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卷第2期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 
2003年 3月 CORROSION SCIENCE AND PROTECTION 

Vo1．15 No．2 

Mat"．2003 

沿海飞机铝合金结构件腐蚀与防护 

胡芳友 ，2 王茂才 温景林2 
1．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 沈阳 110016；2．东北大学 材料与冶金学院 沈阳 110004 

摘要 综合作者多年的飞机结构修理工作，分析、归纳了沿海机场飞机典型腐蚀损伤，得出飞机结构腐蚀主要是环 

形间隙中未加保护的铝合金表面和间隙中的积水而形成的电化学腐蚀．提出缝隙密封等减少结构腐蚀的制造和使 

用维护过程中的防腐工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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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orrosion phenomena of aluminum alloys used for aircraft 

structural components，and po ints out that the occurrence of corrosion is mainly due tO the effect of the 

unprotected surface of dearances around rivets or screws and the water in it．A physical model of corro— 

sion is postulated．Furthermere，,some protec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controlling the corrosion， 

which may be taken dur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he compo nents，as well as dur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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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沿海机场的飞机终年飞行、停放于环境相 

对恶劣的海洋大气甚至处在海洋飞溅带，长期处在 

高湿度、高温、高盐分的大气中，个别机场相对湿度 

在80％以上的时间高达 40％．海水、潮湿的海洋大 

气给飞机结构件，特别是对构成飞机主要结构的铝 

合金件造成严重的影响．多年来沿海机场飞机的蒙 

皮、大梁、桁条等结构件产生了大量的、严重的腐蚀 

损伤，这不但影响了飞机的使用寿命，还给飞机的飞 

行安全造成了诸多的隐患，甚至严重影响了飞行任 

务的完成．为保障飞机的完好率，有关机构每年投入 

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仍不能满足不可预 

见的严重腐蚀损伤的修复．因此，研究飞机结构件的 

腐蚀机理，对合理有效的阻止腐蚀的产生与发展是 

十分重要的． 

1飞机构件腐蚀 

根据多年的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损伤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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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构件腐蚀通常发生于如下典型部位：螺钉和铆钉 

周围、缝隙部位、不同金属材料接触部位、传力复杂部 

位、积水部位、下开口形盒体结构内部；动部件受气体 

冲刷的部位如螺旋桨叶前缘、压气机叶片等． 

1．1机翼与机身蒙皮 

机翼与机身蒙皮的主要损伤形式为大面积的表 

面大气腐蚀．通常腐蚀首先开始于铆钉、螺钉周围、 

缝隙或不同金属接触的部位．有漆层的腐蚀部位先 

出现小面积油漆鼓包而后扩大至大面积腐蚀，油漆 

较大面积脱落，露出灰白色腐蚀产物；无漆层表面由 

光滑、光亮变为粗糙灰暗；而后进一步发展后表面产 

生白色腐蚀产物并脱落；严重的地方最终出现穿透 

型腐蚀损伤． 

1．2桁条、大梁缘条等铝合金挤压型材 

桁条、大梁缘条等铝合金挤压型材外表面包有纯 

铝层，因为纯铝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所以其表面少有 

大面积腐蚀．挤压型材主要腐蚀型式是剥离型腐蚀． 

剥离腐蚀通常发生在铆钉、螺钉或蒙皮接缝部 

位，在表面完好的情况下四周逐渐鼓起；腐蚀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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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型材的中间层开始，发展至边缘时在腐蚀缝隙中 

