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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侧重丁在沿海及远海使用的环境特点，分析了使用过程中飞机结构腐蚀和疲劳损伤形成的原因 

和对飞机飞行安全的危害．以及目前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飞机设计厂所一装备机关 

一 应用研 究单位 机务部队”四位一体的闭环控制体系 ，采取超 常规的措施开展 工作 ，形 成应用性强 、实效好 、 

可操作的腐蚀 防护方法 。为今后全面提高 飞机腐蚀防护能力提供有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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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al and offshore environnlent，analyzing the reason 

of aircraft S structure corrosion and fatigue damage，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pres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e establishm ent of the quaternary closed loop control system of“aircraft design and manufacture 

department equipped department research institute fleet maintenance group”is suggested． The enhanced m eas— 

ures should be taken and al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al1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achieve substantial pro— 

gress on promoting the corrosion prevention capabilities of aircraft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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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腐蚀和疲劳是飞机整个牛命周期 1人J无法摆脱 

的两个问题[ 。随着飞机老龄化，腐蚀和疲劳问题 

对飞行安全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2008年 8月 2O 

日及随后的短短 2O多天时间内，西班牙、吉尔吉斯 

坦和俄罗斯连续发生三起老龄飞机重大安全事故。 

军用飞机老龄化普遍存在，美军服役时间最长的 

机达 4O年。结构腐蚀是老化的典型特征之一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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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使得 机提前进入老龄化 。老化进程与服役环 

境有很大的关系，远海使用飞机 由于其环境 的特 

殊性 ．与空军 、陆航、民航飞机 相 比，提前进 入老 

龄化 的可能 性 更大 。这足 由于，与陆 基 飞机 相 

比，长期在海洋环境下使用 的飞机 (包括直升 机， 

为方便后 面统称为飞 机)，由于海洋 环境 及维修 

保 障环 境 的特殊 性 ，面临 着高 温、高湿 、高盐 雾 

(简称“三高”)带来的基体结构、各系统、电子设 

备腐蚀严重 ，舰上使用 的飞机 ，由于舰 面空 问狭 

小，维修人员和备件无法与陆基条件相比，带来 

维修保障困难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均不同程度 

地危及 飞机 的安 全，本 文 针对 这些 问题进 行分 

析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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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面临的问题 

