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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树脂、脂环族环氧树脂及新型液晶环氧树脂等。 

在环氧树髓消费结构中，美国和西欧在涂料领域用量最大，均为50％；日本电子电气消费占首位，涂料 

则占第二位，约40％：中国粉末涂料占首位，为4O．4％，敷铜板、绝缘材料和电工浇铸料分别为 17．57％、 

l1．59％和 10．54％。目前国外汽车工业中环氧树脂涂料年均增长率为 10％左右。随着汽车及相关行业的快速 

发展．今后对环氧树脂涂料及胶粘剂的需求将会有新的突破。 · 

目前国外环氧树脂应用研究的动向如下；在涂料领域，向高固含量、无溶剂化和水溶性化方向发展。美 

国环氧涂料己超过了醇酸涂料和丙烯酸涂料，主要用于容器和密封，西欧主要用于饮料包装．中国主要用于 

生产罐用涂料和防护涂料。目前，国外纯环氧涂料生产呈现下降趋势，仅占2．6％．而环氧 酯粉末涂料已上 

升到5O％左右。此外，大量使用的还有环氧丽烯酸粉末涂料。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今后环氧涂料发展方向是 

超薄膜化及 100qc以下低温固化和高温快速固化等新型品种 

在电子电气、灌封包封科领域．正向阻燃、低吸湿、低粘度和高密度化方向发展。目前已经开发的联苯基 

环氧摸塑料．即使不添加阻燃剂，仍具有很好的阻燃效果。而一种加有丁基缩水甘油醚或苯基缩水甘油醚的 

树脂，可以制取一种电绝缘性能强、吸湿性能低和粘度很小的灌封料。另外．以酚醛环氧树脂为基料的包封 

料．日前正在向高密度、实装化和小型化方向发展。 

和上晌金属结构粘授 
野田整 

前言 

飞机结构中金属材料的结构粘接始于上世纪中叶 1955年首飞的福克F27友谊运输机使用了该世纪 

4o年代开发的缩醛酚醛型胶粘剂。以此为起点结构粘按己有近 5O年的历史．它多用于平时飞行频繁的民 

用飞机上。 

在此仅对日本三菱重工业 (株)名古屋航空航天系统制作所工作有关的结构金属粘接的应用实例，使 

用的胶牯剂，旋工方法以及航空航天领域独自质量保证体系做以简要叙述 

1_应用实例 

机种 

B777；B767 

B757 

B737 

全球快车 

S-92 

应用部件 

机身壁板与加强板等 

t货物门与加强板 

t机翼后缘板(蜂窝结构) 

-主翼下面入口扳(蜂窝结构) 

座舱 面板 (蜂窝结构) 

·紧急出口板 蜂窝结构) 

应用目的 

·提高耐久性(防止裂 传播) 

轻量化 

提高耐久性 

t轻量化 

t轻量化 

t高刚性 

-轻量化 

表 1示出了该所制造中的应用实例。这里类似机身壁板与补强用加强板的粘接既包含金属一金属的组 

合．也包古金届蒙皮与蜂窝芯胶按蜂窝夹芯板的成形。 

2．脏粘剂 

飞机用驳已出现剥离强度与耐久性优并fl{j胶液井开始得以虚用， 过目前仍以胶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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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胶膜 (膜状胶粘剂)，就是将主剂与固化剂等组分事前混合并加以固化后加工成膜状的胶种，它 

克服了胶液(液态胶粘剂)的缺点(难以在大面积上使用，固化后胶层厚度难于控制等)，其性能非常稳定， 

所以特别适于绝对需要保证飞行安全的飞机结构上使用。胶膜的类型多种多样：用途不同厚度不同，有不同 

厚度的胶膜；为保持固化后胶层厚度一定，在其中加入载体(聚酯制非织造织物等)带载体型胶膜；为改进 

操作性能在其两面改变粘性的具粘性胶膜等。胶膜也存在一些缺点：因为其处于预固化状态，所以必须在低 

温(-180~(2以下)保管；为防止其使用时因吸湿性能降低，必须调整至不会结露情况下再开封；常温下适用 

时间有限，而可低温贮藏的时间一般也只有半年到一年左右。所以在胶膜制造管理和材料贮运上必须非常 

精心细致。 

结构用胶粘剂的性能要求很早以前到现在一直使用美国联邦规范MMM-A-132，目前的情况是，各用 

户公司一般以此规范标准值为基础，补充必要的性能要求。例如直升机旋翼(blade)用胶粘剂又设定了疲劳 

强度要求：耐2500psi下的 1 o7循环的负荷。 

3．施工方法 

目前使用的标准的胶接工艺过程如图所示。 

首先对金属零件(单构件)进行胶接前处理和施用底胶；在模具上于零件间铺上胶膜进行组装；为固定 

和排出气泡，按图2所示进行真空袋封，并在此状态下将其放入高压罐中，在施加温度与压力下使胶粘剂固 

化。下面对其中具有特点的工艺过程做以介绍。 

匹巫 臣亟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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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准的胶接工艺过程 

