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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飞机蒙皮上典型的五孔结构，结合多裂纹结构失效判据，考虑影响多裂纹结构剩余寿命

分布的随机因素，将分枝－约界算法应用于典型五孔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筛选工作，并给出具体的筛选

步骤。 通过 Ｆｒａｎｃ３Ｄ 裂纹扩展软件预测结构剩余寿命，建立寿命干涉模型，最终形成五孔结构的剩余

寿命分布曲线，完成其主要失效模式的筛选。 结果表明：利用该算法对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筛选与简

单的穷举法相比计算量减少了 ７７．２％，对应中值寿命与筛选前误差在 １２％左右，表明该算法筛选结构

主要失效模式结果较为准确；与已有的试验结果相比，用该寿命分布预测的中值寿命较为保守，具有

一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该方法对于此结构安全寿命的评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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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器连接部位中存在着大量的多孔结构，在
运行一段时间后，相邻孔或者不同孔边会出现许多

细小裂纹形成多部位损伤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ｔ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ＳＤ）。 随着飞行器结构的持续工作，多个裂纹会

不断地扩展、贯通、融合，最终导致结构失效［１］。 多

孔结构单一开裂模式的失效路径明确，寿命分布分

散性较小，但实际工程中由于加工工艺、材料构型、
载荷、裂纹出现情况的不同，结构具有多条不同的失

效路径。 对于多孔结构而言，由于随机因素的影响，
结构出现多种开裂模式，多个不同开裂模式组合后

使结构的寿命分布分散性大，且计算多种失效模式

寿命工作量大。 因此，需要通过某种算法筛选出多

孔结构的主要失效模式来减少计算工作量，并综合

形成多孔结构的剩余寿命分布。
结构体系的主要失效模式识别方法包括 ２ 种，

一种是确定性的方法，不考虑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
根据随机变量的均值开展结构分析，根据元件的受

力程度来搜寻候选失效元件。 一种是随机性的方

法，考虑结构失效过程中随机因素的影响，根据所建

立的可靠性指标来剔除可靠性指标较大或失效概率

较小的元件［２］。
分枝－约界算法［３⁃４］ 是概率评估体系中依据元

件失效概率的大小判断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体系失

效模式识别方法。 董聪［５］ 在结构系统疲劳寿命可

靠性分析理论及算法中，介绍了识别系统失效模式

的分枝－约界方法、联合失效概率分枝－约界法、全
局疲劳寿命分枝－约界算法和阶段分枝－约界算法

等。 大多数学者基于分枝－约界算法搜索结构的主

要失效模式，其应用对象主要是桥梁、桁架、薄壁等

结构［６⁃８］，然而在具有多个细节结构例如飞行器中

的多孔结构中的应用研究在公开文献中尚未发现。
本文将利用系统可靠性理论中的阶段分枝－约

界算法，筛选飞行器中典型五孔结构的主要失效模

式。 同时结合有限元方法和裂纹扩展软件 Ｆｒａｎｃ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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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不同失效模式的裂纹扩展寿命，综合形成典型

五孔结构的寿命分布。 比较含非主要失效模式和只

有主要失效模式形成的剩余寿命分布曲线下中值寿

命的差异，给出寿命分布曲线预测结构中值寿命的

误差，并给出不同可靠度下对应的可靠度寿命。 该

方法将对于飞行器检修时间间隔和寿命评定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１　 分枝－约界算法

