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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腐蚀级别评定准则详析 

黄昌龙，万小朋 
(西北工业大学航 空学院，西安 710072) 

摘 要：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是确保老龄飞机持续适航性的基本结构维护方案。腐蚀评级是腐蚀防护与控制的核心。提 

出以“腐蚀原因”、“腐蚀类别”和“腐蚀程度”为判断依据的腐蚀评级准则，不仅大大提高了腐蚀评级效率，并且 已 

得到波音公司认 可及 中国民用航 空总局 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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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Analysis of Corrosion Level Evaluation 

Criterions for Aircraft Structure 

HUANG Chang-long，WAN Xiao-peng 

(School of Aeronautics，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 an 710072，China) 

Abstract：Corro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 are vital for the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of aging aircraft． The core 

is the corrosion level evaluation． The evaluating guideline in this paper，which based on the corrosion root 

(typical or not)，corrosion type(1ocal or widespread)and corrosion degree(allowable damage or not)，can not 

only greatly promote the corrosion level evaluation efficiency，but has also been approved by Boeing Company 

and C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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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阿洛哈航空公司一架老龄 B737飞 

机执行 243航班从 Hilo飞往 Honolulu(Hawaii)时，机 

身 43段上部结构被掀掉。检查发现该架飞机机身蒙皮 

纵向搭接带区域不仅存在严重腐蚀和分层，还有大量 

疲劳裂纹。老龄飞机腐蚀和疲劳裂纹损伤的相互耦合 

作用直接导致了该次飞行事故。 

“阿洛哈事件”引起了人们对老龄飞机安全问题的 

极大关注。各飞机型号许可证持有人、适航管理部门以 

及各航空公司，对飞机结构腐蚀防护与控制等老龄飞 

机的维护要求展开了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国民用航空 

总局于 2005年 8月 10日颁发了《航空器结构持续完 

整性大纲》(AC-121-65)，明确要求各航空公司制定有 

效的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防止结构腐蚀危及飞机持 

续适航性【 。 

根据腐蚀对飞机持续适航性的影响程度 ，结构腐 

蚀分为 1级、2级和 3级。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目的是 

通过定期检查和腐蚀防护等手段 ，将结构腐蚀控制在 

1级或者更好的水平，避免发生2级或者 3级腐蚀。能 

否将结构腐蚀控制在 1级或者更好的水平，是判断腐 

蚀防护与控制方案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2级结构腐 

蚀意味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无效，必须对腐蚀防护与 

控制项 目进行分析评估并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3级 

腐蚀属于“紧急适航关注”问题，需要对整个机队进行 

普查并采取纠正措施【 】。 

因此，结构腐蚀评级是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的核 

心问题。结构腐蚀评级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飞机持续 

适航性以及飞机结构维护的经济性。结构腐蚀评级的 

准确性决定于结构腐蚀评级准则。 

1 腐蚀评级准则 

根据结构强度设计与维护要求、各型飞机的腐蚀 

防护与控制初始大纲以及各适航管理当局颁布的适航 

指导性文件[6-8]，归纳结构腐蚀评级准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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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级 腐蚀 

a．腐蚀防护与控制项 目重复间隔内产生的腐蚀属 

于局部腐蚀，且腐蚀材料去除量在允许的损伤极限范 

围内； 

b．腐蚀防护与控制项 目重复间隔内产生的腐蚀材 

料去除量超出了允许损伤范围，但是腐蚀起因为偶然 

因素(在整个机队并不具有普遍性)。 

2)2级腐蚀 

腐蚀防护与控制项 目重复间隔内发生的腐蚀超出 

1级腐蚀范围，但结构腐蚀并不需要紧急适航关注。 

3)3级腐蚀 

腐蚀防护与控制项目重复间隔内发生的结构腐蚀 

需要“紧急适航关注”。即： 

a．该结构腐蚀在整个机队均可能普遍存在； 

b．如果下次重复检查才被发现，腐蚀将会导致结 

构剩余承载能力低于设计限制载荷。 

根据以上腐蚀评级准则，腐蚀级别决定于结构腐 

蚀的“腐蚀原因”、“腐蚀类别”和“腐蚀程度”。“腐蚀原 

因”是偶然因素还是非偶然因素，“腐蚀类别”是局部腐 

蚀还是蔓延腐蚀，“腐蚀程度”是否超出允许损伤极限， 

以及结构腐蚀是否需要紧急适航关注，是腐蚀评级的 

决定因素。根据腐蚀评级准则，结构腐蚀评级流程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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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腐蚀评级流程 图 

