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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整体壁板裂尖应力场及其胶接修补研究
摘要：整体壁板结构是现代先进飞机的重要结构件之一，主要应用于

机身和机翼等重要部位。整体壁板具有较好的刚度、强度、疲劳性能

和气动性能，大大降低装配周期和制造成本，但由于缺少铆钉孔等止

裂结构，其损伤容限性能不足。因此对含裂纹整体壁板抗断裂性能的

研究成为整体结构件损伤容限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机翼整体壁板为研究对象，采用有限元方法，围绕弯曲载

荷下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及其修补开展了研究。本文

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课题来源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了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2．分析了机翼整体壁板的结构特征及载荷，利用ABAQUS和

FRANC3D软件构建了含裂纹构件联合仿真手段，基于联合仿真手段

建立了含裂纹平板有限元模型，并将模型计算结果与Newman．Raju

公式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联合仿真手段的可靠性，继而建立了

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

3．利用数学推导的方法，研究了T型梁结构参数对其承载能力的

影响规律。通过分析弯曲载荷下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总

结了不同裂纹扩展阶段裂纹尖端应力场分布规律，获得了整体壁板结

构参数对其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规律，探讨了优化的结构参

数区间。

4．构建了弯曲载荷下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胶接修补有限元模型，

研究了修补位置、补片形状及补片尺寸对修补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

子的影响规律，并提出了最佳补片形状及补片尺寸的确定准则。

5．通过实验，对含裂纹铝合金构件进行了胶接修补研究，通过实

验结果与分析模型计算结果对比，验证了分析模型及研究结论的可靠

性，并对误差进行了分析。

本文图86幅，表22个，参考文献78篇。

关键词：机翼整体壁板；裂尖应力场；应力强度因子；胶接修补

分类号：V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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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ack—tip stress field and patching of the integral

wing panel

Abstract：Integral panel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e in the modern

advanced aircraft，which is mainly applied to fuselage and wing．

Integral panel，with good rigidity,tensional strength，fatigue resistance，

dynamic performance，has greatly reduced the assembly cycle and

manufacturing costs．Due to lacking of rivet hole and crack arrest

structure，the damage tolerance of integral panel is insufficient．Therefore，

the study on anti—fracture ability in containing crack integral panel is

important to the damage tolerance of integral structure．

In this paper,integral wing panel is the research object．With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the paper researched the crack．tip stress field and

crack patching of the integral wing panel on the condition of bending

load．The primary investigatio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mainly included the

following five pars：

Firstly,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topic

originates and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and proposed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

Secondly,the paper analyze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load of the

integral wing panel，constructed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ontaining

crack panel and integral wing panel based on the ABAQUS．FRANC3D

joint simulation method．Compared with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etween

joint simulation method and Newman．Raju formula，and verifi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joint simulation method．

Thirdly,the paper studied the effect of T-beam structure parameters

on its carrying capacity with the mathematic derivation method．Based on

the joint simulation，it construed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integral

wing panel on the condition of bending load，and summarized the effect

law of integral panel structure parameters on its crack-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and discussed the optimized structural parameter range．

Fourthly,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effect law of patching position，

patch shape and patch size on the crack—tip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e

integral panel with the patching integral panel initiate element model，and

proposed the confirm rules of the best patch shape and patch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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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 1naIIy，the paper researched the patching of containing crack

alu．．m．1num
alloY components through the experiments，made sure of the幽bility。f the analysis model and research conclusions with comparingthe溺Ⅲts between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s，and the e11r0：lr was

analyzed．

K．eywords：Integral wing panel；Crack-tip stress field；Stress intensitv

tactor；P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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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十学位论文 l绪论

1绪论

1．1研究背景

航空航天业代表着当前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领域，也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

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对外太空的积极探索及大飞机项目的启动，我国的

航空航天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对于航空航天结构件的研究也随之进入迅速发

展的阶段。航空航天结构件结构十分复杂、工作环境十分特殊、服役周期较长、

各项投入巨大，这就对航空航天结构件的工作要求及服役性能有十分严格的要

求，不仅要求其满足静强度要求，也要具备足够的疲劳强度。这些不仅需要研究

高性能材料、先进的制造技术，也需要从结构上进行优化。

由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因此对于航空航天材料，必须具备轻材质、高强度和

高刚度的基本材料性能，这些材料的运用大幅度地减轻了飞行器本身的结构重

量，这就意味着运载能力的增加，机动性能的提高，飞行航程的延长，推进剂消

耗的减少。因此比强度和比刚度是衡量航空航天材料力学性能优劣的重要参数，

目前用于航空航天的材料主要有铝合金、锂合金等轻合金以及复合材料。

壁板是飞机机身、机翼和尾翼上的主要结构件之一，壁板结构通常是由蒙皮

和内部加强构件通过铆接、螺接和焊接装配而成。随着现代飞机研发设计的不断

发展，对其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装配形式的壁板结构在刚度、强度、疲劳

性能以及密封性能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现代飞机设计制造中逐渐采用整体

壁板取代装配式壁板。整体壁板是将整块板坯经过热轧或挤压、铣削、弯曲成形

等工艺，从而将蒙皮和桁条等骨架加工成一体的整体式构件。具有高比强度、高

比刚度、高疲劳寿命和良好的气动外形和密封性能。而对整体壁板结构的设计分

析、加工制造与试验测试技术也成为了目前飞行器研制的关键技术之一。

为了提高工程结构的承载能力及机动性能，必须减轻结构件本身的结构重

量，并争取充分利用材料的性能。之前对于构件的设计是按照静强度理论进行的，

根据这一理论，只要构件在实际环境中的工作载荷小于材料的许用载荷，就认为

结构是安全的。然而，国内外一系列的轮船、飞机、导弹、列车等工程结构在许

用载荷下工作仍然发生了断裂失效，技术人员对其结构的设计重新审查，并进行

了严格的实验验证，没有发现问题，这也导致了对基于静强度理论的设计思想的

怀疑。面对这些低应力断裂事故，显然无法运用经典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和弹

性力学进行解释，对于结构设计，仅从静强度理论考虑显然不足。

传统的材料力学之所以无法解释低应力断裂事故，是因为其理论基于材料连

续性的基本假设【lJ。随着探测技术的发展，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技术人员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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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十学位论文 1绪论

探测出构件表面及内部存在缺陷，这就破坏了材料力学的运用基础，因此无法用

其解释低应力断裂原因。断裂力学是研究含缺陷材料和结构破坏问题的一门学

科，它认为任何材料和工程结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于裂纹的缺陷，它们是

在材料制造到构件应用的整个过程中造成的损伤【21。这些缺陷的存在并随着服役

过程而扩展，造成了构件局部应力集中，也使得构件承载能力降低，甚至致使构

件失效。断裂力学的出现能够很好的解释低应力断裂现象，由此断裂力学迅速发

展并应用实际，衍生出损伤容限设计及防断裂设计等研究课题。

对于断裂问题，主要集中对裂纹尖端区域应力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

许多科学家相继发现裂纹尖端附近应力的奇异性，因此裂纹尖端应力场决定了裂

纹萌生扩展的发生几率及速率。Irwin[3J先后提出了能量释放率G、应力强度因子

K两个描述裂纹尖端应力场的物理量，这是仅与裂纹尖端局部相关的参量，但是

这些仅适用于线弹性断裂力学范畴。其后Wells[4】提出了裂纹张丌位移(COD)作为

控制裂纹扩展的参量，Htechinson、Ricel516J等人建立了ltRR奇性场，利用J积

分表征了弹塑性材料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强度。Paris[7】等人在1961年提出了著

名的描述裂纹扩展速率的Paris公式，并被不断完善，王自强等人【s】建立了裂纹

尖端弹塑性高阶场的基本方程。基于断裂力学，通过对裂纹尖端应力场及裂纹扩

展速率的研究而推测构件使用寿命及损伤容限的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

航空航天设计领域一个重要的课题。

裂纹疲劳破坏过程分为4个阶段：裂纹成核阶段、微裂纹扩展阶段、裂纹稳

定扩展阶段(宏观裂纹扩展阶段)、裂纹快速扩展阶段(断裂阶段)，对于有初

始裂纹的构件，主要是宏观裂纹扩展阶段，此阶段对应的循环周数为裂纹扩展寿

命，占据了构件服役寿命的主要部分，也是损伤容限的绝大部分。因此技术人员

检查到整体壁板构件出现裂纹后，若裂纹较小，可以忽略其影响，裂纹大到一定

尺寸时，为了保证飞机的安全服役性能，延长其服役寿命，降低维护使用成本，

就要对其进行修补，而无需采用更换整块壁板等其他成本较高的维修方式。对于

整体壁板的修补方式有螺接、铆接等传统维修方式，新发展起来的胶接修补方式，

克服了传统修理方法在维修区域形成新的应力集中区域，降低了维修效益这一缺

点，受到了广泛的应用。

1．2整体壁板裂尖应力场国内外研究现状

开发应用新型高性能整体壁板结构是提高大型客机性能、寿命、可靠性、经

济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的有效手段‘91，掌握和运用整体结构技术已成为当今大飞

机研制水平的标志之一，因而对整体结构件的研究一直是飞机结构设计上的一个

重要的研究方向，应用大型一体化飞机整体结构代替传统铆接组合结构己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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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飞机结构设计的一大趋势。

整体结构在前苏联伊尔．76飞机上的应用面积达70％。1996年NASA提出了

利用整体机身结构的设计思想来减少制造成本的IAS计划【l o，¨1，IAS的设计思想

是整体机身构件仅由整体壁板和框梁两个部件组成，其零部件数量少，装配简单，

部件内部整体协调性较好，可以显著降低制造费用，提高可维修性、结构效率和

疲劳性能。针对关键结构部位，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显著缩短了研发周期，IAS

计划的成果已应用到波音747改进型的设计制造当中，并获得明显的改进效果。

与传统结构件相比，IAS结构件在满足同样性能要求的前提下，零件数目减少了

50％，成本降低了25％。

整体结构在机翼上的应用主要是以整体翼梁代替缘条与腹板铆接的组合翼

梁，用整体壁板代替桁条与蒙皮铆接的装配壁板。整体结构具有较好的强度和刚

度；加工制造流程简单，装配周期短；气动性能及密封性好；应力集中区域及损

伤少，减少了裂纹萌生源，提高了静承载能力、抗疲劳性能和可靠性，这些都是

整体结构相对于传统铆接结构所具备的明显优势。但其也存在不足，虽然整体壁

板难以丌裂，一旦受到损伤，由于缺少铆钉孔等止裂结构，其损伤容限性能不足。

因此对含裂纹整体结构抗断裂性能的研究成为整体结构件损伤容限研究的重要

关注点【12】。

目前国内外对装配式壁板的抗断裂性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许多

重要的研究成果Il孓泊j。国外对整体壁板的损伤容限特性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美

国已将研究成果应用于A318机身下壁板Il 71，有实际应用效果。国内对于整体壁

板的研究起步不久，不够深入，研究成果和技术应用较少，天宫一号采用了整体

壁板式密封舱结构技术Il 8|，目前主要偏向于结构设计及加工制造领域，而对于

其断裂特性及损伤容限的研究还不多，西北工业大学的殷之平通过有限元分析对

变厚度整体壁板进行了相关断裂特性研列19，20J，黄其青分别通过试验方法及有

限元分析对整体加筋板断裂特性、整体翼梁应力强度因子及裂纹轨迹进行了研究

[21】，张茂、王生楠、肖群力等研究了机身整体结构裂纹止裂特性[22-24】，周伟江

研究了整体壁板阶梯搭接形式的疲劳断裂力学【2引，杨东涛研究了整体壁板几何

非线性对断裂参数的影响【I引，杨卫平等研究了摩擦搅拌焊接整体壁板的裂纹扩

展路径126J，闫晓中等研究了整体壁板凸台及筋条上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1271，于

克杰研究了损伤尺寸对整体壁板强度的影响【28l，李亚智等研究了整体壁板的破

损特性及断裂控制12圳。

1．3整体壁板胶接修补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检查到飞机整体结构存在裂纹时，根据裂纹大小决定是否对其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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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皮上裂纹较短，小于5mm时，可采用钻止裂孔的方法止裂，而当裂纹长度大

于5mm时，就要采取修补工艺进行加强了，国外学者已对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30．32】。在构件连接方法上，随着胶接技术的快速发

展，国外在先进飞机上广泛应用了这种连接技术，而铆接、焊接及胶接已经并列

成为现代飞机制造的三大连接技术【331。对于胶接技术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34．3引，

随着有限元技术的发展，对其在服役构件的损伤容限上的研究越来越广泛，Doel

研究了SiC纤维增强的Ti．6AI．4V复合板l、Il型裂纹扩展情况13圳，Boscolo M对飞

机整体壁板裂纹扩展阻碍机理进行了研究【4⋯，Hoang．Ngoc C．T分析了平衡单搭

接胶接和混合连接构件的失效问题【41|。

我国在胶接修补技术上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应用有限。黄季墀研究了对裂

纹区域补强来延长战机服役寿命【421，徐建新、李艳等人对飞机受损的整体壁板

胶接修补进行了研究【4¨51，李欣等人对胶接结构在航空航天方面的应用做了介绍

[461。在国家大飞机项目启动后，新型设计方法及实验数据的积累得到重视147,48】。

彭福明分析了受弯钢梁和金属裂纹板胶接FRP复合材料的性能【49。，并对其胶接强

度和胶接耐久性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胶接后的金属裂纹板强度提高较多。

杨孚标、王遵、文思维、代永朝、孙振起等人通过对含裂纹铝合金板进行修补15m55J，

研究了其内应力分布、静态、动态及疲劳特性，结果表明修补后的铝合金板结构

性能得到提高。

1．4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4．1课题来源

本课题来源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计划)“航空航天用高

性能轻合金大型复杂结构件制造的基础研究”之子课题“大型构件去除成形中零

残余应力控制”(课题编号：2010CB731703)和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高强铝合金

厚板．薄壁构件内应力重构机理研究”(课题编号：2012GXNSFBA053150)。

1．4．2研究内容及目标

鉴于国内外研究对整体结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的侧重于对整体结构结构

设计研究，希望研发出更高材料利用效率的构件、有的侧重于加工制造成形方法

的研究，不断推出性能更好、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的加工成行方法、有的对整

体结构新材料进行了研究，以期研发出高比刚度、比强度、高疲劳性能的新型轻

合金材料、有的对于单向拉伸载荷下整体壁板承载状态及疲劳性能进行了研究，

得到了其结构可靠性的相关规律、有的对损伤后的整体壁板的修补进行了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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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了螺接、铆接修补后的整体壁板承载能力，也有对胶接修补进行了研究，

但偏重于对胶层进行建模分析。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含有不同状态裂纹、承受弯曲载荷的机翼整体下壁板，

其结构参数对其抗断裂性能的影响规律，并对含贯穿裂纹的整体壁板进行修补研

究，探索修补形式及补片因素对修补效果的影响规律，为机翼整体下壁板结构优

化、抗断裂性能的提高及服役寿命的延长提供指导和支撑。

1．4．3研究方法及思路

本文借助材料力学对机翼整体下壁板进行载荷分析，并对T型梁承载能力

进行探讨，结合断裂力学、有限元软件、断裂仿真软件对含裂纹整体壁板裂纹尖

端应力强度因子进行探究，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对含穿透裂纹整体壁板的胶接修

补进行研究，并丌展相关验证实验研究。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介绍课题研究背景和课题来源，总结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及其修

补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和内容，采用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章介绍联合仿真采用的有限元软件仿真平台及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了机

翼整体下壁板载荷，并将联合仿真得到的分析结果与Newman．Raju经验公式计

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联合仿真手段的可靠性，为后续建模及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章利用数学推导方法，得到T型梁结构参数对其中性面及承载能力的

影响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在仿真软件平台上建立了弯曲载荷下，含

深埋椭圆裂纹、表面半椭圆裂纹及穿透矩形裂纹的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探索了

筋条间距、筋条高度、筋条厚度及定截面积下筋条高厚尺寸对其裂纹尖端应力场

的影响规律。

第四章对整体壁板胶接修补进行了受力分析，在仿真软件平台上建立了弯曲

载荷下，含穿透矩形裂纹的整体壁板修补有限元模型，探索了修补位置、补片形

状及补片尺寸对修补后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规律。

第五章利用MTS Landmark伺服液压测试系统和ARAMIS光学变形测量系

统对修补前后的含裂纹铝合金板裂纹尖端区域应变进行了测试，并与仿真数据进

行对比，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第六章对本文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万方数据



硕十学位论文 2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极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2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为了建立机翼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要确定构件的裂纹类型、裂尖应力场的

