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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地处沿海的 19架飞机受海洋大气和海水影响的腐蚀形态 

和防护方法的调查．分析研究了铝合金结构的腐蚀机理，探寻其腐蚀 

规律。针对飞机结构设计 中的不足，采取 了减少电位差、绝缘电极、隔 

离盐雾海水、减少结构缝隙、增加保护层抗蚀能力的改进防护措施． 

为飞机设计和维修提供 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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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而机场相对多，飞机在沿海地区停放及跨 

海飞行的概率高，受海洋大气及海水影响而腐蚀严重，危及飞机结构 

强度和飞行安全，为此波音公司将沿海地区界定为飞机腐蚀的重灾 

区。分析查寻飞机结构设计中抵御海洋大气、海水侵蚀不足的具体部 

位，探寻适应使用中飞机的不同部位腐蚀的防护与控制方法，是全球 

航空界关注的安全技术问题。 

1995年开始，对地处福建沿海的 19架波音飞机所发现的每次 

结构腐蚀损伤的程度进行记录，针对其材料特性、实际环境、连接形 

式、保护涂层等特点，分析腐蚀机理。利用同电位构件以减少电位差， 

采用耐海洋环境的含铬酸盐密封胶以隔离盐雾海水、绝缘电极 、减少 

结构缝隙，增加聚胺酯防蚀中间漆层以提高防护层的抗蚀能力，从 

1996年 8月至 2002年 12月在这 19架飞机上进行了实验。 

1 腐蚀调查 

调查采集了在沿海运行的 19架波音飞机5年期间腐蚀的 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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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与分析 The Expiration and Analysis 
多条数据信息，时间段是 1995年 8月至2001年 3 

月，来源于4C检以后的5架 737—200、4架 757—200、6 

架737—500及4架 1C检以后的737—700飞机。着重 

对飞机机身的 7系列锌铝合金和2系列铜铝合金的 

构件做了腐蚀、腐蚀部位材料特点、腐蚀外观形态、腐 

蚀是否超过损伤容限、原部位防蚀方法以及与海洋环 

境有关的腐蚀占有率的调查。 

这 19架飞机地处海岛或近海相同环境，飞机 

铝合金构件所占比例在 78％以上[11，材料性质一样， 

连接结构形式和保护涂层相似。经过对腐蚀迹象归 

类分析统计发现 ，与海洋环境影响有关的腐蚀占 

90％左右，见表 1。 

波音飞机铝合金构件的表面处理通常采用铬 

酸盐处理法，即Alodine化学氧化，非空气动力区域 

施加 2层环氧底漆和 1层环氧面漆(方法 A)，有的 

没有面漆(方法 B)，机身气动外表 1层聚胺酯底漆、 

1至2层聚胺酯面漆(方法C)，没有中间漆⋯。19架 

飞机因其结构防蚀设计及保护涂层存在缺陷，海 

水、海洋大气可侵入而产生腐蚀，见表 2，机身货舱 

常见有海水或盐巴。铝合金常见的腐蚀产物呈灰色 

粉状颗粒，严重的导致金属表面鼓泡裂开、明显的 

分层并扩展到较深的内部、伴有大量的腐蚀薄层剥 

落、或较深的点蚀，甚至穿透性腐蚀，还常因腐蚀产 

物体积膨胀的应力引发构件开裂。这些腐蚀形态使 

主结构满足不了飞机剩余强度要求。 

从采集的腐蚀信息分析，大部分是以海水蒸气 

以及海水为介质的电化学腐蚀；从腐蚀的部位看， 

主要是飞机容易接触海洋大气或海水的机身铝合 

金构件；从腐蚀类型看，点腐蚀、丝状腐蚀 、缝隙腐 

蚀和电偶腐蚀所占比例最大，严重腐蚀常伴有剥 

蚀；从腐蚀损伤级别看，超过损伤容限的占30％，损 

伤容限内的占70％，见表 1；从腐蚀损伤的程度看， 

有一些腐蚀深度较深，厚度 3mm的构件使用 1年时 

间就产生穿透腐蚀，如图 1所示。 

2 沿海环境与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 

的分析 

表 1 19架飞机结构件腐蚀程度及数量调查 (1995年 8月一2001年 3月) 

