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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腐蚀与使用寿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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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已在外场使用停放24年的某飞机机翼的有限元分析和全尺寸疲劳试验。得出腐 

蚀和腐蚀疲劳对该飞机结构使用寿命的影响及该机疲劳承载能力，定量分析了腐蚀环境对飞机 

结构及使用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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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某型飞机定寿研究的主要依据“全机疲劳试验”是 

在没有考虑外场使用环境影响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对 

北方内地环境中使用的飞机是适用的，但对处在湿热、 

海洋大气环境下沿海使用的飞机却显不足，因为沿海 

飞机机体材料会受到腐蚀环境的侵蚀，从而影响飞机 

结构的完整性和使用寿命。因此，研究腐蚀环境对沿 

海飞机结构寿命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本项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已使用24年(飞行 

700余小时、1246起落)的某型飞机机翼的疲劳试验， 

得出腐蚀和腐蚀疲劳对该飞机结构使用寿命的影响及 

该机疲劳承载能力，为确定腐蚀环境对飞机结构寿命 

的影响提供试验依据。由于机翼是该型飞机疲劳关键 

部件，环境对该机机翼结构的腐蚀也比较严重。因此， 

以此机为研究对象有利于获取可靠的试验数据，用它 

来验证腐蚀环境对飞机结构寿命的影响是合适的。 

1技术途径 

该型飞机定寿工作是以原型、I型、II型飞机使用 

寿命的研究和确定为重点开展的。该项工作开始于 

1978年，从外场使用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人手，编制以 

统计实测为主的疲劳载荷谱，模拟了飞机的真实使用 

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包括全机疲劳试验、尾翼 

和后机身疲劳试验、关键件疲劳试验、操纵系统耐磨 

试验以及起落架、舱盖、座舱充压等项疲劳试验。进 

行了整体有限元分析、关键部位细节应力分析及应力 

谱计算、寿命估算、损伤容限／耐久性评估等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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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过 l4年的研究，给出了原型，I型飞机的机 

体使用寿命指标，并确定了该飞机疲劳关键部位为机 

翼主梁下凸缘第二螺栓孑L。 

本项研究就是利用飞机定寿成果，结合腐蚀和腐 

蚀疲劳的特点，用 II型飞机的疲劳载荷谱，通过机翼 

整体有限元分析，对比机翼固支在承力墙上与弹性支 

持在机身上的差异，制订合理的单独机翼疲劳试验的 

方案，对已使用 24年、飞行 700余小时、1246起落 

的飞机机翼进行疲劳试验，研究腐蚀和日历年限对机 

翼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腐蚀和腐蚀疲劳对飞机使用 

寿命的影响数据以及受腐蚀结构的疲劳承载能力。 

2主要研究内容 

2．1疲劳试验载荷谱 

使用II型飞机疲劳载荷谱进行疲劳试验。该谱是 

根据在 5个部队、2个场站随部队训练飞行实测的三 

参数 (V、g、H)和多参数数据编制而成的。依据“飞 

行训练大纲”，按飞行类型、动作、外挂、损伤相近的 

原则，将大纲中几十种飞行练习代号，合并为起落航 

线、特技、编队、攻截击、空战等十余种典型任务， 

代表飞机实际承担的飞行任务；根据实测数据，按确 

定的十余种典型任务，用雨流计数法进行数据处理⋯， 

首先获得这十余种典型任务的变均值、变幅值的罩心 

过载谱，按主成份法，归纳为 l0种载荷情况，再由测 

压吹风结果，给出相应的压力分布。冈此载荷谱描述 

了飞机使用的载荷时间历程，具有典型性，能代表飞 

机的使用情况。这一点在II型飞机定寿工作r11已得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24 海 军 航 空 工 程 学 院 学 报 2005年 第6期 