表征参量，分析整体壁板结构特征、材料及载荷形式，构建有效的有限元建模手

段，并对所建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验证，以确保其可靠性。

2．1裂纹类型的选择

按照裂纹的受力特点和位移特点，通常将其分为3种基本类型，即图2．1中

描述的张开型裂纹、滑丌型裂纹以及撕丌型裂纹。

楱垂I张开型 役垂n滑开型 模型Ⅲ撕开基

图2．I裂纹的力学特征分类

(1)张开型裂纹，所受载荷为垂直于裂纹平面的『F应力，裂纹面相对位移方

向垂真于裂纹平而，也称I型裂纹；

(2)滑开型裂纹，所受载荷为平行于裂纹耐、但垂氟于裂纹6，J沿的切应力，

上、下裂纹面作垂直于裂纹Ij{『沿的相对滑动，也称II型裂纹；

(3)撕开型裂纹，所受载荷为平行于裂纹而、且平行于裂纹6，J．沿的切应力，

L、F裂纹面作平行于裂纹日订沿的相对错动，也称III型裂纹。

如果外载荷与裂纹面成⋯’角度，裂纹面同时受到正应力与切应力作用，就会

存在复合型裂纹，实际裂纹体‘般都是复合型裂纹。由于张开型裂纹最为普遍，

是低应力断裂的主因，因而对其的实验和l理论研究较多。而复合型裂纹也常作I

型裂纹来处理，这样更加安全156J。 。般以硒、KIJ、N11分别来表示I型裂纹、II

型裂纹和III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本文中将主要研究张丌型裂纹。

按照裂纹的位置特征，裂纹分为深埋裂纹、表面裂纹和穿透裂纹。按照裂纹

的简化形状，裂纹分为圆形、椭圆形、半圆形、半椭圆形以及矩形裂纹。

深埋裂纹和表面裂纹是裂纹萌生阶段的裂纹形式，穿透裂纹是裂纹稳定扩展

阶段的裂纹形式，一般将穿透裂纹简化为矩形裂纹、表面裂纹简化为半椭圆形裂

纹，深埋裂纹简化为椭圆形裂纹。本文将对这3种裂纹进行研究，以研究不同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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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扩展阶段的裂纹尖端应力场。

2．2裂尖应力场表征参量的选择

1．裂纹尖端应力场表征参量的提出及应用

Griffith从能量平衡的角度，认为裂纹扩展释放的弹性应变能】，大于新裂纹

形成的表面能时，裂纹就会发生扩展，这一理论非常适用于脆性材料，但应用在

金属材料上则有较大误差。Irwin对Grifhth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了能量释放率

G，认为临界值Gf’是一材料常数，但这一理论也仅适用于金属材料的准脆性破

坏。随后科学家发现裂纹尖端附近应力具有奇异性，Irwin在分析裂纹尖端附近

应力的奇异性后，提出了应力强度因子K的概念，并利用实验测出了石墨开始

扩展时的K值，称之为断裂韧性＆，标志着线弹性断裂力学的『F式建立。

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假设基础是裂纹尖端仅发生小范围的塑变，但工程材料韧

性较大，裂纹扩展塑性区大小达到了裂纹尺寸数量级，小范围塑性变形不再成立。

为了考虑裂纹尖端塑性区效应，Wells提出以裂纹张丌位移(COD)作为考察裂纹

扩展的参量，Rice和Hutchinson等人利用全量塑性理论，提出了表征弹塑性材

料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主要特征的HRR奇性场，利用J积分来衡量HRR奇性场

强度，J积分是裂纹尖端应力和应变的综合度量，并且与积分路径无关，随后

Begley和Landes等人研究发现一定条件下J积分临界值是一个材料常数，当J

积分值超过这个材料常数时，裂纹丌始扩展，这也是韧性材料裂纹丌始扩展的判

据。

2．应力强度因子的求解方法

应力强度因子是表征裂纹尖端弹性应力场强弱的物理量，在裂纹尖端是有限

量，它与结构特征、裂纹及载荷的大小有关，利用弹性力学的复变函数解法，结

合裂纹的边界条件，若已知应力函数，可以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表达为

Kf_l_im一2冗roy 0=0。 r_O——7

如=勉√翌叫k
Klfj=tr{--m)O N2冗rT。：0=0

对于含中心裂纹的无限大板，在无穷远处作用外载荷，其应力强度因子可表

K，=仃√万口I

Kn=rx[T—ca}
K，，，=g√刀口l

(2·1)

考虑到形状因素，一般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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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模拟无初始裂纹构件的裂纹扩展路径，但无法得到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

子。

3．J积分和M积分的求解方法

J积分是一个描述裂纹尖端应变集中特征的平均参量，它与积分路径无关，

易于实验测定，其定义为：由围绕裂尖区域的应力、应变和位移所组成的围线积

分计算，它具备了强度场的性质，适用于线弹性和弹塑性，但由于是平面积分，

它仅适用于二维裂纹问题。对于二维问题，定义J积分为

J=I —r娑) (2—4)r(Wdy
ds

”LⅨ

式(2．4)中，厂为一条从裂纹下表面，逆时针围绕裂纹尖端，止于裂纹上表面的曲

线，如图2．3所示；∥为应变能密度；丁是作用于积分回路单位周围长度上的力；

U为积分回路边界上的位移。

／‘
飞i矽

函of"、、?
A

y

．乍 —＼＼
)＼

I’ ＼1．
’ 『 ．I／

X

图2-3 J积分回路 图2-4 M积分回路

线弹性条件下，J积分与应力强度因子K和能量释放率G有如下转换关系：

J：上箬K；：G，(平面应变状态)

J：拿：G，(平面应力状态)

当围绕裂纹尖端的J积分达到临界值七时，裂纹丌始扩展，即

J=’)C

对于稳定扩展，上式代表裂纹的开裂条件；对于不稳定扩展，上式代表裂纹

失稳条件，这就是，积分准则。

M积分是Knowles和Sternberg!删由Noether理论提出，又称交互积分，与J

积分具有相似的数学表达式，其形式如下：

M2qf，忱强一瓦％。，x,)ds(，，k=1，2’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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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5)中厂是逆时针围绕所有裂纹的任意封闭曲线，如图2-4所示，靠为作用于曲

线厂内部的面力。

对能量释放率来说，M积分比J积分有更好的表征形式，可以考虑温度、裂

纹面牵引及残余应力的影响，且比J积分更具通用性，精度更高。M积分可应用

到多裂纹情况，并与应力强度因子有确定的关系【65,66】，文献【671研究了M积分与

夹杂／缺陷弹性模量的显示关系。

4．裂纹尖端张开位移的求解方法

裂纹尖端剧烈的应变集中致使其产生塑性变形，导致裂尖钝化，裂纹面张丌，

Wells提出了COD概念，即裂纹尖端的裂纹面张丌位移，它表征了裂纹尖端附

近应力应变场的综合效应。以裂纹尖端为顶点，对称于原裂纹线作一直角，直角

边与上下裂纹面的交点a、a’，将两点间距离定义为COD(见图2．5)，这一定义

被广泛应用于中心穿透裂纹问题。

J‘

图2．5 COD定义

按照Irwin塑性区一般可将张丌位移写成下式：

万：害互 (平面应力状态)
／!,O'ys

万：卫{￡避 (平面应变状态)
EG体

实验和有限元证明，裂纹尖端张丌位移6与J积分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

J=koysd (2—6)

其中k值在1．1～2之间，其大小由构件约束条件、材料硬化特性及几何形状决定。

当裂纹尖端张开位移6达到临界值芘时，裂纹丌始扩展，其断裂准则可用

下式表示

泸良 (2—7)

6是关于构件形状、尺寸和载荷的函数，可通过实验和有限元方法得到，芘

是材料常数，表征材料弹塑性断裂韧性的指标。由于COD基于综合性参数，因

此适用于线弹性和弹塑性断裂问题。

5．疲劳裂纹扩展阶段及裂纹扩展速率公式

高周疲劳下，裂纹尺寸远大于裂尖塑性区尺寸，因此构件破坏时，裂尖没有

塑性变形。大量实验表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a／dN与应力强度因子幅AK存在

10

万方数据



硕+学位论文 2含裂纹机翼整体肇板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一定的函数关系，其变化在双对数坐标上大致呈现S形曲线，如图2-6所示。

l”

f

+t

，

图2-6裂纹扩展速率曲线

图中表明裂纹扩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裂纹萌生阶段(A区)、裂纹稳定扩展

阶段(B区)以及裂纹快速扩展阶段(C区)。A区存在一个△墨”即材料的疲

劳裂纹扩展门槛值，当应力强度因子范围小于门槛值时，裂纹不扩展，大于此值

后，裂纹才丌始扩展；C区存在一个殷，即材料的断裂韧度，当应力强度因子

大于断裂韧度时，裂纹快速扩展，很快失稳断裂；位于A区与C区之间的B区

为裂纹稳定扩展阶段，其曲线近似直线，此阶段和损伤容限密切相关，也是疲劳

寿命的主要研究区域。裂纹扩展速率方程主要有Pairs公式、Forman公式和Walker

公式，其表达式分别如式(2．8)、(2．9)、(2．10)所示

一da=C(AK)” (2．8)dN 、一。，

da C(AK)”

一dN2正百面 (2-9)

面da=c[(1一尺)州战了 (2_10)

以上3式各自的应用场合不同，Pairs公式适用于给定应力比时裂纹稳定扩

展阶段，Forman公式能反映快速扩展特性，适用于裂纹稳定扩展阶段和快速扩

展阶段，Walker公式考虑了负应力比的影响，适用于描述裂纹稳定扩展阶段。

应力强度因子既是表征裂纹尖端应力场的主要物理量，反映了裂纹尖端应力

场状况，又是决定裂纹是否扩展、扩展快慢的关键参量，得到了裂纹尖端的应力

强度因子，我们就能掌握裂纹尖端应力场，并且判断裂纹是否会扩展，计算其扩

展速度及疲劳寿命，得到受损构件的损伤容限，因此本文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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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仿真手段的构建

鉴于有限元法在求解断裂问题中的优异表现，本文中采用有限元法研究裂纹

尖端的应力场，选择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ABAQUS和裂纹分析软件FRANC3D

V6．0(以下简称为FRANC3D)作为仿真平台，其中ABAQUS作为建模工具及

求解器，FRANC3D作为裂纹处理工具。

1．ABAQUS软件平台

ABAQUSl68，69J由美国HKS公司丌发的一套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工程分析软

件，它可以解决从相对简单的线性分析到极富挑战性的非线性模拟等问题，具有

十分丰富的材料模型库，能够解决热电耦合、热固耦合、质量扩散、流固耦合、

声固耦合等领域问题，更能对结构分析中的断裂问题、疲劳耐久性问题进行分析。

ABAQUS在分析过程中，能够自动选择并不断调整合适的收敛准则及载荷增量，

以此保证分析的精确性。

ABAQUS包含两个求解器模块：隐式分析求解器ABAQUS／Standard是一个

通用分析模块，能求解各种线性和非线性问题：显式分析求解器

ABAQUS／Explicit适用于模拟短暂、瞬时的动态问题，例如冲击和爆炸。

ABAQUS／CAE是ABAQUS的交互图形环境，能够方便创建有限元模型，赋予

材料属性、定义载荷及边界条件、进行网格划分、计算分析及后处理。

鉴于ABAQUS优异的人机交互特性、强大的模型构建及管理功能、精确的

接触模拟、丰富的断裂失效准则、高精度的非线性分析能力以及与其他软件良好

的兼容条件，本文选择用ABAQUS作为裂纹分析仿真软件。

2．FRANC3D V6．0软件平台

FRANC3D V6．0是美国FAC公司丌发的新一代可对任意复杂的几何结构、

载荷条件及裂纹形状下的三维裂纹分析软件，它基于断裂力学理论和有限元法，

可以考虑温度、残余应力、初始条件、多工况以及裂纹面牵引和接触因素，对裂

纹尖端应力场、裂纹萌生及扩展的位置、方向及速率、剩余强度及临界尺寸、损

伤容限等问题进行研究。利用FRANC3D可以引入单／双前沿椭圆形裂纹、单／双

前沿矩形裂纹等裂纹形式，并可自定义裂纹，从外部导入裂纹，由于采用了有限

元自适应网格划分技术，裂纹扩展不受几何形状、网格类型和扩展方向的限制，

其在裂纹尖端的网格处理如图2．7所示。FRANC3D利用M积分来计算应力强度

因子，对于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材料，都可以同时计算出K。、K仆墨。3种应力

强度因子，并得到了Newman．Raju公式和NASA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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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獭§黪爹攀纂攀囊
悯喜钸≥

图2-7 FRANC3D利用奇异元扣过渡元处理裂纹尖端网格

FRANC3D与ABAQUS软件有接E1，因此本文选取其与ABAQUS进行联合

仿真，对含裂纹机翼整体下壁板进行仿真研究。

3．联合仿真流程

本文中利用ABAQUS和FRANC3D两款软件各自优点进行联合仿真，采用

这一手段对含裂纹机翼整体下壁板修补前后的裂纹尖端应力场进行研究。对于两

种软件的分工如下：

1．利用ABAQUS／CAE模块进行有限元建模、模型分割、求解分析及应力

应变结果后处理：

2．利用FRANC3D进行裂纹植入、网格重划分、计算模型拼接、应力场结

果到断裂参数的转化处理；

这一联合仿真手段综合了两种软件的特点，具备自由建模和自由添加裂纹的

优势，并能直接得到整个裂纹尖端的3种应力强度因子、J积分等断裂参数。

联合仿真的工作流程如图2．8所示。

ABAQUS

——画丽丽蔽函广’
j 1 j；_⋯ ～r

、

I够毋肆城域j||i哆囊亲霹转

II。iI|_二：：．I『II『_IIII『IIII『＼。
FRANC3D ／

．／’

一iK¨一。飞鬻嚣新

嚣。磐
1

图2-8 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流程

依据上图所示流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ABAQUS／CAE模块中构建无缺陷机翼整体下壁板及其修补有限元模

型，定义相应的模型尺寸、材料属性、组装形式、网格划分、生成原始的ori．f印

文件。

淤‘l。≯、1__+_7泞7～∥h龟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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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ABAQUS中导入Drf．，，妒文件，并复制两次，分别命名为要植入裂纹的

胁c子模型和与其互补的glo子模型。对于，Dc子模型，在裂纹植入位置，留下一

个包围裂纹、稍大于裂纹的矩形区域，删掉其他区域网格，生成loc．『，妒文件。

用同样的方法生成glo．inp文件。

3．在FRANC3D中导入7Dc．f门矽文件，在既定位置植入相应的裂纹，选择合

适的网格细化参数，重新划分网格后，再与glo．f印文件拼接成新的计算文件

Stf6．，，妒。

4．在ABAQUS中导入计算文件sub．f印，定义接触属性(弯矩点与载荷面的

耦合关系，壁板与补片的绑定关系)，施加弯曲载荷及边界条件，创建计算文件，

并添加必要的关键词，提交计算。

5．在ABAQUS中提取计算结果，得到有限元模型的应力应变场，在

FRANC3D中可得到裂纹尖端的断裂参数报告。

2．4机翼整体下壁板载荷分析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多种载荷的作用，包括空气动力、飞机重力、发动机

推力、地面反力等，其大小取决于飞机质量、过载系数、飞行参数、气动特性等

多种因素【70，7¨，其中空气动力和飞机重力对飞机结构强度的影响起主导作用，

也是飞机机翼承受的主要载荷。

机翼的载荷包括外载荷和内力。外载荷包括空气动力载荷q孙机翼结构质量

力q。和其他部件和装载等传来的集中载荷P，后两者相对于空气动力载荷较小，

作用方向与空气动力载荷相反，保守计算时可以忽略，而只考虑空气动力载荷。

外力为机翼对机身进行支撑时，机身对机翼的反作用力R，机翼载荷及其分布见

图2．9、2．10所示。

图2-9机翼承受的各种栽荷 图2—10机翼展向和弦向的分布载荷

1．空气动力载荷

空气动力载荷q口为机翼单位展长上分布载荷的合力，以吸力或压力的形式

直接作用在机翼蒙皮上，构成机翼的升力和阻力，空气动力载荷q日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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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旷竿(2-1 1)

式(2．11)中，广过载系数；G一飞机重力；，_翼展；厂一气动载荷沿翼展方向
分布系数。

2．机翼内力

机翼支撑着机身，因此机身反作用于机翼的力成为了机翼的内力。机翼在机

身两侧与机身相连，将机翼视为固定在机身上的悬臂梁或双支点J'l@b梁。若左右

机翼是一个整体，则可看做是支持在机身上的双支点外伸梁。

载荷由机翼向机身传递的过程中，在机翼中引起的内力主要有：垂直剪力，

垂直弯矩和扭矩。机翼任一剖面中由分布载荷q，引起的剪力Q『和弯矩M可以用

积分法求得。

Q 2 J，：qflz

M。2＼2 QfdZ

由于本文分析机翼整体下壁板中的张丌型裂纹，裂纹面上的剪应力作用很

小，而弯矩引起的裂纹面上拉应力成为裂纹萌生及扩展的主要动力，因此文中主

要分析机翼在弯曲载荷作用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场。

2．5机翼整体壁板结构特征分析

传统的飞机壁板是将蒙皮和加强部件用焊接、螺接、铆接、胶接等联接方式

装配而成，这种装配式壁板的刚度、强度、密封性都较差。为了降低结构的自身

重量，已逐渐改用整体壁板取代装配壁板，即壁板的蒙皮、加强部件等架构要素

一体制造，没有机械连接，其结构如图2．11所示。

蒙皮1
框一

剪婴雹——j_—◆
熬爿

，

蒙皮
框

纠?毖#L身世阪 祭体机身罐板

图2．1 1组装壁板与整体壁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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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整体壁板直接参与了机翼气动外形的构造，同时承担了机翼的主要载