识别结构系统主要失效模式的分枝－约界算法

中的“分枝”操作，能够实现结构的失效状态转移，
利用简单的穷举算法就能考虑每个失效路径所有的

分枝可能，生成完整的失效树集合。 然而简单枚举

必然导致组合爆炸，为了避免分枝规模扩大，需要将

那些不太可能发展成为重要失效树分枝的失效路径

提前删除，即分枝约界算法中的“约界”操作。

图 １　 单排五孔结构

图 １ 中的单排五孔结构，随着循环载荷作用循

环数不断增加，结构细节（孔边）逐渐出现一个到多

个初始裂纹，当裂纹扩展到一定长度后多个裂纹之

间就会相互作用［９］，根据结构细节不断发生改变的

应力状态以及各种随机因素影响，结构细节初始裂

纹位置及个数会出现不同的情况，结构在失效时即

出现多条失效路径的分枝现象。 以本文研究的五孔

结构为例，在众多影响疲劳寿命的随机因素中，选择

裂纹初始位置和个数为分枝的随机因素，对结构进

行失效模式“分枝”操作。 基于系统可靠性理论中

的阶段分枝－约界算法，在相同裂纹个数的开裂模

式前提下，向下一个细节进行分枝时，不考虑前面裂

纹细节出现的顺序，只考虑当前裂纹分枝不同开裂

模式之间的关系。 结合本文研究的五孔结构失效时

的特点，进行失效模式分枝时，可根据孔边可能出现

多裂纹的个数（即裂纹数）分为 ９ 个阶段，即孔边出

现 ２ 个裂纹为第 １ 阶段，孔边出现 ３ 个裂纹为第 ２

阶段，以此类推。 至此完成了结构的“分枝”操作。
在对失效路径进行“分枝”操作后，一般通过建

立失效元安全余量开展元件可靠度分析，进而得到

元件可靠性指标，对于之前的研究对象———钢架、桥
梁结构，传统的体系可靠度分析方法［１０⁃１２］ 首先通过

添加塑性铰并施加虚拟载荷来控制截面的塑性失效

行为，进而通过叠加虚拟载荷和外载荷效应建立潜

在失效元的安全余量以及可靠性指标。 而对于本文

研究的多裂纹结构，结构细节具有相似性且位于同

一结构件上，无法像钢架、桥梁等结构建立基于强度

融合技术的失效元安全余量，又因疲劳裂纹扩展寿

命的分布有较为公认的结果［１３⁃１４］，且其分布可以通

过试验或者数值模拟方法得到，本文通过建立裂纹

扩展寿命干涉模型对多裂纹结构进行可靠性分析，
并建立筛选结构主要失效模式时“约界”操作的可

靠性指标。 其中，在裂纹扩展寿命干涉模型中，以安

全裂纹扩展寿命作为随机变量，通过数值拟合得到

结构的剩余寿命分布和失效概率，也即得到结构在

每种失效模式下的失效概率。 对阶段失效模式进行

筛选时的“约界”操作，即通过选定合适的约界阈

值，来完成该阶段主要失效模式的筛选工作。 在该

阶段主要失效模式的基础上再向下一个阶段进行主

要失效模式的“分枝”和“约界”操作。
通过每个阶段的“分枝”和“约界”操作，完成了

多裂纹结构基于阶段分枝－约界算法筛选主要失效

模式的工作。 筛选五孔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算法示

意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五孔结构的“分枝”和“约界”示意图

２　 多裂纹结构的失效判据

由于多裂纹结构是多条裂纹同时扩展，结构失

效时需要考虑裂纹之间的连通和没有初始裂纹的结

构细节在主裂纹扩展时出现裂纹萌生，以及之后的

主裂纹与多裂纹细节的连通直至整个结构的断裂。
整个裂纹扩展分析十分复杂，既要考虑多裂纹之间

的连通，又要考虑整个结构的失效破坏。 因此需要

·５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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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种适合多裂纹结构的失效准则。 含广布疲劳

