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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7—300机型增压系统典型故障分析 
王 鹏 马 鸣 

(河南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机务工程部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介绍了737-300机型增压系统工作原理，对典型性故障排除做出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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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7—300飞机座舱增压系统属于故障高发系统，严重影响了航班 

的整点率。 

1 组成及功用 

控制系统包括：控制面板、控制器、排气活门。应急系统包括：两个 

安全释压活门、一个负压释压活门、座舱警告系统。排气活门包括前外 

流活门和后外流活门。前外流活门受再循环风扇和后外流活门控制。再 

循环风扇工作时前外流活门关闭不受后外流活门控制。再循环风扇不 

工作时受后外流活门控制，当后外流活门关闭至 0．5+0．5度时前外流活 

门关闭，当后外流活门开至4_-*-0．5度时前外流活门打开。 

2 增压 系统工作原理 

系统分为控制系统和应急系统，并拥有三种控制方式：自动方式 、 

备用方式、人工方式(人工直流、人工交流)。 

2．1 自动方式 

自动增压控制方式中输入增压控制器的信号主要来自增压控制面 

板、座舱压力感传感器，环境压力传感器，气压修正机构和空地感觉机 

构。正常飞行有 5种座舱压力程序：地面非增压，地面预增压，爬升，巡航， 

下降 这些程序在控制器内产生信号来调节排气活门以控制座舱压力。 

座舱压力程序信号通过控制器的一个速率限制器，将高度变化率最大限 

制在： 

①爬升程序时为+_500英尺／分 

②等压或下降程序时为_+350英尺／分 

从速率限制器出来的信号与来 自压力传感器的实际座舱压力进行 

比较．并将差值送到放大器，操纵后外流活门上的交流作动器进而调节 

座舱与环境压力的压差、座舱高度以及爬升／下降率。 

地面预增压：P5增压控制面板方式选择按钮设置在“AUTO”位并 

将增压控制系统设置在“GRD”位。此时排气活门在开位，增压控制器将 

所有控制信号送至交流作动器。飞行前飞行员将设定飞行所需的巡航 

高度及着陆机场高度 ，并在无线电高度表上输入修正场压，此时控制器 

自动产生一个爬升增压程序。所有舱门关闭后 ，将增压控制系统设定在 

“FIJT”位。此时排气活门接近关位，并按控制器程序将座舱高度调至低 

于跑道 189VF，即增压座舱压差为0．125PSI。飞机起飞后，自动接通爬升 

程序。 

爬升：在爬升过程中．飞机按照控制产生的爬升增压程序使座舱高 

度从低于机场感度 189FT变化到巡航时座舱高度高于环境压力 7．5PSI 

或7．8PSI。 

巡航：当飞机达到设定的巡航高度时控制器执行等压程序。即当环 

境压力大于所达飞行高度的标准空气压力 0．25PSI时，巡航程序开始执 

行，在巡航状态下，若飞机设定飞行高度等于或低于28，000英尺，飞机的 

座舱压差稳定在 7．45PSI；若飞机设定飞行高度高于28，000英尺，飞机的 

座舱压差稳定在7．8PSI，从压差组件出来的信号进入最大压差限制器 

电路，此电路的作用是当内外最大压差在7．9PSI以内时，飞机座舱压差 

保持在7．8PSI，若飞机上升在设定飞行高度之上并超过最大压差时，座舱 

高度随之上升以维持在最大压差。若座舱压差超过最大允许压差，说明 

后外流活门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开关，我们可以看到造成此种情况 

的主要原因有增压控制面板，增压控制器，压差组件或后外流活门中某 

个部件失效或故障。而座舱压差过小除以上部件失效或故障外还有可 

能存在机身泄漏、气源系统供气不足。 