荷，这要求它具有复杂的双曲率外形和内部结构，满足外形要求，同时减少零件

数量、结构重量，并提高服役寿命。与传统的装配式壁板相比，整体壁板结构件

有以下优点：

1．结构重量较轻。由于减少连接件、紧固件等零件的数量，整体壁板比装

配式壁板结构重量轻15％"---20％。

2．油箱密封性较好。由于没有连接孔，降低了油箱渗漏机率。

3．结构的服役寿命较长。由于连接紧固件用量减少，净截面面积大于铆接

壁板，裂纹萌生几率也减小，从而提高了结构服役寿命。

4．装配周期较短。由于减少连接件和紧固件等零件的数量，从而减少了60％

以上的装配工作量，简化了协调关系，缩短了装配周期。

5．飞机性能较高。由于没有机械连接，外形尺寸准确，机翼表面更光滑，

降低了飞行阻力，提高了飞机性能。

现在通用的整体壁板结构有T形、J形和工字形截面三种结构形式，T形结

构其截面无凸缘，是一种最基本形式的壁板，容易机械加工和成形，制造费用低，

但材料利用率低。J形结构其截面为J形，工字形结构其截面为工字型，这两种

结构都具有凸缘，因此具有较高的结构效率，但是要求复杂的机械加工，成形困

难172’乃1。三种结构简图如图2．12所示。

蒙皮

a T形截面 b J形截面 c工字形截面

图2—12整体壁板三种截面形式

本文中研究T形截面结构形式的机翼整体壁板。

2．6机翼整体下壁板材料的选用

2024铝合金由于有高强度和较好的疲劳强度，被广泛应用在航空器结构上，

尤其是机翼与机身结构上受到张力的地方，机翼整体下壁板因承受弯曲载荷而主

要受到张力作用，因此一般选取2024铝合金作为机翼整体下壁板的结构材料。

其材料的化学成分及材料性能如表2．1、表2．2【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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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联合仿真与经验公式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有限元联合仿真手段计算结果的正确性，采用相关的理论进行验

证，Newman和R句Un剐于1983年基于三维有限元方法，在远场载荷下，计算了

有限体(平板)中三维裂纹状态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参照有限元方法求解得到的

结果，总结出了关于有限体及裂纹尺寸的应力强度因子经验公式，并得到了验证。

本节将有限元计算结果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2．7．1 Newman—Raju公式计算

Newman．Raju公式(以下简称为N．R公式)总结出了平板在深埋椭圆裂纹、
表面半椭圆裂纹、四分之一椭圆角裂纹、孔中表面半椭圆裂纹以及孔中四分之一

椭圆角裂纹应力强度冈子的经验公式。其公式中的定义如图2．13所示。

萼三匾至匿三
±氏]：幸§一一Jj 盟j

图2-13 Newman-Raju公式示意图

裂纹面上的I型应力强度因子局的求解经验公式如下：

牛s乃c嚣和
其中O为椭圆形状因子，由第二类完全椭圆积分的平方算出。

Q=I+I．464(4c)1·65 for a／c<_l

Q=I+I．464(da)1·65 for a／c>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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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面半椭圆裂纹，有

KI=S 只(旦t，旦C，詈，矽)D

适用范围为0≤a／c≤2，c／b≤o．5，_R0≤矽≤7／"。

其中

e=[M．+M：(口／f)2+M，(a／t)4]奶，．，

对于a／c≤1

对于a／c>1

Mi=1．13·0．09a／c

必2—0．54+

M=0．5一

O．89

0．2+a／c

0．65+a／c
+14(1一a／o)24

g=l+[o．1+0．35(口／t)2](1一sin≯)2

乃=[(∥c)2 COS2矽+sin2矿5

工=[Sec(舶]05
M=(1+o．04 c／a),fc历

鸠=0．2(c／a)4

坞=-0．1 l(c／a)4

g=l+O．1+O．35C(a／f)2](1一sin≯)2
乃-[(影c)2 Sin2矽+cOS2矿5

矗=[Sec(舶]05
对于深埋椭圆表面裂纹，有

KI=S c(孚，嚣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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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为0≤a／c≤00，c／b<0．5，一万≤≯≤万，且
a／t<1．25(a／c+0．61 fo，0≤a／c≤0．2

其中

对于a／c≤1

对于a／c>I

a／t≤1 fo，0．2≤a／c≤∞

只=[M．+M：(口／，)2+M，(口／，)4]斫，．

M=

M=

M=1

O．05

o．1 l+(a／c)V2

O．29

0．23+(a／c)3／2

921一—1盟+4a／c lc。s≯I

L=[-(4c)2 cos2矽+sin2矿5

矗=[Sec(荔尉5

M。=历
鸭=13．2(c／a)4

尥=-0．1 l(c／a)4

g=l+0．1+0．35--c(a／a
f)2](1一sin矽)2

厶=[(c／口)2 sin2矽+cOS2矿5

六=[Sec(舶]05
当彩c接近0，痧=i,-／2时，公式可简化为

K．=s厉[1+0．455(臼／t)2+1．26 1(口／t)4]

当a／c无限大，矽=0时，公式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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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s届[sec(舶]l／2
假设一块平板，在其中心位置添加表面半椭圆裂纹(Semielliptical surface

crack，以下简称SSC)，固定平板一端，另一端添加端面均布载荷，利用N．R公

式计算得到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如图2．14所示。图中横坐标为裂纹尖端位置

和椭圆圆心连线与椭圆右长轴的央角归一化处理后的坐标值，纵坐标为裂纹尖端

处的应力强度因子值，单位为MPa．mml陀。

图2—14 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

由图可知整条曲线类似于『F弦曲线，在中间位置即裂纹最深处，应力强度因

子达到最大值。

2．7．2 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分析

基于N．R公式的应用条件，利用联合仿真手段，建立平板仿真模型，其结

构参数、裂纹植入、边界条件及载荷与公式计算情况一致，材料为2024铝合金。

经过有限元计算，在FRANC3D中可得到整个裂尖应力强度因子值。提取计

算结果，并整理分析，作出随裂尖位置变化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2．15所示。

图2一15有限元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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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2．15可知，整条曲线也类似于『F弦曲线，应力强度因子由平板表面往

心部逐渐增大，在平板中性面上达到最大值。

2．7．3仿真结果与公式计算结果对比

对比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与有限元模型计算结果，如图2．16所示。

图2-16仿真结果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

由图2．16可知，两条曲线形状完全一致，曲线间的间距较小，证明两种方

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十分接近。

为了进一步考察模型的普遍性，取若干组模型进行分析计算，在其中心位置

分别添加表面半椭圆裂纹和深埋椭圆裂纹(Embedded elliptical crack，以下简称

EEC)，分别添加端面均布载荷和弯曲载荷，材料为2024铝合金。由于裂纹尖端

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决定了抗断裂性能，本文主要关注裂尖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因

此将仿真计算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得到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进行对比，并

同时考察划分的loc子模型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仿真模型参数及计算结果对

比如表2．3所示。

表2-3有限元计算结果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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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不同子模型下有限元结果对比

观察表2．3可知有限元结果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最大误差仅为

1．47％，误差较小，证明在不同载荷类型、裂纹类型及大小的情况下，有限元计

算结果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果十分接近， 因此可以认为

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手段计算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

观察表2-4可知不同大小子模型下的有限元计算结果的最大误差仅为

0．36％，误差较小，可知子模型A和子模型B的计算结果几乎一致，证明子模型

的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可以将子模

型尺寸适当取小一点，但所取尺寸必须大于裂纹尖端网格重划分的区域，为避免

影响到网格重划分，子模型宽度取3mm以上，子模型长度比裂纹长度长4mm以

E。

2．8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仿真模型分析计算

采用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手段进行仿真。模型中整体壁板模型为

三维实体单元，材料为2024。由于弯曲载荷只能添加在点上，因此先在施加载

荷的端面中间位置定义一个点，将点与端面通过相互作用创建耦合关系连接，再

将弯曲载荷添加在点上，则弯矩通过耦合关系施加于整个面上，另一端面固定三

个自由度。划分网格前，对整体模型进行分割，保证蒙皮区域网格情况与平板一

致，以保证计算精度，采用结构化划分策略，在loc子模型区域进行网格细化，

单元尺寸为1mm，其余部分网格尺寸5mm，全局采用二次减缩积分六面体单元

C3D20R进行划分网格。在loc模型中央截面中问位置添加裂纹，裂纹面与整体

壁板端面平行。具体仿真过程参照2．3节。模型建立过程及计算得到的应力云图

如图2．17所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如图2。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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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整体壁板模型图

(c)载荷施加点与载荷面的耦合约束

(b)边界约束

(d)弯矩载荷

(e)整体应力云图 (D裂尖应力云图

图2．17建模过程及模型计算得到的应力云图

(d)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图2．18机翼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图2．17中(e)显示整体壁板在载荷作用，整体发生了弯曲变形，筋条受到了

压缩，图2．17中(f)显示裂纹尖端附近存在一个较小的高应力区，显示了裂尖应

力场的奇异性，图2．18显示了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值，表明利用联合仿真手

段能准确计算得到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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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对比裂纹类型及裂尖应力场表征参量，确定了3种研究裂纹类型，

将应力强度因子作为研究参量。基于两种有限元仿真软件平台，建立了对含裂纹

构件进行裂纹分析的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手段。通过分析机翼载荷，

确定弯曲载荷为机翼整体下壁板弯曲载荷的主要作用载荷。介绍了机翼整体壁板

的结构特征及所用材料，利用联合仿真手段计算了拉伸载荷及弯曲载荷下含深埋

裂纹及表面裂纹平板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并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

果进行对比，验证了联合仿真手段计算的可靠性，并利用这一联合仿真手段建立

了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裂纹模型，计算得到其裂尖应力强度因子，为后续研究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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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翼整体壁板结构参数对其裂尖应力场影响研究

整体壁板结构参数的改变会对其承载能力产生影响，改变结构的应力场，进

而影响到裂纹尖端应力场。一般来说，结构尺寸的增大会提高其承载能力，降低

构件应力场水平，改善裂纹尖端应力场状况，但是机翼内部空间有限，机翼重量

不能太大，并要考虑结构稳定性要求，因此对结构尺寸有上限要求，同时各结构

参数对应力场的影响大小有差异，其影响趋势有变化。外载荷作用时，受损构件

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大小代表了结构抗断裂能力强弱，因此研究结构参数对裂

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规律，并从抗断裂性能的角度出发，利用这些规律，优化整

体壁板结构参数，对于提高整体壁板损伤容限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机翼整体壁板结构参数的选取

通常整体壁板中蒙皮厚度为5mm，研究中主要考察的是筋条的尺寸及其布

置位置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从而总结出最合理的尺寸及布置方案，使得结

构在使用相同多材料情况下抗断裂性能最优。

定义整体壁板蒙皮厚度为‰，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长度为∥，宽度为B。定

义整体壁板加筋条一侧为壁板内侧、蒙皮上表面，另--N壁板外侧、蒙皮下表面。

筋条结构参数主要包括筋条间距(以d表示)、筋条高度(以h表示)、筋条厚度

(以，表示)、筋条面积(以S表示，s=h．，)。采用单一变量法，改变其中一个参

数的值，保持其余几个参数不变，考察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以研究此

结构参数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规律。

3．2 T型梁结构参数对其承载能力的影响分析

T型截面整体壁板可看做是由一系列T型梁结构并联起来，T型梁结构承载

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体壁板承载能力，先分析T型梁结构参数对其承载能

力的影响，为整体壁板结构参数对其抗断裂能力的影响提供支撑。

运用材料力学平行移轴公式可以推导T型梁结构参数对T型梁中性面及惯

性矩的影响公式。如图3．1所示，h表示筋条高度，f表示筋条厚度，d表示梁腿

宽度，如表示梁腿厚度，表示筋条截面面积。将T型截面分割为如图所示I和II

两个矩形截面，取通过矩形I的形心且垂直于底边的直线为参考轴Y，取通过矩

形II的形心且平行于底边的直线为参考轴x，由于截面关于Y轴对称，其形心必

在Y轴上，则截面的形心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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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图3-1 T型截面梁结构图

儿=背=错裂 B·，几
4+4 (励+衍。)

V1’

式(3-1)中AI、YJ和爿2、此分别表示矩形I、II的横截面积和形心坐标。耿通

过儿且平行于底边的直线为参考轴X。，利用平行移轴公式，分别计算出矩形I、

II对k轴的惯性矩，再相加，即为T形截面对新的中性面的惯性矩。

艺=ht·(h／2+tm—Yc)2+th'h2

艺=以露+织／12

L=ht·(∥2+乙一儿)2+叱谚+(历3+娥)／12 (3．2)

由材料力学可知构件承受弯矩时，其截面所受拉应力tFMy／I，现定义q为

载荷因子，

q=106(I咒一少I)／I。 (3．3)

其中Y以矩形II坐标系为基准。显然，载荷因子越大，同等外载荷下，T型

板所受应力越大。

式(3．3)表明T型结构整体壁板截面形心和惯性矩均受到筋条结构参数的影

响，因此改变筋条的结构参数，就能改变整体壁板在外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场，从

而改变裂纹尖端的应力场。

3．2．1梁腿宽度对承载能力的影响

T型梁梁腿宽度(即整体壁板筋条间距)的改变可以改变整体壁板中性面位

置，并增加其惯性矩。取h=30mm、t=4mm、t,．=5mm，将已确定的结构参数代

入到式(3·1)中，可得筋条间距d对T形截面形心与惯性矩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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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咒2瓦瓦口十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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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48000(d2++1

1

5‘2000d

1 25____dd
9000d24) 1 2

梁腿宽度与其承受的载荷成线性关系，梁腿越宽，其承受弯曲载荷越大。将

这种线性关系代入弯曲应力计算公式中，绘出截面不同位置下载荷因子q与梁腿

宽度d的关系曲线如图3．2所示。

图3．2中7条曲线描绘了7组偏离x轴一定距离某点的载荷因子曲线。由式

(3．4)及图3．2可知，随着梁腿宽度的增大，形心向下偏移，x轴以上位置的载荷

因子q随着梁腿宽度的增加而减小，x轴以下位置的载荷因子q随着梁腿宽度的

增加而增加，离x轴越远，这种变化的幅度越大。综合起来，梁腿宽度增加，T

型梁承载能力降低。

图3—2载荷因子g与梁腿宽度d的关系曲线

注：图中字母“d”表示工轴下侧，字母“U’’表示x轴上侧，数字表示与x轴距离值，其后类此。

3．2．2筋条高度对承载能力的影响

取d=-80mm、t=4mm、％=5mm，将已确定的结构参数代入到式(3-1)中，可得

筋条高度f对T形截面形心与惯性矩的关系式。

y．：垒篁Q垒(⋯3-6)儿2砑石而 )

匕：坐掣+半(3-7)
“h+100 3

绘出载荷因子q与筋条高度h的关系曲线，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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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载荷因子q与筋条高度h的关系曲线

由式(3．6)及图3．3可知，随着筋条高度的增大，形心向上偏移，惯性矩显著

增大，载荷因子先急剧减小，随后逐渐趋于平缓，且不同偏离位置下的曲线逐渐

接近，这表明筋条高度的增加对于弯曲应力的降低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明显效果，

这种降低作用随着筋条高度的增加而迅速减弱。当筋条高度较大时，不同偏离位

置的弯曲应力接近。综合起来，筋条高度增加，T型梁承载能力增加，但高度越

大，其增加幅度越小。

3．2．3筋条厚度对承载能力的影响

取d=-80mm、h=30mm、tm=5mm，将已确定的结构参数代入到式(3．1)中，可

得筋条厚度f对T形截面形心与惯性矩的关系式。

苁=j而60t(3-8)

L：—1 9—20—00—00t+磊1 4：丁40—00—0fl+—6750t+—2500(3-9)
哳(3t+4012 3

绘出载荷因子q与筋条厚度，的关系曲线，如图3-4所示。

图3-4载荷因子q与筋条厚度，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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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3．8)及图3．4可知，随着筋条厚度的增大，形心向上偏移，惯性矩逐步

增大，x轴上侧载荷因子逐步增加，x轴下侧载荷因子逐步减少，最后趋于恒定。

这表明随着筋条厚度的增加，其截面弯曲应力降低(升高)，但是这种降低(升

高)作用随着筋条厚度的增加而减弱。综合起来，筋条厚度增加，T型梁承载能

力增加，但厚度越大，其增加幅度越小。

3．2．4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对承载能力的影响

取d=-80mm、t卅=5mm，令ht=120，并将已确定的结构参数代入到式(3—1)中，

可得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对T形截面形心与惯性矩的关系式。

儿=警(3-10)儿2—■-

L=15600‘可5t+一60 2+丁144000+丁2500(3-1 1)