可见腐蚀产物；蒙皮下型材的腐蚀会使蒙皮凸起，严 

重时凸起高度达蒙皮厚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此时 

从凸起的蒙皮缝隙可以看见灰色层状腐蚀产物；强 

大的张力最终会使铆钉、螺钉断裂脱落． 

2腐蚀机理分析 

由以上两种腐蚀发生的部位可以看出，引起腐蚀 

发生的最重要条件是水的存在．因沿海机场大部分处 

在海洋大气带，个别机场位于海洋飞溅带．潮湿的大气 

环境必然使飞机表面和内部都有积水，这些积存的水 

中必然含有一定量的盐分，即使在大气盐分含量相对 

较少的内陆机场，也可能因工业污染而使积存的水中 

含有加速腐蚀的离子．这些水的存在再加上飞机结构 

铝合金加工、装配和使用中难以消除的缝隙、裸露的金 

属表面、灰尘积存、表面划伤和不能避免的异种金属件 

的接触给腐蚀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2．1大气腐蚀 一蒙皮的腐蚀损伤 

图 1为取自海洋飞溅带机场现役飞机的典型蒙 

皮腐蚀损伤件试样的扫描电镜和光学显微分析照 

片，由图 1a可见腐蚀首先发生于晶界，并由表层经 

过晶界向内部发展(见图lb)． 

2．2剥离腐蚀 一铝合金挤压型材的腐蚀 

铝合金挤压型材的腐蚀通常首先发生在包铝层 

以下甚至发生在厚度方向的中间部位．由图 2可以 

看出，在腐蚀产物膨胀力的作用下，腐蚀沿晶界随着 

裂纹向前发展． 

2．3腐蚀发生的过程和机理 

从腐蚀的原因可以看出，含有腐蚀介质的水是 

引发腐蚀的外界条件．水的来源包括：海水飞溅、海 

洋大气凝结、停机坪地面蒸发、或水上飞机飞行中直 

接飞溅水及滑跑时渗漏的水． 

引起飞机结构腐蚀的自身条件有：缝隙和缝隙 

中未保护表面的存在、具有不同电极电位材料的接 

触、由于使用维护而引起的表面保护体系损坏、应 

力、意外损伤． 

综合典型的蒙皮腐蚀和挤压型材腐蚀的部位、 

条件等因素可以看出，缝隙腐蚀是造成飞机铝合金 

构件腐蚀的最初原因，晶间腐蚀是铝合金结构件腐 

蚀的最终结果．其腐蚀过程遵循如下程序和物理模 

型(图 3)： 

蒙皮：缝隙+水——腐蚀反应生成 (0lH) —— 

由晶界向水平方向、厚度方向发展——挤压型材：环 

形缝隙中凝结水(含较高浓度 a离子)+未保护新鲜 

表面——腐蚀反应生成 (0lH) ——产物体积膨胀 

产生应力——沿晶裂纹——尖端缺氧、吸水——进一 

步腐蚀 

． 1 Corrosion of aircraft skin materia1．(a)SEM photograph of skin surface，(b】Sectional microstrueture of corrosded skin 

Fig．2 Microstructure patterns of profile cor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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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Schematic diagram showing corros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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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 of corrosion product 

