算载荷采用了相对准确合理 

的方案。即后座力载荷取 自打炮的实测数据 ；前 

支点力取 自航炮安装载荷计算 中的使用载荷 ；载 

荷时间历程做进一步的简化处理 ，即将航炮 的前 

冲和后座载荷分别简化为标准的三角形载荷 ，各 

自按谱分布载荷历程，加到相应 的模型节点 中。 

本次计算选取结构高应力区部位 为研究对象 ，在 

每个部件上选取一个典型的有限元节点进行有限 

元理论计算 ，以确定 以后减振结构的减振效果 ，计 

算 结果 见表 1。 

图 l 炮舱原结构有限元模型板结构图 

表 l 炮舱原结构各计算点应力值 单位 MPa 

6 10 14 15 16 18 19 20 21 

2连发 2o 844 14．542 I 6422 20 42 17 782 10．109 27．68 22．49 8 3047 

10连发 37．o49 25 777 3．0332 36．398 31．886 18．13 49．796 39 95 14．7"／6 

1．2 飞机炮舱减振结构 设计与分析 

为使飞机动应力降低取得明显效果 ，在对飞 

机炮舱原结构地面模拟试验及原结构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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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 ，根据工艺性要求及设计 目标，对飞机炮 

舱进行了多种结构方案设计。通过 ANSYS分析 

软件对各结构设计方案进行校核计算，最终确定 

选取减振结构设计方案。 

对 14种不同设计方案进行计算时，为了便于比 

较分析，仅选取原结构模型中应力较大的 4个单元。 

把原结构模型的动应力值计算结果定为 100％，其他 

设计方案的计算结果与之相比(数值为相当于原结 

构动应力水平的百分比)，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设计方案与原结构计算结果对比 单位：％ 

根据表 3的结果可知 ，z6方案对降低结构高 

应力区的动应力效果明显，接近 50％。但考虑到 

此项技术用于 已定型飞机时，飞机主要结构和承 

力部件不能做大的更改。因此炮梁的外型尺寸不 

能有太大变化 ，以免影响结构连接或其它部件。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及计算结果 ，决定采用 Z14这 

种设计方案 ，其平均动应力可降低 30％左右。 

2 试验研究 

本试验是利用地面打炮装置来模拟飞机航炮发 

射的实际情况。飞机炮舱结构件的试验件是与实际 

结构比例相同的全尺寸试验件。通过炮击过程中的 

应变值测量并计算出的前冲及后座载荷、各框的板 

簧刚度、机构的基频与真实结构相一致 ，这表 明模拟 

试验件所测得的数据，可以代表实际飞机结构的测 

试结果。试验共进行了 2连发 3次，10连发 2次，试 

验动应力测量均选择 10个测量点。 

图 2 买验设 备 安装 图 

从表 3和表 4可看出，对于动应力而言 ，炮舱 

部分阻尼减振结构在炮梁区，动应力最大的位置 

在 19#测量点上 。即炮梁右侧 ，最 大应 力值 为 33． 

123MPa，而炮舱原结 构 在炮梁 区动 应力 最 大的地 

方亦在同样的位置上 ，最大动应力为 41．91MPa， 

可算得在炮梁区部分阻尼结构比原结构动应力水 

平平均下降了 20％以上。 

表 3 炮舱原结构各测量点应力最大值 单位：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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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计算与实测结果分析 

将原结构打炮的实测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 

了对比于表5中。可见两者 2连发情况比较接近；10 

连发情况的结果 相差稍大 ，这是因为在多弹连发情 

况下，计算载荷不能完全模拟实际载荷所致。 

表 5 计算与测试的应力结果对比 单位：MPa 

测点 两连发 十连发 位置 

实际测量 理论计算 实际测量 理论计算 

根据原结构炮舱地面试验件与部分阻尼结构 

地面试验件的地面打炮试验实测结果分析可知，最 

大动应力位置都在 l9上，分别为41．911MPa和 33． 

123MPa。在此处部分阻尼结构炮舱地面试验件比原 

结构炮舱地面试验件的动应力下降了 20．9r7％，理 

论计算炮梁的动应力平均下降了 30％左右 ，比实测 

结果的效果更为明显 ，而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 因是 由 

两方面误差造成的：一是在理论计算中，有限元模 

型简化、计算参数选取和使用的有限元计算方法产 

生 的误差 ；另一方面是在地面试验 中的测量误差 和 

系统误差。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致使理论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 

4 结论与展望 

(1)采取调整结构动应力分布及阻尼材料布 

局的措施，设计出一种炮舱减振结构设计方案。 

计算表明，该设计方案结构最大动应力水平 同原 

结构 比较 可 下 降 30％左 右 。考 虑到 在 理 论 计 算 

中可能出现的影响计算结果精度等因素的影响 ， 

采用全阻尼结构设计方案结构动应力水平同原结 

构 比较 可平均可下降 20％ 以上。 

(2)本研究完成 了炮舱原结构及减振结构 的 

地面炮振试验，验证了计算分析的准确可靠性。 

(3)通过理论分析，选定结构设计方案后 ，再 

进行试验验证，这就突破了单纯依靠试验代替结 

构设计的阻尼结构设计。 

(4)为现役国产系列歼击机振动故障的排除提 

供技术手段，为研制第四代先进战斗机采用阻尼减 

振技术对炮舱系统、推力系统、起落系统等振源进行 

主动控制．开展减振结构设计奠定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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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design and study of the plane gun bay’S vibrat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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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lan e gun bay’s structure adopt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design s the damping 

and vibration reduction structure of the plane gun bay in condition of the major dimension unchanged。 As a result， 

the dynamic response stress of the plan e gun bay is lowered almost 30％ an d the dynamic design  of the plane struc‘ 

ture will be innov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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