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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铝合金材料腐蚀行为和腐蚀速率研究 
穆志韬 金 平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 山东 青岛 266041) 

摘要：本文针对海军飞机的使用腐蚀环境特点，对飞机结构高强度铝合金材料的腐蚀行为进行了研究，并用飞机大修时结构件在不同使用 

日历年限下的腐蚀损伤数据，建立了 机场环境中腐蚀深度与飞机使用日历年限的函数关系，得到了机场环境条件下飞机结构铝合金材料的腐 
蚀扩展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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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F C0RR0Sl0N BEHAⅥ0R AND RATE 0F ALUMD UM ALL0Y F0R AⅡtCRAFT STRUCTURE 

MuZhitao JinPing 

(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cademy Qlnqdao Branch) 
Abstract：The effect of corrosive environment on the service life of an aircraft structure has become a severe pwblem to the military aircrafts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and in file future．In 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study on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the corrosion failure behavior for the 

major stmctural materials of the naval aircrafts，based on the maximum coITosion depth of the aircraft strUcture obtained in the regular maintenance． 
which led to a resolution about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maximum corrosion depth of the high strength aluminam alloy．The distrlbution functions for 

evaluating the maximum corrosion depth of aircraft structure were establish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corrosion depth fl0r the high 

strength aluminum alloy in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was in conformity to normal distribution．The functions．that between the maximum corroslon depth 

and the service years。had been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corrosion data obtained from those aircrafts which were USed in tlle coast area．According to 

the corrosion dynamics law obtained in this research，the COITOSion rate of the structural materials were det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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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飞机使用一定年限后，其结构件表面防腐涂层会逐渐变质．失 

去与基体表面的结合力而脱落，于是，构件就发生腐蚀。对海军现役机 

种主体结构的金属材料而言，腐蚀使得结构的强度和刚度受到严重的 

削弱。腐蚀的初期腐蚀部位不易探测到。而当腐蚀萌生后，若不加以控 

制，它将 比疲劳损伤发展得更快、更严重。腐蚀的速率取决于许多因 

素，但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材料种类、飞机所处的环境和为延缓腐蚀 

过程所采取的防腐蚀措施等因素。 

2．铝合金结构材 料的腐蚀行为分析 

海军机场的大气环境为海洋盐雾环境，含有 c2一及 S04-2等腐蚀性 

粒子的存在，这种环境容易引起铝合金型材等承力结构件的腐蚀。(如 

图 1) 

