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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用飞机水系统的功能是在飞行中为机上乘客提供饮用水、盥洗用水和马桶冲洗用水。水系统作为 

飞机上与乘客生活息息相关的系统，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被关注。目前，飞机上使用的水系统方案各式各样， 

对于不同的飞机需求，各种方案各有各的特点。针对国际新型飞机上已经开始采用的水系统的各种方案进行 

了权衡研究，重点研究了水系统几种控制方式的优缺点以及机电综合控制技术作为新技术在新型民用 15I机上 

的应用，同时介绍了灰水的几种处理方式、比较常用的几种水龙头以及其优缺点分析。针对某种飞机型号，根 

据飞机的市场定位和需求，介绍了如何选择一套合适的系统方案，来提高该飞机的经济性和实用性，为我国民 

用 飞机水 系统 的研制提供一定 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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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ypes of W ater System for New Civil Aircraft 

Abstract：The function of water system of civi1 aircraft is to provide the potable water，washing water and toilet 

flashing water for passengers in flight．As a system related tO passenger’S living，the comfort of water system 

is increasing concerned．Various water system configurations are used by existing airplane．Each configuration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for various aircraft requirements． The various optional wa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sed by worldwide advanced airplane，mainly including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several control method 

of water system，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electrical mechanical tO advanced airplane as a new technique 

are analyzed and researched；and several grey water disposal method and common faucet，and thei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are introduced．For an aircraft proj ect，a right system configuration can make the aircraft more 

economical and applicable tO meet various market orientation of the aircraft．It can be the reference in our civil 

aircraft water system design． 

Key words：civil aircraft；water system；grey water drainage；integrated electrical—mechanical control system 

0 引 言 

民用飞机水系统是指在机内贮藏并提供足够 

量的饮用水，为机上厨房及盥洗室提供饮用水、冷 

热盥洗用水和马桶冲洗用水 ，以满足乘客机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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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作为民用飞机上的机载系统 ，虽然对飞机 

的飞行安全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关系到机上乘客 

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是民用飞机不可缺少的关键系 

统。从民用飞机诞生之初，水系统就开始被人们关 

注 ，目前国内研制的民用飞机装载的水系统虽然能 

够满足最基本的乘客生活需求，但是在舒适性和先 

进性方面，仍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随着人们对舒 

适性 的越来越高的要求 ，水系统先进技术 的应用越 

来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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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的民用飞机水系统简介 