Fig．1 Corrosion evaluation chart 

2 腐蚀原因 

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关注和解决的是整个机队均 

普遍存在，并且通过采取调整重复检查间隔等腐蚀防 

护和控制手段，能够有效地将结构腐蚀控制在 1级或 

者更好水平的腐蚀问题。这类结构腐蚀的原因称为“非 

偶然因素”[7-81。 

如果结构腐蚀原因在整个机队中并不具有普遍 

性，且通过采取调整腐蚀防护和控制项目检查问隔等 

腐蚀防护和控制手段，并不能够有效地将结构腐蚀控 

制在 1级或者更好的水平，则称为“偶然因素”。“偶然 

因素”导致的结构腐蚀通过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不仅 

无法有效地将结构腐蚀控制在 1级或者更好的水平， 

还必将大大增加飞机结构维护成本，因此并不是腐蚀 

防护与控制方案关注和能够解决的问题。 

“腐蚀原因”是偶然因素还是非偶然因素，是评定 

腐蚀级别的首要决定性因素。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构腐 

蚀均为 l级腐蚀。腐蚀原因在整个机队是否具有普遍 

性，以及调整腐蚀防护和控制手段对控制结构腐蚀是 

否有效，是腐蚀原因的评定准则。归纳非偶然因素和偶 

然因素的评定准则如下： 

1)非偶然因素 

非偶然因素的特点是 ： 

a．导致的结构腐蚀在整个机队普遍存在(如源于飞 

机运营环境、使用特点，或者结构设计缺陷的结构腐蚀)； 

b．通过采取调整腐蚀防护与控制维护项 目检查 

间隔等措施，能够有效地将结构腐蚀去除量控制在允 

许损伤极限范围内。 

非偶然因素包括：①结构表面保护层自然老化；② 

防腐剂自然老化；⑧结构设计缺陷。 

2)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的特点是： 

a．结构腐蚀原 因在整个机队不具有普遍性(如 

结构腐蚀源于飞机维护中的人为差错)； 

b．通过采取调整腐蚀防护与控制维护项 目间隔 

等措施，不能够有效地将结构腐蚀去除量控制在允许 

损伤极限范围内。 

偶然因素包括：①结构修理工艺不当(将可能导致 

二次腐蚀)；②构件安装密封不当；③排污通道不畅；④ 

意外渗漏(包括化工品货物、厨房／厕所、水银 、电池液 

等)；⑤防腐措施不当(清洁不彻底，忘喷防腐剂)。 

3 腐蚀类别 

腐蚀类别包括蔓延腐蚀和局部腐蚀。局部腐蚀只 

可能导致单个主要结构失效，对于按照破损一安全或者 

损伤容限结构设计原理设计的飞机结构持续适航性危 

害程度较小。蔓延腐蚀属于广布结构损伤的一种，可能 

会导致结构系统整体剩余强度降低而使结构系统的破 

损安全设计失效，它对飞机持续适航性危害远大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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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腐蚀。因此，非偶然因素导致的蔓延腐蚀均为 2级， 

甚至 3级腐蚀 。 

蔓延腐蚀属于较为严重的结构损伤类型，也是腐 

蚀防护与控制方案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以下为蔓 

延腐蚀和局部腐蚀的评定准则： 

1)局部腐蚀 

a．机翼、机身、尾翼或者吊架等不相邻隔问蒙皮或 

者腹板上发生的腐蚀； 

b．单个隔框、椽条、长桁或加强件等主要结构件 

(PSE)上发生的腐蚀 ； 

c．两个或者以上不相邻隔框 、椽条、长桁或加强件 

等同类主要结构件(PSE)发生的腐蚀； 

d．蒙皮、腹板、隔框、椽条、长桁或加强件等不同类 

主要结构件(PSE)腐蚀，但构件腐蚀区域并不在同一 

隔问。 

2)蔓延腐蚀 

a．机翼、机身、尾翼或者吊架等相邻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隔间蒙皮或者腹板上发生的腐蚀； 

b．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邻隔框、椽条、长桁或加强 

件等同类主要结构件(PSE)发生的腐蚀； 

C．同一隔问内两类或者以上主要结构件(蒙皮、腹 

板、隔框、椽条、长桁或加强件等)上发生的腐蚀。 

4 腐蚀程度 

腐蚀程度直接决定了飞机结构的剩余承载能力， 

直接关系到飞机持续适航性。清除腐蚀后的结构承载 

能力，是腐蚀程度的评定标准。 

根据结构强度设计准则，结构承载能力不允许低 

于设计极限载荷。腐蚀防护与控制方案的根本目的，也 

就是要保证清除腐蚀后的结构承载能力不低于设计极 

限载荷。如果清除腐蚀后的结构仍然能够承受设计极 

限载荷，结构腐蚀仍在允许损伤极限范围内。除非“非 

偶然因素”导致的蔓延腐蚀 ，这样的腐蚀为 1级腐蚀。 

如果结构剩余承载能力低于设计极限载荷，就表明结 

构腐蚀已经超出允许损伤极限。如果不是偶然因素导 

致，这样的结构腐蚀为2级。 

如果腐蚀导致结构剩余强度低于限制载荷承载能 

力，就表明结构腐蚀已经危及到飞机持续适航性。如果 

此类腐蚀在整个机队均可能普遍存在，则需要“紧急适 

航关注”，这样的结构腐蚀即为 3级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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