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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对机身与起落架连接接头进行疲劳强度分析，在建立其细节有限元模型时，采用在接头筋条边缘和

开口边缘引入“虚元”，进行多工况细节应力分析的方法，提取“虚元”应力，进行组谱分析及雨流计数处

理，进而确定接头不同部位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及其对应的载荷状态，给出一种接头危险载荷状态以及危

险部位应力谱的确定方法；在此基础上，使用DFR法进行疲劳分析；采用Nasgro方程对疲劳最薄弱部位

进行损伤容限分析，给出检查间隔。文中针对主接头结构形成的一套分析流程可以推广到其他复杂接头

疲劳强度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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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忸ct]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fatigue and damage tolemnce analysis of the joint connecting fuselage and

landing gear structure，a kind of rod element with very smaU stiffness is laid on the edge of sti虢ner and cut-out8

when the detail 6nite element model of main joint is built． By using this method，the stI．ess distribution of many dif．

ferent load cases can be obtained． Next spectmm of the special rod elements are edited and rain-now counting is

carried out．The load case which the ma)【imum stress is related to is obtained，a method of obtaining f乱igue weak

case and f缸igue weak sites is proposed．On this basis，DFR method is used to carry out the f血igue analysis，and

Nasgro equation is adopted to cany out tlle 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The process can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instmction for f撕gue strength assessment of other complex joint stmcture．

[Keywords]joint；fatigue；damage tolerance；Nasgro

0 引言

起落架与机身连接接头为疲劳关键结构，其产

生的疲劳裂纹会给飞机的使用安全造成十分严重的

影响。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疲劳强度

评估⋯。

在起落架与机身连接接头中，主接头结构型式

及受载情况最为复杂，其耳片结构载荷可以直接取

自总体有限元模型分析结果，疲劳评估方法较为成

熟【2‘5 J。而对于主接头其他区域，其载荷分布较为

复杂，用飞一续一飞疲劳载荷谱进行疲劳评估时，不同

部位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大小方向、地一空一地最大应

力对应的载荷状态、应力比及地一空一地损伤比不同

(即应力谱不同)，如何较为准确地确定危险部位及

其应力谱是进行疲劳强度分析的关键和难点，目前

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较少。

由于在全机总体有限元模型中一般无主接头细

节特征，因此无法基于总体有限元模型分析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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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疲劳强度评估。本文建立主接头细节有限

元模型，给出一种主接头危险载荷状态以及危险部

位应力谱确定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疲劳和损伤容

限分析。

1 结构简介

某型飞机起落架与机身连接主接头结构型式如

图1所示，其通过耳片与起落架、前撑杆及后撑杆连

接，底座通过螺栓与机身结构连接，主接头材料为

7050一17451 1。

’难d落架iI：接Il：片

图1 某型飞机起落架与机身连接主接头结构示意图

2分析方法及流程

2．1危险部位及其应力谱确定方法

1)危险载荷状态的确定

考虑到：(1)在不同工况下，单元最大主应力

方向不一致，理论上不能进行组谱分析；(2)在外

载作用下，主接头应力最大值出现在筋条边缘或

开口边缘；(3)杆单元仅受轴力，每种工况下，单元

应力方向一致，便于组谱分析。基于以上考虑，在

主接头细节模型筋条边缘和开口边缘设置杆单元

(为确保其不参与载荷传递，刚度取无限小，为便

于后续描述，将这类杆单元定义为“虚元”)，后续

通过提取“虚元”应力，进行组谱分析，来获取危险

载荷状态。

危险载荷状态具体确定过程：首先，将主接头细

节模型嵌入总体有限元模型，进行多工况应力分析，

提取“虚元”所有工况下应力，进行应力谱生成及雨

流处理，获得“虚元”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比较获得

“虚元”中较大的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其对应的载荷

状态即为危险载荷状态，将其作为后续分析的参考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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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部位的确定

在参考工况下，对主接头细节模型进行应力分

析，通过应力调查，确定危险部位。

3)危险部位应力谱的确定

引入假设：危险部位的应力谱谱型与邻近“虚

元”应力谱谱型一致，即损伤比A和应力比R一致。

在此假设下，通过提取“虚元”应力谱可快速获取危

险部位的地一空地损伤比A、应力比尺，在此基础上

进行疲劳强度分析。

2．2裂纹扩展寿命分析方法

裂纹扩展寿命分析时，采用Nasgr0裂纹扩展控

制方程∞。：

翥=G[(舄)△K]” 尝)
警)

K=口盯~／仃n (2)

式中：Ⅳ为循环次数；。为裂纹长度，为修正系

数；尺为应力比；△K为应力强度因子变程；△&为裂

纹扩展门槛值；＆为断裂韧性；p为几何系数；盯为

远场工作应力；G，凡，p，q为材料常数。

2．3疲劳分析流程

疲劳分析流程，如图2所示。

’臣墨巴蒸盏'1j亟圈
T

囱
图2疲劳分析流程

2．4损伤容限分析流程

损伤容限分析流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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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损伤容限分析流程