验证，冈此可以用于本课题的研究。 

2．2试件情况和机翼疲劳关键部位的确定 

(1)试验件为飞机右机翼。从外观目视检企看， 

机翼蒙皮漆层脱落并有雪花状的腐蚀点，暴露在外表 

面的沉头螺钉头锈蚀；下蒙皮在前梁接头处有一个较 

大的腐蚀点，长约 80mm、宽 20mm，腐蚀层脱落； 

副翼上翼面蒙皮漆层脱落并有雪花状的腐蚀点，副翼 

梢部接头的上端严重腐蚀，形成了一个底边为 130mm 

高为40mm的 角形缺口，副翼巾部接头和根部接头 

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襟翼下翼面蒙皮漆层脱落并有 

密集的腐蚀点，襟翼舱 l、2号滑轨和襟翼悬挂接头有 

不同程度的腐蚀。从特种检查看，采用磁粉一橡胶铸 

型法对机翼主梁下缘条航前 2、3、4孑L进行了检企未 

发现疲劳裂纹；经磁力探伤、着色探伤检查，翼身对 

合交点未发现疲劳裂纹。另外先充水后对机翼整体油 

箱充压检查，当压力加到0．01MPa时 l 油箱上翼面口 

盖漏水。 

(2)机翼疲劳关键部位确定 

1)以往定寿工作的结论和原全尺寸疲劳试验的结 

果表明，机翼主梁根部下凸缘 2～7螺栓孑L是这一歼击 

机系列飞机疲劳关键部位，另外机翼后油箱隔板下耳 

片也是疲劳薄弱部位。 

2)根据环境因素的影响，有的部位由于长期处于 

腐蚀环境巾，在载荷和腐蚀双重作用下，会出现腐蚀 

疲劳从而导致结构失效，冈此位于机翼主起落架舱的 

前梁、部分长桁、机翼蒙皮、油箱壁板、襟翼和副翼 

支臂等受腐蚀的主要承力件是腐蚀疲劳研究的关键 

件。 

3)极易腐蚀的镁锅合金零件也应列入研究对象。 

2．3机翼整体有限元分析及框弹影响 

(1)利用MSCkPATRAN作前后置处理平台，结 

合薄壁结构的受力特点，将机翼结构离散成十1-．、板、 

梁单元。一般情况下，机翼梁的缘条和主要受力长桁 

用梁单元模拟，机翼肋缘条、普通长桁和壁板筋条用 

杆单元模拟，梁、肋的腹板用受剪板模拟，机翼蒙皮 

和壁板用壳单元模拟。在机翼根部翼身对合交点处用 

框~04T-模拟机身对 机翼的弹性支持，在翼而上施加飞 

机疲劳载荷谱的 10种分布载荷，用同际通用的结构分 

析程序 MSC＼NASTRAN进行机翼lO种疲劳载荷 【况 

的整体虚力分析，为疲劳薄弱部位的确立提供依据。 

(2)采用单独机翼的疲劳试验，机翼要『苦1定在承 

力墙上试验，这-币l1 机真实使用时弹性支持在机身上 

有葬刖，r太1此要对机翼机身对合交点不同支持情况的 

载荷分配比例进行研究，分析机身框弹对交点载荷分 

配的影响。 

利用机翼整体有限元模型，对比计算机翼同定在 

承力墙上和弹性地支持在机身上翼身对合交点支反 

力，获得机翼主要构件，特别是机翼主梁根部各接头 

附近的关键部位在两种支持情况下的应力分布，为制 

定有效方案，减小机翼同支对试验的影响提供依据。 

具体方法是： 

1)飞机机翼弹性地支持在机身上，其三个主要承 

力接头的组合柔度分别包含机身框的弹性以及机身耳 

片、机翼耳片、连接螺栓的弹性。 

2)不考虑机身框的弹性，只考虑机身耳片、机翼 

耳片、连接螺栓的弹性，在整体分析中就能模拟机翼 

支持在承力墙上试验的状态。按此对接头组合柔度进 

行修正，将框弹剔除后得到新的组合柔度。 

3)定性分析：机翼同定在承力墙上，三个接头的 

刚度都有所增大。l6框刚度增加，在其余接头刚度不 

变的前提下，将增大 l6框交点的传递载荷，减少 22 

框交点的传递载荷；25框刚度增加，在其余接头刚度 

不变的前提下，将增大 25框交点的传递载荷，减少 

22框交点的传递载荷；相反，22框刚度增加，在其余 

接头刚度不变的前提下，N．N大 22框交点的传递载 

荷，减少 l6框和 25框交点的传递载荷；如果三个交 

点的刚度都不同程度增大，则交点之间的载荷分配将 

是相互关联的。 

4)建立机翼有限元模型，分别用带框弹和不带框 

弹的接头组合刚度模拟机翼的不同支持状态，在相同 

载荷情况下 (飞机疲劳载荷谱的 l0种载荷工况)，综 

合考虑组合刚度变化对交点载荷分配比例和机翼主承 

力结构应力的影响。 

根据机翼整体分析结果，将机翼同定在承力墙上 

试验，将使主梁接头载荷略有加重，前梁和 70隔板接 

头载荷减轻。但对疲劳关键部位机翼主梁根部缘条的 

应力分布影响随距交点的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主梁缘 

条第二螺栓孔处的应力略有加重，在工程误差范同内 

承力墙上的试验能反映机翼结构的疲劳晴况，并可用 

类比法分析危险部位的应力谱加重后对疲劳试验结果 

的影响 

2．4机翼疲劳试验 (与原全机疲劳试验结果对比 ) 

