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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飞机结构腐蚀失效分析 

陈跃良 于继真 

f 1．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青岛 ，266041) 

(2．91423部队) 

摘 要 阐述了某型飞机服役环境及结构腐蚀失效原因。指出了海军飞机特别是离海岸近的飞机易发生 

腐蚀的根本原因是大气污染及结构表面长时间处于湿润状态。分析了材料厚度与剥蚀之间的关系，涂层质量 

对结构表面抗腐蚀能力的影响以及飞行强度对飞机结构 日历寿命的影响。 

关键词 腐蚀失效 ；服役环境；军用飞机结构 

1991年，美国空军用于飞机腐蚀维护修理的直 

接费用高达 71 800万美元，英美空军每架飞机每 

年因腐蚀造成的直接修理费用在 11 000美元 一 

52 000美元之间，服役年限越长，费用越高。我 

军飞机的腐蚀问题同样非常突出，特别是海军飞 

机大多位于沿海一带，飞机常年处于高湿度、高 

盐分、污染重的环境中。飞机又常在海上飞行， 

腐蚀问题非常严重，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海军飞 

机安全使用、正常维修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飞 

机服役寿命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重点分析某型 

飞机服役环境及腐蚀损伤特点，并提出针对性防 

护措施 

l 自然服役环境及特点 

1．1 自然服役环境 

该机服役机场位于华北平原东南部胶东半岛 

南端的黄海之滨 ，三面环海。华北地区气候属温 

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四季分明。但该机场三面 

环海，气候受海水调节作用非常明显。表 1是该 

机场气象数据，表2为各月份湿度的变化及各级 

湿度出现 日数(10年统计平均值)。 

表 1 年平均气象数据 

表 2 各月份相对湿度值 

名 称 数 值 

年平均气温(oC) 

年最高气温(℃) 

年最低气温(℃) 

平均相对湿度(％) 

年降水量(mm) 

年降雨天数(d) 

年雾天数(d) 

年轻雾天数(d) 

收文日期：2002—03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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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得每年相对湿度超过 80％的时间有 

120 d。 

该机场的大气污染状况也较为严重 ，特别是 

冬天的燃煤烟尘及二氧化硫。由于机场就在海 

边，海水拍打海岸飞溅到空中的氯离子含量高。 

表4是大气沉降物中主要腐蚀性介质含量。由表 

子含量高，其他几项主要污染因子含量均偏高。 

文献[1]给出了纯锌试样分别爆晒 1，2，3， 

5年腐蚀失重和年平均腐蚀率，机场环境的腐蚀 

性居首位．按2年的腐蚀速率比较。其腐蚀速率 

分别是北京和海南琼海的9倍，约为同处一地另 

一 区域的3倍。从飞机结构腐蚀情况及文献[1] 

