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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铝合金结构的腐蚀疲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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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飞机结构的腐蚀损伤形式以及腐蚀疲劳对飞机结构的影响，分析了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疲劳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同时阐 

述了腐蚀环境下飞机结构疲劳寿命的计算方法。 
Abstract：The form of corrosion on airplane structure and the hurt influence of corrosion fatigue on the airplane structure are introduced，then the 

impact factor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corrosion fatigue is analyzed，finally the calculation method how to obtain the airplane structure life is elab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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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腐蚀、疲劳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是飞机铝合金结构的重要损伤形 

式l11。随着飞机服役时间的不断增长，腐蚀和疲劳问题对飞行安全构 

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2008年 8月2O日及随后的短短 20多天内， 

西班牙、吉尔吉斯坦和俄罗斯连续发生三起老龄飞机重大安全事 

故。与民航飞机相比，海洋环境条件下的服役飞机，受海洋气候影响 

特别强烈，其特点是 ．雾季长，温度、湿度较高而且变化大，风、雨天 

数多，气候变化无常。尤其是酸雨的 pH值达到 4．0—4．2之间，形成 

较强的腐蚀介质。飞机长期停放在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环境中，经 

常遭受盐分、飞溅海水、浪花以及持续的干／ 湿交替循环的侵蚀，飞 

机铝合金结构表面会形成腐蚀性的酸性液膜【2I]1，再加上有些机场靠 

近城市工业区，受附近工厂排 出的工业废气的影响，服役环境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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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飞行器性能。 

恶劣，腐蚀和腐蚀疲劳问题变得广泛而严重。 

1飞机铝合金结构的腐蚀损伤形式 

腐蚀是金属的氧化过程，是金属材料的化学或者电化学破坏 ， 

是飞机铝合金结构最为普遍的破坏类型之一。现役飞机金属材料的 

腐蚀绝大多数是 电化学腐蚀，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认 

同。在铝合金结构的电化学腐蚀过程中，涉及的化学反应主要包括 

下面几个过程： 

A1—+Al +3e一 (1) 

Al3++H20— AlOHz++H (2) 

H +e—一H (3) 

2H20+2e--一H2+20H一 (4) 

02+4H++4e----~2H20 (5) 

飞机铝合金结构的腐蚀损伤形式主要有：均匀腐蚀、点蚀、晶间 

腐蚀、剥蚀、缝隙腐蚀、磨擦腐蚀、热腐蚀、应力腐蚀开裂以及腐蚀疲 

劳等 。图 1是常见的腐蚀损伤形态。 

式中：v一直升机旋翼诱导速度，V一直升机飞行速度， 一直升 

机下滑角。 

上式可化为一个关于 0【SDv的二元方程。连续求解，即可得到 

完整的涡环状态边界线。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高一辛判据更能反 

映涡环状态的物理本质 ，求解结果与实验基本吻合，可以作为尾桨 

涡环的判据使用。 

3 临界速度的求解 

高正和辛宏在试验中发现垂直下降中，临界垂直下降率为： 

V (90。)_0．28·vh 

针对尾桨涡环的飞行试验I l验证，上述临界速度同样适用于对 

尾桨垂直侧飞进入涡环状态的判断。下面对某直升机垂直侧飞和悬 

停回转时的速度和角速度边界进行求解。 

已知某条件下的全机参数和气候条件，先计算尾桨的诱导速度。 

旋翼轴扭矩 Q = 1 00 0P 

尾桨拉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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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滑流理论计算出悬停时的尾桨诱导速度为： 

v hiT= 、／c1、 (Q R )。=22．56(m／s) 

由高一辛判据得到尾桨进入涡环的临界速度 

V 
，
= 0．28vh =0．28x22．56~3．6—23(km／h) 

假设该机主旋翼为Jl~n,-J-针方向旋转(俯视 )，则尾桨吹风方向向 

左，据此可知： 

①该直升机垂直左侧飞的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23km／h，或者 
其在左向侧风中悬停时所能承受的最大风速为23km／h。 

