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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下飞机结构腐蚀疲劳研究现状 

张丹峰，谭晓明，陈跃良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青岛分院航空机械系，山东 青岛 266041) 

摘要 ：介绍 了海洋环境下飞机结构腐蚀及腐蚀疲劳的国内外研 究现状 ，重点阐述了服 役环境编谱技术、 

加速腐蚀试验研究、腐蚀防护体系有效性验证、腐蚀损伤评估及疲劳寿命预估技术等几个关键技术问题，并 

预测 了发展趋势。 

关键词：飞机结构 ；腐蚀疲劳；海洋环境 ；腐蚀 

中图分类号 ：V2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242(2009)02—0005—04 

Research Progress of Corrosion Fatigue of Aircraft Structure under Marine Environment 

ZHANG Dan-feng，TAN Xiao—ruing，CHEN Yue—liang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cademy Qingdao Branch，Qingdao 266041，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status of corrosion and corrosion fatigue research of aircraft structure under marine environment in 

domestic and abroad were presented．Several key techniques were discussed，including environment spectrum，the accelerated 

corrosion test and its relativity，validation of corrosion prevention coating，corrosion damage assessment，and fatigue life pre— 

diction．Their development trend was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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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环境条件服役的海军飞机不同于陆基飞 

机 ，海军飞机经常遭受盐分 、飞溅海水 、浪花以及持 

续的干／湿交替循环的侵蚀，除此之外还有其 自身的 

特殊使用环境，如舰载飞机绝大部分时间停放在海 

浪飞溅的甲板上 ，水花变化成飞沫或薄雾冷凝在飞 

机结构表面上 ，以致达到滴落海水的程度。此外 ，还 

会受到舰艇燃烧的废气和舰载飞机在起飞、着舰过 

程中排出尾气的腐蚀，废气和尾气中的硫、氮氧化物 

与海洋盐雾组合成的 pH值为 2．4～4．0的高酸潮 

湿层 ，在飞机结构表面形成酸性液膜口 ]，其服役环 

境相当恶劣，从而使得海洋环境条件飞机结构的腐 

蚀和腐蚀疲劳问题十分广泛而严重 。 

腐蚀和腐蚀疲劳能加速裂纹扩展、降低材料的 

断裂韧性 、减小临界裂纹尺寸 ，使得结构裂纹形成寿 

命和裂纹扩展寿命 大大缩短 ，导致 飞机结构使用寿 

命显著降低 ]。经济方面，腐蚀明显增加了飞机 

的维护费用，2004年 ，据美 国海军相关研究机构统 

计，当年用于海军飞机腐蚀维护的费用为 20~30亿 

美元，占海军飞机总维护费用的 1／3f8 ；维修性方 

面，腐蚀显著降低了飞机的战备完好性、增加了每飞 

行小时的腐 蚀维修 工时，例 如 1983年美 国 EA一6B 

“徘徊者”舰载电子战飞机每飞行小时只需要 1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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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到 1997年 由于飞机腐蚀越来越严重 ，每飞行 

小时需要腐蚀维修达到 8．7个工时lg ；从安全性方 

面考虑，腐蚀还严重影响着飞机使用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例如，由于 F一14“雄猫”舰载歼击机 的前起落 

