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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两栖飞机涉水结构服役的腐蚀环境及包含水面起降冲击的随机载荷共同作用，在运输机

ＴＷＩＳＴ 标准载荷谱的基础上，加入水动力载荷对应的载荷水平及频次，编制了涉水结构的模拟随机载

荷谱；运用 Ｗｉｌｌｅｎｂｏｒｇ ／ Ｃｈａｎｇ 超载迟滞模型考虑了水动力高幅超载对结构裂纹扩展的迟滞效应，建立

了水陆两栖飞机涉水结构损伤容限分析的工程方法。 以某型飞机典型涉水结构的常见孔边裂纹为

例，利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裂纹扩展分析软件分析了涉水结构在腐蚀环境、随机载荷谱共同作用下的裂纹扩展

寿命，并通过剩余强度分析确定了保持结构适航性的检查门槛值和检查间隔。 文中提出方法简易可

行，为水陆两栖飞机涉水结构损伤容限分析及维修计划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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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陆两栖飞机的涉水结构不仅长期处于高温、
高湿、高盐等腐蚀环境，还经常在波浪水面滑行、起
降时出现升沉、跳跃，导致较大的过载及复杂的水动

力冲击，因此其涉水结构大多采用损伤容限设计，并
须对其进行损伤容限分析［１］。

罗琳胤等［２］基于 ＬＳ⁃ＤＹＮＡ 仿真平台建立了飞

机结构和水体耦合的数值模型，采用 ＡＬＥ 耦合算法

分析了飞机着水时重心过载、机身底部压力的变化

过程，并研究了着水攻角、下沉速度及升力对着水过

载特性的影响。 Ｓｕｎ 等［３］采用数值造波方法实现了

水陆两栖飞机的波面着陆模拟，并通过水池模型试

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准确性。 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水陆

两栖飞机水动载荷特性，对用于涉水结构损伤容限

分析的载荷谱研究较少。
裂纹扩展分析是损伤容限分析中最重要的部

分。 水陆两栖飞机涉水结构主要使用铝合金制造，
目前已经有一定的工作对铝合金在腐蚀环境下裂纹

扩展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４⁃５］，测定了不同环境下

铝合金的裂纹扩展参数。 Ｍｅｎｇ 等［６］对 ７０７５ 铝合金

在海水腐蚀环境下，溶液浓度、温度及载荷频率对其

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并提出了考

虑腐蚀电流、载荷频率的裂纹扩展模型。 Ｃｈｅｍｉｎ
等［７］对 ７０７５⁃Ｔ３５１ 铝合金在 ＴＷＩＳＴ 随机载荷谱作

用下、盐雾环境中裂纹扩展速率进行了研究。 相关

研究为涉水结构在腐蚀环境下的裂纹扩展仿真提供

了参考。 应力强度因子计算是裂纹扩展分析的基

础。 目前的方法主要有解析法、有限元法、边界元

法、权函数法等［８⁃９］。 其中有限元法应用最为广泛，
精度较高，但其对裂纹扩展时裂纹尖端重构网格质

量有较大的要求，操作较为复杂。 Ｆｒａｎｃ３Ｄ 是美国

ＦＡＣ 公司开发的新一代裂纹分析软件，它结合有限

元软件进行断裂力学计算，具有较高的精度［１０］。 但

该软件在进行扩展寿命计算时，内置的裂纹扩展模

型未考虑载荷作用次序对寿命的影响。
本文考虑水载荷的影响，在 ＴＷＩＳＴ 标准运输机

载荷谱的基础上，编制用于水陆两栖飞机损伤容限

分析的随机载荷谱；利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和 ＡＢＡＱＵＳ 联合

仿真，对某涉水框结构进行腐蚀环境下裂纹扩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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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使用 Ｗｉｌｌｅｎｂｏｒｇ ／ Ｃｈａｎｇ 模型计算裂纹扩展寿命，
并确定了检查门槛值和检查间隔，建立了水陆两栖

