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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拆解结构件的回收利用及发展前景

东航技术云南分公司   戴福升 

摘要：

介绍国内民用客机拆解行业的现状，二手结构件航材供

应及回收利用，并对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可行性分析。

一、飞机拆解现状

民用客机的服役年限一般为25-30年，黄金期一般维持

在前10年，当机龄超过14年以后，在国内行业也将其定义

为“老龄飞机”，飞机的稳定性也会随之变差，维修频率和

维修成本持续走高，经济效益低下。国内航司为了保持机队

年轻化，一般将接近20年机龄的飞机出售或转租，由后续资

产方出售给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进行再次利用或将飞机拆

解，将其所得零部件认证后进入国际航材市场循环使用。民

用商用飞机资产价值可观，飞机拆解的价值挖掘和利润最大

化日后毕竟是航司和飞机拆解参与者重点研究的方向。

不同机型的飞机在结构、系统、构型上有明显区别，拆

解需要强有利的工程技术支持，每架飞机可拆解约4万8千个

大组件，其中约1万8千个需要进行后续处理、认证并进入国

内国际航材市场进行贸易循环利用。飞机拆解产业属于循环

经济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我

国尚属起步阶段，截止2020年12月，国内拥有CAAR-145部批

准的飞机拆解许可证的维修单位为8家，且未形成完整产业

链。

二、拆解和处置

针对拆解和回收，一般流程是首先进入飞机拆解停放

区，根据需要选择进入机库拆解还是机坪拆解，所得航材在

现场完成挂签标识和包装作业后运输到航材储藏库房，若有

危险品，进入危险品存放区；完成航材解除后，将飞机拖至

回收区进行结构分解和破坏，后续完成回收处置。

拆解的核心在于分解后获取的零部件销售实现增值，

需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技术状态管理办法。首先必须拆除部

件的追溯性文件齐全，其次拆解过程中不破坏其适航性，最

后，拆下的航材再未经相关资质单位认证前禁止装机使用。

一般来说，飞机拆解能够重复利用的高价值的部件和设

备通常为发动机、APU，3套起落架、电子部件、机载设备和

冲压涡轮，部分部件以剩余循环数来估量价值。其中结构件

的拆解属于增值范畴，也是后续拆解重点研究的方向。

据业内人士透漏，以波音B737-700为例，拆除相应机载

设备剩下的机身和大翼，销售国内价格在150-200万人民币左

右，在这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上升空间。机体结构件分为

可更换结构件和不可更换结构件，可更换结构件例如：发动

机进气道、前缘缝翼、后缘襟翼、扰流板、水平安定面等，

而这些结构中又包含了关键疲劳结构（FCBS）和非关键疲劳

结构。关键疲劳结构一般为机身蒙皮、长桁、隔框、机翼蒙

皮、梁等，而发动机进气道和前缘缝翼、扰流板属于非关键

疲劳结构，对于老旧飞机来说，关键疲劳结构（蒙皮、隔

框、梁）会随着飞机年龄的增长降低疲劳强度，而非关键疲

劳结构受此影响较小，这也是非关键疲劳结构部件在飞机拆

解后还可继续挖掘价值的原因。

1、常规备件存储：可更换结构件在拆除完成后，组织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对结构部件进行评估，主要针对部件外观

和修理状况进行评估，状态完好的部件可进行后续验证取证

等相关工作。航线运行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超出运行限制的

结构损伤，有些损伤无法短时间内完成修复或无其他停场飞

机可提供串件，导致航班延误或飞机停场。除进气道、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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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流罩，反推等常用备件外，前缘缝翼、后缘襟翼、扰流板

等也可作为仓储航材。倘若A检或航线发现襟翼分层、前缘缝

翼下表面裂纹、机身机翼结合处复合材料边缘盖板分层，此

类损伤均不能快速完成修理放行飞机，备件存储可以减少停

场飞机带来的损失。

2、易损航材存储：以波音B737NG飞机为例，前后货舱门

槛钛合金防磨板因经常遭受货物碰撞，损耗率较高，后货舱

门槛防磨板波音售价为2177美金，仅前后货舱门槛四个易损

耐磨板航材约为4万人民币。日常的维护过程中类似的易损结

构件还不少，使用拆解飞机的部件可以大大节约维修成本。

3、修理件储存：波音737NG货舱地板支撑梁因为做货舱

地板快速修理时易损坏地板下部支撑梁，若损伤涉及地板支

撑梁的TRACK-TIE DOWN结构，普通修理航材无法满足修理，

需订购地板梁原件进行切割拼接，成本高昂。拆解飞机时，

可将此类结构进行分解，做成修理航材储备。除此之外，对

一些缝翼和扰流板等金属蜂窝结构，拆解时可分离部件蒙皮

和蜂窝结构，将金属蜂窝作为修理件储存。

4、教学培训：随着国内航空市场的高速发展以及

CCAR66R3的实施，国内高校航空专业对退役飞机的需求大

增。除了系统操作教学外，培训学校在日常教学中，还需要

使用修理材料进行实际操作，例如结构维修和部附件维修，

复合材料修理。

5、创意产业：通过包装升级，还可将机体作为飞行旅

馆、餐厅，航空主题乐园，体验馆等相关产业，航材铝材在

民用市场价值较高，可加工制作个人收藏，推广展示，特别

是家装家居市场，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回收深加工

飞机拆解并完成所需部件航材分离后，若无其他完整性

用途，还可回收加工机翼、机身等零部件的碳钎维材料和铝

合金，提高两者的利用率，继续创造剩余价值。

1、航空铝材回收

航空铝材属于超高强度变形铝合金，具有较好的力学和

加工性能，固溶处理和热处理后效果较好，此外航空铝材质

量轻强度高，是铝材的高端应用市场。各大飞机结构铝合金

主要是高强度的2024系和超高强度的7075系，此类合金具有

较高的比强度和硬度、较好的耐蚀性和优良的加工性能。

图1 飞机铝材回收

飞机铝材经过冶

炼精炼等工序最后形

成纯铝，根据不同的

使用需求进一步加工

制作成不同牌号的铝

合金。

2、碳钎维的回收

利用

飞机的一些非关

键疲劳结构和非重要

结构一般采用复合材

料结构，分为玻璃纤

维和碳纤维，目前利

用较高的主要是针对碳钎维的二次回收。碳钎维回收需要借

助聚光系统产生的光斑直接照射加热檀纤维材料，控制加热

温度400-600℃，快速去除碳纤维中50-80%的树脂，期间通过

净化系统处理分成和有害气体。随后，将材料再次进行精处

理得到高质量的回收碳纤维。

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高比强度、高比模量、耐腐蚀、

抗疲劳等优异性能，目前被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及体育

用品领域。以F1方程式赛车为例，各大车队研发团队都在使

用强度高，重量轻的车身结构，碳钎维是首先材料；民用汽

车，以宝马为例，新款汽车也不断增加碳钎维材料的应用；

高端体育用品、碳钎维自行车、羽毛球拍、头盔近些年也是

屡见不鲜。回收碳纤维比新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价格优势，随

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应用。

四、发展前景

根据飞机回收协会（AFRA)的预测，到2033年全球将会有

1.2万架飞机退役；飞机租赁商Avolon预计者数字会达到1.5万

架；根据行业机构Flight Global的推算，到2033年退役飞机的

数量将会达到1.7万架，平均每年850架。随着退役飞机数量

的增加，专业拆解也从最初的报废处理由产业化转变。

我国是全球最具潜力和活力的航空运输市场，全球现役

客机约为2.4万架，国内截止2019年现役客机数量约为3900

架，占据全球客机数量的1/6。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4

左右，中国航空运输总量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未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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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年以来，航空市场受到新冠疫情的

影响，国内航司国外市场受到巨大冲击，但是随着新冠疫苗

的投入使用，后续航空市场会持续回暖。按照疫情前期的国

内航司7%的客运周转率，预测未来十五年，为满足运量增长

和替换退役飞机，国内航司需要补充3000余架飞机，25%用于

替换飞机。根据民航资源网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11月，国

内民航市场70%左右的飞机是自有或融资租赁。根据航司飞

机退役计划和服役机龄假设，预计今后20年，按国内民航市

场的经营性租赁渗透率30%，国内每年退役可拆解数量约为56

架。

目前国内航司几乎很少涉及二手航材尤其是可更换结构

件的使用，但以汉莎为首国外航司已经完成二手航材供应链

体系建设。疫情以来，航司经营困难，合理使用二手航材是

降低成本的一种有效措施，而在CAAC严格的监管体系下，国

内拆解飞机航材的安全性是最有保证的。

2019年9月，国内获得飞机拆解许可证的只有4家，分别

是中龙欧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天津海特、

厦门太古、东航技术有限公司，随后的三个月内，又增加了

南航沈阳维修基地，贝迪克凌云（宜昌）飞机维修，华夏飞

机维修，大新华飞机维修共计8家拥有拆解证书，可见国内越

来越重视拆解施工业务。

据权威机构统计，2012-2017年我国飞机拆解产业成品

增长率，销售产值、利润均维持在28%-100%之间，2016年国

内拆解销售产值约为4.7亿元，而美国同期的销售收入为140

亿元，差距为30倍。作为比肩美国的第二航空大国，我国拆

解回收行业还有更多的上升发展空间，随着后续产业链的形

成以及西部地区飞机绿色回收产业项目的落实，国内飞机拆

解结构件的利用率会被充分挖掘，释放潜能，创造更高更广

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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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除冰车的日常维护保养技术交流

东航技术安徽分公司   高宏志

目前，我国大部地区除东南沿海一带机场，都不同程

度配有一种特殊车辆——除冰车，其工作原理就是将加注的

除、防冰液加热到一定温度后，由合格的机务维修人员将其

喷洒到飞机机身结冰、雪、霜处，使之溶化并保持机身处于

一定的无冰、雪、霜时间段，以保障霜、雪天气航班的飞行

安全。于此，可以看出除冰车，顾名思义是一种针对性、季

节性非常强的冬季民航系统必不可少的特殊车辆。由于其使

用的单一性和特殊性，存放时间长、实际使用短的现状，加

之人员缺乏、平时工作紧张和维护成本的限制，造成各使用

单位对该型车重使用、轻维护的状态，旺季使用过程中时常

发生故障现象。各机场、航空公司在使用除冰车的过程中也

没有对该型特种车辆使用、维护、保养有统一规范的检查流

程，基本采用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方法，不便于技术的传

承。

结合这几年的观察和实际操作情况，本文对除冰车的日

常维修和使用提出一个维修、保养的建议流程，供各位同仁

参考的同时，以实现丰富和完善民航系统对该型车的规范检

查、维修内容。为此，本着简便、适用，统一规范、经济维

护、保养的建议理念，构想、设计的除冰车三种检查表格，

即，日常目视检查单、旺季前检查单、结束后期检查单，供

业内同仁规范和参考，并希望使之更加完善。

Daily Visual Checklist

日常目视检查单

√=System Good     X=Repairs Needed       O=Repairs Made  

√=系统良好         X = 需要维修           O =修理人        

Unit Number:        Date:          Action         Inspector

单  号:              日期:           情况           检查员：

底盘小时:                   辅助发动机小时 _________   

加热器小时:                 附加的空转小时:                                 

Signature:                   Notes:

签署／署名:                 注释:

表格一

检 查 项 系统良好 需要维修 修理人

汽车发动机冷却液液位满。

汽车发动机传动皮带松紧度。检查裂纹或松动。

传动液面满。

动力转向液满。

汽车燃油箱液位适合这份工作。

目视检查轮胎侧壁上的受损情况。

目视检查车轮螺栓和轮圈损坏或松动的迹象。

视觉检查整个车辆的丢失或损坏的部分。

视觉检查单元的液体泄漏:汽车引擎,辅助发动机,液压系统。

除冰和防冰容液。

目视检查加热器的漏油迹象,液体,或损坏。

检查损坏或破碎的玻璃、反光镜、灯、透镜、反光饰条／反射镜。

检查雨刷片:挡风玻璃和天窗。

检查清洗器的液面:挡风玻璃和天窗。

检查除冰和防冰溶液舱液位适合这份工作。

检查液压油箱液面1/2到2/3之间，完全可以从观测计看到。

辅助引擎油位满分。

辅助发动机冷却液液位满分。

目视检查所有吊杆安全销和紧固件，确保没有松脱或丢失。

检查驾驶室/吊篮和保险杠缺失或破碎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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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ason Checklist

旺季前检查单

在除冰季节之前完成此检查。

□√=System Good         X=Repairs Needed         O=Repairs Made        

□√=系统良好            X =需要维修               O=修理人             

Unit Number:      Date:          Action       Inspector

单  号:            日期:          情 况        检查员：

底盘小时:    _  ___                    辅助发动机小时:                       

加热器小时: _   ___                     附加的空转小时: ____

签 名:                                     注 释:

表格二

检 查 项 系统良好 需要维修 修理人

目测检查设备是否有损坏的迹象。

目测轮胎侧壁有无损坏。

目视检查车轮是否松动或缺少凸耳螺栓和凸耳螺母。

扭力轮凸耳螺母。扭矩规格请参阅车主手册

检查所有的灯:头，尾，后援，仪表盘，穹顶，驾驶室，撑杆。

检查雨刷叶片;挡风玻璃和头顶窗户。

检查垫圈运行情况和液面;挡风玻璃和头顶窗户。

目测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有液体泄漏。

目测检查辅助发动机是否有液体泄漏。

目测检查除冰和防冰罐是否有液体泄漏。

目测检查液压油是否泄漏。

检查汽车变速器液位到满格。

检查汽车发动机皮带是否有裂缝和松动; 变形，动力转向等。
必要时更换。

副发动机皮带张紧度。

检查除冰泵油位: 必要时加注。

油脂防冻泵。

检查急停按钮是否正常工作;汽车驾驶室，封闭式驾驶室和地面
控制。

从地面控制器和驾驶室测试应急液压泵的运行情况。

从地面控制和驾驶室测试空中装置的操作功能。

所有的动作都要顺著标语牌的方向进行。

润滑撑杆耐磨垫。

润滑软管卷盘。

测试对讲机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确保所有操作和安全标志和贴纸清晰可辨; 必要时更换。

检查油箱上的观察管。

检查驾驶室/吊篮操纵杆止动扳机。

检查驾驶室/吊篮操纵杆的操作。动作应该平稳和连贯沿指定向
运行。

检查所有电气箱和电缆的绝缘完整性;如果损坏修理和更换。

检查是否有异物或碎片。野生动物嵌套)。如果发现，清除和清
洁。

检查有否鼠患;必要时进行清洁和维修。

检查串联悬挂回弹带。见制造商的附录。

End-of-Season Checklist

结束后期检查单

在除冰季节之后存储之前完成以下检查项目。

√=System Good          X=Repairs Needed           O=Repairs Made        

√=系统良好             X =需要维修                 O=修理人             

Unit Number:        Date:         Action         Inspector

单  号:              日期:          情 况          检查员:

底盘小时:____                          辅助发动机小时:____

加热器小时:____                        附加的空转小时: ____

签 名:                                     注 释：

表格三

检 查 项 系统良好 需要维修 修理人

检查液压缸关闭阀，并将其绑在开启位置。

检查并重新扭力旋转轴承螺栓。

检查主机安装螺栓并重新扭力。

更换两个加热器燃油过滤器。

目测检查吊杆销和固定螺栓。

检查架空装置吊杆是否有裂纹或损坏的焊缝。

检查除冰泵油位;如果有必要。

目测除冰泵联轴器及泵和电机安装螺栓。

给防冰泵涂上润滑油。

检查撑杆上的除冰液软管是否有裂缝、扭结和摩擦。

检查设备上的所有软管是否有裂缝、扭结和摩擦。

检查设备上的所有电线和电缆。

检查并拧紧所有电气连接。

检查液压软管和配件是否有裂缝和渗漏的迹象。

检查油箱是否有泄漏迹象。

检查除冰的驾驶速度，把撑杆位移到其它地方:4英里/小时
限制(6公里/小时)。

润滑旋转轴承，完成360度旋转。

润滑旋转齿轮箱小齿轮。

润滑旋转齿轮箱的小齿轮.