绘出载荷因子q与等截面积下筋条厚度f的关系曲线，如图3．5所示。

图3-5等截面积下载荷因子g与筋条厚度f的关系曲线

由式(3．10)及图3．5可知，恒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增大，筋条高度减小，

形心向下偏移，惯性矩逐步减小，载荷因子以恒定斜率增加，这表明使用同等多

材料前提下，筋条越厚，高度越低，其截面弯曲应力越大，反之越小。综合起来，

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增加，T型梁承载能力降低。

3．3筋条结构参数对深埋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深埋裂纹是由于构件在制造过程中变形不均匀造成的内部缺陷，由于探测技

术的局限性，其检测难度较大，但是在服役过程中，却有可能成为裂纹源，随着

疲劳载荷的施加会在构件内部扩展延伸而难以被发现，属于裂纹萌生阶段，是构

件疲劳寿命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弯曲载荷下不同结构参数中整体壁板中深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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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尖端应力场，很有必要。对于深埋裂纹的研究，现在主要将其简化为椭圆形状，

并且扩展过程中保持这种形状，因此本文研究中在整体壁板中植入的深埋裂纹均

为椭圆形裂纹，其插入位置如图3．6所示，有限元模型如图3．7所示，裂纹参数

如表3．1所示。

图3-6整体壁板中的深埋裂纹

图3．7弯曲载荷下含深埋裂纹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

表3—1椭圆形深埋裂纹尺寸

图3-6中左侧为整体壁板结构简图，右侧为深埋裂纹在整体壁板中的位置示

意图。图中A点和B点为椭圆形裂纹长轴右端点，C点为椭圆形裂纹短轴上端

点，D点为椭圆形裂纹长轴左端点，E点为椭圆形裂纹短轴下端点，A、D、B

三点位于蒙皮中性面上，离蒙皮表面两侧等距，C点为离蒙皮内侧表面最近位置，

E点为离蒙皮外侧表面最近位置。图3．7显示了整体壁板模型的结构、深埋裂纹

插入位置、弯曲载荷及边界条件的添加形式及添加位置。

3．3．1筋条间距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整体壁板间距布置地必须合理，如果太密集，不但增加整体壁板的质量，也

增加了装配的复杂性；如果太稀疏，就会减弱其承载能力，淡化其对筋条间蒙皮

的保护作用。一般飞机整体壁板筋条间距在70mm．140mm之间，研究中为方便

考察筋条间距递增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分别取筋条间距为60mm、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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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mm、90mm、100mm，建立5种不同筋条问距下含深埋裂纹整体壁板模型。

在双筋条模型中，每个筋条承载一个d长度范围内的载荷，因此壁板有限元

模型宽度为2矗，模型长度为100mm，筋条厚度取为4mm，高度为30mm。对应

不同筋条问距的具体结构参数如表3．2所示。

单位毫米长整体壁板承受弯矩为Mo=4．88x 1 04N·mill，则对应不同宽度下整

体壁板模型的弯曲载荷如表3．3所示。

表3-2不同筋条N距--F的整体壁板结构参数

表3-3不同筋条间距下模型的弯曲载荷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间距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8所示，图中横坐标为裂纹尖端位置和椭

圆圆心连线与椭圆右长轴的夹角归一化处理后的坐标值，即以图3-6中A点为起

点，计坐标为0，逆时针绕椭圆圆周依次经过C、D、E点(分别计坐标为0．25，

0．5，0．75)，最后到达B点，计坐标为1，纵坐标为裂纹尖端处的应力强度因子

值，单位为MPa·咖¨2。
先看图3．8(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间距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问距较小。

每条曲线有两个波峰和一个波谷，称为I型曲线，其波峰分别出现在C点、E点，

而波谷出现在D点。筋条间距增大，长轴上侧局值减小，下侧蝎值增大，长轴

上的端点处局值不变，短轴两端点处的筠值差距增大，最大硒值增大。以上表

明筋条间距变化对长轴端点局值几乎没有影响，但对短轴端点的局值影响略大，

但是是相反的。

对比观察图3．8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局整体增加，E点

硒值增加速度最快，A、B、D三点增加速度次之，C点增加速度最慢，长轴上

侧筠曲线越缓平，而长轴下侧蝎曲线越陡峭，各点增加速度有较大差异，这种

差异在筋条间距愈大时表现得愈加明显。以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问距越大

的壁板其最大局值增加地越快。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筋条间距增大，裂纹尖端局值增大，但增加速度

不一，最大局值增加得最快，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减弱，且这种作用随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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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扩展而强化。但是筋条间距的改变导致整体壁板深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

改变幅度较小，3．2．1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这一结论。从整体壁板的抗断裂

能力角度来看，对筋条间距的设计没有严格要求。

蕊-善4Go篓d8044 d90．^ 争一鼽裟 ，撼鲈。憋
毒。 一㈣o ，矿 、。 5 ⋯。d90 雾、 甏

尘 ，蒂 鬻．

黧八少、 雾50^≯ 、

(a)CI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I．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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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2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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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3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f)C3．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注：图题中c1表示添加裂纹的长轴值为1mm，图中d60表示筋条间距为60mm的整体壁板

的仿真结果曲线，其余以此类推。

图3—8不同筋条间距下深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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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筋条高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整体壁板的筋条高度对整体壁板的中性面有直接的影响，筋条越高，整体壁

板的中性面偏离蒙皮中性面越远，壁板整体抗弯能力越强，但无筋条侧的蒙皮裂

纹尖端承载也相对越大，同时高度的增加也是增加了整体壁板的重量，压缩了机

翼内部空问，因此合理的筋条高度对壁板的设计也是很重要的。一般飞机整体壁

板筋条间距在25mm．60mm之I'BJ，研究中为方便考察筋条高度递增对裂纹尖端应

力场的影响，分别取筋条高度为10mm、20mm、30mm、40mm、50mm，建立5

种不同筋条高度下含深埋裂纹整体壁板模型。

壁板有限元模型中壁板宽度为160mm，长度为100mm，筋条间距为80mm，

厚度为4mm，模型所受载荷M=7．81×106 N·mm。对应每组筋条高度的具体结构

参数如表3．4所示。

表3．4不同筋条高度下的整体壁板结构参数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高度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9所示。

先看图3-9(a)，可以得知，筋条高度为10mm的整体壁板(以下简称h10)

曲线与其余4条筋条高度的曲线形状明显不同，h10曲线有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

称为II型曲线，其波峰波谷分别出现在E点和C点，而长轴端点处局值十分接

近。其余4条曲线为I型曲线，其波峰波谷分别出现在C点、E点和D点，这4

组曲线形状也较为接近。筋条高度增大，曲线形状由I型逐渐转向II型，曲线整

体向下偏移，短轴两端点处的局值差距缩小，最大局值减小。以上表明筋条高

度越大，整体裂纹尖端蝎值越小，而最大局值尤甚。

对比观察图3-9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尖局整体增加，E点蝎值

增加速度最快，A、B、D三点增加速度次之，C点增加速度最慢，长轴上侧蜀

曲线越缓平，而长轴下侧局曲线越陡峭，各点增加速度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

在筋条愈矮时表现得愈加明显，其曲线随着裂纹扩展逐渐由I型向II型转变。由

图可以发现当裂纹扩展较大时，h10曲线中有的局值甚至达到0，表明此时有的

裂纹尖端在垂直于裂纹面方向受到压应力。以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越高的

壁板其最大瞄值增加地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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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hi0表示筋条高度为lOmm的整体壁板的仿真结果曲线，其余以此类推。

图3-9不同筋条高度下深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筋条高度增大，裂纹尖端局值减小，但减小速度

不一，最大局值减小得更快，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增强，且这种作用随着裂

纹扩展而强化。当筋条高度达到30ram以上时，裂纹尖端的局值较小，其后筋

条高度继续增加对于蝎值的减小效果较弱。筋条高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深埋

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显著影响，3．2．2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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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于筋条高度的设计，不能太小，也无需太大，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

能力，筋条高度应设计在30mm以上。

3．3．3筋条厚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整体壁板的筋条厚度不但可以承受载荷，也能起到一定的止裂作用，筋条越

厚，其延缓裂纹扩展的能力就越强，因此研究筋条厚度对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

影响就十分必要了。同样的，筋条越厚，其承载能力越强，但壁板重量也随之增

加，因此合理的筋条厚度对壁板的设计也是很重要的。一般飞机整体壁板筋条厚

度在2．5mm．7mm之间，研究中为方便考察筋条厚度递增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

响，分别取筋条厚度为2mm、3mm、4mm、5mm、6mm，建立5种不同筋条厚

度下含深埋裂纹整体壁板模型。

壁板有限元模型中壁板宽度为160mm，长度为100mm，筋条问距为80mm，

高度为4mm，模型所受载荷M=-7．81×106 N·mm．对应每组筋条厚度的具体结构

参数如表3．5所示。

表3—5不同筋条厚度下的整体壁板结构参数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厚度下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9所示。

先看图3．10(a)，可以得知5条曲线都I型曲线，高、矮两个波峰分别出现在

E点和C点，而波谷出现在D点，其蝎值与A、B两点局值十分接近。图中筋

条厚度为2mm(图中代号t2)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与其余4条曲线问距较大，

而其余4条曲线间距相对较小。由图可知，筋条越厚，长轴端点处的蜀值几乎

不变，E点的蝎值越小，C点的局越大，以上表明筋条厚度的变化对长轴上侧

的局值几乎没有影响，但对短轴端点的KI值影响明显，且是相反的，随着筋条

厚度的增加，E点局值减小，C点蝎值增加，短轴两端点处裂纹尖端的KI值差

距缩小。

对比观察图3．10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尖局整体增加，E点局

值增加速度最快，A、B、D三点增加速度次之，C点增加速度最慢，长轴上侧

裂纹尖端局曲线越缓平，而长轴下侧裂纹尖端局曲线越陡峭，各点增加速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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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筋条愈薄时表现得愈加明显。随着裂纹扩展，t2组曲线逐

渐由I型向II型转变，而其他组曲线也滞后地跟随这一变化趋势。以上表明随着

裂纹扩展，筋条越厚的壁板其最大局值增加地越慢。

妻-～--tt--t莲 熊 毒嗉罄，““、飞虢

蠹～、 i≤5譬2一_≮嚣^参’ ＼蠢

鏊40桫 麓锚。 零

(a)cl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1．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蠹700一}；t4热 三茹擎厂～、鼍釜750三缀t5
一800 ‘旁一‘‘2≯≯8濑、

耋 蓼≯7、‘《氅 量800 t4震罗 、满
；：毒一650

⋯⋯巧 彰 滠 ；薯 ⋯ 影 滠

霪600 t6 雾 囊
饕651 ，成t6诤，、 彰 獠纂|||剧 慧 荟6辫0剁 麓

(c)c2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鬻700≥^
主澎厂、愁0 jt4,i耋1050 风
鹾：⋯。66∥ 慧?

蕊

藏剖 慧 翼750，露二雩謦、‰、 ∥ 餐

毯；％n鞠蝻噼喀獬蠛}辩瓣l渺拶秽

(e)C3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 C3．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注：图中t2表示筋条厚度为2mm的整体壁板壁板的仿真结果曲线，其余以此类推。

图3-9不同筋条厚度下深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筋条厚度越大，长轴上侧局值越大，长轴下侧局

值越小，裂纹尖端最大局值越小，整体壁板抗断裂能力越强，且这种作用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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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而强化。当筋条厚度到达4mm时，裂纹尖端的局值较小，其后筋条厚

度继续增加对于局值的减小效果较弱。筋条厚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深埋裂纹

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一定的影响，3．2．3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这一结

论。对于筋条厚度的设计，不能太小，也无需太大，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

力，筋条厚度应设计在4mm以上。

3．3．4定截面积下筋条高厚尺寸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整体壁板的筋条宽度和高度对于提高整体壁板承载能力，降低裂纹尖端应力

场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在使用同样多材料的基础上，即一定的筋条截面积下，筋

条的高度和宽度的尺寸布置必须优化，以使得整体壁板的承载能力最优，裂纹尖

端的应力强度最低。研究中为方便考察筋条宽度递增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固定筋条截面积为120mm2，分别取不同的筋条宽度和对应的高度尺寸，建立5

种不同筋条高厚尺寸下含深埋裂纹整体壁板模型。

有限元模型中壁板宽度为160mm，长度为100mm，问距为80mm，模型所

受载荷M=7．81×106 N·mm．对应每组筋条高度的具体结构参数如表3-6所示。

表3-6定截面积下不同筋条厚度下的整体壁板结构参数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定

截面积不同筋条厚度下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11所示。

先看图3—11(a)，可以得知5条曲线都是I型曲线，高、矮两个波峰分别出现

在E点和C点，而波谷出现在D点，其蝎值与A、B两点蜀值十分接近。图中

5条曲线形状较为接近，且问距较为均匀。由图可知，恒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

线性增加，筋条高度减小，曲线整体上移，即壁板裂纹尖端蝎值整体增加，但

各点增速不一致，A、B、C、D4点处局值增速较小，且增速接近，E点增速较

大。以上表明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的变化对裂纹尖端局值都有影响，对E点

蜀值的影响更为明显，筋条厚度增加，裂纹尖端蝎值整体增加。

对比观察图3．11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整体裂纹尖端硒增加，E点

Kl值增加速度最快，A、B、D三点增加速度次之，C点增加速度最慢，长轴上

侧裂纹尖端蝎曲线越缓平，而长轴下侧裂纹尖端硒曲线越陡峭，各点增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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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筋条愈厚时表现得愈加明显，其曲线随着裂纹扩展逐渐

由I型向II型转变。以上表明在恒定截面积时，随着裂纹扩展，筋条越厚的壁板

其最大局值增加地越快。

pc：i．．50乡：一 簿400◆一璧多心处
(a)C1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1．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主；lOSO ；6 ／、

戆100一／"500 堙；。搁r'敷黜，—吲Q 誊450，—V，∥‰、⋯300∥∥㈣黼峨‰堍‰／ 。＼ 250∥艄嗍V＼
(c)C2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兰"“1100 s6 ／ ＼ 主一、00 ， ／ ＼

崎’[]9-O-0-
／， 、＼

镣三一 翟7000J|r冯k

翻500潮萨一1噍，∥渺懒‰‰、 毯；：：荔—影9＼300蹲，∥测鳓嘲‰。／ ＼

(e)c3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f)C3．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注：图中s2表示恒定截面积下筋条厚度为2mm的整体壁板的仿真结果曲线，其余以此类推。

图3．11不同筋条高厚尺寸下深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恒定截面积时，筋条厚度越大，则筋条高度越小，

裂纹尖端局值整体越大，整体壁板抗断裂能力越弱，且这种作用随着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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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强化。在恒定筋条截面积大小时，筋条厚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深埋裂纹尖端

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显著影响。3．2．4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因

此合理设计恒定截面积下筋条的高度和厚度，对于提高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有

显著作用。

3．4筋条结构参数对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表面裂纹是由于构件在制造过程中的残余应力、使用过程中的损伤造成的表

面缺陷，由于构件表面环境恶劣(酸碱腐蚀)，载荷复杂(残余应力)，因此在构

件服役过程中，其最有可能成为裂纹源【76】，随着疲劳载荷的旌加会向构件内部

扩展延伸，属于裂纹萌生阶段，是构件疲劳寿命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弯曲载荷

下不同结构参数中整体壁板中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场，很有必要。

对于表面裂纹的研究，现在主要将其简化为半椭圆形状，并且扩展过程中保

持这种形状，因此本文研究中在整体壁板蒙皮外侧表面植入的表面裂纹均为半椭

圆形裂纹，其插入位置如图3．12所示，有限元模型如图3．13所示，裂纹参数如

表3—7所示。

图3—12整体壁板中的表面裂纹

图3．13弯曲载荷下含表面裂纹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

表3—7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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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中左侧为整体壁板结构简图，右侧为表面裂纹在整体壁板中的位置

示意图。图中A点和B点为半椭圆形裂纹长轴右端点，C点为半椭圆形裂纹短

轴上端点，D点为椭圆形裂纹长轴左端点，A、D、B三点位于蒙皮外侧表面上，

C点为离蒙皮表面最远。图3．13显示了整体壁板模型的结构、表面裂纹插入位

置、弯曲载荷及边界条件的添加形式及添加位置。

3．4．1筋条间距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1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问距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14所示，图中横坐标为裂纹尖端位置和

椭圆圆心连线与椭圆右长轴的夹角归一化处理后的坐标值，即以图3．12中A点

为起点，计坐标为0，逆时针绕半椭圆圆周经过C点，计坐标为O．5，最后到达

B点，计坐标为1，纵坐标为裂纹尖端处的应力强度因子值，单位为MPa·mm“z。

先看图3．14(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间距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每条曲

