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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复合材料循环加速老化的研究 

纪朝辉，刘 阔，白 云，梁吉勇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市民用航空器适航与维修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300) 

摘 要 ：对飞机结构复合材料设计进行 了盐雾、紫外、湿热 3种加 速老化方式的循环加速老化试验 ．确立循环加速 

实验参数 (即加速谱)，对不同循环周期后的试样进行吸湿规律 分析 ，测试 了循 环老化后试件 的拉伸 力学性 

能，观察 了试样老化后 的宏观形貌 ，并通过 SEM 分析 了失效的形式。结果表 明，经过 5次循环试验试 样的 

吸湿量符合 Fick第二定律。随着加速老化循环的进行，试样的最大拉伸强度、断裂载荷逐渐下降，在初期 

迅速下降，到后期下降缓慢 ，趋于平稳，与吸湿量的增长呈反比。经过在紫外光照射，试样表面渐渐失去光 

泽 ，由白色变成深棕 色，树 脂发 生了光老化。试件 的失效形 式主要表现 为纤维和基体的脱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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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osite of aircraft structures under accelerated ageing conditions 

J／Zhao-hui，LIU Kuo，BAI Yun，LIANG Ji-yong 

(TianjinKeyLaboratory ofCivilAircraftAirworthiness andMaintenance，CAUC，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Three accelerated ageing conditions of salt spray，ultraviolet and hygrothermal are tested Oil the composite of 

aircraft structures．The cycle acceleration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are established．Th e hygroscopic law of 

different accelerated ageing cycles is analysised and the tensi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re studied．The fracture 

mode and fracture morphology are observ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groscopic capacity after 5 accelerated 

ageing cycles in accordance with Fick’S second law．With the accelerated aging cycle carrying on，the 

maximum tensile strength and the failure mode are gradually decreased．Th e descent rate is fast in the 

beginning and slow in the late stage and finally stabilized．Th ey are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moisture 

absorption．After the uhraviolet light irradiation the sample surface is gradually losing its luster．The colour is 

changed from white to dark brown and the resin is photoaging．The types of the fracture mainly include 

debonding between fiber and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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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已广泛应用于人 

们的Et常生活和工业领域。由于复合材料具有比强度 

高、比刚度高 ，耐腐蚀 、抗疲劳性能好、材料的可设计 

性好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目前， 

复合材料构件所占重量的百分比已成为飞机结构设 

计先进性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复合材料所应用的主 

要部件有：整流包皮、副冀、发动机罩、阻力板、扰流 

器、起落架舱门、水平和垂直尾翼 、方向舵和升降舵及 

其他主要及次要承力结构件等 。 

由于上述的广泛应用，复合材料结构的强度问题 

成为研究者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并且复合材料结 

构的损伤也受到广泛关注。飞机在服役过程中受到雨 

雪、紫外光照、盐雾 、湿热等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都 

能引起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失效老化。复合材料层合板 

的老化不仅对材料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直接影 

响飞机的安全性能。因此关注复合材料飞机结构件的 

老化意义重大。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复合材料的老化行为进 

行了大量研究，并对复合材料层合板分别进行盐雾、 

紫外和湿热实验，取得了一些成果。李晓骏、陈新文l 5l 

等人分别研究了复合材料在湿和热、氙气灯照射条件 

下力学性能的变化。张建明、陈跃良同等人在“氙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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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一加湿”循环试验条件下对材料表面状态和力学性 

能进行了研究。但以往这些相关研究，大多是几种典 

型老化实验分开进行，这样容易进行横向比较，得到 

对材料寿命产生最大影响的环境因素，和飞机服役时 

的复杂状况有所差异 ”。 

本文模拟民机在真实环境下的飞行状态，设计进 

行循环加速老化试验，确立循环加速实验参数(即加 

速谱)。即盐雾、紫外、湿热3种加速老化方式循环进 

行，更加接近现实中飞机结构件的服役情况。测试了 

循环老化后试件的拉伸力学性能，通过扫描电子显微 

镜(SEM)观察和分析了断裂的形式和断口的形貌。评 

价民机复合材料结构在循环加速老化环境下的耐久 

性，为飞机复合材料结构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依据，具 

有指导性作用。 

1 实验部分 

1．1 试验材料 

预浸布采用美国Cytec公司生产的 MXB 7701— 

1581一B3型的玻璃纤维预浸布，胶膜采用 3M公司生 

产的AF一163—2K(Knit carrier)型中温固化胶膜。使用 

上述预浸布和胶膜制备试样，试样尺寸为 250 miD_× 

15 mm×1 mm，共 4层。 

1．2 试验仪器及设备 

复合材料的老化作用，所采用的试验标准为 GB／ 

T16585—1996试验标准。采用光照冷凝循环交替作用， 

每次光照 4 h，冷凝 4 h，试验共进行 24 h。 

3)湿热试验：主要模拟空气中水分对复合材料的 

腐蚀作用，采用 ASTM D52—29／5229M具体标准的规 

定，设定实验温度为 7O℃、湿度为 85％以及试验时间 

为 24 h。 

1．4 吸湿率测试 

每一循环后测量试样的重量，通过测量质量的变 

化可以得到实验过程中试样的吸湿量。计算方法如式 

(1)所示 

= (( 一Wd)×100％)／Wd (1) 

其中： 为吸湿量(％)；W 为 t时刻试样的质量(g)； 

为原始试样的质量(g)。 

1．5 力学性能测试 

采用 INSTRON 5598型电子万能试验机 ，按照 

ASTM 3039标准对每一循环后的试样进行静力拉伸 

试验，拉伸速度为 2 mm／min。 

1．6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测试 

每一次循环老化后使用 LEO1530VP型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察拉伸试样的断面形貌。 

2 结果分析 

1)YWC一010盐雾腐蚀试验箱，温度误差范围 2．1 吸湿规律分析 

±0．5【℃： 

2)ZN—P紫外光老化实验箱，温度误差范围±0．5℃； 

3)GDJw一100湿热环境实验箱，温度误差范围±1℃； 

相对湿度最大误差范围为±2％； 

4)DHG一903 1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5)LEO1530vP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6)INSTRON 5598型电子万能试验机； 

7)SARTORIUS BSA223S电子天平，其精确测量 

至 1 mg。 

1．3 加速老化试验方法 

首先使用恒温干燥箱将试样干燥至恒重(即试样 

质量变化低于 2％)，然后对试样进行循环加速老化试 

验，共进行 5次加速老化循环。加速老化试验采用如 

下循环加速谱： 

1)中性盐雾试验：主要模拟海洋大气环境中盐雾 

和潮湿环境对复合材料 的老化作用 ，采用 GB／T 

10125—1997试验标准对涂层试样进行实验，每一循环 

进行 24 h。 

2)紫外光老化试验：主要模拟太阳光中紫外线对 

图 1为试样在经过 5次循环加速老化后的吸湿 

曲线。由图 1可以看出，试样的吸湿量在前 2个循环后 

呈现一个快速增长的状态，从第3次循环至第5次循 

环吸湿量增长比较缓慢，最终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这 

可能是由于在老化前期，试样经过干燥，树脂和纤维中 

的水份充分蒸发 ，处于干态。当试样进人加速老化试 

验后接触到水份，特别是湿热和盐雾实验，试样中的 

树脂和纤维迅速地吸收水份，同时试样中存在孔隙及 

循环周期 

图 1 试样吸湿曲线 

Fig．1 Moisture content cur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