检查转动齿轮箱的油位。如有必要，可以加点油。

检查齿轮啮合旋转小齿轮到轴承:最大撑杆运动2”(50.8毫
米)左右。

检查并重新扭力旋转齿轮箱安装螺栓。

润滑软管卷链。

调整液压油。液位在视线压力表上看到的1/2到2/3之间。

更换液压油过滤器。

检查驾驶室操纵台上的仪表是否正确操作

检查低液位系统的运行情况:液压液、除冰液、防冰液。

检查急停按钮是否正常工作;卡车驾驶室，封闭式驾驶室，
和地面控制

加热器：更换电极。

清洁和检查电瓶观察孔。

更换燃料喷嘴。

检查加热器是否有积碳。

检查加热器内部是否有结构损坏的迹象。

打开泵后，检查加热器出口压力。

底盘：检查和润滑传动系统和u形接头。

检查发动机皮带是否有裂缝和松动: 变形、动力转向等。必
要时更换。

检查传输换档选择器和电缆。

检查动力转向泵是否有泄漏迹象。

动力转向液到满格。

目测转向部件。

润滑前弹簧和转向组件。

润滑后弹簧。

刹车液压油至满格。

更换空气过滤器。

更换机油和滤清器。

更换燃料过滤器。

目测检查油箱是否有泄漏迹象。

如果适用，检查空气制动器是否过度抽气。

如有必要，根据底盘制造商的规格检查后桥润滑油。
从完成以上构想的三个工作检查单的内容来看，基本可以控制

除冰车始终处于良好、经济的使用状态之下，加之不断精益求精的摸

索和改进，使维修、使用人员积累一些这方面的更多经验，可以大大

缩短车辆的排故时间，减少对除冰车辆运行的影响，为飞行安全以及

高效运转提供更加有力的冬季保障。本文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望予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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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的堆积加以观察和解释，就实现了磁粉检测。

三、磁粉检测中延长棒的使用

磁粉检测在民航维修中主要是检查零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疲劳裂纹、腐蚀等。但对一些较短（L/D小于2）的工件，这种

零件和细而长的试件在相同条件下磁化时，前者的退磁场比后者

大得多，所以需要采用延长棒以增加短而粗工件的长径比，工件

才能得到有效地磁化。下列一些零件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见，就

延长棒在使用过程应注意的事项进行浅析。

1. A320飞机对起落架安全活门连接螺钉进行磁粉探伤检查

螺钉长度34mm，直径6mm，将螺钉放在托盘中间，置于线

圈内壁（如图2所示），将不同直径的延长棒加在螺钉的一端或

两端（图3所示），采用湿式剩磁法进行检测。

从表1中可知，一端加直径较工件直径大或小的时，由于磁

通连续性，磁路不等界面将对磁力线造成疏密不同的变化，在相

同的磁通量情况下，

磁力线从大截面向小

截面通过时，磁感应

线将密集，即小截面

上磁感应强度有可能

加强；而从小截面向

磁粉检测中延长棒的使用

南航沈阳飞机维修基地   夏张松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磁粉检测的原理及检测过程中延长棒的

使用，并介绍了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一、引言

在民航维修中，磁粉检测主要应用于飞机上的一些部件在

大修时分解后的零件，检查的主要缺陷是疲劳裂纹和应力腐蚀裂

纹等。管、轴、杆、棒等形状的工件在整个民航维修的零部件中

占了很大的比例，而这些零件的特点是L/D一般都较大，容易磁

化，但在飞机的各种零部件中，也会有一些形状较复杂、L/D较

小的零件，对这些零件的检测不能采用常规的模式，应对被检零

件的材质、加工工艺过程和使用状态有所了解，掌握其可能出现

缺陷的位置，为使零件得到最佳磁化，需准备一些专用的小工

具，如电缆、不同直径的铜棒、不同直径的钢棒等。

本文所介绍的是当L/D值小于2时，将连杆（与被检的零件直

径相同由铁磁性材料所制的杆）置于零件的一端或两端，以有效

的将L/D值增大，使工件得到足够的磁化，比如起落架安全活门

螺钉、APU齿轮、起动机齿轮等等，所以延长棒在民航维修磁粉

检测中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二、磁粉检测的基本原理

磁粉检测的基础是缺陷处的漏磁场与磁粉的相互作用，它

利用了钢铁制品表面和近表面（如裂纹、夹杂、发纹等）磁导率

与钢铁磁导率的差异，磁化后这些材料不连续性处的磁场将发生

畸变，形成部分磁通泄露出工件表面产生漏磁场，从而吸附磁

粉，在适当的光照条件下，显现出缺陷的位置、形状，对这些磁

图1 磁粉检测基本原理图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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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B值为平均值）

大截面时磁感应线将疏散，亦即磁通密度将减少，这样会降低检

测灵敏度。而一端加直径与工件直径相同的延长棒时，将AS5371

试片有刻痕的一侧朝向受检零件，并紧贴螺钉，通以1400安培

的交流电，磁感应强度满足要求，试片只显示中心区域一条刻

槽（如图4所示）。在螺钉两端加直径与工件直径相同的延长棒

时，同样通以1400安培的交流电，试片显示两条刻槽，而且比上

述的要明显（如图5所示），检测灵敏度最高。

此类细而短的工件特

点是长径比大于2，长度没

有线圈内壁宽，将其置于线

圈内壁时，不能得到有效地

磁化。但按照上述方法时，

可以满足磁场要求，采用浸

法进行观察，将工件浸入均

匀搅拌的磁悬液中2-5S后取

出，然后在进行观察，若采用浇发，不好控制磁悬液的流速，很

容易将形成的磁痕冲掉。

2. APU及起动机齿轮探伤

此类工件的特点是长径比小于2，需加延长棒进行磁化，检

测周向缺陷。

图4                                图5

图6                                                                 图7

四、总结

1.起落架安全活门螺钉通常是3个，也可以将三个零件沿轴

向连接在一起，平行于线圈轴线置于线圈内壁，磁化完成后，先

取中间一个观察，然后再将端部的一个换入，重复探伤，此方法

相对于两端加延长棒而言，后者灵敏度要高一些。

2.短而粗（L/D<2）的工件在线圈内磁化时，最好在工件两

端接上同样粗细的延长棒，采用湿式连续发观察时，延长棒与零

件要保持良好的接触，若相互断开，磁感应强度会发生变化，检

测灵敏度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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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型组织架构优点是既保证了集中统一指挥，又能发

挥各种岗位工程师业务管理的作用。但缺点是在维修数字化

项目推进过程中，各职能单位自成体系，不重视信息的横向

沟通，各部门容易滋生本位主义，缺乏全局观念，组织存在

职能部门间的职权分割。项目经理无法给其他职能部门组员

的绩效进行评分，导致项目组员项目工作积极性差，项目管

控需协调多方职能领导，组员逐级上报，效率低下，项目难

以落地。2020年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国内民航业就遭

受了沉重地打击，全行业亏损严重，各MRO探索改变传统的维

修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二、项目管理在维修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应用

2.1建立项目管理组织架构

本文探索维修数字化项目管理新模式，用项目管理理论

方法来指导维修数字化项目管理，达到企业在规定时间、资

源内，实现项目目标。建立以项目管理办公室为核心的项目

管理组织架构，以总经理为办公室主任，项目经理作为该项

目的总体负责人，负责项目在其开发周期的各阶段中能稳步

推进。依据项目开发的具体流程对所负责的项目进展情况进

行了解、沟通、协调并依据项目运行程序对项目进行控制，

对项目的最终结果负责。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有权对各职能

单位职员进行项目绩效评分，实现对组员的有效管控。

图1 职能型组织架构图
图2 新型MRO组织架构图

项目管理在飞机维修数字化中的应用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   王  东

摘要：

随着航空维修技术的不断发展，民航维修体系正在随着

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变得更简单、更高效、更智能。物

联网航材工具管理、电子化工卡等数字化维修项目是实现企

业发展战略的载体。本文探究将PMI项目管理体系与维修工

程管理业务特点相融合，改善MRO（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管理模式，提升维修数字化建设项目成功率，增加

MRO的市场竞争力。

一、概述

随着我国民航维修行业的快速发展，维修工程管理规模

和工作量持续增长，传统的维修项目管理方式已制约了飞机

维修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无法满足客户提出的不同数字化管

控要求，如何通过数字化建设来提升行业运营效率已成为行

业发展的热门议题之一。MRO在推行数字化维修项目时，有别

与传统的维修业务，通常不仅需要多部门合作，还需要与外

部IT技术、物联网供应商等部门或单位合作。MRO内部项目管

理混乱、计划执行难、部门协调难、人员配置不到位、风险

管控不到位、成本增加等问题开始显现，如何应用成熟的项

目管理知识，提升MRO数字化项目管理水平，已成为维修行业

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必然趋势。

目前国内大多数航司或维修MRO大多采用职能型组织架

构，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中，直线领导机构和人员在自己的职

责范围内有一定的决定权和对所属下级的指挥权，并对自己

部门的工作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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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规章制度是组织项目团队生产，建立生产秩

序的起码条件。规章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管理水平的

高低。通过编写《维修数字化项目管理制度》明确项目的定

义、适用范围、项目管理的架构、人员职责划分、项目的管

理流程，项目的验收和考核标准等。确定了以项目管理办公

室为核心的项目管理制度。

针对维修数字化项目的特点和企业事业环境因素情况，

项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年度重点工作项目，以提升管理

水平、优化流程、提升效率为主，结合公司战略重点每年年

初确定；二是年内新增项目，以需解决的工作难点以及公司

要求为主。根据项目的来源、资金数额、项目涉及内外部情

况、项目实施周期的不同，将项目分为三级、二级、一级，

其中三级为最高。由项目管理办公室进行项目分级工作，根

据项目级别和类别，任命项目经理为项目责任人，并授予项

目经理权利和配套资源。

2.3明确项目管理五大过程组

引入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将维修数字化项目划分为项目

启动、规划、执行、监控、收尾五个项目过程组。

项目启动过程组，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向项目管

理办公室发起项目立项工作，签发《项目章程》任命项目经

理，与各职能科室领导协调资源，成立项目小组，明确各组

员职责分工。

项目规划过程，根据项目启动批准文件内容和项目特

点，明确项目范围和细化目标，制定项目执行计划，包括但

不限于对项目范围、时间、成本、质量、沟通、人力资源、

风险、采购和相关利益方等方面规划。将项目工作的目标进

行分解，即工作分解结构（WBS），同时制定项目计划，明确

里程碑节点。

项目执行过程，协调人机料法环等资源，确保按计划推

进项目各项具体工作。

项目监控过程，执行项目工作进度监控、审查和调整项

目进展与绩效。定期对项目执行绩效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

识别与项目计划方案的偏差并给予纠正，视情执行项目变更

管理。

项目收尾过程，整理项目成果向项目发起人申请项目验

收，经项目发起人批准验收后，标志项目正式结束。MRO在以

往的项目推进中，普遍忽视经验教训积累和项目材料存档，

而收集项目在推进过程沉淀下来的知识资产，包括项目章程

模板、过程管控文档、风险应对措施、工作程序、经验教训

记录册等。将形成组织资产，便于后期相似新项目参考，提

高后期项目的推进效率。

2.3明确各级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将PMI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与维修业务实际场景结合，根据

项目等级不同，分别绘制项目流程图，规范项目各阶段的流

程工作重点。 “三级”项目多为涉及维修体系外的项目，该

项目金额一般较高、重要性高，拥有最为完整、细致的项目

管理流程。该完整的流程精简后，更加适用于中低等级项目

管理的实际需求，抓住重点工作，避免因繁复的流程，而降

低效率。

以往的项目推进过程中，忽视项目团队建设管理（TBM)

过程资产积累（PAA)，本流程内，明确其重要性，并贯穿整

个项目始终，根据需要及时进行。 

“二级”项目属于维修体系内部项目，多为涉及多科室

的维修体系年度重点项目，项目经理一般任命为副总经理或

牵头科室经理，主要成员为该科室内成员，其余成员多为辅

助性工作，因而此处项目团队建设与科室日常管理团队建设

相结合，在日常科室管理中执行团队建设相关工作。

图3 “三级”项目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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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的规划和设计工具。帮助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确定和有

效地管理项目的工作。实现进一步细化分解项目目标，明确

项目范围和组员的相应职责，完成定义里程碑事件，按规划

向高级管理层和客户报告项目完成情况。同时为计划成本、

进度、质量奠定共同基础。

以往估算项目子任务工时时，通常采用专家判断法，此

方法对于专家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不同专家间存在差异。

在此时引入贝塔分布, 可以提高估算的准确程度, 其计算公式

如下：

预期值：（最悲观时间+4倍最可能时间+最乐观时间）

/6，参考专家判断的得出的最悲观时间、最可能时间、最乐观

时间，即可得到相较之前更加准确的项目任务工时估算值。

在估算成本时，引入自下而上估算技术，在工作分解结

构的基础上，首先对单个工作包或活动的成本进行最具体细

致的估算，然后把这些细节性成本向上汇总或滚动到更高层

次，此技术，能提升估算项目成本的准确性。

工作分解结构（WBS）的基础上，制定项目进度计划，作

为后续执行的主要依据文件和监控阶段的测量基准。

图4 “二级”项目管理流程图

图5 工作分解结构（WBS）图

图6 项目进度GANT图

 “一级”项目属于维修体系内部项目，多为单一科室内

的维修体系年度重点项目，项目经理一般任命为该科室经理

或主管，该项目具有单一部门业务特色，对于其余分部的项

目一般不具有参考性。另外团队建设与科室内部团队建设活

动相结合，重点关注项目的立项和计划制定及项目验收，确

保项目如期完成并符合验收标准。

三、项目管理模式在维修数字化过程中的具体应
用

3.1飞机维修数字化项目中的应用

APU（辅助动力装置）使用监控项目，拟通过卫星通信传

输飞机实时运行状态数据，结合报文字段解析，关联航司运

行数据，实时监控机队各飞机在过站或航后开启关闭APU的时

间节点、状态，掌握每架飞机的地面APU和地面替代设施使用

情况，针对 APU超限使用或APU与替代设施同时使用情况自动

预警，从而达到数字化管控APU使用情况的目的。此类项目有

别于传统的飞机维修业务，属于软件开发为主的维修数字化

项目，经项目管理办公室定义为“三级”项目。

在项目启动过程组，遵循项目管理流程，完成项目立

项、项目章程编制和签发、成立项目组、举行项目启动大会

等工作。实现充分论证项目可行性和投入产出分析，明确项

目目标和组员责任分工。

在规划过程组，引入工具：工作分解结构（WBS），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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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过程组，协调人员和资源，完成项目管理计划

中确定的工作，而且要按照项目管理计划整合并实施项目活

动。

在监控过程组，根据项目进度计划，持续并有规律地观

察和测量项目绩效，从而识别与项目管理计划的偏差并实施

变更管理。在测量偏差时，引入进度偏差SV(Schedule Vari-

ance)和费用绩效指数(CPI)，其中进度偏差(SV)=已完工作预算

费用(BCWP)-计划工作预算费用(BCWS)，当进度偏差SV为负值

时，表示进度延误，即实际进度落后于计划进度;当进度偏差

SV为正值时，表示进度提前，即实际进度快于计划进度。

费用绩效指数(CPI)=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已完工作

实际费用(ACWP)，当费用绩效指数(CPl) <1时，表示超支，即

实际费用高于预算费用;当费用绩效指数(CPI) >1时，表示节

支，即实际费用低于预算费用。

在收尾过程组，完结所有项目管理过程组的所有活动，

整理可交付成果，完成验收工作和组织过程资产积累。该项

目，提高了地面APU替代设施使用率，进而减少了大量的APU

燃油消耗和近万吨CO2排放。

3.2应用效果

1) 建立了维修特色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发布《项目管

理制度》，实现项目管理规范化，管理水平提升；

2) 项目立项数量减少，质量增加，减少了因可行性研

究不充分而草草立项的项目数量，减少资源浪费；

3) 项目组成员工作效率提升，由于优化现有矩阵型组

织架构，项目经理有权对组员进行绩效评价，因而调动了组

员积极性；

4) 重视项目团队建设，减少沟通成本，总体提升了项

目推进效率；

5) 项目工作分解结构合理，避免可交付成果遗漏，里

程碑明确；

6) 引入进度控制和成本控制的技术和工具，提高了项

目的过程管控效率；

7) 质量管控，引入PDCA技术，提升项目质量管控水

平；

8) 组织过程资产积累，做到知识共享，提升企业软实

力。

四、总结

通过引入和吸收应用PMI项目管理知识，帮助塑造更高

效、专业化的维修数字化管理团队，消除部门壁垒、消除职

务空白地带，确保高效的管控项目时间、质量、成本，并且

由于全体员工潜能的释放和积极性的发挥，将大大提高企业

的整体运行效率和效益，为赢得客户的信任甚至业界同行的

尊敬打下了坚实基础，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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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靠性管理的应用

通过可靠性管理的实际应用，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多彩贵州航空”）E190机队放行可

靠度从2017年开始持续保持国内第一。公司以E190飞机《可

靠性方案》为准则，对TOP 10和超警戒系统进行监控，采取

纠正措施，提高飞机放行可靠度，以降低航班不正常比率。

表1为2017-2020年公司E190机队TOP10系统排名情况。

下面以引气、飞控与通讯三个系统为例，阐述E190机队

的可靠性管理。

浅谈E190机队的可靠性管理

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    刘梵宇

摘要：

介绍飞机维修可靠性管理的基本原理；阐述多彩贵州

航空基于E190机队的可靠性管理实践：统计和监测可靠性数

据，开展可靠性警告调查与分析，制定可靠性管理措施，监

控可靠性措施效果，提高飞机放行可靠度。

一、可靠性基本原理简介

航班正点率是广大乘客乘机出行非常关心的焦点，是践

行“真情服务”的试金石，是衡量航空公司运营水平高低的

重要指标，不断提高航班正点率是航空公司不断满足乘客出

行需要的必要手段，当前中国民航已将正点率作为航空公司

申请航线、引进飞机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另一方面，提高

航班正点率能够有效降低运营成本，150座窄体机直接延误成

本指数约为1.6万元/小时，可见航班正点率的提高即是节约成

本。航空公司越来越重视提高航班正点率。提高飞机放行可

靠度是保证正点率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优化飞机维修的可

靠性管理可保障飞机适航性，减少延误，降低运营成本，可

靠性管理已经是各航空公司工程管理的核心，维修水平能力

的分水岭。

飞机维修可靠性管理：通过监测飞机系统和部件的性

能参数，并设置警戒值（WL）进行持续监控，对超警戒值的

参数进行调查分析，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确保飞机系统和

部件的可靠性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当本月比率和近三个月

平均比率同时超警戒值时，红色警告触发，此时需开展工程

调查，分析问题根源，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并通过对措施

效果的持续验证，形成闭环控制，不断提高系统可靠性。如

（图1）所示。当然，采取可靠性措施时还需要关注成本，尽

量用有限的人力、航材、设备和技术投入，获得更高的可靠

性回报。

图1 可靠性管理流程图

表1 2017-2020年E190机队系统TOP10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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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气系统可靠性管理

