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创 新 2013年第3期}科技创新与应用 

关于老旧飞机 APU的再利用 
胡 伟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校验中心，北京 100621) 

摘 要：目前，在民航业内拥有飞机的企业中有许多的APU面IJ盘着即将淘汰、性能衰退而无法满足航空器安全适航的现象。而这些 
不能服务于飞机的APU只要是经过适当的改造并h,,~-：zff,l用，可以在民用的诸多领域发挥其残余价值，真正的做到“变废为宝”。 

关键词：多功能；电源气源；除雪；除冰；高温高速 

1项目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及成果 
1．1项目的立项依据 

在大、中型飞机上和大型直升机上，为了减少对地面(机场)供电设 
备的依赖，都装有独立的小型动力装置独立输出压缩空气或电力，称为 

辅助动力装置或APU。民航飞行校验中心从两架空中国王 350飞机拆 
除的两台型号为 GTCP36--150W辅助动力单元，因无其它飞机使用此 

型号 APu，所以长期放置于库房之中闲置不用，现拟应用这两台APU的 

动力特点组装成可以提供电源和气源的地面动力源设备，同时通过升 

级改造该设备使其还具有清除停机坪上的积雪和飞机机身的冰雪功 
能，这样该设备就具有电源车，气源车，飞机除冰车和地面除雪车多项 

功能，充分发挥这两台设备的功能特点满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需要。 
近几年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得异常多变，我国北 

方雨雪天气频繁，这对于航空运输业影响巨大。对于大型机场来说，有 

专门的除雪队伍使用大型除雪车来清除跑道和停机坪上的积雪。这些 
大型除雪车一方面体积庞大，另一方面价格昂贵，不适用于我们单位。 
还有些航空公司，使用发动机排气吹除积雪，这类方法一方面不易操 

作，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结合我中心机坪较小，飞机较多且都是小 

型飞机的实际睛况，这类方法对飞机的损伤大。 
民航飞行校验中心从两架空中国王 350飞机拆除的两台型号为 

GTCP36—150W辅助动力单元，因无其它飞机使用此型号 APU所 以长 

期放置于库房之中闲置不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解放人力，提高工作 

效率，本项目旨在开发一台多功能动力源。这里所用的动力源来自于几 
年前从国王 350飞机拆下的两台辅助动力装置 (APU)，型号为 

GTCP36-150W。所谓辅助动力装置，实际为一台小型航空燃气涡轮发 
动机，具有独立的燃油、滑油、起动、冷却等系统和相应的安全装置。其功 
用包括：飞机在地面时可以为飞机提供空调和电源，可以减少对机场地 

面气源车和地面电源车的依赖；为主发动机启动提供启动压缩空气或 

者启动电源；在起飞过程中，为飞机客舱提供空调以及为电网提供电源 
以减少对主发动机的功率消耗从而改善飞机的起飞性能。一台应用于 

中型飞机上的典型辅助动力装置，全套装置重约 130公斤，可提供 3．5x 
105帕∞ 3．5大气压)、190~C的压缩空气。其中，供气量在不供电时达到 

1．0公斤／；眇；在输出45千瓦电力时达到 0．88公斤／；f少。由于其型号限制， 
不能安装在其他机型的飞机上，长期以来，这两台APU一直闲置于航 

材库房里，无形中，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本项目开发的多功能 
动力源装置将最大限度的发掘其价值，为中心节约成本，同时服务于实 

际工作。 

这台多功能动力源装置，集多项功能于一体，包括：为飞机提供地 

面电源；为飞机提供地面气源；清除机坪上的积雪；为飞机除冰。这些功 
能可以解决目前中心面临的设备不足的难题，下面逐一进行说明。 

目前，我中心现有飞机 14架，琶机在机坪进行工作时，时常需要给 

飞机通电，另外，国王300型飞机需要使用地面电源来启动起动机。为 

满足这些多飞机的通电要求，仅靠中心现有的一台地面电源车是远远 

不够的。有了这台多功能动力源，可以作为备用地面电源车使用，这样 
可以不用另外采购新的专用地面电源车，为中心节省一大笔资金。 

1．2研究意义 

飞机上应用的辅助动力单元移植到地面使用，除可以提供电源和 

气源供应以外，还可以用来清除地面积雪和飞机机身冰雪的能力，充分 
发挥闲置不用设备的实用价值。飞机上应用的辅助动力单元移植到地 
面使用，除可以提供电源和气源供应以外，还可以用来清除地面积雪和 