1．1 腐蚀问题 

海洋环境 下，飞机 的腐蚀与防护是世 界性 难 

题 。特别是舰载飞机随舰常年在海域上游弋，几乎 

天天遭受高温、高湿、高盐分的水蒸汽和飞溅海水、 

干 湿交替、海洋季风雨等恶劣 自然环境的侵蚀。 

飞机大部分处于 甲板停放状态 ，除了处于海洋大气 

环境包围之 中，舰艇烟囱排出的废气和飞机起飞及 

着舰过程中排出尾气 中的 SO 、s()。、NO 与海洋 

盐雾组合成高酸性潮湿层 ，在飞机机体结构表面形 

成 pH值为 2．4～4．0的酸性液膜。所 以，相对于 

常规陆基飞机 ，舰载机的服役环境将更加严酷。美 

国航母舰载机甲板停放状态下遭受浪花飞溅的侵 

蚀情况如图 1所示。 

图 1 美国航母舰载机 甲板停放情况 

Fig．1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 carrier—borne machine 

flight deck parking situation 

腐蚀不但危及飞行安全而且大大增加了飞机的 

维修费用，2004年美国海军相关研究机构统计 ，当 

年用于舰载飞机腐蚀维护的费用为 20～30亿美元 ， 

占海军飞机总维修费用的 1／3。而且 ，腐蚀严重降 

低了舰载机的可用性、战备完好性、增加 了每飞行小 

时的维修工时，例如，1983年美国 EA一6B舰载机每 

飞行小时腐蚀维修只需要 1个工时，而到 1997年由 

于该飞机使用时间增长腐蚀越来越严重，每飞行小 

时腐蚀维修需要 8．7个工时。更为严重的是，腐蚀 

严重危及到舰载机的使用安全 ，2002年 6月美 国 

F-14“熊猫”舰载战斗机由于起落架减震支柱外筒发 

生点蚀，引起一起机毁人亡的灾难性事故 ，故事发生 

后，156架该型舰载飞机全部停飞检修。 

亚丁湾护航是中国海军维护和平的伟大壮举 ， 

也为海军走向深蓝积累丰富的经验。南中国海海域 

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雾是其典型 

气候特征。据空地勤人员反映，飞机在甲板上停放 ， 

海浪直接打到甲板上，飞溅到飞机机身上 ，每天早上 

起来甲板上全是海水 ，就跟下过雨一样，直升机只要 

拉出机库停放一段时间，机务人员就按要求用淡水 

对机身进行冲洗，并用抹布擦干净。但是，据机务人 

员反映，机身下部由于部位较低 ，虽然用淡水冲洗， 

腐蚀仍然 比较严重。由于“三高”严重，电气设备故 

障率较高，特别是一些电气的接头、插座出现严重的 

腐蚀。某型机腐蚀情况如图 2、图 3所示。 

图 2 电缆插头腐蚀 

Fig．2 Cable plug corrosion 

图 3 涂层鼓泡脱落 

Fig．3 Coating bubbling fall off 

从图 2和图 3可以看出，腐蚀十分严重，陆基 

飞机几年乃至几十年不会发生的腐蚀，在南中国海 

使用的短短几个月就发生了。可见海洋环境，特别 

是“三高”海 洋环境对 飞机腐蚀 的影 响是十分严 

重的。 

水上飞机的腐蚀问题也十分突出[2 ]，基体结 

构、机身船体龙骨梁、机翼的蒙皮、桁条腐蚀十分严 

重，需要几次大修更换或加强修理。部分结构的应 

力腐蚀和腐蚀疲劳已经直接对飞行安全构成 了较 

大威胁。为了确保安全 ，通过修理整治达到预防和 

控制结构损伤的 目的 ，大大增加 了飞机维护 的成 

本。老龄化导致飞机外表漆层、气动封严老化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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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外部加强修理 ，从而使其气动特性变差 ，带来经 