4可以看出，机场所在地的硫化氢含量高，氯离 的结果看，机场的腐蚀环境是十分恶劣的。 

表4 主要大气污染成分 

注 ：以上 数据为 I a平均值 ，带 号为 I 一城 的另 一海岸 。I990—1994年平 均值o 

1．2 环境特点分析 由于该机场三面环海 ，春 、夏、秋天的气温 

1．2．1 水膜作用时间 相对较温和。在南风吹拂下。海浪水沫飞散，使 

该机场地理位置独特，同时受到陆地、海上 含有盐分的海水水滴混人大气，并刮向海岸邻近 

气候的共同影响，气温年温差和 日温差较大，大 地区，使低空大气 中有较多的盐份。盐份溶入水 

气湿度较大，降雨量比较多。从表 1可 以看 出， 膜，生成的 cI一离子是强侵蚀性粒子 ，促使金属 

降雾的天气年平均282 d。另外，由于日夜温差大 产生电化腐蚀，尤其是对铝合金影响较大。 

引起的凝露明显。 

有关研究表明 J，飞机金属结构腐蚀主要是 

电化学腐蚀，而电化学腐蚀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在 

金属表面存在电解液，飞机金属表面的水膜就是 

很好的电解液。在干燥大气环境下，合金(构成原 

电池)表面无水膜。腐蚀电流一般为 10 ～10 。 

A，显然基本不腐蚀。当由于降雨、凝露、降雾使 

得在原电池表面有电解液时，腐蚀电流迅速增大， 
一 般可达 10～～10“A。但是，当水膜厚度达到 

一

定值时，随着水膜厚度的增加，腐蚀电流反而 

减小。 

水膜的厚度与金属腐蚀速度之间的关系如图1 

所示 。 I区为金属表面的水膜仅有几个分子厚， 

由于未形成连续的电解液，腐蚀速率极小。当相 

对湿度 <100％，金属表面形成 10 nm～1 m的水 

膜时，腐蚀速度逐渐增加(图中Ⅱ区)。当相对湿 

度为 100％左右或雨水直接落在金属表面使水膜厚 

度达到 1 m～1 mm时，腐蚀速度增至最大进入 

Ⅲ区。当水膜厚度增至几百微米时，由于氧扩散 

变得困难，腐蚀速度反而下降。该机场雾多，使 

得金属表面形成稳定薄水膜的时间较长，是导致 

飞机结构腐蚀较严重原因之一。 

1．2．2 盐雾作用时间 

图 1 大气腐蚀速率与金属表面上 

水膜厚度的关系 

1．2．3 大气污染物 

该机场受城市、工业和海水大气的综合作用， 

大气污染较为严重。从表4可见，集中影响金属 

腐蚀的主要污染物浓度较高。该机场附近有一橡 

胶厂，故 H：S的含量较高。H：S溶入水中能使水 

酸化，增加水膜的导电性，加快金属腐蚀速率。 

1．2．4 固体沉降物 

由于固体颗粒往往具有吸湿性和吸附腐蚀性 

气体的作用，因而尘粒的存在使大气中相对湿度 

<100％时即可在金属表面凝结成较厚的腐蚀性水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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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腐蚀损伤特点 

据统计，某型飞机腐蚀十分严重。1994年4 

月，某型飞机机体结构普遍大面积严重腐蚀，飞 

机的完好率从75％以上骤然降到 25％以下，导致 

各种飞行任务不能遂行。该机 8O年代装备部队， 

到1991年机体结构就出现大面积腐蚀。1994年因 

腐蚀面积大、深度深，机翼缘条和一些主要承力 

件腐蚀损伤超过允许值，有些部位和构件外场条 

件下根本无法修理，造成飞机停飞，停飞时间最 

长的达两年之久。在 1994年 5月进行的腐蚀普查 

中，仅 ×号 1架飞机的机体结构上就发现腐蚀部 

位 182处，腐蚀深度超过3 ml'n的严重腐蚀部位达 

2O处之多，腐蚀深度超过 6 mm的危险部位有 9 

处。如 ×号飞机在 1999年普查时，发现其垂直尾 

翼蒙皮出现大面积腐蚀有2处，分别为 8O ml'n× 

100 ml'n．50 mm×70 ml'n的穿透性腐蚀。×号机 

水平尾翼前缘 6肋处蒙皮有 100 ml'n×120 ml'n的 

穿透性腐蚀共 3处。从近 3年的普查看，腐蚀部 

位为翼肋前梁上下缘条、右外翼后缘条、方 向舵 

上下支座周围蒙皮、前缘中下部蒙皮等。有的腐 

蚀最大面积达6 000 ml'n ，最大腐蚀深度达5 mm。 

有12例穿透性腐蚀。 

某型机发动机螺旋桨腐蚀也十分严重。其中 

有3台是由于腐蚀而提前返厂修理的。 

2．1 分布部位 

据对 ×号飞机腐蚀普查统计 ，发现了 182处 

腐蚀部位(表 5)，不得不停飞进行腐蚀抢修，多 

个零件在现场进行了更换或抢修。 

表 5 ×型 ×号飞机腐蚀统计表 

2．2 主要腐蚀材料——铝合金型材 

铝合金是一种飞机主体材料，在飞机构件中 

使用比较多的铝合金材料是 LY12CZ，A1一zn— 

Mn—Cu耐蚀合金，LC4，LC9，LD5，LD10等。 

用高强度铝合金型材制造的主要承力件，包括翼 

梁缘条、腹板、对接型材、油箱舱桁条、中央翼 

和外翼长桁等，用这种材料制造的此类构件腐蚀 

最为严重，且外场维修时不易拆换，所以它的腐 

蚀损伤机理是研究的重点。据外场腐蚀普查统 

计 ，海军某型机铝合金材料结构的主要腐蚀部位 

有蒙皮、桁条、前梁、后梁、缘条等。 

3 产生腐蚀的原因 

飞机结构腐蚀的发生有较大的随机性：(1) 

