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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合材料结构具有力学性能、几何尺寸等的多源不确定性和失效模式多样化的特点，给其设

计与应用带来了挑战。 为了探索多源多失效模式下复合材料夹层结构的可靠性分析方法，以机身蒙

皮夹层结构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参数化有限元分析模型和声学边界元模型进行确定性分析。 考虑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参数和铺层厚度的随机性，为夹层结构的静强度失效、整体屈曲和振动噪音 ３ 种典

型失效模式建立结构可靠性分析模型。 为了减少计算量，构造 ３ 种失效模式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并
结合子集模拟方法预测机身蒙皮夹层结构的系统失效概率。 为复合材料夹层结构精细化设计提供支

撑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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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材料因其出色的可设计性和结构效率在航

空航天领域被广泛应用。 其中夹层结构是一种常见

的复合材料结构形式，不仅可以在较小的质量代价

下满足力学性能要求，特殊的设计还能使其具有隐

身、隔热、降噪等多元化功能。 然而，相较于传统的

金属材料，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各向异性及对环境

条件、制造工艺的敏感性较大，导致其结构性能呈现

出较大的分散性。 采用确定性分析方法难以准确地

预测结构性能，容易造成性能过高或者过低。 同时

复合材料夹层结构功能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多学科交

叉和耦合问题，在传统的力学性能设计要求下可能

增加热学、电磁学、声学等多学科问题。 为了保证夹

层结构系统的可靠性，这些因素在设计中需要更为

系统化和全局化的考虑。
结构可靠性方法能够量化结构中的不确定因素

影响，在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构造结构系统的极限

状态函数，得到结构性能响应的统计特性和失效概

率信息［１］，为准确地实现结构的设计要求和功能提

供支持。 复合材料夹层结构的可靠性分析往往有着

以下特点：①多维随机变量，这是由其设计变量的复

杂性和不确定来源的多样化决定的；②隐式化、高度

非线性极限状态函数，这是由相应的力学有限元分

析模型、声学模型等数值模型和极限状态确定的；③
结构失效为小概率甚至极小概率事件，这对极限状

态函数的全局计算精度和可靠性计算方法的效率提

出了双重要求。
由于上述困难，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少有针对

复合材料夹层结构进行可靠性分析的研究工作，目
前主要的相关研究工作还是集中在复合材料层合板

结构上。 Ｗａｎｇ 等［２］在纤维缠绕圆柱壳的可靠性优

化设计中，以缠绕角度为随机变量，在有限元分析的

基础上使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法建立了圆柱壳在压缩载荷作

用下线性屈曲响应模型，然后通过模特卡洛模拟得

到结构响应的统计特性。 Ｍａｔｈｅｗ 等［３］ 基于二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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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度方法结合径向基函数和重要抽样方法开发出一

个自适应重要抽样的径向基函数来评估变刚度复合

材料层合板失效概率和分析灵敏度，结果表明该方

法相比于径向基函数－蒙特卡洛方法节约了 ９５％的

计算量。 林森［４］ 基于多项式响应法拟合有限元计

算的隐式极限状态方程，通过一次二阶矩法分析了

不同压强条件下复合材料压力容器的可靠度。 Ｓｕｎ
等［５］建议使用自适应更新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并结合蒙特

卡洛模拟来处理非线性、小概率和高维度的可靠性

问题。 周春苹等［６］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和 ＮＡＳＴＲＡＮ 的联合

仿真技术，构造自适应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来代替真实的极

限状态函数，使用蒙特卡洛模拟计算出复合材料结

构静强度可靠度，并进行了随机变量的失效概率全

局灵敏度分析。
目前，代理模型是解决结构分析高计算量的主

流方法，常用的代理模型有多项式模型、径向基函数

模型、支持向量回归模型、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等。 结构可

靠性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多项式模型，但是多

项式模型依赖于多项式阶数和项数的选取，并且在

高维度和高度非线性问题上精度和效率较低。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由于具有理论严谨、逼近精度高以及其

与随机方法自然关联的优点，在结构可靠性分析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 同时，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自身也在不断