飞机涉水结构损伤容限分析的流程。

１　 损伤容限分析流程

飞机结构的损伤容限分析主要分为裂纹扩展分

析、剩余强度分析及损伤检查三部分内容。 其中，两
栖飞机涉水结构损伤检查方法与普通飞机没有太大

差异。 研究表明，腐蚀环境下的裂纹失稳扩展仍受

同一个 Ｋｃ 控制，即剩余强度不受腐蚀影响［５］，剩余

强度分析方法与实验室环境下相同。 因此对水陆两

栖飞机损伤容限分析的重点为涉水结构的裂纹扩展

分析。 铝合金表面在腐蚀环境下会形成腐蚀坑，裂
纹往往萌发于这些腐蚀坑，相对于无腐蚀的情况，裂
纹萌生寿命更短［１１］。 一般来说，腐蚀环境对金属结

构裂纹扩展有加速作用，所以对涉水结构进行腐蚀

环境下的裂纹扩展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需要通过损

伤容限分析来确定检查门槛值和检查间隔，以保证

飞机的飞行安全。
１．１　 涉水结构的腐蚀环境

腐蚀环境对铝合金裂纹扩展有加速作用，本文

采用波音方案，即 Ｐａｒｉｓ 或 Ｗａｌｋｅｒ 公式中除 Ｃ 以外

其余常数不变，采用室温时数据，只转换公式中的常

数 Ｃ［１２］，公式为

ＣＳ ＝ ∑
ｋ

ｉ ＝ １
［（ｍｅｉｍｆｍｒ）

－ｎωｉ］Ｃ （１）

式中： Ｃ，ｎ 为实验室空气和温度下 Ｐａｒｉｓ 或 Ｗａｌｋｅｒ
公式中的常数；ｍｅｉ 为材料裂纹扩展环境系数。 ｍｆ 为

频率效应；ｍｒ 为对合金钢应力比下环境、频率综合

效应；ωｉ 为飞机环境加权百分数，即第 ｉ 种标准实验

室环境在飞机飞行环境中占的比例。 对本文铝合金

结构，ｍｆ，ｍｒ 取 １。
对参数 Ｃ 的修正体现了环境对裂纹扩展速率的

影响。 对于两栖飞机来说，涉水结构面临海水和淡

水的腐蚀环境，腔体结构还会聚集水汽，相应地，要
提高 ３．５％ＮａＣｌ 溶液、蒸馏水、潮湿空气这几种腐蚀

环境的比例。 ２０２４⁃Ｔ３ 铝合金环境参数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２４⁃Ｔ３ 铝合金环境参数

腐蚀环境
干燥空气

ＲＨ＜１０％
潮湿空气

ＲＨ＞９０％
蒸馏水

３．５％
氯化钠溶液

油箱积

存水

ＪＰ⁃４
发动机燃油

低温空气

－５４℃
环境系数 １．１３ ０．９ ０．９ ０．７７ ０．８１ ０．９８ １．２４

１．２　 涉水结构的模拟载荷谱编制

通常水陆两栖飞机水上起降次数是陆上起降的

４～１０ 倍［２］。 飞机在水面滑跑、起降时会承受复杂

的水动载荷，其中载荷水平较大的有中高速滑行时

波浪对机身船体的冲击力和水面降落时机身船体与

水面的撞击力。 由于缺乏水陆两栖飞机的载荷谱试

验数据，本文在 ＴＷＩＳＴ 运输机标准载荷谱的基础

上，加入水载荷对应的载荷水平及频次，作为编制水

陆两栖飞机损伤容限分析载荷谱的基础。 ＴＷＩＳＴ
载荷谱规定了 ４ ０００ 次飞行循环（１００ 周期 ／飞行循

环），包含 １０ 类飞行类型及载荷等级［１３］，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ＴＷＩＳＴ 标准谱中 １０ 种飞行类型对应各级阵风载荷及机动载荷出现次数

