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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分析和工程应用两个角度阐述了环境对飞机疲劳寿命 

和日历寿命的影响，归纳并提出了用于疲劳寿命计算和计算环境影 

响分析的数学模型，并从某型飞机定寿和腐蚀控制的实例中归纳出 

飞机设计、制造冷热工艺和维护使用中提高飞机抗环境影响能力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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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量的事实证明，飞机的机械故障是由断裂、疲劳、腐蚀 

及材料退化的综合过程产生的。这些故障正是影响结构寿命的主要 

因素。而疲劳、断裂、腐蚀和材料的退化均可描述为环境的函数．因 

此，飞机的结构寿命可表达为环境的函数 环境，材质，应力 ， 
⋯ )。这里所说的环境是环境因素的集合，包括温度、湿度、震动和使 

用特点等。从实际工作看。环境对飞机结构寿命影响的分析是一项非 

常复杂的工作。需要复杂的理论分析和计算．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 

模拟。有时候还必须进行领先使用。文中对环境对飞机结构寿命的影 

响进行了综合分析，归纳了主要分析方法和主要结果。以便为制订军 

用飞机的论证、研制和使用全寿命控制标准提供理论基础。 

1飞机的使用环境及其对结构寿命的影响 

对飞机结构寿命有较大影响的环境可分为4类。 

1)温度、湿度等地理环境； 

2)盐雾、酸雨、烟尘等工业污染环境； 

3)飞机设计制造形成的结构内部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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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震动、载荷等飞行动力学环境。 

前 3类环境可造成结构腐蚀和老化，影响飞机 

结构的日历持续寿命和某些特殊性能，第4类环境 

造成结构疲劳断裂，影响飞机的疲劳寿命。 

1．1环境类型 

1)地理气候决定的环境因素。我国幅员广阔， 

地理情况和气候条件都很复杂，其决定的环境因素 

包括：阳光、风、雨 、雪、霜等气候现象 ；从高原到沿 

海的湿度变化；从北方到南方的温度变化；北方地 

区的风沙扬尘等。 

2)盐雾和工业污染环境。在沿海机场氯离子含 

量可达到(0．02～0．2)xl0 。我国工业发达地区，特别 

是化学工业基地附近的上空经常出现酸雨，严重时 

pH值能达到4。 

3)飞行动力学环境。飞机的类型和飞行的具体 

任务不同．飞机承受的载荷也就不同。机体结构穿过 

空气时，会产生由于大气紊流引起的载荷：飞机加速 

时，会产生机动载荷；每次飞行会产生”地一空一地”反 

复载荷：由起飞、着陆时的滑跑、转弯、刹车和着陆撞 

击组成的地面载荷；还包括局部气流紊乱、强噪音引 

起的载荷等。GJB一86(-E机结构强度和刚度规范》对 

飞机的载荷及其确定作了详细规定。 

4)结构内部环境。飞机飞行时，除了如发动机 

周围等局部高温区外，气动摩擦所产生的气动力 

热，随着不同高度及不同声速而不同，当速度超过 

音速后，机身温度会很快增高。 

封闭结构内部环境与外界环境有时可以形成 

较大差别，如某型飞机的油箱舱实际测得的温度可 

高于大气温度 20℃以上。 

飞机上有橡胶、塑料 、胶粘剂等多种非金属材 

料制品，这些材料在不同时期会散逸出程度不同的 

腐蚀性气氛，可在结构内部形成腐蚀介质。 

腐蚀作用使金属表面粗糙，形成很多坑穴、缝隙等 

应力集中点，在循环应力和腐蚀介质联合作用下， 

疲劳和腐蚀联合作用，结构的裂纹扩展速率会增 

大。材料在不同温度下，其疲劳强度有很大变化，温 

度是对疲劳寿命和损伤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温度愈高，在一定的应力下，材料的蠕变变形愈 