根据试验前的检企情况，为了试验正常加载，对 

试验件进行必要的修补。试验采用机翼倒装，用夹具 

同定在承力墙上的方式进行，便于机翼下翼面及机翼 

大梁的裂纹检测。为了和原全机疲劳试验结果对比， 

机翼的加载分区和各区加载点布拦与原来⋯样。机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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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安装 9个加载通道，其中，8个主动通道是机翼 

上翼面6个加载点，副翼上翼面 1个加载点，副翼下 

翼面 1个加载点；1个被动通道是机翼下翼面 1个结 

构扣重点。试验载荷误差值小于±l％。 

飞机机翼结构疲劳试验，试验加载过程平稳，无 

异常现象，累积完成XXX飞行小时的疲劳试验之后停 

止试验。整个试验的检查情况如下： 

(1)完成×××飞行／Du,-j疲劳试验后，对机翼主梁 

下缘条航前第 2孑L、第 3孑L、第 4孔进行了磁粉一橡 

胶铸型法检查，其中第3孔、第 4孔未发现疲劳裂纹， 

第 2孔发现有 3条疲劳裂纹 ，其长度分别为 

Ll=1．269mm，L2=O．85mm，L3=0．578mm，3个螺栓未 

发现疲劳裂纹。 

(2)完成×××飞行小时疲劳试验后，对机翼主梁 

下缘条航前第 2孔、第3孔、第4孔进行了磁粉一橡 

胶铸型法检查，第 4孔未发现疲劳裂纹，第 3孔发现 

有2条疲劳裂纹，分别长0．1lmm和0．07mm；第2孔 

原有的 3条疲劳裂纹Ll扩展至 2．7mm，L2和 Ll部分 

裂纹合并后剩余部分约为 0．3mm，L1=0．58mm；3个 

螺栓未发现疲劳裂纹。 

(3)同时对机翼主粱下缘条航后第 2孔进行了 

磁粉一橡胶铸型法检查，其航前、航后方向各有一条 

疲劳裂纹沿厚度方向已裂穿，裂纹长度>3mm。 

鉴于航后第 2孑L的航前、航后方向的2条疲劳裂 

纹均已裂穿，裂纹长度已达到临界裂纹，说明航后第 

2孔的边距已裂穿，裂纹已向厚凸缘扩展，应进行剩 

余强度试验，从而结束了这次疲劳试验。 

本次试验和原全机疲劳试验暴露出的疲劳薄弱部 

位一致。原全机疲劳试验完成XXX飞行小时后，在左 

机翼主梁下缘条航后第 2孔发现疲劳裂纹，疲劳裂纹 

长度 0．32mm；试验 至X'XX飞行小时 ，裂纹扩展到 

0．8mm，进行了铰孔修理；右机翼主梁航前第 2孔在 

完成5550飞行／bt,-t试验后，裂纹长度为0．3mm，试验 

至7800飞行／bt,-t后，航前第 6孔发现角裂纹为 lmm， 

进行了铰孑L修理。本次试验在完成×××飞行小时后， 

在机翼主梁下缘条航前第2孑L发现疲劳裂纹，最长的 

疲劳裂纹长度 1．269mm，启裂较早；裂纹从 1．269mm 

扩展至2．7mm，对应试验时间是 2400飞行小时到 2700 

飞行小时，裂纹扩展较快，说明机体结构冈严重腐蚀， 

疲劳寿命有所下降 

2．5机翼剩余强度试验 

完成疲劳试验后，按要求须进行饥翼的剩余强度 

试验。剩余强度试验属静力试验，用以检验禽裂纹容 

限的疲劳天键部位承受损伤容限载荷的能力，以确保 

结构使用的安全。 

试验载荷根据 GJB776．89《军用飞机损伤容限要 

求》I2 巾的有关规定，以超越频数谱为基础外推得到。 

南于机翼主梁属场站级可检结构，按规定在 20倍检查 

间隔出现一次的载荷作为损伤容限载荷。场站级可检 

结构的检查间隔为 1／4寿命期，这样，5倍寿命期出现 
一 次的载荷就是损伤容限载荷，计算后得到损伤容限 

载荷为 7．5g。损伤容限载荷最大不超过 1．2倍使用载 

荷，即8．4g。 

本次试验按疲劳试验载荷谱巾的主状态，以不大 

于 l0％的载荷增量逐级协调加载至7．5g，并保持 3s； 

然后以不大于5％的载荷增量逐级协渊加载至 8．4g，并 

保持 3s。最后逐级卸载。 

飞机机翼结构剩余强度试验，试验加载过程平稳， 

试验件正常，无异常响声。试验完成之后，对试件进 

行目视检查未发现永久变形。经剩余强度试验后，机 

翼主梁下缘条航前第2号 6螺栓孔孔壁长2．7mm的疲 

劳裂纹 (XX~飞行小时疲劳试验形成的)扩展为 3mm。 

2．6机翼拆毁检查 

剩余强度试验后，应对机翼试验巾不可检的结构 

拆毁进行零部件损伤检查，以便评估飞机的疲劳特性 

和耐久性／j员伤容限特性以及内部结构的腐蚀状况。将 

试验机翼逐项分解检查，结构主要部位检查结果如下： 

(1)机翼主梁目视可见表面锈蚀，航后第 2孔 

下缘条已裂穿。经磁力探伤机翼主梁接头耳片未发现 

裂纹。 

(2)机翼前梁目视可见 l5处腐蚀，最大尺寸 

30mmx3Omm。经着色探伤机翼前梁接头耳片未发现 

裂纹。 

(3)襟翼悬挂接头及内部桁条腐蚀严重。 

(4)在拆毁检查巾发现有 6处蒙皮铆钉松动的 

情况。 

(5)下翼面起落架舱的 角形蒙皮上的桁条缺 

