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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数据库的设计 目标和要求、数据库结构和数据组成。该数据库科学系 

统地积累了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所需的各类知识和数据 ，包括环境、材料⋯环境腐蚀特性、表面防护系统、 

密封技术、飞机结构腐蚀类型及形态和腐蚀控制标准体系等基础数据以及飞机结构腐蚀实例和飞机结构腐 

蚀控制设计数据，有多种查询、检索、统计、报表、维护和打印等功能。在 Win98环境下，利用 VB6．0开发了数 

据库的程序系统，并为专家系统和几种大型飞机结构设计与分析软件设计了接 口，可进行数据修改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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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ing goal and requirements，the database structure，and the data 

component of the database of corrosion control design for aircraft structures．This database scientifically ac— 

cumulates the basic data required for corrosion control design of aircraft structures，including environment 

data，material—environment corrosion data，surface protection systems，structure seal technology，corrosion 

type and feature of aircraft structures，the standard system for aircraft structure corrosion control，etc tO 

gether with the corrosion cases data of aircraft structures and the design technology data of corrosion control 

for aircraft structures．The functions of this database include inquiring and retrieving，statistics processing， 

reporting，and printing for the data as well as database self safeguard．The program system of this database 

is developed by using VB6．0 Program Language，based on W indows 98 as the operating platform ．and is easy 

to be revised and developed．An interface is designed for the expert system and some softwares for structur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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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控制是保证飞机结构完整性的重要内 

容 ，它和结构静强度、疲劳 、损伤 容限等设计要求 

同等重要，是飞机长寿命、高可靠性和良好维护性 

的重要保 证 ，也是确定飞机使用寿命和经济寿命 

的重要依据。其中设计是关键 ，它决定 了飞机结构 

固有的抗腐蚀特性。近 2o年来 ，国内外对飞机结 

构腐蚀控制技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特别是腐蚀 

控制设计技术 ，已取得了一系列 的研究成果 ，包括 

试验数据 、设计经验 。目前国内外虽建立了一些不 

同类型的腐蚀数据库 ，但缺少可用于飞机结 

构腐蚀控制设计的综合性、专业型数据库。为便于 

飞机设计人 员直接在计 算机上应 用这些成果 ，本 

文作者在 Win98环境下 ，利用 VB6．0c 开发了飞 

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数据库(A Database of Co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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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lon Control Design for Aircraft Structures)， 

科学系统地积累了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所需的 

各种 主要数据 ，并 为专家 系统 和几种大型飞机设 

计 、分析软件设 计了接 口，可用于 飞机结构设计 、 

制造和使用维护。 

本文详细介绍了该数据库的设计要求、数据 

库结构和数据组成等。 

1 数据库设计 目标和要求 

该数据库的设计目标是为实现飞机结构完整 

性对结构腐蚀控制的要求提供所需的设计数据和 

技术支持 。 

鉴于腐蚀和腐蚀控制数据内容丰富、专业性 

强、来源广泛 ，考虑到设计技术发展和设计人员使 

用的需求 ，数据库设计要求： 

(1)数据准确可靠、全面 系统 、反映 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 ，并对数据进行严格筛选和科学分类 ， 

实行工程化、规格化 、图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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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结构合理，先进实用，扩充、升级方 