E190飞机引气系统问题多年来一直排在世界机队TOP10

榜首，也是各运营单位关注的重点。2019年，公司E190机队

引气系统不正常事件共有9起，不正常千次率为0.461，对运

行影响较大。由于厂家的设计存在缺陷，控制引气输出的两

个活门（NA活门、HP活门）固有可靠性较低。NA活门和HP活

门在世界机队的MTBUR分别仅为3500FH和4500FH左右。基于公

司五年来E190机队NA活门的可靠性数据，通过威布尔分布模

型测算，NA活门平均寿命周期为3335.61FH，与世界机队运行

水平相当。为提高引气系统的可靠性，公司从以下方面采取

措施：

1. 监控活门技术状态，开展预防性维修

工程师根据HP活门与NA活门的工作原理，制定监控活门

性能的阈值，活门监控参数为：飞机爬升和进近时，飞行高

度小于25000英尺、引气压力20-70PSI。飞机巡航时，飞行

高度大于25000英尺、引气压力12-60PSI。以上参数在QAR数

据监控软件中设置告警提示后，引气系统活门状态可有效监

控。

从QAR数据监控分析实例可以看出（见图2）：QAR数据

监控系统探测到爬升阶段引气系统工作不正常（红色三角部

分）；右发引气压力在1.13-116.50PSI之间波动，超过20-

70PSI监控区间；右发NA活门电流值异常、左发NA活门电流值

保持23毫安不变;对比左右发HP活门电流值均为0（两个活门同

时故障的概率较低）。结合以上信息，综合判断右发NA活门

性能下降。经核实该活门装机时间超过软时限时就可以做出

决策：更换该NA活门，从而达到预防性维修的目的。

2. 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检查间隔

2020年8月，公司E190机队HP活门非计划拆换5次，非

计划拆换率为1.123；连续三月拆换12次，非计划拆换率为

图2 引气活门QAR数据分析图

0.900，均超过警戒值0.697，产生红色警告，如图3所示。

针对该警告，工程师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有两架飞机

拆换频次较高，分别占比43%和24%，如图4所示。

B-3225和B-3116飞机HP活门频繁更换，活门故障总是重

复性发生。为排查故障原因，维修人员拆下力矩马达控制器

后发现马达汽滤已被污染，达到更换标准。如图5所示。

根据引气系统工作原理分析

得知，力矩马达汽滤堵塞导致伺服

气流无法有效地控制HP活门作动，

从而触发HP活门故障信息。工程

师根据以上信息、并结合国内气候

特点，优化力矩马达汽滤的维护标

准：在春夏换季项目中加入对力矩马达汽滤的检查要求；检

查间隔从7500FH缩短至2700FH。由此，达到了预防性维修的

效果，且减少了活门的误拆与送修。

3. 利用统计与概率学方法计算航材储备

可靠性管理需要合理考虑航材等成本投入。航材储备不

足常常会导致运行不畅，过多的航材储备又会导致维修成本

上升。一个引气活门的目录价约为5万美金。根据NA活门与

HP活门的平均装机时间（3335.61FH）、活门送修周期（三个

月），按照公司9架E190的机队规模，利用泊松分布解析方

图3 2020年公司E190机队HPSOV非计划拆换率

图4 2020年HP活门拆换次数按飞机号统计

图5 力矩马达汽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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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缺陷未被发现，由此导致活门装机时间短。随后该厂家

对活门修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部件修理质量得以提

高。

5. 可靠性措施效果监测与分析

从2020年9月份开始，E190机队引气系统的可靠性得到明

显改善，且活门供应也更为充裕。可靠性数据如表4所示。公

司将持续监控E190引气系统，进一步验证上述措施的效果。

通过系列措施的持续落实，引气系统故障有望排除在TOP5之

外。

（二）飞控系统可靠性管理

飞控系统的可靠性在公司E190机队TOP10排名中紧随引

气系统,位列第二。公司运营初期，Flight Control No Dis-

patch故障信息较为频繁。E190机队运行软件版本为LOAD25.5

或LOAD25.6。在外界温度较高时，该版本软件能保证飞控系统

有较高的可靠性。当运行环境低于10摄氏度时，发动机启动

后飞控系统自检环节容易出现升降舵/方向舵驱动组件渗漏测

试不通过，从而触发Flight Control No Dispatch信息。该信

息属于瞬时故障，可通过飞控系统返回测试进行消除，但容

易导致航班不正常。

为缓解飞控系统不放行信息对飞机运行造成影响，公司

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是提前为液压系统预热。每日航前上电

后对1、2、3号液压系统打压，并作动主飞行舵面，使液压系

统温度高于10摄氏度。二是制定飞控返回测试快速方法，将

测试时间缩减至7分钟，减少航班延误。三是按既定计划升级

软件版本至LOAD25.8，届时飞控系统可靠性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通过以上措施因飞控系统不放行造成航班延误的比例大

幅下降。

（三）通讯系统可靠性管理

从2017年1月份开始，公司E190机队多次出现通讯系统

间歇性故障：三部甚高频通讯只能接听不能发话，排故发现

均为甚高频通讯组件故障导致。分析修理报告发现，甚高频

组件零部件装配工艺存在问题，如表5所示。

法测算，保障E190机队正常运营需要储备6个HP活门，8个NA

活门；再考虑到修理件的装机时间会缩短，实际配备8个HP活

门，10个NA活门。科学有效的储备航材，保障运行正常的同

时降低了维修成本。

4. 筛选优质厂家，跟踪部件修理质量

2020年5月，E190机队NA活门非计划拆换3次，非计划拆

换率为0.619；连续三个月拆换4次，非计划拆换率为0.284，

均超过警戒值0.203，产生红色警告。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厂家修理后NA活门平均装机时间缩短，修

理质量下降。如表（二）所示。经过对比，选出最佳修理厂

商，提高部件的装机时间，以提高引气系统的可靠性。

针对NA活门修理质量问题，公司质量部门与该修理厂开

展了联合调查：对特定序号的活门进行分解，发现轴承内封

已明显变形。如图6所示。

以上NA活门修理时均更换了新轴封。正常情况下新轴

封在短时间内不应该出现严重变形。进一步检查发现：活门

转轴在石墨衬套内晃动明显，测量石墨衬套内径发现磨损超

标。损伤尺寸如表3所示。

查询修理记录发现，部件修理人员最近几次修理仅对石

墨衬套进行目视检查，未按修理工艺对轴承内封进行测量，

表2 修理NA活门装机数据

表4 2020年引气系统可靠性对比

图6 轴承内封变形

图6 轴承内封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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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表明，60%的问题为A5Q2二极管焊接工艺导致。

工程师将此现象反馈至部件原厂。部件原厂启动质量调查后

确认，序列号为1612XXX之前的甚高频组件A5Q2二极管焊接工

艺存在问题。

基于此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排查受影响的飞机和部件。

依据部件原厂发布的调查结论，排查发现有7架飞机共17个甚

高频组件受影响，最终完成检测和修理。二是持续开展可靠

性监控。从数据统计来看，2019-2020年通讯系统可靠性得到

明显改善。2020年公司未发生因甚高频系统故障导致的不正

常事件。如表6所示。

三、总结

民航飞机维修可靠性管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现代航空

维修就是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管理。本文以多彩贵州航空

E190飞机引气、飞控、通讯三个系统的可靠性管理为例，通

过可靠性数据统计与监测、可靠性警告调查与分析、管理措

施的制定与实施、措施效果的持续监控，有效降低了系统故

障率，提升了飞机放行可靠度。通过扎实的可靠性管理，公

司攻克了多项难题，提升了飞机维护质量，增加了航班运行

的安全性、正点率和经济性。公司连续四年取得E190机队放

行可靠度全国第一的佳绩，2017年荣获巴航工业中国区E-

Jets机队“最佳运行奖”，2018、2019年荣获巴航工业“金

牌客户”，2020年荣获巴航工业“铂金”级殊荣。如图7所

示。

表5 甚高频通讯组件修理报告汇总

表6 通讯系统2017-2020年可靠性数据

图7 多彩贵州航空荣获巴航工业全球客户可靠性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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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起A320飞机燃油低压关断活门故障，通

过对故障现象和系统原理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通过故障现

象来确定故障原因的方法，给线路故障的排故提供一定的参

考。

某架A320飞机在外站短停期间，机组报告上完客后发现

121VU上左侧和右侧燃油低压关断活门断路器（M25和M26）

同时跳出，无法复位，整机断电后，仍然无法复位，重新插

拔发动机火警面板电插头故障依旧，因故障不符MEL，停场排

故。

排故工作从断开左侧燃油低压关断活门作动器电插头

开始，首先测量了1号马达内部线路，结果正常；测量2号马

达，发现内部线路短路（CE之间电阻1.5欧姆），电路图参考

图1。排故更换左侧燃油低压关断活门作动器。

更换左侧燃油低压关断活门作动器后，M25和M26断路器

可以正常复位。但是，在对左侧燃油低压关断活门进行单马

达打开测试时（拔出断路器M25），ECAM燃油页面左侧燃油低

压活门指示不稳（全开到半关频繁摆动，参考图1），活门作

动器上机械位置指示在打开位。同样对右侧燃油低压关断活

门进行单马达打开测试时（拔出断路器M26），右侧燃油低压

关断活门也出现同样指示不稳

的现象。怀疑新更换上的作动

器存在故障，再次更换左侧燃

油关断低压活门作动器，现象

依旧。而使用双马达测试时，

无论左侧或右侧燃油低压关断

活门均工作正常，不存在指示

不稳的现象。

一起非典型燃油低压关断活门故障的详细分析

南航吉林分公司   曲剑光

图1

继续排故，断开左侧和右侧燃油低压活门作动器电插

头，拔出左侧低压活门供电断路器M25，测量左侧低压活门作

动器2号马达电插头C插钉电压，发现有28V电压；同样，拔出

右侧低压活门供电断路器M26，测量右侧低压活门作动器2号

马达电插头C插钉电压，也有28V直流电压；如果同时拔出M25

和M26两个断路器，再测量，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的2号马达

电插头C插钉都无供电电压。通过以上故障现象和线路测量结

果判断左侧和右侧燃油低压活门作动器2号马达供电线路可能

存在短路点。

通过查找线路，发现位于前货舱后壁板处的电插头

1854VC导线束磨损，

线束中磨损的两根导线

分别为左侧和右侧燃油

低压关断活门作动器2

号马达关闭线圈供电线

路，参考图2和图3中标

记的红色线路。

修复损坏电路，使用单马达和双马达测试左侧和右侧燃

油低压活门工作均正常，故障彻底排除。

读者可能对排

故过程遇到的现象可

能存在疑问：

1. 难道本故障

同时存在两个故障

点？

2. 为什么使用

单马达测试时ECAM上

活门指示摆动，而使

用双马达时就正常？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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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以上问题，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相关原理。

每个燃油低压关断活门作动器有两个马达，每个马达都

由不同的断路器单独供电。左侧作动器的2号马达通过M25断

路器供电；右侧作动器的2号马达通过M26断路器供电。正常

工作时，每个活门作动器的两个马达同时工作，通过差动齿

轮共同驱动输出轴，作动活门打开和关闭。 

在作动器内部，每个马达在活门开和关的极限位置分别

有一个极限电门。在活门完全关闭时，关闭线路上的极限电

门断开；在活门完全打开时，打开线路上的极限电门断开；

活门在中间位置时（非完全关闭或非完全打开时）两个极限

电门都处于接通状态， 如图3所示。

第1个问题比较简单，也很容易理解。飞机在地面短停

期间，发动机主电门OFF位，两侧的燃油低压关断活门均处于

关闭状态。此时的供电情况是：继电器11GG（或12GG）通

电，由于活门处于关闭状态，活门内部关闭线路上的极限电

门断开，28V直流电供到每个马达内部关闭线路的极限电门处

截止。此时，如果某个活门内部关闭线路短路（例如，本次

故障的左侧2号马达内部关闭线路短路），那么相应的断路器

就会跳出。由于每个马达供电线路独立，这种情况只会跳出

一个断路器，不会有2个断路器同时跳出。而使本次故障另外

一个断路器跳出的是一个故障点：给左侧和右侧燃油低压活

门作动器2号马达关闭线路供电的的两根导线短路。因此，

导致2个断路器同时跳出的原因是同时存在两个故障点：左

侧2号马达内部线路短路和左右侧活门作动器外部供电线路短

路。

更换左侧燃油低压活门作动器后，排除了作动器内部短

路的故障点，但还有活门外部导线短路的故障点没有排除，

因此在使用单马达测试时还有不正常的活门指示摆动现象。

为了弄清楚第2个问题，我们再了解一下作动器内部的两

种电门：极限电门和微动电门。

作动器内部的每个马达都有2个极限电门（参考图3）：

打开线路上的极限电门和关闭线路上的极限电门。极限电门

的功用是活门运动到开或关的极限位置时相应的极限电门断

开，从而断开相应的电路。

作动器内除了极限电门之外，还有2个微动电门：打开微

动电门和关闭微动电门。微动电门的功用是给ECAM提供活门

的指示。活门在开或关的极限位置时，微动电门闭合，ECAM

指示活门打开或关闭；活门在非极限位置时，微动电门断

开，ECAM指示活门在半开位。

两种电门的作动时刻是不同的。活门的开或关的运动行

程都是45度。极限电门作动的时刻都是在活门到达开位或关

位的极限位置之前的1-2度范围内；而微动电门作动的时刻

是：活门由关闭向打开方向运动时，活门运动到39- 41度时

打开微动电门闭合；活门由打开向关闭方向运动时，活门运

动到42- 44度时关闭微动电门闭合。

地面使用单马达做活门打开测试时（以测试左侧1号马

达为例，需要拔出左侧2号马达供电断路器），当提起左侧发

动机主电门时，左侧1号马达提供给作动器输出轴使活门打开

的转动力矩。虽然左侧2号马达供电断路器已拔出，由于外部

线路短路，2号马达仍有来自右侧M26断路器的供电电压，只

要活门离开关闭位，该电压就持续给2号马达关闭线路供电，

这样在作动器的输出轴上就多了一个使活门关闭的反向力

矩，活门无法运动到打开极限位，活门在打开微动电门作动

位置附近轻微摆动，使打开微动电门频繁打开和关闭，ECAM

上表现的现象就是活门在全开到半关频繁摆动，而活门的实

际位置在39-41度附近。

使用双马达进行活门打开测试时（仍以测试左侧活门为

例），当提起左侧发动机主电门时，左侧1号马达和2号马达

同时给作动器输出轴提供使活门打开的转动力矩。此时，2号

马达仍有来自右侧M26断路器的供电电压，该电压提供给左侧

活门作动器一个使活门关闭的反向力矩。活门作动器输出轴

在这种两个打开力矩和一个关闭力矩作用的情况下，活门打

开的角度比上述单马达时一个打开力矩和一个关闭力矩作动

的情况下打开的角度要大，活门打开的角度大于41度，但小

于44-45度。这个角度已使指示活门打开的微动电门闭合，

ECAM上显示活门稳定到全开位。实际上，活门并没有到达全

开位45度，因为如果活门到达全开位，两个马达的打开线路

的极限电门就都作动，两个马达的打开力矩就会消失，只剩

下一个关闭力矩，活门又会向关闭方向运动。因此，使用双

马达测试时，打开力矩和关闭力矩在41-44度的位置达到平

衡，活门实际上在此位置稳定或存在轻微摆动，而通过ECAM

观察到的是活门稳定在打开位。

1854VC电插头位于前货舱后壁板下部位置，损伤线路

位于插头左侧区域，该区域周围安装有液压管路，后侧安装

有客舱再循环风扇和汽滤以及空调管路。经检查，损伤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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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所在线束捆扎正常，固定可靠，线束和周围结构距离较远

（如图2），未发现和周围结构或部件有相磨现象。线路损伤

原因可能是之前在后货舱做维护工作时外力摩擦导致的导线

损伤。在日常维护中，应注意对工作区域内导线的防护，避

免对导线造成损伤。

结语

一般线路故障，尤其是线路磨损、短路、接地不良等引

起的系统故障的排故时间都较长，大多数都会导致故障的重

复。本文的排故实例是通过对比单/双马达测试、对比左/右发

燃油低压关断活门测试获得不同的故障现象，通过分析故障

现象并根据系统原理推断出线路存在短路的可能性，最终很

快查找出故障点。因此，对于地面有故障现象的故障，可通

过多做系统测试，得到更多的故障现象，从故障现象和系统

原理综合分析可能的故障点，使排故过程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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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一起波音737NG飞机刹车系统校装不正确导致的

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故障，对飞机刹车系统原理进行

分析，结合故障隔离手册和波音FTD对引起故障的可能性的部

件进行梳理分析，为日后的排故提供参考并提出建议。

一、故障现象

工作者执行一架737NG飞机航后工作，储压器压力在

1000PSI时设置停留刹车，无论A还是B液压系统EMDP打压，A

和B液压系统压力均保持在300PSI左右不上升,且EMDP低压灯不

灭。进一步测试，发现有以下故障现象：

1. A、B液压系统EMDP同时打压，设置停留刹车，关B泵

后A泵压力快速下降到300PSI。

2. 先设置停留刹车A泵打压，A液压系统压力在300 PSI

左右不上升；但A泵先打压后设置停留刹车，A液压系统压力

正常能保持在3000 PSI。

3. 储压器压力在绿区 A泵打压设置停留刹车 ，关闭A泵 

，当A液压系统压力下降到1800SI左右时，刹车储压器压力快

速下降至1200PSI左右，且主轮舱有强烈地振动和异响。  

二、排故措施

1、检查P91面板上的EMDP跳开关正常。飞机在不设置停

留刹车时，A和B液压系统EMDP打压，操纵大负载液压部件时

检查EMDP输出压力正常。

2、根据AMM和FIM手册完成AACU操作测试、自动刹车控

制组件功能测试，测试正常；自动刹车往复活门、刹车换向

活门操作和内漏测试，测试均正常无内漏。

737NG飞机设置停留刹车时A和B液压系统
EMDP压力无法上升故障分析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吴松风  王继福