使用 年限最久 的飞机，不一定结构腐 蚀严重； 

(2)在同一架飞机上，有些构件很少腐蚀而有些 

构件很易腐蚀；(3)在同一构件上，有的部位已 

腐蚀穿透，而有些部位尚未发生腐蚀。结构腐蚀 

的随机性反映了结构腐蚀的复杂性，从而也反映 

出腐蚀的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 

3．1 长期的局部积水和湿热环境是造成飞机结构 

腐蚀最普遍、最直接的原因 

飞机所处的腐蚀环境包括 3个层次：总体腐 

蚀环境、局部腐蚀环境和具体腐蚀环境。三者之 

间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别。调研表明，小环境往 

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积水主要包括雨水(或雪、雾、霜、露)和飞 

机内部形成的冷凝水等。容易积水的部位是：开 

口朝上的槽底(如中央翼下对接型材槽底，中央 

翼 I梁下缘条的槽底等)；密封舱 口框下部低凹 

处；油箱舱底 ；各种狭缝和死角部位；软油箱顶 

下凹处等。 

3．2 先天不足。未按防腐要求设计 

机群的固有可靠性、耐久性是设计制造过程 

中形成 的。由于历史的原因，5O年代设计的飞 

机，当时没有好的防腐设计措施： 

在选材方面，当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 

在表面保护方面，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阳极化 

加涂漆 ，采用干装配 ； 

在结构细节设计方面漏洞较多，机身上部蒙 

皮对缝和口盖有较大间隙，又无适当的填充剂或 

密封剂，因此很容易进水。 

另一方面，易积水的结构死角较多，泄水途 

径又不畅。在某种意义上讲，下排比上堵更显重 

要(因为冷凝水是不可避免的)。在最易积水的部 

位没有开漏水孑L(放水螺栓)或漏水孑L过小。 

3．3 防腐工艺落后。防护涂层质量不佳 

工艺质量是飞机结构耐腐蚀性水平的根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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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每架飞机都有自己特定的耐腐蚀性，这是实 

际的制造加工工艺过程所赋予的。 

实践表明，制造加工有以下几点对防腐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1)异金属接触界是否有防腐隔离层。如中 

央翼大梁下缘条槽底的铆钉和孔壁之间、桁条上 

的自攻螺钉等处由于没有防腐隔离层，因此腐蚀 

严重。 

(2)防腐涂层质量。如阳极化膜太薄(<5 uIn)， 

漆层不均匀(甚至漏涂漆)，漆层粘附力弱等。由 

于 目前涂层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薄的涂层，很 

难避免产生微小的孔隙，加之飞机飞行过程伴随 

着急剧的温度变化 ，以及由空气动力引起的机械 

振动，使得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力下降．微小的孔 

隙(或缺陷)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涂层的局部鼓疱 

与脱落。粘附在最外层的水膜就能穿透孔隙 与钝 

化膜接触，水膜 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活性阴离子 

cI一，且水膜呈酸性，钝化膜原来动态的溶解和 

修复(再钝化)平衡遭到了破坏，引起铝合金材料 

腐蚀的发生。 

3．4 铝合金型材热处理制度对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特别是具有复杂几何形状的中型飞机翼梁型 

材等，淬火时不仅冷却速度较慢(很难保证转移 

时间小于15 s)，而且冷却速度不均匀；不同截面 

上固溶体的分解通常都要切削掉很大深度的金属 

(尤其是槽底，有时切削散热不佳)，结果使剥蚀 

很敏感的内部金属层暴露在表面上，很容易产生 

剥蚀。有关资料表明，同样两根中央翼大梁下缘 

条，盯 几乎相同，但 晶粒尺寸、再结 晶程 度、 

CuA1：相分布有差别， 相差竟达 82 MPa，剥蚀 

敏感性也有显著差异。 

各种铝合金型材由于组织结构、化学成分等 

因素影响，有着不同的腐蚀敏感倾 向。型材一旦 

与特定的腐蚀介质接触，就能 自发地出现某种或 

多种腐蚀形态。 

A1一Mn系合金(如 LF21)，处于含 CI一离子 

的介质中，易产生点蚀。A1一Mg系合金(如 LP2) 