快，破坏所需的时间就愈短，如果高温和交变载荷 

同时作用，那么就会发生蠕变和疲劳的相互作用。 

另外．靠近发动机喷口的结构，因受到高声强噪音 

的激励而产生振动，出现声疲劳破坏。 

1_2_2 环境引起结构腐蚀 

飞机90％的时间处于停放状态，环境因素对飞 

机结构的腐蚀非常普遍。飞机结构因腐蚀可能造成 

以下 3种类型的问题。 

1)单纯的腐蚀问题，是由环境与合金系统引起 

的化学作用； 

2)应力腐蚀开裂问题，是由环境一静应力一合金 

系统相互作用，导致金属材料腐蚀开裂，并随时间 

的延续引起裂纹的延伸，最后造成结构破坏； 

3)因腐蚀环境加速疲劳裂纹扩展，是由环境一 

交变应力一合金系统相互作用，导致已存在的疲劳 

裂纹扩展加速，缩短飞机结构的使用寿命。 

1_2．3 环境对特殊材料的影响 

飞机上除金属材料外，还有大量的特殊材料， 

如刹车装置用C．C复合材料、雷达天线罩用玻璃钢 

材料、金属蜂窝复合材料等，这些材料大部分在湿 

热环境对性能有较大影响。高温使复合材料老化、 

变质，潮湿不仅使复合材料的基体材料性能下降， 

导致如刹车效率降低 、透波率降低等问题 ，还会使 

复合材料和金属材料之间形成原电池，产生电化腐 

蚀，使复合材料与金属材料的连接遭到破坏。 

2 环境对结构寿命影响的分析 

1．2 环境对结构耐久性的影响 2．1 环境对结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分析 

1_2．1 环境对结构疲劳强度的影响 

结构的表面状况对金属的疲劳强度有着重要 

的影响，疲劳源总是出现在应力集中的地方．应力 

集中使结构的疲劳强度降低，是影响疲劳强度的诸 

多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一个因素。环境因素引起的 

裂纹扩展率 da／dt(mm／s)，是衡量裂纹扩展的特 

征参数。通常，裂纹稳定扩展阶段 da／dt有如下关系： 

da／dN=Cf△ 或 (1) 

da／dt=F(K，、材料、环境介质、温度、压力) (2) 

关于裂纹扩展的具体关系式，有多种不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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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1974年，Hoeppner和 Krupp就列出了 33个不同 

的关系式。在许多材料中裂纹增长的速率受到平均 

应力的影响或以应力比来表达。对固定的应力强度 

因子范围。裂纹扩展速率随应力比的增加而增加。 

常用的裂纹扩展速率关系式有，Walker公式： 

da／dN=C[LXK／(1-R) 1 (3) 

和 Forman公式： 

do／d／V=CAK~／[(1-R)Kc-aK] (4) 

试验表明。腐蚀裂纹扩展又可细分为 3个不同 

的阶段。第 1阶段，da／dt强烈依赖 、材料、环境介 

质、温度及压力，其表达式为： 

(d~／dt)I=：cIeraKl (5) 

式中，c。和m独立于 。 嗽 可以定义为小于 

da／dt的某一规定值时对应的 值。 

第2阶段，基本上与 无关，但受环境、压力、 

温度的强烈影响，即： 

(da／dth=cz=F(材料、环境、温度、压力) (6) 

第 3阶段，(doJdO 又重新对 有强烈的依赖 

性，其极限情况是 K。一 时，扩展速度无限地增长。 

疲劳裂纹 3个阶段的状况如图 1所示。 

构件在环境作用下的断裂过程如图2所示。如 

I K I 

图 1 da／dt与 的曲线 

图2 与t，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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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试件具有初始裂纹长度 ，在静应力为 的外载 