3、同时踩左右刹车踏板到止动位置并一直保持，A液压

系统EMDP打压，A液压系统压力只能到300PSI左右。只踩左刹

车踏板到止动位置并一直保持（只让左刹车计量活门处于全

刹车位置），A液压系统EMDP打压，A液压系统压力只能上升

到800PSI；让左脚踏板稍微离开止动位，压力可以立即上升

到3000PSI。

4、人工只踩右刹车踏板到止动位置并一直保持（只让右

刹车计量活门处于全刹车位置），A系统EMDP打压，A系统压

力只能到上升到300PSI左右；让右脚踏板稍微离开止动位，

压力可以立即上升到3000PSI。初步判断左右刹车系统均存在

内漏，右侧刹车系统内漏较左侧严重，优先排除右刹车系统

内漏故障。

5、更换右备用刹车防滞活门，测试故障依旧；更换备用

刹车选择活门，测试故障依旧；更换右刹车计量活门，故障

现象依旧。                                    

6、根据手册AMM TASK32-41-00-820-801检查刹车系统

校装情况，检查发现LGB1和LGB2校装销不能正常插入前电子

舱的校装孔，轮舱两个刹车计量活门的校装孔能正常插入。

左侧刹车脚蹬校装孔相差1.5个孔，右侧刹车脚蹬校装孔相差

3个孔左右。调节刹车系统钢索张力，测试正常，故障排除。

三、737NG飞机刹车系统工作原理

波音737NG飞机刹车控制系统液压油路如图一所示：当只

有A液压系统工作时，刹车液压油路如图一中的深红色液压供

压油路和深绿色液压回油路所示。当只有B液压系统或者刹车

储压器给刹车系统供压时，为刹车提供液压的油路流向如图1

中的蓝色液压供压油路和浅绿色液压回油路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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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活门内A液压系统压力大于B液压系统压力时，储压器隔离

活门和备用刹车选择活门作动，刹车系统转换到A液压系统控

制，这就会在轮舱内会产生沉闷的金属响声，这是储压器隔

离活门和备用刹车选择活门转换时产生的声响，属于正常现

象。经过分析认为：排故方向先解决A、B液压系统EMDP压力

无法上升问题，再解决主轮舱振动和异响问题。

飞机不设置停留刹车，打开A或B液压系统EMDP，操纵大

负载液压部件时检查EMDP输出压力正常，这证明EMDP工作正

常。故障范围进一步缩小，排故的方向集中在刹车系统内。

737NG飞机液压系统EMDP为恒压变量柱塞泵（如图2所示）：

泵的输出压力与压力给定值相比较，根据两者之差改变斜盘

倾斜角，保持泵的输出压力为给定值。飞机设置停留刹车

后，A和B液压系统EMDP压力均无法上升，保持在300PSI；这

说明刹车液压系统存在大量内漏，超出了EMDP工作范围，无

法通过调节斜盘角度来保持泵的输出压力，故障原因为液压

系统严重内漏或者液压部件内部供油路和回油路联通。

首先隔离左右刹车系统：737NG飞机刹车系统左踏板控制

左刹车计量活门，右踏板控制右刹车计量活门，通过只踩一

边踏板，隔离出那一侧的刹车系统存在内漏（如图3所示）：

先踩左踏板到全刹车位置并保持，A系统EMDP打压，检查压力

为800PSI；踩右踏板到全刹车位置，A系统EMDP打压，检查压

力为300PSI。初步判断左右刹车计量活门下游均有内漏，导

致液压系统压力无法上升。根据障隔离手册（FIM）继续检查

正常防滞活门、备用防滞活门和刹车换向活门，检查均正常

没有内漏。

 排故人员反馈排故时明显听到右刹车计量活门内部有

液压油流动的声音，为了隔离故障，先更换了右刹车计量活

门和备用刹车选择活门，测试故障依旧。更换右刹车计量活

门后，排故人员反映依旧能听到右刹车计量活门内部有液压

图1

图2

A液压系统和B液压系统刹车压力供压源通过备用刹车选

择活门和储压器隔离活门隔离开，正常刹车系统和备用刹车

系统有各自独立控制部件，互不影响。而且刹车液压控制系

统内有四个刹车换向活门，实现刹车计量活门下游正常和备

用刹车油路转换。人工踩刹车踏板时，同时作动正常和备用

刹车计量活门，正常和备用刹车计量活门内的液压控制滑阀

也同时工作，当B液压系统失效A液压系统工作正常时，立即

转换到备用液压系统控制，确保刹车控制平滑顺畅。驾驶舱

的刹车踏板及连杆机构依靠刹车计量活门内的弹簧力和液压

作用力保持在竖立位置，如果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脱开（无

弹簧力和液压作用力），刹车踏板就会耷拉下来，回到0度位

置。

四、故障原因分析

飞机同时存在两个故障现象：1、设置停留刹车时A、B

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2、关闭A液压系统EMDP压力下

降到一定程度时，整个主轮舱有强烈的振动和异响。是异响

部件导致的A、B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还是A、B液压

系统EMDP压力低导致部件异响，排故方向的选择非常重要，

这直接影响排故方案和进度。A、B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

升，这反映了飞机液压系统存在故障；在特定条件下主轮舱

出现振动和异响，这与液压部件内部由于液压脉动产生的往

复高频运动相似。波音B737-FTD-29-03002B提到主轮舱异响

案例：B液压系统操纵大负载液压部件时（如收放襟翼），B

液压系统压力降低，当作用于储压器隔离活门和备用刹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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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油流动的声音，为了进一步验证刹车计量活门是否有内漏，

于是脱开右备用刹车计量活门回油管路并在回油管路安装堵

头。模拟故障现象，设置停留刹车，打开A液压系统EMDP，

检查发现EMDP压力低时备用刹车计量活门回油口有大量的液

压油流出；松开停留刹车后，刹车计量活门回油口没有液压

油液流出。根据刹车计量活门工作原理，设置停留刹车时，

正常和备用刹车计量活门的回油路应该关闭，系统压力直接

供给刹车管路。这一现象证明刹车计量活门控制系统存在问

题，根据手册AMM TASK32-41-00-820-801检查刹车系统校

装孔，发现LGB1和LGB2校装销不能正常插入前电子舱的校

装孔，轮舱两个刹车计量活门的校装孔能正常插入。左侧刹

车脚蹬校装孔相差2个孔，右侧刹车脚蹬校装孔相差3个孔左

右。校装刹车系统后，测试正常。  

下面进一步分析刹车系统校装不正确如何导致A、B液压

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和整个主轮舱有强烈的振动和异响故

障： 

刹车踏板通过连杆机构连接到刹车前扇形盘，刹车踏板

是靠刹车计量活门内的弹簧力和液压作用力使踏板保持在竖

立位置；如果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脱开（无弹簧力和液压作

用力），刹车踏板就会耷拉下来，回到0度位置。

刹车钢索环路一端连接刹车踏板另一端连接刹车计量活

门，刹车钢索系统校装不正确导致两侧钢索张力不一致时，

由于刹车计量活门的弹簧和液压作用力较大，刹车钢索环路

无法克服刹车计量活门端的作用力（主轮舱刹车计量活门的

校装孔能正常插入），所以钢索环路改变没有回位功能的刹

车踏板位置。刹车系统校装决定刹车踏板竖立角度，也就是

刹车踏板的行程。踏板的行程改变（以左刹车计量活门控制

钢索为例）：刹车钢索环路钢索LGBB张力大，刹车踏板行程

变小；刹车钢索环路钢索LGBA张力大，刹车踏板行程变大。

踏板行程与刹车计量活门行程不匹配，会导致刹车计量活门

工作不正常：刹车踏板行程变小，设置停留刹车时，刹车计

量活门内部滑阀无法到达设定的刹车位置；刹车踏板行程变

大，设置停留刹车时，刹车计量活门内部滑阀超过设计的刹

车位置。当刹车计量活门内部滑阀超过设计刹车位置后，此

时刹车压力油与回油联通（通过脱开刹车计量活门回油管路

实际验证），就会导致液压泵压力无法上升或者刹车储压器

压力无法保持故障。

利用刹车计量活门内部物理受力来分析该故障（如图四

所示），O点表示正常/备用刹车计量活门滑阀的受力点，Fs表

示刹车钢索通过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施加给滑阀的力，Ft表

示刹车计量活门弹簧回中力，Fy表示刹车计量活门反馈油路

施加给滑阀一个回中液压压力。正常设置停留刹车时脚蹬输

入到刹车计量活门滑阀的操纵力等于刹车计量活门回中力加

上刹车计量活门下游液压反馈力：Fs = Ft + Fy 。

A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分析（如图一中的1方

框）：刹车系统调节不当导致刹车踏板角度增大，设置停留

刹车时，刹车踏板输入到备用计量活门的作用力F=Fs+Fe ，

Fs刹车系统校装正确时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力，Fe为刹车钢

索校装不正确导致额外增加的作用力。如果先设置停留刹

车，由于备用刹车计量活门上游A系统输入压力为回油压力，

Fy很小，且F > Fs ，F很容易克服 Ft + Fy让刹车计量活门滑

阀运动到超过正常设定的停留刹车位置，在这一位置刹车压

力油与回油路联通。所以当A系统EMDP打压后，压力油立即通

回油，无法建立正常压力。

但是如果A系统先打压，再设置停留刹车，备用刹车计量

活门滑阀受力就不一样：备用刹车计量活门下游的液压压力

随着踩刹车踏板不断增大，Fy也不断增大，F需要克服 Ft +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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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Fy让刹车计量活门滑阀运动，这样Fy能抵消一部分刹车钢索

系统调节不当产生的额外作用力，刹车计量活门滑阀移动量

比先刹车后打压的移动量要小，供压和回油路联通量也小，

所以A系统压力指示正常。

B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分析（如图一中的2方

框）：B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故障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刹车储压器没有压力时。当刹车钢索系统校装不正确且刹车

储压器有压力时，B液压系统EMDP不打压，设置停留刹车时，

由于刹车储压器内有压力，正常刹车计量活门下游刹车压力

随着踩刹车而不断增大，Fy也不断增大，Fy能抵消一部分刹

车钢索系统调节不当产生的额外作用力，正常刹车计量活门

内的滑阀移动超过设定的停留刹车位置量也小；所以当刹车

储压气有液压压力，即使先设置停留刹车B系统压力正常。反

之，刹车储压器没有压力时，Fy较小，刹车计量活门内的滑

阀运动行程超量超过设定的停留刹车位置，导致供压和回油

路联通量也大，所以B液压系统EMDP压力无法上升。

主轮舱有振动和异响分析（如图五所示），设置停留

刹车，A系统EMDP断压，压力在1800PSI之间主轮舱出现强烈

的振动和异常声响原因分析： A液压系统EMDP打压后设置停

留刹车，关闭A系统EMDP，当A液压系统压力下降时，大约在

1800PSI左右储压器隔离活门开始转换，储压器可以提供压

力给正常刹车计量活门，但由于正常刹车计量活门内的滑阀

位置超过了正常设定的停留刹车位置，内部供压油和回油联

通，刹车储压器压力迅速下降，当储压器压力下降比A系统压

力下降得更快，当刹车储压器隔离活门内的A液压系统压力比

刹车储压器压力大，就推动储压器隔离活门转换到A液压系统

供压给刹车系统。储压器压力可以保持，A液压系统压力继续

下降，当储压器内的压力再次大于A系统压力时，储压器隔离

活门再次打开。这样不断循环，导致主轮舱内出现了振动和

异常声响，当储压器内的液压压力消耗完毕后，振动和异常

消失。主轮舱出现振动和异常声响是由于刹车系统调节不当

而衍生出来的故障现象，活门本身工作正常。

五、经验总结

此次故障是由于刹车系统校装不正确导致，由于故障现

象复杂，而且波音故障隔离手册也没有相应的排故方案，导

致排故时走了一些弯路，误换了一些部件。从中吸取教训：

日常排故时要坚持先对刹车系统校装进行检查，通过对刹车

系统和液压系统工作原理进行分析，再确定排故方向。也可

以通过简单的测试，将疑似故障件快速定位：拆下刹车计量

活门回油管路并检查刹车计量活门刹车油路是否有大量液压

油流出，通过此判断刹车计量活门控制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所以，在日常维护中，严格参照故障隔离手册工作的同时，

还要结合系统原理手册（SDS）和系统图解手册（SMM），先

梳理清楚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对排故工作的开展会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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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RB211-535E4发动机燃油系统结构，瞬态燃油组

件的工作原理与结构，对燃烧室停车状态下漏燃油故障进行

了分析，找出故障原因，为以后类似排故工作做出了指导。

RB211-535系列发动机作为RB211家族中最优秀的发动

机之一，为Boeing 757型飞机提供动力，该型发动机已走过

30多个年头。现今757飞机作为国内货运的主力机型，RB211

也在货运市场发光发热，作为老旧机型，故障频发也令很多

货运航空头疼不已。本文针对RB211发动机在试车结束停车

后，燃烧室底部6点位燃油喷嘴安装缝隙、孔探堵缝隙和单元

体安装边缝隙中漏出燃油的故障，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

1、燃油系统结构及组成

该型发动机燃油系统主要包括低压燃油泵、燃滑油热交

换器、低压燃油滤、滑油冷却器旁通活门、高压燃油泵、燃

油流量调节器（燃调）、瞬态燃油组件、燃油流量计、高压

燃油滤、紧急燃油关断活门、燃油喷嘴。燃油系统简图如图1

所示。

RB211-535E4发动机停车后
燃烧室漏燃油故障分析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王瑞琨

图1

1) 低压燃油泵：发动机驱动的离心涡旋泵，在高压泵

之前给燃油加压提供足够的燃油流量以防止出现气穴现象。

2) 燃滑油热交换器：具有双重职能，冷却发动机滑油

的同时将滑油的热量转移到燃油，给燃油加温。

3) 低压燃油滤：防止燃油系统污染。油滤与燃滑油热

交换器共用一个壳体。油滤壳体包含了一个旁通活门，一个

油滤压差电门和一个低燃油压力电门。

4) 滑油冷却器旁通活门：防止燃油温度过热。基于预

设的燃油温度，活门会打开，使一部分滑油从冷却器旁通

掉。

5) 高压燃油泵：发动机驱动的齿轮泵给燃调供应高压

燃油。

6) 燃油流量调节器（燃调）：给发动机提供主要控制

的液压机械组件。按照油门杆的位置计量到燃油喷嘴的燃油

从而建立并维持发动机的动力。超出发动机需要的燃油通过

溢流的方式回到高压燃油泵进口。关断和溢流活门负责关断

燃油供应和排放低位的燃油喷嘴的燃油回到余油箱。

7) 瞬态燃油组件（TFU）：当接收到瞬态压力组件信

号，电磁阀控制瞬态燃油组件随时减少到燃烧室的燃油来消

除发生在低功率时的喘振。

8) 燃油流量计：计量流经发动机的燃油并飞行员提供

流量指示。

9) 高压燃油滤：过滤到燃油流到总管再到燃油喷嘴燃

烧的燃油。

10) 紧急燃油关断活门：由紧急超转设备作动的关断燃

油供应的活门。

11) 燃油喷嘴：喷嘴使燃油雾化并注入燃烧室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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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燃油进入到活塞右侧小端面使活塞快速顶到左侧电磁阀端

盖，此时供向燃烧室的燃油一部分进入到活塞右侧腔室，减

少了燃烧室供油。

图2中封严应始终保证活塞左侧高压燃油不会进入到燃油

管路去到燃烧室参与燃烧。经分析是正常停车断油后，发动

机由于惯性转动，高压燃油泵依旧对燃油进行增压，而TFU封

严失效，导致高压燃油经过TFU内部失效的封严进入到燃烧室

油路，再经过燃油喷嘴流入燃烧室，聚集在燃烧时底部，之

后沿燃烧室安装边及孔探堵和燃油总管安装缝隙流出。

3、测试验证

对怀疑内漏的TFU和全新TFU进行对比测试，连接如图5。

2、故障分析

从燃油油路图中可判断能够进入到燃烧室中的燃油一定

是从燃油喷嘴中出来的，能达到燃油喷嘴的油路只有通过燃

调的关断和溢流活门或TFU内部进入主油路。

由于发动机能够通过关断活门断油停车，说明燃油关断

活活门电磁阀及其控制的关断活门功能完好，判断应为燃油

经TFU内部进入到燃烧室。对TFU工作原理及结构进行分析：

TFU是与TPU（瞬态压力组件）协同工作以达到发动机在

低功率防喘的目的。TPU感受高压压气机出口压力P4的变化率

来探测发动机喘振的发生。当TPU快速的探测到发动机喘振，

这时TPU通过发送以下指令实现发动机脱离喘振状态的目的：

1) 放气活门打开；

2) TFU减少到燃烧室的燃油，以降低P4压力；

3) 点火系统转到高能输出双点火来保证燃烧室中燃油

持续燃烧。

正常稳定状态下TFU内部状态如图2。

此时电磁阀组件不通电，高压燃油进入活塞左侧腔室。

活塞右侧腔室与供向燃烧室燃烧的燃油油路联通。此时活塞

左侧压力>活塞右侧压力与弹簧力的合力，活塞顶到组件端

盖。燃油去向燃烧室稳定供油燃烧。

非正常状态下（喘振）TFU内部状态如图3。

当P4（高压压气机出口压力）变化率较大时（喘振指

示），TPU给出电信号到TFU左侧的电磁阀组件，电磁阀活门

向上打开，活塞左侧腔室高压燃油通过放泄出口进入发动机

放泄油箱，此时活塞左侧压力骤减，活塞向左移动的同时高

图2

图4

图3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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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状态，在发动机启动之前，各燃油管路中为空，高