飞行类型
载荷级别（Δσ ／ σ１ｇ）

１．６ １．５ １．３ １．１５ ０．９９５ ０．８４ ０．６８５ ０．５３ ０．３７５ ０．２２
飞行次数

ＦＴＡ １ １ １ ４ ８ １８ ６４ １１２ ３９１ ９００ １
ＦＴＢ １ １ ２ ５ １ ３９ ７６ ３６６ ８９９ １
ＦＴＣ １ １ ２ ７ ２２ ６１ ２７７ ８７９ ３
ＦＴＤ １ １ ２ １４ ４４ ２０８ ６８０ ９
ＦＴＥ １ １ ６ ２４ １６５ ６０３ ２４
ＦＴＦ １ ３ １９ １１５ ５１２ ６０
ＦＴＧ １ ７ ７０ ４１２ １８１
ＦＴＨ １ １６ ２３３ ４２０
ＦＴＩ １ ６９ １ ０９０
ＦＴＪ ２５ ２ ２１１

载荷次数 １ ２ ５ １８ ５２ １５２ ８００ ４ １７０ ３４ ８００ ３５８ ６６５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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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荷级别由 Δσ ／ σ１ｇ 的形式给出，以载荷级别为

１．３ 为例，则该载荷级别对应的峰谷值为

σ１．３，ｍａｘ － σ１ｇ

σ１ｇ

＝ １．３ ⇒ σ１．３，ｍａｘ ＝ ２．３σ１ｇ

σ１．３，ｍｉｎ － σ１ｇ

σ１ｇ

＝ － １．３ ⇒ σ１．３，ｍｉｎ ＝ － ０．３σ１ｇ

　 　 将 １ ０００ 次飞行中出现次数小于 １０ 的载荷进

行高载截取，即将载荷级别为 １．６，１．５ 的载荷处理

为载荷级别为 １．３ 的载荷。 ＴＷＩＳＴ 原谱对地面载荷

的处理办法为在每个飞行类型间增加载荷级别为

－０．３的载荷循环。 对于两栖飞机，将载荷水平增大

至载荷级别为－０．５。 文献［２］中对某型水陆两栖飞

机在 ２ ／ ３ 升力情况下水面着陆进行仿真，其重心过

载在－０．３ｇ～ １．３ｇ 间变化。 假设应力与重心过载成

线性关系，且水上起降次数为陆上起降的 ７ 倍，给每

个飞行类型随机插入 ７ 组谷值为 － ０．３σ１ｇ，峰值为

１．３σ１ｇ 的载荷。
在 Ｍａｔｌａｂ 中首先使用随机排序函数，模拟出不

同飞行类型出现的顺序。 相同幅值的峰、谷值不一

定是一一对应的，对每一个飞行类型，首先分别罗列

出包含的所有峰值和谷值，对峰值和谷值序列分别

进行随机排序，将排序后的峰谷值一一对应，即可生

成载荷序列。 载荷谱中一共包含 ４ ０００ 次飞行、
４２６ ６６５个循环，如图 １ 所示，并给出了第四个飞行

循环，飞行类型为 ＦＴｉ 的载荷谱示意图。

图 １　 涉水结构模拟随机载荷谱

１．３　 Ｆｒａｎｃ３Ｄ 裂纹扩展分析