项序 构 件 超限腐 容限内 项序 构 件 超限腐 容限内 

名 称 蚀件数 件数 名 称 蚀件数 件数 

l 737龙骨梁 l7 46 9 货舱门坎上下梁 5 l4 

2 机身蒙皮及搭接件 25 82 lO 货舱开口处加强带 6 22 

3 机身蒙皮铆钉周围 l2 3，780 ll 货舱口加强隔框 7 37 

4 口盖及构件 23 29 l2 货舱地板梁 51 410 

5 机身隔框、隔板 42 l09 l3 货舱门坎支架 35 58 

6 机身下部桁条 ll l7 l4 货舱门坎铝压板 26 43 

7 整流盖板托板处 6 4l6 l5 货舱地板支撑条 122 252 

8 货舱地板梁托板处 l73 957 l6 货舱压条托板处 4，513 5，531 

小 计 与海洋环境有关的超限腐蚀占30％，容限内腐蚀占70％ 5，074 11，803 

项序 构 件 超限腐 容限内 项序 构 件 超限腐 容限内 

名 称 蚀件数 件数 名 称 蚀件数 件数 

l7 卫生问下面地板梁 39 l9 22 APU舱后隔板构件 6 3 

l8 客舱地板梁 l2 23 23 757龙骨梁铆钉周围 9 l78 

l9 起落架舱、整流罩支架 35 6l7 24 空调接口周围连接件 5 J4 

2O 轮舱门支架 l3 l4 25 卫生间门柱下脚 5 8 

2l 翼型构件 5 l2 26 发动机构件 2 9 

小 计 与海洋环境关系不明显的腐蚀 l3l 89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海洋大气中含海盐粒子的海水蒸气容易侵入 

