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论 坛 

l■ 

某型发动机加力自动断开故障浅析 

于 平 王春科 
(中航工业试飞中心飞行部机务处 陕西 西安 710089) 

[摘 要]某型飞机在定型试飞过程中，配装的某型发动机飞行时发生加力状态自动断开故障，通过对故障的排除，发现飞机与发动机油门操纵系统即飞发 

接口设计协调中存在的不足，为此针对性的制定维修措施，并建议设计部门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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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型发动机为带有加力燃烧室的双转子涡轮喷气发动机，由八级轴流式压 

气机、环管燃烧室、二级轴流式涡轮、加力燃烧室和发动机附件组成；该型发动 

机配装某型飞机在定型试飞过程中工作稳定，可靠性较高。通过飞机的定型试 

飞暴露出飞机与发动机存在个别总体协调上的缺陷与不足，为设计改进提供了 

依据，为该型机的顺利定型奠定了基础。 

1故障现象 

1 1试飞员反映的故障现象 

某型0l架飞机进行设计定型增稳科目试飞，飞行高度6000 m，油门手柄由 

“最大”状态进入“全加力”状态，飞机水平增速，马赫数接近1．1N，试飞员将油 

门手柄由“全加力”状态缓慢收到“小加力”状态，发动机处于“小加力”状态工 

作，持续约3s左右，试飞员接通飞机增稳系统，此时发动机开始出现“加力”状态 

时通时断现象，持续约6 s左右，试飞员将油门手柄收到发动机“最大”状态；发 

动机稳定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次重复上述动作，发动机进入“全加力”稳定后逐 

渐收到“小加力”，油门手柄在“小加力”位置时“加力”状态时通时断。试飞员停 

止科目试飞返航。 

1．2飞参数据 

发动机稳定在“最大”工作状态，飞机水平增速，约25 s后发动机进入“全 

加力”工作状态，飞机水平增速至音速时，油门收到“小加力”位置，喷口直径由 

“全加力”收到“小加力 状态，发动机也由“全加力”逐渐过渡到“小加力”状态， 

稳定工作约3 s后，发动机喷口直径突然从“小加力”喷口向“最大”状态喷口回 

收，随后又放大到“小加力”喷口，然后再次回收放出，如此动作反复3-4次，时 

间持续约6s～7s后，喷El直径收回到“最大”状态喷口。在此过程中，排气温度急 

降最低~65012，低压转子转速急增g~104％，高压转子转速急降到96％。发动机 

“加力”状态断开，油门手柄收到“最大”状态后，发动机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最 

大”工作状态 。 

飞参数据见(图1)。 

2该型发动机加力系统简介 

2 1加力系统的组成 

加力系统主要由加力燃烧室、加力燃油供给系统、加力电气控制／操纵系统 

组成。 

加力燃烧室由加力扩散器和可调喷El组成；用来保证加力系统的接通、稳 

定燃烧及加力状态的改变，同时在加力状态接通后，为保证主机一定的工作状 

态，用喷口液压操纵系统控制可调喷口出ISI截面积随燃气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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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飞参数据示意曲线图 图3 发动机喷口调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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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喷口调节规律检查结果与正确规律的对比示意图 