损伤结构的多裂纹破坏条件不同于传统的单裂纹断

裂失效模式，其破坏条件不仅要考虑裂纹局部失稳

扩展条件，同时也要考虑整体结构的破坏。 即应该

同时考虑 ２ 个断裂准则：临界应力强度准则［１５］，即
Ｋ ＝ ＫＩＣ （１）

式中， ＫＩＣ 是材料断裂韧性。
净截面屈服准则，即

σ ＝
Ｗｔ

Ｗｔ － （ΣＤ ＋ Σａ ｊ）
× σｃ ＝ σｙｓ （２）

式中： Ｗｔ 是板宽；Ｄ 是开孔直径；ａ ｊ 是裂纹 ｊ 的长度；
σｙｓ 是材料的屈服应力，σｃ 是临界应力。

当某一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值大于临界应力强

度因子，或结构的净截面应力达到材料屈服应力时，
结构发生失效破坏。 此时的总载荷循环次数即结构

寿命。
针对本文研究的五孔多裂纹结构，结合本课题

组所做试验［１６］观察到的试验现象，发现当结构出现

主裂纹后，主裂纹在较短的载荷循环下与 ＭＳＤ 裂纹

连通时结构整体发生断裂。 因此本文将采用亚临界

失效准则［１７］对多裂纹结构裂纹扩展后期的失效破

坏进行判定。

图 ３　 五孔结构含 ７ 个裂纹结构扩展模拟

图 ３ａ） ～３ｂ）为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软件模拟的含 ７ 个裂

纹结构的裂纹扩展过程。 由图 ３ 可知，当初始裂纹

长度相同时，在疲劳载荷的作用下，位于孔边和几何

边界之间的裂纹首先发生贯通，其次是两孔之间的

相向裂纹发生贯通，最后是孔边裂纹与相邻孔发生

贯通。
结合试验现象，本文总结出五孔多裂纹结构满

足亚临界条件时的几种失效情况：两孔边之间 ２ 个

裂纹扩展直至塑性区贯通、孔边裂纹扩展与另一个

孔贯通、孔边裂纹与结构边界贯通。 出现这 ３ 种情

况之一即认为结构发生失效破坏，此时的裂纹扩展

寿命即是结构的破坏寿命。

３　 裂纹扩展寿命预测

３．１　 Ｆｒａｎｃ３Ｄ 预测裂纹扩展寿命

针对本文研究的多裂纹结构，为筛选结构的主

要失效模式，需要进行裂纹扩展寿命的预测工作。
目前可以进行裂纹扩展分析和裂纹扩展寿命预测的

软件主要有 ＡＦＧＲＯＷ、ＮＡＳＧＲＯ 和 Ｆｒａｎｃ３Ｄ，本文选

取 Ｆｒａｎｃ３Ｄ 进行多裂纹扩展分析的依据有：①通过

自定义最大裂纹扩展尺寸，可以进行多裂纹扩展分

析；② 该 软 件 计 算 裂 纹 尖 端 应 力 强 度 因 子 与

ＡＢＡＱＵＳ 有限元计算方法结果一致性较高［１８］，保证

了预测裂纹扩展寿命的精确性；③通过应力强度因

子历史和材料常数完成疲劳裂纹寿命的预测。
本文研究的典型五孔结构，其结构形式如图 １

所示，材料为 ２５２４⁃Ｔ３ 铝合金，材料性能参数：Ｅ ＝
７２ ０００ ＭＰａ，ｕ＝ ０．３３，通过课题组裂纹扩展试验数

据结果拟合 Ｐａｒｉｓ 公式中参数得：ｃ ＝ １．２８×１０－８，ｎ ＝
３．７５，根据文献［１９］可知，２ ｍｍ 厚度的 ２５２４⁃Ｔ３ 平

面应力断裂韧性可保守取 ＫＩＣ ＝ １６４ ＭＰａ·ｍ
１
２ ，σｙｓ ＝

３６４．７３ ＭＰａ。 裂纹扩展分析时，载荷谱为正弦等幅

谱，其最大应力 σ＝ ６２ ＭＰａ，应力比 Ｒ＝ ０．０６。
结合亚临界失效准则，采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软件预测

