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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翼结构损伤仿真研究 

陈国乐h ，康建设 ，刘 夺。，王永光 

(1．解放军 65154部队，辽宁 朝阳 122513，2．军械工程学院，石家庄 050003， 

3．空军 93363部队，沈阳 136100，4．空军 95377部队，武汉 430011) 

摘 要：飞机结构的战伤模式及战伤程度预测对于制定战场抢修预案及改进战斗生存力设计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计算机 

模拟仿真技术定量分析了飞机机翼结构遭受射弹攻击后的损伤情况。通过损伤仿真讨论了 3类情形，一是机翼结构受到简单 

的侵彻后的冲击效应；二是高速射弹攻击带有翼盒的机翼，而产生流体动力冲压效应 ；三是在射弹冲击模型中增加爆炸条件， 

研究射弹以任意角度冲击不同的位置产生的耦合效应。基于ANSYS／LS—DYNA仿真，给出了机翼结构损伤的结果，结论为战 

伤飞机战场抢修的快速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飞机平时修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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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imulation of M odel Damage in Aircraft W i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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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great significance in battle—damaged model and grade of aircraft strudcture for 

BDAR and improremant of combat survivability design．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quantify the 

damage caused by a missile impacting aircraft structures using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To discuss three 

cases according to simulate damage．Firstly，the effects of a simple body—on—body impact on the aircraft’S 

wing structure is investigated．Secndly，the hydrodynamic ram effects due to a high—velocity projectile 

impacting and traveling a fluid filled wing box are simulated．Thirdly，an explosive to the projectile model is 

added to investigate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kinetic energy of the projectile，hydrodynamic ram，and 

the explosive blast at various locations and incident angle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se steps 

where the ANSYS／I S—DYNA code was used for each of the simulations．The results can be used in a rapid 

assessment of a battle—damaged aircraft repair an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usual repair of aircraft． 

Key words：aircraft wing structure，ANSYS／I S—DYNA，damage simulation，Aircraft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 and Repair(AB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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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战伤机理研究是战场抢修研究的前提和基 

础。 目前 ，研究飞机战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即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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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 

试验和模拟仿真方法。实弹试验固然有其自身优点， 

但是，由于在试验时存在许多潜在的熔化现象、碎片 

模式、攻击位置以及攻击角度等因素影响，加之实弹 

试验耗资巨大，并常常造成武器装备损耗和环境污 

染，甚至可能造成人员的意外伤亡，因此世界各国在 

研究飞机战伤机理时大多采用仿真方法。飞机战伤 

机理研究的重点是研究我方飞机受到敌方武器威胁 

打击时的损伤情况，显然，由于诸多原因，采用敌方 

武器对我方飞机进行实弹打击试验获取损伤数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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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现实。但是，利用敌方飞机和武器的性能参数数 

据，通过计算机仿真，则可以对其进行威胁模拟。本 

文通过对研究对象构建相应的仿真模型，对射弹攻 

击飞机机翼结构的损伤情况进行了仿真和定量分 

析 。 

1 3种损伤类型 

射弹对机翼损伤主要有 3种模式，即侵彻、冲击 

和爆炸，为此本文建立了3种情形的仿真模型。第 1 

种情形假设没有射弹产生爆炸效应，只有射弹的动 

能侵彻损伤，其主要 目的是研究侵彻模式下射弹攻 

击机翼结构造成的损伤后果及特点。第 2种情形模 

拟高速射弹攻击带有翼盒(iltt箱)的机翼所产生的流 

体动力冲压效应即液压冲击效应。当侵彻体或破片 

穿过油箱里的液体时，在内部液体中产生强大的液 

压冲击波，使油箱壁或油箱内的部件损伤，即产生液 

压冲击损伤。液压冲击波可使油箱壁产生裂缝和孔 

洞，导致大量燃油泄漏到外部，从而使得机翼产生二 

次损伤。第 3种情形在射弹攻击模型中增加爆炸效 

应，主要研究射弹以任意角度攻击不同位置而产生 

耦合效应：动能效应、流体动力冲压效应和爆炸冲击 

波效应的共同作用。 

2 建立机翼和肩扛式导弹模型 

本文采用某课题组的几何模型，该团队利用计 

算机辅助设计(cATIA)建立了飞机模型和肩扛式 

(Man portable Air Defense Systems：MANPADS) 