最初的民用飞机水系统没有先进性和舒适性 

可言，仅仅是作为机上乘客的基本生活保障，满足 

机上的用水需求。最早的民用飞机水系统供水方 

式采用传统的重力供水 ，与居家用水 的原理相同， 

重力供水是将水箱放置在飞机供水点区域的顶部， 

利用水箱与供水点间的水位差 ，由重力向厨房和盥 

洗室的用水设备供水。中国第一架 自主研制的大 

型客机YlO就是采用重力供水方式[1]。传统的民 

用飞机水系统马桶采用自循环式抽水马桶，马桶 内 

部有一套重复冲洗的独立装置，排泄物经马桶冲洗 

后进入污水箱 ，经过过滤和化学处理后，再作为下 

一 次冲洗用水，冲洗系统由一个整体电动泵和冲洗 

循环计时器操纵l_2]。这种 自循环式马桶仍用在 

MA6O飞机上 。随着 国际民用飞机行业几十年 的 

高速发展 ，水系统也有 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的水 系 

统已不再是单一的重力供水和 自循环式马桶 ，而是 

有了真空式马桶、机电综合控制 以及引气增压供 

水等 。 

2 国内外水系统研究现状 

国外在水系统的研究方面起步很早，最早的自 

循环式马桶就是 由美 国 Monogram 公司研发和制 

造的，第一台真空马桶也是出自美国 Monogram 

公司 ，而今 Monogram公司又率先在 B787飞机上 

采用了机电综合控制技术 。系统设备的研制也是 

越来越向重量更轻、更省水、更可靠方向发展。有 

了国外诸多机型的磨练 ，国外的公司在水系统方案 

的优化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 

国内民用飞机起步较晚，因此在水系统方面的 

研究也起步较晚。在初期的 YlO上，只是采用了 

重力供水的方式，在设备的研制方面也比较落后， 

在这之后长达 30年的时间里，水系统的研究基本 

属于停滞状态。随着我国支线飞机的取证和大飞 

机的立项，可以借助飞机型号的研制，借鉴国外水 

系统研制的先进经验 ，带动我国水系统及相关行业 

的发展。 

3 新型民用飞机水系统的选型 

目前国际上民用飞机水系统方案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的可选方案： 

(1)系统控制方式 (机电综合控制／独立控 

制)； 

(2)灰水排放形式 (排出机外／收集到废水 

箱)； 

(3)机械式水龙头／电子感应式水龙头； 

(4)水系统 的增压方式 (压缩机增压／发动机 

引气)； 

3。1 系统控制方式 

目前 ，水系统三种代表性的控制方案有集 中控 

制方案、分布式控制方案和机电综合控制方案。集 

中控制方案和分布式控制方案统称为独立控制，即 

飞机水系统不需要借助飞机的中央计算机，而是单 

独设置控制器，来实现水系统的控制。通常来说， 

使用独立控制器的系统较为独立，需要通过电缆来 

与其他系统通讯。 

3．1．1 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控制方案 

(1)集中控制方案 

集中控制方案是将水／废水系统作为飞机的一 

个独立子系统 ，具有一个 独立的控制器和操作 面 

板，水／废水系统的所有设备都使用数字或模拟信 

号线连接到控制器。 

集中控制方案的架构如图1所示。 

图 1 集 中控 制方栗 的架构 

Fig．1 Scheme of centralized control 

使用集中控制方案的代表机型是 EMB-170／ 

190、ARj2l、RRJ AN148。 

(2)分布式控制方案 

分布式控制方案是将控制功能分散到多个设 

备中，通过数字通讯总线(如 CAN总线)连接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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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设备以及其他系统。 

分布式控制方案如图 2所示。 

其他系统 

通讯总线 
CAN 

AI{INC429 

水系统控制功能 
(驻留于系统设备中) 

水位传感器 

CAN总线 

一 瓜 

压缩器／泵 

图 2 分 布式 控制方案 的架 构 

Fig．2 Scheme of distributed control 

使用分布式控制方案的代表机型是 A38O。 

(3)机电综合控制方案 

机电综合控制方案是一种基于 ARINC429总 

线的大客飞机机电综合控制局域网通信系统设计 

方案，系统硬件通过具有智能化 、通用化和标准化 

特征的 ARINC429总线接 口板及工控 机实现 ，系 

统软件通过模块化 的设计方法实现；通讯系统通过 

ARINC429数据总线实现对机载电子设备工作状 

态等相关数据的传送、处理，并实现相关信息的实 

时显示 ]。该方案将所有的控制功能驻 留在飞机 

的中央计算机中(如 ACS)，所有设备都通过数字 

通讯总线经过 RDC／RIU连接到计算机，所有系统 

控制功能驻留在中央计算机的软件分区中，通过软 

是 B787 引。 

3．1．2 三种控制方案 的比较 

(1)优缺点比较 

三种代表性的控制方案的优缺点比较如表 1 

所示 。 

表 1 三种代表性的控制方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among three control methods 

件管理系统。 以典型民用飞机水系统的布置方案作为分析 

机电综合控制技术早先应用于军用飞机，现已 

在民用飞机得到应用 ，其方案如图 3所示。 

图 3 机电综合控制方案的架构 

Fig．3 Scheme of integration control 

使 用 机 电 综 合 控 制 方 案 的 代 表 机 型 

对象，使用集中控制方案的设备及线束布置如图4 

所示 ，使用机电综合控制方案的设备及线束布置如 

图 5所示 。 

传感器 

图4 民用飞机使用集中控制方案的设备及线束布置 

Fig．4 Equiments and harnesses distribution of civil 

aircraft using centralize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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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灰水排放形式 