发展之中，Ｇａｓｐａｒ 等［７］ 提出了一种主动优化的自适

应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来解决具有非线性和中等规模

输入随机变量的结构可靠性问题。 Ｚｈａｎｇ 等［８］ 基于

折叠正态分布推导了一种主动学习函数，对自适应

截断采样区域进行有效的主动学习迭代。
为了探索复合材料夹层结构多失效模式下的可

靠性分析方法，本文以复合材料机身舱段蒙皮夹层

结构为研究对象，选取夹层结构的主要力学性能参

数和尺寸作为随机变量，根据主要失效模式构造极

限状态函数。 在此基础上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结

合子集模拟方法预测其失效概率。 为夹层结构多失

效模式的结构可靠性分析和其安全性评估提供方法

支持。

１　 机身蒙皮夹层结构

本文以单通道中短程客机的机身舱段为分析对

象。 飞行过程中，民航客机的机身受力形式主要有

弯矩、扭矩、剪切力和内部的舱压，同时受到侧面发

动机的噪声激励。 舱段模型的一端假设为简支边界

条件，一端为自由端，组合载荷将施加在自由端上。
１．１　 几何尺寸和载荷工况

机身舱段外径 Ｒ ＝ ２ ｍ，长度 Ｌ ＝ １ ｍ。 载荷工况

中，弯矩：Ｍｘ ＝ ９００ ｋＮｍ，Ｍｙ ＝ － ２ ６００ ｋＮｍ，Ｍｚ ＝
－ ９００ ｋＮｍ；剪力：Ｑｙ ＝ － ４８０ ｋＮ，Ｑｚ ＝ － ９０ ｋＮ ；同时

受到来自侧边的发动机的噪音激励，频率为２００ Ｈｚ
（参考文献［９］中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典型频率），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机身舱段示意图

夹层结构的面板是由 Ｔ７００ＧＣ ／ ２５１０ 预浸带铺

制的层压板，芯材为 Ｒｏｈａｃｅｌｌ ２００ＷＦ，夹层的铺层方

向为［９０ ／ ４５ ／ ０ ／ ｃｏｒｅ ／ ０ ／ ４５ ／ ９０］。 材料性能参数如表

１～２ 所示。

表 １　 复合材料面板 Ｔ７００ＧＣ ／ ２５１０ 性能参数

Ｅ１１ ／ ＭＰａ Ｅ２２ ／ ＭＰａ ｖ１２ Ｇ１２ ／ ＭＰａ Ｇ２３ ／ ＭＰａ Ｇ１３ ／ ＭＰａ ρ ／ （ｋｇ·ｍ－３）

１．２７×１０５ ８．４１×１０３ ０．３０９ ４．２１×１０３ ３．０２×１０３ ４．２１×１０３ １．５７×１０３

Ｘｔ ／ ＭＰａ Ｘｃ ／ ＭＰａ Ｙｔ ／ ＭＰａ Ｙｃ ／ ＭＰａ ＳＸＹ ／ ＭＰａ ＳＸＹ ／ ＭＰａ

２ ２００ １ ４４１ ４８．９ １９９ １５４ １５４

　 　 　 　 　 　 　 注：表中 ｔ 代表拉伸，ｃ 代表压缩。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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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泡沫芯材 Ｒｏｈａｃｅｌｌ ２００ＷＦ 性能参数