压燃油泵未工作状态且电磁阀不供电，活塞因弹簧力的作用

顶到最左端电磁阀端面，此时状态见图6。经过查阅资料高压

燃油泵工作时压力可达795-805psig。初始在高压燃油进口供

给40psig的燃油。发现怀疑内漏的TFU去燃烧室燃烧的管路漏

出大量燃油，而新TFU没有任何漏油。继续加大燃油压力发现

怀疑内漏的TFU越漏越严重，而新TFU没有漏油。说明TFU内部

封圈已经失效。

4、结论及建议

瞬态压力组件（TFU）是参与帮助发动机快速脱离喘

振状态的重要附件，若封严失效在飞行中高压燃油大量

进入到燃油管路去到燃烧室参与燃烧会导致发动机无法快

速脱离喘振状态，造成飞行隐患。需要时刻关注燃烧室漏

油附近漏油情况，若燃烧室存油过多，发动机运转后短时

间内再次启动发动机会有尾喷出口着火，EGT超温问题出

现。此漏油现象在极冷的天气进行湿冷转也会出现，冷天

状态下胶质封圈变硬，以致封严效果变差。在发动机运转

后，瞬态燃油组件（TFU）内部封圈受热软化膨胀后，密

封性达到理想状态，故障可解除。若发动机运转过后故障

依旧，那么考虑TFU内漏。为避免类似故障造成严重后果

在发动机停车后针对此附件内漏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应检

查相关燃烧室区域没有燃油的渗漏，若有漏油迹象，怀疑

对象很可能是TFU内漏。

图6



31

www.camac.org.cn

一、系统原理

燃油作为为飞机进行飞行时或滑动时提供动力的最基本

媒介物质，其储存在由机翼组成的1,2号主油箱和机身组成的

中央油箱内。通过三个加油活门（由加油面板上的三个对应

的加油电门控制活门开关，当无法正常加油时，也可通过活

门本体上的三个人工超控按钮进行加油）控制燃油进入到对

应的油箱中。油箱内的燃油通过不同的燃油增压泵（每个油

箱均有两个燃油增压泵），经单项活门进入到发动机或APU

中，通过点火燃烧，进行能量之间的转换。进入发动机的燃

油首先通过对应的翼梁活门，流入发动机燃烧室，与空气进

行混合后点火进行燃烧，进入APU的燃油，正常条件下由1号

主油箱的燃油提供，通过单项活门，到APU燃油关断活门，

最终进入APU燃烧室，与空气混合点火进行燃烧。当油箱之

间的油量不均等时，可通过交输活门进行各油箱之间的油量

输送，达到平衡。（注意：NG飞机在空中时出现油量不平衡

时，只能通过发动机燃烧来消耗燃油油量，达到各油箱之间

油量的平衡，无法进行各油箱

之间串油，在地面时刻通过打

开抽油活门，通过增压达到各

油箱之间油量平衡。）

二、系统控制原理

B737NG飞机油箱燃油泵低压灯亮故障分析

昆明航空有限公司   李  强

一）、燃油泵控制：

当燃油面板上对应的中央油箱燃油泵电门（S8）接通，

R54继电器通电吸合，继电器内部电路接通，同时115VAC由

C1659跳开使R962继电器通电吸合，115V交流转换汇流条1，

通过跳开关C845向燃油泵M234供电，燃油泵工作。

二）、自动关断控制：

当中央油箱无燃油或燃油量过少，燃油泵输出低压，工

作人员未能及时发现人工停止燃油泵的工作时，应当能够自

动使燃油泵停止工作，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因此在整个电路

中设置了自动关断保护功能。当燃油面板上对应的中央油箱

燃油泵电门接通时，115V AC经由C1659跳开关，使R936继电

器线圈通电吸合，接通28V DC，经由R934继电器，通过二极

管，低压电门闭合，接通电路，R934继电器通电吸合，从而

使R54继电器失去控制电压，继电器内部先去断电，电门断

开，线路断路，使燃油泵失去115V AC供电电压，使燃油泵停

止工作。

三）、指示控制：

当接通燃油面板上燃油

泵增压电门时，如果对应的

燃油泵输出压力不满足要求

时（此处以中央油箱左泵为

例，压力低于18PSI时）低

压电门闭合，线路接通，驾

驶舱低压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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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障分析

参照SSM28-23-11可知，控制中央油箱左泵工作一共经

过4个继电器R54、R962、R936、R934，一个控制电门和一个

自动关断功能测试控制按钮。其中R54、R962为泵的控制继电

器，R936、R934为泵的保护继电器。首先分析如果在通电情

况下左泵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可以排除R54和R962故障的可能

性。

 四、排故过程

一）、在整机断电情况下，断开M234插头，测量泵内部

线圈对地绝缘电阻正常，(注意只能使用万用表测量，不可用

摇表测量，因为摇表可产生上百伏高电压，直接测量容易将

泵体内的保险击坏，1,2,3钉之间电阻在几欧左右，恢复后打

压测试泵有工作声音，用手触摸明显能感觉到泵在运转，因

此排除泵的原因导致驾驶舱的低压灯亮。

二）、打开P91板，目视检查C845，状态良好，R54继

电器无烧蚀痕迹，查看R934和R936继电器均未发现有烧蚀现

象。

三）、测量M234另一端插头，1,2,3对地导通，之间不导

通（注意要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因为此时线路上还有R54，

R962继电器，不能利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容易烧毁继电

器）

四）、整机断电，拆下R54继电器，因为R962断电时为断

开状态，此时整个线路已不含电子部件，只有导线，决定利

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首先测量M234后插头绝缘电阻正常，

可判断M234至R962之间线路正常，对R54底座使用摇表，绝缘

电阻正常，可判断R54至C845，R962线路正常。

五）、对拆下的R54继电器X1和X2两脚之间进行测量，电

阻值在几欧，阻值正常。

六）、在排故过程中，对中央油箱燃油泵的自动关断

功能进行测试，右泵自动关断功能测试正常，左泵自动关断

功能测试不通过，因此对拆下的R936继电器的X1和X2两脚进

行测量，发现阻值无穷大，判断R936内部线圈短路。中央油

箱左泵自动关断功能失效。为保障航班，拆下另一架飞机

的R936继电器。测试自动关断功能正常（注意，此继电器故

障，并非是导致燃油泵不工作的直接诱因，只是失去了对泵

体的保护功能）。

七）、由于考虑到R54继电器本身的质量问题，为判断故

障与另一架飞机飞机对串R54继电器，恢复后，对中央油箱左

泵增压测试，测试正常。

由于在整个的排故过程中，未能发现明确的故障部件，

因此将排故思路集中到研究手册中，结合之前更换燃油泵

后，进行测试时的经验，发现手册中要求更换结束进行测

试时，未按手册要求将中央油箱油量加到14000磅（6350公

斤)，而是从主油箱直接导入3000公斤左右的油（我公司大部

分省内航班航程较短，中央油箱油量基本很少。）认为只要

油量能够覆盖住油泵的吸油口就可以，结果，油泵刚接通，

油泵低压灯，用手感觉油泵工作，多次测试，低压灯任然

亮。研读手册后发现针对中央油箱增压泵测试前必须完成泵

体的初始化工作。初始化油泵共有3种方法：

1、中央油箱加油到6350公斤，使油面超过泵体（注意

不是吸油口）。

2、拆除泵体上的余油口，使泵体充满燃油。

3、拆下增压泵，浸到燃油中，保持泵体水平，快速安装

油泵。

只有在泵完成了初始化工作之后，让燃油充分填充到泵

体内，当泵运作时，才能输出压力，低压灯才能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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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因分析

为什么NG的燃油增压泵在更换完测试时需要进行燃油填

充？在解释燃油泵测试前需要进行填充工作之前，先了解一

下离心泵是如何工作的。

一）、离心泵的工作原理：

 离心泵依靠高速旋转的叶轮，液体在惯性离心力作用

下获得了能量以提高了压强。泵在工作前，泵体和进油管必

须罐满油液，防止气塞现象发生。当叶轮快速转动时，叶片

促使油液很快旋转，旋转着的油液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从叶轮

中飞去，泵内的油液被抛出后，叶轮的中心部分形成真空区

域。油液在大气压力(或油液压力)的作用下通过管路压到了进

油管内。这样循环不已，就可以实现连续供油。由于B737NG

飞机的油箱增压泵基本上均为离心泵，叶轮泵在启动时，必

须保证叶轮充满液体，形成负压区，吸入燃油。这和平时工

作的抽水机一样，先灌入水才能工作。NG型飞机中央油箱增

压泵位置在中央油箱内，位置大概位于中间，在设计时没有

填充支路，所以更换泵后，叶轮腔内为空，即使拆卸单向活

门，供油单向活门回流一些燃油，但是不能填充整个泵体内

的空腔。因此在更换完泵后，给泵增压时，由于此时泵体无

油液压力输出，泵出口的输出压力过低，低压灯会亮。所以

在更换完燃油泵时，必须完成泵体的填充工作。这一点很重

要，由于燃油增压泵处于空转时，叶轮的高速旋转易产生高

温，形成燃油蒸汽，当达到燃烧的三要素时，易引起爆炸。

通过对上述分析个人觉得手册要求加油到14000磅，是

因为这个油泵是自吸油泵，换完后，必须让油液产生一定的

压力，这样油液就能进入吸油管的某个部分，间接等于填充

油液了。有利于连续吸油，否则，油液过少，油泵空转，在

叶片高速转动下，温度升高，油液气化，形成气塞，造成油

液无法进入泵体内，当油泵在运转时，形成空转，无油液压

力输出（针对中央油箱，油泵的出口压力低于18PSI），低压

电门环路闭合，线路接通，驾驶舱低压灯点亮。

经过上述排故和分析之后，将侧重点放在了，出现低压

灯亮时，中央油箱油量上，经询问主控，答复出现故障时中

央油箱的油量在1000公斤左右，因此个人觉得是由于当时中

央油箱油量过少，未能使中央油箱增压泵得到完全填充，造

成增压泵在运转时，产生气塞现象，造成的增压泵的出口压

力低于18PSI，使低压电门闭合，线路接通，低压灯亮。

六、总结

有时在实际排故过程中，会遇到在进行了一系列的部件

测试后，发现所有的部件工作状态均正常，会给排故工作带

来很大的弯路，同时也会加大排故难度，造成时间压力，导

致航班延误，其实有时候的故障现象并非是实际的故障，而

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造成虚假的故障现象，但在实际排故过

程中，未对手册进行更深的理解，未按照手册进行初始化复

位，在排故过程中一味的根据故障现象，进行部件更换，造

成维修成本的增加及虚耗。因此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除了根据

故障现象分析外，最主要的还是仔细的研究手册，特别是对

手册中的一些看似简单的介绍。

在整个排故过程中，在对故障出现时的情况未能做到全

面的了解。对手册的整体认知未能做到掌握，未能有效的结

合以往的排故经验。在整个的排故过程中，主要集中的结合

了SSM和WDM手册。在此次排故过程中，虽走了弯路，但意外

的检查出相关联的部件故障，算是对此次辛苦排故过程的一

个小小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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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用飞机油箱区域结构有较高的气密性要求，该区域的

结构修理紧固件需要执行密封胶封包程序，以保证修理工作

通过油箱气密封测试。本文结合飞机实际定检工作，介绍一

下民用飞机结构修理对于紧固件封包的要求以及与封包相关

的事项。

1、引言

在民用飞机结构修理过程中，对于流体密闭区域或者紧

固件穿过油箱的情况，所有安装的非密封紧固件端头都必须

进行密封胶封包。紧固件封包是指将密封胶施加于已安装紧

固件的头部和/或尾部，形成均匀的可见涂层，并密封紧固件

和结构之间的接缝。

民机部件最常见的密封方式是接合面密封、填角密封以

及紧固件的湿安装。密封的目的是为了防潮防湿，保证增压

区域的气密性，降低结构部件腐蚀概率。紧固件封包作为一

种特殊的密封方式，也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

2、油箱紧固件封包

紧固件封包主要应用在飞机油箱区域。以油箱结构为

例，对于贯穿其结构的紧固件，其内侧的螺母及螺栓端头，

都需要进行封包。一般情况下，每颗紧固件需要单独封包，

万一出现渗漏方便查找漏点以及重新恢复。

执行封包工作，首先选择合适的密封胶（手册或修理方

案中会给出），然后按照手册要求对需要密封的表面及周围

进行清洁，接着将调好的密封胶按照手册要求进行施加。最

后，按照手册标准检查封包结果，对于不合格的封包进行去

除并重新执行该工作。

民机结构修理中的紧固件封包介绍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周福伟

简单来讲，做封包的密封胶，必须均质连续。封包形

状及尺寸要满足手册要求。封包密封胶不能掺杂金属屑等杂

质。这些要求是做好封包工作的前提。如图1所示，封包必须

无可见气泡，无裂缝，无小洞，无空隙；其表面要顺滑，无

褶皱，无凹陷。如图2所示，封包密封胶固化后，使用摩擦橡

皮擦拭密封胶边缘，密封胶不被擦起，表示合格。

油箱结构检查中，一旦发现紧固件位置渗漏，不要试图

通过再次拧紧螺母/螺栓来达到止漏的目的，这只会让情况更

糟。这时需要去除原有封包密封胶，拆除原有紧固件，更换

为合适尺寸的新紧固件，并重新进行密封胶封包。

3、各厂家对比

各个飞机制造厂家对于紧固件封包都有自己的要求和

标准。下面对比一下燃油箱区域维修工作中常见飞机厂家对

于紧固件封包的规定。对比项次包括封包位置、封包尺寸大

小、所使用密封胶的标准以及厂家推荐的购买件号。对比厂

家为波音飞机（737-800为例）、空客飞机（A320为例）以及

庞巴迪飞机（CRJ700为例）。

特别说明，这些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工作中请参考最新

有效的手册。

图1 合格的封包示例                                    图2 附着力摩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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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波音飞机，以大翼油箱上部蒙皮及连接结构

修理为例，波音一般会要求在湿安装更换且填角密封后的紧

固件端头施加一层BMS 5-81密封胶。例如，PR 1197这种可

喷涂的聚氨酯涂层，设计用作飞机整体油箱上的次级燃油屏

障。该产品通常应用于中央翼油箱的外表面。在油箱的主密

封系统发生泄漏时，它将有助于抑制渗漏并防止燃油外泄。

这应该也算作一种紧固件封包。

图3 波音飞机封包尺寸

图4 空客飞机封包尺寸

图5 庞巴迪飞机封包尺寸

TAKO TOOL                     BRUSH                    HOLE SPOON

HOOK TOOL                      FOAM BRUSH

厂家

（机型）

常见位置 尺寸及形状 常见封包胶标准  推荐购买件号

波音

(737-800)

大翼前梁腹板腐蚀修

理以及翼尖小翼改装

详见图3 BMS 5-45 Pro-Seal 890 or 

PR 1776M

空客

(A320)

中央翼盒下蒙皮角
材修理

详见图4 AIMS 04-05-002 MC-238 + MC-

110 or PR 1440 

+ PR 148 AF or 

Pro-Seal 890 or 

PR 1422 + PR 184

庞巴迪

(CRJ700)

大翼下蒙皮加强修理 详见图5 BAMS 552-002 PR 1776M

4、适航规章要求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25-R4中，条款25.981(a)(3)列

出“证实点火源不会由每个单点失效、每个单点失效与每个

没有表明为概率极小的潜在失效条件的组合或者所有没有表

明为极不可能的失效组合引起。必须考虑制造偏差、老化、

磨损、腐蚀以及可能的损伤的影响。”

因为燃油箱结构属于因闪电导致潜在点火源的区域，

所以CCAR-25-R4 25.981(a)(3)条款的要求也适用于燃油箱结

构。该条款对于燃油箱结构提出三重独立的点火源防护功能

要求。有些机型闪电防护设计中，紧固件与油箱结构之间的

过盈装配以及结构紧固件的密封胶封包，这具备了两重独立

的闪电防护功能。其中，油箱结构紧固件的密封胶封包失效

无法通过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即这类飞机燃油箱结构设计

不能直接完全符合CCAR-25-R4中条款25.981(a)(3)的要求。

CCAR-26条款26.37也要求必须符合CCAR-25第25.981条的要

求。因此，这也无法符合CCAR-26中条款26.37对于燃油箱可

燃性的要求。

在上述情况下，鉴于实际限制，飞机制造厂家可以向其

适航当局申请对于相应适航条款的豁免或临时豁免。

5、辅助工具

为了满足紧固件封包尺寸要求进而达到良好密封目的，

进行密封胶封包工作时，需要借助相应辅助工具。对于位置

好接近的结构区域，可以使用注胶枪配合注胶头。对于不好

接近的位置，可以使用手动注胶头，甚至直接使用木胶棒进

行密封胶封包。

波音推荐使用的封包辅助工具如下，这些工具一般是在

安装了满足BACC50AP标准的预成型密封盖的情况下使用的。

它们主要用来处理接合处的密封，从而形成完整的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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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预成型的密封盖对于储存、使用以及最小购

买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并且不同紧固件类型对应不同的密封

盖。这些限制对于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非例行修理工作带来

不便。修理紧固件类型、数量、位置等决定了这类密封盖的

订购信息，如此以来，很有可能存在提前订购的密封盖不满

足使用要求，进而造成过期浪费的情况。因此，这类预成型

密封盖比较适合于制造环节，对于实际的维修工作并不节省

时间和带来经济性，一般不会采用这类预成型密封盖。

在实际维修过程中，一般是直接使用整筒的密封胶，借

助注胶枪和如下自制和通用辅助工具来完成紧固件的密封胶

封包工作。还有一种实际操作，是将调好的密封胶注入改装

过的注射器，然后使用注射器完成半自动化封包。

6、施工注意事项

在民机定检中，油箱结构修理工作完成后，燃油渗漏缺

陷时有发生。为保证油箱修理施工质量，执行该处结构紧固

件封包工作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遵守下述注意事项，可

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紧固件封包处的渗漏。

1) 不要使用超过使用时间的密封胶。密封胶都有使用

保质期要求，确保所使用的密封胶在有效期内。

2) 在特定使用时间内，不要将处于不同阶段的密封剂

混合在一起。即，不同时间段内混合的密封胶，不能掺杂在

一起使用。

3) 确保密封胶没有掺杂纤维、鬃毛、绒布、固化密封

胶等碎屑，这些杂质会污染密封胶。

4) 如果要密封的表面存在硅酮、聚四氟乙烯、聚乙烯

醇等化学物质，必须进行彻底清洁，这些化学物会导致密封

胶粘附失效。

5) 为了保证封包胶的使用效果，必须严格遵守密封胶

规范中的混合比例。改变混合比可能会对密封胶的使用寿命

产生不利影响。这可能会导致封包缺陷，从而造成密封胶浪

费。

 注胶枪头                                手工注胶器                               木胶棒

6) 封包工作不要在高于100华氏度（38摄氏度）的结构

表面或者结构温度低于50华氏度（10摄氏度）时施工。

7、总结

一般来说，温度和相对湿度会影响紧固件封包密封胶的

固化。较低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会延长固化时间。较高的温度

和相对湿度会缩短固化时间。在75华氏度（24 摄氏度）的

参考表面温度和50%的相对湿度下，每升高20华氏度（7 摄氏

度），密封胶的固化时间就会缩短一半。

飞机定检中，油箱结构修理的工作进度会影响到飞机

定检后续的加油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封包紧固件密封

胶的固化时长。为了缩短等待时间，可通过预加热结构或通

循环暖空气两种方式来加速密封胶的固化。无论哪种加热方

式，都要遵守手册规定的温度范围，以免欲速而不达，导致

返工和维修时间节点的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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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为空难调查员提供事故调查原因的各

