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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飞机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 

MErI’HOD oF REL 硼 TY DESIGN F0R AⅡtCRAFT STRUCTURAL STATIC 

SrI1RENGTH BASED ON ToI凰RABLE SAFETY FACTOR 

王 磊 刘文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WANG Lei LIU WenTing 

(School ofAeronau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o'ing University ofAeronautics 

andAstronautics，& ng 100083，China) 

摘要 在分析安全系数法设计思想和介绍常用安全系数的基础上，给出飞机结构静强度设计的容许安全系数定义 

和表达式，并建立容许安全系数与结构可靠度的关系。借助该关系实现给定容许安全系数下设计结构的静强度可靠性 

评定和给定静强度可靠性设计要求下对应容许安全系数的计算。使结构静强度设计实现从常规的确定性安全系数法设 

计向可靠性设计的过渡要求 ，又能保持传统的安全系数法的简单易用性。最后给出设计示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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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esign idea of safety factor method and introducing general safety factor，a concept and its fofinula of tolerable 

safety factor for aircraft structural static strength design were presented．The relation between tolerable safety factor and structural static 

strength reliability was also given．According to presented the relation，calculating tolerable safety factor under appointed static strength 

reliability and evaluating static strength reliability for designed under appointed tolerable safety factor structure were implemented．The 

method call lead structural static strength design accord th requirement of passage from determinate safety factor method to reliability 

design，also can keep simple and wieldy property of conventional determinate safety factor method．Finally a engineering-oriented exam— 

ple W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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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构静强度设计的安全系数法，以其简单易用性 

在诸多领域的结构设计中被广泛应用。 

传统的安全系数法设计判断结构安全是通过对比 

计算安全系数与许用安全系数实现的，相应的设计要 

求是使设计结构的计算安全系数不小于规定的许用安 

全系数，也就是结构危险截面的使用应力不超过规定 

的许用应力。对应的设计准则可写成 

口≤ 【 】或n≥【n】 (1) 

式中， 为结构危险截面的使用应力；【n】为设计许用 

安全系数，由设计规范给定；【盯】为材料的许用应力， 

为材料的极限应力(强度)r与许用安全系数【n】的比 

值r／[n】；n为结构的计算安全系数，为材料的极限应 

力 r与结构使用应力 的比值rig。 

传统的安全系数法设计属确定性结构设计理论范 

畴，仅能凭经验选取合适的许用安全系数[n]来定性 

反映在结构设计中无法定量考虑的所有经验信息和不 

确定性信息的影响。对飞机结构设计，[n】由强度规 

范_l 。_2【1 给定(一般为 1．5)，是经验性的确定值。 

所以，采用传统的安全系数法设计只能回答所设计结 

构是否安全的问题。 

然而，工程实践表明，采用传统安全系数法设计的 

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绝对安全。一种结构按传统安 

全系数法设计受相同的载荷作用，会有少量(相对结构 

总数)发生失效。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结构载荷／强 

度参数均存在不确定性，而传统安全系数法不能定量 

计及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保证飞机结构具有规定可接受的安全程度，并从 

可靠性角度对采用传统安全系数法设计的结构进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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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规范的基础⋯ 。[ 』J略 |5】47 甥上，对飞机结构静强 

度设计的容许安全系数和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飞机结 

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将从三方面 

“为什么(为什么采用容许安全系数)、定义(容许安全 

系数的定义)、关系(与结构静强度可靠度的关系)”加 

以阐述。 

3 飞机结构的容许安全系数 

GJB 67．1—85|1 有关飞机结构设计数据与材料 

许用性能的规定，要求要充分考虑材料分散性的影响。 

MIL-HDBK．5C 。 篮中也指出，要求设计数据要尽可 

能准确地反映材料的实际性能，以规定的设计容许值 

作为飞机结构设计的主要依据，并对数据的最低限度 

给出明确要求和统计计算方法。JSSG--2006 2 中有 

关材料要求的规定也指出，在进行结构强度分析时使 

用材料的基准设计许用值(容许值)。规范指出用于飞 

机结构静强度设计的安全系数对应的强度特征参数应 

选择具有给定可靠性指标含义的设计容许值。参考 

MIL-HDBK．5C给出设计容许值的数值等级、定义和适 

用对象。 

A级基准设计容许值 ：A级设计容许值规定为 

95％置信系数可以期望至少有 99％ 总体数值大于或 

等于A级材料性能容许值，主要适用于飞机结构疲劳、 

损伤容限关键部位、全尺寸试验中未达到极限载荷的 

结构设计。 

B级基准设计容许值 ：B级设计容许值规定为 

95％置信系数可以期望至少有90％总体数值大于或 

等于 B级材料性能容许值，主要适用于其他结构设计。 

当结构强度特征参数取强度的设计容许值时，飞 

机结构静强度设计的容许安全系数定义为结构强度的 

基准设计容许值与使用应力样本均值的比值。 

对应力与强度同时服从正态分布，结构容许安全 

系数的表达式为 

n(r，)，)=t'2 【1一k(r，)，)C 】 (7) 