真空袋 (尼龙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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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袋密封剂 

图 2 真空袋封 (示意图) 

(1)预装配 

予页装配是确认构成胶接装 什各单构件 (零件 )被皎接面之问吻合 (密接)情况的T艺过程，通常用 

称之为“校验脱”法来验订E。具体的 ‘法是， 用通常的胶膜，面是用两由 复薄、软且透明的隔离膜 (例如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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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膜)的皎膜进行组装的，然后按正规粘接方法一样进行组装，袋封及高压罐固化，这样用隔离膜夹着的胶 

膜虽然固化了，但各个单构件并没有粘接在一起，而是处于可能分解的状态。由于隔离膜直接夹的胶膜模 

拟了粘接面的吻合情况，所以通过胶膜均匀填充被挤压得厚度均匀：还是空隙未填充出现未复制的部分． 

藉此验证来评价组装的准确性。 

(2)粘接前处理 

粘接前处理是直接影响强度的重要工艺过程。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不良情况半数以上是由于对被粘 

材料没有进行恰当的粘接前处理造成的，所以要对其引起重视。 

飞机上用于结构粘接的金属材料一半以上是铝合金，其余的几乎都是不锈钢与钛合金 

适于铝合金表面处理的方法如表 2所示。 

硫酸重铬酸钠浸蚀法虽粘接强度优秀，但防腐蚀性能很差，最近应用在逐渐减少。铬酸阳极化法和作 

为防腐蚀用的同名处理方法过程基本相同，但作为粘接前处理用时，其不进行最后的封孔处理 (sea1)，所 

以可以将两者明确加以区分 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铝合金表面处理的主流是因为它的优点。这个美国波音 

公司开发的磷酸阳极化法 (参看图3)以其处理的产品质量均衡性非常好，将其以小角度 (例如 10。)通过 

偏振光滤光片进行观察，根据“干涉色”很容易检查出处理质量好坏， 

在瞳皖涤踱(60—65~C)中浸泡 10一[Stain．或水洗涤液 (60--70~c)中浸泡lo--30mm。 

自来水中(4o一60℃)搔泡5mtn。 

重铬馥钠与随酸混台水清渡中 (65—70℃)缦泡 tO一15rmn 

用自来水 (40~C以下)喷洗2rain。 

在自来水 (40~C2以下)中幔泡5tmn 

浸于9％一11％(质量)的磷酸水溶液 (22—28℃)中．用 lIv直流电阳极化--~-23min． 

自来水 (40℃ 下)浸泡 3rain。 

自来水 (40℃ 下)浸泡 IOmin； 

热风 (65~C以下)干攥 ，O删‰ 

在光照下-一面转动偏振光浦光Jt．一面聪察处理样品表面．“干涉色 的龋色有没有变化来确认 

图3磷酸阳极化表面处理工艺过程 

对于不锈钢和钍合金一般采用简便晌碱擦洗法 (将被处理表面浸于碱溶液中．用钢棉等对其进行物 

理性擦磨)、磷酸氟化物法、酸式硪酸盐缦蚀法等 法处理。 

用于蜂寓央芯结构的金属蜂寓 柑几乎都是销蜂窝屯 其粘接前处 方法 ￡使用脱脂法。由于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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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蜂窝芯是难清洗品，过去用溶剂(三氯乙烯)进行蒸气脱脂，然而这种由装置逸散于大气中的溶剂存 

