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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导致海军飞机结构腐蚀的主要因素，基于飞机地面停放环境谱，对航空 LY12CZ铝合 

金等多种材料搭接试验件进行了5，10，15，20，30等多个当量年限的加速腐蚀试验及修复后加速腐蚀 

试验及海洋环境下的暴露试验，利用显微镜对试件表面涂层、金属基体材料腐蚀情况进行观察和测 

量，根据腐蚀评价指标对试验件腐蚀状况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实验室加速腐蚀结果符合飞机外 

场服役的腐蚀特征，而材料直接暴露在海洋环境中腐蚀速度明显加快，搭接材料对搭接件腐蚀影响 

较大，涂层修复能明显延缓搭接件材料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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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ortant factor induced corrosion damage of navy aircraft was analyzed．Based on the 

military airport ground environmental spectrum，the LY12CZ and other materials samples were tested in 

laboratory,by use of the accelerated corrosion spectrum．Using microscope，the corros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ating and base material was inspected and corrosion damage size was measured after the sample had 

been accelerated corrosion tested for 5，1 0，1 5，20，30 years respectively and the sample had been exposed 

on ship．The coat repair tests were also studied．The corrosion characteristic of sampl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using several evaluating indicato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rrosion damag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ample in the test was consistent with which in service situations．And the corrosion of material 

exposed in ocean environment was obviously accelerated．Material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lap~oints 

corrosion．Coat repair can stay corrosion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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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海军机场大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受海洋气候影响特别强烈，飞机长期停放在高温、高湿、 

高盐雾的环境中，有些还会受到工业废气的影响，导致腐蚀状况尤为严重。结构腐蚀受材料、 

环境介质、温度、湿度、时间等因素的影响，除时间外，其腐蚀要素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材料 

要素和环境要素 乏̈】，材料要素包括材料的类型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应力等，环境要素包括 

气候环境要素、化学环境要素等。 

飞机结构搭接件腐蚀损伤不易检测，很可能形成多处损伤进而导致灾难性事故。为了合理 

确定飞机结构搭接件的日历修理周期与修理方法，并保证腐蚀环境下飞机的使用安全，实验室 

加速腐蚀方法是研究飞机搭接件金属基体腐蚀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的基础[3]，国内外许多专家进 

行 了大量研究。 

Pierce和 Hoppe等人L4J对模拟军用飞机搭接件结构进行干湿交换、模拟酸雨和腐蚀溶液加 

速腐蚀试验，然后通过无损检测技术检测了搭接件腐蚀损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文埏等人 

对飞机搭接件加速腐蚀试验和腐蚀防护涂层的使用寿命研究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腐蚀评价指 

标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的陈跃良等人也对飞机搭接件腐蚀情况[ 和试验环境谱进行 

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针对铝合金材料和沿海机场停放飞机。 

基于飞机地面停放环境谱，对航空 LY12CZ铝合金、钢、钛搭接试验件进行了加速腐蚀试 

验，利用显微镜对试件表面涂层、金属基体材料腐蚀情况进行观察和测量：在船上对航空 

LY12CZ铝合金、钢、钛搭接试验件进行了海洋飞溅区的暴露试验；根据腐蚀评价指标对两类 

试验件腐蚀状况进行了描述；对腐蚀形貌进行分析，得到实验室加速腐蚀与海洋飞溅区暴露试 

验的当量关系：对搭接件涂层修复对腐蚀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分析。 

2 试验概述 

2．1 试验件 

选取某型飞机某部位搭接模拟件进行加速腐蚀试验和海洋环境暴露试验，试验件材料为 

LY12CZ铝合金 (表面阳极化)，搭接段宽 84mm，夹持段宽 120mm，由圆角与工作段平滑过渡， 

铆钉材料包括 LC4铝合金、钢、钛三种，孔间距 20mm，孔径 5mm。 

2．2实验室加速腐蚀试验 

在试验室条件下，用配制的溶液周期浸润，模拟飞机服役环境中酸雨干湿交变情况。课题 

组通过对飞机沿海服役机场环境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得到飞机地面停放环境当量加速谱，试验 

要求如下。 

配制三种溶液：①酸性NaCI溶液。在3．5 的NaC1溶液中加入稀HC1，使溶液的pH=5．6-4-0．2； 

②稀酸溶液。用 H2sO4和 HNO3配置 pH=5．64-0．2的稀酸溶液，配好的溶液中 H2SO4的浓度为 

0．097PPM，HNO 的浓度为O．0335PPM；@NaC1溶液。用蒸馏水配置3．5％的NaC1溶液。试验 

中，每次干湿交变浸泡 12min，烘干34min，温度T=40+2~C，相对湿度：RH>~90％。 

每年的干湿交变次数为353次，加速腐蚀时间为267．9h。在试验过程中，在前三个周期中 

①、②、③三种溶液中的干湿交变次数分别为68次、8次和 11次，第四个周期在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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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溶液中的干湿交变次数分别70次、9次和 13次，完成上述四个周期相当于外场使用一年。 