飞机的内外部，特别是台风将大量的海水带到沿海 

大陆的空气中，还有运载海产品较多而海水漏入机 

身内部的概率高；海水含有多种无机盐、有机盐以 

及溶解的气体、悬浮物、微生物等腐蚀物质，加上温 

度效应，对铝合金的钝化膜和保护漆层有强烈的破 

坏作用 ，进而使基体金属产生腐蚀行为；沿海环境 

相对湿度大，铝合金在临界相对湿度以上时，温度 

越高腐蚀就越厉害，而湿度和温度越高，氯离子溶 

度越大。影响海水腐蚀的主要环境因素有海水含氧 

失效与分析 

The Expiration and Analysis ■ 
量、温度、盐度等。飞机昼夜温差和飞行空地循环温 

差大，夏天停机坪可达 45℃，空中 一53~C，海水蒸气 

会形成凝露。侵入飞机内部的海水蒸气或海水，在 

外部温度和飞机内部空调增压空气循环的作用下， 

产生的盐雾蒸气四处流动 ，渗透各个空间，循环往 

复，金属构件极容易遭受海水及其蒸气的侵蚀I21。 

经常处于海洋大气环境的飞机，海水蒸气凝露 

在飞机结构表面，不仅裸露或表面漆层开裂的机身 

蒙皮等金属件会产生电解液膜下的均匀腐蚀，蒙皮 

的紧固件周围也经常形成丝状腐蚀。而且飞机结构 

表 2 19架飞机腐蚀部位的原防蚀方法、缺陷及腐蚀类型 

腐蚀部位 材料 防蚀方法 主要缺陷 常见腐蚀类型 

737龙骨梁 锌铝 A 漆层易开裂 均匀腐蚀、点蚀 

蒙皮紧固件周围 铜铝 C 漆层易开裂、脱落 均匀腐蚀、丝状腐蚀 

货舱口加强带 铜铝 A．干安装 与防撞片、铆钉电位差，有缝隙 点蚀、电偶腐蚀、应力腐蚀 

机身蒙皮及搭接件 铜铝 C 漆层易开裂、边缘开缝 

口盖及构件 铜铝 A，干安装 连接件电位差、缝隙 均匀腐蚀 

机身下部桁条 锌铝 A 漆层易开裂、脱落 

机身隔框、隔板 锌铝 A，干安装，B 与压条有缝隙、电位差 点蚀 

货舱门坎上下梁 锌铝 A 与铆钉托板有电位差，漆开裂、脱落 

货舱口加强隔框 锌铝 A 漆层开裂、碰伤、与托板有电位差 间隙腐蚀 

货舱地板梁 锌铝 A，干安装，B 漆层开裂、脱落、与托板有电位差 

货舱门坎支架 锌铝 A，干安装 有缝隙、与门槛构件有电位差 电偶腐蚀 

地板支撑条 锌铝 A，干安装，B 漆磨损、有缝隙、与地板托板有电位差 

货舱门坎铝压板 锌铝 A，干安装 与门槛构件有电位差、 有缝隙 晶界腐蚀 

支撑条托板处 钢 A，干安装 和铆钉与支撑条有电位差、有缝隙 

整流板托板处 钢 C．干安装 与蒙皮杆件、整流板有电位差，有缝隙 蒙皮或杆件点蚀、间隙腐蚀、电偶腐蚀 

地板梁托板处 钢 A．干安装 和铆钉与地板梁有电位差、有缝隙 地板梁点蚀、间隙腐蚀、电偶腐蚀 

， 

图 l B2591 D检时换的新货舱地板梁在 1年间严重腐蚀并穿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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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与分析 、 ̂ 、 The Expiration and Analysis 
的连接件有许多不同的金属材料组成 (如表 2)，存 