Ｅ ／
ＭＰａ

Ｇ ／
ＭＰａ

ｖ
Ｆｔｕ ／
ＭＰａ

Ｆｃｕ ／
ＭＰａ

Ｆｓｕ ／
ＭＰａ

ρ ／
（ｋｇ·ｍ－３）

３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３ ６．８ ９ ５ ２０５

　 注： Ｆｔｕ 为拉伸极限，Ｆｃｕ 为压缩极限，Ｆｓｕ 为剪切极限。

１．２　 数值分析模型

１．２．１　 静力分析有限元模型

首先将机身舱段简化为一个长度为 １．１ ｍ，外径

为 ２ ｍ 的圆柱筒，圆柱筒的一端使用简支约束条件，
一端为自由端。 自由端在原模型基础上增加了长度

为 ０．１ ｍ 的载荷过渡区，如图 ２ 所示。 这样处理的

原因是：复合材料的连接区域需要单独设计和特殊

结构处理，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非连接区域（分析

区），根据圣维南原理使用载荷过渡区来代替连接

区，过渡区具有与分析区相同的材料属性，但是不会

发生破坏，这样能够避免直接在分析区加载带来的

应力集中、传力路径失真等情况，从而提高分析区的

仿真精度。

图 ２　 夹层壳体简化模型

本文在有限元软件中建立静力分析模型，内外

面板分别使用 ３ 层 ＳＣ８Ｒ 单元模拟，单元数为３ ０００。
为了模拟出芯材在厚度方向上的应力变化，芯材使

用 ５ 层 Ｃ３Ｄ８Ｒ 单元模拟，单元数为 ５ ０００。 本文旨

在研究增强纤维的力学性能和夹层厚度的分散性对

结构可靠性的影响，所以未考虑面板分层、面板与芯

材脱黏失效模式，这部分失效模式主要受树脂、胶黏

剂的性能和制造工艺影响，所以面板与芯材默认有

效连接。
面板为碳纤维增强层压板，本文采用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准则［１０］逐层分析层压板各层的应力状态，得到

各层的破坏指数 。 假设面板处于平面应力状态下，
Ｔｓａｉ⁃Ｗｕ 张量多项式如（１）式所示

ＩＦ ＝ Ｆ１σ１ ＋ Ｆ２σ２ ＋ Ｆ１１σ２
１ ＋ ２Ｆ１２σ１σ２ ＋

　 　 Ｆ２２σ２
２ ＋ Ｆ６６σ２

６ （１）
式中： ＩＦ 为破坏指数，ＩＦ ＜ １，结构安全；ＩＦ ≥１，结构

破坏

Ｆ１ ＝ １
Ｘ ｔ

－ １
Ｘｃ

　 Ｆ２ ＝ １
Ｙｔ

－ １
Ｙｃ

　 Ｆ１１ ＝ １
Ｘ ｔＸｃ

Ｆ１２ ＝ －
Ｆ１１Ｆ２２

２
　 Ｆ２２ ＝ １

ＹｔＹｃ
　 Ｆ６６ ＝ １

Ｓ２

式中： Ｘ ｔ 和 Ｘｃ 分别为纤维方向上的拉伸和压缩强

度；Ｙｔ 和 Ｙｃ 分别为面内垂直于纤维方向上的拉伸和

压缩强度；Ｓ 为面内剪切强度。
芯材主要承受面外的剪切和扭转载荷产生的切

应力，剪切失效是芯材失效模式中的一种主要失效

模式。 由于 Ｒｏｈａｃｅｌｌ ２００ＷＦ 闭孔聚合物泡沫材料

具有各向同性［１１］，本文采用最大切应力理论进行芯

材的静强度评估。 单元上的最大切应力 τｍａｘ可以通

过最大、最小主应力计算，芯材单元的最大切应力计

算公式

τｍａｘ ＝
σ１ － σ３

２
（２）

式中： σ１ 和 σ３ 分别为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

图 ３　 面板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指数 ＩＦ 分布图

图 ４　 芯材 Ｔｒｅｓｃａ 应力分布图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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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和图 ４ 给出了在名义均值点处分析区内面

