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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刷镀技术在飞机结构维修中的应用 

秦文峰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航空工程学院 飞机 系统教研室，四川 广汉 618307) 

摘要：在飞机的长期使 用过程中，由于各种机械和化学作用，金属零部件表面磨损或腐蚀，发生失效。描述 了电刷镀的 

原理、特点以及在飞机镁合金，铝合金和钢构件修理中的应用实例，实践证明电刷镀修复飞机构件，镀层与基体金属的 

结合强度高，镀层质量满足性能要求，有良好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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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rush plating technology in repair of aircraft structure 

QINWen—feng 

(Avia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Guanghan 618307，China) 

Abstract：Due to various mechanical and chemical activities，fail caused by wear or co~osion of surface of metal pans will 

occur．In this paper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 of brush-plying technology were described．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brush 

plming technology in the repair of magnesium alloy,aluminum alloy and steel were summarized．It is proved that the aircraft 

part repaired by brush plating can mee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aircraft owning to its high bonding strength between 

coating and the substrate，which is valuabl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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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是制造飞机的主要材料，飞机很多零 

部件都是由金属材料制成的。在飞机的长期使用过 

程中，由于各种机械和化学作用，部分金属零部件 

会发生失效。而这些零部件失效往往是由于零件表 

面局部造成的，腐蚀是从零件表面开始，摩擦磨损 

在零件表面发生，疲劳裂纹也是由零件表面向里延 

伸[1]。因此，在飞机的使用及维护工作中，如何提 

高零件表面质量、降低维修成本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表面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维修技术。表面 

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无需整体改变材质而能获得原 

基材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性能，因此在零件的表面修 

复和表面强化具有广泛的应用，在飞机结构的修复 

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电刷镀技术是表面工程技术 

和重新制造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有设备轻 

便、工艺灵活、镀覆速度快、镀层种类多等优点，被 

广泛应用于飞机零件的表面修复与强化，如飞机起 

落架镀低氢脆镉、磨损部位的修复、液压系统划伤 

和擦伤的修复、电气元件触点的修复等『2I3】。 

l电刷镀技术的原理和特点 

电刷镀技术基本原理见图 1，电刷镀是从槽镀 

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电镀方法，其原理 

和电镀原理基本相同，也是一种电化学沉积过程， 

受法拉第电解定律及其他电化学规律支配，其工作 

原理是将表面处理好的工件与专用的直流电源的负 

极相连，作为刷镀的阴极；镀笔与电源的正极连接， 

作为刷镀的阳极。刷镀时，使包套中浸满电镀液的 

镀笔以一定的相对运动速度在被镀零件表面上移 

动，并保持适当的压力。这样，在镀笔与被镀零件 

接触的那些部分，镀液中的金属离子在电场力的作 

用下扩散到零件表面，在表面获得电子被还原成金 

属原子，这些金属原子沉积结晶就形成了镀层。随 

着刷镀时间的延长，镀层逐渐增厚，直至达到需要 

的厚度l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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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刷镀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槽镀相同，但却有别 

于槽镀的许多自身特点： 

(1)设备体积小、质量轻、便于拿到现场或进 

行野外抢修； 

(2)电刷镀溶液大多是金属有机络合物的水溶 

液，有很多的稳定性，因而镀液中金属离子含量比 

槽镀溶液高几倍或几十倍； 

(3)镀笔与工件相对运动，散热条件好，在使 

用大电流密度进行刷镀时，不易使工件过热； 

(4)操作简单、方便灵活，尤其对复杂型面， 

镀笔zH,．Bla到达的地方，都可以进行施镀，适用于不解 

体现场修理。 

图 1电刷镀技术基本原理 

2电刷镀技术在飞机结构维修中的应用 

2．1飞机镁合金零部件的修理 

镁合金由于具备一系列特殊性能，在航空、航 

天、汽车和电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用量在全球 

范围内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0％，并被认为是21世纪 

最具开发和应用潜力的 “绿色材料”[5’ 。目前，航 

空工业中使用的镁合金的表面防护多采用化学氧化 

后涂漆的方法，这种表面膜薄而软，在使用过程很 

容易被划伤、擦伤或磨损，从而导致表面局部损坏 

或因此而造成超差而不得不报废、更换"】。马宗耀 

等[81针对镁合金特点，在试验研究基础上总结出一 

套镁合金表面只电净、不活化的电刷镀工艺，并应 

用该工艺对某航空维修生产单位飞机的镁合金零部 

件表面实施了刷镀层修复与保护。结果表明，只要 

严格控制刷镀工艺，就能保证镀层与镁合金基体间 

的结合力；同时，由于在潮湿环境，镁合金基体极 

易与镀层金属形成原电池，导致电化学腐蚀和明显 

的选择性腐蚀，因而采用电刷镀修复表面缺陷时， 

镀层应达到足够厚度，而且镀后在表面刷上油漆， 

修复后刷镀层质量完全能满足生产使用要求。 

罗湘燕等【9]采用化学氧化层一底漆一面漆三层 

防腐修复工艺，原位修复飞机镁合金零部件表面腐 

蚀，结果表明采用此种工艺能有效地防止飞机腐蚀 

的进一步发展。防止因腐蚀而引起的零部件失效， 

从而增加飞机返厂大修的时间间隔。该工艺过程简 

单，操作方便，成本低，效益高，修复质量可靠， 

不但适用于飞机镁合金零部件腐蚀的修复，对其他 

设备镁合金件腐蚀的修复也有参考价值，有较强的 

实用性和通用性。 

2．2飞机铝合金零部件的修理 

铝及铝合金具有典型的两重性 (即在酸性、碱 

性环境中不稳定)，电极电势较低 (一1．76 V)， 

化学性质活泼，易生成氧化膜，具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但是，当工件浸入酸性或碱性清洗液时，氧化 