每组 9件，分别加速腐蚀当量 5、10、15、20、30年后取出，清洗烘干后保存备用。 

对出厂涂层试件，完成两种加速环境谱下加速腐蚀试验至当量 15年；然后对试验件进行修 

理。对修理后的试件，完成该环境谱下的加速腐蚀试验当量 5年、当量 10年。 

2_3 海洋环境暴露试验 

飞机近 

海面飞行、 

舰面停放时 

所处环境更 

容易导致结 

构腐蚀，尤 

其是热带海 

域，高温、 

高盐，同时 图1腐蚀当量10年试验件显微图像 

受舰船烟囱废气影响，腐蚀情况较机场停放更严重。为对腐蚀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在船上进行 

了270天的结构模拟件暴露试验，试验中每隔20天对试验件进行拍照、观察，记录腐蚀情况。 

每组4件，试验结束后取回，清洗烘干后保存备用。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腐蚀相同当量年限，试验件腐蚀程度按钢铆钉、铝铆钉、钛铆钉依次减轻，铝铆钉和钛铆 

钉差别不明显，与钢铆钉差别比较明显。如各类试验件在腐蚀当量 5年时腐蚀现象均不明显， 

涂层基本完好，有轻微气泡出现，其中钢铆钉试件气泡最明显，其次为铝铆钉，钛铆钉基本未 

见起泡。下面以应用最广泛的铝铆钉为例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3．1加速腐蚀试验结果及分析 

利用 KH一7700光学显微镜对每个试件进行观察拍照和腐蚀损伤检测，以铝合金铆钉为例， 

列出部分试件腐蚀显微图片，如图 1所示，按 6个指标对具体腐蚀情况进行描述 J，详见表 1。 

涂层修复加速腐蚀试验件腐蚀情况详见表 2。 

表 1 试验件腐蚀情况统计表 

腐 腐蚀年限 

蚀 

评 5年 10笠 15笠 20年 3O年 

价 

铆钉 边缘气泡增 铆钉孔周边大面积 铆 钉 孔 周 边 大 

起 半数铆钉 周边 出 大多数铆钉周边出 多，直径 0．2 面积起 泡并连 
现 3～5个气泡，直 现 5～8个气泡，直 3mm，覆盖试验 起泡，气泡连成一 成

一 片，直径 泡 片
， 直径 0．2～5mm， 径 0

．2～1．2mm。 径0．2～1．8mm。 区域约20％的面 覆盖约30％的面积
。 

0．2-10mm，覆盖 

积。 约 80％的面积。 

铆 钉 头 边 缘 约 
开 30％ 圆 周 开 裂 铆钉头边缘约 50％ 铆 钉 头边 缘 约 铆钉头腐蚀开 

(6-8mm)。部 圆 周 开 裂 70％ 圆 周 开 裂 铆钉头边缘约80％圆 
裂 (10～12mm)，周 (14-16mm)，周围 周(16～20mm)开裂， 裂严重，部分铆 

分铆钉头周 围有 周围有 3～7条裂纹。 钉头边缘 全部 

1条裂纹。 围有 2～3条裂纹。 有 3-5条裂纹。 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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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明显剥落，个 铆钉头周 围开始 开始出现明显剥落， 剥落现象明显
， 

剥 别铆钉周围有直 铆钉周围开始 出现 出现直径 2
~ 3mm 

铆钉头 周 围有 直径 

落 径约 lmm 的剥 直径 2mm 左右的 的剥落 2
～

3处， 2~6mm 左右的剥落 有 8~24mm 的 

剥落。 2～3处，剥落面积约 剥落产生，剥落 

落。 剥落面积约 5％。 面积约 20％。 10％
。 

铆钉 头大面积 

铆钉头周围有少 铆 钉 头 周 围 有 铆钉头大面积腐蚀
， 

腐蚀，覆盖白色 

基 量 0．2~0．6mm 的 0．2～0．8mm 的 蚀 铆钉头大面积腐 腐蚀产物。剥落 
体 蚀点，剥落区域基 点，剥落区域基体 蚀，覆盖白色腐 覆盖白色腐蚀产物。 
腐 体腐蚀。铆钉表面 腐蚀，有白色腐蚀 蚀产物。剥落区 剥落区域基体腐蚀， 区域基体腐蚀， 