板的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指数 ＩＦ 分布图、芯材的 Ｔｒｅｓｃａ 应

力分布图（Ｔｒｅｓｃａ 应力是主应力间的最大差值，是单

元上最大切应力的 ２ 倍）。 图中的变形放大系数

为 ２０。
１．２．２　 线性屈曲分析模型

在 Ａｂａｑｕｓ 中建立线性屈曲分析模型，采用摄动

分析方法和子空间迭代法提取前 １０ 阶模态。 因为

本文所建立的数值模型中含有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约束，故无

法使用 Ｌａｎｃｚｏｓ 法，并且在少量（少于 ２０）的模态提

取时，子空间迭代方法一般更快。 夹层壳体的一阶

屈曲模态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夹层壳体的一阶屈曲模态

１．３　 声学边界元模型

由于声学分析涉及到动力学响应计算，且计算

过程相对静力学分析要复杂得多。 本文在进行蒙皮

夹层结构声学分析前，先在商业有限元软件中建立

了壳体的谐响应分析模型，求解得到壳体表面法向

振动速度，然后进行声学响应分析。
谐响应分析是计算在双侧 ２００ Ｈｚ 的单位激振

力作用下夹层壳体表面的法向振动速度，夹层厚度

方向上的应力变化对结果影响很小，所以为了提高

效率，面板和芯材都使用壳单元来模拟。 整个模型

单元数为 ２ ０００，结构阻尼系数设置为 ０．０２。 谐响应

分析需要考虑结构中预应力的影响，飞行载荷会对

机身蒙皮夹层结构作用产生预应力，在动力学工况

中需要将静载荷引起的刚度影响结果引入到动力学

分析中。 壳体表面的法向振动速度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声学模型表面振动速度分布图

声学边界元模型如图 ７ 所示，计算结果中结构

网格上的法向振动速度被映射到黄色区域的声学边

界元网格上，边界元网格内部的 ３ 个红色网格模拟

舱内一侧的人耳，即场点位置，声学分析的目的就是

计算 ６ 个场点位置（选在客舱内乘客头部位置）的

声压级，从而对发动机噪声激励下舱内声压水平进

行评估。

图 ７　 声学边界元模型

２　 蒙皮夹层结构可靠性模型

２．１　 随机变量

由于面板主要承受面内的应力，与面板垂直的

２ 个力学常数 Ｇ２３ 和 Ｇ１３ 对分析结果影响相对较小，
故不作为随机变量考虑。 本文选取的随机变量有面

板的力学性能参数 Ｅ１１，Ｅ１２，ｖ１２ 和 Ｇ１２，芯材的力学性

能参数 Ｇｃ，以及夹层的各层厚度 ｆｔ１，ｆｔ２，ｆｔ３，ｃｔ，ｆｔ４，ｆ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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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ｆｔ６，共计 １２ 个随机变量。 面板材料的统计特性数

据来自复合材料手册［１２］，汇总在表 ３ 中。
表 ３　 随机变量的统计特性

随机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Ｅ１１ ／ ＭＰａ １．２７×１０５ ２．１６×１０９ ０．０１７
Ｅ２２ ／ ＭＰａ ８．４１×１０３ ２．０２×１０７ ０．０２４

ｖ１２ ０．３０９ ９．２７×１０－３ ０．０３０
Ｇ１２ ／ ＭＰａ ４．２１×１０３ １．２６×１０８ ０．０３０
Ｇｃ ／ ＭＰａ １．５０×１０２ ７．６８ ０．０５１
ｆｔ１ ／ ｍ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５ ０．０５５
ｆｔ２ ／ ｍ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５ ０．０５５
ｆｔ３ ／ ｍ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５ ０．０５５
ｃｔ ／ ｍ ３．２０×１０－２ １．４５×１０－３ ０．０５８
ｆｔ４ ／ ｍ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５ ０．０５５
ｆｔ５ ／ ｍ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５ ０．０５５
ｆｔ６ ／ ｍ ３．１０×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５ ０．０５５

２．２　 极限状态函数

夹层壳体的面板主要承受弯曲引起的正应力；
内层的芯材主要用于承受剪力、保持面板的形状和

结构的稳定性。 机身蒙皮夹层承受的载荷主要有弯

矩、扭矩和剪切力以及座舱压力，复杂的载荷情况使

得机身夹层的失效模式较为复杂，泡沫夹层的主要

失效模式包括面板失效、芯材剪切失效、面芯脱胶、
面板皱曲、整体屈曲、剪切皱折等［１３］。 为了研究复

合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和夹层厚度尺寸的分散性对

结构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与这些不确定因素直接

关联的 ３ 种主要失效模式：面板失效、芯材剪切失效

和整体屈曲。 同时从功能性角度出发考虑到现代民

航客机机身对降低舱内振动噪声的要求，本文把在

发动机的噪声激励下引起的舱内振动噪声超标作为

一个主要失效模式予以分析。 同时受限于作者的学

科和已掌握的结构仿真分析方法，本文选取了 ３ 种

典型失效模式，旨在说明所提设计框架在解决多功

能一体化设计带来的多源、多失效模式问题时的可

行性和优势，而实际中机身结构设计应不只考虑这

３ 种失效模式。 下面根据蒙皮夹层结构的设计要求

给出 ３ 类典型的极限状态判据。
２．２．１　 面板、芯材的静强度失效

本文复合材料面板的静强度评估使用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准则实现，芯材静强度评估使用最大切应力理