作用下裂纹尖端的起始应力强度因子为 。如果 

。i足够大，使之能在介质共同作用下，促使构件发 

生腐蚀开裂．该裂纹随时间t缓慢地向前扩展，经过 

时间 t，，裂纹由q增长至 ；相应地，强度因子 由 

K。i增长至K 。试件将因为满足 K =Kk条件而快速 

断裂。这时．根据 ．．扩展曲线，即可找到在该种 

和 条件下的某个 K 值。如果改变 或 或两 

者，则得到不同的 。j值，并在试验中经过不同的时 

间 t，使试件断裂，这样，就可得到另一个 值，以 

此类推。最后即可完成Kk—t，曲线。 

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当 。i减小时，t，增长。但对 

许多合金材料来说，存在着 极限值 酗，当 ≤ 

麟 时， 无限延长而不发生快速断裂， 龇 称为该 

材料应力腐蚀开裂的门槛应力强度因子。在 k—t，图 

上，K龇 表现为K —t，曲线的一条渐近线。由于 tr不 

可能无限长，测量 麟 并不容易。因此对不同的材 

料和介质，规定一个合理的截止时间，使试件在规 

定的截止时间内不发生腐蚀开裂的快速断裂。不同 

材料的 龇 值可查有关手册。 

环境对构件开裂和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 和 龇 上，对于同一种材料构件，始终存 

在 K龇 ．． ，因而，在腐蚀介质中，构件的疲劳裂 

纹起始早，裂纹扩展快，结构寿命短。当 < 龇 时， 

长期处于该环境下也不会发生腐蚀开裂引起的破 

坏；当K瞰 。 时，亚临界裂纹缓慢增长，经过 t 

后，裂纹扩展至 ，K 达到 值引起试件破坏。 

环境对门槛值附近钢的裂纹扩展的影响可以 

用裂纹闭合来解释。当试验在象干燥氩这样的干燥 

惰性气体中进行时，扩展速率最高，而疲劳的门槛 

值最低。在比较潮湿的空气中，如氧化诱发闭合量 

增加，导致较高的门槛值和较低的扩展速率。氢由 

于氢脆过程能使钢中裂纹加速扩展。对象 7075一 

T651这样的铝合金，在潮湿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 

要比干燥空气中的裂纹速率大一个数量级。铝合金 

在两种环境中的裂纹扩展机理不同，在惰性环境 

中，裂纹以滑移的机理扩展，而在比较活泼的环境 

中，裂纹以准脆性开裂扩展，经常伴有裂纹钝化。 

环境和载荷频率还会进行复合作用而影响裂 

纹扩展速率。在室温下的普通合金。频率对其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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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影响很小。然而在腐蚀环境情况下，频率愈低， 

裂纹扩展速率愈高。同时还有应力比R的综合作 

用，即：在腐蚀环境中，应力比R的提高将使扩展速 

率比在空气中增加得更快。 

2I2 日历寿命分析 

日历寿命通常反映了结构抗环境破坏的能力。 

金属构件的腐蚀和非金属件的老化是影响 日历寿 

命的主要因素。确定日历寿命的技术途径是通过用 

易腐蚀的结构主要承力件，在当量环境谱下做加速 

腐蚀试验，由测得的腐蚀损伤尺寸的累积变化规律 

来估算其 日历寿命，并依据使用经验进行必要的修 

正，给出机群的日历寿命。 

2-2．1腐蚀的极值分布 

根据试验的或外场统计的结构腐蚀数据(腐蚀 

深度、面积、区域数)，按照 Gumbe1分布(即 I型极 

值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其模型为： 

X=a-bY (7) 

其中，Y=-ln[-ln(1-l／T,)】 (8) 

称为再现周期。经某型飞机实际统计结果， 

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2．2．2 腐蚀参数分析 

结构腐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采用 

线性或指数模型进行分析。 

线性模型： 

X=ao+alT+a2T,+u (9) 

指数模型： 
k—J 

=non “ (1o) 

指数模型两边取对数后，可化为线性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其中参数 、 和 分别为结构的腐蚀 