架减震支柱外筒发生腐蚀 ，导致机毁人亡 的灾难性 

事故的发生 ，美国海军暂停了其 156架该型飞机的 

所有飞行任务 j。 

1 海洋环境下飞机结构腐蚀及腐蚀疲 

劳研究现状 

由于海洋环境下飞机的腐蚀及腐蚀疲劳问题的 

严重性，一直受到各 国的高度重视 ，也是航空界研究 

的热点难点问题之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瑞典宇 

航院(FFA)、美国海军等对飞机结构的腐蚀及腐蚀 

疲劳先后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从设计开始就把环境 

腐蚀损伤及腐蚀对结构完整性和损伤容限的影响充 

分考虑进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装备舰载飞 

机已达数十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相关的腐蚀 

控制技术研究 ，制定了相对成熟的腐蚀防护与控制 

相关标准、规范和维修手册。 

随着服役时间的增长 ，在载荷和环境联合作用 

下军用飞机结构迟早会 出现腐蚀和疲劳损伤 ，导致 

疲劳性能不可避免地发生退化 ，直至到寿退役或者 

破损失效，因环境腐蚀和腐蚀疲劳损伤引起飞机结 

构性能退化导致灾难事故发生的案例很多 1 ]，也 

引起了研究学者的重视，开展了许多相关研究。文 

献[-13]经大量腐蚀试验，对腐蚀深度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 ，最大蚀孔深度服从三参数极值分布。加拿大 

的Medved等人口 对 7475铝合金缺口试件进行实 

验室条件下的加速腐蚀试验和 自然条件下的暴露试 

验，然后对试件进行疲劳试验，经研究发现腐蚀试件 

的疲劳寿命相 比未腐蚀试件下降了大约 40 ～ 

50 ，并建立了腐蚀损伤尺寸分布规律与疲劳寿命的 

对应关系。美国波音公司研究人员Cl s?分析了孔蚀对 

7075一T6铝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可以用 

平均腐蚀深度预估疲劳寿命。Bellinger和 Liao等 

人[1 ” 将腐蚀损伤考虑成为等效初始缺陷尺寸 

(EIFS)，基于断裂力学讨论了腐蚀对搭接件剩余寿命 

的影响。而文献[-18]研究了 2024一T3铝合金的腐蚀 

损伤形态，并对形态参数进行了量化研究。 

为了把握海洋环境下飞机结构主体材料失效模 

式、机理以及防护体系的抗腐蚀性能，美国海军飞机 

研究 中心的 E．Tankins和 E．Lee等人[1 分别在 

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和波斯湾等海域服役的4艘 

航空母舰 甲板上进行 了铝合金 (7075一T6和 2024一 

T3)、铝锂合金(2090、8090、1420)、复合材料和腐蚀 

防护涂层的暴露腐蚀试验 ，获得了舰载机主体结构 

材料的腐蚀类型、腐蚀损伤特征，验证了防腐体系的 

有效性，并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1)海域不同，相同材料试件的腐蚀情况差别较 

大； 

2)铝锂合金在腐蚀的初期阶段首先主要发生 

孔蚀、继而发生轻微的剥蚀 ； 

3)7075一T6铝合金板材暴露 30天后发生轻微 

剥蚀 ，暴露 5年发生严重剥蚀 ； 

4)在实验室采用的加速腐蚀试验能较好地再 

现甲板暴露试验的腐蚀损伤； 

5)实践证明航空母舰 甲板暴露试验是一种研 

究和评估舰载飞机结构材料 、涂层抗腐蚀性能的实 

时试验方法 。 

在国内，自“八 ·五”以来 ，研究者们在飞机结构 

腐蚀及腐蚀疲劳机理研究、相关试验研究、结构失效 

分析、工程应用等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腐蚀以 

及腐蚀疲劳寿命评定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取得了较大进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文铤和李荻等人开展了 

腐蚀条件下飞机结构耐久性分析方法 、寿命监控技 

术以及腐蚀防护涂层的使用寿命研究，进行了金属 

材料的腐蚀动力学规律研究，初步确定了腐蚀损伤 

等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王忠波口 等人为评估 

地面停放预腐蚀对飞机结构疲劳寿命 的影响，采用 

二元线性 回归方法建立了一种新的预腐蚀疲劳曲线 

幂函数表达式，目前该曲线已成功用于飞机结构腐 

蚀条件下的疲劳寿命估算。黄桂桥 对 1O多种 

铝合金材料在青岛海域分别进行了潮汐区、全浸区 

和飞溅区的 16年的暴露试验，总结了它们在海洋环 

境条件下的腐蚀行为和规律。 

2 关键技术问题 

研究海洋环境下飞机结构腐蚀及腐蚀疲劳问 

题，涉及 的关键技术主要有环境谱编制技术、加速腐 

蚀试验技术、防腐涂层有效性验证、腐蚀疲劳寿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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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技术、剩余寿命评估技术、腐蚀损伤形态的描述及 