膜很容易被溶解，露出的金属基体又很快被氧化， 

从而导致铝合金表面电镀困难，铝及铝合金镀层结 

合力很差或难以镀上。葛文军等l】0J为解决飞机上硬 

铝材料零件局部损伤后的修复难题，对电刷镀技术 

在飞机铝合金零部件表面局部划伤的修复进行了可 

行性研究。初步探讨了快速修复的工艺流程及工艺 

规范，对修复后零件的硬度、结合力和耐磨性进行 

了测定。结果证明：基体材料硬度 538 HV，镀层硬 

度 625 HV，刷镀层磨损量为 1 8．5 mg／h，新零件磨 

损量为23．8 mg／h，镀层结合力良好，无起皮、脱落 

现象，飞机硬铝构件表面划伤的电刷镀修复工艺流 

程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镀层与基体金属的结 

合强度高，镀层质量满足性能要求，有较好的推广 

价值。 

某航空展览馆多架飞机因久置露天，长时间的 

H晒雨淋使飞机蒙皮多处表面出现油漆层斑驳脱 

落、铝蒙皮表面氧化膜破损现象，这不仅影响飞机 

的外表美观，而且若不进行及时的修复处理，腐蚀 

会进一步扩展使蒙皮穿透、飞机结构连接造成失效 

导致破坏。飞机蒙皮表面脱漆及膜层破坏处需重新 

氧化涂漆进行防腐处理。铝合金阳极氧化是铝合金 

有效而常用防腐蚀方法之一，其中硫酸阳极氧化所 

获氧化膜具有强吸附能力、良好的耐蚀性、耐磨性， 

加之硫酸阳极氧化还具有溶液稳定，允许杂质含量 

较大的特点，与铬酸、草酸比较，电能消耗少，操 

作方便，成本低。马宗耀等⋯ 利用铝合金阳极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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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采用电刷镀施工方法，在工艺试验基础上， 

对多处氧化膜失效部位进行了电刷阳极氧化修复， 

并在阳极化后实施喷漆处理，质量完全满足应用性 

能要求。该法工艺简单、操作方便。 

附着力良好；弯曲试验表明，镀层无脱落；杯突高 

度为 5．1 mm；镀层磨损量为0．118 mg／次，与基体 

(0．119 mg／次 )耐磨损I生相当。试验表明，通过这 

种工艺，可以获得满足修复磨损活塞要求的镀层。 

2．3飞机钢结构零部件的修理 3结论 

飞机发动机架和作动筒等许多零部件的材料为 

30CrMnSiA，即飞机钢。在飞机的使用过程中，其 

表面会出现划伤、磨损、腐蚀、压坑等现象，必须 

及时予以修复。为此，葛文军 2J研究了电刷镀修复 

飞 机 30CrMnSiA 钢 件 的 工 艺 规 范 ，解 决 了 

30CrMnSiA钢制电镀修复易产生氢脆的难题。飞机 

上有许多同样或类似的材料组成的零件，采用电刷 

镀技术修复，不仅工艺简单、方便迅速、成本低， 

而且质量完全能满足要求。冯春晓等I】3]研究了综合 

利用摩擦电喷镀技术和 n．A1 2 03／Ni—W 纳米复合刷 

镀技术对 30CrMnSiA 飞机钢进行表面修复的新工 

艺。他们介绍了修复工艺和流程，并对修复层性能 

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表面修复层完全满足修复要 

求，该工艺提高了飞机作动筒等部件修复面的耐磨 

性能和镀层结合强度，而且耐蚀性能良好。同时也 

解决了氢脆问题。夏成宝 分析了飞机起落架作动 

筒内壁磨损失效的原因，采用 n．A1 O ／Ni—Cr复合 

刷镀技术，对磨损部位进行了修复，以提高镀层与 

基体、镀层与工作层问的结合力。结果表明：修复 

层的硬度及耐磨性与原件相当，该工艺方法简单、 

可靠，节省了资源成本。 

飞机襟翼作动筒用于控制飞机的升降动作，是 

重要的控制部件，而作动筒的活塞则是其中的关键 

部件，由 l 8Cr2Ni4WA高强度钢制成，表面采用法 

兰处理。工作过程中，活塞在高压下作往复运动， 

活塞端部会被磨损或划伤，如果超过规定的配合间 

隙0．025～0．185mm时，会导致漏油，影响作动筒性 

能，威胁飞行安全。夏丹[】5]为解决飞机襟翼作动筒 

磨损失效活塞的修复问题，开展了电刷镀镍．钨修复 

镀层的研究。通过对飞机襟翼作动筒活塞失效原因 

的分析，提出了修复该零件的新工艺。采用电刷镀 

特殊镍一Ni—w 镀层体系，提高了镀层与基体、镀层 

与工作层的结合力。当镀层厚度为28 pm时，镀层 

硬度达到 705 HV；网格剥离试验表明，镀层无脱落， 

表面技术作为一门新兴技术，在飞机结构维修 

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电刷镀由于其独有的优越性在 

飞机维修领域也将更加受到重视。可以预见，随着 

电刷镀技术的迅速发展，将有力推动飞机结构修理 

技术和水平的发展，并为航空领域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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