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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72飞机真空系统组成及典型故障分析① 

周跃飞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广汉分院 四川广汉 618307) 

摘 要：介绍Yc172-~机的真空系统的组成结构以及经常出现的故障现象，井对故障展开了分析井给出了解决此类故障的措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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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2 Aircraft Vacuum System Components And The Typical Failure Analysis 

Abstract：Aiming at the recurring failure symptoms in C172 aircraft vacuum systems，the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vacuum systems was 

introduced．By analyzing the cause to failure，the program of measures to resolve such failure t w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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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72(SKYHAWK)是美国赛斯纳 公 

司的经典之作，累计生产达35000架 之多。 

共有三种构型：NAVI，NAVⅡ，NAVⅢ， 

三种机型机载设备 各有不同，为便于介绍， 

我 们以 NAV I型真 空系统 为 该 文介 绍蓝 

本。 

1 C172飞机真空系统概述 

Cl 72飞机真空系统包括：两个干式真 

空 泵，两个真空压 力警告 电门，一个真空压 

力调节活门，一一个真空 度表 ， 一个中央 进气 

滤 ，以及由真空系统驱 动的姿态 仪和航 向 

仪 ，具体结构组成见图1⋯。 

2 172真空系统结构组成 
2．1干式真空泵 

件号：RAC215CC／RAC216CW_2． 

安装位置：发动机后部 。 

C172飞机所安装的真空泵为目前通航 

飞机广泛使 用干式 真空泵 。千 式真空 泵为 

容积式叶片泵，它是由发动机通过花键驱动 

剪切尼龙轴，然后驱动真空泵内的石墨转子 

和安装在转 予滑槽中的石墨叶片在 铝质真 

空泵壳体内高速旋转，高速旋转的叶片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紧贴椭 圆形铝 质真空 泵壳体 

滑 动，将真空 泵内部空 间分 为相互 隔离的 

吸气和排气腔，在偏心壳体内旋转的叶片 

通过改变吸气腔局部容积，使吸气腔抽真空 

(压力小于外界大气压 力)在系统内产生真 

空度。 

正常情况下两个泵同时工作，在其 中任 
一

故障时，另外一个可以独立维持系统的工 

作。两个真空泵安装的位 置不 同，且旋 转方 

向不同，但外形一样，在更换时需要特别注 

意件号，以免误换。 

2．2真空压力警告电门 

件号：F7一l6—4 

安装位置：真空总管上 

其为一拨片电门，真空管路内气流将其 

打 开，当某 一边真空 泵抽吸 的真空 度值低 

于3．0汞柱／英寸时，电门回弹触动，驾驶舱 

内的琥珀色真空度低警告闪亮。“L VAC” 

代表左泵；“VAC R”代表右泵；“L VAC 

R”表示两个泵都故障。 

2．3 真空调节活门 

件号 ：AA2H3-2 

安装位置：防火墙驾驶舱侧顶部 

用于调节真空度，使真空系统管路内的 

真空度保持在合适的真空范围内。是真空系 

统中唯一可人工设定的部件。 

2．4 真空度表 

件号：$3280—1 

安装位置：仪表板左侧 

真空度以英寸／汞柱为单位，指示用于 

姿态仪和航向罗盘的可用真空。理想范围： 

4．5～5．5英寸／汞柱。指示超 出范围表 明真 

空 系统 故障 或调整不正 确。由于高空气压 

较低 ，在 20，000英 尺高 空最 低可指 示4．0 

英寸／汞柱，也能使系统工作正常。 

2．5中央进气滤 

件号：C294502-020l 

真空系统 

安装位 置：驾驶舱防火墙壁左下部 

用于过 滤进入真空管路内的空气，防止 

空空气中漂浮的杂质将高速旋转的陀螺转 

子打坏。它是真空系统中唯一的时控件，飞 

行 600 h必须更换 ，以确 保进气量 的充 足 

及进气质量达标 。 

2．6姿态仪 (地平仪) 

件号：S3326—1 

安装位 置：左仪表板上部中央。 

由真空驱动的陀螺。指示飞机的俯仰 

和 倾 斜 姿 态 。倾 斜坡 度由指 示 器顶 部 的 

三角指 针指示 。在倾斜刻度中心标志 的两 

边 分别标记了相 应的刻度：10 。，20 。， 

30 。，60 。，90 。。俯仰和倾 斜姿态 由一 

个小飞 机标 志表 示 ，小飞机 重叠在地平 线 

标 志上 ，白色的地平线将 指示器 区域分 为 

上下两个部分。上面部分代表 “蓝天”，下面 

部分代表“大地”。两个部分都有俯仰基准 

线，用于指示飞机的俯仰姿态。指示器底部 

有一个旋钮，用于调整小飞机标 志对准地平 

线 ，以便能得到更为准确的飞行姿态显示 。 

图1 C172飞机真空系统组成示意图 

①作者简介：周跃1毛(1976一)，男，四川广汉人，硕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民航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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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航向仪(陀螺半罗盘) 