发展规律、腐蚀损伤预估及检测技术等等。 

2．1 服役环境编谱技术 

飞机服役环境谱包括地面(机场)环境谱和空中 

环境谱 。 

沿海机场相对于内陆机场的环境特点是受海洋 

气候影响强烈 ，雾季长 ，温度 、湿度变化大 ，高盐雾 ， 

工业污染严重。影响飞机结构腐蚀的主要因素包括 

气候环境因素(温度、相对湿度、雾和凝露、降水)和 

化学环境因素(工业废气、盐雾及酸雨等侵蚀性介 

质)。地面环境谱是根据机场环境的腐 蚀性 质及对 

飞机结构的腐蚀性以及机载设备的“三防”要求而编 

制的，其原则是：气候环境数据应选择海军多个典型 

机场的气象数据(通常每个机场连续取 10年的记 

录)；化学环境数据经机场实测和驻地环保部门提供 

的资料统计分析得到；通过每个机场 的各种风 向比 

例 ，修正工业废气污染对停放环境基本参数的影响 。 

空中使用环境谱 的编制是采用 以空测为主 ，以 

分析计算研究为辅的技术路线。采用空测的方式监 

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同高度空中气态污染物(包 

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大气颗粒物(包括不同粒 

径颗粒物谱分布和各种粒径的滤膜样品及其化学成 

分)的浓度分布 ，同时进行地面监测点的 同步监测 ， 

掌握空气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和污染特征 。对大规模 

的空测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空中环境参数 的 

分布规律，编制空中环境谱。目前国内编制空中环 

境谱的不利条件是 由于空测费用高，空测数据量 

／j,c。 。 

2．2 加速腐蚀试验技术 

由于地 面停 放时间 以年计 ，最长可 达 30年 以 

上，因此 ，必须采用试验 室加速腐蚀方法 ，用较短 

的时间达到与地面停放若干年相同的腐蚀效果。这 

就要求编制加速腐蚀试验环境谱，具体要求如下。 

1)首先必须能再现实 际结构关键 部位在地 面 

停放环境下产生的腐蚀损伤形式。对疲劳危险部位 

加速试验环境谱而言，要强调危险部位局部腐蚀损 

伤的一致性，以实现疲劳强度 (寿命)相当的准 

则㈨ 。 

2)必须遵循腐蚀损伤相等的原则。 

3)确定腐蚀时间与外场停放时间的加速当量 

关系 ：相同可靠度条件下腐蚀深度相等对应 的外场 

停放时间和实验室加速腐蚀时间的比值。 

可以看出，该当量关系为一个确定量，与腐蚀深 

度和可靠度无关，这样就使问题变得易于工程应用。 

加速腐蚀当量关系是试验室试验与服役过程之间架 

设的一座“桥梁”，是 目前 国内外学者关 注的一个技 

术难题 。当量关系的确定需具备两个条件 ：一方面 

必须获得大量的加速模拟试验数据及典型服役地区 

飞机结构腐蚀损伤等方面的测试数据与统计结果 ； 

另一方面需要选择合理的准则，经理论推导，建立数 

学模型 。 

2．3 腐蚀防护体系有效性验证技术 

腐蚀防护体系对防止环境对飞机结构的腐蚀十 

分重要，但防腐涂层对金属基体所起的作用、抗腐蚀 

性能、失效形式及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随着 日历 

年限的增加 ，由于湿热 、盐雾 、低温疲 劳载荷、热 冲 

击、紫外线等因素的作用，涂层本身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将不断变坏 ，老化失效，对金属基体的防腐功能不 

