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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结构密封剂的选择与应用 

西飞国际材料工艺研究所 陈 舸 黄 供 

[内容摘要]本文简要介绍1现行我公司军、民机上通用的几种密封剂的特性、用途 

并针对几种典型的应用，提出 7相应的密封解决方案。 

1 引言 

关键词 

无论是军机还是民机，在结构的某些特定 

部位都有密封要求。按要求不同，密封分气密、 

油密、水密、防腐密封等几大类。建厂四十多年 

来，按设计要求我公司国产飞机上曾采用过多 

种牌号的密封剂。由于密封剂种类繁多，飞机 

应用部位广，来源渠道复杂．既有外购，又有自 

配，加之工艺文件指导不到位，飞机生产过程中 

出现过许多问题。据调查，在以往的飞机生产 

中，靠频频发放工艺指示单来指导生产的事情 

时有发生，生产现场工程技术人员深感不便，大 

家一致认为，这种现象不但延误了生产周期，而 

且存在着质量隐患。时值运七实施精品工程之 

际，密封铆接成为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基于 

飞机生产的需要，我们对密封剂的生产与应用 

情况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总结出现阶段我公 

司军、民机上密封剂应用的情况，并与国外的密 

封剂体系一一作了对比，找到了其中的异同 

点。今总结整理成文，供有关人员参考。 

2密封方式与密封剂 

在飞机部件生产过程中，密封剂的应用是 

与飞机上密封的区域紧密联系的。区域不同， 

使用的密封剂也不同。国内外飞机生产均是如 

此。典型的倒予是麦道飞机上密封剂的应用是 

按飞机的部位划分的，如图 1所示。 

针对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密封方法，应 

用不同的密封剂。分析了整个飞机的密封区域 

之后，我们将密封的方法分为五类，现分述如 

图1 干线飞机 MDg0—30密封剂涂敷区域圈 

下： 

2，1油箱区域的密封 

典型应用：使用 ⅪⅥ一22系列密封剂。对于 

燃油区中的缝外密封，使用XM一22 B型密封 

剂；对于燃油区的贴合面密封，使用XM一22 A 

型密封剂。 

可选方法 ： 

a．在非浸泡在燃油中的区域，可以使用 

XM一33、s 一775等密封剂。 

b．在贴合面密封的场合，可以使用XS一 

1、XM一21等密封胶膜；在沟槽密封、紧固件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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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的地方，也可以使用 XM一40密封剂。 