Ｆｒａｎｃ３Ｄ 软件工作流程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Ｆｒａｎｃ３Ｄ 工作流程

插入初始裂纹并重构网格后，Ｆｒａｎｃ３Ｄ 可以自

动合并模型提交给有限元软件进行计算，并提取应

力计算结果，计算出 ３ 种开裂模式的强度因子。 在

设定好裂纹扩展步长后，软件自动生成新的裂纹前

缘并重新划分网格，执行图中所示的循环过程，直到

裂纹扩展到特定的长度。
１．４　 裂纹扩展寿命分析

随机载荷谱中的超载作用后会使后续的低载的

裂纹扩展速率减慢，即超载迟滞效应。 常用的超载

迟滞模型有 Ｗｈｅｅｌｅｒ 模型、等损伤模型、Ｗｉｌｌｅｎｂｏｒｇ ／
Ｃｈａｎｇ 模型等，其中 Ｗｈｅｅｌｅｒ 模型需要大量试验参数

支持，后 ２ 种模型对试验参数要求低，在工程上更为

常用。 本文采用以残余应力理论为基础的 Ｗｉｌｌｅｎ⁃
ｂｏｒｇ ／ Ｃｈａｎｇ 模型［１４］，其基础为 Ｗａｌｋｅｒ 公式

ｄａ
ｄＮ

＝ ＣＳ（ＺＫｍａｘ） ｎ

Ｚ ＝
（１ － Ｒ）ｍ 　 （Ｒ ＞ ０）
（１ － Ｒ） ｑ 　 （Ｒ ≤ ０）{ （２）

Ｗｉｌｌｅｎｂｏｒｇ ／ Ｃｈａｎｇ 模型裂纹扩展方程为

ｄａ
ｄＮ

æ

è
ç

ö

ø
÷ ＝ ＣＳ（ＺｅｆｆＫｍａｘ，ｅｆｆ） ｎ （３）

Ｚｅｆｆ ＝

（１ － Ｒｃｕｔ）ｍ 　 （Ｒｅｆｆ ≥ Ｒｃｕｔ）

（１ － Ｒｅｆｆ）ｍ 　 （０ ＜ Ｒｅｆｆ ＜ Ｒｃｕｔ）

（１ － Ｒｅｆｆ） ｑ 　 （Ｒｅｆｆ ≤ ０）
０　 　 　 　 　 （Ｒｅｆｆ ＝ １．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４）

式中： Ｒｃｕｔ 为应力比截止值。
当后续载荷受到前置超载影响时，应力强度因

子会减小，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变为

Ｋｍａｘ，ｅｆｆ ＝ Ｋｍａｘ － Ｋｒｓ

Ｋｍｉｎ，ｅｆｆ ＝ Ｋｍｉｎ － Ｋｒｓ

Ｒｅｆｆ ＝ Ｋｍｉｎ，ｅｆｆ ／ Ｋｍａｘ，ｅｆｆ

ì

î

í

ï
ï

ïï

（５）

Ｋｒｓ 为前置超载而引起的残余应力强度因子

·８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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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ｓ ＝ Φ［ＫＯＬ
ｍａｘ（１ － Δａ ／ ωＯＬ） １ ／ ２ － Ｋｍａｘ］