口处发现一条长8mm的裂纹。 

(6)l 油箱壁板有 4l处腐蚀 ，最大尺寸 

80mmx35mm (已穿孔 )，且大多处在铆钉孔边；2 

油箱壁板靠近主梁有 3处腐蚀。 

2．7机翼固支对机翼疲劳试验寿命的影响 

框弹对机翼结构受力影响分析表明：机翼同定在 

承力墙上试验．使飞机机翼疲劳关键部位机翼主梁根 

部下缘条第二螺栓孔处的应力比机翼弹性支持在机身 

框上增加 4％ 应力的增加会对机翼的疲劳试验结果产 

生影响——使卞次试验的结果比弹性支持情况严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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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影响可根据类比法进行类比分析，用分析得到的 

两种支持情况应力的差值来修正本次试验的结果。 

根据疲劳寿命的类比估算原理【3l，同一部件相同 

部位不同应力水平之间的疲劳寿命应满足： 

SIm．Nl=S2 ·N2， 

式中：s1、N。为机翼固支的主梁缘条应力和试验寿命； 

S2、N2为机翼弹性支持的主梁缘条应力和对应寿命； 

m为材料常数。 

材料常数m与循环比R和材料性能有关，钢材m 
一 般取 3～10，考虑机翼主梁结构形式和受载特点通 

常取 m=5。根据有限元分析 S。=1．04S2，因此由上式可 

得 

N2=1．o4 ·Nl。 

本次机翼固支试验寿命以及考虑框弹修正后，机 

翼的试验寿命应当根据计算公式相应得到。 

3研究结论 

根据机翼疲劳试验、剩余强度试验以及框弹影Ⅱ向 

修正结果，得到以下的研究结论： 

(1)外场已使用停放 24年、飞行 700余小时、 

1246起落的飞机完成了谱载下疲劳试验，并通过了 

8．4g的剩余强度试验，这表明飞机虽未经过大修，但 

仍然具有较高的疲劳强度，使结构能经历 2700飞行 

小时的疲劳试验。尤其是在主梁缘条第 2螺栓孔到达 

临界裂纹后，仍能承受 8．4g的剩余强度试验。 

(2)飞机在腐蚀介质侵蚀下长期停放，对机体 

结构特别是机翼蒙皮、整体油箱壁板、襟副翼支臂、 

主起落架舱构件腐蚀较为严重，是影响疲劳关键部位 

加速破坏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些部位在外场飞机 

的定检和大修中贯彻防腐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3)与原全机疲劳试验结果相比，经历24年使 

用停放的飞机机翼主梁由于受腐蚀环境的侵蚀，启裂 

较早，裂纹扩展较快。为确保飞行安全，腐蚀环境下 

飞机的使用寿命指标均应低于非腐蚀环境下飞机的 

使用寿命指标。 

(4)试验结果表明，日历期限对飞机的使用寿 

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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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n Aircraft Structure Corruption and Service Life 

Y【N Jian—xin ，SONG Zhj—tao 

(1．Aeronautical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Office of Navy in Chengdu； 

2．Technical Center ofCAC，Chengdu，Sichuan，610092) 

Abstract： By fatigue test，FEM analysis of a wing of art aircraft，which has served for 24 years in Navy，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or fatigue corruption on the aircraft structure service life Can be seen．Thus we can calculate the 

aircraft’S of fatigue load and even quantify the corruption effect．It will be useful tO research of aircraft service life． 

Key words： aircraft structure；corruption；service life；fatigue test；F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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