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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整体优化和细节分析 

王想生， 杨荣， 胡玫瑰 

(中航通飞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珠海 519040) 

摘要：飞机结构复杂，部件众多，连接形式复杂，传统的单一计算方法已很难满足计算要求，为更好 

地挖掘飞机的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结构局部进入塑性区应力分布．对飞机结构进行有限元分析，有 

时需同时考虑整体和局部，大型结构采用较密的网格会耗费大量时间、资源等，甚至会导致计算不 

收敛；局部结构须划分较细的网格才能得到局部构件的细节应力．以某型飞机机翼为例，简单介绍 

开展飞机结构整体优化和细节分析的方法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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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ditional single calculation method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calculation requirements of 

aircraft structures，which involves different kinds of components and join methods．Sometimes，in order 

to improv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joint structures，the plastic stress distribution is even considered for 

the local areas of structure．The detail analysis is often considered in the whole analysis during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garding the large—scale structure，it costs the massive time and resources in the 

calculation using dense mesh，which even causes that the calculation does not converge．The thin mesh 

must be used to regard the partial structure which could obtain the partial componentg detail stress．The 

calculation on an airplane wing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aircraf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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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保证结构刚度和强度等条件下，以减重为目 

标的结构优化设计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机翼典 

型构件优化设计主要包括翼肋结构的拓扑优化设 

计、翼梁结构的优化设计、蒙皮以及桁条加筋壁板优 

化设计等． 

Altair公 司、Airbus公 司和 BAE SYSTEMS公 司 

已经使用商用软件对 A380机翼翼肋进行拓扑优 

化．̈ 针对蒙皮以及桁条加筋壁板优化设计，朴春 

雨和章怡宁通过采用罚函数，将有约束问题转化成 

无约束问题，然后采用 Powell法对无约束问题进行 

优化求解 ．机翼结构优化设计应基于机翼整体模 

型，在满足机翼整体强度和刚度条件下，优化主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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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主要尺寸，此时，机翼有限元模型网格不能也不 

需要太密，太密会使计算时间长，也可能导致计算不 

收敛．因此，飞机结构强度计算部门经常采用比较简 

化的整体模型分析机翼的应力和载荷分布． 

对于大型结构，有时既要考虑结构整体，又要考 

虑用户关心的危险区域，如应力集中区域，结构形状 

突变区域等；疲劳专业有时需要确定连接件的钉传 

载荷和旁路载荷，进而确定结构的应力严重因数，以 

便开展疲劳寿命计算．对于这些局部区域的细节分 

析，若网格划分太稀疏，则达不到计算要求；而对于 

这些区域之外的结构其他部分，较稀网格已经足够． 

要得到这些区域较精确的解，可以采取 2种办 

法 ．一种是采用子模型法，对局部区域进行网格 

细化，在整体模型上进行分析．子模型技术是分析大 

型复杂结构局部应力的有效手段，已在一些大型复 

杂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如万定生等 采用子模型 

法对大跨径混凝土斜拉桥桥面板局部进行有限元结 

构分析；王乘等_9 采用子模型法对混凝土高拱坝的 

底孔进行三维非线性分析；王汝传 。。采用子模型法 

分析钢箱梁关键部位的应力．另外一种是采用先整 

体后局部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基于整体分析确定局 

部区域的外界载荷(对于飞机机翼结构，包括气动 

载荷以及其他区域传递给需要考核的细节区域的节 

点载荷)，进而取出细节区域进行网格细化，开展局 

部区域的细节分析． 

细节分析的区域往往包括众多机械连接，飞机 

结构机械连接广泛采用多钉连接，国内外对多钉连 

接研究较少，方法不一．目前，对多钉接头的研究主 

要包括接触有限元方法、解析法以及钉元法等几种 

方法[n-12 3．接触有限元方法计算钉载及孔边应力分 

布，能较好地模拟每个钉的受力状态，但对网格的要 

求比较严格，且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网格质量达不 

到保证，会导致大型复杂结构多钉连接的计算结果 

不够准确．11 解析法假定一定接触压力分布形式， 

较难适应板厚变化等一般工程情况，适用范围比较 

窄．11 钉元法物理概念明确、模型简单且计算效率 

高；内部采用迭代法确定接触区，抛弃人为接触力假 

设，避免了试验测定P．6曲线困难的问题u ． 

本文以某型飞机机翼为例，简单介绍基于 MSC 

开展飞机结构整体优化和细节分析的方法与流 

程 ．_l6] 