成棕褐色，周围缝 产物。铆钉表面成 域基体腐蚀，有 有大量白色和浅黄 有大量 白色和 

蚀 棕褐色，周围缝隙 大量 白色和浅黄 色腐蚀产物。背面铆 浅黄色 腐蚀产 

隙有量 白色腐蚀 钉孔周围出现少量 物。背面铆钉孔 

产物。 有少量白色腐蚀产 色腐蚀产物。 白色腐蚀产物
。 

周 围也出现 明 

物。 显 的 白色腐蚀 

产物。 

失 不明显：光泽度下 不明显：光泽度下 较明显：正面明 
降，正面铆钉锈 降，正面铆钉锈蚀， 显凸凹不平 ；背 明显：正面表面不平 明显：正面大面 

光 背面颜色转暗，铆 面由浅黄色变成 并开始剥落发白；背 积剥落发白；背 

蚀。 无 光 泽 的 棕 黄 面表 面 由浅黄色变 面表 面整体 开 

钉区发白。 成无光泽的浅黄色。 始发白。 色
。 

粉 擦拭可见少量的 擦拭可见一定量的 擦拭可见一定量 擦拭可见一定量的 擦拭可见大量 

化 颜料粒子。 颜料粒子。 的颜料粒子。 颜料粒子。 的颜料粒子。 

表2 涂层修复腐蚀情况统计表 

腐蚀年限 腐蚀
评价 

5年 10年 

起泡 未见明显气泡 少量气泡 

开裂 未见明显开裂 个别铆钉周围开裂 0～1／3 

剥落 未见明显剥落 棱边和铆钉附近有少量气泡开裂剥落 

基体腐蚀 未见明显基体腐蚀 棱角基体轻微腐蚀 

失光 不明显：光泽度略有下降，涂层完好 不明显：光泽度下降，涂层轻微老化 

粉化 涂层基本完好 擦拭可见少量的颜料粒子 

总结 未见明显腐蚀，涂层基本完好 连接 基本无腐蚀现象，少量起泡、开裂和剥落 

经过对修理后试件表面观察发现，腐蚀当量 5年试件未见腐蚀现象，涂层基本完好；腐蚀 

当量 1O年试件少量起泡，涂层光泽度略有下降，面漆涂层少量脱落，修理后的表面其防护性能 

明 显 提 

高。 

3．2 暴露 

试验结果 

及分析 

利用 

显微镜对 

暴露试验 

试件进行观察、 

图 2 舰面暴露试验 270天试验件显微图像 

拍照和腐蚀损伤检测，以铝合金铆钉为例，列出部分试件腐蚀显微图片，如图 

2所示，具体腐蚀情况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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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舰面暴露试验件腐蚀情况统计表 

腐蚀 腐蚀时间 

评价 80天 180天 270天 

半数铆钉周边出现3～5个气 大多数铆钉周边出现5～8个气 铆钉边缘被气泡包围，直径约 起泡 

泡，直径约 1mm。 泡，直径约 1．5mm。 2mm。 

铆钉头边缘约 5mm圆周开 铆钉头边缘约8mm圆周开裂， 铆钉头边缘 10mm圆周开裂，周围 开裂 

裂。 周围有 2～3条裂纹。 有 3～5条裂纹。 

铆钉周围开始出现直径约 1mm 铆钉头周围开始出现直径约 2mm 剥落 未见明显剥落

。 的剥落，剥落面积较小。 的剥落 2-3处。 

基体 铆钉头周围有少量较小的蚀 铆钉头周围有小量的蚀点，剥落 铆钉头大面积腐蚀，覆盖腐蚀产 

点，剥落区域基体腐蚀。铆钉 区域基体腐蚀，铆钉表面成棕褐 物。剥落区域基体腐蚀，有腐蚀产 腐蚀 

表面成棕褐色。 色，有少量 白色腐蚀产物。 物。 

不明显：光泽度下降，铆钉锈 失光 不明显
：光泽度下降，铆钉锈蚀。 较明显：明显凸凹不平；。 蚀

。 

粉化 粉化不明显。 轻微粉化。 粉化较明显。 

4 结论 

1)铝铆钉搭接件加速腐蚀当量 5年试件轻微腐蚀，涂层局部开裂；腐蚀当量 10年试件腐 

蚀程度加重但基体腐蚀不明显；腐蚀当量 l5年试件开始出现基体腐蚀和腐蚀产物；腐蚀当量 

20年试件基体腐蚀严重，腐蚀产物较多；腐蚀当量30年试件整体呈剥蚀形貌，腐蚀防护体系 

基本失效。试验件主要腐蚀形态为点蚀和剥蚀。点蚀发生在腐蚀初级阶段，当量腐蚀 l5年以上 

开始出现剥蚀。与外场实际腐蚀情况基本相符，验证了加速试验的有效性； 

2)涂层和电偶腐蚀是腐蚀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试验件涂层首先老化失效，继而导致基体 

腐蚀，而连接部位由于材料差别存在电偶腐蚀，腐蚀速度明显比其他区域快。可见，完好的涂 

层和连接部件较小的电位差能明显延缓腐蚀。腐蚀相同当量年限，试验件腐蚀程度按钢铆钉、 

铝铆钉、钛铆钉依次减轻。而涂层修复能明显延缓搭接件的腐蚀； 

3)对比舰面暴露试件和实验室加速腐蚀试件腐蚀情况可发现，两者具有相似性。从宏观和 

微观腐蚀形貌对比，舰面暴露 270天与实验室加速腐蚀 10年试件腐蚀状况基本相当。由此可见 

海面高温、高湿、高盐以及阳光暴晒对试验件腐蚀加速作用明显，暴露在舰面腐蚀环境中涂层 

老化较快，迅速导致进一步的基体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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