②由 ‘I) =VJL，该直升机沿顺时针方向悬停回转时最大角速度 

为 44。／s。 

4 尾桨涡环改出方法 

扭矩平均值的变化是尾桨进入涡环状态的首要特征现象，之后 

是尾桨拉力和扭矩剧烈脉动，尾桨拉力也将减小。由于尾桨在偏航 

和滚转方向都对直升机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直升机将表现为 自动 

偏转和滚转，并伴有强烈振动和高度下降。 

这时，驾驶员应立即做出判断，并马上前推驾驶杆 ，使直升机 

尽快转入前飞，适当向前行桨叶方向压杆 ，阻止机体进一步滚转。 

利用前飞的相对气流将尾桨桨盘处堆积的涡流吹向后方，使气流 

流动恢复正常，然后向后行桨叶一方压杆纠正航向，从而改出尾桨 

涡环状态。 

5 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已有的三种涡环边界判据的基础上，利用高一辛判 

据对某型直升机垂直侧飞临界速度和临界悬停回转角速度进行了 

计算，认为高一辛判据对于尾桨涡环状态是适用的，最后简要介绍了 

尾桨涡环的改出方法。但上述对尾桨涡环的分析和计算还较为浅 

略，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需要考虑斜侧向飞行和斜侧风的情况， 

得出完整的尾桨涡环边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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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蚀 也称孔蚀 ，是飞机结构中普遍存在的腐蚀形式。金属 

表面因受机械或化学物质作用，其表面保护层(或腐蚀产物覆盖层) 

遭到破坏，出现局部穿透，致使金属直接暴露在腐蚀环境中，同时向 

内部深入扩展。 

1-2晶间腐蚀 是沿着多晶体金属的晶粒边界发生的一种局部 

腐蚀形式。当腐蚀发生时，在晶界及其附近产生严重的腐蚀，而晶粒 

内部的腐蚀却很小，破坏了晶粒间的结合力，从而使金属的强度和 

塑性大幅度降低，而且通常金属表面并不呈现破坏迹象，不易被发 

现，极具危险性。 

1．3剥蚀 又叫层状腐蚀 ，是晶间腐蚀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的腐 

蚀介质中，剥蚀开始于金属表面，并沿平行于表面的晶界横向发展。 

晶间的腐蚀产物体积膨胀，产生的楔形作用使晶粒之间逐步丧失结 

合力，金属表面层因腐蚀而脱落，通常表现大面积的均匀腐蚀脱落 

和局部的晶界腐蚀脱落两种形式。前者易发现，且向金属内部腐蚀 

深入的速度相对较小 ，构成结构破坏的危害性不大；后者通常发生 

在紧固孔周边等部位，对结构破坏有较大的危险性。 

1．4腐蚀疲劳 是指腐蚀介质和交变应力共同作用下，引起材 

料或构件抗疲劳开裂能力降低的破坏现象，通常会使结构在很低的 

应力值时失效，因此具有较大的危险性。 

2 腐蚀和疲劳对飞机铝合金结构的影响 

在海洋环境下使用的飞机，服役过程中由于受到腐蚀和疲劳的 

相互作用，飞机铝合金结构的疲劳寿命明显降低。一方面，腐蚀的存 

在会导致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在载荷作用下， 

腐蚀介质更易发生作用，加速疲劳损伤的发展 ，使寿命降低，由此引 

起结构失效事故屡见不鲜。总结各种形式的腐蚀对飞机结构产生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腐蚀损伤使得铝合金结构承力截面减小、结构细节部位从 

非临界状态转变为临界状态，从而改变飞机结构的危险部位和应力 

应变分布情况，导致局部应力集中，增加飞行安全隐患，甚至致使飞 

机出现重大事故。 

2．2腐蚀破坏了晶粒间的结合力，从而使材料的强度和塑性大 

幅降低，晶界开裂，导致主要承力构件提前生成微裂纹，显著减小裂 

纹形成寿命，破坏了飞机结构完整性。 

2．3腐蚀作用加速裂纹扩展，降低了材料的断裂韧性，减小了裂 

纹断裂的临界尺寸，裂纹扩展寿命大大减小，从而使结构使用寿命 

大大降低，严重威胁着飞机的结构安全。 

3 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疲劳的作用因素 

影响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疲劳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来 自 