进行人工时效处理时会析出 相 (Mg Al，)，使其 

剥蚀敏感性增大，若在高温和应力的长期作用 

下，应力腐蚀的敏感性也随之增大。Al—Cu—M只 

系合金(如 LY12)，在含有 CI一离子的中性介质中 

就能产生点蚀，在一定的热处理条件和适当的腐 

蚀介质 中极易产生晶间腐蚀。挤压和轧制的材 

料 ，则有很高的剥蚀敏感性。Al—zn—Mg—Cu 

系合金(如 LC4)在海洋性大气和含 c 一离子的工 

业大气中易发生点蚀；在介质和拉应力共同作用 

下，锻件、厚的挤 件和其他厚截面的构件易发 

生沿晶型的应力腐蚀。这是因为铝合金沿晶界存 

在晶界沉淀物或紧靠晶界有一薄层富合金元素或 

贫合金元素区，从而晶界与晶粒基体存在很大的 

电位差，使晶界成为铝合盆应力腐蚀敏感的区 

域。 

3．5 型材厚度对剥蚀的影晌 

翼梁缘条的腐蚀是一个自腐蚀过程，自腐蚀 

电位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先正后负的过程，浸泡初 

期，自腐蚀电位随浸泡时间延长而正移，浸泡后 

期 自腐蚀电位随浸泡时间的延长而负移。试验件 

加速腐蚀初期 ，腐蚀主要是点蚀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点蚀孔是沿垂直于试验件表面向下方向发展 

的，因而腐蚀深受增加得很快，腐蚀速度较快。 

实验表明，在 EXCO溶液巾句日速腐蚀进行 3年以 

后，腐蚀形式主要是发展成 晶间磷 、剥蚀阶 

段。飞机铝合金翼梁缘条挤压或模银成形时，使 

得铝合金具有平行于表面的、高度定向的扁平晶 

粒结构．腐蚀不仅沿着垂直于试验件表面向下 的 

方向发展，而且还沿着晶界相平行于试验件表面 

的方向发展 ，因而腐蚀深度增加不快 ，腐蚀速率 

较试验件加速腐蚀初期慢。在晶间腐蚀和剥蚀不 

断向基体材料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表面金属不断 

地出现层状开裂翘起，与缘条基体分离，甚罕剥 

落。这就使试验件表面有 “新鲜”金属露出 同 

时也使腐蚀 质的扩展不受阻碍，试验件的腐 蚀 

始终处于活化状态．因而腐蚀深度发展的速 

本上保持不变，腐蚀的深度与加速腐蚀的日历年 

限呈线性关系变化。这就表明 LY12CZ铝合金型 

材的腐蚀模式经历了点蚀发展到晶间腐蚀，最终 

形成剥蚀的腐蚀过程，这种腐蚀失效模式与机场 

飞机翼梁缘条上检查到的腐蚀状况一致。 

在铝合金的几种腐蚀类型中，剥蚀是最冬的 

腐蚀类型，也是最严重的腐蚀类型，而且剥蚀是 

比较常见的腐蚀类型。在飞机外场翼梁缘条的胯 

蚀检查及试验件的加速腐蚀过程中发现，同样的 

使用环境及热处理工艺条件下 ，同一根翼梁型；f 

由于截面缘条的厚度不同，剥蚀程度有所差另 

翼梁缘条越厚 ，剥蚀程度就越轻，靠近机翼的仆 

翼端缘条由于厚度较小，缘条的剥蚀程度较为严 

重。机翼的中翼段属受载严重的疲劳危险部位， 

翼梁缘条 由于厚度较大。相对来说剥蚀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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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某型飞机的翼梁缘条型材很大，属变截面 

梁。翼梁缘条从机翼根部到翼尖处共跨越3 1个翼 

肋，整个机翼沿翼展方 向分为 3段(中翼 、中外 

翼、外翼)，翼梁缘条的截面厚度从 18 mm到 3 

mm不等。外场普查结果表 明，外翼容易产生剥 

蚀，这与以上分析是吻合的。铝合金材料在挤压 

或模锻成形的过程中，存在着变形的不均匀性， 

使型材在组织和性能上也有不均匀性，在型材的 

周边分布着一层粗大的再结晶晶粒。再结晶晶粒 

基本上是等轴晶粒，因此，它的晶界不会平行于 

表面，即使腐蚀产物堵塞于晶界上，由此引起的 

应力沿型材表面法线方向的分力也较小。所以再 

结晶层越厚时，腐蚀发展到高度定向组织中所需 

要的时间也越长。翼梁缘条的材料越厚再结晶层 

越厚，越不易产生剥蚀。相反，型材缘条的厚度越 

薄，晶粒的扁平程度越高，方向性也越强，在其他 

环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易出现剥蚀。据有关资料 

表明，飞机上铝合金型材的厚度在 6．5～3 rain之 

间最容易发生剥蚀。这就是飞机翼梁缘条在翼展 

方向上剥蚀程度不同的最主要原因。 

3．6 飞行强度对腐蚀的影响 

目前我军多数机种的年平均飞行强度(SUS) 