论实现。 有限元法将夹层圆筒分割成 ｎ 个单元，任
一个单元失效，都会导致整体失效。 计算得到面板

单元上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指数的最大值 ＩＦ 和芯材单元

上的最大切应力值 τｍ，根据面板静强度失效和芯材

剪切失效分别给出以下失效判据：
ｍａｘ｛ ＩＦ１，…，ＩＦｉ，…｝ ≥ １
ｍａｘ｛τｍ１，…，τｍｉ，…｝ ≥ ５ ＭＰａ （３）

式中， ｉ 为单元的编号，ｉ ＝ １，２，…，ｎ。
２．２．２　 整体屈曲失效

机身作为重要的主承力结构，须在组合载荷下

保证其稳定性，并且机身结构的刚性要求较大。 因

此本文将整体屈曲失效作为主要失效模式之一加以

考虑。 线性屈曲理论是基于小挠度、线弹性的假设，
在不考虑结构受载后的变形和初始缺陷的情况下对

结构进行稳定性分析。
在有限元软件中的特征值屈曲预测分析中有

（Ｋ０ ＋ λ ｉΔＫ）ｖｉ ＝ ０ （４）
式中： Ｋ０ 为基础状态的刚度矩阵；ΔＫ为递增载荷曲

线 Ｑ 的微分初始应力刚度矩阵；ｖｉ 为屈曲模态的位

移特征向量；λ ｉ 为第 ｉ 个特征值。
临界载荷

ｐｃｒ ＝ ｐ０ ＋ λ ｉＱ （５）
　 　 一般来说，先达到第一阶特征值处的屈曲载荷

率从而引起屈曲失稳。 在给定分析载荷情况下，为
防止失稳，线性屈曲特征值 λ 需要满足： ｜ λ ｜ ＞ １。
２．２．３　 振动噪声超标

发动机作为舱内噪声的主要来源，民机飞行过

程中，机身侧面受到来自发动机的噪声激励，引起机

身壁板的振动，振动的壁板进一步激励舱内空气产

生内部噪声。 由于载荷和位置的不对称性，本文计

算了 ６ 位乘客的耳朵位置场点的声压级，噪声超标

判据为

ｍａｘ｛Ｐ１，…，Ｐ ｊ，…｝ ＞ ６０ ｄＢ （６）
式中： Ｐ ｊ 为第 ｊ 个场点位置的声压级。 基于此，建立

振动噪声极限状态函数。
２．２．４　 蒙皮夹层结构系统极限状态函数

蒙皮夹层结构的极限状态由多种失效模式确

定，任意一种失效模式出现都会导致夹层结构整体

失效，因此将蒙皮夹层结构作为一个串联结构系统

加以分析，其可靠性框图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机身可靠性框图

最终蒙皮夹层结构系统的极限状态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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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Ｘ） ＝ ｍｉｎ

１ － ｍａｘ｛ ＩＦ１，…，ＩＦｉ，…｝，
５ － ｍａｘ｛τｍ１，…，τｍｉ，…｝，
｜ λ ｜ － １，
６０ － ｍａｘ｛Ｐ１，…，Ｐ ｊ，…｝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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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ï

ü

þ

ý

ï
ïï

ï
ïï

＝ ０（７）

ｇ（Ｘ） ＜ ０ 表示夹层结构在上述 ３ 类失效模式下

失效。

３　 参数化建模和程序化前后处理

为了克服计算量过大的问题，本文使用子集模

拟方法预测夹层机身的可靠度。 随机抽样方法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抽样分析计算。 尽

