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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腐蚀管理全寿命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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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飞机的腐蚀损伤评估模式，构建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腐蚀管理全寿命分析模型。该模型可将全寿命 

阶段飞机结构可能遭受的各种腐蚀形态、MSD和结构材料性能随时间的退化作为变量纳入到一个框架中， 

提高了分析精度和可靠性，为新机定寿和老龄飞机延寿提供技术支持 ；方法具有一般性，可推广到其他装 

备结构寿命评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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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olistic Life Assessment Model on Corrosion Management 

of Aircraft Structure 

YU Da-zhao，CHEN Yue—liang，JIN 

(Qingdao Branch of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Qingdao 26604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rrosion of aircraft structure under service conditions，a fatigue holistic 

assessment model that can incorporat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corrosion damage and age-degradation into a 

systematic damage tolerance~amework was established with existing engineering principles．The influence of 

age—degradation and fatigue interaction on aircraft structure integrality was quantified through this mode1．In 

the meantime，the predictive model of residual strength and crack growth of the wide panel with multiple site 

damage(MSD)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holistic assessment method．Thus a reliable theory is provided 

for corrosion damage tolerance assessment．A more effective engineering method for the maintenance， 

inspection，repair and extending use of aging structure systems can also be provided by th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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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长时间疲劳、腐蚀作用下，材料特性与服 

役时间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关系，如何度量实时的日历 

退化过程，如何将剩余寿命预测和无损检测结果联系 

起来 ，更好的应用于飞行管理中，是当前在役飞机也 

是未来新机面临的严峻问题。已往的飞机往往是因为 

技术或经济障碍、战略情况或者使用寿命超期而退出 

现役 很少有因为实时过程如腐蚀而退役的。现在，经 

济角度的考虑已经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减少预算进行 

基础研究 ，对现役飞机进行延寿非常必要 ，毕竟新飞 

机的研制历程漫长，对于大型飞机更是如此。因此对 

大型飞机应实施从设计 、生产，及至整个服役期问的 

腐蚀全寿命管理，来满足安全及经济方面的考虑。 

由于影响飞机腐蚀的因素繁多而且很难确定，再 

加上疲劳与腐蚀交互作用的复杂性，目前腐蚀环境下 

的疲劳定寿一般是基于安全寿命思想，用腐蚀影响系 

数曲线对一般环境下的疲劳寿命进行修正，或分别计 

算单一腐蚀环境下的疲劳寿命，然后按照环境比例份 

额线性叠加；或者基于损伤容限方法，通过点蚀、剥蚀 

等理论模型分析腐蚀的影响。上述方法可用来快速地 

评估腐蚀损伤对特定结构剩余寿命的影响，但是实际 

情况表明在一些飞机结构中，腐蚀、腐蚀一疲劳以及疲 

劳造成的损伤通常很难发现，人们只能通过拆卸飞 

机、对结构进行无损检测或是利用退役飞机结构的信 

息来对这些损伤进行估计。以至目前对腐蚀损伤采取 

的是“发现然后修理”的办法 ，不仅花费昂贵而且对结 

构有时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另外 目前两种飞机设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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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所给的寿命不能较好的衔接。安全寿命设计准则只 