飞机机身冰雪的能力，充分发挥闲置不用设备的实用价值。 

13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目前，国内外的大型航空企业，为了满足飞机大功率用电设备和气 

源需求，已有将飞机的辅助动力单元移植到地面作为电源和气源供应 

设备，为飞机设备用电和发动机启动供应电能和气源，但具有地面除雪 

和飞机机身除冰功能没备还没有，如果利用APU的高速高温气能源， 
使其具有地面除雪和飞机除冰的功能，这将是APU应用的新尝试。 

2项目的研究目标、具体研究内容，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1研究 目标 

将飞机用APU实现地面多功能应用，可以为地面设备提供 28V， 
220V电源，45PSI压力气源以及 100 以上的除冰气源和清除地面积 
雪。 

2．2研究内容 

本项目研究内容如下：a多功能动力源的自行走功能。h为蓄电池 
充电的功能部分。C．除冰雪功能的实现方法。d．APU的地面远端监控和 

控制。 
2-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何利用 APU尾喷高温高速排气实现对地面积雪的清扫(文氏管 
原理)。 

文丘里管 Venturi tube测量流体压差而确定流量的装置。由意大 
利物理学家G．B．文丘里发明而得名。其构造如图，由等直径人口段、收缩 

段、等直径喉道和扩散段等组成，串联于管路中。设人口段和喉道处流 
体平均流速、静压和管道截面面积分别为v 、pl、S，和v2,p 、S ，密度 P不 

变，根据连续I生方程 Slv =S =Q和伯努利方程pl+( )pv12=p ( )pv22 

(假定管轴线水平)，可导出流量 口=s ，p]0 ))，[1一(s ，s1) 。 

除压差(p _p：)外均为已知数，故测量此压差即可求得流量。对于液 
体，于入口段和喉道处分别安装测压管即可测出此压差；对于气体，应 
敷设测压孔，通过导管将压力i#-~I至压力计。为避免出现流动分离，收 

缩段型线应光滑，扩散段的扩散角不能过大，如不超过7o~8。。文丘里管 

具有装置简单、测量可靠、压强损失小等优点，已广为应用。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生分析 

本项目开发的多功能地面动力源装置，动力来源于APU，关键技术 

在于如何实现对APU输出动力的利用。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所用设备 

和材料多来自于中心现有资源。这次项目所使用的APU，其工作原理和 
应用价值了然于胸，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充分利用。这套系统主要 
围绕两台闲置的APU展开，主要工作是如何开发其功能。APU本身自 

带发电机，高压引气也是其主要功能。我们通过合理设计方案，将机载 

的辅助动力装置应用于地面上，这些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掘其潜能，结合生产实际遇到的问题， 

开发了自动除雪和飞机除冰功能。这两项功能巧妙利用APU燃烧后排 

放的高温高速燃气，鉴于APU功率的限制，在实现除雪功能时，我们没 

有参照别人采用过的直喷吹除的方法，而是另辟蹊径，巧妙运用文氏管 
原理，设i寸一套除雪、除冰引气管路。经过文氏管的加速作用，引气速度 
大幅提升，由此产生的压差将满足除雪的功率需求。这里的文氏管原理 

在飞机的供油系统里广泛应用，经过了大量的工程验证，因此，把它应 

用在这里也是可行的。 
方案里的遥控控制原理在现实中已经相当成熟，不存在技术上的 

问题。电动车的设计更是有大量的方案可供参考。 

3．1项目研究方案 

主要以实验测试验证为主。 

为了验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需要试制简易装置对关键技术进行 

验证。(1)试制除雪管道，主要是文氏管收缩段、喉道、扩散段的尺寸。另 
外，试制除冰引气口。(2)试制遥控器，测试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是否可 

靠。(3)试制APU高压引气管接口，测试其与飞机的接口是否搭配。(4) 
制作成品装置。根据设计方案和计算参数，以及试制的简易装置，确定 

最终的制作方案，并制作成品装置，测试并验收。 
3．2技术路线 

本项目开发的多功能地面动力源装置，动力来源于APU，关键技术 

在于如何实现对APU输出动力的利用。 
(1)APU本身装有一台启动发电机，既可作为起动机启动APU，又 

可在APU完成启动后转换成发电模式。我们可以把发电机发的电储存 
在大容量的铅酸蓄电池中，在动力源输出面板上安装220V和 24V电 

源线，满足不同用电设备的需要。(2)APU高压引气可作为气源车使用。 
设计一根引气管，一端连接在APU压气机引起孔，另一端做成标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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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防雷措施 
伍祥清 钟 昭香 吴跃宏 吴雪英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气象局，广东 连平 517100)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已经被人们广泛应用。在使用的过程中除了计算机 自身因素外，雷电也可能会造成计 