环境、力学和冶金三个方面。下面就铝合金腐蚀疲劳中有关环境和 

力学两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 

3．1腐蚀环境介质的影响 飞机铝合金结构的主要使用环境为 

潮湿大气、工业大气、海洋大气以及海水。其中，海洋大气和海水对 

飞机结构疲劳强度和寿命的影响最为强烈。铝合金在蒸馏水中的疲 

劳强度要低于在空气中的疲劳强度，而盐水中的疲劳强度往往又会 

比纯水中更低，但疲劳强度的降低并不总是随着腐蚀环境介质浓度 

的增加而增加的。 

3．2环境介质温度的影响 与一般疲劳相比，温度对腐蚀疲劳 

的影响有所不同，提高腐蚀介质的温度会使材料的耐腐蚀疲劳性能 

降低。但对于一般的腐蚀疲劳问题来说，如果温度改变不显著，对铝 

合金结构疲劳性能的影响并不大。 

3．3外加疲劳载荷的影响 对于飞机铝合金结构来说 ，所经受 

疲劳载荷的加载频率和平均应力对飞机结构的腐蚀疲劳寿命有着 

重要影响。普遍认为，加载频率越低，疲劳裂纹的扩展速率越大，材 

料的腐蚀疲劳强度越低，这同腐蚀介质与裂尖材料持续作用的时间 

有关。同时研究表明，不管是对空气中还是腐蚀环境下的疲劳问题， 

叠加在交变应力之上的平均拉应力对疲劳强度都有降低作用，而平 

均压应力则可使疲劳强度提高。 

4 飞机铝合金的腐蚀疲劳机理研究 

可以看出，影响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因 

素很多，这造成了研究其腐蚀疲劳机理的复杂性。所以到现在，人们 

对铝合金的腐蚀疲劳机理仍有很大争议。 

4．1铝合金腐蚀疲劳裂纹形成机理 一般来说 ，不同的材料环 

境体系就可能有不同的腐蚀疲劳机理。若不考虑载荷因素的影响， 

在腐蚀介质中，腐蚀疲劳裂纹的形成机理被总结为如下四类： 

4．1．1点蚀理论 点蚀(或坑蚀 )在疲劳中的作用目前仍尚未完 

全认识清楚。一般认为，有点蚀的材料对腐蚀疲劳是敏感的，通过对 

无点蚀与有点蚀的铝合金材料的腐蚀疲劳试验结果来看，点蚀对高 

周次的疲劳寿命影响很大，而对低周次的腐蚀疲劳寿命影响较小。 

4．1_2氢脆理论 近些年来的研究结果使得铝合金腐蚀疲劳的 

氢脆机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发生电化学反应时，阴极释放 

的氢原子会在位错迁移过程中扩散 ，可能聚集在沉淀物和基体界面 

上，此界面的局部变脆使得裂纹萌生变得更为容易 。 

4．1．3阳极溶解理论 铝合金结构的局部变形，会导致铝合金表 

面氧化膜破裂，使得结构局部腐蚀电位降低，从而加速金属的腐蚀。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飞机铝合金结构的腐蚀疲劳裂纹形成机 

理普遍倾向于阳极溶解机理。 

4．1．4环境介质的吸附作用 在腐蚀疲劳裂纹形成寿命试验中， 
一 种常见的现象是，经过预浸泡的铝合金材料，即使不产生点蚀，抗 

疲劳性能也同样发生下降，而且抗疲劳性能的下降可以通过表面处 

理得以恢复。这种现象被称为腐蚀介质对材料的吸附作用，它使得 

材料的表面能降低，因而造成材料疲劳裂纹的萌生更容易。 

4．2铝合金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机理 与腐蚀疲劳裂纹的萌生机 

理相应 ，飞机铝合金结构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机理模型主要可分为 

阳极溶解模型，氢脆模型和表面能下降模型三种。一般来说，不同的 

材料／环境体系就可能有不同的腐蚀疲劳机理。 

5 飞机铝合金结构腐蚀疲劳寿命计算 
一 般条件下结构疲劳寿命的分析方法很多，按疲劳寿命预测的 

基本假定和控制参数来分，可大致分为名义应力法、局部应力一应变 

法、场强法等。但是在腐蚀条件下飞机铝合金对结构的寿命进行疲 

劳寿命评估时，必须考虑到腐蚀损伤的影响。 

如何考虑腐蚀环境产生的点蚀坑对疲劳性能的影Ⅱ向，学者建立 

了多种点蚀模型，目前点蚀模型主要分两大类：一是把腐蚀坑当作 

缺口来处理 ，然后利用应力一应变法、场强法等方法计算腐蚀后结构 

的疲劳寿命 ，此类模型一般适合于尺寸较大的蚀坑，能快速评估外 

场对蚀坑打磨修理后结构的剩余寿命。二是假设蚀坑形状为半球形 

或半椭球形，将蚀坑作为裂纹的起始，应用断裂力学原理建立相关 

的数学模型，评估结构的剩余强度和寿命。由于裂纹扩展带呈现明 

显的半椭圆形状，因此可以将蚀坑等效为半椭圆表面裂纹，利用断 

裂力学知识进行模拟分析。图2给出了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物理模 

型。图中，a是腐蚀 

坑的深度，在进行断 

裂力学分析的时候 ， 

看作是初始半椭 圆 

表面裂纹的深度。c 

是腐蚀坑的长度 ，在 

进行断裂力学分析 图2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物理模型 

的时候 ，看作是初始半椭圆表面裂纹的长度。 

6 结束语 

深入研究腐蚀疲劳损伤的形式、破坏机理、相关因素以及对飞 

机铝合金结构的影响，对提高飞机使用安全，延长飞机使用寿命、降 

低飞机维护费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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