下降：当环境压力大于设定所达飞行高度的标准空气压力 0．25PSI 

而此时飞机处于下降高度状态，控制器根据环境压力和设定着陆机场 

高度产生下降程序并执行下降程序直至座舱高度高于着陆高度 30OFT 

止。 

80 

地面非增压：飞机接地后控制器再次将座舱增压至0．125PSI．在飞 

机停车后，飞行员将增压设定在“GRD”位，排气活门全开。增压程序结 

束。 

2-2 备用方式 

在增压控制面板方式选择在“STANDBY”，绿色“STANDBY”灯亮， 

控制器将信号输出到直流作动器。飞行员在飞行中需要随时根据高度 

与座舱高度的转换表输入与飞行高度对应的座舱高度，并根据座舱压 

差情况、座舱高度随时调整座舱升降速率。 

3 部件故障的故障现象及原因 

3．1 前排气活门卡滞 

因为前排气活门油后排气活门控制，当后排气活门关闭至0．5：if)．5 

度时前外流活门关闭．当后外流活门开至4-+0．5度时前外流活门打开， 

如果后排气活门上的开关限制电门失效，就会使前排气活门处于常关 

或常开位，使得前排气活门关闭指示灯常亮；如果前排气活门卡滞在开 

位或中间位，可能会导致客舱压差不能正常建立，使压差不能到达预定 

值。前排气活门的工作状态可以在地面将增压控制方式选择到人工位． 

人工操作后主排气活门，通过查看前排气活门的位置指示器判断其工 

作正常与否。 

3-2 后排气活门故障 

后排气恬门在不同的方式下接收从增压控制器来的信号，通过作 

动交流或直流马达调节其自身的开度以保持合适的压差或座舱高度变 

化率，使客舱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乘客没有压耳等不好的感受。后排气 

活门上不同部件的失效会导致不同的故障现象．如压差过大或压差不 

足 、座舱高度保持不住，座舱高度变化率不正常等现象 ，总之会引起增 

压不能按预定的程序正常进行。通过地面人工操作后排气活门观察其 

工作状态可以确定故障。后排气活f1上有交流、直流马达，在排除故障 

时要结合故障现象进行隔离以确认。如上所说，后排气活门的故障可能 

表现为前排气活门不能正常工作等现象。 

3-3 增压控制组件失效 

增压控制器接受来 自增压控制面板，座舱压力感受点，环境压力感 

受点，压差组件，空地感觉机构的信号，这些信号在增压控制器内进行比 

较、放大、逻辑处理后，输出控制后外流活门交直流马达的电压信号．控 

制后外流活门的开度进而控制座舱压差、升降速率。如果增压控制器不 

能正确的对各种输入信号与实际环境压力进行比较处理，将输出错误 

的电压信号到交直流马达，控制后外流活门作动到不正确的开度，从而 

造成座舱压力与外界环境压力差值过大或过小。故增压控制器故障的 

可能性最大，且增压控制器的接近、更换并不复杂，故建【义发现此类故障 

时首先与其它飞机互串增压控制器．测试后确定故障是否转移。增压控 

制器的故障还会导致自动方式不能正常工作而备用方式工作正常，这 

种现象也有很大的可能是由于后排气活门的交流马达故障而直流马达 

工作正常引起的，可以通过把增压控制方式选择到人工交流位判断交 

流马达工作的正常性。组件失效的判断还可以通过串件或对其 自身进 

行一个自检测试来进行。当然增压控制组件的故障还会引起非程序下 

降灯亮等故障现象。 

3．4 增压控制面板或相关线路故障 

增压控制面板作用是机组依据飞行的实际需求．设定飞行高度和 

着陆机场的高度，以及选择飞机的增压方式。如果机组根据飞行需求设 

定的增压控制面板中的参数不能正确的提供给增压控制器，增压控制 

器将会根据这个错误的输入信号与飞机实际的空中环境压力比较，从 

而增压控制器输出错误的控制信号到后外流活门作动器，使活门作动 

到不正确的开度 ，造成增压系统的故障，故障现象会反映不一。如果相 

关线路故障会导致不同的故障现象如座舱高度变化滞 (下转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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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影响消费者到学校体育场馆锻炼的影响因素调查表 