线有一个波峰和两个波谷，其波峰出现在C点，波谷出现在A、B两点。当筋条

间距增大时，曲线整体上移，裂纹尖端硒值整体增加，且各处局值增加速度较

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不同筋条问距下的曲线间间隔接近。以上表

明，筋条间距增加，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

对比观察图3．14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筠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距几乎不变。

以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间距对各点局值变化速度和幅度的影响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筋条间距增大，裂纹尖端最大局值增大，整体壁

板的抗断裂能力减弱，且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展而变化。但是筋条问距的改变

导致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幅度较小，3．2．1节中的推导结

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若只考虑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对筋条间距的设计

没有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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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1．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骥鳇孰翼◆
(C)C2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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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3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0 C3．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图3．14不同筋条间距下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3．4．2筋条高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2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高度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15所示。

万方数据



硕士学位论文 3机翼整体肇板结构参数对其裂尖应力场影响研究

一；r 3800氟尊／∥秘一‰堍呻母每、书，。
4800 。i静壮。。。4一”“‰。}。

一 氟尊／。 ’每、书，。 j?4300 8。中萨9” “吣}审’。

至3800 》hlO—蕊一h20

主2800～母一hlo+h20 h30

=23300 1130～t140
r,l三2 300----------——h40 h50

：2800

藿1800
‘r’、霸2300

h50

蛙{ 一 萋黑嘲—————‰姜1300稿 一
一—嘲龌嘲目疆 R1300⋯’一 一”

翅800 。800

300
～+—～——

300

o 豢最霉鑫麓王a，韶绣 1 0 蚕冀。簦g垮一{j，攀练 1

(a)Cl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I．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淼e夺争∥∥彬懒§摊～魂∥ 5。00 审哙审辔静鼎洚守每母每啦蟹帝舡每每妒静书务舡静每籼蚌辔蛳$曾／

；-．：．14400

’：

{

至3900一⋯夸⋯hlO+h20 h30 ；4400 “呻⋯hlO—馐一h20 h30

墨3400
重

j；2000——h40 hSO
量3400 一旧O 1150

函2400 蠢2400————
L羹1900置 翻～嘲～。 懋趣一 一 一一
1400 羲1400

-一

900

400
400

O O．5 1
o 豁交袋≤谴|_盼秘嚣 l

承缔牛唆暇一砖描坛

(c)C2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e)c3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f)C3．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图3．15不同筋条高度下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先看图3．15(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高度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其波峰

出现在C点，波谷出现在A、B两点。当筋条高度增大时，曲线整体下移，裂纹

尖端局值整体减少，且各处蝎值减少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

生变化。同时可以发现曲线间的间距随筋条高度的增加而急剧缩小。以上表明在

一定区间内，筋条高度对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场有明显的影响，但这种影

响随着筋条高度增加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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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观察图3．15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距几乎不变。

以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高度对各点筠值变化速度和幅度的影响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筋条高度较小时，筋条高度增大能明显降低整体的

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增强，当筋条高度较大时，继续增加筋

条高度对于裂纹尖端局值的减小作用就较弱了，且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展而

变化。筋条高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显著的

影响，3．2．2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对于筋条高度的设计，不能太

小，也无需太大，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筋条高度应设计在30mm以上。

3．4．3筋条厚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3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厚度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16所示。

先看图3．16(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厚度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都有一

个波峰和两个波谷，其波峰出现在C点，波谷出现在A、B两点。当筋条厚度增

大时，曲线整体下移，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减少，且各处硒值减少速度和幅度较

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同时可以发现曲线问的间距随筋条厚度的增

加而逐渐缩小。以上表明在一定区间内，筋条厚度对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

场有明显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筋条高度增加而减弱。

对比观察图3．16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距几乎不变。

这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厚度对各点蝎值变化速度和幅度的影响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当筋条厚度较小时，筋条厚度的增大能明显降低整

体的裂纹尖端蝎值，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增强，当筋条厚度较大时，继续增

加筋条厚度对于裂纹尖端蝎值的减小作用就较弱了，且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

展而变化。筋条厚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一

定的影响，3．2．3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对于筋条厚度的设计，不

能太小，也无需太大，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筋条厚度应设计在4mm

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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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不同筋条厚度下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3．4．4定截面积下高厚尺寸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4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恒

定截面积不同筋条厚度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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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不同筋条高厚尺寸下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先看图3．17(a)，可以得知，恒定截面积下时，不同筋条厚度下的曲线形状

较为接近，都有一个波峰和两个波谷，其波峰出现在C点，波谷出现在A、B两

点。当筋条厚度增大，筋条高度减小时，曲线整体上移，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

加，且各处蜀值增加的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不

同厚度下的曲线间间隔接近。以上表明恒定截面积时，厚度线性增加，裂纹尖端

蜀值整体线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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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观察图3．17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距几乎不变。

以上表明恒定截面积时，随着裂纹扩展，筋条厚度对各点蜀值变化速度和幅度

的影响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恒定截面积时，筋条越厚，则高度越低，裂纹尖端

局值增加，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减弱，这种变化趋势及速率随着筋条厚度的变

化而保持一致，而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展而变化。恒定截面积时，筋条厚度的

改变对于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显著的影响，3．2．4节中

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恒定截面积时，

筋条厚度应较小，高度应较大。

3．5筋条结构参数对穿透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晌分析

穿透裂纹是深埋裂纹和表面裂纹扩展到一定阶段后，裂纹贯穿了构件厚度形

成的裂纹，此时裂纹的尺寸较前两者要大出许多，在服役过程中，随着循环载荷

的作用，裂纹进入了稳定扩展阶段，与构件的损伤容限直接相关，因此研究弯曲

载荷下不同结构参数的整体壁板中贯穿裂纹尖端应力场，十分重要。

对于贯穿裂纹的研究，现在主要将其简化为矩形形状，并且扩展过程中保持

这种形状，因此本文研究中在整体壁板蒙皮中植入的贯穿裂纹均为矩形裂纹，其

插入位置如图3．18所示，有限元模型如图3．19所示，裂纹参数如表3．8所示。

■1
沥 ：物由

图3．18整体壁板中的穿透裂纹

图3．19弯曲载荷下含穿透裂纹整体壁板有限元模型

图3．16中左侧为整体壁板结构简图，右侧为穿透裂纹在整体壁板中的位置

示意图。图中A点为矩形裂纹尖端与整体壁板内侧面的交点，B点矩形裂纹尖

端与整体壁板外侧面的交点。图3．19显示了整体壁板模型的结构、穿透裂纹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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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位置、弯曲载荷及边界条件的添加形式及添加位置。

表3-8矩形穿透裂纹尺寸

3．5．1筋条间距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1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问距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20所示，图中横坐标为裂纹尖端沿蒙皮

厚度方向位置归一化处理后的坐标值，即以图3．18中A点为起点，计坐标为0，

向下到达B点，计坐标为l，纵坐标为裂纹尖端处的应力强度因子值，单位为

MPa．mm阪。

先看图3-20(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问距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每条曲

线都是类线性单调增加，A点蜀值最小，B点蝎值最大。当筋条间距增大时，

曲线斜率增大，更加陡峭，蒙皮中性面上侧硒值减小，蒙皮中性面上的蝎值几

乎不变，蒙皮中性面下侧蜀值增大，即随着筋条问距的线性增加，曲线以中性

面上裂尖点蝎值为中心逆时针旋转，且旋转的角度相同。以上表明，筋条间距

增加，裂纹尖端最小蜀值减小，裂纹尖端最大局值增加，但这种变化幅度较小。

对比观察图3．20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厨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速度和幅度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央角几乎不

变。以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间距对各点局值变化速度和幅度的影响是一

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筋条问距增大，裂纹尖端最大蜀值增大，整体壁

板的抗断裂能力减弱，且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展而变化。但是筋条间距的改变

导致整体壁板贯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幅度较小，3．2．1节中的推导结

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若只考虑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对筋条间距的设计

没有严格要求。

47

万方数据



硕十学位论文 3机翼整体壁板结构参数对其裂尖应力场影响研究

2050
一d60 2700 "d60

，，一，

三1850 嚣⋯(t70 ，7瓣攀 ： ⋯器一d70 ，，◆1扩t-i母ll
；1650 (jso ，≯∥‘ ；：2。o (|80 ∥菇穗’
兰．1450 。⋯(t90 ，，。≯ 三 ⋯⋯d90 ，。一姆

塞1250 d100。r’⋯ N；-‘,1700 (1100势‘

霎1050 秽移j ‰。r∥‘警850 ，嚣，’一。

翟650基77 《 象P

二；50 700

O O．2 0．4 0．6 0．8 1 O O．2 0．4 0．6 0．8 1

器嚣。嘣l矗一江掣饩 爱绞尖鬻扫一化坐东

(a)c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IO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

爹。鬻～d70 ／j≯毒冀(180 ’：j3000 ≯毒铲傅。专 ，髻礓
兰2400 ，菇
毫 一⋯d90 ⋯鬻。

垂∥矽矿篓
墓，∥；÷’，掣。

惫1900一汐t
孓1400 √镪’／7
翟 赫，7

爱绞尖端|启一诧坐标

(c)C1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0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3600 彭夕爨：鬻 童 ～静{80d73≯-黟’： ，髫一≯鬻
主3100 辑夕∥秘(|60

蠢枣．爹∥硝一墨 ≥。 二黟乡夕
誊1600∥／4 ⋯(|90 挚。∥／
掰 癌，，7 ⋯一uyu

1100

／
(j100

0 0．2 0．4 0．6 0．8 1

爱绞尖臻妇一览坐标

(e)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0 C30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图3．20不同筋条间距下穿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3．5．2筋条高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晌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2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间距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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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不同筋条高度下穿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先看图3-21(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高度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每条曲

线都是类线性单调增加，A点蝎值最小，B点蝎值最大。当筋条高度增大时，

曲线斜率急剧减小，曲线趋于平缓，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减小。由图还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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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O和h20两条曲线特别陡峭，其局值甚至达到O，表明此时有裂纹尖端在垂直

于裂纹面方向受到压应力。当筋条高度达到30mm时，曲线较为平缓，其后继续

增加筋条高度，曲线的变化幅度不大。以上表明，当筋条高度较小时，筋条高度

增加，裂纹尖端筠值快速减小，最大局值急剧减小，但当筋条高度增加到一定

高度时，继续增加筋条高度对于减小裂纹尖端的KI值效果不再明显。

对比观察图3．21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的比率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距几乎不变。以

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高度对各点局值变化速度和幅度的影响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当筋条高度较小时，筋条高度的增大能明显降低整

体的裂纹尖端硒值，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增强，当筋条高度较大时，继续增

加筋条高度对于裂纹尖端局值的减小作用就较弱了，且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

展而变化。筋条高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表面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显

著的影响，3．2．2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对于筋条高度的设计，不

能太小，也无需太大，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筋条高度应设计在30mm

以匕。

3．5．3筋条厚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3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间距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22所示。

先看图3-22(a)，可以得知，不同筋条厚度下的曲线形状较为接近，每条曲

线都是类线性单调增加，A点局值最小，B点局值最大。当筋条厚度增大时，

曲线斜率减小，曲线更加平缓，蒙皮中性面上侧K值增加，蒙皮中性面上蝎值

几乎不变，蒙皮中性面下侧局值减小，即随着筋条厚度的线性增加，曲线以中

性面点为中心顺时针旋转，旋转的角度逐渐减小。以上表明，筋条厚度增加，裂

纹尖端最小蝎值增大，裂纹尖端最大为值减小，在一定区间内，筋条厚度对整

体壁板贯穿裂纹尖端应力场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筋条高度增加而减

弱。

对比观察图3—22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的比率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夹角几乎不变。

以上表明随着裂纹扩展，筋条厚度对各点筠值变化比率的影响是一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当筋条厚度较小时，筋条厚度的增大能明显降低整

体的裂纹尖端蜀值，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增强，当筋条厚度较大时，继续增

加筋条厚度对于裂纹尖端硒值的减小作用就较弱了，且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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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变化。筋条厚度的改变对于整体壁板贯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一

定的影响，3．2．3节中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对于筋条厚度的设计，不

能太小，也无需太大，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筋条厚度应设计在4m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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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不同筋条厚度下穿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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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定截面积下高厚尺寸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此节中有限元模型、载荷、结构参数及其变化与3．3．4节中一致。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各组裂纹长度下不

同筋条间距的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3．23所示。

霎1：；；。。j三I二。m77．oi≥』：：：：：：： ‰矛97苎i静妒诤砖夸吟
警 ，／ 一爨霜

萋950。。二，嚣一。“：母带∥一
擎攀。§々}9

(a)C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b)CIO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墨．．3300 ⋯⋯s5 ／，／’ 要3叠oo ⋯．s5 ，，，／／。

萋2183。0。0 ，，／一二7：+嚣孽。瓣，嚣一鬻一嚣“嚣渭 黜190 ．／／二．，i．．．n-llt"蔗”矿晷蜃悄量 ／，7 ～孽。瓣”嚣’4

基，黧毋：：静一妒母一#荟-3。。。≯警ji‘：：：’。：弗净一母*母母静

(c)C1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d)C20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穗[]3000荔=．J￡二= 娶300：／，，s，，6二'／掌／誊髻穗一量庸牡罄霸
荟2姗00三毋‘：譬=一毋一一矿自》

e)C25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f)C30组裂纹仿真结果曲线

图3．23不同筋条高厚尺寸下穿透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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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图3-23(a)，可以得知，恒定截面积下时，不同筋条厚度下的曲线形状

较为接近，每条曲线都是类线性单调增加，A点局值最小，且各曲线在此点为

较为接近，B点局值最大。当筋条厚度增大，筋条高度线性减小时，曲线斜率

线性增大，曲线变陡峭，裂纹尖端弼值整体增加，且B点筠值增加得更快。以

上表明恒定截面积时，筋条厚度增加，裂纹尖端局值整体增加。

对比观察图3—23中6图，发现随着裂纹扩展，裂纹尖端确值整体增加，且

各处增加比率较为接近，曲线形状几乎不发生变化，且曲线间距几乎不变。以上

表明恒定截面积时，随着裂纹扩展，筋条厚度对各点蝎值变化几率的影响是一

致的。

总结起来，以上分析表明恒定截面积时，筋条越厚，则高度越低，裂纹尖端

硒值增加，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减弱，这种变化趋势及速率随着筋条厚度的变

化而保持一致，而这种作用不随着裂纹扩展而变化。恒定截面积时，筋条厚度的

改变对于整体壁板贯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改变有显著的影响。3．2．4节中

的推导结论也支撑了以上结论。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恒定截面积时，

筋条厚度应较小，厚度应较大。

3．6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构建了T型梁的数学模型和弯曲载荷下含裂纹整体壁板有限元模

型，研究了T型梁结构参数对其承载能力的影响规律，利用这些规律并结合有

限元分析结果，系统分析了整体壁板结构参数对其含有深埋裂纹、表面裂纹和穿

透裂纹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规律。得到了以下结论：

1．整体壁板筋条问距增大时，整体壁板形心向下偏移，惯性矩缓慢增加，

蒙皮中性面上侧载荷因子逐步减少，蒙皮中性面下侧载荷因子逐步增加，三种裂

纹下的整体壁板裂纹尖端的最大局值增大，但增幅较小，筋条间距的变化对整

体壁板抗断裂能力的影响较小，因此若只从保证整体壁板抗断裂能力角度考虑，

对筋条间距没有严格要求。

2．整体壁板筋条高度增大时，整体壁板形心向上偏移，惯性矩显著增加，

载荷因子急剧减小，三种裂纹下的整体壁板裂纹尖端的最大局值减小，减小的

幅度随着随着裂纹扩展而增加，随着筋条高度的增加而减小。筋条高度小于

30mm时，筋条高度的变化对整体壁板抗断裂能力的影响较大，大于这一高度后，

其影响较小，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裂能力，筋条高度应设计在30mm以上。

3．整体壁板筋条厚度增大时，整体壁板形心向上偏移，惯性矩逐步增加，

蒙皮中性面上侧载荷因子逐步增加，蒙皮中性面下侧载荷因子逐步减少，三种裂

纹下的整体壁板裂纹尖端的最大局值减小，减小的幅度随着裂纹扩展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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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筋条厚度增加而减小。筋条厚度小于4mm时，筋条厚度的变化对整体壁板

抗断裂能力的影响较大，大于这一厚度后，其影响较小，为保证整体壁板的抗断

裂能力，筋条厚度应设计在4mm以上。

4．整体壁板筋条截面积恒定时，筋条厚度增大，则筋条高度减小，整体壁

板形心向下偏移，惯性矩逐步减小，载荷因子逐步增加，三种裂纹下的整体壁板

裂纹尖端的最大局值增大，增大的幅度随着裂纹扩展而增加，但不随筋条厚度

的变化而变化。筋条厚度对整体壁板抗断裂能力的影响较大，恒定筋条截面积时，

筋条厚度不能太大。

5．总结以上结论，可以得知：结构参数对3种裂纹状态下整体壁板裂尖应

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规律是一致的，表明结构参数对不同裂纹扩展阶段的影响规律

是一致的，筋条高度变化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筋条

厚度变化，筋条间距的变化影响较小，恒定截面积时，较高的筋条高度更有利于

提高抗断裂性能。虽然增加筋条高度和筋条厚度有利于提高整体壁板的抗断裂性

能，但超过一定尺寸后，继续增加高度、厚度尺寸对于提高抗断裂性能贡献较小，

反而过分增加了结构重量，压缩机翼内部空间，降低了结构稳定性，提高了制造

成本和加工难度。从抗断裂性能角度出发，同时兼顾轻量化原则及保证机翼内部

空问、刚度均匀、稳定性要求，对于机翼整体壁板的设计，可取筋条间距d=80mm、

筋条高度h=30mm、筋条厚度t=4mm的优化结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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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胶接修补对机翼整体壁板裂尖应力场影响研究