考虑裂纹形成寿命，其疲劳寿命估算方法主要有名义 

应力法、局部应力应变法等lll。这些寿命估算方法都是 

以疲劳累积损伤理论为基础。损伤容限设计的研究对 

象是裂纹扩展寿命，其疲劳寿命估算方法基于断裂力 

学的裂纹扩展速率模型为基础。可见安全寿命和损伤 

容限设计都只是考虑了疲劳寿命的一部分而已，且两 

种理论所定义的损伤不统一，给出的寿命无法衔接， 

不便于对结构从“生”到“死”的全寿命控制。为了能更 

精确地评估腐蚀环境下的飞机疲劳寿命及经济有效 

地维护现役飞机，基于一种统一的理论 ，建立能够预 

测 日历退化与疲劳交互作用下的飞机结构腐蚀管理 

全寿命模型是势在必行。 

1 全寿命模型框架 

将腐蚀以及随着时间发生的退化作用纳入一个 

统一框架中，就技术而言目前已经足够成熟了，将这 

些技术应用到机群管理的下级部门是可行的。在这 

里，全寿命分析的关键是如何将飞行过程中结构因应 

力造成的损伤累积同飞机在飞行和停放过程中因暴 

露于环境而造成的损伤累积结合起来。 

本文所要构建的全寿命框架能够表述材料和结 

构两种不同的行为，一个是在循环载荷下的裂纹扩展 

行为，一个是结构随时间发生的退化行为。正如时间 

不会停止一样 ，结构随时间发生的退化行为始终存 

在，如图 1所示。即使结构没有使用，还是会出现一些 

腐蚀损伤形态，当结构开始受到循环载荷的作用而出 

现裂纹扩展时，就必须考虑到结构变薄、剩余应力、环 

境引起的裂纹扩展这一系列因素，因此要对传统的损 

伤容限设计给出的公式进行修正。 

图 1 腐蚀和 MSD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Fig．1 Sketch of changing trend of corrosion an d M SD along with time 

全寿命损伤过程被分为4个阶段，如图2所示。 

目前的损伤容限设计主要考虑的是中间 2个阶段，而 

全寿命思想综合研究了全部 4个阶段结构随时间的 

退化以及循环应力的作用。这就使得分析者能够将注 

意力集中到关键的阶段，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采取保 

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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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寿命四阶段示意图 

Fig．2 Four stages of life cycle 

1．1 lDS 

全寿命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引入了初始不连 

续状态(initial discontinuity state，IDS)这一概念 ，并将 

其作为材料的初始缺陷应用到随后的疲劳寿命估算 

中去。IDS的引入使得该方法可以将全寿命阶段飞机 

结构可能遭受的点蚀、剥蚀等各种腐蚀形态和结构材 

料性能随时问的退化作为变量纳入到一个框架中，并 

考虑多处(腐蚀 )损伤、枕垫效应等因素 ，从而模拟出 

结构从制造完毕到最终破坏的整个损伤过程，为实现 

“提前发现一评估一制定计划一处理”的腐蚀修理管理方 

法奠定了基础。 

IDS指的是材料或结构中不连续状态(如制造加工 

缺陷、擦伤、小孔、夹杂等)的初始尺寸。它与当量初始 

裂纹尺寸(equivalent initial flaw size，EIFS)概念上相 

似，但 IDS与造成试件断裂的物理特征紧密联系，有 

着明确的物理意义，在理论上是一种进步。研究表明， 

飞机铝合金的疲劳断裂主要与最大的粒子之间的第 

二相粒子有关，那么IDS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材 

料模型同这些特征联系起来。 

一 

、  

、、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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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对 IDS尺寸及其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飞机所 常用 的两种 铝合金材料上 ：7075一T6和 

2024一T312-3]。其 IDS是以 MIL—Handbook中的数据为基 

础计算得到的，不过都是基于光滑试验件数据。国内 

对 IDS研究主要为 LY12CZ，文献f4—51对 LY12CZ光 

滑试件的IDS进行了研究 ，文献[6]则对 LY12CZ应力 

集中试件的 IDS进行了系统研究。 

1．2 全寿命模型的原理 

在全寿命框架中通过形态修正因子(topographv 

correction factors，TCFs)来体现腐蚀与疲劳断裂之间 

的相互作用。本质上，TCF反映的是与腐蚀损伤相关 

的增加的局部应力的作用，腐蚀情形下的 与仅有裂 

纹时的 K 比值(K ，。 )就是 TCF，被认为是对几 

何形状因子 或应力强度因子 K 的放大。对飞机结构 

来 说，当构件开始受到交变载荷时，腐蚀环境作用比 

较微弱，因此当给定了腐蚀形态后，只需不断改变裂 

纹长度就可以得到 TCF随时间变化的曲线。随后，把 

计算得到的TCF代人基于断裂力学的AFGROW 中就 

可进行疲劳裂纹扩展分析。随时间发展，腐蚀形态不 

断变化，全寿命分析方法可快速的重新计算新腐蚀损 

伤下的TCF曲线来考虑腐蚀与疲劳的交互作用。 

全寿命预测模型可模拟均匀腐蚀、点蚀 、剥蚀、腐 

蚀造成的枕垫效应、多处损伤等几种退化作用单独或 

同时对构件剩余寿命和剩余强度的影响，该模型和其 

所用的分析工具允许这些退化作用随时间变化。 

1．3 腐蚀监控检查周期的确定 

全寿命模型最终得到的是一条寿命曲线，这条曲 

线使退化过程的影响被量化，如图 3所示。从图 3(b) 