Φ ＝
１ － ΔＫ ｔｈ ／ Ｋｍａｘ

γｓｏ － １

ì

î

í

ïï

ïï

（６）

式中： ＫＯＬ
ｍａｘ 为超载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Ｋｍａｘ 为后续

载荷作用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ωＯＬ 为超载塑性区；

ωＯＬ ＝ １
２π

Ｋｍａｘ

σｙｓ

æ

è
ç

ö

ø
÷

２

；Δａ 为超载作用后的裂纹扩展增

量；ΔＫ ｔｈ 为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γｓｏ 为超载截

止比。
当Ｒｅｆｆ ＜ ０ 时，超载塑性区减小为有效超载塑性

区，则
ωＯＬ，ｅｆｆ ＝ （１ ＋ Ｒｅｆｆ）ωＯＬ （７）

１．５　 结构剩余强度分析

可以通过断裂准则和净截面屈服 ２ 种模式来确

定结构的剩余强度。 根据应力强度因子表达式，由
断裂准则可得结构剩余强度

［σ］ ｒｓ ＝
Ｋｃ

β πａ
（８）

式中， Ｋｃ 为断裂韧度，构形因子 β 由（９）式确定

β ＝ Ｋ
σｅ πａ

（９）

式中： Ｋ 是应力强度因子；σｅ 是远端应力。 于是剩

余强度表达式转换为

［σ］ ｒｓ ＝
Ｋｃ

Ｋ
σｅ （１０）

净截面屈服准则公式为

［σ］ ｒｓ ＝
Ａ净

Ａ毛

σｙｓ （１１）

式中： Ａ净 为净截面面积；Ａ毛 为毛截面面积；σｙｓ 为材

料的屈服强度。
１．６　 检查门槛值和检查间隔

检查门槛值是指从初始裂纹扩展至可检裂纹尺

寸的时间间隔再除以分散系数

Ｆ ｔｈｒ ＝
Ｆ ｉｎｓｐ

Ｋ１Ｋ３Ｋ４
（１２）

式中： Ｆ ｔｈｒ 为到检查门槛值的飞行次数；Ｆ ｉｎｓｐ 为检查

门槛值范围，即从初始缺陷扩展至可检裂纹尺寸的

飞行次数。
检查间隔为裂纹由可检尺寸扩展至临界尺寸的

时间间隔除以分散系数

Ｆｒｅｐ ＝
Ｆｃｒｉｔ － Ｆ ｉｎｓｐ

Ｋ２Ｋ３Ｋ４
（１３）

式中： Ｆｒｅｐ 为重复检查间隔的飞行次数；Ｆｃｒｉｔ 为到临

界裂纹尺寸的飞行次数。
Ｋ１ ～ Ｋ４ 分别为裂纹数据来源、载荷路径、环境

影响、不确定因素的分散系数。

２　 涉水结构损伤容限案例分析

２．１　 有限元建模

选取图 ３ 所示某型水陆两栖飞机某涉水框结构

为对象，该框一侧框缘有一截面为 Ｌ 型加强板，材
料均为 ２０２４⁃Ｔ３ 铝合金，Ｅ ＝ ７２ ４００ ＭＰａ。 加强板通

过铆钉与框结构连接，该结构一端固支，在另一端施

加 ８ ｋＮ 的拉伸载荷。

图 ３　 某涉水框结构几何模型

为保证建模的准确性，须进行网格无关性检验。
采取的策略是对铆钉采用运动副建模，通过大幅改

变全局单元尺寸，观察最大应力的收敛情况［１５］。
表 ３　 最大应力随网格尺寸变化情况

框结构网格

尺寸 ／ ｍｍ
加强片网格

尺寸 ／ ｍｍ
网格数

最大应力 ／
ＭＰａ

１．５ ２ ２０３ ３５３ １４２．８

２ ２ ９７ ９１５ １３９．１

４ ２ ２５ ９１６ １３１．９

４ ３ ２２ ４００ １３１．６

框结构和加强片网格尺寸分别为 ４，２ ｍｍ 时最

大应力收敛于 １３１．９ ＭＰａ，且分析得到腹板最右侧

铆钉孔处应力最大。 运动副建模可以准确模拟铆钉

的载荷传递，但不能得到孔边应力分布情况。 在应

力最大的铆钉孔处添加实体铆钉，建立有限元模型。
对于远离该孔的部位，网格可以适当放宽，但在铆钉

孔区域要对网格进行加密。 最终在孔边网格尺寸取

０．１ ｍｍ 时，孔边最大应力收敛于 ２１５．５ ＭＰａ。 模型

一共有 ５６ ７７７ 个 Ｃ３Ｄ８Ｒ 网格。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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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框结构有限元模型