便 ； 

(3)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操作快捷简便 ； 

(4)设计链接接 口，保证与几种主要 的大型飞 

机结构设计、分析等应用软件和专家系统具有 良 

好的链 接性 能 ，使这些软件能利用该数据库 中的 

数据进行结构设计和分析 ； 

(5)数据库具有 自我维护和安全系统 。 

2 数据库的结构和组成 

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数据库采用的是树形 

结构、模块设计，由飞机结构腐蚀控制基础数据 

库、结构腐蚀实例库和设计库 3大分库 10多个子 

库组成，见图 1。其中，基础数据库由环境、材料一 

环境腐蚀特性、表面防护系统、密封技术、飞机结 

构腐蚀类型 、形态及等级标 准和飞机结构腐蚀控 

制标准体系等 6个二级子库和 23个三级子库组 

成，实例库由飞机结构腐蚀实例分析和飞机结构 

腐蚀实例图像资料 2个子库组成，设计库由结构 

设计通用要求和典型结构细节设计图例 2个子库 

组成 。各分库和子库可以独立运行 ，用户可 以直接 

查询 、输入关键词查询 ，也可 以按数据类型 、飞机 

型号查询 。 

机结 
构腐蚀 
控制设 
计数据 
库 

基础数据库 

结构腐蚀 
实例库 

结构 设计辟 

环境库 

材料 境腐蚀库 

表[自j防护系统席 

结构密封技术库 

E机结构腐蚀类型、 

E机结构腐蚀控制 

标准体系库 

E机结构腐蚀 

实例分析库 

机结构腐蚀 

图像资料库 

E机结构腐蚀设计 

通用要求数据库 

典型结构细节腐蚀 
控制设计图例库 

图1 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数据库结构基本框图 

Fig．1 The main structure frame work diagram of the 

database of corrosion control design for aircraft 

Stru CtUres 

3 数据库数据 

本数据库的数据具有综合性、多元性、专业 

性 、系统性和先进性 的特点。所有数据均取 自国内 

外最新研究成果，严格按照飞机结构设计技术 、不 

同设计阶段和不同专业的需求，参照国家相关标 

准，进行科学收集、分析筛选和系统归纳、分类 ，并 

分别以图、表、曲线和文字等多种方式表达。 

(1)基础数据 

①环境数据 包括用于确定飞机结构使用环 

境、环境／载荷谱以及加速腐蚀试验等所需的各种 

环境 数据 ，如我 国沿海 、近海 、远海典型地 区的大 

气、海水、盐雾、海洋大气、海洋一工业大气、飞机 

结构典型部位的局部环境等，并根据不同设计阶 

段对数据的需求，对各种数据均按统一要求进行 

了不 同详细程度的表达 。 

②材料一环境腐蚀数据 收录了飞机结构设 

计用各种金属材料、金属及非金属镀／涂覆层材料 

和非金属材料 的一般性能数据 (化学成分、常规力 

学性能、电极电位、电偶序、腐蚀类型及腐蚀敏感 

介质等)、标准试验环境、大气和海洋环境中的腐 

蚀特性、应力腐蚀 、疲劳及腐蚀疲劳性 能数 据、模 

拟飞机典型使用环境的典型结构腐蚀、疲劳及腐 

蚀疲劳性能数据、影响材料腐蚀性能的环境因素 

和材料因素、材料限用要求等。所有这些数据均按 

设计要求分为适用于初步设计的等级数据、结构 

细节详细设计与分析使用的精确数据和各种经验 

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 了到 目前为止 国内外的各种 

试验数据、几 十年来军民用型号飞机设计 、生产和 

使用经验数据 。 

⑧ 表面 防护系统 数据 包括镀 覆 层选择 原 

则 、常用有机 、无机涂层和缓蚀剂的特点 、性 能指 

标、使用范围及限用要求、使用工艺方法及要求、 

典型零部件的防护系统 以及水上飞机、歼击机 、舰 

载飞机、国 内外 民用飞机等型号飞机和在不 同环 

境中使用的飞机应用实例。 

④密封技术 结构密封是飞机结构腐蚀控制 

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通过密封可以使结构基体 

材料与腐蚀环境介质有效隔离，排除产生腐蚀的 

介质条件 ，对结构起到保护作用 。本数据库提供了 

结构密封要求、方法、类型和各种密封剂的性能指 

标 、特点 、适用范围及 限用要求 。 

⑨飞机结构腐蚀类型、型态及等级标准 它 

是确定结构设计裕度、腐蚀损伤修理要求的重要 

内容。本数据库提供了飞机结构材料的腐蚀类型、 

形态、等级标准和飞机结构腐蚀损伤裕度分析方 

法和损伤类型、等级标准的确定及划分方法。 

⑨飞机结构腐蚀控制标准体系 它是飞机结 

构腐蚀控制设计的标准依据。本数据库按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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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立了飞机结构腐蚀控制标准体系，并提供了 