可以看出，当把寿命曲线与费用模型结合起来，并且 

知道了结构的维护敏感性和目前状态之后 ，就可以制 

定最经济的安全维护措施。 

若腐蚀和真实的损伤情况能够被更好的检测到 

并被更精确的量化(通过改进 NDI或进行附加的NDI 

以发现更小的损伤)，就可以在达到结构寿命 目标的 

前提下减少昂贵的维修措施。在使用维护记录和准确 

历史记录的基础上还可以对结构从起始到现在的状 

态进行量化，至于未来的检测周期则是通过结构将来 

要完成的任务和所采用的维护手段决定的。在上述过 

程中伴以费用分析的话就可以在考虑安全『生、完备率 

和经济性的同时选择最优的维护措施。 

2 全寿命模型的应用 

通过使用上面论述的全寿命模型框架就可以将 

暑 
、  

褪 

Ⅳ 

(a) 

时间 

(b) 

图 3 腐蚀监控周期的确定 

F -3 Determination of corrosion monitoring period 

完整性纳人到新的系统中。显然 ，这并非针对现存的 

老龄系统，对于现存系统而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控 

制运行和维护成本的基础上确保安全性和完备率。 

从安全性和经济学的观点看，腐蚀对结构完整性 

影响的预先管理非常有意义。这种管理是通过在新系 

统的设计中使用对退化过程的量化评估实现的，其 目 

标是实现更好的腐蚀容限设计和确定在维护、检查、 

修理、结构系统延寿方面更有效的工程方法。 

与腐蚀和结构完整性相关的技术已经取得了很 

大的进步，包括对基本材料行为的研究 ，对腐蚀无损 

探伤技术的改进，预测剩余强度和剩余寿命分析工具 

的应用。这些技术已达到了工业应用的成熟水平，但 

是其所能带来的收益尚未完全体现出来 ，还需进行一 

些额外的工作以发掘潜力。对老龄系统问题的设计和 

处理方法的改进需要在寿命管理过程有着综合的考 

虑，从飞机的设计师 ，到机场或机库的维护工程师，再 

到机群的管理人员。此外，还要改进对腐蚀进行测量 

和分级的分析及试验工具。将老化直接纳入到现存的 

结构完整性框架可以使得刚刚讨论的这些新方法得 

到最有效的应用。 

在 目前的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评定框架中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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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和准则 ，通过对这些规章和准则的使用就可以在 

任意结构完整性程序中实现对腐蚀、应力腐蚀断裂和 

老化作用的评估。 

3 结语 

本文以现有的工程方法为基础 ，构建了一种较为 

合理的腐蚀管理全寿命分析模型。 

1)该模型将飞机结构服役过程中可能遭受的点蚀、 

缝隙腐蚀、剥蚀等各种腐蚀形态及结构材料性能随时 

间的退化作为变量纳人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将损伤 

物理形态一结构剩余寿命一剩余强度三者有机结合起 

来，提高了分析精度和可靠性，为新机定寿和老龄飞机 

延寿及实施“提前发现一评估一制定计划一处理”的腐蚀修 

理管理方法提供技术支持，从而优化飞机的设计、制 

造、维护、检查、修理等管理模式。 

2)该模型可用来确定结构的经济寿命 ，并在综合 

考虑疲劳损伤和退化作用的基础上确定维修措施。 

3)当考虑了对构件继续维修或替换的费用后(有 

时还包括继续检查的费用)，该方法还可以估算结构 

额外的寿命以确定是否让飞机继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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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阻力系数随Re的变化 

Fig．6 Comparisons of pressure drop coefficient VS Re 

3 结语 

本文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在复合通道中隔板 

结构对通道的换热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新型 

隔板结构与原型隔板结构相比，可明显提高通道的换 

热均匀性；②对于带孔直隔板结构，通道部分区域的 

局部换热能力有所下降，同时压力损失也有所降低 ； 

③对于带孔波形隔板结构，通道部分区域的局部换热 

能力略有下降，但整体平均换热水平比原型隔板结构 

要高，同时压力损失也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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