仅有 日历时间年的 1％ ～3％，有的甚至更低。地 

面停放时间相当长，腐蚀环境的长期作用，导致 

防腐涂层较快地失效。合理的使用反而使其寿命 

得到最佳的利用。可见，飞行强度过低是造成我 

国飞机服役寿命 日益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例 

如，某型飞机，按 1O年的飞行小时数算，其寿命 

平均为 500～800 h，而疲劳寿命给出的飞行小时 

首翻期为 1 000～1 800 h，显然其维修间隔主要 

是由日历时间决定。按 目前的年飞行强度推算， 

要达到疲劳寿命(以飞行小时记)指标，其服役寿 

命要求相当长，而实际上由于腐蚀损伤，达不到 

那么长的寿命。 

发达国家战斗机的日历寿命一般要求 2O年。 

美国战斗机的年飞行强度较高，所以日历寿命与 

飞行小时寿命相匹配，飞行小时寿命是控制其使 

用寿命的主要指标，也许这也正是从国外文献中 

很少使用 “calendric life”一词的原因。我国当前 

的防腐设计与防腐措施技术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 

家。以往我国飞机 由于服役时间短，结构腐蚀问 

题尚不突出；设计中对防腐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虽然能达到飞行小时和起落次数长寿命设计 

指标，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腐蚀环境的作用，造 

成疲劳寿命指标与日历寿命指标不相匹配。我国 

飞机达到 日历寿命时，耗掉疲劳寿命的40％ ～ 

60％。从空、海军飞机的使用情况看，相当数量 

飞机的服役年限已达到或接近日历寿命(或日历 

首翻期)设计指标，但实际飞机小时／起落次数均 

远低于其相应的寿命指标。目前，面临着如何发 

挥这些老龄飞机潜力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其进 

行全面系统的评估，科学地给出服役寿命。另 

外 ，我军各型飞机寿命的确定过程中基本未考虑 

腐蚀、环境与载荷的联合作用，故现有机种寿命 

通报中有一条明确的规定 ，“适用于非沿海、湿热 

地区”，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腐蚀环境下飞机 

寿命的确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没有科学 

的结论，即日历寿命有多长还是个未知数。所 

以，目前军机的 日历首翻期暂定，只是暂定的应 

急措施，明显缺乏科学依据。 

总之，由于我国航空设计、制造工艺水平比 

发达国家落后，服役飞机腐蚀状况严重，导致因 

腐蚀而停飞的事件不断发生，迫切要求加快飞机 

腐蚀防护的研究步伐，并把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 

现役维护及在研飞机的设计中去。 

笔者认为，腐蚀防护是涉及到冶金、材料、 

力学、电化学、环境科学、涂层工艺及质量等诸 

多学科的交叉，其复杂度是显而易见的。应抓住 

主要矛盾，对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列为研究重点， 

循序渐进，争取突破。 

4 结论 

(1)该机所在南亚热带半湿润环境，属大陆 

性气候，但由于机场就在海边，海洋性气候的影 

响较大，造成常年处于潮湿大气环境之中，加上 

雾和轻雾天数多，从而使金属表面存在较长时间 

的稳定水膜，导致金属结构易腐蚀 ； 

(2)机场周围大气污染较严重，二氧化硫、 

硫化氢、胺气以及降尘量较高，氯离子浓度高， 

这些腐蚀性极强的介质被金属表面吸附后，为腐 

蚀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3)海军飞机特别是在离海岸近的飞机，停 

放时间长又不能及时维护，腐蚀很严重； 

(4)飞机结构常用的铝合金型材厚度越小 ， 

结构越易发生剥蚀； 

(5)飞机结构表面防护体系质量 (如涂层质 

量)对腐蚀防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旦涂层 

过了有效期，应立即更换新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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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is paper analyzed the foree condition of measurement platform which supported by three—— 

point，considered the platform inertial force of rigid body as well as the force of friction between support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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