在不同程度电位差 ，连接表面有了海水 、盐雾作为 

电介质溶液，会产生电偶腐蚀或缝隙腐蚀。 

经常运载海产品的飞机，海产品包装中时常会 

有包装渗漏，海水通过破损的货舱侧壁板、地板或 

之间的缝隙渗入机身底部。飞机 c检时就经常发现 

货舱底部存在不少海水或盐。海水是含大量盐分的 

强电解质溶液，海水和盐本身受污染严重，溶解氧 

含量高，加上夏天停机坪温度高，盐分及氯离子浓 

缩，加速金属腐蚀 ，所以机身下半部有海水或盐沉 

积的区域的地板梁、支撑条、桁条、隔框、隔板、蒙皮 

等构件腐蚀特别严重，经常超过损伤容限(见表 1)。 

3 海水与飞机铝合金腐蚀的机理分析 

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钠，水解形成的 Cl一离 

子是吸附力很强的活性离子，可破坏铝合金的钝化 

膜和腐蚀基体金属，特别是飞机金属构件没有保护 

漆层或保护漆层裂缝、脱落的区域。海水蒸气在结 

构表面冷凝形成含海盐粒子的水膜，造成不连续的 

电介质溶液分布。而铝合金含有多种金属元素，基 

体金属与其他金属元素或杂质问存有电位差，还有 

铝合金的晶体内部的晶粒和晶界之间，存在杂质、 

成分不均匀、应力状态不同等，也会有电位差而产 

生电流，形成腐蚀微电池【31。同时氯离子溶解在薄液 

中增加了溶液的导电性，加剧腐蚀。 

沿海机场的氯离子含量可达 (0．02～0．2)×10 硼， 

氯离子的半径小穿透力强，极易穿透溶液破坏铝合 

金表面的氧化膜，加速基体金属的溶解。铝合金的 

氧化膜遭破坏后产生点腐蚀尤为明显。铝合金在海 

水蒸气和海水中，氧化膜最初受到破坏的地方，呈 

活化状态为阳极，未受破坏的保持钝态为阴极，组 

成活化 一钝化电池，起初很小的破坏点就形成小阳 

极大阴极，很快产生较深的点腐蚀。点腐蚀产物膨 

胀又极容易使经挤压成型、晶粒扁平的铝合金因腐 

蚀产物的“楔人效应”而形成晶界腐蚀。含氯离子的 

腐蚀介质，还是铝合金应力腐蚀的主要成因。 

海水滞留在不同金属结合面的缝隙中，提供了 

导电介质，依据腐蚀电池原理形成电偶腐蚀。机身结 

构件的材料为不同铝合金或不同金属，如蒙皮、地板 

是 2024一T3铜铝合金，隔框、支撑条是 7075-T6锌铝 

合金，托板帽是钢材料，存在电位差圈。其连接面虽有 

隔离漆层，仍然可通过连接紧固件形成导电通路嘲， 

海水渗入连接面就提供了导电介质。这样，具备了不 

同金属电位差、直接接触、共存电介质的腐蚀宏电池 

的3个必要条件。在腐蚀电解质环境中，7075电极电 

位较负，是阳极，发生氧化反应；2024或钢构件电极 

电位较正，是阴极，发生还原反应。电极电位较正的 

2024、钢构件腐蚀速率较小，甚至不发生腐蚀；而电 

极电位较负的7075，其腐蚀速率将增大几倍或几十 

倍[61。所以实际环境中，7075支撑条、隔框的腐蚀比 

2024的蒙皮、地板或钢构件多(见表 2)。氯离子富 

聚、含氧量高的海水及停机坪高温又加剧了电化学 

腐蚀。 

海水滞留在双金属或金属与非金属结合面的 

缝隙中，经常发生强烈的缝隙腐蚀。实验表明，浸在 

中性的氯化钠溶液中缝隙内的溶液，氯化物的溶度 

为主体溶液的3～10倍[41。缝隙腐蚀是由于渗入缝隙 

中的氧的含量的不同而形成的溶差电池腐蚀，同一 

种金属在腐蚀性介质中暴露的深度不同，也会产生 

腐蚀电池的阳极和阴极。因此，当金属蒙皮、隔框、 

桁条、隔板、腹板 、缘条、梁、压板、连接件 、垫片、螺 

帽相互搭接面及铆钉边缘有缝隙，或盐与金属有间 

隙，海水侵入时都会产生缝隙腐蚀。铝合金对含氯 

离子的海水及温度效应产生缝隙腐蚀尤其敏感。 

4 对 19架沿海飞机腐蚀的防护实验 

1996年 8月以来，针对现有飞机结构特点和海 

洋环境影响的腐蚀规律，在不违背波音飞机结构修 

理手册标准的前提下 ，对表 1(1)一(16)项序中飞机 

原先防止海水侵蚀设计不足而易腐蚀的部位，利用 

同电位构件、耐海洋环境的含铬酸盐密封胶和聚胺 

酯防蚀中间漆层，来减少电位差、隔离盐雾海水、绝 

缘电极、减少结构缝隙、提高易腐蚀构件防护层的 

抗蚀性能，达到防止海水侵入和积聚，避免腐蚀电 

池的形成，实施了表 3所列的防护控制措施。 

经过一年半左右即一个 c检周期的实验，腐蚀 

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1年与 1996年比较，后 

机身下部铆钉外围蒙皮表面均匀腐蚀或丝状腐蚀 

减少 3,440处，发生率下降了71％；15架使用 6年 

以上飞机货舱的门口加强带、上下纵向支撑梁、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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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与分析 