深度、飞机的总日历持续时间和连续停放的时间。 

采用 LSE方法对模型飞机外场腐蚀分析，可以通过 

COOK距离、复相关系数 R 和残差 SEE检验，参数 

模型可用于飞机日历寿命分析。 

2．2．3 日历寿命预测 

飞机在停机状态，存在 3种影响飞机的日历寿 

命的环境。 

1)湿热大气腐蚀环境。这是机场环境中对机体 

腐蚀损伤持久起作用，并且影响较大的一种环境。 

2)介质浸泡腐蚀环境。飞机机体内部各种结构 

舱进入的雨水、雪水、露水、以及温度差变化在机体 

内形成的冷凝水等，使结构内部的某些部分长期处 

于介质浸泡状态。 

3)干燥热空气老化环境。该环境使飞机防护层 

老化失效，从而导致结构腐蚀。 

上述 3种环境经实际测定，可以编制出当量环 

境谱，用于材料、构件或部件的加速腐蚀寿命试验， 

也可用于分析计算。 

确定飞机的日历寿命时。首先确定易腐蚀部位 

和关键结构件，分析出影响日历寿命的关键结构。 

然后用试验确定该关键结构材料的腐蚀速率，并对 

外场和修理厂进行调研．收集飞机结构的腐蚀数 

据，在此基础上确定出飞机的日历寿命。 

日历总寿命 y总： 

Y总=y首+∑yⅣ+ yr (11) 

其中：Y总一日历首翻期； 

y 日历翻修间隔： 

y广 在厂日历持续时间(停修期)； 

』、7一翻修次数。 

飞机的日历寿命可以在试验和调研基础上用 

(7)一(11)式进行确定。 

2．3 振动对薄壁结构寿命的影响 

飞机机体大部分结构为薄壁式。由于振动可导 

致薄壁结构裂纹，并使裂纹速率增大。因此就结构 

耐久性来说，振动分析是很重要的工作。而且，对飞 

机来说，防止结构颤振也是极其重要和困难的。振 

动功率谱密度与裂纹时间的关系为： 

=  (12) 

其中，A为振幅或功率谱密度； 为裂纹产生时间 

为系数，通常取 4～6。 

当环境振动频率>ISOMHz，g≥0．8，对薄壁结构 

会产生较大危害。 

3 控制环境因素对结构影响的措施 

3．1 设计技术 

从结构完整性和耐久性观点来看，设计阶段是 

保证结构环境耐受性的主要阶段，应从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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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控制。 

1)确定合理的设计标准，制定结构完堑I生大 

纲，采用先进的损伤容限设计方法，提高结构抗疲 

劳能力。 

2)全面分析零件所承担的功能和所处的局部 

环境，合理选材，避免产生应力腐蚀和腐蚀疲劳。 

3)合理选择零件的几何形状，避免出现应力集 

中；合理选择组合件的组合形状，减小受循环载荷 

作用的结构中的应力集中系数。 

4)注意结构细节设计，构件表面应便于检查和 

维护：对液体易渗入部位进行密封、易积聚部位进 

行排放等。 

5)充分考虑产品将来的使用环境，采用有效的 

预防措施进行结构设计。 

3．2 零件制造和装配技术 

保证零件的几何形状 ，避免产生深的表面加工 

痕迹，防止形成应力集中源；对零件表面进行必要 

的热表处理：避免损伤已经表面处理或涂以防护涂 

层的表面，如有损伤，必须及时修复；采取减小装配 

应力的措施：不同金属间的连接应采用防护措施： 

保证密封部位的密封性；所有组装后的整体件都要 

环境作用机理与防护 

Corrosion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清洗．以除去残留杂物。 

3．3冶金工艺 

热处理是零件达到设计要求的力学性能和耐 

蚀性能的重要工序。铝合金件占飞机零件总量的 

60％以上，导致铝合金应力腐蚀开裂敏感性的热处 

理有：高的固溶处理温度、急剧的淬火、低的时效温 

度和人工时效前在室温长时间的中间存放等．对这 

些因素应加以控制。 

表面处理包括电镀层、化学覆盖层 、合金扩散 

层 、有机涂层以及封严、热障涂层等方法．应根据产 

品的使用特点、寿命、环境以及防护层与防护工艺 

的特性，选择合适的表面处理方式。设备、原材料、 

槽液质量、操作规程等都对表面处理效果有影响， 

应加以控制 

3．4 外场维护 

应针对具体的飞机，依据维修大纲编制维护手 

册，按照维护手册对飞机做定期检查；改进检测方 

法，提高检测水平；对发现的损伤及时修复；向制造 

商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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