1 某型飞机机翼整体优化和细节分析 

流程 

飞机结构强度计算是个由粗到细的过程，整体 

J1f￡D．／／www．ehinacae．cn 

优化和计算常采用较粗的网格，细节分析常采用较 

细的网格．以某型飞机机翼为例，简单介绍整体优化 

和细节分析的大致流程，某型飞机机翼整体优化和 

细节分析流程见图1． 

建立机翼有限元模型 

l 
机翼有限元模型加载 

i 
机翼整体优化分析 

I 

I 
确定主承力件主要尺寸 

f (如主粱缘条和腹板厚度) 提取主承力件内力 

1 ． 
建立主承力件细节模型 确定细节模型外部载荷和约束 

l 

主承力tq--~节分析 

图 1 某型飞机机翼整体优化和细节分析流程 

Fig．1 Overall optimiza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process of 

an aircraft wing 

2 某型飞机机翼整体优化分析 

2．1 某型飞机机翼翼梁有限元模型 

某型飞机机翼结构主要由展向构件、弦向构件 

和外部蒙皮等组成，机翼有限元模型 见图2．机 

翼蒙皮和腹板取 CQUAD 4和 CTRI 3单元；长桁、梁 

缘条和肋凸缘取 ROD单元；对于主要传力构件，如 

前梁、主梁、后梁以及前墙等的缘条取 BEAM单元； 

接头和支座等采用刚性单元或取 BAR单元．主梁有 

限元模型见图3，主梁为变截面梁，上、下缘条对称， 

采用 T形梁，主梁缘条截面尺寸的定义见图4． 

图2 机翼有限元模型 

Fig．2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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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梁有限元模型 

Fig．3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ain beam 

图4 主梁缘条截面尺寸的定义 

Fig．4 Definition of main beam flanges of OrOSS— 

sectional dimension 

2．2 机翼有限元模型加载 

机翼有限元模型施加载荷通常采用多点排方 

案．其基本思路是，离气动点近的有限元节点多分配 
一 些，反之少分配一些．假设有限元节点和气动点之 

间有一根无形的梁，它是以气动点一端为固支的悬 

臂梁，其 自由端上的有限元节点分配到载荷 时的 

变形能为 

= 嚣 (1) 
式中： 和 分别为假想梁的抗弯刚度和长度． 

将式(1)代入整体变形能公式，得 

U= (2) 
7 

式中：n为节点数． 

再将气动点上的载荷分配到有限元节点上时， 

应使系统的变形能最小，同时还应满足静力等效条 

件．由等效原理，采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建立拉格朗日 

函数 

砌 n(器一A ) 
(3) 

为使系统的变形能最小，令 

F(A，A ，A )=0 (4 

求解式(2)～(4)，得各有限元节点所分配到的载荷 

P．． 

2．3 结构优化确定主梁整体尺寸 

通过机翼整体优化分析，在保证机翼整体强度 

和刚度要求下，机翼主梁优化前、后的尺寸见表 1． 

表 1 优化前、后主梁主要尺寸 

Tab 1 Main dimensiOns of the main beam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mm 

部位 参数含义 初始值 优化值 

T形梁截面 值 2O4 170 

1肋截面 T形梁截面 值 27．480 22．27O 

T形梁截面t2值 136．8 102．6 

T形粱截 面 值 162 135 

2肋截面 T形梁截面 值 22．I10 l8．243 

T形梁截面t2值 94．8 71．1 

T形梁截面 值 12O 100 

3肋截面 T形梁截面H值 16．740 14．215 

T型梁截面 t2值 52．8 49．6 

T型 梁截面 值 1l0．6 92．2 

4肋截面 T形梁截面日值 11．370 lO．188 

T形梁截面t2值 44．4 33．3 

T形梁截面 值 101．3 84．4 

5肋截面 T形梁截面日值 7．2oo 6．700 

T形梁截面 t2值 36 27 

1．12肋 粱缘条厚度 tl 7．O 6．6 

1-2肋 粱腹板厚度 5．0 4．1 

3．12 肋梁腹板厚度 4．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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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试验件结构尺寸和线性屈曲分析结果，采 

用工程方法计算各试验件考核区的弹性剪切屈曲应 

力，结果见表 2．工程算法公式 为 

=  (2) 

式中：6为沿周缘不变的厚度；F为沿中心线所 围 

面积． 

5 结束语 

采用有限元软件对机身壁板剪切试验进行线性 

屈曲分析，由计算结果可知试验件考核区先于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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