在着对人的致癌问题，因此各制造厂商正在探讨对策，但除一部分厂家使用了水基脱脂方法之外，还没建 

立取而代之的适宜处理方法．所以目前只能将装置加以密封使溶剂不扩散于大气中而继续使用蒸气脱脂 

的方法。 

(3)施用底胶 

除只进行脱脂的蜂窝芯之外，按前项方法处理过的被粘接表面能够维持与粘接有关活性的适用时间 

短，为数小时最长也不过数日，所以为了延长适用时间，提高耐腐蚀性能，一般还要继续施用底胶 

通常，底胶用喷涂法涂布．但和涂装中作为底滁层的底漆不同，底胶涂得薄时可以使粘接强度增大．所 

以要求使用胶层薄至数 u m而且均匀的涂胶技术。 

(4)操作室的环境控制 

施用底胶、组装及真空袋封是在温度、湿度及灰尘进行管理的操作室中进行的。为了避免出入时尘埃 

等流入，需配置设备维持室内压力高于外部。操作室环境控制的一个实例如表 3所示 

： r1 管 要求 

磕度 18-27[c 

度 6 RH 

爪力 应该比外 高 

f_、 5 n1以 卜曲牝 <2l̈⋯ 

(S)商』K罐崮化 

和紧固模具不同，用高压罐使胶粘剂固化的优点是．它可以用气体向装配件整体施加均匀压力．胶粘 

剂中或组装部分中带进了气泡，因加压气泡体积可明显减小。固化后只残存微细的空隙，因而粘接强度稳 

定。从另一面看，它也有缺点：设备费用高 高压罐进不去的太型部件不能固化；袋封过程需辅助材料，用过 

后会产生大量产业废弃物等。 

具体的固化条件囡所用胶膜小同而异 一般中温(120R2)固化型改性环氧胶粘剂(一实例)的固化条 

件示于图 4中 

通过安装在胶接部位附近的热电偶在监删温度同时进行加热控制。特别是在大型装配件同化时，由于 

沮 

崖 

0f L 
辱 

J王 
7l沁mmH 

避 { 中涅 1 2-· ：-固化型改性环氢胶牯剂固化条件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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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不均衡性大或由于急剧冷却会发生翘曲或变形，所以耍予以注意。 

4．质量保证体系 

和地面使用f}勺运输工具不同，飞机飞行结构出现问题可能直接导致坠落和二次灾害的发生，所以必须 

有严格的质量保证 

结构粘接件的质虽因部件重要程度而异，是根据所有皎粘荆的材料鉴定、胶粘剂的验收、制造工厂的 

系统鉴定、生产开始时的 FPQT(FirstPartQua~ficauonTest，首件鉴定试验)、粘接过程同时进行的过程控 

制试验和直接检查粘接装配件的产品等来保证的。 

(1)胶粘剂的材料鉴定 

要用的胶粘剂并不是：直接采用厂家目录中所列的产品，用户要制订出加入必要特性要求材料规范．据 

此做出评价，一般购入的是该必要特性能够保证的产品。 

其次，将确认适合特性要求的项目列于包含于材料规范的产品合格表 (QPL：qualifiedproductlist)中t 

没填合格表的胶粘剂不能使用。 

(2)胶粘剂的验收 

如前所述，胶膜已处于预固化状态，所以必须进行低温管理及有效期限管理．从生产厂 家开始运输过 

程中环境温度可能明显地降低产品性能。当然，应要求使用冷冻容器，使运送时温度不上升，同时包装中要 

放入干冰；为了确认运到产品的性能没有问题，用户方面应以质量保证部门为中心进行验收试验。 

在材料规范中对验收项目、要求值和试验点数(TAP数，testpoint)均做了规定，其中一例示于表 4中。 

只有合格并贴上标注有效期限标签的产品才能送往制造现场。 

项目 

质量 

粘性 

拉伸剪切强度 

金属板剥离强度 

蜂窝剥高强度 

试验方法 

单位面积腔膜称取的质量 

用常温下试验室内放置 10日后的粘性来评价 

*ASTMD一1oo3(常温 ) 

*ASTMD一17g1(常温) 

*ASTMD一1781(常温) 