c也可以使用国外同类型的密封剂，如 

日 一26、 日垤 一 95、 I1V152013、 llx／N21N2、 

cM1241O等密封剂。 

典型应用部位：飞机翼盒、整体油箱、软油 

箱等。 

2，2增压舱中气密、水密 

典型应用：对于机身的密封，不论是缝内、 

缝外，都可以采用XM一33、s 哪一775、XM一16 

等密封剂。 

可选方法： 

a．对于机身缝内密封的情况，也可以用 

) 一1、XM一21胶膜；对于填角密封的场合，可 

以使用XM一40密封剂；对于用密封剂整流的 

地方+可以使用 XM一41密封剂。 

典型应用部位：民机机身气密密封、轰六机 

身毗 、嘶 段的密封。 

2 3耐高温部位的密封 

典型应用：在高温区域，如发动机短舱，不 

论缝内或缝外，都可以用ⅪⅥ一3l密封。 

可选方法： 

a在国内的密封剂中，G一1密封腻于也 

可以用作耐高温区域制件的密封。 

b．在国外的密封剂中，在耐高温部位上使 

用的典型密封剂是I1V151799。 

典型应用部位：发动机进气道部件。 

2．4可拆卸部位的密封 

典型应用：在可拆卸部位涂 XM一椰 密封 

剂。然后在涂敷 XM一6o的部位及周边刷涂 

HL04—1025H隔离涂料。立刻装配。 

可选方法： 

a 直接用 ttM103密封剂涂在装配部位。 

b．用海绵橡胶板 (ttM101、ttM102)蘸 

XM一33，然后粘在可拆卸部位上。 

c．可用国外对应的密封剂 ~／N2410。 

典型应用部位：可拆卸口盖、防雨口盖、检 

修口盖等。 

2．5表面密封 

典型应用：表面密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耐 

油部件表面的密封可用XM一22C在表面上喷 

涂或刷涂 ；如果是在非油 密部件 上，则可用 

XM一33稀释后刷涂或喷涂 F密封部件上。 

可选方法 ： 

a．高温部件的表面用XM一31。 

b 用国外密封剂EIX~2013，D类 

3 各种密封剂的特性及其应用 ． 

现在飞机上使用的密封剂有数十种。从应 

用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缝内密封剂、缝外密封 

剂、表面密封剂；从应用的场合划分，可以分为 

耐油类密封剂和耐环境、压力类密封剂；以下简 

要介绍几种常用的密封剂的特性，以便于在实 

际应用中选择。 

3．1 XM一丝 密封剂 

国内主要的耐油类密封剂是 XM一22聚硫 

橡胶密封剂。XM一丝是一种以液体聚硫橡胶 

为母体．锰类化合物为硫化剂的室温硫化的聚 

硫橡胶密封剂。它具有强度高，耐燃油和液压 

油性能好的特点，也有良好的抗环境和温、湿 

性。主要分四个类型，分别对应于贴合面密封、 

填角密封和湿装配、表面密封、修补密封。 

现公司使用的XM一22主要分厂内自制和 

配套采购两个 品种。厂 内自制的密封剂称 

d一22缝内密封剂和 XM一22缝外密封剂，是 

七组份的，适用技术标准是Q／4AC 71—2000 

配套采购的XM一丝 密封剂足四组份，适用的 

技术标准是 t'~7397—96。这两种密封荆有相同 

的性能。 

在密封剂的四个类型中，A型粘度较低，硫 

化时间长。适用于贴合面密封；B型较稠，适用 

于填角密封和湿装配，用溶剂稀释后可作为表 

面密封上喷涂使用；C型粘度较低，适用于表面 

密封。以上三种类型都是四组份的，而D 是 

双组份胶液，专用于修补。 

XM一22的性能指标医类型不同而不同。 

表 1是ⅪⅥ一22密封剂的一些典型性能指标。 

3．2 XM一33与 XM一16密封剂 

XM一16和XM一33都是耐水、耐环境类密 

封剂。XM一16是参照原苏联密封剂仿制而成 

的。XM一33是XM一16的改进型。它们都是以 

JLY一214为基料的密封剂，也就是聚硫橡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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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XM 22性能指标 

性 能 指 标 备 注 

基膏粘度 217～IO00Pa．s 

耐热破裂眭 变形≤4mm 温度]20"C，压力0 07MPa 

低温柔软性 一55℃不变形 

常温拉伸强度 ≥3 OMPa 室温14天 

常温剥离强度 ≥4 

常温拉伸伸长率 ≥400ok, 

高温拉伸强度 ≥2 4MPa 热老化。 

高温拉伸伸长率 ≥200ok, 热老化 

耐燃油拉伸强度 ≥1．8MPa 燃油浸泡‘ 

耐燃油拉伟伸长率 ≥30o％ 燃油浸泡‘ 

耐燃油剥离强度 ≥4 燃油幔泡 

重量变化 一8．O～8．O 13o℃ ×50h燃油浸泡 

女热老化和燃油幔泡分为 130"C×50h和 110(2×lOOh两种情况。 

表 2 XM 一33性能指标 

性 能 指 标 备 注 

密度 ≤1魄 ／∞】3 

基膏粘度 400--1500Pa S 

耐热破裂性 变形≤新m 温度120℃，压力0 0 

低温柔软性 一55"C不变形 

常温拉伸强度 >---2．慨  室温l4天 

常温剥离强度 ≥6 ／m 

常温拉伸仲长率 >／-400ok, 

高温拉伸强度 ≥2． n ]20"C×7d热老化 

高温拉伸伸长率 ≥250％ t20℃×7d热老化 

耐燃油拉件强度 ≥1． 6ox2×14d燃油浸泡 

耐燃油拉伸伸长率 >／-400％ 60X2×14d燃油浸泡 

耐燃油剥离强度 ≥ N 6o,c×143燃油浸泡 

重量变化 ～8．0～8 0 6吠：×l4d燃油幔泡 

密封剂。 列出了 ) 一33的典型性能指标。 

现我公司生产主要 XM一33为主。表 2 3．3 )M 40与XM一43．密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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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40和 )0 一41实际上是为了礴足特 