件号：$3330—1 

安装位置：左仪表板中间。 

由真空驱动 的陀螺 。通 过罗盘上一 个 

固定的小飞机模型和指针 来指 示飞机的航 

向。指示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会产生轻微的 

进动。因此 ，起飞前要用磁 罗盘进行校准， 

并且长时 间飞行中还需重新校准。指示器左 

下角的旋钮用于修整罗盘的进动，右下角的 

旋钮用于移动航向游标 。 

3典型故障分析 

3．1真空度低警告灯亮 

真空度低警告灯亮即L VAC或者VAC 

R警告灯常亮，提示左泵或者右泵性能差或 

者失效 。为了满足飞机上安装的气动仪表 的 

需求，真空泵产生的真空度通过真空度调 

节器调整N4．5～5．5汞柱／英寸，C172飞机 

维护手册优选5．3汞柱／英寸。 

干式真空泵的核心部件 (转子和叶片) 

均由石墨制成 ，叶片在转动中与椭圆形的铝 

质壳体摩擦而磨损的同时，产生的石墨粉 尘 

又对叶片起到润滑作用，降低叶片的磨损和 

温度，即泵具有 自润滑作用。但是机械磨 损 

的客观 事实是叶片会越来 越短 ，这将使得 

空气在叶片旋转时，从叶片的另一端泄漏， 

不能很 好的隔离空气 ，最终 导致真空泵性 

能变差。当真空泵抽吸的真空度值低于3．0 

汞柱／英寸时真空度低警告灯亮 。 

由于真空泵 对热 、滑油、灰 尘、水 、振 

动、机械 应力等非常敏感，时 常会出现剪切 

尼龙轴被拧断，叶片折 断，甚至 出现转子崩 

裂的故障，这些都 将导致真空泵失效，此时 

真空度低警告灯亮 J。 

另外在维护中．也出现过真空压力警告 

电门粘连的误警告，此时更换电门即可。 

3．2真空调节活门失效 

故障现象表现为：发动机转速增加，真 

空度指 示值 上升 ；反之则下降；而且调节真 

空调节 活门没有 效果 。这是由于真空调节 

活门长期处于 一种张弛状态 ，其旁 通缝隙 

被空气中的尘埃，油污等堵塞且上下粘连 ， 

即使调节真空调节活门的弹簧张力也不能 

很好的将其分离。没有旁通进气 ，真空调节 

活门失去了调压功能，真空度也就随着发动 

机的转速变化而变化 。此时，真空度对发 

动机转 速的变化还非常敏 感。当稍 一推油 

门，真空度指示值上升至最大；收油门又使 

得真空度减小至最低。 

4结语 

在通用小飞机上，真空系统一般用于驱 

动陀螺仪表 ，在Cl72飞机上也是用于驱动 

地 平仪 和方位仪 两个陀螺仪 表。气动 陀螺 
一 般工作转 速为14000 r／min，在如此高 

转速下，如果真空度还不稳定，导致流经陀 

工 业 技 术 

螺转子的气流忽大忽小，必然使得转子转 

速时刻在做加 速运动。这样 的直接 后果是 

转子轴承加速磨损，影响转速，故障现象就 

是陀螺扶不正 ，或者稳不住 ，甚至没反应， 

这些都是由于陀螺转速不足造成的。真空 

度的大幅摆 动将严重影响姿态仪和航 向仪 

的工作性能 ，减 少其使用寿命。据某飞行 学 

院统计，气动陀螺仪表的更换72％伴随着真 

空调压活门更换 ，也就是 说大部分 气动陀 

螺仪表的损坏是 真空度不稳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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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气形成液化 环境 ，避 免烟气 中二氧化硫 

和三氧化硫 形成硫酸 气体 ，通过 对水分和 

硫 酸 气体 的抑制 ，是防止设备腐 蚀最有效 

的措施 。 

2．5 缓蚀剂和防腐蚀材料的使用 

从预分馏塔、蒸发塔、脱戊烷塔的塔顶 

注 入缓蚀剂，可以有效减轻塔顶系统腐蚀。 

注入缓蚀剂时，要根据工艺介质中的硫 、氯 

等 腐蚀 物的含量 来适 当的调整剂量 。缓蚀 

剂对于降低腐蚀物质的作用强度，缩短其作 

用时间，效果显著。 

根据重 整设 备的 实际使用环境 ，在特 

定部 位采用抗腐蚀材料也 是非 常必要的 ， 

具 体材质根据 情况而 定，正 确的选用抗 腐 

蚀 材料，能够 使设备在复杂、易被腐蚀的环 

境 中以更高的可靠性运转。在石化催化装置 

中的应用也证明了防腐蚀材料 能够明显改 

善设备腐蚀状况。 

3 结语 

为应对催化重整设备在各环节可能的 

腐蚀 ，需要在生产工艺中持续优化。这需 要 

技 术人 员和现场作业人员及时改进流程 、 

加 强巡检和记录 ，以及 进行必要的专题 讨 

论。对于易发生腐蚀的部位，作业人员应做 

好 日常的监测工作，如对工艺介质定期采样 

分析或 对设备进 行定期测厚 ，时刻掌握 设 

备的腐蚀情况。对日常腐蚀所表现出来的小 

细节，如介质含杂质多或设备发生堵塞等现 

象要足够重视 ，认真分析原因并将问题消灭 

在萌芽状态。确保重整装置的安全平稳高 

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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