济性和安全性降低。 

1．2 疲劳问题 

在交变载荷的作用下 ，疲劳是不可避免的。结 

构的疲劳损伤不断累积，剩余强度降低，结构会出 

现裂纹并不断扩展。更为严重的是腐蚀与疲劳的 

交互作用大大缩短裂纹的萌生时间，并且加快裂纹 

的扩展。腐蚀使得飞机提前进入老龄化，产生多裂 

纹 ，特别是在一些搭接部位容易产生“枕垫效应”， 

产生附加应力，降低结构抗力[4。。。]。对于长期随舰 

远航的飞机，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 出，加上检测设 

备相对落后 ，安全 隐患突显 ，必须引起业界人士的 

高度关注。 

1．3 维修保障问题 

对于随舰远航的护航直升机，不但面临严重腐 

蚀问题，而且舰面维修保障困难也大。这是由于舰 

上空间十分有限，备件储备不如地面 ；随舰保 障的 

人员数量受限、保障设备及工具种类受限；由于舰 

是活动的平台 ，有些工作如舰上更换旋翼 、打锥体 

等工作十分困难，现有条件下无法开展；“三高”环 

境对各类设备和部附件工作可靠性影响极大 ，导致 

提前故障或失效 ，部附件及备件的消耗率与地面差 

别大。 

2 问题分析 

2．1 结构腐蚀 

结构腐蚀、应力腐蚀和腐蚀疲劳是飞机面临的 

主要损伤形式。腐蚀不仅能诱导疲劳裂纹，还会大 

大加速疲劳裂纹 的扩展 ，同时腐蚀一般是多发的， 

容易引起多裂纹 ；应力腐蚀和腐蚀疲劳等严重的腐 

蚀损伤类型，则可以在较短时问内直接危及飞机安 

全 。因此，制定有效的腐蚀控制措施 ，是确保执行 

远海任务飞机安全的前提之一。 

根据部队腐蚀信息，评估腐蚀形成原因、分析 

并预测腐蚀规律，是采取有效腐蚀预防和控制措施 

的必要条件。结构腐蚀、应力腐蚀和腐蚀疲劳损伤 

均为电化学腐蚀，与飞机服役环境、维护模式等飞 

机使用特点密切相关。因此，只有依据本机队的腐 

蚀损伤信息，才能制定适合本机队使用特点的腐蚀 

防护控制措施。机队腐蚀信息是否易于统计分析、 

是否完整和准确，直接决定了腐蚀预防和控制措施 

是否有效 。 

目前 ，机队腐蚀损伤信息有记录，但是 ，普遍存 

在损伤信息记录不全、描述 不规范等问题 ，这就导 

致无法从维修记录中获取机队损伤的信息 ，更谈不 

上分析及制定针对性强的腐蚀预防和控制措施。 

2．2 结构腐蚀疲劳损伤 

结构疲劳是飞机结构典型的损伤类型 ，也是危 

及飞机安全的主要原因。而腐蚀与疲劳的交互作 

用引起的损伤对飞机结构造成的损伤更加严重，随 

着使用 时 间的不 断增 加，腐蚀 疲劳 问题将 日益 

突出~6-9]。 

结构疲劳损伤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有两种：第一 

种为结构改装 ；第二种为及时检查发现并修理。结 

构改装导致维护成本上涨 ，改装方案往往缺乏试验 

及使用证实 ，并不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疲劳损 

伤，故不一定是最有效的疲劳损伤控制措施。 

根据损伤容限维护原理 ，对飞机结构中存在的 

腐蚀、疲劳及腐蚀疲劳损伤进行科学检查并及时修 

理，不仅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腐蚀损伤及疲劳损 

伤，还可以大幅度降低结构维修成本。因此，及时 

检查发现并修理是预防和控制腐蚀损伤、疲劳裂纹 

的最佳选择 】̈ ”]。但是 ，在没有 了解疲劳裂纹 可 

检门槛值以及具体损伤部位之前 ，仅仅通过维护规 

程，难以满足疲劳裂纹的及时检查要求。要想及时 

检查发现疲劳裂纹 ，关键在于掌握可检疲劳裂纹门 

槛值以及具体损伤位置。 

目前，没有有效的疲劳损伤信息数字化管理系 

统，故不能对飞机的疲劳损伤进行持续的监控。 

2．3 维修保障 

与空军、陆航和民航飞机相 比，护航直升机的 

维修保障有其特殊性。陆基飞机的维修保障已经 

有一套 比较成熟的方法。舰载机的维修保 障由于 

舰面空间十分有限，对随舰保障人员数量、维修备 

件数量 、维修工具的携带均有严格的限制。亚丁湾 

护航直升机维修保障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及 

时解决其维修保障问题是 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3 解决思路 

3．1 建立完善的腐蚀控制体系 

首先 ，要全面把握在役飞机结构腐蚀状况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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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架飞机建立腐蚀档案(数据库)；分析腐蚀规律、 

预测腐蚀趋势；准确评估腐蚀结构的安全风险；提 

出腐蚀维修建议。为此，应明确工业部门、装备机 

关、部队研究单位、机务部队四者的职责 ，建立相互 

协作机制。使用方应根据各机型的腐蚀特点定期 

开展腐蚀普查 ，全面 、准确、规范地记录飞机的腐蚀 

信息(包括机型、飞机编号、服役机场、腐蚀部位、结 

构材料、腐蚀形貌与特征、腐蚀损伤尺寸等文字材 

料和照片)，并录入腐蚀数据库，及时提交给研究单 

位和装备机关。部队研究单位应采用科学合理的 

理论方法进行风险评估，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交给 

装备机关。装备机关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老化 

情况 ，经统筹规划 ，纳入维修规划 ，并以文件通报的 

形式下发给机务部队遵照执行 。工业部门应根据 

部队掌握的飞机使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情况及时 

提出改进措施 。 

3．2 跟踪国内外防腐技术的进展，组织力量开展 

适用性验证 ，在防护技术上取得突破 

美国海军 P一3陆机反潜 飞机，即使是最新 的 

P一3C型的许多部件也产生了腐蚀，估计比预期的 

设计寿命要降低 8年之多。为此 ，美海军维修基地 

成立了一个 P一3腐蚀行动小组以及 P一3机群保障 

小组 ，制订了 P一3C在基地维修时引入水置换型防 

蚀剂(WDCPC)的计划。美国海军《飞机武器系统 

的清理及腐蚀控制》技术手册是美国三军通用的文 

件，它规定了几种水置换型防蚀剂在易腐蚀区域或 

涂层损伤 区 的应 用。这些 WDCPC可 以渗 入裂 

纹、孑L隙等处，一般采用喷涂或刷涂，通常为透明或 

半透明的涂层。WDCPC可以应用于飞机大梁／腹 

板装配件、靠近辅助动力装置的内部结构 、水平和 

垂直安定面、舱门等部位。WDCPC在基地维修 中 

一 般认为是降低用户成本和提高机群战备完好性 

的关键措施 。 

我国也有相应的腐蚀防护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 

需要在航空装备上进行适应性验证试验 ，取得我国 

自己的防护体系，这样就不受制于人 。 

3．3 开展远海飞机的腐蚀专项技术攻关 

结合亚丁湾护航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展相关 

的攻关工作。从前几批护航的效果看，还是比较有 

成效的。但是离目标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具 

体表现为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仍然需要加大应用 

研究的力度 ，力争取得全面突破。 

建议从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加强 日常维护过 

程中的腐蚀防护工作，制定操作性强的维护措施； 

二是结合飞机进厂返修或大修，进行深度的腐蚀防 

护工作，比如将性能优越的密封剂、涂层体系进行 

应用 ，从根本上解决先天不足的问题。 

3．4 开展腐蚀防护专项教育 

除了飞机设计过程 中对腐蚀防护的要求外，对 

于现役飞机最为重要是使用维护工作。这就要求 

维护工作人员对腐蚀防护要有足够高的认识。所 

以开展针对维护保 障人员的腐蚀防护 的认识教育 

就显得十分重要。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腐蚀原理 、 

腐蚀识别、腐蚀处理 、腐蚀后 的修理等。 

3．5 制定海洋环境下飞机腐蚀防护控制细则 

为 了全面提高海洋环境下飞机的腐蚀 防护能 

力 ，必须有措施得力、适合外场、方便操作的腐蚀防 

护控制细则。这些细则应该针对具体机型 ，建议以 

工卡的形式由有关机关颁布实施。 

4 结束语 

飞机结构腐蚀防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本文侧 

重于在沿海及远海使用的环境特点，重点提出了使 

用过程 中飞机结构腐蚀防护的主要内容 ，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 、统筹兼顾 ，建立“飞机设计厂所一装备 

机关一应用研究单位一机务部队”四位一体的闭环 

控制体系，采取超常规 的措施开展工作 ，形成一批 

应用性强、实效好、可操作的成果，为今后全面提高 

飞机腐蚀防护能力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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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维护成本和提高传动机构的可靠性。通过本 

文的工作希望能对折叠翼变体飞机传动机构 的设 

计及其加载方式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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