种驾驶舱信息支撑，是飞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在研究驾

驶舱语音记录器系统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系统原理图，

重点研究语音记录器的常见故障，及故障对系统工作的影

响。为航空维修工程师及时发现故障确保飞行安全提供技术

依据。

一、故障背景

现象及处理1：航前机组反映CVR测试驾驶舱喇叭无声

音。更换CVR无效，整机断电无效，MEL保留放行。使用监听

耳机发现测试面板耳机插孔有声音，航后测量测试开关常。

航后参考TSM23-71-00-810-801进行排故，与其他飞机对串

20RK、14RK、5RK、CVR、AMU、AUDIO MIXING BOX故障依旧，

检查发现50RK电阻导线被磨破导致，重新包扎修复后，测试

正常。

现象及处理2：航前反映测试CVR时喇叭无谐音。航前整

机断电无效，从其他飞机串CVR无效，从20RK、14RK测量其阻

值分别为818欧、300欧，与定检飞机对调14RK，与其他飞机

对串20RK，故障依旧。测量测试电门为开路。更换测试电门

5RK，测试正常。

现象及处理3：航后工作者检查发现CVR系统测试无声

音。更换CVR控制板和CVR，故障依旧；检查CVR工作电压正

常，隔离继电器14R K和

20RK，二极管2VD、AMU、停

留刹车压力电门86GG和停

留刹车控制活门72GG，故

障依旧；更换混音盒后故障

排除，系统测试正常。 

A320S 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故障浅析

南航海南分公司海口飞机维修厂       陈永亮

根据MEL手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Cockpit Voice Re-

corder，CVR）出现故障只能A类保留，排故时间比较紧张，

处置不当有可能影响航班的准点率甚至航班的安全。因此，

对航线维修工程师而言，深入理解CVR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控制

逻辑不仅有助于对其进行维护。同时，对航线维护中常见的

CVR故障对维修人员及时发现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具有重要意

义。

二、原理描述

话音记录器由4个频道记录驾驶舱最近2小时的各种声

音。系统控制电路主要用于控制CVR的供电、语音记录、抹音

和测试等功能模式。CVR系统的工作条件：

1、供电控制逻辑

CVR系统在以下情况下自动供电并工作：1、在地面飞机

电网通电后5分钟之内2、在地面至少一台发动机运转时，3、

在飞行中4、在地面最后一台发动机关车后5分钟内

当飞机在地面且所有发动机停止工作时，为完成地面测

试和试飞检查等勤务工作，可以通过驾驶舱头顶面板GND CTL 

按钮电门11TU使CVR人工接通。此时飞机电网通过驾驶舱的跳

开关2RK经11TU控制吸合的6RK为CVR系统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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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音记录控制逻辑

话音记录器记录系统含有四条记录频道，可以同时记录

多种音频信号。其中频道1、2和3记录来自AMU(音频管理组

件)收集机长、副驾驶和第三乘务员信号。而频道4记录来自

CVR麦克风手机的噪音。

3、抹音控制逻辑

由于系统只能记录两小时的语音信号，因此当记录器内

存块组件充满记录时，系统需要抹除之前的记录。CVR系统有

自动和手动两种抹音控制方式。当CVR系统正常工作时，若内

存块组件充满记录，CVR启动自动抹音逐渐消除先前两小时的

记录。人工抹音RCDR CVR ERASE的抹除条件：1、飞机在地面

2、左右主起落架放下锁定3、设置停留刹车4、按压抹音电门

至少0.5S启动抹音程序。

4、语音测试控制逻辑

为满足地面勤务工作的需要，可以通过测试功能监测系

统是否正常工作。在地面，设置停留刹车时，工程师可以通

过持续按压顶板的CVR TEST 按钮电门至少按压0.5S激活CVR系

统的测试功能，CVR计算机面板上状态灯亮，驾驶舱每0.8S可

以听到600HZ测试音，也可在CVR维护面板中耳机中听到600HZ

测试音。

三、排故逻辑 

故障可能原因：

1、 P/BSW-RCDR/CVR TEST ( 5RK )

2、 RELAY-RCDR/CVR TEST (20RK)

3、 RELAY-PARKING BRK CTLD(14RK) 

4、 CTL VALVE-PARK BRK, ELEC ( 102GG )

5、  LOUD SPEAKER-CAPT ( 7WW )

6、 LOUD SPEAKER-F/O ( 8WW ) 

7、 CVR ( 1RK )

8、 RESISTOR  (  50RK  ) 

9、 CTL VALVE-PARK BRK,ELEC.  (  72GG  )  

10、PRESSSW-PARKBRK  (  86GG  )     

11、RESISTOR  (  52RK  )

12、AUDIO MIXING BOX  (  15WW  )

进行排故时，首先做CVR测试以及CVR通道记录，如果有

故障继续以下步骤。

1、在电门RCDR/CVR TEST(5RK)按下时检查RCDR/CVR TEST 

继电器 (20RK) (钉A 到 2, 钉 B到 4, 钉 C 到 6) 通断。

如果继电器不连通， RCDR/CVR TEST 按钮 (5RK)按下时检

查5RK钉1和钉2之间是否联通，如果不连通，更换5RK，如果

连通更换继电器 (20RK) ；如果继电器 (20RK) 连通，进行以

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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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CDR/CVR TEST按钮 (5RK) 按下时，检查PARKING BRK 

CTLD继电器 (14RK) 通断，如果线路不通，更换PARKING BRK 

CTLD 继电器(14RK)；如果连通， 检查(20RK) 到  (14RK) 线

路，主要检查50RK电阻是否断路。如果联通，进行以下步

骤。

3、做停留刹车控制活门 (102GG) 通断测试

如果不连通，更换停留刹车控制活门 (102GG)；如果联

通 检查继电器(14RK)  Z 钉到102GG B4是否连通，如果不连

通更换2VD二极管，如果连通，进行以下步骤。

4、更换机长和副驾驶喇叭。如果故障继续，进行以下步

骤。

更换CVR计算机，重新做CVR计算机测试。

因为驾驶舱可以听到600HZ测试音，CVR维护面板中耳机

中也可以听到600HZ测试音。在进行CVR测试，在驾驶舱听不

到600HZ测试音时，同时在维护面板中耳机中听确定是否能听

到测试音。如果在维护面板中耳机中不能听到测试音，则可

以考虑测20RK、14RK、102GG、2VD以及它们之间的线路以及

CVR；如果在维护面板中耳机中能听到测试音，则考虑混音盒

（15WW）、CVR、喇叭。

作为接收音频信号的输入部件，混音盒（15WW）汇集

了来自WXR、CVR和TCAS低频音频信号，在部件内部对这些音

频信号进行放大，最终将这些音频信号送至驾驶舱扬声器。

建议完成WXR自检测试，如驾驶舱扬声器仍没有雷达系统测

试音，则可判定为混音盒故障或者喇叭故障。如果是喇叭

故障，确保机组侧喇叭工作正常下（仅副驾侧喇叭可以不工

作），可以按MEL23-51-04A放行。如果进行测试的时候CVR

计算机BITE故障灯亮，则考虑CVR计算机故障。

四、预防措施

1、如故障再现且复位、重新安装CVR无效，故障依旧，

可以用启动发动机的方法来给CVR供电，验证语音记录器是否

测试正常，如工作正常，判断为人工地面控制逻辑失效导致

CVR不工作，

发 动 机 启 动

供 电 逻 辑 正

常 ， 飞 机 可

以 正 常 放

行；

2、为了

尽 早 发 现 故

障 ， 每 个 航

后 增 加 话 音

记 录 器 的 测

试 任 务 ， 避

免 航 前 机 组

发 现 故 障 ，

造 成 排 故 被

动。
固态语音记录器测试驾驶舱喇叭没有声音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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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某公司A320系列飞机的机队中每年偶有因前起落架减

震支柱上的空地电门故障导致的各类不正常事件。本文对故

障信息和故障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一些预防方法供参

考。

空地传感器即临近电门，它是将临近电门安装在起落

架减震支柱上来探测飞机的空地信号。临近电门同时也被广

泛安装在飞机的其它部件上，它的主要作用是探测部件或部

件之间的相对位置变化。但部分临近电门工作环境恶劣，比

如起落架、货舱门底部等区域，因长期直接暴露在外界环境

中很容易被污染，特别是起落架上的临近电门和靶标，更是

容易在起飞降落中因为震动、雨雪腐蚀、砂石撞击而导致故

障，但它又是保证飞机持续适航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发生

故障则可能引起飞机无法放行甚至返航，对航班运行造成极

大影响。与前起落架空地感应机构有关的问题是A320系列飞

机上大量LGCIU（起落架控制和接口组件）故障的根源，故本

文将对前起落架减震支柱上临近电门机构的故障原理和故障

预防进行讨论。

1、临近电门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飞机上有多种临近电门传感器，前起落架空地感应机构

所采用的临近电门传感器件号为:8-933-01。起落架系统中32

个临近电门和前后货仓门中4个临近电门都采用了这种类型的

传感器。该类型位置传感电路由一个临近电门传感器、一个

靶标和一个与信号处理逻辑卡相连接的电路通道组成。临近

电门传感器是一个电子式位置传感器，传感器的主要组件是

传感器主体、感应线圈以及电插头，如图1所示。感应线圈在

传感器主体里，并与电插头相连接。在起落架系统中，一部

A320系列飞机前起落架空地传感器故障分析

AMECO杭州分公司   魏  敏

LGCIU计算机里一共有14个临近电门信号处理逻辑卡。每个临

近电门信号处理逻辑卡持续给临近电门提供大约1.4KHz频率

的正弦波，然后再测量返回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当靶标移入

或移出临近电门的有效感应区域时，它会导致临近电门里返

回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发生变化，有效感应区域如图2所示。当

临近电门信号处理逻辑卡测量到这些变化的电信号时，便会

在LGCIU内部转换成部件的状态变化信号。比如起落架的伸出/

压缩状态，起落架舱门的关闭/打开状态。LGCIU控制逻辑模块

使用这些部件状态信号来监控起落架的收放、发送系统状态

指示、传送空地信号等等，如图3所示。

A320系列飞机一共有两部LGCIU计算机。在平时运行中只

会有一部LGCIU处于控制状态，另一部则处于热备份状态（虽

然是备份，但依旧会接受各个感应器和其他系统的数据，并

与处于控制状态的LGCIU进行数据交换），当起落架控制手柄

离开DOWN位或者控制状态的LGCIU故障时就会自动切换到另一

部LGCIU控制。

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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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起落架空地传感器相关警告和故障分析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上两个临近电门（空客手册里的FIN号

分别为24GA和25GA）的安装位置和主要结构如图4所示。当前

起离地后减震支柱伸长，靶标就会靠近临近电门。当前起触

地后减震支柱压缩，靶标就会远离临近电门。24GA和25GA通

过探测减震支柱的伸缩状态来探测飞机的空地信号，并把信

号分别发送给LGCIU 1和LGCIU 2。假如其中一个空地感应机构

故障，它对应的LGCIU就会通过与另一部LGCIU之间的数据交

换来获得前起的空地信号。此外，LGCIU 1和2也会同时探测

主起减震支柱的伸缩状态。不同起落架的空地信号会被分别

传送给不同系统用于控制各类部件。比如前起的离地信号会

被用来控制ACARS、VOR、蓝电动泵、ADIRS、GPWS等，前起的

落地信号会被用来控制FMGC、静变流机、BSCU、CFDIU、PHC

等。具体详情可参考空客手册AMM32-62-00 PB 001。

如上所述，靶标只有移动到临近电门的有效感应区时才

会让传感器里线圈的电特性发生变化，所以常常会因为它们

之间的相对位置错开或空隙间有污染物而导致无法识别前起

落架的伸缩状态。据统计，某公司30多架A320系列飞机，自

2010年以来因24GA或25GA问题导致的常见故障信息或故障现

象：“ANTI ICE STBY PITOT”有6起，起落架无法收上有3起，

“L/G EXT PROX SNSR 24GA（25GA）TGT POS”有9起，“NLG 

SHOCK ABSORBER FAULT”有4起。此外，对它们的故障处理措

施也进行了统计：更换相关临近电门12次，调节临近电门和

靶标间隙6次，清洁临近电门和靶标4次。

2.1 ANTI ICE STBY PITOT警告分析

PHC计算机需要与LGCIU相连接，以获取飞机的空地信

号来控制探头加温状态。当起落架上的空地传感器出现故障

时，LGCIU计算机就会将错误的空地信号发送给PHC计算机，

这时候就会导致空速管和总温探测器出现加温异常。根据空

图4

客的设计，左侧主起落架减震支柱上的临近电门探测的空地

信号通过LGCIU发送给PHC1，右侧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减震支

柱上的临近电门探测的空地信号则分别发送给PHC2和PHC3。

所以当前起落架上的临近电门机构出现故障时就会导致PHC3

计算机控制的备用空速管出现探头加温故障。

2.2 L/G EXT PROX SNSR 24GA（25GA）TGT POS信息分析

当单个临近电门探测到的靶标位置与其他临近电门探

测的靶标位置不一致时就会出现这个故障信息。假如在某次

航班运行中LGCIU2处于控制状态，飞机在巡航中如果探测到

25GA这个临近电门的信号发生改变就可能会出现L/G SYS DIS-

AGREE警告，在落地后的航后报告中也会有L/G EXT PROX SESR 

25GATGT POS故障信息。如果探测到的是24GA的信号变化则没

有警告，只会在航后报告中显示24GA的相关信息，因为此时

与24GA相对应的LGCIU 1处于热备份状态，它只会将故障信息

存储起来，而不会在驾驶舱产生警告。所以当航后报告中没

有警告，只出现单个临近电门故障信息时要及时处理。否则

下一段航班就可能因为LGCIU的切换导致起落架收不上。

2.3 NLG SHOCK ABSORBER FAULT警告分析

出现这个警告时表示LGCIU 1和2都分别探测到了24GA和

25GA处于异常状态。在平时运行中极少有两个临近电门同时

出现故障，倘若不是起落架故障，则最大的可能是这两个临

近电门的对应靶标出现问题，由图4可以看出他们被固定在同

一连杆上，当相关机构出现问题时这两个靶标就可能同时偏

离正常位置。如果该故障出现在起飞阶段，起落架控制手柄

会被锁定无法抬起，起落架就无法收上，飞机离地5秒钟后该

故障信息将出现在E/WD上。如果该故障出现在巡航中，则会

引起AP自动断开，FD失效，A/THR失效，备用防冰故障等等。

3、故障原因

各大公司运营中的经验表明，NLG空地感应机制构容易

受到各种机械问题的影响，这些机械问题就会导致感应故障

（例如磨损，腐蚀，螺栓松动，破损等）。磨损可能会在

24GA / 25GA靶标支撑机构的多个部分上产生，从而产生过多

大的自由运动度。机构中的自由运动度将会直接影响靶标的

位置，并且在NLG减震支柱处于完全伸展位置时失去“ TAR-

GET NEAR”信号。2012年后，空客根据一些运营商的报告，

表示调查显示受磨损问题影响最大的零件是连杆（图5中的

10）衬套，连杆连接螺栓（图5中的40）上也可能会看到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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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并且连杆（图5中的150）上的球轴承也观察到卡住/过

度摩擦的迹象。在空客的厂家通过测试中模拟飞行试验设备

确认，作用在机械部件机构上伴随运动产生的载荷和速度已

被确定为其中一个关键因素。现实中事实上，连接部件各关

节部位上承受的压力会对磨损产生直接影响磨损。此外，低

效的润滑脂加上外部污染也可能会加剧连杆连接处磨损。而

且旧的油脂会残留在接头中关节部位并积聚污染物，会对连

杆衬套产生磨蚀作用。另外，目前的设计容易在连杆螺栓处

产生出现失去预紧力的情况损失，从而导致接头中关节部位

部件不必要意想不到的相对运动并因此导致过早磨损（注：

空客服务通告A320-32-1474和A320-32-1475针对以上问题

进行了设计更改）。

4、故障预防

与24GA/ 25GA临近电门相关的故障可能与起落架收放相

关，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返航，备降，取消航班，

AOG，计划外维护）。并需要进行飞机顶升和大量排故工作，

导致航班计划中断。航空公司应该对空地传感机构进行预防

性检查，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在运营中发生此类故障的风险，

从而防止潜在的AOG情况。空客也引入了专门的AMM章节来支

持这种检查（参考AMM32-21-00-210-802-A）。 此章节的

原理是确认运动机构没有问题，以保证24GA / 25GA靶标/传感

器的间隙保持在标准范围内该工作任务可以确保有效地发现

图5

连杆衬套（GA67299）及其固定螺栓（NAS660418和NAS1304-

10D）过渡磨损，以及连杆(GA67342)球形轴承咬死/摩擦阻力

过大问题，并及时更换。如果在两次NLG大修之间进行至少一

次这个预防性维护，那就会有效。或者如果每4500FC执行这

项任务，也可以节省各类成本有效地避免之前所提的一系列

运行中断事件和飞机非计划停场。此外，赛峰起落架系统公

司（Safran Landing Systems）已开发出对24GA / 25GA临近

电门和靶标支撑机构的进行设计改进变更（参见空客服务通

告A320-32-1474和A320-32-1475），以提高其抗针对磨损

的稳定耐用性，并降低其对自由运动度的敏感性。此更改包

括对运动状态的修改，比如增加杠杆臂，从而减少机构主关

节的载荷和速度。对防护罩的设计在不断进行改进，以适应

运动状态的变化，从而为优化杠控制杆接头（尤其是衬套的

润滑路径）提供了机会。因此新设计为每个衬套引入了改进

的专用润滑路径，以提高润滑效率。对控制杆进行改进，以

适应运动状态的变化并减少惯性；连杆销的设计也进行了更

改，以适应连杆接头的修改并引入第二个润滑路径，其直径

相对增大从而减小对轴承的压力。此外还改进了连杆与控制

杆的连接（包括优化了控制杆的凸耳刚度，去除螺栓下面的

面漆，改变螺栓、螺母和垫圈的标准），以防止组件损失失

去预紧力，从而防止螺栓过早磨损。营运人倘若资金充沛，

可以考虑在老旧NLG大修的时候安装该公司的上述新款套件。

5、结束语

24GA/25GA两个临近电门及靶标的故障排除并不困难，

航后报告一般有直接对应的故障信息，但它故障引起的后果

往往很严重，而且容易成对出现。所以在平时的维修工作中

营运人要更注重预防，这样能减少大量的额外工作和经济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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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统使进气口中的热空气旋转运动，以防止积冰的形成，