73。 78 1 09 ii 2 状态操纵蠹刻废 

图5 喷口调节规律检查结果示意图 

从小加力到全加力的喷口直径进行连续无级调节。 

加力燃油供给系统用来供给和调节加力燃烧室所需燃油，保证发动机在各 

种加力状态下按照预定的涡轮落压比工作。 

加力电气控制／调节系统按照输入的信号(即发动机油门杆位置信号)控 

制、调节发动机加力系统工作。 

2．2改变加力系统工作状态的附件 

改变发动机加力系统工作状态的附件主要有：状态操纵盒CZH一4E、转速 

操纵盒CZH一7、加力电磁活门、主／副油路汽化器电磁开关、可变电阻传感器、 

可变电阻器、反馈传感器、自动加力箱等附件。 

2．2．1状态操纵盒CZH一4E 

用来接通和断开发动机状态操纵系统的电路，以操纵发动机加力工作状 

态。通过凸轮控制四个控制开关来实现。四个凸轮控制开关分别为： 

a)~JH力自锁凸轮控制开关SM：(68土1)。 

状态操纵盒指示刻度在(68士1)。以上控制开关接通，在(68±．1)。以下断 

开，保证在加力接通后不会因转速瞬时下降而将加力切断， ，， 

b)加力凸轮控制开关JM：(73士1)。 

加力凸轮控制开关JM通常称为73。电门(以下称为73。电门)，状态操纵盒 

指示刻度在(73±1)。以上控制开关接通，在(73±1)。以下断开，用来接通或断 

开加力状态； 

c)应急加力凸轮控制开关TM：(100~1)。 

状态操纵盒指示刻度在(100+1)。以上控制开关接通，在(100~1)。以下断 

开，用来应急接通和断开加力状态； 

d)放气凸轮控制开关FM：108—2。 

状态操纵盒指示刻度在108—2。以上控制开关接通，在108-2。以下断开，用 

来在108—2。以下的部分加力和小加力状态下，使P2 补充电磁开关断电放气。 

2．2．1转速操纵盒CZH一7 

用来接通和断开发动机起动系统和状态操纵系统的电路，通过发动机高压 

转子传动，来驱动操纵盒内的转轴及凸轮并接通、断开凸轮控觎 关来实现。转 

速操纵盒内共有六个凸轮控制开关，其中加力联锁凸轮控制开关JL用来保证高 

压转子转速大于、小于(91±1)％时，接通、断开加力状态的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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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发动机加力状态的接通与断开 

2．3．1发动机加力状态接通的条件 

发动机加力状态接通的条件有两个： 

a)高压转子转速达到≥(91i1)％ 

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91±1)％时，转速操纵盒CZH一7内的加力联锁凸 

轮儿协动，接通加力状态联锁，为接通加力状态作好准备； 

b)73。电门接通 

状态操纵盒指示刻度≥(73士1)。时，状态操纵盒CZH一4E内的加力凸轮控 

制开关JM协动，即73。电门接通。 

2．3．2加力状态的接通 

发动机加力状态接通工作见图2。 

2．3，3加力状态断开的条件 

加力状态断开的条件有两个： 

a)状态操纵盒指示刻度<(73±1)。以下； 

b)喷口直径收到“小加力”状态。 

3故障分析及捧蠢 

3 1故障分析 

通过试飞员反映的故障现象以及飞参数据可以看出，发动机从“最大”直接 

进入“全加力”状态，加力的接通及其工作良好，各参数正常、稳定；说明加力系 

统的接通、燃油供给／调节、喷El调节等各附件及系统工作正常。 

发动机由“全加力”降低到“小加力”状态稳定工作很短时间后，喷口突然出 

现脉动其直径忽大忽小，排气温度降低，低压转子转速急升，高压转子转速逐步 

降低。 

现象分析：发动机在“小加力”状态，能导致喷口脉动即喷口直径从“小加 

力”状态到“最大”状态之间反复脉动，根据上述的加力系统工作原理以及加力 

接通与断开的条件可知，当状态操纵盒CZH-4E内加力凸轮控制开关JM[~I73。 

电门故障时通时断时，或状态操纵盒CZH一4E内的加力自锁凸轮sM即68。电门 

以及转速操纵盒内的加力联锁凸轮JL~P91％电门同时故障时通时断可导致此 

现象发生。 

3．2故障排查 

根据故障现象以及分析结果，故障排查主要为三个方面。 

a)发动机操纵系统检查； 

b)喷口的调节规律检查； 

c)加力凸轮JM~73。开关检查。 

3．2．1发动机操纵系统检查 

发动机操纵系统检查分为两部分。 

a)发动机操纵系统一般检查 

发动机操纵系统的—般检查主要是操纵系统的灵活性、各机件连接的可靠 

性以及间隙等。经检查，前舱、后舱的油fq-y-柄分别从“停车”到“全加力”整个范 

围内来回移动，操纵均灵活，无紧涩和卡滞现象，并能停留在任意位置；油门操 

纵台的各限动器、油门手柄上的扳机以及各传动拉杆的固定、连接可靠；各机件 

的间隙符合规定； 

b)发动机操纵系统协调性检查 

发动机操纵系统协调性检查结果与规定值的对比如(表1)： 

3．2．2喷口调节规律检查 

3．2．2．1喷口规定的调节规律 

发动机喷口规定的调节规律见(图3)。 

3．2．2．1喷口调节规律检查 

喷口调节规律的检查见(图4)。 

a)检查方法1的结果 

检查方法1是将自动加力箱上的旋转开关M7旋转到“水平”位置，油封盒上 

的油封电门扳到“中立”位置。 

检查结果： 

1)将油fq-y-柄由“慢车”推到“全加力”位置，喷口调节工作正常，规律正确； 

2)将油门手柄由“全加力”收到“小加力”位置(紧靠小加力限动器，状态操 

纵盒的指示刻度为73。)，喷口直径由“全加力”收到“小加力”状态后，立刻又放 

到“全加力”状态；将油门手柄略微前推离开小加力限动器，喷口直径又收到“小 

加力”状态； 

3)将油门手柄由 慢车”推到“小加力”位置(紧靠小加力限动器，状态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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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发动机操纵系统协调性检查与规定值的对比表 