图 ５　 铆钉孔应力分布

　 　 计算得到铆钉孔处应力分布如图 ５ 所示。 应力

最大处为孔边垂直于拉伸方向的位置，该位置为疲

劳危险点。 在进行裂纹扩展分析时，将该处作为裂

纹初始位置。
２．２　 裂纹扩展分析

沿垂直于拉伸载荷方向，将裂纹扩展区域剖分

为子模型，根据《民机结构耐久性与损伤容限设计

手册》，该疲劳损伤危险点属于典型连接孔的孔边

裂纹，故假设初始裂纹为 １ ／ ４ 圆角裂纹，半径为

０．１２７ ｍｍ，子模型相对于整体模型位置及初始裂纹

如图 ６ 所示。 假设该裂纹沿垂直于拉伸载荷方向，
在腹板上扩展。

网格生成后软件自动合并模型提交给 ＡＢＡＱＵＳ
计算，并提取应力分析结果，使用 Ｍ 积分计算应力

强度因子。 如图 ７ 所示，将裂纹前缘坐标归一化，两
端点坐标分别为 ０ 和 １，其他各点坐标由其相对位

置确定。 计算得到初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如图 ８
所示。

图 ６　 子模型及初始裂纹　 　 　 　 　 图 ７　 裂纹前缘坐标归一化　 　 　 　 　 图 ８　 初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由图 ８ 可以看出，在坐标为 ０ 处的 ＫⅠ 值较大，
这是由孔边应力集中造成的。 ＫⅡ 和ＫⅢ 远小于ＫⅠ，
该裂纹为 Ⅰ 型张开裂纹。 在裂纹扩展时选择最大

周向拉应力准则，由该准则裂纹扩展开裂角 θ０ 为

θ０ ＝ ２ｔａｎ －１ １ － １ ＋ ８（ＫⅡ ／ ＫⅠ） ２

４（ＫⅡ ／ ＫⅠ）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４）

裂纹扩展距离由用户设定，将裂纹中点扩展距离设

定为 Δａｍｉｄ，则节点 ｉ 的扩展距离为

Δａｉ ＝ Δａｍｉｄ

ΔＫ ｉ

ΔＫｍｉｄ

æ

è
ç

ö

ø
÷

ｎ

（１５）

式中，ｎ 为 Ｗａｌｋｅｒ 公式中的参数。 在计算出前缘各

点扩展距离和开裂角后，得到各点的新坐标，对其进

行拟合得到新的裂纹前缘。 重新划分网格进行计

算，执行图 ２ 中的循环过程。
裂纹经过 １８ 步扩展发展为穿透型裂纹，经过

８７ 步扩展后裂纹长度达到 ３０．５ ｍｍ（投影至腹板表

面的长度），各裂纹前缘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裂纹扩展裂纹前缘示意图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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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各裂纹前缘归一化坐标为 ０，０．５，１ 处

（即两端和中点）的 ＫⅠ值，形成应力强度因子曲线

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各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

在扩展步为 １８，即裂纹发展为穿透型裂纹时，
坐标为 ０ 的曲线出现了一个峰值，这是由孔边应力

集中造成的。 随着裂纹扩展离开孔边，该值逐渐下

降，各裂纹前缘 ３ 个位置的 ＫⅠ值较为接近。 扩展步

大于 ５７ 时，中点的应力强度因子略大于两端的值，
但前缘平均值跟中点值较为接近。 因此，选择裂纹

前缘中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值进行裂纹扩展寿命计

算。 将各裂纹前缘中点扩展距离作为裂纹长度的表

征。 得到在 ８ ｋＮ 拉伸载荷作用下，ＫⅠ与裂纹长度

关系曲线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ＫⅠ随裂纹长度变化曲线

２．３　 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在利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得到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

关系后，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计算裂纹扩展寿命。 该程

序流程图 １２ 所示。
程序自动读取随机载荷谱中每个循环的峰谷

值，每个循环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值由（１６）式决定

Ｋｍａｘ ＝ Ｋ（ａ）·Ｐｍａｘ

Ｋｍｉｎ ＝ Ｋ（ａ）·Ｐｍｉｎ
{ （１６）

图 １２　 裂纹扩展寿命计算程序流程图

式中： Ｋ（ａ） 为当前裂纹长度下，在 ８ ｋＮ拉伸载荷下

的应力强度因子；Ｐ 为载荷谱中的载荷乘数。
２０２４⁃Ｔ３ 铝合金裂纹扩展参数［１６］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２０２４⁃Ｔ３ 铝合金裂纹扩展参数