飞机装配铆接过程中铆钉孔和绝大部分螺钉孔 

是现场配钻的，孔内壁得不到充分保护．而且铆接结 

构使用的铆钉不能充分填充环形间隙，即使填充很 

好也会因空气动力等载荷的长时间作用而产生一定 

程度的松动，螺钉连接结构则必定存在环形间隙．孔 

内壁裸露的金属表面，易于积水且不易排水，再加上 

紧固件和结构件通常是用具有不同电极电位的材料 

制成．上述多种因素使螺钉、铆钉孔成为抵抗腐蚀的 

最薄弱环节，一旦有水进入很容易引起腐蚀． 

蒙皮腐蚀从铆钉孔开始，继而向四周表面和深 

度方向扩展． 

挤压型材的螺钉孔或铆钉孔中，数倍于原有铝 

材体积的腐蚀产物在晶界形成巨大的局部应力，在 

应力的作用下沿晶界产生裂纹；疏松的腐蚀产物中 

可积存更多水分，为新生的裂纹段进一步腐蚀提供 

了条件，使裂纹一腐蚀 一裂纹一腐蚀⋯⋯沿型材轴 

向连续不断进行下去；同时腐蚀沿晶界发展至相邻 

织构层面或因某一层织构晶粒穿透后腐蚀发展到邻 

近层面，如此不断发展形成多层重叠的剥蚀，直至穿 

透．剥蚀的起始点可以在型材环行缝隙中厚度方向 

的任意点，因此，剥蚀可能在型材全厚度的中间层产 

生并扩展．因此可以说桁条、大梁铝合金型材的剥离 

腐蚀是因腐蚀产物膨胀而引起的沿织构层晶界发生 

的低速度应力腐蚀开裂． 

2．4腐蚀产物分析 

取典型 LY12CZ包铝型材腐蚀产物在 x—Ray 

衍射仪上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4所示．可以看 

出，主要凸峰呈现较宽的趋势，说明在海洋飞溅带环 

境下 LY12的主要成分元素与成分复杂的大气、飞 

溅的海水或凝结水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反应．由D值 

分析法分析结果可知，腐蚀产物中主要由AI(OH)3 

和残 留的铝组成 ． 

3防腐措施 

3．1制造阶段的防腐工艺措施 

1．铆钉孔和螺钉孔环形间隙的消除和内表面 

的保护．采用铆钉孔内涂密封胶(或涂底漆)的密封 

铆接工艺，既可以有效保护孔内壁又能消除环形间 

隙，是防止腐蚀的有效措施；同时所有铆钉都在时效 

期内使用，以保证环形间隙的填充效果．螺钉孔内涂 

密封腻子(非硫化)可有效消除间隙、保护孔壁． 

2．平面缝隙的消除．缝隙的密封可以采用传统 

的缝内密封和缝外密封工艺，密封剂可选用结构密 

封胶．对于内部结构缝隙，也可采用环氧锌黄底漆在 

铆接前缝内涂敷和铆接后缝外涂敷工艺，以减小结 

构的增重．对活动口盖缝隙，可采用直接成型密封胶 

条密封。即在口盖结构装配协调完成后，在框架和口 

盖之间涂密封胶(胶条与 口盖之间涂脱模剂以保证 

口盖开启方便)． 

3．不同金属间的隔离．在海洋大气环境中，典 

型的钢制零件与紧固件镀镉技术难以长久起到防腐 

作用，特别是水上飞机，钢制螺钉等需定期拆下重 

镀，给维护及修理工作带来较大麻烦．实践证明，包 

有胶套的密封托板螺母可有效防止腐蚀发生．因此，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涂胶隔离钢件． 

3．2使用维护阶段应采取的措施 

使用维护质量的好坏对飞机结构使用寿命的影 

响是非常大的，好的措施可以有效延缓腐蚀的发生 

与发展，保证飞机寿命期内的完好率．腐蚀情况的普 

查和及时处理是内外场地勤人员的一项重要任务． 

1．飞机表面的冲洗．飞机表面的定时冲洗、特别 

是海上飞行后的淡水冲洗是减缓腐蚀的重要措施，已 

广泛被各国采用．冲洗液中直接添加缓蚀剂或淡水冲 

洗后喷缓蚀剂可进一步减缓腐蚀的发生发展． 

2．补救性防水措施．对飞机上表面缝隙进行封 

堵、在飞机结构内部易积水部位钻放水孔可以减少 

飞机结构内部积水，减少腐蚀发生几率．上表面缝隙 

可以采用缝外密封工艺用航空密封胶密封，也可以 

用浸有树脂的尼龙布带帖封．使用一定时期后，详细 

调查飞机结构内部积水情况钻放水孔使积水能自动 

流出，在不便钻孔的部位用涂胶的方法防止或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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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 

3．腐蚀检查及处理．定期进行详细的腐蚀普 

查，及时地发现腐蚀并将其控制在最小状态．及时且 

彻底清理腐蚀产物，用 200#以上砂纸打磨损伤部 

位使表面光滑且与原表面过渡圆滑，用原位氧化剂 

或磷化底漆重建钝化膜，其上再涂锌黄环氧底漆、面 

漆． 

4．地面工作中防止碰伤表面．地面维护及修理 

工作中，防止碰伤飞机零部件表面防护体系． 

4结论 

1 沿海机场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的主要原因 

是环形间隙和平面间隙中积存含有盐分(较高 Cl离 

子浓度)的水而引起的晶间电化学腐蚀． 

2 挤压型材的螺钉孔或铆钉孔中，数倍于原有 

铝材体积的腐蚀产物在晶界形成的巨大局部应力使 

裂纹沿晶界产生；疏松的腐蚀产物中可积存更多水 

分，使裂纹连续不断沿型材轴向进行下去，同时腐蚀 

沿晶界发展至相邻织构层面，产生新的腐蚀一裂纹 
一 腐蚀——如此不断发展形成多层重叠的剥蚀． 

3 蒙皮板材腐蚀由边缘缝隙、铆钉缝隙或钢制 

螺钉处开始由蒙皮表面向蒙皮展向、深度两个方向 

发展。直至穿透． 

4 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防护的关键是间隙的 

消除或填充防止水分进入和环形间隙中新鲜表面的 

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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