机翼结构件在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微缺陷，在机翼服役过程中，这

些微缺陷随着疲劳载荷的作用成为裂纹源，裂纹萌生长大到一定阶段后，穿透了

构件，成为穿透性裂纹，进入了裂纹稳定扩展阶段，裂纹稳定扩展阶段与损伤容

限密切相关，决定了含损伤构件使用寿命和更换周期的长短。对于较小的穿透裂

纹，当其对结构的影响不大时，我们可以对裂纹区域进行修补，强化裂纹区域的

强度和刚度，使其完全达到无裂纹时的使用性能，以此延长其使用寿命，延长更

换周期。

4．1胶接修补研究内容

对于含穿透裂纹机翼整体壁板的修补，传统修理方法是利用紧固件将与母板

相同材料的补片和母板铆接或螺接，修补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连接强度，因此对于

紧固件的强度及其布置、型号、数目都有要求，这种修补技术较为成熟，但有修

补工艺复杂、结构重量增加过大、紧固孔形成的新应力集中区域降低了损伤容限

等缺点。

随着胶接技术的发展，其在飞机修补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胶接修补利用胶

粘剂将补片粘贴到损伤区域，具有增加的结构重量小、不会产生新的应力集中区

域、修补工艺简单等优点。补片可采用与整体壁板材料接近的2024铝合金、7075

铝合金、钛合金或者复合材料，以避免不同材料问的化学腐蚀。由于本文研究中

的机翼整体壁板采用的是2024铝合金材料，因此补片材料上也选择2024铝合金

材料。

在修补位置上，可以从壁板内侧和外侧修补，从内侧修补，对机翼的气动性

能影响较小，但修补较为困难，从外侧修补，对机翼气动性能影响较大，但修补

较为方便；也可以在裂纹两端修补和裂纹中间修补，两端修补集中对裂纹尖端进

行修补，增强裂纹尖端区域的载荷分担体积，而中问修补着重于控制裂纹中间位

置的裂纹表面张丌位移量，从而控制裂纹尖端表面位移量(即COD)。

对于修补补片的形状，可以采用矩形、菱形、圆形和椭圆形补片。矩形和菱

形补片容易加工，对材料的利用率较高，但因其边缘过渡急剧，其对气动性能的

影响较大，而圆形和椭圆形较难加工，材料的利用率较低，但因边缘过渡圆滑，

其对气动性能影响较小。若以裂纹长度方向为横向，垂直裂纹方向为纵向，对于

矩形、菱形和椭圆形，又可分为横置(横向尺寸较大)和纵置(纵向尺寸较大)，

相同补片面积下，不同形状补片及其放置方式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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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补片尺寸的变化，会对修补效果产生影响，但三个方向上的尺寸变化对裂纹

尖端的影响规律是有差异的，因此可以考察其具体的影响规律，并以此优化补片

尺寸。

4．2胶接修补受力分析

补片对含裂纹整体壁板的修补作用在于：补片粘贴在裂纹区域以后，通过胶

粘剂的作用，补片与裂纹区域连接成一体，共同承担裂纹区域的载荷，由于连接

后的裂纹区域强度和刚度增大，使得裂纹尖端区域的应力降低，从而降低了裂纹

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使得构件承载能力更强，裂纹扩展速度更慢，提高了整体

壁板的抗断裂能力和损伤容限。

图4—1蒙皮修补受力示意图

瘥盯
弪七二=

图4-2低中性面整体壁板修补受力示意图

图4-3高中性面整体壁板修补受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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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即蒙皮在拉伸载荷作用下的双面修补示意图，蒙皮由于抗弯刚度很小，

因此主要对其作受拉伸载荷时的受力分析，图4．1中，中问的蒙皮两端受到拉伸

载荷，对其进行胶接补片修补后，蒙皮胶接区域由于受到拉伸载荷作用而发生拉

伸形变，在胶接剂的作用下，拉伸载荷传递到补片上，使得补片也发生相同方向

的形变，因此补片对蒙皮有与拉伸载荷相反方向的反载荷。在蒙皮厚度方向上，

这种反载荷使得靠近补片一侧受压，远离补片一侧受拉，从而使得蒙皮修补一侧

的应力强度因子减小幅度较大，另一侧的应力强度因子减小幅度较小，降低了修

补效果。为了克服单面修补这种反载荷的缺陷，对于蒙皮一般采用双面修补，两

块补片的反载荷相互平衡，使得蒙皮整个厚度上在修补后都受到压缩作用，从而

整体上减小了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整体壁板由于筋条的承载作用，能承担较大的弯曲载荷，与蒙皮不同的是，

由于筋条的作用，整体壁板的中性面向筋条一侧偏移，而中性面的位置决定了整

体壁板蒙皮厚度上各处所受弯曲应力的方向和大小。

图4．2为低中性面整体壁板修补受力示意图，其中性面仍在整体壁板蒙皮区

域内，壁板承受弯曲载荷作用。由于整体壁板中性面位于内侧表面下，在弯曲载

荷作用下，多'I-N表面受到拉伸作用，内侧表面受到压缩作用，在胶接剂的传递作

用下，使得补片也分别受到拉伸和压缩形变，从而使外侧补片对裂纹区域产生了

压缩的反载荷，而内侧补片对裂纹区域产生了拉伸的反载荷，这对整体壁板内侧

裂纹尖端应力场的改善是不利的。

图4．3为高中性面整体壁板修补受力示意图，整体壁板中性面在整体壁板蒙

皮区域外，壁板承受弯曲作用。由于整体壁板中性面位于内侧表面上，在弯曲载

荷作用下，两侧表面均受到拉伸作用，在胶接剂的传递作用下，使得补片也都受

到拉伸形变，从而使两侧补片对裂纹区域产生了压缩的反载荷，从而在整体上有

利于改善整体壁板内侧裂纹尖端应力场。

4．3胶接修补有限元建模

研究中着重考察不同的修补形式(壁板内侧修补、壁板外侧修补、裂纹两端

修补和裂纹中间修补)、补片形状(矩形、菱形、椭圆形和圆形补片)以及补片

尺寸对修补效果的影响，而主要利用修补后的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局值来

衡量修补效果的优劣。本章中将补片与裂纹平行方向的尺寸定义为补片长度，用

符号，l表示，将补片与裂纹垂直方向的尺寸定义为补片宽度，用符号如表示，补

片厚度用乙表示。

本章是基于上一章的研究结果开展的，上一章研究中已经总结得到了优化的

结构参数，本章将利用这些结构参数构建整体壁板结构有限元模型，其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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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有限元计算手段仍然是采用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手段，由

于FRANC3D软件是试用版，部分功能未嵌入，因此仿真过程与第3章稍有不同，

需要手动添加关键字以实现整体壁板与补片间的绑定关系。

有限元模型中整体壁板材料仍为2024铝合金，补片也采用这种材料。修补

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将整体壁板裂纹周围区域的载荷通过粘接剂部分传递给补片

而实现的。研究发现胶层模量越大，胶层厚度越薄，其修补效果越好【77】。本文

研究主要考察修补位置及补片因素对修补效果的影响，不考虑胶层的影响，因此

将胶粘效果理想化，设想胶粘剂模量较大，胶粘层较薄，而不在模型中添加胶粘

层，只在ABAQUS中利用绑定约束将整体壁板胶粘区域和补片粘接起来。

图4．4所示为含穿透裂纹整体壁板胶接修补模型，图中显示了穿透裂纹的插

入位置，以及弯曲载荷、边界条件和胶结补片的添加形式及添加位置。

图4-4含穿透裂纹整体壁板胶接修补模型图

4．4修补位置对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修补位置可分为整体壁板的内侧修补和外侧修补，裂纹区域的两端修补和中

问修补。

4．4．1内、外侧修补对裂纹尖端应力场影响对比分析

由4．2节中的受力分析可知，对于蒙皮承受均布拉伸载荷，采用双面修补效

果较好，同样的，当整体壁板两端承受均布拉伸载荷时，双面修补的效果比单面

修补效果较好，这是因为单面修补后，由于裂纹区域补片的补强作用，使得结构

刚度和强度发生变化，裂纹周围区域载荷分布不对称，实际分布在裂纹周围区域

的载荷除了拉伸载荷外，还附加了弯曲载荷。而双面修补后，两面的附加弯曲载

荷作用相互叠加，使得裂纹区域载荷全面减小，从而使修补效果更优。但是当整

体壁板承受弯曲载荷时，载荷是上压下拉的，而修补补片补强作用添加的附加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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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裂纹扩展，蝎值降低的幅度增大。但由整体壁板内侧往外侧时，内侧修补

后的为值降低幅度减小，到整体壁板外侧面时，硒值降低较小，而外侧修补的

局值降低幅度却不断增加，到整体壁板外侧面时，局值降低很大，这种差异也

与4．2节分析结果相互印证。对于整体壁板结构，其中壁板内侧面离整体壁板中

性面较近，壁板外侧面离整体壁板中性面较远。当补片胶接在壁板外侧面上时，

外载荷作用时其产生的附加弯矩与外加弯矩方向相反，降低了裂纹区域的载荷，

由于离整体壁板中性面更远，外侧面产生的附加弯矩更大，且此时外侧面与补片

胶接，其裂纹区域形变更小，使得其裂纹尖端张丌位移更小，从而大大降低了裂

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而内侧修补产生的附加弯矩不但方向有可能与外加弯矩同

向，且其值较小，对外侧面的裂纹尖端形变影响较小，因此对外侧面裂纹尖端的

应力强度因子影响较小。

以上分析表明补片内、外侧修补都能改善裂纹尖端应力场，但内侧修补的效

果有限，而外侧修补能较大地降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特别是显著降低了裂

纹尖端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降低效果在40％以上，因此采用外侧修补效果更佳。

这也表明，考虑到轻量化原则和简化修补工艺，对于整体壁板仅用外侧修补就能

达到要求，而无需采用双面修补。

4．4．2两端、中间修补对裂纹尖端应力场影响对比分析

对于外侧修补，可将补片集中胶接于裂纹尖端区域，以提高裂纹尖端的刚度

和强度，从而减小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也可将补片集中于裂纹中部，着力控

制裂纹面的张丌位移，从而缩小裂纹尖端的COD。为了对比以上两种方式的修

补效果，采用两端修补和中间修补的方式建立有限元模型，中间修补为一块补片，

两端修补为两块相同尺寸大小的补片，补片的宽度和厚度相同，中间修补的补片

长度为两端修补的补片长度的两倍，模型如图4—8所示，模型参数如表4—3所示。

图4-8中间修补和两端修补模型示意图

表4-3中间修补和两端修补补片参数裂纹长双nun，掣麓孝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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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得到不同裂纹长度下两

种修补形式时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4．9、图4—10所示。

由图4-9、图4．10可知，整体上，中问修补曲线较两端修补曲线都低，但其

问距不大，这表明中问修补较两端修补效果更好，但不明显。两端修补未能完全

覆盖裂纹，修补后各处刚度有差异，在机翼表面空气压力以及气流冲击载荷作用

下，形变不均匀，导致裂纹面局部载荷增大，从而导致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增大，

使修补效果受到影响，因此相比较而言，中问修补效果更佳。

．、2000 I秽7● 一／

．1800 ∥影∥
主，㈣ ∥弗’ 囊i∥黧蟊／∥=嚣

糍／ 一渊辨|、票1000 声

毯800∥
600霉

0 0．2 0．4 0，6 0．8 i

裂纹尖端归一化坐标

图4-9裂纹长度为20mm时的蜀 图4一lO裂纹长度为30mm时的局

4．5补片形状对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补片形状能对修补后整体壁板气动性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一般周围为曲线的

补片形状由于过度圆滑，对气动性能的影响较小，例如圆形补片，而相对的周围

为直线的补片形状由于过度突兀，对气动性能的影响较大，例如矩形补片。但是

修补时补片形状的选择还和其修补效率有关，即使用相同多材料的情况下，哪种

形状的补片修补后能使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下降的更多。本节主要就矩形和

圆形及其衍生出来的菱形和椭圆形补片修补效果进行对比研究。

从上节中的中间修补和两端修补效果对比，可以总结出将补片质量集中在中

间修补效果更好，对于修补中心带裂纹的构件，补片的最佳形状是设计成歪斜的

(对称的四尖叶形或腰鼓形)[78J。因此相对于矩形，若将其削成菱形，则其质

量更加集中于中间，对于圆形，则可拉成椭圆形，为此建立了矩形、菱形、圆形

和椭圆形补片胶接模型，如图4一ll所示，定义菱形与裂纹平行的对角线的长度

为菱形的长度，与裂纹垂直的对角线的长度为菱形的宽度，以椭圆形与裂纹平行

的轴的长度为其长度，另一轴的长度为其宽度，补片参数如表4．4所示。图4．11

中4种补片厚度均为2mm，整体壁板所含裂纹长度均为]Omm。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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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 4种补片形状示意图

表4．4补片结构参数

经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作出不同补片形状下的

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4．12、4．13所示。

1350 1哆产

孙；／ 一彻嬲阱

主1150 lf—r

山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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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斗菱形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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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域R 550 {
35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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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矩形补片与菱形补片对比 图4．13圆形补片与椭圆形补片对比

由图4．12可知，在靠近表面附近区域，菱形补片修补后的应力强度因子比

矩形补片修补后的应力强度因子要小，在其余区域则相反，且所用菱形补片胶接

面积仅为矩形补片胶接面积的一半，菱形补片修补效果较好，修补效率更高。

由图4．13可知，两种补片修补下的曲线重合较多，仅在中间区域有较小的

差距，但椭圆形补片的胶接面积更小，两者修补效果接近，但椭圆形补片的修补

效率更高。

定义修补前裂纹尖端局值与修补后裂纹尖端局值之间的差值为裂纹尖端应

力强度因子弱化值△墨，AK,越大，则修补效果越好。定义修补前后最大应力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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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之间的差值AKt。、与补片胶接面积S的比值为修补效比e，e越大，则修补

效率越高，材料利用率越好。

AKt=KI修补时-Ki修补后 (4-1)

P=△硒。。、／S (4-2)

作出各种补片修补下AKt的曲线以及修补效比e的曲线如图4．14、4．15所示。

由图4一14可知，蒙皮中性面上侧的AKl较小，而蒙皮中性面下侧的AKI显著

增大，这表明补片修补对整体壁板外侧面的修补效果比内侧的修补效果好。采用

矩形、圆形和椭圆形补片修补后，其在整体壁板外侧表面附近的AK．较为接近，

但菱形补片修补后在这个位置的AKI比前3种较大，这表明菱形补片对壁板外侧

表面裂纹尖端的修补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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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补片尺寸对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补片长度和宽度的大小决定了胶接面积的大小，补片厚度的大小决定了补片

刚度的大小，补片尺寸的大小，可以影响修补效果和修补后结构的气动性能及重

量，因此通过研究补片尺寸对修补后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规律，来优化补片尺

寸设计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节将分别讨论补片长度、宽度及厚度对裂纹尖

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规律。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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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4胶接修补对机翼整体肇板裂尖应力场影响研究4．6．1补片长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采用上节中的整体壁板模型，修补方式为中间、外侧修补，补片形状为菱形，保持补片的宽度和厚度不变，改变补片的长度，考察不同补片长度下，修补后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规律。具体补片参数如表4．5所示。表4-5不同补片长度下补片参数表组裂纹长度c=lOmm裂纹长度c=20mm裂纹长度c=30mm别／l(mm)t2(mm)tp(mm)II(mm)12(mm)tAmm)ll(mm)／2(mm)te(mm)11515225252353522201523025240352330152402525035244015250252603525501526025270352通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得到3种裂纹长度下不同补片长度时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4．16～图4—18所示。图4．16裂纹长度c=lOmm毛1800∥之1900，鑫一≯7主黪。”"耋．-_．1550搬∥誓苷⋯25—2521．300巍j∥～铲30，25’2孓。／彦：∥书35m÷2蒸1050∥40÷25÷2熙∥”一篙芝№群固1000簿～⋯圈800，⋯一50‘25+2魁酚嚣巅／2哩弧nF／60‘25‘2薹7。00，，／’’-----⋯60"3一一5*7035，：2萎550≤300oo·2裂勰＆归0&标o31oo·2裂纹囔舞归j搓叠标o·8l图4—17裂纹长度c=20mm由图4．16可知，裂纹长度为lOmm时，图4-18裂纹长度c=30mm随着补片长度的增加，蒙皮中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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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侧裂纹尖端局值不断减小，但蒙皮中性面下侧裂纹尖端墨值不断增加，证明