开放 收费 场地 场地环境 配套服 管理人 

员的服 其他 时间 标准 质量 锻炼氛围 务 

务态度 

学生 65-38％ 76．92％ 42-30％ 44．23％ 40_38％ 48．07％ 1．92％ 

教工 69．57％ 39．13％ 39．13％ 26．O8％ 26．09％ 30 43％ O％ 

社会人员 46．15％ 53．84％ 38．46％ 42．3l％ 42-31％ 42_31％ 3．85％ 

表3 学校体育场馆开放需改进的方面调查表 

增加开 收费方 提高多种 加大宣 提高服 加强场 

放时间 式灵活 配套服务 传力度 务质量 地维护 

学生 73．08％ 55．77％ 50．0o％ 21．15％ 40-38％ 40_38％ 

教工 60-87％ 52．17％ 34．78％ 17_39％ 34．78％ 30．43％ 

社会人员 69．23％ 69．23％ 30．43％ 26．92％ 46．15％ 30．76％ 

三种价格，校内学生比教工更优惠的价格策略’，充分考虑优惠本校师 

生，体现服务为本的思想；同时进一步考虑到学生没有收入 ，对学生更 

优惠，使学生能以较低的消费成本参与体育运动。在管理中一方面要 

坚持校内优惠价 ，另一方面还要预防内部人的再出租，以谋取正常价 

格和优惠价之间的差价。当正常价和优惠价之间的差价越大时，就越 

要预防类似的问题。在影响你到学校体育场馆锻炼的因素调查显示， 

场馆的收费标准在影响因素中位居榜首(表2)；学校体育场馆开放需 

要改进的方面调查显示，有超过 50％的人选择收费方式灵活多样(如 

会员卡、月卡、季卡、时段优惠等)，可见高校体育场馆的价格除针对不 

同的身份差别定价外，还应制定更加灵活、开放优惠的价格策略，如实 

行会员制、区分单位会员与个人会员，在价格上有所不同，制定时段优 

惠价格，出售月卡、季卡等，以低廉的价格策略吸引不同类型的消费群 

体，薄利多销，促进场馆使用率的提高。 

2．2．6 经营手段和多种经营方式的运用 

营销方式已是当前商界普遍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 ，目前被大多高 

校场馆管理部门很好的认识和采纳的并不多。营销方式也比较单一 。 

多数是竖广告牌、发传单，利用网络或报刊杂志刊登广告或聘业务员 

的几乎没有。因此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还缺乏主动出击的姿态．被动 

地坐等客户上门，在竞争 日愈激烈的体育健身市场中势必处于劣势 ， 

影响赢利效果。另外，为提高场馆收益，在经营上要采取“以体为主，多 

种经营”的策略，积极开拓市场，开展场馆冠名、附属用房出租、运动器 

材、饮料、服装经营、广告位招租等，扩大饮料效果。 

3 对策 

3．1 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简政放权，为扩大场馆的经营创造条件 

学校管理者应转变观念，破除计划体制下的思想束缚．主动适应 

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管理部门要健全场馆经营管理机构。配备专职 

的经营管理人员 ，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责、权、利 ，制定一套符合场馆 

管理特点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充分挖掘现有场地设施和人力资源，激 

发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为扩大场馆的经营创造条件。 

3,2 引入社会资金，改善硬件设施。兴建场馆，提高使用率和经营效 

益 

优质的场馆条件和设施能有效的提高场馆的收益。学校体育场馆 

资源丰富，但硬件设施较差，在学校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有必要积极开 

拓资金来源渠道，以无偿或有偿赞助、联建、共建、冠名等形式吸引社 

会资金的投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努力改善场馆的硬件设施，兴建 

新的室内场馆．提升体育场馆承接社会各级各类体育活动的能力，取 

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3-3 引进人才，完善内部激励机制 

体育部是学校的教学单位，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 

训练和群体竞赛活动。体育场馆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它不仅对保安、保 

洁和维修有要求，更要求有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管理创新 

思维，单靠几个后勤管理人员兼职管理 ，很难做到“一手服务教学 ，一 

手抓场馆管理”。很可能时两头都没抓好，甚至有时为了体育场馆的维 

修而疲于奔命．出现使用多、养护少 ，体育场馆设施 日见损坏的问题。 

引进、培养既懂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又熟悉市场运作机制的复合型人才 

显得尤为紧迫。加大内部管理的力度，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实现责、权、 

利相结合 ，调动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3．4 采用和完善各类经营管理手段，尝试试行俱乐部的经营方式 

采用和完善各类经营管理手段，开拓多种经营方式，及时掌握社 

会对体育的需求信息。在具体的经营上，应科学合理的安排场馆开放 

时间、制定和完善价格策略，形成多方位的价格体系；利用社区居委会 

对居民比较熟悉的优势，由其进行更广泛的宣传。配合学校做好开放 

的管理；选择场馆条件较好，广受消费者喜爱的项 目进行试点，尝试俱 

乐部的经营方式 ．如依托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作，可为高校体育场馆 

社会服务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3．5 开发网络管理系统，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培育体育消费者市场 

当今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网络也在不断地 

扩展着人们的生活空间，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因此应善于 

运用网络的强大优势．制作学校体育场馆社会服务网页，开发体育场 

馆经营管理服务系统，实现管理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的良性 

互动，培育体育消费市场．从而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节约成本、提高 

服务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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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O页)后，座舱高度保持不住、非程序下降灯亮等现象，较为复 

杂，而且故障可能有时有无，一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因为在它们故障 

时是最易引起重复故障。所以在排故过程中要考虑全面，不能忽视。 

4 总结 

由于增压系统属于一种典型间断性故障 (由于每条航路不同气候 

条件，系统时好时坏)我们在对 B737—300机型飞机进行增压系统排故 

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结合 F『M手册，AMM手册，严格按照各种测 

试程序，得到准确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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