管使用子集模拟方法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来提高抽

样效率，但是多种失效模式下需要计算多个极限状

态函数，每个极限状态函数的代理模型需要一定的

样本点来保证逼近的精度，所以重复而大量的数值

分析计算必不可少，这就需要参数化建模和程序化

地协同控制各个分析软件完成各自的模型修改、计
算、结果提取和处理工作。

编写统一控制各分析软件的控制代码，并封装

成函数方法，以随机变量向量为输入，输出各个响应

的数值分析结果向量 Ｙ。 控制分析流程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仿真分析流程图

４　 蒙皮夹层结构可靠性分析

为了将蒙皮夹层结构可靠性分析的计算量降低

至工程设计可接受的范围，本文采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

型逼近原始数值计算模型，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计

算量，采用子集模拟方法计算失效概率。
４．１　 抽取训练样本

对于耗时的数值仿真试验，需要考虑在保证近

似精度的同时，研究如何使用少量的样本点来进行

试验设计。 鉴于拉丁超立方抽样的样本分层、分布

均匀等优点，本文采用拉丁超立方抽样产生构建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所需的初始样本点。
由于拉丁超立方抽样是在标准化空间［０，１］内

抽样，因此在结构可靠性分析中，随机变量的样本值

一般通过逆变化的方法获得。 例如在第 ｉ 维上，拉
丁超立方抽样抽取的样本值为 ｕｉ，那么对应的随机

变量值 ｘｉ 为

ｘｉ ＝ Ｆ －１
ｉ （ｕｉ） （８）

式中，Ｆ ｉ 为输入随机变量 Ｘ ｉ 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
４．２　 构造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

在获取初始样本点后，本文利用 Ｄａｃｅ 工具

箱［１４］为蒙皮夹层结构的 ３ 种失效模式和系统失效

建立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 代理模型构造流程图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构造流程图

４．３　 代理模型误差检验

由于民机结构的失效风险在 １０－９左右，服从正

态分布的随机变量落在［μ－６．５σ，μ＋６．５σ］区间外的

风险为 ８．０３×１０－１１，区间外的部分对结果精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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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小于 ８％，所以只需要保证代理模型在该区间内