不同开裂模式下结构的裂纹扩展寿命，主要步骤

如下：
步骤 １　 用 ＡＢＡＱＵＳ 有限元软件建立结构静力

分析模型；
步骤 ２　 以初始裂纹的位置作为随机变量，引

入初始裂纹，每个细节初始裂纹长度为 １．５ ｍｍ；
步骤 ３　 在 Ｆｒａｎｃ３Ｄ 进行静力分析，计算得到

每个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ＫⅠ，ＫⅡ，ＫⅢ。 根据

此模型的结构特点和边界条件判断，结构开裂模式

为Ⅰ型裂纹，因此只考虑 ＫⅠ 对裂纹扩展速率的

影响；
步骤 ４　 采用 Ｐａｒｉｓ 裂纹扩展速率模型，进行疲

劳裂纹自动扩展模拟；
步骤 ５　 结合亚临界失效准则，进行疲劳裂纹

扩展寿命预测。

·６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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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误差分析

利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软件模拟裂纹扩展过程，预测裂

纹扩展寿命，并与已有的试验数据［１６］ 对比，进行误

差分析。 选取该五孔结构不同试验件（仅裂纹个数

和位置不相同）首次连通时的寿命均值，通过公式

计算相对误差

ｅｒ ＝
（Ｎｐ － Ｎｅ）

Ｎｅ

× １００％ （３）

式中：Ｎｐ 为预测寿命值；Ｎｅ 为试验寿命值。
对于图 １ 所示结构，设计初始裂纹分布情况如

图 ４ 所示，进行 ３ 组试验，试验寿命值和裂纹扩展寿

命预测值如表 １ 所示。

图 ４　 单排五孔六裂纹结构

表 １　 裂纹扩展寿命预测误差分析

试验件

编号
试验寿命 平均值 预测值

相对

误差 ／ ％

１⁃１ ４３ ０１２

１⁃２ ９２ ９１８ ５９ ７１５ ４５ ６５２ －２０．３８

１⁃３ ４３ ２１７

２⁃１ ７４ ８５７

２⁃２ ４２ ３３２ ５５ ６８０ ６８ ３３６ ３３．９

２⁃３ ４９ ８５２

３⁃１ １０６ ５９０

３⁃２ １２２ １９４ １２２ ５８２ ６７ ３８８ －４３．１

３⁃３ １３８ ９６４

从表 １ 可以看出，用三维裂纹扩展分析软件

Ｆｒａｎｃ３Ｄ 预测的该开裂模式的裂纹扩展寿命值与试

验寿命相对误差在 ５０％以内，满足工程上寿命预测

２ 倍误差要求范围内，即表明本文采用 Ｆｒａｎｃ３Ｄ 来

预测裂纹扩展寿命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筛选主要失效模式“分枝”操作

根据第 １ 节分枝－约界算法，筛选出单排五孔

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具体过程为：第 １ 阶段 ２ 个裂

纹开始“分枝”，通过“约界”操作选取第 １ 阶段的主

要失效模式，即该开裂模式下结构更容易发生失效。
在第 １ 阶段主要失效模式基础上进行第 ２ 阶段 ３ 个

裂纹的分枝，再通过“约界”操作来选取第 ２ 阶段的

主要失效模式，算法原理图见图 ２。 以此类推，逐渐

选出该结构共 ９ 个阶段的主要失效模式。 “分枝”
操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根据裂纹个数进行分枝的阶段分枝－约界法