图1 某型飞机翼梁缘条的剥蚀外貌特征 

LY12CZ铝合金在自然时效处理时，主要强化相 s相似l~CuMg)、0 

相(CuAf2)和少量 MnAf6在晶界析出，晶界周围形成一个无沉淀带即 

贫铜区，如图2所示。晶界区成为一个多相体系．在含 c2一等离子的腐 

蚀介质中将发生选择性阳极溶解 ，产生晶间腐蚀及剥蚀。其中晶内基 

体和正电性的相(如 CuAl )作为阴极，而负电性的相如晶界贫铜区作 

为阳极，组成腐蚀微电池，并在大阴极小阳极情况下加速了阳极溶解， 

形成沿晶界的阳极溶解通道而发生晶间腐蚀。即腐蚀电池的阳极区主 

要发生金属铝的溶解 ，不断有溶解出来的A．}+3离子而转入电解质液膜 

中： 

Af_— Z +3e 

1一晶粒内部 2一晶界贫铜区 3一 相 4一 相 5一 

图 2 LY12CZ热处理后的晶界区结构示意图 

释放出的电子迁移到微电池的阴极区(CuAl 区)，腐蚀电池的阴 

极区主要发生氧或氢离子的还原反应，即吸氧或析氢反应： 

2H20+02+4e— 40H一 

2H％2e~H t 

在腐蚀微电池电场力的作用下，腐蚀孔外的c2一等阴性离子不断 

向蚀孔内迁移、富集。使得溶液的腐蚀性增强：腐蚀孔内金属A 离子 

的浓度随腐蚀反应的进行而不断增加．并且发生水解反应： 

A1q+3H A1(0H)3 +3H 

反应的结果使蚀孔内H 离子浓度升高 ，溶液酸性增强．进一步加 

速腐蚀孔内金属铝的溶解。腐蚀孔 口因阴极析氢反应而使阴极区溶液 

的PH值升高，形成的腐蚀产物(铝的氢氧化物及杂质)堵塞在孔口。 

阻碍了腐蚀孔内与孔外的离子扩散和腐蚀溶液对流，蚀孔内溶液得不 

到稀释形成“闭塞电池”『I_。使蚀孔内腐蚀过程成为一个 自催化过程，持 

续不断地自发进行下去，在蚀孔坑内，腐蚀将优先沿晶界扩展 ，在晶界 

形成连续的阳极溶解通道．即发生晶问腐蚀。 

铝合金型材在轧制、挤压或模锻加工时，使晶粒沿受力方向变形 。 

成为平行于金属表面的扁平晶粒，具有高度方向性的组织结构。在构 

件中必然存在沿挤压或轧制方向的残余张应力。使腐蚀沿平行于型材 

表面的晶问发展 

另一方面，对腐蚀产物的分析表明，在腐蚀过程中生成的Al(OH 

这种不溶性的腐蚀产物，因为金属AZ的原子量为27，密度为2．Tg／cm ； 

Al(OH)3的原子量为78，密度为2．42g／cm’，所以可以计算出由金属AZ 

转化为AI(OH)3时，每消耗 l体积的金属 AZ，就会产生3．2体积的AZ 

(DH)，。由于生成的不溶性腐蚀产物的体积大于所消耗的金属的体积， 

从而产生“楔入效应”。形成晶界内张力 ，使被破坏了结合力的晶粒翘 

起，撑开了上面未被腐蚀的金属层，导致沿晶裂纹的形成和扩大，出现 

层片状的剥蚀外貌。 

3．铝合金型材 的腐蚀动力学函数及腐蚀速率 

3．1飞机结构铝合金材料的腐蚀损伤状况 

选择构件为某飞机翼梁缘条(材料：LY12CZ+阳极化+H06—2)，每 

架飞机的翼梁缘条热处理工艺、防护涂层一致。总体与局部腐蚀环境 

相同。由于飞机上很难得到同一个腐蚀部位随13历使用年限发展的变 

化数据，因此 ，把每架飞机在不同使用年限腐蚀大修时翼梁缘条的腐 

蚀损伤数据作为一个总体样本考虑。外场腐蚀检查得到的腐蚀损伤测 

量数据见表 l。 

3．2腐蚀损伤数据的统计处理 

腐蚀数据样本服从什么分布规律与结构材料的腐蚀失效机理和 

失效模式有很大关系目。根据表 1中的腐蚀损伤数据，对日历使用年限 

为6a、7a、8．5a、10a、12．5a的腐蚀损伤数据分别进行分布规律拟合及检 

验，取检验水平 ct=0．05，用利尔福斯法检验证明，翼梁缘条腐蚀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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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较好的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埘。其拟合计算结粜见表 。 
表1 飞机铝合金翼梁缘杂的日历牟限(鑫j与腐蚀潆度值emm)统计 