定用途而研制的耐环境类密封剂。其粘度范围 
一 致．比重、不挥发份含量相同，还有相同的流 

淌性和活性期。NVI一40专用于填角，NVI一41 

专用于整流。 

表 3 K'vl 40密封剂主要性能指标 

活性期 2～4h 

扯断强度 ~25kg／口 50℃ ×48h 

扯断伸长率 ≥251)％ 50"12 x 48h 

扯断强度 ≥25kg／ Ⅱ2 120℃ ×7d热老化 

扯断伸长率 ≥l50％ 1211℃ ×7d热老 化 

剥离强度 ≥6~ ／em 60℃ ×14d热老化．T型剥 

扯断强度 ≥25kg／cra 60℃ ×14d燃油浸泡 

扯断伸长率 ≥300％ 60℃ ×14d燃油浸泡 

剥离强度 ≥6kg，cm 120℃ ×7d热老 『七．T型剥 

表 4 XM 41密封剂主要性能指标 

性 能 性 能 指 标 备 注 

粘度 300～7(胛 a． 

流淌性 ≤ 1[ m 

活性期 2-4h 

扯断强度 ≥25k~／cm 50℃ ×48h 

扯断伸长率 ≥250％ 50℃ ×48h 

剥离强度 ≥6kg／em 50℃ ×48h T型剥离 

扯断强度 ≥25kg／cmz 120"(2×7d热老化 

扯断伸长率 ≥l50％ 120℃ ×7d热老化 

剥离强度 ≥6kg／廿n l20℃ × 热老化 ．T型剥离 

3．4 XM一60密封剂和 }Ⅱ』l4 1025H隔离涂 

料 

NM 60及其配套的}Ⅱ o4—1025H隔离涂 

料是专为防雨口盖和检修口盖等研制的。XM一 

60按活性期的不同，分为 l小时、2小时、4小 

时三种。其主要性能指标 见表 5 

基膏粘度：600～1400Pa．s 

密度：1 65 g／c 

不挥发份含量：≥92％ 

流淌性 ：≤25mm 

表 5 Ⅻd 60性能指标 

活性期(小时) 不粘期(小时) 硫化期【小时) 