算机的损坏，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计算机防雷技术的重视，采取一定的防雷措施，保护好计算机。本文主要阐述了计算机的防雷措 
施 ，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计算机；防雷；措施 

1计算机的作用 

计算机系统由硬件(子)系统和软件(子)系统组成。前者是借助电、 
磁、光、机械等原理构成的各种物理部件的有机组合，是系统赖以工作 
的实体。后者是各种程序和文件，用于指挥全系统按指定的要求进行工 
作。自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技术在元件器件、硬 
件系统结构、软件系统、应用等方面，均有惊人进步。现代计算机系统小 

到微型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大到巨型计算机及其网络，形态、特性多 
种多样，已广泛用于科学计算、事务处理和过程控制，日益深入社会各 
个领域，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 

2计算机的损坏及雷电入侵 

造成计算机损坏和存储数据丢失的原因有二个，主要是：(I)病毒 
侵蚀、人为窃取、计算机电磁辐射、计算机存储器硬件损坏等等。(2)雷电 
电磁脉冲入侵。造成数据处理系统计算机硬件、软件数据遭到破坏，计 
算机网络系统易遭受雷击损失的设备有：MODEM (调制解调器)、 

ROuTER(路由器1、HUB(集线器)、网卡、通信卡、U巧、计算机电源及主 
板。雷电是一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自然天气现象，雷电瞬间可产生电压 
高达数百万伏，瞬间产生的电流可达数万安培，雷击后在雷击中心 1．5_2 
口半径范围内都可能产生危险过电压损害造成电源线路和信号线路上 

的设备损坏。Cb云(雷云与雷云之间 )放电，产生雷电浪涌，通过各种线 
路进人设备，造成设备损坏。 

3计算机系统的防雷措施 
按照防雷设计国家标准规范(GB2887-2010)的要求，计算机房的 

防雷主要是防雷电电磁脉冲。主要内容包括：(1)电源系统的雷电防护： 
(2)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雷电防护：(3)等电位联接：(4)防雷接地：(5)计算 
机主房屏蔽等措施。 

4计算机防雷设计方按 
4．1电源系统的雷电防护：在直击雷非防护区(LPZ0A)或直击雷防 

护~(LPZOB)与第一防护区(LPzI)交界处安装一级分类试验产品防雷 

器 REP-XEL385M250,(标称工作电压)Un=380V，(电压保护水平) 
Up--．<1．5K v'(冲击电流)Iimp=25KA,(响应时间)△t≤lOOns；产品特|点： 
内置失效脱扣装置，当保护器因过热、击穿失效时，能自动将其从电网 
脱离，具有失效指示功能；作为电源线路的第一级雷电防护。 

4-2第一防护区之后的各分区 LPZI区)交界处应安装限压型二 
级分类试验产品防雷器REP-XEL385M40,(最持续运行电压电压)uc= 
385 v，(电压保护水平)Up~<2．0KV,(标称放电电流)In=4OKA，作为电源 

线路的第二级雷电防护。 

3使用直流电源的信息设备，应安装适配的直流电源SPD作为电 
源线路的第三级雷电防护。 

44、网络系统的雷电防护在机房的网络交换机处安装 24口机架式 
网络防雷器，型号：REP_x0 24RJ45E100(标称工作电压)un=5v，(电压 

保护水平)up≤13V，(标称放电电流)In=5KA，(响应时间)Ate<Ins；作 
为控制机房网络交换机网络线路的雷电入侵防护。 

45等电位联接，将所有进入建筑物的外来导电物应在 LPZOA、 
LPZOB与 LPZI区的界面处应做等电位连接，在配电房、控制机房内所 

有等电位连接线、静电接地及 SPD接地线先汇集到等电位连接板再与 
汇入地网、将分开的外导电装置用等电位连接导体连接后接地，以减少 
系统设备所在的建筑物金属构件与设备之间或设备与设备之间因雷击 
产生的电位差。接地装置，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总和，用于传导雷电流并 
将其散 大̂地的这部分防雷装置。 根据 GB50343中有关规定，所有 