断下降。因此，对飞机腐蚀防护体系进行有效性验 

证，对保证飞机的正常使用，确定涂层的使用寿命， 

制定合理的涂层维修或重新喷涂周期，进而保证基 

体结构达到或延长 日历使用寿命设计指标十分重 

要；也是评估不 同涂层或工艺 的优劣和不同服役环 

境对涂层腐蚀作用 的严重程度所不可缺少 的。 

在理论方面 ，通过飞机结构涂层加速试验 ，应用 

模糊理论可综合评定涂层腐蚀损伤，从而可定量描 

述涂层腐蚀损伤发展规律 ；在工程应用方面，采 

用先进的电化学分析设备(如高精度电化学工作站 

PARSTAT2273)，通过阻抗的变化来量化腐蚀防护 

体系的有效性 。 

2．4 腐蚀损伤评估及疲劳寿命预估技术 

疲劳寿命可以分为裂纹形成寿命和裂纹扩展寿 

命。在目前的疲劳寿命分析中，对于裂纹形成寿命 

的预测，通常采用疲劳累积损伤理论，而对于裂纹扩 

展寿命的预测，通常采用断裂力学理论。由于这两 

种理论所定义的损伤参量不同，导致了它们给出的 

寿命不能很好地衔接，不便于飞机结构的使用寿命 

分析，而全寿命评估方法l_2 (Holistic Life Assess— 

ment Methods，HLAM)正好能解决这一难题。 

该方法描述了飞机结构从腐蚀损伤形成一短裂 



· 8 · 装 备 环 境 工 程 2009年O4月 

纹扩展一长裂纹扩展至结构最后失效 的全过程 ，所 

以也可称作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寿命评估方法 。 

目前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有 ：腐蚀损伤量化描述 ；腐 
蚀到短裂纹的临界值如何确定 ；短裂纹如何界定 ；短 [。] 

裂纹扩展机理如何 。 

3 结语 

海洋环境条件下 飞机结构腐蚀 、腐蚀疲 劳失效 

过程与结构所受的载荷 、飞行强度、服役环境 、材料 

特性、加工工艺 、人为因素等多种 因素有关 ，各种 因 

素联合作用 ，失效机理相当复杂 ，到 目前为止没有完 

全搞清楚。对服役环境谱编制技术 、加速腐蚀试验 

技术及当量关系、防腐涂层有效性验证 、腐蚀损伤评 

估及疲劳寿命预估技术等关键技术进行充分研究 ， 

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工程实践 ，将有助于解决海洋 

环境条件下飞机结构面临的腐蚀及腐蚀疲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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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起作用 ，这就需要确定谁是首要 的。在这里 ，因为 

需要使 用 NI的 I abVIEW 控制仪器，所 以 NI—VI— 

SA设为首要的 VISA。 

然后，要使 NI的软件识别 Aglient的硬件 ，需 

要在 NI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Explorer 

(NI MAX)里进行设置。打开 MAX选择 Tools> 

NI—VISA > VISA Options，勾选 Passport for Tu— 

Iip，此模 块为 NI VISA 对 Aglient硬件 的支持 模 

块。选择保存设置，退出 MAX即可 。 

利用该静 电放 电模拟器 校验 系统测得 的 +4 

kV 电流波形数据经 Origin处理如图 3所示。 

图 3 +4 kV静电放 电电流波形 

Fig．3 Waveform of+ 4 kV ESD current 

6 结语 

介绍了采用 LabVIEW 平台开发基于 GPIB总 

线的虚拟仪器的硬件及软件要求 。结合静电放电模 

拟器校验系统开发实例，介绍了使用仪器驱动程序 

进行 GPIB仪器控制的全过程。实验证明该校验系 

统能很好地完成静电放电电流波形的实时采集测 

量 ，并将测试结果存盘以供后续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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