≥ 2 ≤24 ≤ 72 

≥4 ≤ 24 ≤ 72 

表 6 XM 椰 强度指标 

拉坤强度 拉伸伸长率 剥离强度 蔷 { 

室诅H无或 室温 ≥ 1 5MP
a 517％ J 7叽：×24小时 

高温 ≥1哪 Pa ≥150％ ≥4kN／rnI 120℃ ×7夭 

m．04—1025H是双组份涂料，组份一是黑 

色均匀粘稠液体；组份二是深棕色粘稠液体。 

M』)4一l205H具有很好的耐水、耐燃油的特点， 

与密封剂相容．且有良好的附着力。 

3 5 密封胶膜 xS 1与)0vI 21 

胶膜是专为贴合面使用的密封剂，具有施 

工性能好，生产效率高的特点，广泛应用 lF飞机 

长桁与壁板的密封，以及其它贴和面密封的地 

方。我公司生产的军、民机上主要应用xS—l和 

XM 21两种。 
一 1分两类：适用于整体油箱的XS 1 

和适用于机身气密密封的)舀一l Ⅺ}～1主要 

有两种来源：西北橡胶研究所提供的三组份密 

表 7 XS一1胶膜主要性能指标 

环境条件 项 目 Xs 1 XS 1A 

拉伸强度 ≥35kg／cm ≥35kg，c】】l 

拉伸仲长率 ≥300％ ≥300％ 

常温硫 化 采A变形 ≤15％ ≤i5％ 

剥离强度 ≥3 5kg／cm ≥3 5kg／cm 

瞻性温度 40℃ 417℃ 

拉伸强度 ≥l：；kg／c ≥15kg／∞。 

拉伸伸长率 ≥3(’o％ ≥2S0％ 

。永九变形 ≤15％ ≤i5％ 

重量变化 一8％～4％ 一8％～4％ 

体积变化 一8％～4％ 一8％一4％ 

拉伸强度 ≥15kg／cm ≥15kg／cm’ 
热空气 老化 拉伸伸长率 

≥ 250．}h ≥ 2o0％ 
“  ～  

． 永久变形 ： l5％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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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剂和公司自制的九组份密封荆。外购的三组 

份密封剂适用材料标准oTxxY一205—79；自制 

的 一l则采用公司材料标准 o．／4AC 35— 

87。两种密封剂性能一致。表7列出了它们的主 

要性能指标。 

衰 8 Ⅻd一21胶膜主要性能指标 

环境条件 项 目 指 标 

拉伸强度 ≥2．0MPa 

拉伸伸长率 ≥3o0％ 常温硫化 

永久变形 ≤l5％ 

剪切强度 ≥1-Okg／era 

高温炼油浸泡 拉伸强度 ≥2．0MPa 

拉伸伸长率 ≥2oo％ 10012
×10叫、时 重量变化 

一 4％ ～4％ 

热空气老化 拉伸强度 >---2． Pa 

拉伸伸长率 ≥150％ 10012
×100小时 剪切强度 ≥1

． 0 

XM-21分为A、B两类，A类是四组份的， 

施工期为2-6小时；B类是二组份，施工期为 

5～7天。表 8列出了它们的主要性能指标。 

以上简要介绍了几种密封剂的性能、指 

标，在具体的零部件上可以选择使用。 

4 结束语 

①密封剂在飞机上具体使用中应分类应 

用。对于不同的场合，密封要求的性能不一样， 

对密封剂的要求也不同，相互混用会造成施工 

困难，性能难以保证等一系列问题。 

②有必要进行精细密封工艺的研究，以减 

轻飞机重量。精细密封工艺能有效降低使用的 

密封剂重量，用最少的密封剂达到最佳的密封 

效果，同时提高了产品的外观质量。 

③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对密封工艺、密 

封材料进行—体化研究，是我们以后的工作重 

点。 

(上接第54页)在计算机辅助模拟流场方面需 

要进一步研究，尤其是研究批量零件排列的影 

响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需要优化淬火系统的构造，优化构造 

的一个例子就是设置风扇。即使采用轻气体 

时，对较重的氢气也要采用优化的风扇，因此， 

用氦气或氢气淬火达不到最佳淬火烈度。在此 

情况下，当低压淬火时，用氮气冷却比用氢气冷 

却更能经受较高淬火速度(图 5)。 

图6 各种淬火方法对变形影响的比较 

当前，用气体控制淬火远未到实用程度，在 

此方面，值得深入考虑的方法是用喷嘴域单件 

淬火法 (用喷嘴域作为专用淬火方法或作为使 

淬火室内流场均匀化的支援)和文中描述的延 

迟淬火方法。 

传统技术，象油淬火，已不是气体淬火的发 

展目标，在此，使淬火浴局部热传导系数均匀 

化，减小 Leidenfm~现象的影响将是最重要 

的。 

同样地，当水基液用作多相淬火混合物时， 

它与气体相结合将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只能通过提高技术(图 

6)来达到使变形最小化的目的，同时还要考虑 

到淬火成本。因此，在各种情况下，必须研究整 

个制造过程的影响，以便评估全部过程成本是 

否达到最小值 (例如，减少／除去其它象二次处 

理清洗和磨削之类的制造步骤)。 

译 自：HEAT TREA~ OF IvETALS 19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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