４．２　 筛选主要失效模式“约界”操作

在主要失效模式筛选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建

立该阶段裂纹扩展寿命干涉模型。 在第 １ 阶段，先
用穷举法计算出 ２ 个裂纹数量时的所有分枝，对每

种失效模式进行裂纹扩展寿命预测，并根据数据对

结构进行剩余寿命分布曲线拟合，得到每种失效模

式的可靠度（或失效概率），选择每种失效模式的可

靠度作为筛选主要失效模式“约界”操作时的可靠

性指标，其中每个阶段可靠度约界阈值为 ΔＲ１ ＝
０．８，ΔＲ ｉ ＝ ０．５（ ｉ ＝ ２，３，…，９） ［４］。

在第 １ 阶段，２ 个裂纹时失效模式 ｊ 被选择为主

要失效模式的条件为

Ｒ ｊ ∈ （ΔＲ１，１） （４）
　 　 即可靠性指标 Ｒ ｊ ＞ ΔＲ１ ＝ ０．８ 的开裂模式为主

要开裂模式。 其他阶段的可靠度约界阈值 Ｒ ｊ ＞ ΔＲ ｉ

＝ ０．５，满足“约界” 条件的失效模式即被认为是主要

失效模式，也即该开裂模式在结构可靠度较高的情

况下，在较少的循环数下发生失效，该开裂模式为危

险的开裂模式。
综上所述，基于阶段分枝 －约界算法，结合

ＡＢＡＱＵＳ 有限元分析软件和裂纹扩展软件 Ｆｒａｎｃ３Ｄ
筛选五孔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算法流程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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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基于分枝－约界算法筛选主要失效模式方法流程图

４．３　 主要失效模式筛选结果

根据 ４．１ 和 ４．２ 节方法筛选五孔结构主要失效

模式。 表 ２ 给出了第 １ 阶段 ２ 个初始裂纹时所有失

效模式“分枝”及其对应的失效概率，图 ７ 是该阶段

结构剩余寿命的累计失效概率分布，每种失效模式

都对应一个可靠度（或失效概率）。 通过“约界”操
作筛选出主要失效模式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２　 ２ 个裂纹分枝时各失效模式对应失效概率

失效模式 剩余寿命 Ｎ 失效概率 Ｐｆ 主要模式判断

１ ６９ ９８５ ０．０００ １０ 是

２ １２０ ９４３ ０．１６２ ４０ 否

３ １０９ ６１７ ０．０６９ ９０ 是

４ １２３ ２２１ ０．１８６ ４０ 否

５ １５９ ０７０ ０．６５０ １０ 否

６ １０５ ８７４ ０．０４９ ５０ 是

７ １２８ ８４２ ０．２５２ ００ 否

８ １７７ ７５３ ０．８２６ ６０ 否

９ １７０ １２０ ０．７６４ ６０ 否

１０ １１５ ６３７ ０．１１３ ３０ 是

１１ １３２ ９５６ ０．３０４ ６０ 否

１２ １８５ ０３２ ０．８７３ ２０ 否

１３ １８８ ４１６ ０．８９１ ００ 否

１４ １７０ ７１７ ０．７７０ ００ 否

１５ １１１ ９２８ ０．０８５ ００ 是

１６ １２８ ２２２ ０．２４４ ３０ 否

１７ １８６ ９８６ ０．８８３ ８０ 否

１８ １９０ ２１５ ０．８９９ ６０ 否

１９ ３０１ ２６０ ０．９９９ ８０ 否

２０ １３３ ０６１ ０．３０６ ００ 否

２１ １８８ ８２２ ０．８９３ ００ 否

２２ １９５ ８３５ ０．９２２ ９０ 否

２３ １３０ ３５０ ０．２７０ ９０ 否

２４ １８５ ８７８ ０．８７７ ８０ 否

２５ １３１ ６０７ ０．２８７ ００ 否

表 ３　 ２ 个裂纹分枝时筛选出的主要失效模式

失效模式 １Ｌ １Ｒ ２Ｌ ２Ｒ ３Ｌ ３Ｒ ４Ｌ ４Ｒ ５Ｌ ５Ｒ 剩余寿命 Ｎ 失效概率 Ｐｆ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６９ ９８５ ０．０００ １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０９ ６１７ ０．０６９ ９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０５ ８７４ ０．０４９ ５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１５ ６３７ ０．１１３ ３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１ ９２８ ０．０８５ ００