要求值 1／p数 

0．060~0 O05tb／ ~293~24ge m ) 2 

应有粘性 2 

420opsi以上 c29№ 埘 以上) 5 

33piw以上 (9 6N m 以上) 3 

15pl 以上 (2．6Nemm 以上) 3 

在材料规范中，在标明有效期限同时，对于超过期限情况下，期限可否延长，如可能一般还要规定要进 

行试验的项目、要求值、T／P数及延长时问、次数等。 

作为最新信息，为降低成本用户方面有废除验收的动向 制造厂商不仅要保证出库试验中必要的性 

能，而且在包装中加入温度记录计运送。用户方面制定的方法是．只需确认厂家性能评语和包装内温度记 

录计所示不超过材料规范中规定的保管温度上限，就可判定入库产品合格。 

(3)制造丁厂的体系鉴定 

体系鉴定的安排是，首先对每个实施操作的每一工厂，是否有进行粘接的必要设备并进行了保养?是 

否按规定频度进行了机械的检定?操作室的环境控制以及重要工艺过程(底胶涂布．组装等)是否只允许 

经过合格的教育训练并被认定的操作者来丈施?等问题进行审查，只有在合格的情况下由质疑保证部门发 

放认定证后才能进行粘接操作。 

这种市奄． 仪在操作歼始之前，制造的过程中也要定期的(每年一回等)进行 如有不合适的事项要 

发布“批评傲 正要求”，不遵照审查规定去做fl勺情况下，要取消认定资格不能进行操作，以此来维持产品的 

质景。 

(4)FPQT 

FPQT( 什鉴定)与前项体系鉴定是制造 r J与成形加T单位相对应。它是证明进行粘接装配部件 

单缸中模且 j过张准确性ff勺方法 囱I 刊忭{名b'3~IA7公州小『 而异，但内容相似。 

且l #地 ．t·卜J 每个糕接装 什引遗 ，j要进行充分地 作斌验，在确定 了制得良好制品的洋宝}Ij过程 

之后。菇与 脚 ¨lf刷怕材料与过榉乖I I 《付．迎带J 表 5所求柏乃‘法经试验进行评价 试验大体可以 

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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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破坏性试验和非破坏性试验。非破坏性试验和通常产品检查所进行的项目差别不大：而破坏性试验要 

从试件上切出用于强度试验的试片，检测其是否能保持其部位设计上要求的强度?观察试件切断截面有无 

粘接不好和异常空隙存在? 

分类 项 『_j 试验方法 

非 外观 日视检查 

酸 尺寸 糟卡尺等测量 

控 质量 称取粘接装配件整体 
茹 ⋯ 翘曲 i量与检查模具阃的徊隙 

内渐姨陷 硬币敲击法或超声波穿透粘 

破 断面观察 目测观察切断截面 

嚣 平扳强度 MIL—A-25463 
榆 蜂寓弯曲强良 MIL-A-25463 
测 手剥离强度 用手规将蒙皮剃下 

对于整个粘接组装件进行FpQT的破坏试验费用最贵．所以对于左右对称的部件、前后左右长度稍微 

不同的部件等，将结构相同的部件归纳成一组，非破坏性试验一组的所有部件都要进行；而破坏性试验通 

常只对代表部件进行。代表部件要从一组中最复杂的部件或是难加工的部件中选取，而这些部件水平相同 

情况下，则应选取最大的部件。(只进行非破坏性试验的试件，作为一组整体FPQT认定合格后可以作为实 

际部件使用) 

其次．实际部件一般都是由曲面构成的。由具有相同形状的试件上切下试片有一定限制，所以在试验 

方案中，必须明确哪一个部件作为代表部件进行破坏性试验?要进行哪些项目试验?试片要从哪个部位切 

出?等之后再着手进行 

根据 FpQT粘接装配件的模具与过程的准确性已经证明，所以合格后要把工艺过程固定下来．不能改 

变 如果对模具过程或制造设备／工厂不需要改变的话，要按新工艺过程制造的试件，再进行 FPQT，必须 

证明其准确性。 

(5)过程控制试验 

过程控制试验是评价处理部件的工艺过程是否正常的方法，在结构粘接情况下，主要是用以确认高压 

罐硬化是否适宜?在粘接装配件试验的同时，还要用与相同的处理过程粘制试片，藉确认其拉伸剪切强度 

和剥离强度，来验证粘接装配件中的胶粘剂是否固化得适宜。 

(6)制品检查 

经过尺 。、翘曲等外观检查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内部胶层中有无孔隙或混进杂物等缺陷非破坏性检查， 

主要用超声波穿透法来进行。对于机体壁板这样大型装配件使用大型装置进行自动检查：对于结构复杂的 

小型装配件，用样头接触进行手动法检查。目前常用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用太一点的硬币等在粘接装配件 

的表面，按1—2cm的间隔轻轻地进行扣击，这就是因敲击发出高低不同声音的搜索缺陷的硬币敲击法。 

结束语 

如上所述飞机上金属材料结构粘接是丁 艺方法保证体系已经完备的领域。但近年来降低成本的要求 

越来越严，所以“在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如何才能安全操作?”已成了需面对的话题。然而，生产量每月少 

至几个，还有T艺过程固定的要求，因而制造部门成本降低是有限的。由于这个情况，一直将性能为中心考 

虑的设订 部门，需要扩展一下视角，考虑一下“为了降低操作成本，应该如何进行设计?”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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