防空导 弹模 型 ，把其 导人 Hyperworks和 ANSYS 

工作平台进行精细网格划分以及修改并赋予相关材 

料参数，其基本仿真流程如图 1所示，并且基于 

ANSYS／LS—DYNA 设 计 手 册[4。 构 建 了 

MANPADS导弹和飞机机翼有限元模型 。 

本文模型主要有壳体和实体类型。壳体类型是 

基 于 Hughes—I iu方程和三角形以及 四边形 网格而 

建立，实体模型是基于全六面体而建立，而梁实体是 

基于 3一节点 Belytschko—Schwer单元而建立的。导 

弹模型有 187 600个节点，采用 13种壳体材料建立 

了 52 802个壳体单元，采用了1 084个固体材料建 

立了112 200个固体单元，破片具有 14 400刚体单 

元。机翼有 1 044个单元壳体，654个节点，2O个 

SPC节点，11个边界单元，结构模型的材料主要有 

玻璃、铝、钢、酚醛塑料等。每一个部分都采用非线性 

材料模型，大部分非线性材料模型是分段式的并具 

有可塑性的线性类型，这些材料模型的密度、弹性模 

量、屈服极限、剪切模量、失效极限参数都是可设定 

的 。 

导弹战斗部有高爆炸性含能材料，其能够产生 

高速破片和高压冲击波。为了获取合理的破片飞散 

模 式 和速 度 分布 情况，本 文采 用 了耦 合 流体 

(coupled—fluid)结构互感技术来获取其参数[6]。炸药 

和周围空气采用欧拉网格建模，战斗部结构的破片 

和弹簧盒盖采用拉格朗日网格建模，MANPADS采 

用拉格朗日网格建模。提取爆炸时的前几微秒的破 

片加速度和质量来分析出破片的力和时间关系，图 

2表示为模型和试验破片速度的比较图。通过耦合 

分析得出力的曲线图。导弹战斗部爆炸冲击波特性 

采用参数表示法[7]，战斗部的装药的多少与压力峰 

值和压力脉冲时程函数相关。图 3表示模型和试验 

的峰压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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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射弹对机翼结构损伤仿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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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图 线 图 

假设破片的弹道为直线型 ，则有直线弹道轨迹 

方程 ： 

Vi： o*exp[一 ] ㈩ 
式中：z为破片离爆心的距离； 为破片飞散 

距离时的速度；V。为破片的初速度；M 为破片的质 

量； 为空气密度；K为空气阻力系数(取 0．04)；A 

为破片的面积。实验中有许多参数是无法测试到的， 

所以对上式修正为单参数 a的函数： 

V =V0*exp(--ax) (2) 

通过测试一组 X距离的速度来得 出 a的合理 

值。实际上可采用一个质量阻尼器(LS—DYNA／* 

DAMPING
— MASS)来得到参数值，因为可以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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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从军事组织的烟囱式层次结构中剥离开来， 

越来越多地出现集中式和分布式网络结构。由于各 

种不同指控结构的决策处理规则和时间的不同，因 

此也就影响了协同的最终效果。同样以舰艇编队作 

战为例，在平台中心战模式下，各舰艇的战术协同主 

要依靠战前的协同计划表进行，各舰基本按照独立 

的方式进行作战，而在集中式和分布式条件下，信息 

的获取、传递、处理、利用均是在网络环境中进行，提 

高了信息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各节点协同的水平。 

协同结构对协同效果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需 

要根据具体的环境采用仿真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这里给出对舰艇编队分别以独立式结构、集中式结 

构和分布式结构拦截反舰导弹的仿真结果为例。如 

图 6所示，在一般情况下，信息共享条件下的分布式 

结构具有较优的适应性，其次是集中式结构，独立式 

结构的效果最差[5]。然而，图6给出的 3种协同结构 

情况下舰艇编队协同防空效能的排序只是针对特定 

的想定，实际情况远比此复杂。特别是当作战节奏较 

慢时，集中式结构能够针对整个战场态势全盘考虑， 

更加合理地调配资源，也可能会出现最佳的作战效 

能 。 

4 结束语 

从信息质量、协同主体决策能力、协同时间以及 

协同结构 4个方面对协同效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由分析结果可知：在协同结构一定的情况下，要想提 

高协同的效果，其一是通过训练和演习来提升指挥 

员的业务素质和决策能力；其二是提高信息的质量， 

即通过技术进步来改进传感器获取信息的精度；其 

三是尽量缩短决策的时间，以使协同时间满足时间 

窗的要求。同时，在给定作战任务和编成情况下，要 

根据作战的强度以及各个平台之间的信息交换能力 

选择合适的协同结构，以使指控协同的效果达到最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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