The Expiration and Analysis ■ 
表3 易腐蚀部位的防护控制措施 1996年 8月 

腐蚀部位 改进措施 腐蚀部位 改进措施 

蒙皮紧固件周围 增加中间防蚀涂层 口盖及构件 涂胶消除缝隙、湿安装紧固件 

货舱口加强带 换同电位紧固件、涂胶湿安装 机身隔框
、隔板 涂胶湿安装隔离、增加防腐涂层 

地板支撑条 换同电位紧固件、增加防蚀涂层 货舱门坎铝压板 

737龙骨梁 中间防蚀漆层、表面刷胶 货舱地板梁 换同电位紧固件、涂胶湿安装、 

货舱口加强隔框 货舱门坎支架 表面刷胶 

机身蒙皮及搭接件 支撑压条托板处 

货舱门坎上下梁 增加底漆
、

中间防蚀漆层 整流板托板处 换同电位紧固件、涂胶隔离湿安装 

机身下部桁条 地板梁托板处 

表 4 15架飞机机身结构件腐蚀超限更换或补强数比较 1996年 1月 一2001年 12月 

损伤 支架 换支 换地 换天 蒙皮 隔框 补加 换上 补龙 超限 飞机 超限 减少 减少 

年份 压板 撑条 板粱 线座 搭接 隔板 强带 下粱 骨梁 总数 数 比 件数 率／％ 

1996 15 13 9 4 5 9 5 3 5 68 10 6．8 0 0 

1997 14 12 5 3 4 8 6 3 5 60 11 6．0 15 20 

1998 9 7 3 1 2 6 4 2 4 38 14 2
．71 57 61 

1999 5 5 2 2 3 6 3 2 3 31 15 2
．07 71 69 

2000 7 4 3 1 3 7 4 2 2 33 15 2
．2 69 67 

2001 6 5 2 2 2 6 3 2 3 31 15 2
．07 71 69 

合计 56 46 24 13 19 42 25 14 22 261 283 

板与支架、地板梁、两侧支撑条、隔框与隔板 、底部 

天线座及龙骨梁等 10个部位，腐蚀超限而更换或 

补强数减少了268件，下降了68％左右，见表4。桁 

条、整流板托板处、蒙皮等腐蚀超限也下降了39％。 

5 结 语 

沿海飞机铝合金结构件的大多数腐蚀，海洋大 

气中的海盐粒子的海水蒸气及运输海产品的海水 

的侵入是主要外因，铝合金易遭受海水腐蚀是因海 

水中含有大量的氯离子。使用中的飞机防盐雾、海 

水侵蚀设计不足是主要内因。 

针对飞机抗海洋环境侵蚀设计不足的部位，实 

验利用同电位构件减少电位差，耐海洋环境的含铬 

酸盐密封胶隔离盐雾海水 、绝缘电极、减少结构缝 

隙，增加聚胺酯防蚀中间漆层提高易腐蚀构件防护 

层的抗蚀性能，有效地增强了飞机铝合金结构件抵 

御海洋大气和海水侵蚀的能力，抑制电化学腐蚀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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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与分析 一、 ～ 端％⋯ 》 一 抖 ll1 ⋯*一≈鼎 潞 一～错 ： 、 The Expiration and Analysis 

Corrosion and Prevention of Aircraft Aluminum 

Structure Served in Marine Atmosphere 

LIN Zai·xing 

(Xiamen Airlines，Xiamen 361006，China) 

Abstract：The corrosion type and feature of 1 9 aircraft aluminum 

structure served in marine atmosphere were investigated．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corrosion mechanism and corrosion development law，some 

protection measures， including decreasing potential difference， adding 

anti．corrosion coat．reducing structural aperture and insulating from sea_ 

water were taken．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measures can reduce air- 

craft structure corrosion，and can be used in aircraft maintenance and 

design． 

Key words：corrosion；marine atmosphere；aircraft；aluminum；pre— 

vention 

装 备 环 境 工 程  V 0l_2 N0_1 2o05 

EOUIPMENT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收稿日期：2004-10-11 

作者筒介：林再兴(1953-)。男。福 

建厦门人。飞机结构工程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飞机结构窝蚀与控翩。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