Ｋｃ ／

（ＭＰａ ｍ）
ｍ ｎ ｑ Ｃ

ΔＫｔｈ ／

（ＭＰａ ｍ）
γｓｏ

５０．５５ ０．５ ３．２ １ １．５５×１０－１０ ３．２ ２．５

假设该框结构在海水浸泡、淡水浸泡及潮湿大

气暴露的时间比例分别为 ３０％，３０％，４０％，由（１）式
计算得到 Ｃｓ 为 ２．３６８×１０－１０。 计算得到裂纹扩展寿

命如图 １３ 所示。

图 １３　 裂纹扩展寿命曲线

在假设的腐蚀环境中，如果不考虑载荷作用次

序的影响，线性累加，利用 Ｗａｌｋｅｒ 公式计算得到裂

纹从 ０．１２７ ｍｍ 扩展到 ３０．８７ ｍｍ，共经历 ２ ５４６ 次飞

行；使用 Ｗｉｌｌｅｎｂｏｒｇ ／ Ｃｈａｎｇ 模型计算飞行次数为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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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９２４，超出前者 １４．８％。 可见在使用随机载荷谱进

行裂纹扩展分析，计算裂纹扩展寿命时，必须考虑超

载迟滞效应的影响，否则设计会偏于保守。 而无腐

蚀条件下，使用 Ｗ／ Ｃ 模型计算得到寿命为 ４ ４９０ 次

飞行，腐蚀环境导致其寿命降低 ３４．８７％。
２．４　 剩余强度分析

根据中国民航适航标准［１７］相关规定，该结构剩

余强度要求值为 １４０ ＭＰａ。 根据（９）、（１１）式，可得

剩余强度与裂纹长度关系如图 １４ 所示。 临界裂纹

长度为 ２９．７ ｍｍ，对应的飞行次数为 ２ ９１３ 次。

图 １４　 剩余强度－裂纹长度变化曲线

２．５　 检查门槛值和检查间隔

该结构尺寸较小，不易目视检查，故采取无损检

测中的渗透法进行检测。 查阅手册［１２］ 得到该检测

方法对该类结构可以检测到的裂纹最小尺寸为

６．３５ ｍｍ，对应的飞行次数为 ２ １３７ 次。 裂纹从最小

可检尺寸扩展到临界尺寸共经历 ７７６ 次飞行。 对于

该结构，根据手册［１２］， Ｋ１ ～ Ｋ４ 取值分别为 ２，３，１，
１，则检查门槛值和重复检查间隔分散系数分别为 ２

和 ３。 由（１２） ～ （１３）式，得到检查门槛值为 １ ０６８ 次

飞行，检查间隔为 ２５８ 次飞行。

３　 结　 论

对涉水结构进行损伤容限分析是保障水陆两栖

飞机飞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利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和 ＡＢＡＱＵＳ 软件联合仿真，建立了腐蚀环境及包含

水动力的随机载荷共同作用下水陆两栖飞机涉水结

构件的损伤容限分析的工程方法。 得出以下结论：
１） 在 ＴＷＩＳＴ 载荷谱上加入水动力冲击对应的

载荷水平及频次，编制了涉水结构的模拟随机载

荷谱。
２） 某涉水框结构孔边裂纹在腐蚀环、模拟随机

载荷谱共同作用下的裂纹扩展寿命为 ２ ９２４ 次飞

行，较不考虑超载迟滞效应的裂纹扩展寿命提高了

１４．８％，且腐蚀环境使其寿命大约降低 ３４．８７％。 并

确定其检查门槛值、检查间隔分别为 １ ０６８，２５８ 次

飞行。
３） 以 Ｆｒａｎｃ３Ｄ 计算结果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

使用合适的裂纹扩展模型计算裂纹扩展寿命，可以

满足工程实际需求，本文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实测

的涉水结构载荷谱。
４） 通过本文结果说明，载荷作用次序对裂纹扩

展寿命有较大的影响，在进行涉水结构损伤容限分

析时必须考虑。 此外，腐蚀环境对裂纹扩展寿命有

显著的降低作用，需要对涉水结构进行合理的腐蚀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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