环境条件及环境试验方法、环境／应力作用下 的腐 

蚀试验方法、表面防护体系和结构腐蚀控制标准 

规范及飞机研制各 阶段推荐采用的标准规范。内 

容包括美 国军用标准 、ASTM 标准 、英 国国防部 

标准 、俄罗斯航空工业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 、国家 

军用标准及航空工业标准等国内外先进腐蚀控制 

标准 390多项 ，是 目前我国最完善的飞机结构腐 

蚀控制标准体系 。 

(2)飞机结构腐蚀实例数据 这部分数据 

由飞机结构腐蚀实例分析和图像资料两部分组 

成 。其 中，实例分析数据提供了歼击机、轰炸机 、水 

上飞机、运输机和民用飞机等 9个机种的 66个典 

型实例。这些实例是对十几个机场数百架飞机 的 

一 千多个结构腐蚀实例进行统计分析后精选出来 

的，每个实 例的内容包括结构细节 图、细节说明、 

腐蚀类型及形态、原因分析和以“不宜采用”、“可 

接受”、“新设计构思”方式给出的改进的抗腐蚀设 

计、修理建议。这些建议都经过了试验或外场使用 

的考验。图像资料包括歼击机、水上飞机和民用飞 

机等型号飞机结构腐蚀实例图片和图像数据。 

这部分数据是广大结构设计人员和腐蚀控制 

技术人员认识和 了解飞机结构腐蚀 、处理腐蚀 问 

题的有效资源 。 

(3)飞机结构设计数据 按结构设计通用要 

求和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等结构部件，分别给 

出总体的抗腐蚀设计和各种典型零部件细节设计 

要求 、材料及防护要求、制造工艺及安装要求和设 

计图例 。这部分数据是对国外先进 民用飞机和我 

国军用飞机几十年来腐蚀控制设计经验的总结。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外 民用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 

手册和我国“八五”、“九五”军用飞机抗腐蚀设计 

技术研究成果 。 

4 数据库的功能及运行环境 

本数据库具有查询 、检索 、统计 、报表、维护和 

打印等功能，可进行数据修改和扩充，并为飞机结 

构腐蚀控制设计与评定专家系统、大型结构设计 

与分析软件设计了接口。具有查询方便灵活、操作 

简便、可移植性好、安装方便等特点。 

系 统程 序是 在 Win98环境 下 ，采用 VB6．0 

设 计 开 发 的，全 中文 用 户 界 面，数 据 量 超 过 了 

800M B。 

5 应 用 

该数据库刚研 制成功不 久 ，但 目前在某新型 

地面效应飞行器的设计、某轻型飞机的结构分析 

中已得到了应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并为不断汇总有关飞机结构腐蚀控制设计技术研 

究成果 ，建立更为完善 的适用 于新型飞机 结构腐 

蚀控制与设计及日历寿命评定的数据库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相信在今后各种军民用飞机的结构腐 

蚀控制设计、使用和维修工作中会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 。 

6 小 结 

利用 VB6．0在 Win98环境下开发 的飞机结 

构腐蚀控制设计数据库，具有查询方便灵活、操作 

简便、可移植性好、安装方便等特点，为飞机结构 

腐蚀控制设计数据的管理提供了科学、规范和先 

进的手段，为飞机设计、生产及维护提供了科学依 

据 。 

致 谢 曾凡阳和龚德举参加了本数据库的研究 

工作 ，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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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飞行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l 989年毕业于 

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 自动控制系，学士．主 

要从事飞行器 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软件研 

究开 发。联 系电话 ：0724 2328641。 

王浩伟 (1 967一 ) 男．湖 北天 门 人 ，中国特 

种 行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1990年毕业于 

武汉理工大学力学系，学士，主要从事飞机 

结构强度试验及分析软件的研究开发。 

罗家枢 (1 943一) 男，吉林大安人，中国特 

种 飞行器研 究所研究 员 ，湖北省 有突 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1 96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飞行器结构力学 

系，主要从飞机结构强度设计、寿命分析及 

腐蚀控制技术研究，出版专(译)著 8本。发 

表论文 24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 

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 8项。联系电 

话 ：O724 232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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