厨房和盥洗室灰水的处理方式有两种 ：(1)厨 

房和盥洗室的灰水均收集到废水箱 ；(2)厨房和盥 

洗室的灰水均通过机外排放杆排出机外 。 

3．2．1 优缺点 比较 

(1)灰水排人废水箱 

① 优 点 

a．不需要带加热的排水杆 ； 

b．可避免机体腐蚀； 

c．可减少管路堵塞； 

d．方便乘务员对厨房细软废物的处理 ； 

e．比较环保； 

f．不需要对 CCAR25．1455条款进行验证 。 

② 缺 点 

a．废水箱容积大 ，重量重 ； 

b．飞行期 间所有灰水被携带 ，增加 了运行重 

量和费用 ； 

C．需要新 型的灰水 处理阀 ，该 阀体积 大、重 

量重 。 

(2)灰水排入机外 

① 优 点 

a．传统 的并成熟应用的技术 ，已成功应用 于 

A320、B737等成熟机型； 

b．不需要连接到真空废水系统； 

c．飞行期间灰水随时排放 ，可减轻飞机重量； 

d．可靠性高； 

e．水系统管路中的水也可以通过机外排放杆 

排出机外 ，不需在蒙皮上再开孑L； 

f．可以减小废水箱体积 、减轻重量。 

② 缺 点 

a．机身外的排水杆增加飞机空气阻力； 

b．增加了灰水排放管 ； 

C．增加排水杆电加热的用电量； 

d．排水杆容易堵塞。 

e．需要对 CCAR25．1455 条款进行验证 。 

3．2．2 重量分析 

排入废水箱构型相对于排入机外构型 ，主要有 

如下重量变化： 

(1)灰水均收集到废水箱，因此废水箱容积需 

增大约 50 ，箱体重量需增加约 2O ； 

(2)灰水排放需要真空 ，因此灰水排放组件需 

设计成支持真空排放的排放阀，重量增加约 5 kg； 

(3)可减少两个机外排放杆 ，换成两个排放接 

头 ，重量减轻约 1．2 kg； 

(4)减少了部分灰水管 ，重量减轻约 0．5 kg。 

以上重量仅为空机重量，还需考虑厨房灰水和 

盥洗室洗手灰水排入废水箱的重量。 

随着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重视，许多机场(尤其 

是欧洲机场)不允许飞机在停机时将盥洗灰水排到 

机场上，因此有些新型的飞机已采用将盥洗室和厨 

房灰水全部 收集到废水箱 的方式 ，如 B787、MRJ。 

而且采用灰水排入废水箱的方案更环保，满足 US 

PHS的标准，需要的 I RU更 少，未来新 型飞机越 

来越倾向于将灰水排人废水箱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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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机械式水龙头／电子感应式水龙头 

盥洗室水龙头组件可分为机械式水龙头及电 

子感应式水龙头两种类型。 

目前大部分飞机采用 的都是机械式水龙头，带 

有一个加热器 ，可由使用者调节温度 。有些新型飞 

机也开始采用感应式水龙头 ，这种水龙头带有 自动 

感应元件与加热元件，无需人为操作，将手放在感 

应区即可供应温水，方便、卫生。用户也可以通过 

水龙头上的按钮来手动调节温度。感应式水龙头 

可与飞机通讯以显示组件工作状态。常用的机械 

式水龙头和常用的电子感应式水龙头分别如 图 6 

和图 7所示 。 

图 6 机械式水龙 头 

Fig．6 M echanical faucet 

图 7 电子感应式水龙头 

Fig．7 Sensotronic faucet 

如同物体都有其两面性一样，机械式水龙头和 

电子感应式水龙头各有其优缺点，纯机械式的虽然 

比较传统 ，但不涉及 电子控制 ，相对可靠性 比较高， 

而电子感应式 比较先进 ，符合 民用飞机先进性和舒 

适性的要求，但相对可靠性较低。机械式水龙头和 

电子感应式水龙头优缺点比较如表 2所示。 

表 2 机械式水龙头 和电子感应式水龙头 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mechanical 

faucet and sensotronic faucet 

水龙头类型 优 点 缺 点 

产品成熟；用户熟知其操 用完后还需再接触水龙 

机械式 作方法；安装、维护简便；头，使一些人觉得 不够 

可靠性高；重量比感应式 卫生。 

轻约 0．5 kg。 

技术先进；卫生；节水；可 重 量 比 机 械 式 重 约 

通过水龙头上的 LED表 0．5 kg；水龙头的构造比 

感 撅 塞 队P 薯 
性降低 。 

3．4 水系统的增压方式 

目前民用飞机饮用水系统的增压方式有以下 

两种 ： 

(1)空气压缩机增压 

采用两台互为备份的空气压缩机为系统增压 ， 

由空气压力开关控制压缩机的通断，使系统保持在 

一 定的压力范围内。 

代表机型为 ARJ21 

(2)发动机引气增压 

采用发动机 引气 ，由一 台空 气压缩 机作为备 

份，当发动机引气异常或压力过低时，由空气压缩 

机补充压力 。 

代表机型为 A320 E 、B737等。 

上述两种方案的优缺点如表 3所示。 

表 3 空气压缩机增压和发动机引气增压方式 比较 

Table 3 Pressurization method comparison between 

air compressor and bleed air 

增压方式 优 点 缺 点 

气源完全由水／废水系统 
压缩 机 控制

，减少与其他系统之 

增压 问的界面 。 

豢 

噪音 大 ；耗 费 电能 ；增 加 
一 台压缩机的重量。需 

要软件对空气压缩机进 

行控制。 

增加了与其他系统之间 

的界面；管路的布置工作 

可能存在难点。 

4 结束语 

本文从设计 的角度分析 了各种水系统方案的 

优缺点 ，但是所介绍的先进技术和方案不见得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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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案 ，航空公司站在客户 的角度来看 ，也许会 

有不同的见解。如果盲目的选择先进技术，会给飞 

机带来其他的影响 ，如电量需求增加 、重量增加 、可 

靠性降低等。根据这一特点，总结出水系统设计时 

需考虑的几个关键问题 ： 

(1)一般 100座 以下的小型支线飞机适合独 

立控制方式，因为小型支线飞机航程短，机载系统 

相对比较简单，采用机电综合控制方式增加飞机的 

负担 。 

(2)一般在豪华公务舱或公务机的盥洗室 ，适 

合采用电子感应式水龙头，因为豪华公务舱和公务 

机对舒适性的定位较高，与内饰设计相匹配。 

水系统方案的选择需因地制宜，需根据飞机本 

身的定位和客户的需要来选择，但是不可否认，未 

来新型飞机水系统 的先进性 和舒适性将越来越成 

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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