3疲劳和损伤容限分析

疲劳分析确定疲劳最薄弱部位，损伤容限分析

给出结构检查间隔。

3．1疲劳分析

1)细节模型建立及应力分析

建立主接头结构细节模型，将其嵌入全机总体

有限元模型(见图4，其中“虚元”分布见图5)，进行

细节应力分析，离散选取30个代表区域“虚元”(见

图5中黑点)，提取所有工况应力，进行组谱及雨流

计数处理，获得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及其对应载荷状

图4细化后总体有限元模型示意图

态。比较飞机起飞及着陆相关载荷状态下“虚元”

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结果显示：“虚元”地一空一地最

大应力较高值，均对应“起飞滑跑”载荷状态(该载

荷状态下，发动机拉力较大，起落架所受航向载荷较

大)。因此选取“起飞滑跑”为参考工况，对主接头

进行分析，主接头最大主应力分布云图如图6所示。

图5 主接头上虚元分布示意图

图6最大主应力云图

2)危险部位及其应力谱的确定

根据应力分析结果，主接头疲劳细节点为：开口

处(见图7中1、3)，筋条R区(见图7中2和4)。

采用2．1节方法进行分析，获取疲劳细节点地一空一

地最大应力、应力比及损伤比，见表l。

图7疲劳细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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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疲劳细节点应力谱

3)疲劳分析结果

采用缺口结构DFR分析方法一。进行疲劳分析，

结果见表2。可以得出，编号为1的疲劳细节点寿

命最短，为主接头结构疲劳最薄弱点。

表2疲劳可靠性寿命(99％可靠度，95％置信度)

疲劳细节点编号 疲劳可靠性寿命／次起落

7．3×104

9．8×104

1．5×105

2．2×105

3．2损伤容限分析

1)分析部位及裂纹扩展路径确定

对疲劳最薄弱点进行损伤容限分析，假定裂纹

在开口角部应力最大的位置起裂，沿与最大主应力

方向垂直的方向扩展，裂纹扩展路径如图8所示。

假设初始裂纹为穿透裂纹，裂纹尺寸c=6．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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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裂纹扩展路径

2)应力谱确定

采用2．1中介绍的应力谱确定方法，假设裂纹

扩展路径上的应力谱谱型与起裂部位邻近“虚元”

应力谱谱型一致。

开口角部应力分布系数如图9所示，横坐标中

X为扩展路径上任一点与起裂点的距离(见图8)，

形为有限宽度取300 mm；纵坐标中，盯／矿。为参考工

况下裂纹扩展路径上最大主应力值与起裂部位“虚

元”应力比值。

结合邻近“虚元”应力谱及开口角部应力分布

系数(见图9)，确定整个裂纹扩展路径上应力谱。

1．0

0．8

． 0．6
b
奄 0．4

0．2

0．0

0．0 0．2 0．4 0．6 0．8 1．0

X／W

图9开口角部区域应力分布

3)剩余强度分析

从全机有限元模型应力分析结果中，提取限制

载荷下分析区域“虚元”应力，确定剩余强度载荷，

分析可得：临界裂纹尺寸c=72 mm。

4)损伤容限分析结果

将以上相关信息输入Nasgm软件，采用2．2中

Nasgro裂纹扩展方程进行裂纹扩展寿命分析，其中

7050．T4511材料性能参数见表3。计算获得裂纹扩
展曲线如图10所示。

表3 7050．T45“材料性能参数

暑
g

扣
<
《
群

0 5000 10000 1S000 20000 2S000 30000

循环次数(F(：)

图10裂纹扩展寿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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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涡流无损检测手段，可检裂纹尺寸为

6．4 mm，从图10中可得出，从可检裂纹尺寸扩展到

临界裂纹尺寸，寿命为27 542次起落。重复检查间隔

分散系数取2，可得重复检查间隔为13 771次起落。

4结论

通过对主接头疲劳强度分析，形成了针对复杂

接头结构的疲劳和损伤容限分析方法：

(1)建立主接头细节模型，并在筋条边缘引入

“虚元”，将此细节模型嵌入全机总体有限元模型进

行细节应力分析，通过提取“虚元”应力，进行组谱

分析，进而确定主接头不同区域地一空一地最大应力

及其对应的载荷状态，给出一种主接头危险载荷状

态的确定方法。

(2)引入合理假设：危险部位的应力谱型与附

近“虚元”应力谱型一致，即损伤比和应力比一致。

通过提取危险部位附近“虚元”应力谱来快速确定

危险部位的应力谱。

(3)在裂纹扩展分析中，考虑了整个裂纹扩展路

径上应力分布J睛况，提高了裂纹扩展寿命分析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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