然后气体经由几个椭圆形的孔排放到外部（见图1）。

每台发动机上有两个电控气动的防冰活门，用来实现调

压和关断的目的。活门的是由安装在发动机上部的两个电磁

阀（4190KS）来控制，当EEC供电给电磁阀（防冰电门OFF）

时释放信号管的引气，上游防冰活门关闭，下游防冰活门长

开；电磁阀断电（防冰电门ON）时保持住信号管的引气，防

冰活门信号管因为有足够的高压引气将会完全打开活门。

EEC对防冰活门状态的监控是通过两个压力传感器（PT1 

& PT2) 实现的，PT1 感受1号防冰活门的上游压力/PT2感受2

号防冰活门的下游压力（见图3），PT1安装在发动机的核心

区域顶部，它将信息反馈至EEC的B通道用来提供排故数据；

PT2安装在风扇机匣区域，它将信息反馈至双EEC通道，以防

图1 防冰系统部件位置分布

摘要：

本文全面记录了A320NEO飞机PW1100G发动机一起防冰

系统故障排除过程及结果分析。由故障信息NAI SYS VLV FAIL 

CLSD 引发的一些列排故措施，最终发现故障源为信号管路堵

塞的一起非常见性的疑难故障，对造成故障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并根据本次排故的过程总结了宝贵的经验。

1、故障概况

我公司某飞机巡航阶段出现“ANTI ICE ENG2 VALVE 

CLSD” ECAM警告，PFR有NAI SYS VLV FAIL CLSD故障信

息，2020.8.13至2020.8.19期间依据TSM更换上游防冰活

门（4010DN）/与左发对串了防冰电磁阀（4190KS)/更换

EEC(4000KS2)/更换2个压力传感器（4002DN/4003DN）/检查所

有部件之间的信号管/对线路进行了测量，故障依旧；最后检

查发现防冰引气主管路与信号管连接处的三通（控制上游防

冰活门的气路）堵塞，这造成了通往控制电磁阀与活门本体

的控制管路内无压力信号，引起上游活门无法正常气动打开

的情况。

这是一起因防冰活门信号管本体气孔堵塞导致的故障，

该故障在全球PW-1100G机队中也比较少见。因此通过分析故

障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快速、准确地处理该类

型的故障打下坚实基础。

2、作原理简述

PW-1100G发动机防冰系统由高压压气机6级引气至发动

机前整流罩内，热空气气流会经过供给管路、两个防冰活门

（PRSOV），再由喷嘴释放至发动机前整流罩内。 一个喷射

一起PW1100G发动机防冰系统
疑难故障案例分析

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张光升  韩忠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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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压力传感器（4002DN/4003DN），故障仍然；至此TSM涉及

的工作已全部完成。

此时因故障办理的C类保留即将到期，飞机面临停场风

险，故障由一般故障转为疑难故障，空客TR回复建议重点对

线路进行检查并更换相应线束，我们重新对W03，W04线束上

的P58、P59、J58、J59、J17、P17等进行检查，线路的绝缘

性和连续性的阻值均在手册范围内，考虑到该飞机刚引进不

到一个月线路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未根据空客建议更换相

应线束；此时我们将目光再次放在防冰活门的作动原理上来

分析故障，通过PW厂家提供的系统原理图（图3）可以清晰地

看出，活门的作动完全是依靠信号管内的气体压力，当驾驶

舱电门ANTI ICE/ENG 1（2）按钮开关被按下（ON灯亮)：

·电磁阀断电；

·电磁阀总管内的关闭阀进入关闭位置，将信号管内的

气体压力保持住；

·NAI活门由信号管气体作动处于打开位置；

通过总结前期排故的对上游防冰控制系统的部件更换

（表1）以及线路检查情况并结合系统原理，在排除线路问题

的前提下最大的可能就是上游防冰活门信号管的三通处（见

图5）漏气或者堵塞。

为验证新的排故思路，我们采用双发试车调取NAI 系统

的AIDS参数来进行对比验证分析结论。

PT1压力传感器测量的压力为下游活门感应管内的压力

值，也可理解为上游活门前端的压力；PT2测量的是流经两个

活门调节后下游主管道内的压力值。

EEC的单通道失效。

在风扇机匣的右下部区域安装有一个双温度传感器，它

分别提供给两个EEC通道信号，通过测量风扇舱的温度来确

保发动机防冰系统是否有气体渗漏。当发动机运转并检测到

“热空气泄漏”情况时，EEC激活PRSOVs电磁阀，提供隔离功

能（见图2）。

3、排故分析

根据故障信息“NAI SYS VLV FAIL CLSD”，查询空客排

故手册TSM给出的可能故障源有：

·   damaged tubes  

·   PRSOV1-AIR INTAKE ANTI ICE  (  4010DN  )  

·   NAI SOLENOID BLOCK  (  4190KS  )  

·   PRSOV2-AIR INTAKE ANTI ICE  (  4011DN  )  

·   W03 HARNESS  (  4087KS  )  

·   W04 HARNESS  (  4088KS  )  

·   PRESS XDCR-ENGINE AIR INTAKE ANTI ICE, 2  (  

4002DN  ) 

飞机巡航阶段出现故障，指示为活门关闭失效，落地

后人工将上游防冰活门锁在开位试车检查正常，所以将故障

源锁定在上游防冰活门的控制系统，航后更换了上游防冰活

门，再次试车后发现故障依旧；再次依据TSM对上游防冰管

路的信号感应管的安装及各处接头处进行检查未发现明显松

动，并对所有接头重新磅力矩，但试车故障依旧；然后与左

发对串了防冰电磁阀(4190KS)，甚至更换了EEC(4000KS2)，2

图 2  EEC监控逻辑

表 1 部件更换情况

图 3 防冰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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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发试车开关防冰系统，经AIDS系统调取两个活门

的压力参数来作为对比，试车数据如下（如表 2)：

分析如下：

1发防冰开的状态下（无故障），Pt1检测到信号管四通

转接处的压力约为35psi，此时1发防冰正常开启，Pt2探测到

的压力约为27psi，这是经过调压后的正常压力。

2发防冰开的状态下（故障），Pt1压力同样可以达到与

一发相同值，证明了在Pt2与信号管的四通连接处的安装没有

问题；但是PT2压力依然为14.6,说明上游防冰活门依然未打

开，故障源锁定在信号管的三通处。

此时结合AIDS数据及系统原理分析基本可以判断上游防

冰活门的作动气路存在问题，即信号管和主引气管连接三通

处。由于该三

通和主引气管

焊接在一起无

法单独拆下检

查，同时三通

处的TAP也无拆

装依据，所以

最后决定将整

根主引气管更

换，更换后故

障消失，AIDS参

数如下：

后对拆下的主引气管的三通处检查发现主管路出气至信

号管的堵塞严重（见图6），怀疑是初始安装TAP时涂的防咬

剂过多。

表 2 双发测试数据

图5 堵塞的三通管             图6 孔探堵塞图像

4、经验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系统设计原因PW-1100G发动机防冰活门

信号管的通气孔（图6）非常小，一些简单的安装用化工品或

者气路里的杂质都可能致使其完全堵塞；该孔堵塞后如打开

三通处的TAP可以非常容易发现，但是AMM无该TAP的拆装依

据，TSM也未明确指出在排除发动机防冰系统故障时需该堵塞

的检查提示。

根据本次排故经验，我们及时将排故情况反馈给空客，

空客也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该故障加强生产线质量，同时也将

完善相应手册，避免其他公司在排除发动机防冰系统故障时

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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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320飞机的引气系统、空调系统及增压系统均为故障

高发系统，系统中部件数量较多、控制逻辑及工作模式较复

杂，尤其涉及到以上跨系统型故障时排故难度增大。本文根

据故障现象并结合AGS译码数据的相关信息进行定位和分析并

最终找到故障原因，给该类系统的外场排故及内场维修工作

带来一定的参考性。

近期某航司发来三个排故拆下件，委托我司进行故障测

试，并希望通过测试，复现故障和查找原因。拆下件分别为

HPV、PRV和FCV。故障现象为：机组观察到飞机爬升阶段客舱

垂直升降率波动，范围从-150 ~ 500 ~ -950 ~ 1000，并伴

随有PRV起飞阶段非指令性自动关闭（关闭约5秒左右）。航

后进行了连续的排故和更换。排故过程为：11月1日更换HPV

故障现象依然存在，11月2日又更换PRV和FCV后故障得到排

除。随后，双方的工程师进行了故障情况交流，并查看了AGS

译码数据。

1、故障现象对应AGS译码数据定位

AGS是Analysis Ground Station的简称，其译码数据是

配合飞机排故分析的重要信息源。航司可根据故障现象译出

相应系统的信息数据，并且译出的信息数据可按秒为单位形

成数据库或数据表，以备分析使用。本次故障现象因重复出

现，航司也非常重视。为了便于分析，航司将该航班从地面

开车至落地后关车，全程2.36小时约8500秒的数据全部译出，

连同拆下件一起送至我司进行测试和分析。因译出的数据量

大，作者将以上故障现象在AGS译码数据中进行了定位，并将

A320基于AGS译码数据下的
跨系统排故与分析

芜湖双翼航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朱贵森   王  悦

所对应的信息数据进行了提取和分类整理（包含部分数据截

图），并分布于文中各对应文字的描述处，以便于进行分析

和说明。

1.1 “PRV非指令性自动关闭”的故障定位及故障解读

根据故障现象中所述的“PRV起飞阶段非指令性自动关

闭（关闭5秒左右）”，对AGS译码数据进行定位，发现在

FLIGHT PHASE - TAKE OFF中PRV_ENG1和PRV_ENG2列中均出现

了FULLY CLS故障信息。再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在出现FULLY 

CLS故障信息的前后约310秒的时间范围内，PRV引气压力和客

舱垂直升降率反复出现波动现象，但在其他的飞行阶段变化

均相对正常。为了便于分析，将这310秒时间范围内的信息数

据提取出来并进行单独的时间标记，形成本文所需的数据截

图。数据截图中均含时间标记列，并仍以秒为单位。

如图1所示，图中紫色区域的PRV_ENG1和PRV_ENG2列

中均出现了FULLY CLS的故障信息，对应故障现象中的“PRV

起飞阶段非指令性自动关闭（关闭约5秒左右，即图1中的

第14~19秒）”。名词解释：①. PRV为Pressure Regulating 

Valve的缩写。②.起飞阶段：即FLIGHT PHASE中的TAKE OFF。

③.非指令：即NO CONTROL，缩写为NOCTL，如图2中的PRV1 

_AUT_C_CTL列和PRV2 _AUT_C_CTL列中均显示为NOCTL。

（注：非指令NOCTL与指令CTL互为相反指令，指令是指BMC给

出自动关闭PRV的命令，即PRV_AUTO_CLOSED_CONTROL，缩写

为PRV_AUT_C_CTL。）④. 关闭：在本文中指故障现象中所述

的FULLY CLS，是FULLY CLOSED（完全关闭） 的缩写。（注：

NOT FULLY CLOSED缩写为NOT FC，与FULLY CLOSED互为相反概

念，即未完全关闭。综上，该故障现象可解读为：PRV在起飞

阶段本应正常打开，但在未给出控制指令的情况下却出现了

自动关闭，而且是左右发均出现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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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左右发PRV均出现了FULLY CLS的故障信息，但从图1

中的PRECOOL PRESS1和PRECOOL PRESS2列数据可看出左右发

PRV的下游仍有调节压力，并且PACK FLOW_R1和PACK FLOW_R2

列数据显示通往空调系统FCV的下游也都有流量。所以可判断

出该处的PRV并不是真正的完全关闭，而是“假性关闭”，区

别于指令控制的完全关闭，这也是ATA36章引气系统中常见的

故障现象。

1.2 “客舱垂直升降率波动”的故障定位及故障解读

根据故障现象中所述的“机组观察到飞机爬升阶段客舱

垂直升降率波动”，对AGS译码数据进行定位，发现在FLIGHT 

PHASE - INI. CLIMB和CLIMB阶段中VSCB1和VSCB2数据列均出

现了明显的垂直升降率波动现象，如图5中的黄色区域所示。

其实在起飞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垂直升降率波动现象，如图1

所示。名词解释：①. 爬升阶段：包含INI. CLIMB初始爬升

和CLIMB正常爬升阶段。②. VSCB为Vertical Speed Cabin的

缩写，即客舱垂直升降率：表示每分钟客舱高度的英尺变化

量。③. 波动：在本文中指垂直升降率以非正常速率进行起伏

变化，如图1中VSCB2的起伏变化为 -100 ~ 500 ~ -950，图

5中VSCB1的起伏变化为650~ -400 ~1000~ -600。综上，该

故障现象可解读为：飞机离地后，增压系统开始处于爬升阶

段，客舱高度将根据飞机的实际上升率以一个固定的规律变

化，而不是出现突增或突减的起伏波动。这也是ATA21章增压

系统中常见的故障现象。

2、故障测试及原因分析

由上述内容可知，飞机爬升阶段客舱垂直升降率波动属

图1

图2

于增压系统的故障，而PRV起飞阶段非指令性自动关闭属于引

气系统中的故障，但又同时拆下了空调系统的FCV，在系统中

FCV位于PRV的下游。该航班出现的故障现象涉及到了以上多

个系统的部件，为典型的跨系统型故障。再由航司的排故过

程和图2中HPV_ENG1和HPV_ENG2列信息可知，拆下的HPV并不

是导致本次故障现象的原因，而是在于PRV和FCV这两个跨系

统的部件上。为此对FCV和PRV进行了重点测试，测试发现的

主要故障如下。

2.1 FCV的故障测试及原因分析

2.1.1 FCV的测试结果

FCV扭矩马达工作电流值测试不合格。实测值为：A= 

115 mA，B= 140 mA，C= 112 mA，D= 95 mA。CMM要求为：

A= 90±15 mA，B-A=20±5 mA，B-C=22±8 mA，C-D=20±5 

mA。实测各点的电流值均高于CMM要求。

2.1.2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图3，由FCV在CMM手册中扭矩马达电流值及FCV角度

的关系曲线可知，电流值越大，将使FCV的活门板关得越小，

通过FCV的流量也越小。对应到该FCV，实测各点的电流值均

高于CMM要求，将使该FCV比正常工作位关得更小，并造成一

定的影响，该影响将在后文中详述。

2.2 PRV的故障测试及原因分析

2.2.1 PRV的测试结果

PRV大流量调压测试不合格。实测调压值大部分在

47~51.5 Psi之间，CMM要求为44.53~50.03Psi。但调压值最高

时可达53.3 Psi，高于CMM要求的最高值；最低时为43.2 Psi，

低于CMM要求的最低值。测试中还发现：①.随着PRV上游的供

气压力增加，经PRV调节后的下游压力出现时高时低的波动。

②.PRV本体上的上、下游压力管接头处均存在明显泄漏。

2.2.2故障原因分析

①.根据图4，由PRV的工作原理图可知，经PRV调节后的

压力时高时低属于调压异常，正常情况应该是：随着PRV上游

的供气压力增加，经PRV调节后的下游压力是缓慢降低的，但

仍在CMM要求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时高时低的压力波动。正如

该PRV出现了超出最高值或低于最低值的超压力范围调节，属

于调压异常现象。对应该阶段310秒的译码数据发现，在该阶

段中PRV1共出现了18次超范围调节，PRV2共出现了95次超范

围调节。如图5中PRESS1和PRESS2数据列中红色粗体数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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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经过PRV调节后，PRV的下游调节压力为43~44.5 Psi