6a 7a 8．5a 1Oa i2．妇 
— —  

1．7 0．8 0．9 1．8 1．1 

O．6 1．2 1．9 1．7 O．8 

0．3 O。7 2．1 1．5 20 

0．6 1．1 2．2 1．8 1．9 

1．3 1 7 1．4 1．0 1．7 

0．4 1．9 1。6 1．6 3．0 

i．S 1-3 2。O 1。4 1．8 

0．§ 2：4 量 1．3 1。6 
— —  

O．3 l 白 j盘 唇 l。8 

^  

0-2 1．4 2．9 皇．6 2．9 

0．4 0．9 2．0 墓．辞 。0 

0．6 0．8 0．6 1．2 0．9 

1．2 1．0 1．0 0．8 1-2 

0。4 1．6 0．9 1．9 2．8 

0．7 0．6 0．8 2．4 2-3 

0．8 0．9 1．8 3．O 3．1 

0．7 1．0 1．9 3．0 2．7 

表 霪 幂同目厉使用年隈时腐蚀损伤数据的正态检验拟合结果 

日历年限，a 袒备方程 相关綦敷，霄 统计量计算值／ ／~ii"量临界If．／D 

6 z=6go99 D一6g72 O 9 O．1317 0．2183 
7 Z=5l 971 D一1&375 0991a O。0910 O 2342 

腐蚀深度 8 5 Z=41 818 D—l7 9 0 9韶 0,13T~ 0 2804- 

D ／J，ll，l 10 Z=36 721 D 一20 869 09963 O．0S59 0 2417 

12 5 Z =33 988·D一19．3 0991'Y 0,1047 0．2417 

根据翼梁缘条腐蚀数据的拟合结果 飞机使用6a、7a、8．5a、10a、 

12．5a后，其腐蚀损伤深度(D)较好的服从正态分布规律。即D一 。， )， 

故可计算推断出飞机使用到6a、7a、8．5a、10a、12．5a时的最大腐蚀损伤 

尺寸见表3。 

表3 不同日历使用年限腐蚀部位深度统计推断结果 

使用年限 腐蚀深度D／ram 腐蚀深度 D／ram 变异系数 方差 
Y／a (置信条件 50％) (置信条件95％) C 

6 0．84 1．52 0．4947 0．4131 

7 1．32 2．21 0．4124 0．5426 

8．5 1．62 2．72 0．4O92 0．6640 

10 1．93 3．20 0．3993 0．7707 

12．5 2．04 3．41 0．柏 62 0．8286 

3．3腐蚀损伤的动力学速率函数 

对表 3中不同日历年限下推断出的腐蚀深度 )进行拟合分析。 

通过拟合对比计算，腐蚀深度与飞机使用年限的自然对数 n(y)线性 

关系最佳，D—Ln(Y)拟合的曲线相关系数R=O．9730。腐蚀深度(D)与飞 

机使用年限的自然对数 (y)拟合的关系图见图3。拟合得到的铝合 

金翼粱型材腐蚀发展的动力学速率函数如下： 

f 2。-58·Ln(Y)-2．915 (95％置信条件) 

l／9=-1．632·Ln(1，)-i。947 (50％置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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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飞机结构铝合金型材腐蚀深度与使用年限关系曲线 

由图3及拟合得到的腐蚀动力学速率函数可知，铝合金翼梁缘条 

腐蚀坑深度随飞机服役年限的增加而增大，且具有线性关系较好的半 

自然对数关系。当然，腐蚀速率函数是在真实的环境条件下飞机结构 

件的实际腐蚀测量数据拟合得到的，该式包括有一定的涂层防护失效 

期(防护漆层失效)，一般认为基体材料表面开始腐蚀发生时的腐蚀面 

积为零㈣，根据机场腐蚀统计的数据来看，飞机使用 4—5年后结构型 

材表明防护涂层部分开始失效，基体材料开始出现点状腐蚀，因此，拟 

合得到的腐蚀动力学速率函数在使用时应考虑结构防护体系的有效 

寿命期。 

4．结论 

(1)高强度铝合金型材构件机场环境中随飞机服役年限的增加 ，在 

经历点蚀、晶间腐蚀、剥蚀其发展历程后，腐蚀损伤深度较好的服从正 

态分布规律。 

(21通过对飞机铝合金构件腐蚀损伤数据的拟合分析，得到了高强 

度铝合金型材在机场环境中的腐蚀动力学速率函数。即腐蚀深度与飞 

机服役使用年限的自然对数呈线性关系。 

(31利用本文拟合得到腐蚀损伤动力学速率函数可预测飞机结构 

的腐蚀损伤随服役年限的发展状况．但要考虑铝合金结构件的防护体 

系有效寿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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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前人那继承下来，又必须由我们转给后人 

的文化遗产。它不应也决不能埋没断送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所做的 

工作也不能只是简单的传递，而应将其深入发掘、系统整理并使其发 

扬光大．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对青年一代大学生进行中国传 

统文化教育，正是我们的使命使然；学生作为中国龙的传人，接受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对大学生系统开设传统文 

化课，已经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紧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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