此时补片长度的增加有利于减小蒙皮中性面上侧的应力强度因子，但却增加蒙皮

中性面下侧的应力强度因子，这导致了裂纹尖端最大的应力强度因子增大，修补

效果随着补片长度的增加而变差。

由图4．17可知，裂纹长度为20mm时，随着补片长度的增加，蒙皮整个厚

度上裂纹尖端蝎值差距很小，仅蒙皮中性面附件裂纹尖端蜀值有较小的差异，

证明此时补片长度的变化对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较小， 修补效果不

随补片长度的变化而有优劣之分。

由图4．18可知，裂纹长度为30mm时，随着补片长度的增加，蒙皮整个厚

度上裂纹尖端局值全面减小，证明此时补片长度的增加减小了整个裂纹尖端的

应力强度因子，修补效果随着长度的增加而更优。

总结起来，补片长度对整体壁板裂纹的修补效果受到了裂纹尺寸的影响，当

裂纹较小时，补片长度的增大使得裂纹尖端的最大筠值增大，修补效果随着补

片长度的增加而变差；当裂纹较大时，补片长度的增大使得整体壁板裂纹尖端的

飚值全面减小，修补效果随着补片长度的增加而更好。因此当修补较短裂纹时，

所用补片的长度不宜太大，而修补较长的裂纹时，应该采用较长的补片。

4．6．2补片宽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保持补片的长度和厚度不变，改变补片的宽度，考察不同补片宽度下，修补

后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规律。具体补片参数如表4-6所示。

表4-6不同补片宽度下补片参数表

组 裂纹长度c=lOmm 裂纹长度c=20mm 裂纹长度c=30mm

别Ii(mm)12(mm)te(mm)ll(mm)12(mm)te(mm)ll(mm)12(mm)te(mm)
1 15 1 5 2 25 25 2 35 35 2

2 15 20 2 25 30 2 35 40 2

3 1 5 30 2 25 40 2 35 50 2

4 15 40 2 25 50 2 35 60 2

5 15 50 2 25 60 2 35 70 2

通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得到3种裂纹宽度下不

同补片宽度时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4．19～图4—2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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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裂纹长度c=lOmm 图4．20裂纹长度c=20mm

图4-21裂纹长度c=30mm

由图4．19、图4．20、图4．21可知，随着补片宽度的增加，裂纹尖端蜀值全

面减小，证明此时补片宽度的增加减小了整个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局值，

修补效果随着宽度的增加而更优，且裂纹越大，其优化幅度更大。

总结起来，与补片长度的影响规律不同，补片宽度对于裂纹修补效果的影响

趋势不因裂纹尺寸改变的变化，补片宽度越大，修补的效果越好，且相对于长度，

宽度变化引起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幅度更大，宽度增加对于改善整体

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在不考虑材料利用效率前提下，修补裂

纹时，补片宽度可以适当增大，且对于越大的裂纹，更要选用较宽的补片。

4．6．3补片厚度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

保持补片的长度和宽度不变，改变补片的厚度，考察不同补片厚度下，修补

后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规律。具体补片参数如表4．7所示。

通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分别得到3种裂纹长度下不

同补片厚度时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4．22～图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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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不同补片宽度下补片参数表

组 裂纹长度c=lOmm 裂纹长度c=20mm 裂纹长度c=30mm

别ll(mm)12(mm)te(mm)1](mm)6(mm)te(mm)ll(mm)12(mm)te(mm)
1 15 30 1 25 40 l 35 50 1

2 15 30 2 25 40 2 35 50 2

3 15 30 3 25 40 3 35 50 3

4 15 30 4 25 40 4 35 50 4

5 15 30 5 25 40 5 35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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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裂纹长度c=1 0mm 图4．23裂纹长度c=20mm

图4—24裂纹长度c--30mm

由图4．22可知，裂纹长度为lOmm时，随着补片厚度的增加，蒙皮中性面

上侧裂纹尖端局值不断减小，但蒙皮中性面下侧裂纹尖端蝎值不断增加，证明

此时补片厚度的增加有利于减小蒙皮中性面上侧的应力强度因子，但却增加蒙皮

中性面下侧的应力强度因子，这导致了裂纹尖端最大的应力强度因子增大，修补

效果随着补片厚度的增加而变差。

由图4．23可知，裂纹长度为20mm时，随着补片厚度的增加，裂纹尖端瞄

值全面减小，证明此时补片厚度的增加减小了整个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修

补效果随着厚度的增加而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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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24可知，裂纹长度为30ram时，此时的曲线变化规律与图4．22一致，

且曲线间间距更大，但曲线间间距随着厚度的增加而变小，这表明裂纹更大时，

裂纹厚度对修补效果的影响更加明显，增加补片厚度有利于减小整体壁板裂纹尖

端应力场，但这种减小效果随着厚度的增加而弱化。

总结起来，补片厚度对整体壁板裂纹的修补效果受到裂纹尺寸的影响，当裂

纹较小时，补片厚度的增大使得裂纹尖端的最大局值增大，修补效果随着补片

厚度的增加而变差；当裂纹较大时，补片厚度的增大使得整体壁板裂纹尖端的

蝎值全面减小，修补效果随着补片厚度的增加而变好。因此当修补较短裂纹时，

所用补片的厚度不宜太大，而修补较长的裂纹时，应该采用较厚的补片。

4．6．4补片尺寸对裂纹尖端应力场影响对比分析

4．6．1．4．6．3节已经总结了菱形补片长度、宽度和厚度3个方向上的尺寸变化

对于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影响规律，但是三个方向上的尺寸增加对于裂纹尖端应力

场的改善贡献是有差异的，本节在前面3节的基础上，对比3个尺寸的修补效率。

先对比补片宽度与长度的修补效率，提取相同补片厚度下，不同补片宽度和

长度的补片修补后的裂纹尖端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值，对比如图4．25～图4．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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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裂纹长度c=lOmm 图4．26裂纹长度c=20mm

图4—27裂纹长度c=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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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25可知，裂纹长度为10mm时，随着宽度尺寸的增加，裂纹尖端最

大硒值减小，随着长度的增加，裂纹尖端最大瞄值增加，两者问的差距越来越

大，证明此裂纹长度下增加宽度尺寸更有利于减小裂纹尖端的最大应力强度因

子。

由图4．26可知，裂纹长度为20mm时，随着宽度尺寸的增加，裂纹尖端最

大局值减小，随着长度的增加，裂纹尖端最大蝎值几乎不变，两者蒯的差距越

来越大，证明此裂纹长度下增加宽度尺寸更有利于减小裂纹尖端的最大应力强度

因子。

由图4．27可知，裂纹长度为30mm时，随着宽度尺寸的增加，裂纹尖端最

大硒值减小，随着长度的增加，裂纹尖端最大蜀值减小，但其减小幅度较宽度

增加的减小幅度小，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证明此裂纹长度下增加宽度尺寸更

有利于减小裂纹尖端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总结以上3图可知宽度尺寸比长度尺

寸的修补效率更高，若胶接面积一定时，应选择用较宽的补片。

对比补片宽度与厚度的修补效率，提取相同补片长度和体积下，不同补片宽

度和厚度的补片修补后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对比如图4．28～图4．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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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裂纹长度c=lOmm 图4．29裂纹长度c=20mm

图4．30裂纹长度c=30mm

由图4．28、图4．29、图4．30可知，不同裂纹长度时，同等体积下的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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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宽(较薄)补片修补后整体壁板蒙皮外侧的局值相对于较厚(较窄)补片修

补后整体壁板外侧的硒值要小，但在整体壁板蒙皮内侧面则刚好相反，这说明

增加宽度尺寸更有利于减小裂纹尖端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宽度尺寸比厚度尺寸

的修补效率更高。

对比补片长度与厚度的修补效率，提取相同补片宽度和体积下，不同补片长

度和厚度的补片修补后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对比如图4．31～图4．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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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I裂纹长度c=lOmm 图4．32裂纹长度c=20mm

图4．33裂纹长度c=30mm

由图4．31、4．32、4．33可知，不同裂纹长度时，同等体积下的补片，较厚(较

短)补片修补后整体壁板裂纹尖端的硒值相对于较薄(较长)补片修补后整体

壁板裂纹尖端的硒值要小，这说明增加厚度尺寸更有利于减小裂纹尖端的最大

应力强度因子，厚度尺寸比长度尺寸的修补效率更高。

4．7修补前后损伤容限对比分析

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决定了裂纹是否扩展及扩展速度，前面已经计算了含

裂纹整体壁板及其修补后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接下来可以对修补前后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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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整体壁板疲劳寿命进行估算并对比，以确保修补能有效延长构件的损伤容限。

对于第2章中介绍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公式，其中Walker公式非常适合描述

裂纹稳定扩展阶段，适用面广，计算精度较高，因而本文选用Walker公式进行

疲劳寿命计算。将式(2．10)变形，同时对左右两边积分变换可得：

肚而葡可 @-3)

c[(1一尺)肛1赵]” 一

式(4．3)中a。为裂纹失稳扩展临界尺寸，ao为初始裂纹长度，Ⅳ为循环次数，

AK=K,佃。一‰m为应力强度因子幅。对于2024铝合金，裂纹扩展时的Walker公式常

数n=3．446，C=2．844×10‘13，M=0．5583。

假设一机翼整体壁板(模型参数如表4．1中所示)中心位置含有垂直于筋条

的初始裂纹，且ao=10mm，用尺寸为15mmX 30mm×2mm的补片进行胶接修补，

对比修补前后的疲劳寿命。由第3章计算可得知，此结构参数下未修补整体壁板

裂纹长度达到30mm时，裂纹尖端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已经达到材料的断裂韧性，

可知当裂纹长度大于30mm后，裂纹前沿部分尖端位置将进入裂纹失稳扩展阶

段，保守估计，取裂纹失稳扩展临界尺寸a。=30mm。参考文献1721取应力比为0．4，

将修补前后裂纹尖端最大应力强度因子代入式(4．3)中计算可得到整体壁板在修

补前和修补后，裂纹到达临界裂纹尺寸的疲劳循环次数Nl=48582、N2=521049，

可知修补后结构的疲劳寿命为修补前的10倍以上，这表明采用补片对裂纹进行

修补后，整体壁板的疲劳寿命得到大幅延长，其损伤容限得到明显提升。

4．8本章小结

本章在上一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受损整体壁板进行胶接补片修补，对承受弯

曲载荷的整体壁板胶接修补进行了受力分析，构建了弯曲载荷下含穿透裂纹整体

壁板胶接修补模型，通过考察修补后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重点研究了修补

位置、补片形状及补片尺寸对于修补效果的影响规律，得到了以下结论：

1．处于弯曲载荷下的整体壁板，修补后其裂纹区域应力场得到明显改善，

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显著下降。弯曲载荷下，单侧修补带来的裂纹区域受力

不平衡现象不明显，因此无需双面修补来平衡附加力矩，简化了修补流程和工艺。

补片外侧修补的效果明显优于内侧修补，能够显著降低裂纹尖端最大的应力强度

因子，降低效果在40％以上。整体上来看，中问修补较两端修补效果更好，但不

明显，考虑到整体壁板各处刚度差异及空气压力和气流冲击作用，能完全覆盖裂

纹的中间修补修补效果更好。

2．矩形补片、椭圆形补片与圆形补片的修补效果接近，菱形补片的修补效

果最好。考虑修补效率，矩形补片和圆形补片的修补效率较低，椭圆形补片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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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效率较高，菱形补片的修补效率最高。

3．补片长度对于含裂纹整体壁板的修补效果受到了裂纹尺寸的影响，当裂

纹较小时，修补效果随着补片长度的增加而变差；当裂纹较大时，修补效果随着

补片长度的增加而变好。因此当修补较短裂纹时，所用补片的长度不宜太大，而

修补较长的裂纹时，应该采用较长的补片。

4．补片宽度对于裂纹修补效果的影响规律不因裂纹尺寸改变的变化，补片

宽度越大，修补效果越好，且相对于长度，宽度变化引起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

子值的变化幅度更大，改变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在不考

虑材料利用效率前提下，修补裂纹时，补片宽度可以适当增大，且对于越大的裂

纹，更要选用较宽的补片。

5．补片厚度对于整体壁板裂纹的修补效果受到了裂纹尺寸的影响，当裂纹

较小时，修补效果随着补片厚度的增加而变差：当裂纹较大时，修补效果随着补

片厚度的增加而变好。因此当修补较短裂纹时，所用补片的厚度不宜太大，而修

补较长的裂纹时，应该采用较厚的补片。

6．由3、4、5三点可以总结，弯曲载荷下含穿透裂纹整体壁板的修补补片

尺寸大小与裂纹大小有关，裂纹较小时，应选用较短、较宽、较薄的补片；裂纹

较大时，应选用较长、较宽、较厚的补片。

7．补片三个方向尺寸的变化对裂纹尖端应力场的改善贡献是有差异的，宽

度方向的修补效率最大，其次是厚度方向，最后是长度方向。

8．对整体壁板进行修补后，其疲劳寿命大幅延长，损伤容限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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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含穿透裂纹铝板胶接修补实验研究

第4章的胶接补片修补有限元仿真分析，探讨了补片修补位置、补片形状及

补片尺寸对修补效果的影响规律，通过有限元仿真得出结论：1．补片修补能明显

改善裂纹区域应力场，显著降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2．菱形补片修补效果明

显优于椭圆形、矩形和圆形；3．裂纹较大时，三个尺寸方向上的增加均有利于降

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其中宽度增加改善效果优于厚度增加，厚度增加改善

效果优于长度增加。本章针对上面所述3个结论进行相关实验验证。

5．1实验方案

当构件的结构及所含裂纹尺寸确定后，影响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因素就

只有裂纹尖端区域的应力分布。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裂纹尖端区域的应变，

掌握裂纹尖端区域的应力分布，继而掌握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

1．实验取样及胶粘试剂

实验中所采用的试样主要有含裂纹铝合会板及修补补片，材料为2024铝合

金板材，其合金成分及材料性能如表2．1、表2．2所示。含裂纹铝合金板试样尺

寸为80mm×lOOmm×5mm，在其中心位置预制一条30mm长的裂纹。补片试样

的规格尺寸如表5．1所示。

表5一I补片试样规格表

组别补片类型 补片尺寸(mm) 补片体积(mm3)
1 未修补 一 一
2 圆形d=35，t=2 1924

3 椭圆形 11=35，12=44．56，tp=2 2450

4 矩形 11=35，12=35，tp=2 2450

5 菱形 11=35，12=35，tp2 1225

6 加长菱形 11=70，12=35，tp=2 2450

7 加宽菱形 Ii=35，12=70，tp2 2450

8 加厚菱形 11=35，12=35，tp=2 2450

胶粘试剂采用美国洛德公司生产的Lord320／322环氧胶粘剂，这是一种将320

树脂和322固化剂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后使用的一种通用型、双组分胶粘剂，可

用于粘接未经底涂的SMC部件、经过处理的金属、橡胶、FRP制品、聚酯热固

塑料制品和热固性塑料及诸多其他材料等。Lord320／322胶粘剂能提供等于或高

于粘结材料本身强度的承载性能，提供低至．40℃的抗冲击性能和优异的耐久性，

耐潮气、同晒、盐雾和热循环，可耐后烘烤高达204"(2，固化后的胶粘剂耐溶剂，

有效抑制裂缝的扩展。Lord320／322可室温固化或者加热固化。其性能指标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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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所示。

表5-2 Lord320／322胶粘剂性能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

操作时问

初固化时问

完全固化时间

通用温度

通用体积比

拉伸强度

断裂延伸率

杨氏模量

20～40min

2～4h

24h

．40℃．38℃

1：1

30．6Mpa

3％

1586MPa

图5-1 Lord320／322环氧粘接剂

2．实验设备

实验中主要用到两大实验系统，分别是用于给实验试样进行夹持定位和加载

的MTS Landmark伺服液压测试系统(以下简称MTS)和对裂纹尖端区域进行

应变测试的ARAMIS光学变形测量系统(以下简称ARAMIS)。MTS及ARAMIS

系统分别如图5．2和图5．3所示。

MTS Landmark伺服液压测试系统是MTS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电液伺服测试

平台，可以进行高度精确与可重复的拉压测试、材料特性测试、断裂韧性测试、

高低周疲劳测试以及疲劳裂缝扩展测试，其测试材料包括铝、复合材料、钢、超

级合金以及各式零件，其新特点是静态和动态测试功能合一。该型号最大受力范

围为31kN，频率可达100Hz。

图5．2 MTS Landmark伺服液压测试系统 图5．3 ARAMIS光学变形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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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MIS光学变形测量系统是由德国GOM公司开发的一种非接触式应变测