的精度。 本文使用拉丁超立方抽样方法在随机变量

的区间［μ－６．５σ，μ＋６．５σ］内按均匀分布抽取 １００ 个

检验样本点。 分别用有限元 ／边界元数值计算模型

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计算检验样本的响应值、预测值以及

相对误差。 每个检验样本有 ４ 个响应，分别对应面

板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指数 ＩＦ、芯材最大切应力 τｍ、整体线

性屈曲特征值 λ 及场点的最大声压级 Ｐｍａｘ。 检验样

本的响应值按照升序排列，对应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预测

值、相对误差如图 １１～１４ 所示。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的最大

预测误差小于 ３．５％，并且 ９５％的检验点的相对误差

在 １．５％以下，预测效果理想，可进一步用于结构可

靠性分析。

图 １１　 面板 Ｔｓａｉ⁃Ｗｕ 失效指数 ＩＦ 对比图　 图 １２　 芯材最大切应力 τｍ 对比图 图 １３　 线性屈曲特征值对比图

图 １４　 内场声压级对比图

４．４　 失效概率评估

完成代理模型构建后，本文采用子集模拟方法

计算 ３ 个失效模式和蒙皮夹层结构系统的失效概

率。 子集模拟方法是一种先进蒙特卡洛模拟，继承

了蒙特卡洛方法能够解决高纬度、非线性问题的优

点，同时提升了求解小失效概率问题的能力。 其基

本原理是运用小概率事件可以由一系列较大条件概

率的乘积来表示，将小失效概率事件模拟转化为较

大条件失效概率事件来模拟，其关键步骤为产生服

从条件分布的新样本［１５］。
本文中子集模拟方法参数设置如下：每层样本

数 Ｎ＝ １ ０００，中间事件的条件概率 Ｐ０ ＝ ０．２。 考虑到

民机最大失效风险为 １０－９，子集模拟的最大迭代层

数设为 １５，可以覆盖该小失效概率范围。 经过 １０
轮重复计算，前述 ３ 类失效模式和蒙皮结构系统的

失效概率如表 ４ 所示。 同时表中给出了失效概率计

算结果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可以看出 １０ 次失效率

计算 结 果 都 在 均 值 附 近， 最 大 的 变 异 系 数 为

１．４７９ ７，说明所提方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本文

１ 次系统失效概率的分析计算中大约需要 ９ ８００ 次

结构系统响应分析，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方法节约计算

时间为 ９ ８００（ ｔｎｕｍ － ｔｋｒｉ），ｔｎｕｍ，ｔｋｒｉ分别为数值分析和

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用时，分析模型越复杂，数值分析耗时

越长，而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型方法分析用时基本不变，该方

法效率越显著。 ３ 个分失效模式中噪声超标的失效

率最大，应予以关注，结构系统的失效率与该主失效

模型的失效率在同一量级。
表 ４　 失效概率计算结果

试验序号
静强度

失效

整体屈

曲失稳
噪声超标

夹层蒙皮

系统失效

１ ７．７６×１０－７ ４．６３×１０－９ １．７９×１０－６ ２．３８×１０－６

２ ７．４０×１０－７ ６．０４×１０－８ １．６３×１０－６ ２．３５×１０－６

３ ８．６５×１０－７ ５．８９×１０－８ ２．１１×１０－６ ３．４９×１０－６

４ ４．００×１０－７ ２．７６×１０－８ ３．９４×１０－６ ２．９３×１０－６

５ ８．８３×１０－７ ２．１２×１０－７ ４．１６×１０－６ １．５８×１０－６

６ １．１８×１０－６ ２．５０×１０－７ ２．３７×１０－６ ２．２３×１０－５

７ ４．１３×１０－７ ５．２４×１０－８ ３．１６×１０－６ １．１４×１０－６

８ ４．７２×１０－７ ８．４５×１０－７ ２．６０×１０－７ ２．０９×１０－６

９ ４．１４×１０－７ ２．８９×１０－７ １．７６×１０－６ ４．８９×１０－６

１０ ３．７５×１０－７ ３．９７×１０－７ ４．１７×１０－７ ３．３８×１０－７

均值 ６．５１×１０－７ ２．２０×１０－７ ２．１６×１０－６ ４．３５×１０－６

标准差 ２．７５×１０－７ ２．５６×１０－７ １．３１×１０－６ ６．４４×１０－６

变异系数 ０．４２２ ６ １．１６５ ７ ０．６０６ １ １．４７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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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结构可靠性分析框架，用于复

合材料夹层结构的可靠性分析。 以民机机身蒙皮结

构为例，利用多种有限元软件对夹层壳体进行参数

化建模分析和自动程序化前后处理，得到不同参数

组合下的数值分析结果。 基于试验设计技术和数值

分析结果构建各个极限状态函数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

型，并结合子集模拟方法分析了结构在各个单一失

效模式下的失效概率和多失效模式下结构系统的失

效概率。 分析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 参数化建模和自动程序化前后处理是多维

度、多失效模式分析的必要技术方法，多失效模式涉

及不同的仿真分析软件，不同分析软件之间协同控

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
２） 使用同一组初始样本点，构建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 模

型能够对夹层结构的极限状态函数进行高效的全局

近似，最大相对误差达到 ２．４％以下；结合子集模拟

方法求得各单一失效模式下和整体的失效概率的变

异系数最大为 １．４７９ ７，表明了所提方法的高效性和

稳定性；
３） 本文方法的适用性取决于 ３ 个部分：结构仿

真分析、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及可靠性分析方法。 结构

仿真分析目前已在力学、声学、热学等学科中广泛应

用，建立相应的参数化模型以及可靠性分析程序与

仿真分析输入、输出的联系是使用本文方法的前提，
所以该方法的适应性主要受限于结构分析的计算

量；Ｋｒｉｇｉｎｇ 代理模型结合子集模拟可靠性分析方法

克服了结构响应函数的非线性、隐式化问题，特别是

机身结构在中、高频段的外部激励下的结构响应呈

现高度非线性的特点，这能在很大程度上验证所提

方法的适应能力；
４） 夹层结构整体可靠度主要取决于失效概率

最大的失效模式，本文中蒙皮夹层的噪声水平超标

对应的失效概率最大；为了提高蒙皮夹层结构系统

的可靠度，应首先考虑减少该失效模式的失效概率，
对影响噪声水平的设计变量进行优化。

本文所提方法适用于结构分析与设计阶段对机

身蒙皮夹层结构的可靠性进行量化分析，为其他夹

层结构的多失效模式下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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