式中， (r，)，)为正态分布具有可靠度 r和置信度y的 

单边容限因子，置信度为95％的单边容限因子可由文 

献[5] 蹦查得；n(r，)，)为结构的容许安全系数。 

有分别与A级设计容许值和B级设计容许值对应 

的容许安全系数 n 和 ／2 ，其表达式为 

nA=n(r，)，)I，：o 99．y：o 95 

几 =n(r，y)J ：。90． ：。95 

仅给出容许安全系数还不能回答设计结构的安全 

程度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综合考虑结构静 

强度设计过程的应力 ，强度不确定性，建立容许安全 

系数与结构可靠度的关系。 

4 容许安全系数与可靠度的关系 

基本假设 

① 材料的静强度性能参数服从正态分布。文献 

[51471．5~中指出以往的试验数据表明，用于航空结构和 

元件设计的合金材料强度观测值通常是服从正态分布 

的。 

② 结构在使用过程中的使用载荷也是服从正态 

分布的，此假设也经过大量工程实践的证明，且采取该 

假设进行可靠度计算偏于保守，在工程中广为接受。 

③ 使用载荷与材料性能参数具有统计独立性。 

综合公式(2)和(7)可得，飞机结构静强度可靠性 

系数与容许安全系数的关系为 

R = [C 一k(r，y)C C r] +[n(r，y)C ] (8) 

利用上述关系式并考虑容许安全系数常取大于 

1．0的约束条件得，结构的容许安全系数与可靠性系 

数的关系为 

n(r，y)=[1一k(r，y)C 1(1+ 

J8 ~／C：+C 一 C c )／(1一 C ) 

(9) 

公式(9)可实现用满足给定可靠性指标的容许安 

全系数对飞机结构进行可靠性设计与校核，且使过程 

如同传统的安全系数法一样简单易行。 

5 飞机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基本步骤 

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飞机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 

包含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与校核。主要实施步骤为 

① 给定可靠性指标的容许安全系数的选取。传统 

的安全系数法中有关安全系数取值依据结构设计规 

范llj2。确定，通常取 1．5。本文方法对容许安全系数的 

取值，则根据结构静强度可靠性指标和载荷、强度变异 

(变差)系数，按公式(9)计算加以确定。文献[6]中为 

方便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对指定可靠性指标下的容许 

安全系数与应力 ／强度变异系数的关系绘制成曲线 

族。 

② 由使用载荷乘以安全系数，确定设计载荷。 

③依据设计载荷，在给定结构设计尺寸时采用细 

节应力分析方法确定结构的最大应力。 

④在静强度可靠性设计时，以计算的最大应力不 

超过材料强度极限的设计容许值为条件，最终确定对 

应结构的尺寸。 

⑤ 结构静强度可靠性校核，以强度的设计容许值 

与计算最大应力的比值作为校核依据，该值 ≥1则设 

计合格，该值 <1则设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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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某飞机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示例 

设计某飞机机体中承受拉伸载荷的构件，要求使 

用铝合金2024板材，材料性能参数 见表1。为保证飞 

机机体具有规定的可靠性，分配该构件的静强度可靠 

度至少为0．999 9，对应许用静强度可靠性系数【 】： 

3．719。考虑飞机预期经历使用载荷的不确定性，保守 

地取结构应力变异系数 C =0．12。 

表 1 2024铝合金材料参数 

Tab．1 Material property parameters of 2O24 Aluminum alloy 

构件的局部结构可简化为有限宽板，设计要求保 

持构件的宽度不变，通过合理设计厚度来保证构件满 

足静强度设计要求。以下分别采用容许安全系数法和 

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法对构件 

进行静强度设计，并对容许安全系数法设计的结构进 

行静强度可靠度评估。结果见表 2。 
表2 构件设计与可靠性评定结果 

Tab．2 Results of elements design and reliability evaluation 

⋯ ． ． 
规 c 安 基 薹 毳篓 构 设汁方法 全系数法 ⋯⋯⋯”’ ⋯’ 

结果分析： 

① 本算例对 A／B级设计基准，均依照规范取设计 

(容许)安全系数为 1．5时，结果能够满足静强度可靠 

性设计要求，但偏于保守，说明规范方法能够符合设计 

要求。 

② 采用规范(容许)安全系数法，对 A／B级设计基 

准所得到的结构可靠度依次减少；而采用基于容许安 

全系数的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法，当规定相同可靠 

性指标要求时，对应 A／B级设计基准的容许安全系数 

取值依次增大。可见采用 A／B级设计基准反映出不同 

重要度的结构对可靠性的不同要求。 

③对分别采用A／B级设计基准的基于容许安全系 

数的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法设计的结构，给定可靠 

性指标的容许安全系数取值不同，但设计结果和设计 

结构的可靠度是一致的。可见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结 

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以可靠度指标为设计控制目标， 

直接抓住结构设计的本质。 

7 结论 

1)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 

不失传统安全系数法设计过程的简单易行性。 

2)未来的飞机结构设计将越多地使用应力 ／应变 

特性线性更好的复合材料，并在飞行中广泛使用数字 

式飞控系统和主动控制技术，使得使用载荷的不确定 

性会明显降低，致使仍按规范规定的容许安全系数去 

设计结构将过分保守，造成的设计结构利用率不高的 

矛盾将 日趋突出。本文给出的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结 

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更能适合未来先进飞机结构静 

强度设计需求。 

3)示例表明本文的方法是可行的，并具有较强的 

工程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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