进入建(构)筑物的电源线路与信号线路应分管(或槽)敷设线路的屏蔽 
层两端接地；安装信号、电源防雷器均采用现场建筑物地线，现场无法 
取得接地点时，应设立地网，所有接地点其接地电阻值应小于4Q。 

进行静电地板的铺设，并形成网格与屏蔽层的外层钢网共地。屏蔽 
室的门一般采用双层双开白钢无窗防盗门并与机房的地线连接，即实 
现均压等电位又达到屏蔽接地的目的。按照此种设计方法屏蔽机房效 
果一般可以实现手机，寻呼机、对讲机、收音机等常见的无线通讯工具 
在屏蔽机房内无法接受发射信号。 机房内的硬盘监控设备和接触非 

接触门禁以及 PSTN、ISDN／DDN等信息产品的终端设备的外壳都于屏 
蔽室内静电地板下的防静电母带连接形成等电位。由于计算机房一般 
采用 UPS供电所以，其电源系统的防雷也至关重要。现在防雷一般采用 
三级防雷措施，但是对于精密设备的防护级别应该得到重视。所以，在 

对电源系统的保护设计过程中在设备前端设计一只防雷插座是有必要 
和实际意义的。那么，除电源系统外信号包括监控系统的RF信号，程控 
交换机、网络设备和门禁系统的RS485信号等弱电系统也要增加相应 
的浪涌保护装置。建筑物内电子糸统、在己确定雷击电磁脉冲影响最小 

之处、等电位连接带宜采用金属板并与钢筋或其它屏蔽构件做多点连 
接，电子系统不应设独立的接地装置。向电子系统供电的配电箱的保护 
地线(PE线)应就近与建筑物的等电位连接网络做等电位连接。 

作者简介：伍祥清，1961年3月出生，男、籍贯：广东省河源市连平 
县，现任职称：经理，学历：高中，究方向：防雷工程。 

头，该接头可以与飞机的空气起动机接头相连接。在引气管内安装引气 
开关控制活门，实现对APU引气的控制。(3)地面除雪车可以设计一台 
可以遥控控制的电动车，将多功能地面动力源安装在电动车上。APU的 

工作参数，如：N1、N2、n’I’可以通过无线传输到遥控器的显示窗口上，操 

作人员可随时观察APU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遥控器上的方向和速度 
控制旋钮可以控制除雪车的行进速度和行车方向，自动完成除雪。在动 
力源上加装灭火瓶，当APU发生火灾时，通过遥控器上的灭火旋钮实 

现自动灭火。将 APU排气引入到一条文氏管内，文氏管的唇形开口用 

于抽吸地面积雪。(4)APU排气引入到—条管道用于飞机的除冰。在管 
路上加装温度调节活门，通过改变外界冷空气的进气量实现温度的调 
节。 

3．3可行f生分析 

本项目所开发的多功能地面动力源，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所用设备 

和材料多来自于中心现有资源。这次项目所使用的APU，其工作原理和 
应用价值了然于胸，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充分利用。这套系统主要 
围绕两台闲置的APU展开，主要工作是如何开发其功能。APU本身自 

带发电机，高压引气也是其主要功能。我们通过合理设计方案，将机载 

的辅助动力装置应用于地面上，这些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掘其潜能，结合生产实际遇到的问题， 

开发了自动除雪和飞机除冰功能。这两项功能巧妙利用APU燃烧后排 
放的高温高速燃气，鉴于APU功率的限制，在实现除雪功能时，我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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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照别人采用过的直喷吹除的方法，而是另辟蹊径，巧妙运用文氏管 

原理，设计一套除雪、除冰引气管路。经过文氏管的加速作用，引气速度 
大幅提升，由此产生的压差将满足除雪的功率需求。这里的文氏管原理 
在飞机的供油系统里广泛应用，经过了大量的工程验证，因此，把它应 

用在这里也是可行的。方案里的遥控控制原理在现实中已经相当成熟， 

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电动车的设计更是有大量的方案可供参考。 
另外，本人多年在航空维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一支精湛的专业 

团队具备开发此项目的一切基础。项目中所采用的方案是经过反复论 

证的，也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将会给中心带来显著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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