（均低于CMM要求的44.53~50.03 Psi的最低值，如前文所述由

于PRV存在调压异常，PRV会出现超高或超低压力调节。），

要达到这么低的调节压力，此时PRV的活门板几乎接近全关。

再加上位于PRV下游的FCV也存在故障，即FCV实际的工

作电流值变大，将使FCV关得更小。FCV的关小又使得PRV下游

管道憋压，最终导致PRV将再度关小。由于此时的PRV已经接

近全关位，PRV的再度关小，触发了关闭位微动电门，出现了

FULLY CLS的关闭信息。即两个均带有故障的部件在几乎接近

极限的状态下配合工作，造成了该故障的出现。

基于以上AGS译码数据和系统工作原理分析后，重新设置

测试系统，缓慢降低PRV下游测试管出口的流量，即模拟FCV

关小的现象。当流量减小至1685.3KG/H（如图6所示），大约

与图1中PRV出现FULLY CLS时的流量值0.4688 KG/S相对应时，

此时PRV的关闭位微动电门被触发，PRV指示在关位。指示关

闭的现象与译码数据中的FULLY CLS故障信息和工况条件相

符，将故障复现，并找到了原因。

3.2“客舱垂直升降率波动”的导致原因

如前文所述，飞机离地后增压系统开始处于爬升阶段，

客舱高度将根据飞机的实际上升率以一个固定的规律变化，

外流活门OFV将按需移动以保持所需的客舱爬升率，而不是

出现突增或突减的起伏波动。如图5所示，在该阶段内不仅

是PRV引气压力出现交替式的波动，而且OUT FLOW 外流活门

的开度、VSCB客舱的垂直升降率和PACK FLOW FCV的流量等

都出现了交替式的波动现象。直到约310秒后（飞行高度为

8880Feet），波动情况才基本趋于稳定，如图7所示。

处即为超压异常调节值。

②.根据图4，PRV本体的上游压力管接头处泄漏将影响其

打开功能，下游压力管接头处泄漏将影响其调压功能。尤其

是后者，由于有明显泄漏，使得进入关闭腔内的压力减小，

（由于动态平衡）打开腔内的压力相对增大，PRV活门板开度

增大，从而使PRV下游的压力将增大。增大的下游压力再进

入关闭腔，使得关闭腔内的压力增大，（又由于动态平衡）

打开腔内的压力相对减小，PRV活门板开度减小，从而使PRV

下游压力再次减小。如此循环，即出现了时高时低的反复调

节，形成了压力波动。对应该阶段310秒的译码数据发现，在

整个起飞和爬升阶段PRV出现交替式的压力波动达 36次，即

表现为压力上升几秒后又下降几秒，且每次交替间隔约8~10

秒不等。图5中的黄色和蓝色区域即为交替波动变化区的一部

分，现象非常明显，并且该压力波动现象与译码数据的显示

结果相符。

3、故障复现及导致原因

3.1“PRV非指令性自动关闭”的故障复现

在上述的PRV测试中并未出现前文所述的FULLY CLS关闭

信息，再回到图1中出现FULLY CLS关闭信息的14~19秒处。

由译码数据可看出，此时在发动机N11和N12约为91.5%的高

转速情况下，发动机的输出压力很高（即PRV的上游压力很

图3                                                                   图4 

图6

图7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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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引气系统、空调系统和增压系统工作原理分析可

知，来自发动机的引气经过PRV的调压和预冷器的调温后供

给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又将引气经过温度调节及水分离处理

后送至客舱增压系统。所以引气系统是客舱增压的源头，引

气系统的故障很大程度上会对客舱增压系统产出影响。正如

本文中所述PRV引气压力波动，造成空调系统的FCV流量不稳

定，从而使得增压系统中的OFV摆动（时开时关），最后导致

VSCB的波动。并最终通过机组在驾驶舱观察到该波动现象，

该现象与译码数据的显示结果一致，并找到了原因。

进入巡航阶段后，发动机的转速和输出压力降低并稳

定，PRV的极限工况及波动消失，引气压力稳定，空调流量稳

定，外流活门开度正常，客舱也高度保持稳定，故障也就消

失，如图8所示。

结束语：本文是基于AGS译码数据下对跨系统故障进行排

故与分析的典型案例。由于飞机系统复杂且各系统之间存在

一定的关联性，当涉及到跨系统型故障现象时，可能并非是

由某一部件故障造成，或许是由系统间的某些配合件共同造

成的。此时可根据AGS译码数据的相关信息进行定位和分析，

最终找到原因，排除故障。最后由于作者能力所限，以上分

析情况和所举案例仅供参考，若有不适之处，敬请指正。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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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动机压气机失速会表现为发动机推力下降、排气温度

（EGT）升高、各个气动参数异常波动，如果不能及时的从压

气机失速中恢复，最终会导致发动机熄火关车。V2500发动机

引气系统采用发动机高压压气机（HPC）中压级和高压机压缩

空气，对压气机的失速裕度有直接的影响。本文通过具体案

例分析发动机引气故障如何对高压压气机气失速裕度产生影

响，以及应对措施。

一、发动机失速和发动机引气

1.发动机失速

压气机失速是压气机在非设计状态下工作时，由于流量

变化与转速变化不协调使来流对压气机叶片的迎角增大，当

超过某个极限后，叶片通道中的气流产生严重分离失速的一

种气流现象。 分离气流阻塞进气道，随着叶片的转动，分离

气流还会改变邻近叶片的流场，使失速范围逐渐扩大。当失

速恶化到一定程度，压气机气流无法向后流动，后方的高压

空气发生反流，高压反流吹散分离气流，压气机转子气流恢

复正向流动。如失速诱因仍然存在，叶片再次失速，周而复

始，使发动机在轴向上形成低频、剧烈的振动，称为喘振。

发动机发生失速或者喘振状态，将会导致发

动机关车。

V2500发动机上的防止失速的设计有低

压压气机放气活门（BSBV）、可调静子叶片

（VSV）和高压压气机放气活门。其中高压

压气机活门活门包括3个7级放气活门（7A、

7B、7C）和1个10级放气活门（图1）。在

A320(V2500)系列飞机发动机引气故障
对发动机压气机失速裕度的影响

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   姜柏松

图1 V2500发动机高压放气活门

发动机工作在非设计状态时，控制不同放气活门的打开来改

善高压压气机的流场，使高压转子转速和流量协调，远离失

速状态。

2.发动机引气

民航飞机的多个系统都需要高压空气，例如空调、增

压、防冰、发动机起动等等。高压空气的主要来源就是发动

机高压压气机的引气。V2500发动机引气来自高压压气机的中

压级（高压压气机7级）和高压级（高压压气机10级）的压缩

空气（图2）。

发 动 机 低

功率时，高压级

引气通过高压活

门（HPV）供到

压力调节活门

（PRV）。发动

机工作在高功率

时，中压级引气

通过中压单向活门（IPCV）供到PRV。PRV调节引气压力，经压

力调节后的引气再经过预冷器（precooler）降温之后，有着

合适压力和温度的空气供到飞机系统。

PRV的控制部件是预冷器下游的PRV控

制电磁阀（CTS）。CTS有三个主要功能：

1）温度限制；2）电控PRV的开关；3）防

反流功能。

二、发动机引气对发动机高压压气
机失速的影响

图2 V2500发动机引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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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动机引气的位置可以看出，发动机的中压级和

高压机引气相当于增加了高压压气机的放气活门，放气活门

打开改善了压气机非设计状态的流量匹配，提高了压气机的

失速裕度。下面通过两个典型案例分析引气故障对发动机失

速的影响。

1.飞机下降过程中的失速事件

V2500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组件（EEC）软件版本升级到

SCN22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9起飞机下降阶段发动

机失速喘振导致的空中停车。发生空停的发动机有以下共同

点：

1）发生在5000英尺以下；

2）HPC使用超过10000循环；

3）EEC软件为SCN22版本；

4）发动机引气故障关闭。

对比SCN21版本软件，SCN22版本软件在飞机下降阶段，

也就是发动机的低功率非设计状态，控制发动机7A放气活门

关闭，减少高压压气机压缩空气的排放，达到节省燃油的目

的。这样控制的副作用是降低了压气机的失速裕度，如果压

气机性能较好（使用时间较短），固有失速裕度较高，同时

发动机引气正常，变相的起到放气活门的作用，提升压气机

失速裕度，这样压气机仍可以稳定工作。但是，当压气机本

身性能下降（使用>10000循环），叠加上引气故障在关闭

位，使得压气机失速裕度大大降低，压气机容易进入失速状

态，最终引气喘振，发动机停车。

对于下降阶段的失速问题，是因为发动机在低功率非设

计状态时，放气活门和发动机引气都在关闭位导致失速。暂

时的解决方案是在引气故障关闭时，想办法给压气机放气，

增加压气机失速裕度。高压压气机除了放气活门、引气出口

外，7级还有一个引气口用于发动机进气道防冰。因此，在引

气失效在关闭位时，接通发动机防冰电门，增加压气机的放

气，起到提升失速裕度的效果。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更改EEC的

控制逻辑，在下降时打开7A放气活门，保证压气机不进入失

速状态。

2.PRV控制电磁阀（CTS）故障导致发动机关车

V2500发动机发生过数起起动后转速下降关车，伴随着发

动机失速现象。测试和检查发动机相关单元体和部件没有发

现异常，最终更换CTS排除了故障。下面分析一下CTS故障如

何引起压气机失速。

CTS是控制PRV开关的电磁阀，主要有三个功能：

1）温度限制；

2）电控关闭PRV；

3）防反流功能。

CTS中有一个隔膜模块（daphragm sub-assembly），隔

膜两侧感受PRV上下游的压力。当PRV下游压力1高于上游压力

2时（反流），隔膜作动，打开CTS中电磁活门3，使得PRV的

打开腔连通外界大气4，释放打开腔的作动压力。PRV在弹簧

和关闭腔气压的作用下，保持在关闭位（图3）。

当发动机在起动或者慢车，APU引气接通，这时PRV下

游压力高于上游压力，在CTS防反流功能正常时，PRV打开腔

通外界大气，PRV自动关闭，防止APU引气反流到发动机压气

机。

如果这时CTS的防反流功能失效，PRV打开腔的压力不能

释放到外界，当发动机起动到一定转速或者到慢车转速后，

PRV上游压力空气进入打开腔，压力足够打开PRV。这时，APU

引气会通过PRV反流到发动机高压压气机，改变压气机流场，

大幅降低压气机失速裕度，最终导致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失

速，发动机关车。

三、总结

A320/V2500系列飞机的发动机引气系统和发动机高压压

气机的工作状态息息相关。在日常维护中，很多发动机性能

上的变化都可以发现是发动机引气或者空调系统的不正常导

致的，本文分析了两种可能导致发动机关车严重后果的案

例，希望能抛砖引玉，扩展发动机失速故障的隔离思路。目

前民航主流飞机的引气大多采用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引气，本

文所讨论影响也适用于其他民用涡扇发动机。

图3 引气系统部件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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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空客A320系列飞机机龄的增长，A320系列

飞机雷达罩大面积分层损伤情况呈增长趋势。为此，Ameco

北京基地飞机大修产品部ARC车间启动了A320系列飞机雷达

罩深度修理能力开发工作。

雷达罩深度修理项目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制作模具。模

具是制造与修理复合材料构件的基础，直接影响飞机结构

的最终状态和质量。对于面积较大的雷达罩结构损伤，在

修理过程中需要借助整体模具进行固化，以确保修理后外

形尺寸的精准。

目前，国内成熟的模具厂家制作的玻璃纤维模具约

70-80万元人民币，经市场调研和综合评估后，项目组决定

自主研发A320系列飞机雷达罩整体复合材料模具。通过对雷

达罩结构与复合材料热膨胀变形的深入研究，项目组陆续

完成了玻纤材料选择、真空塑性成型等工作，并设计了多

重加热固化工艺，通过不断完善工序、优化性能测试，最

终成功制作出雷达罩整体模具。同时，项目组对雷达罩原

始本体与雷达罩制作模具进行3D激光扫描，经多次修型及

校准后，确保二者的斜面精度误差保持在±1mm以内。

目前，国航机队拥有150余架A320系列飞机，该系列机

型雷达罩深度修理能力的开发，将大幅缩短修理周期、拓

宽维修市场。同时，A320雷达罩整体模具的创新研发，也为

今后工装模具的自主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激发了员工的

创新热情和积极性。

未来，Ameco员工将继续秉承“进取创新”的企业核心

价值观，增强自身技术底蕴，立足本职岗位，通过理论学

习与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优势，让创新成为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12月9日，中国民航局副局长胡振江一行赴海航集团旗下

海航技术开展安全工作调研。胡振江副局长肯定了海航技术在

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并要求海航技术

压实安全责任，不断提升公司安全管理效能，持续稳中求进。

胡振江副局长一行走访海航技术海口2号机库，参观海

口空港综保区介绍展板及飞机定检工作现场。期间，胡振江

副局长仔细了解询问航材保障、飞机管控监控、一线员工

工资发放、安全文化体系建设等情况，并与一线机务亲切交

流。

调研现场，海航集团执行董事长顾刚介绍了美兰空港

一站式维修项目和发动机维修项目建设进展及发展规划，以

及近期海航顺利完成海南自贸港首单“零关税”进口航材的

相关情况。海航技术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海口2号机库概况及

海航技术人员情况、产能恢复、航材保障等方面的情况。

胡振江副局长传达了冯正霖局长在2021年民航行业单

位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海航广大干部员工要

落实“三个敬畏”，坚守安全底线，重点做好航材、飞机管

控监控等基础保障工作；要强化作风建设，各级管理干部要

压实责任、敢于担当；要推进安全诚信文化建设，大力弘扬

企业安全文化；要强化“三基”建设，在基层大力发扬“钉

钉子精神”，练好基本功，确保平稳运行；最后胡振江副局

长强调要加强对一线员工的关爱，改善一线工作环境与待

遇，让员工安居乐业。

海航将深入贯彻落实此次胡振江副局长调研指示精神

Ameco具备A320系列飞机

雷达罩深度修理能力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胡振江一行

调研指导海航技术安全发展

模具脱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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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下简称“巴航工业”）飞鸿300系

列连续第9年荣膺全球最畅销轻型公务机。2020年，巴航工

业共交付了50架飞鸿300系列轻型公务机，一举成为全年交

付量最大的轻型公务机。这是飞鸿300系列公务机连续第9年

达成这一里程碑。自2009年12月投入市场运营以来，该系列

交付量已累计逾590架。2020年，飞鸿300系列公务机也是市

场上双喷气发动机交付量最多的机型。

飞鸿300项目最初于2005年启动，目前在全球30多个国

家运营，飞行时数累计逾100万小时。2020年1月，巴航工业

宣布升级版飞鸿300E全新问世，随后于3月拿到巴西民航局

（ANAC）、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三方批准，实现三重认证。全新升级版飞鸿300E于

2020年6月完成首次交付。

在性能方面，全新升级版飞鸿300E飞行速度更快，可达

0.80马赫；其高速巡航速度可达464节真空速；在满足NBAA 

IFR燃油备份条件下，搭载5名乘客的航程达2010海里（3724

公里）。在技术升级方面，飞鸿300E升级了航电系统，其

中搭载了冲出跑道情境感知与报警系统（ROAAS）、预测风

切变、紧急下降模式、PERF、TOLD和FAA数据网络等。飞鸿

300E还可通过Gogo AVANCE L5提供4G网络连接。

飞鸿300E的全新舒适度提升包括更为安静的客舱、更为

宽敞的驾驶舱腿部空间，以及全新Bossa Nova风格高级选装

内饰。Bossa Nova风格内饰以巴西风格爵士乐命名，葡萄牙

语意为“新趋势”，巴航工业最新内饰升级在其中大放光

彩，碳纤维装饰和巴航工业独家的依帕内玛（Ipanema）缝

线风格等功能使其锦上添花。同时，它也是首款采用钢琴黑

表面内饰的飞鸿300系列机型。

巴航工业飞鸿300连续9年蝉联

全球最畅销轻型公务机

国际能源集团壳牌公司选择了美国领先的海上直升机

运营商PHI公司在墨西哥湾运营四架空客H160直升机为其

提供支持服务。

这标志着H160直升机正式进入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凭

借丰富的功能设计，H160有望在海上作业中将安全性、舒

适性和计划可靠性提高到新的水平。

空中客车、PHI和壳牌三方正在采用独特的合作伙伴

方式进行合作。作为一项开拓性的举措，在最终交付前，

空中客车将首先向PHI和壳牌提供一架H160直升机进行为

期一年的航线验证项目，以使得运营商和最终客户熟悉该

机型的各项先进功能，并减少在直升机正式投入运营时的

常规挑战。

H160直升机在PHI公司将会以路易斯安那州霍马市为

基地。该公司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H125和H135直升机机队

在全美国范围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同时为壳牌公司在路易

斯安那州运营两架H145直升机进行管道勘测工作，并在澳

大利亚的麦凯港运营两架H145直升机进行全球距离最远的

港口引航员运输服务。

壳牌公司选择空客H160直升机并由

PHI公司在墨西哥湾运营

及工作要求，强化政治责任，切实提高安全工作政治站位和

警觉性，践行“三个敬畏”，牢守安全底线，加强员工关

爱，助力海南地区航空维修产业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力量。

民航局飞标司副司长韩光祖，中南局副局长李双臣、

陈维，中南局航安办主任李冰黎，海南监管局副局长张雄等

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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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航与维修》杂志，自创刊至今的20多年间，经过不懈努力，
已经成为民航维修业内最专业、最权威的期刊。在民航局和各民航单
位的支持下，文章专业性得到了行业充分认可，在政策解释、维修管
理、排故方法、技术介绍、市场分析和行业数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
专业水准和借鉴作用，为行业交流和知识推广，提供了平台，是行业
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适航与维修》与时俱进，在纸质传媒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网络
传媒，通过网站和微信，及时将行业信息和行业知识，发送给全行业
和社会，对行业的舆论宣传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2021年，《适航与维修》将选择刊登最优秀的精品文章，突出杂
志“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行业定位，深入报道行业的先进管理理念、
行业发展动态和机务人员的感人故事，进一步推广维修排故经验、新
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等。希望各位读者关注和参与《适航与维修》的
创新和改进，让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为中
国民航维修业的健康发展增砖添瓦。在此还希望各位同仁对办好《适
航与维修》杂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踊跃投稿本刊。

投稿要求：

投稿字数掌握在3000-5000字，明确标题、简明摘要；要求标
明文字引图号码与所配图片号码相对应；要求插图清晰度高、分辨率
300dpi以上，以满足杂志印刷要求；注明文章作者姓名、所属单位、
联系电话、地址、邮箱等，以便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投稿请至：
中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适航与维修》杂志

联系人：杨苑

电话：010-64299525

传真：010-84254819

邮箱：yy@camac.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28号英特公寓B座18B

邮编：1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