量系统，它采用数字图像相关技术(DIC)，可以测量出零件在静态或动态负载情

况下表面全场的三维变形和应变分布。由于采用了光学非接触式测量，此系统可

应用领域大大增加，可广泛地应用于材料测试、强度评估、考察材料的非线性行

为(蠕变和时效)、确定材料的成形极限曲线(FLC)、无损检测、振动分析、高速

测量、有限元验证等领域。

1．测量原理

物体发生形变时，长度宽度会发生变化，变形前长度三o、宽度Bo，变形后

长度三、宽度B，应变计算公式为

￡y：犯一Lo)／Lo

ex=(B—Bo)／Bo

传统应变片只能测量单一方向应变，ARAMIS立体相机利用喷涂的随机散

斑可以获取大量的三维“￡o”、“凰”，变形后又可以获取相对应的三维“￡”、

“B”，从而计算出全场的应变，如图5．4所示。

鎏鋈
图5．4 ARAMIS形变测量原理示意图

2．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10mm×8mm～5000mm×4150mm，相机全频分辨率：2448×2050

像素，帧频：15Hz～29Hz，曝光时间：O．1ms-2s，可测应变范围：0．02％～100％，

应变精度：接近于0．01％。

3．测量步骤

该系统采用两个CCD相机对加载状态下的样件进行测量。首先，将样件表

面处理成随机或规则的模板图案，这些模板图案会随着样件的变形而改变；然后，

给样件施加载荷并逐步增大，利用CCD相机同步高频采集，获得整个加载阶段

的样件表面图像。分析软件会在第一张图像中自动定义许多晶格片(facet)，作

为初始坐标，在随后负载变化的过程中，利用摄影测量技术获取每个晶格片的新

坐标。

4．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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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量得到的整个加载过程各个阶段的晶格片坐标，可以计算出样件表面

各个位置的位移和应变，并且具有极高的精度和分辨率。计算结果可以用图形的

方式表达，并可输出图片及ASCII格式的文件，提供给后期的分析和计算。

5．2实验过程

整个实验过程主要包括5个阶段，即试样制备、表面处理、补片胶粘、油漆

喷涂、拉伸加载及变形测量。

1．试样制备

试样制备阶段主要是在工厂利用设备加工出实验设计的试样形状及尺寸。

(1)禾lJ用线切割机切割出既定形状及尺寸的板件试样及补片试样；

(2)力[IT板件中央裂纹。先利用钻床在板件中央钻一个直径为2mm的小圆孔，

再将线切割机的钼丝穿过小圆孔，通过线切割加工出30mm长的裂纹缝隙。

2．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阶段主要是对试样表面质量进行处理，使其满足胶粘要求。表面处

理后的试样如图5．5中(a)所示。

(1)禾tJm砂轮机将板件试样及补片边缘的翘起棱角及毛刺打磨掉，保持试样

表面平整，以避免其影响胶粘及央持，以手抚摸无明显凸起感为准；

(2)用清水、清洁剂及纱布清洗掉试样表面的金属碎屑、尘埃、油脂等污染

物，以人眼观察不到试样表面的颗粒及油渍为准；

(3)N用粗砂纸交叉打磨试样胶接部位，清除试样表面氧化层，直到试样表

面呈现白亮色彩的合金颜色，交叉打磨区域稍微大于胶粘区域。

(4)禾lJ用丙酮溶液清洗打磨后的试样表面，去除油渍、灰尘、金属碎屑及砂

纸砂砾；

(5)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试样表面1-2rain，打磨方向相互垂直，使胶粘区域表

面粗糙度均匀；

(6)用乙醇溶液清洗打磨后试样表面，去除试样表面油污及打磨残留碎屑，

室温下晾干，晾干后尽快进行胶粘操作。

3．补片胶粘

补片胶粘阶段是整个实验的关键步骤之一，此步骤中将补片粘接于板件裂纹

区域，实现对含裂纹板的修补，试样胶粘补片后如图5．5中(b)所示。

(1)根据使用要求，按320树脂和322固化剂体积比1：l的比例挤出两种试剂，

利用搅拌棒迅速将两者彻底混合直至颜色和浓度均匀，混合均匀后胶粘剂为灰色

黏糊状。由于Lord环氧胶粘剂操作时间较短，因此应根据胶粘面积确定配给剂

量，尽量现配现用，过程中避免混入过量空气。若胶粘剂丌始固化，则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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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给。

(2)胶粘剂混合好后，利用搅拌棒和抹刀在5min内将其均匀涂于补片胶粘面，

胶层厚度在0．51～0．76mm之间，将补片准确贴于胶粘区域，再压紧补片。为准确

定位粘贴位置及装夹位置，可在试样两面划出对中线。粘接试样时避免进入空气，

需要施加确保胶粘剂可以较好地润湿两个粘接面的压力，以在补片边缘处有少量

溢胶为宜。压力不可过大，过分的央紧会影响胶粘效果。

(3)胶粘剂完全固化前，利用热水、清洁剂和乙酮清理板件、补片上过量的

胶体。实验环境温度约为18 C，胶粘剂在24小时内达到了完全固化，胶粘及完

全固化以后，对胶粘周围区域进行锉、打磨，以去除多余的胶粘剂，

4．油漆喷涂

油漆喷涂阶段是为变形测量阶段准备的，对于ARAMIS变形测量系统，需

要先在试样被测表面上喷涂专用油漆，形成模板图案。油漆喷涂后如图5．5中(c)

所示。

(1)将白色底漆均匀喷涂于试样测试表面(未胶粘补片-N表面)，喷涂时漆

瓶离试样较近，使喷涂面形成连续紧致的白色底面。

(2)将黑色漆均匀喷涂于白色底面上，喷涂时漆瓶离试样较远，使黑色漆在

白色底面上形成离散、均匀、细密的黑色斑点，这些斑点将成为CCD相机捕捉

的品格片。

(a)试样打磨 (b)胶粘补片 (c)油漆喷涂

图5-5试样打磨、胶粘及喷涂处理图

5．拉伸加载及变形测量

这个阶段是将喷涂好的试样装夹在MTS Landmark伺服液压测试系统上，进

行轴向拉伸，使其产生变形，从而在裂纹尖端产生拉伸载荷应力场，并同步进行

拍照以测量应变，如图5-6所示。

启动ARAMIS变形测量系统，调整摄像头距试样表面约47cm，将摄像头对

焦点集中到板件中间的小孔附近，使拍照范围集中到裂纹区域，再次在MTS上

微调试样，使试样对中线与镜头中线重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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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MTS测试系统，同时按下ARAMIS摄像头拍照丌关，MTS以2mm／min

的速度逐步增加拉伸载荷，ARAMIS以1Hz的频率拍照，到拉伸力为10kN时停

止加载，拍照亦结束。

5．3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5-6拉伸加载及变形测量

ARAMIS中可处理得到喷涂面上各点的应变云图。由于裂纹尖端的位置不

确定性及应力场奇异性，直接考察裂纹尖端的应力场比较困难，鉴于构件应力场

的连续性，裂纹尖端附近区域的应力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裂纹尖端应力场情况，

并且其附近区域的应力场容易考察，因而主要考察并对比裂纹尖端附近区域某考

察点的应力场情况。在实验结果应变云图上裂纹尖端附近区域取一点作为实验考

察点，实验考察点位置如图5．7所示，图中小方格边长为0．4375mm，考察点位

置距裂纹尖端位置约为0．5mm。

图5．7实验考察最位置示意图

分别从MTS和ARAMIS中提取出拉伸载荷和实验考察点的Mises应变随时

间变化情况，作图如图5．8、5-9所示。

由图5．8可知，拉伸载荷随着时间以恒定速率递增，直到拉伸载荷达到10kN

时停止，MTS夹钳松开，停止加载。由图5-9可知，随着拉伸载荷的递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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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考察点的Mises应变逐渐增大，虽然中间有一些波动，但整条曲线基本接近一

条直线。

萎8 ／“三 。捌秽

萋； 黛；／
≤簧∥

2 ∥

o 2 4 6 E}叠t如10 12 14 16

图5．8拉伸载荷随时间变化图 图5．9考察点Mises应变随时问变化图

5．4仿真模型分析

为对比实验结果，参照实验方案，采用第4章中的仿真手段进行有限元仿真

分析，所有仿真参数与表5-1中一致。

通过有限元计算，提取计算结果，并整理分析，得到表5．1中8种对比模型

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曲线如图5．10所示。

图5一lO各种修补模型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由图5．10可知，对含裂纹铝合金板进行修补后，其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大幅下降，由于是拉伸载荷下的单侧修补，其胶接补片一侧的应力强度因子下降

较多，另一侧下降较少。不同补片形状的修补效果有差异，菱形补片与椭圆形补

片的修补效果十分接近，均优于矩形补片，而矩形补片修补效果优于圆形补片。

同等体积下，不同方向上的尺寸增大带来的修补效果优化是有差异的，增加补片

宽度后的补片修补效果最佳，其次是增加补片厚度，最后是增加补片长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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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第4章中结论也较为吻合。

5．5实验与仿真对比分析

为了对比实验结果，同样在仿真结果应变云图上裂纹尖端附近区域取一点作

为仿真考察点，仿真考察点位置如图5．1 1所示，图中仿真考察点位置在包围裂

纹尖端的第三圈环形网格线与裂纹延伸线的交点上，图中裂纹尖端到子模型边界

线距离2．5mm，则仿真考察点位置距裂纹尖端位置约为0．5mm，与实验考察点

位置相近。

5．5．1对比分析

图5．11仿真考察点位置示意图

提取8种对比模型下仿真考察点与实验考察点的Mises应变，对比如表5．3、

图5．12所示。

表5-3仿真考察点与实验考察点的Mises应变对比表

由表5．3及图5．12可知，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之间的最大误差为14．09％，

误差在允许范围内，仿真分析与实验相互印证，这也证明了第4章结论的正确性。

但是实验结果均大于仿真结果，表明实验测试得到考察点的Mises应变比仿真分

析得到考察点的Mises应变要大，分析两者间具体的误差数值，发现未修补组的

误差最小，胶接面积较小、补片厚度较大时，实验误差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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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误差分析

图5．12仿真考察点与实验考察点的Mises应变对比图

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之问的误差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导致：

1．仿真分析中没有对胶层进行物理建模，仅用绑定约束模拟胶接作用，这

样就理想化胶接作用，而实验中胶层具有一定厚度和较小的弹性模量，因此实际

胶粘作用达不到理想效果，从而使得实验测试结果偏大；而且实际胶接效果又因

胶接面积太小、补片厚度太大而变差，因而对应组的实验误差较大。

2．胶粘时，胶接面打磨不够，清沈不尽致使残存杂质颗粒，搅拌及胶接过

程中使胶粘剂中含有气孔及微缺陷；胶粘后压力施加过大致使胶层厚度过薄、分

布不均匀；胶粘后胶接区域存在残余热应力。以上这些操作不当可能导致胶接作

用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而使得实验测试结果偏大。

3．仿真分析中没有考虑到构件的残余应力场和微缺陷，添加的裂纹没有宽

度，而实际采用的实验材料中存在着残余应力场和微缺陷，加工的裂纹具有一定

的宽度，这些因素对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实验测试结果偏大。

4。实验中存在测量误差，一是实验设备的系统误差，实验中用到的MTS

Landmark和ARAMIS实验系统存在着调整及标定误差；二是实验过程中的人工

操作带来误差，例如油漆喷涂时不够均匀、致密。

5．6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针对第4章中的修补结论，制定了相关的实验方案，利用相关实验

设备进行了实验研究，对比了修补前后、补片形状及补片尺寸对修补效果的影响，

验证了第4章中的结论的可靠性，并得到了以下实验现象和结论：

1．对含裂纹铝合金板进行胶接修补后，其裂纹尖端附近区域应变较修补前

大幅下降，证明裂纹尖端应力场得到改善，修补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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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菱形补片与椭圆形补片修补效果较为接近，都优于圆形补片，圆形补片

优于矩形补片，考虑到补片尺寸因素，菱形补片的修补效率最高，如果使用同样

多材料，菱形补片的修补效果最好。

3．补片长度、宽度和厚度尺寸的增加均能降低裂纹尖端区域应变量，改善

裂纹尖端应力场，其中增加宽度尺寸的改善效果优于增加厚度尺寸，增加厚度尺

寸的改善效果优于增加长度尺寸。

4．通过实验与仿真对比分析，验证了研究模型及结论的可靠性，并对实验

误差进行了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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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机翼整体壁板为研究对象，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

划)项目——航空航天用高性能轻合金大型复杂结构件制造的基础研究的框架范

围内，针对课题研究内容“研究构件特征、载荷因素对损伤容限的影响”，对含

裂纹机翼整体壁板的裂纹尖端应力场进行了研究，分别探讨了含深埋椭圆形裂

纹、表面半椭圆裂纹及穿透矩形裂纹的机翼整体壁板，在弯曲载荷作用下，其结

构参数对其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规律，并对含穿透裂纹的机翼整体壁板

进行了胶粘补片修补研究，研究了修补位置、补片形状及尺寸变化对修补效果的

影响规律。

6．1总结

机翼结构是飞机的主要承力构件，其服役性能决定了飞机的服役性能。机翼

受力复杂，但主要承受弯曲载荷，因此对机翼整体壁板弯曲载荷下的受力状况进

行分析十分重要。断裂力学认为，构件的心部或表面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微缺陷，

这些缺陷不仅中断了附近区域材料的连续性，并且在缺陷端部形成了一些独特的

应力场，这些应力场区域存在剧烈的应力集中，随着外载荷的作用，这些微缺陷

在服役过程中逐步萌生裂纹并扩展，最后导致构件断裂失效。因此研究机翼整体

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对于研究如何提高机翼的服役性能及安全性能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论文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创新点总结如下：

1．本文利用ABAQUS和FRANC3D仿真软件构造了一种含裂纹体联合仿真

手段，利用此仿真手段能方便建立出结构及载荷复杂、含各种类型裂纹构件的有

限元模型，并计算得到整个裂纹尖端应力场参数，与Newman．Raju公式计算结

果对比，误差极小，证明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2．基于材料力学，利用数学推导方法，分析了T型梁结构参数对其承载能

力的影响，为整体壁板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分析提供参考。通过建立弯曲载荷下含

裂纹机翼整体壁板模型，分析了含深埋裂纹、表面裂纹及穿透裂纹的机翼整体壁

板裂纹尖端应力场，得到了整个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与机翼整体壁板结构参数

问的变化规律。结构参数对3种裂纹状态下整体壁板裂尖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规

律是一致的，即结构参数对不同裂纹扩展阶段的影响规律是一致的，筋条高度变

化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筋条厚度变化，筋条间距的

变化影响最小。超过一定尺寸后，继续增加高度、厚度尺寸对于提高抗断裂性能

贡献较小，从抗断裂性能角度出发，同时兼顾轻量化原则及保证机翼内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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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均匀、稳定性要求，对于机翼整体壁板的设计，可以确定优化的结构参数。

3．通过建立机翼整体壁板胶接修补力学模型，分析了补片内、外侧修补及

壁板中性面对修补受力的影响。通过构建弯曲载荷下含穿透裂纹整体壁板胶接修

补有限元模型，分析了修补位置、补片形状及补片尺寸对修补效果的影响。对受

损整体壁板进行胶接修补后，其裂纹区域应力场得到明显改善，疲劳寿命大幅延

长，损伤容限明显提升。修补位置上，外侧修补明显优于内侧修补，中间修补优

于两端修补。补片形状上，菱形补片修补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形状补片。裂纹较小

时，应选用较短、较宽、较薄的补片：裂纹较大时，应选用较长、较宽、较厚的

补片。增加宽度尺寸改善修补效果最佳，其次是增加厚度尺寸，最后是增加长度

尺寸。

4．通过实验对修补前后及不同补片的修补效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与实验

对应的仿真模型，对比了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验证了研究模型及结论的可靠性，

并分析了实验误差。

6．2展望

机翼整体壁板服役性能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文利用ABAQUS

和FRANC3D联合仿真，构建了弯曲载荷下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模型及其修补模

型，对其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随构件特征及修补情况的变化规律进行了一定的

探索研究。然而飞机机翼的结构与载荷情况十分复杂，涉及到的学科问题众多，

部分工作尚有待完善，有以下工作需要进一步研究：

1．本文建立的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模型中，裂纹位置均在两筋条中间位置，

只添加了单方向的弯曲载荷。可以进一步对筋条含微缺陷的机翼整体壁板进行研

究，并考虑整体壁板表面气动压力及其他方向的载荷。

2．本文建立的含裂纹机翼整体壁板修补模型中，未能建立胶粘剂层的物理

模型。可以完善模型，进一步研究胶粘剂对修补效果影响规律以及修补模型中剪

应力变化规律。

3．本文对静态载荷作用下的整体壁板裂尖应力场进行了研究，并初步估算

了修补前后受损壁板的损伤容限。可以对整体壁板疲劳裂纹扩展及损伤容限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

4．由于实验条件有限，本文实验只对铝合金平板在拉伸载荷下进行了修补实

验研究，可以进一步对整体壁板在弯曲载荷下的修补进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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