　 　 　 　 　 注：“０”表示在该结构细节处无初始裂纹，“１”表示在该结构细节处有初始裂纹。

图 ７　 第 １ 阶段结构寿命分布曲线

　 　 根据阶段分枝－约界算法，在第 １ 阶段筛选出主

要失效模式基础上，进行 ３ 个裂纹分枝，即重复图 ８
所示操作，完成第 ２ 阶段（３ 个裂纹）的主要失效模

式筛选，以此类推最终完成单排五孔结构所有主要

失效模式的筛选。

图 ８　 筛选各阶段主要失效模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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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　 　 　 　 　 图 １０　 结构含非主要失效模式　 　 　 　 　 图 １１　 结构主要失效模式

频率分布直方图 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累积失效概率分布

　 　 图 ９ 和图 １０ 分别为筛选出五孔结构所有主要

失效模式和含非主要失效模式的剩余寿命分布频率

直方图及拟合出的正态分布曲线。
通过筛选出的主要失效模式，拟合出结构剩余

寿命分布曲线如图 １１ 所示，中值寿命为 ６２ ３７０；由
所有失效模式拟合得到的剩余寿命分布曲线如图

１２ 所示，中值寿命为 ７１ ４８０。 根据有限试验件试验

结果取试验件首次贯通时的寿命计算得到的寿命中

值为 ７４ ９７０．９。 表 ４ 给出了结构在 ２ 种情况下，可
靠度分别为 ５０％，９０％，９５％，９９％时的可靠度寿命。

图 １２　 结构含非主要失效模式的累积失效概率分布

表 ４　 结构在 ２ 种情况下可靠度寿命及误差分析

可靠度寿命 含非主要失效模式 主要失效模式

Ｎ０．５ ７１ ４８０ ６２ ３７０

Ｎ０．９ ４９ ５２０ ５１ ６１０

Ｎ０．９５ ４４ ６１０ ４８ ９１０

Ｎ０．９９ ３６ ７１０ ４４ ２１０

从表 ４ 可以看出：由主要失效模式拟合得到的

寿命分布曲线的中值寿命与试验结果的中值寿命相

对误差为－１６．８％，所有失效模式拟合得到的寿命分

布曲线的中值寿命与试验结果的中值寿命相对误差

为－ ４． ７％。 两者误差相差 １２． １％。 由误差分析可

知：运用分枝－约界算法筛选出主要失效模式来拟

合的寿命分布能够较为准确地给出结构中值寿命，
且数值偏小，较为保守。

如果按简单的穷举法给出五孔结构 ９ 个阶段

（即裂纹个数分别为 ２ ～ １０ 个）中不同的开裂模式，
则一共有 ５２２ 个失效模式。 而通过本文提出的筛选

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方法一共筛选出 １１９ 个主要失

效模式。 按照筛选出的结构主要失效模式计算结构

剩余寿命分布曲线，其计算量减少了 １－１１９ ／ ５２２ ＝
７７．２％。

因此利用阶段分枝－约界算法筛选结构主要失

效模式，并且得到中值寿命，对于结构安全寿命的评

定具有一定意义。

５　 结　 论

本文基于系统可靠性理论中的阶段分枝－约界

算法，提出一种适合筛选多裂纹结构主要失效模式

的方法，通过建立裂纹扩展干涉模型完成结构的可

靠性寿命分析，结合算法实现多裂纹结构主要失效

模式筛选，主要结论如下：
１） 分枝－约界算法是筛选含有多细节失效部位

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新方法，结合结构可靠性模型，
最终能够有效筛选出其主要失效模式。 该方法的应

用为此类多细节结构主要失效模式的筛选提供了一

定参考。
２） 利用三维裂纹分析软件 Ｆｒａｎｃ３Ｄ 可以预测

裂纹扩展寿命，由误差结果分析可知其具有一定的

可靠性，能够保守地预测裂纹扩展至贯通时的寿命。

·９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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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相比简单的穷举法，利用阶段分枝－约界方

法筛选典型五孔结构的主要失效模式，极大地减少

了计算量。 此方法对飞行器检修时间间隔和寿命评

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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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ｍｉｔｓ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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