参数 规定值 检查值 

状态 刻度( ) 刻线 刻度(。) 刻线 

推油门 收油门 

停车 0±1 紧靠限动钉 一l —l 紧靠限动钉 

慢车 13±2 2～3 12 l2．5 2 

最大 64一l ≥7 64 64 7 

小加力 73±1 >7 73．5 正常收：73．5 >7 

快收：73 

全加力 112 紧靠限动钉 l12 112 紧靠限动钉 

盒的指示刻度为73。)，喷口直径先是收到“小加力”状态，随即又放到“全加力” 

状态。 

b)检查方法2的结果 

检查方法2是在检查方法1的准备工作基础上，再短接转速操纵盒CZH一7 

内的收小喷口凸轮xK即高压转速66％凸轮控制开关相荧电路进行检查的。 

检查结果： 

l 油f7#-柄由“慢车”推到“全加力”位置，喷口调节工作正常，规律正确； 

2)将油门手柄由“全加力”收到“小加力”位置(紧靠小加力限动器，状态操 

纵盒的指示刻度为73。)，喷VI直径由“全加力”收到“小加力”状态后，立刻又收 

到“最大”状态；将油门手柄略微前推离开小加力限动器，喷口直径又放到“小加 

力”状态； 

3)将油门手柄由“慢车”推到“小加力”位置(紧靠小加力限动器，状态操纵 

盒的指示刻度为73。)，喷口直径先是放到“小加力”状态，随即又收到“最大”状 

态。 

c)l1种检查方法的结果对比 

两种检查的方法略有不同，但检查结果暴露的现象一致。发动机在“全加 

力”、“部分加力”的工作正常。在“小加力域”即状态操纵盒刻度指示为(73～ 

78)。范围内，油门手柄紧靠小加力限动器即在“sj,~Jl力域”的下限时，喷口位置 

退出加力状态；油门手柄略微离开小加力限动器即离开“小加力域”下限时，喷 

口工作正常。 

3．2．3加力凸轮控制开关JM检查 

断开飞机操纵系统与发动机操纵组件的连接，检查加力凸轮JM控制的微 

动开关1173。电门的接通与断开刻度。73。电门的规定值为(73±1)。，经检查73。 

电门接通与断开的刻度均约为73．5。。 

4故障定位与排除 

4．1故障定位 

经排查，故障是由于发动机操纵系统在“小加力”状态，若油门手柄从“全加 

力 陕收到“小加力”位景或油门手柄紧靠／J,；ll力限动器时，状态操纵盒czH一 

4E此时的指示刻度为73。，小于73。电门的接通刻度73．5。，导致发动机加力状态 

断开。 

4．2故障排除 、 

4．2．1故障排除 

调整发动机操纵系统，将油门手柄紧靠小加力限动器时状态操纵盒指示刻 

度调整为74。。 

4．2．2故障排除验证 

故障排除后的验证通过检查喷口调节规律和发动机试车两种方法实现。 

a)检查喷口调节规律 

检查喷口调节规律，工作正常。 

喷口调节规律检查结果见(图5)。 

b)发动机试车工作正常。 

5故障机理 

根据发动机加力状态接通、断开的条件并结合地面的发动机操纵系统协调 

性及加力凸轮控制开关JM及73。电门检查结果可知，在飞行过程中试飞员将发 

动机状态由“全加力”收到“小加力”状态，此时状态操纵盒内的73。电门处于接 

通后的临界状态，即油门手柄控制的状态操纵盒转轴旋转的角度将将接通73。 

电门。发动机在“小加力”状态稳定稍许后，飞机接通增稳状态，飞机姿态随即改 

变 随着飞机姿态的改变发动机操纵系统受到微小振动后，发动机状态操纵盒 

内的73。电门断开，发动机退出加力工作状态。随着发动机状态的突变，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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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发动机操纵系统受到反向的振动，73。电门接通，此时发动机的高压转子 

转速仍远高于91％，即发动机接通加力的条件满足，发动机进行接通“小加力” 

状态，喷口直径向“小加力 状态位置放出。发动机在进行接通加力的过程中，仍 

然由于振动的影响，73。电门再次断开，加力状态断开。如此反复3～4后，73。电 

门彻底断开，喷口收到“最大”工作状态，加力状态断开。 

发动机在此过程中，喷口直径在发动机的“最大”状态和“小加力”状态反复 

波动，加力燃烧室处于时而预燃点火时而断开，即加力燃烧室未真正投入工作， 

导致涡轮落压比提高；随着涡轮落压比的提高，发动机低压转子转速上升，低压 

转子转速调节器为保证发动机等转速工作，降低供油量，致使发动机温度和高 

压转子转速降低。 

6维修措施与建议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发动机状态操纵盒内的73。电门装机后检查参 

数为73．5。，满足发动机出厂规定参数(73±1) 的要求；同时发动机操纵系统协 

调性在“小加力”状态无论是正常收油门时的73．5。还是快收油门时的73。，均符 

合飞机技术资料要求的(73±1)。；即无论是发动机的状态操纵盒还是发动机操 

纵系统均未出现故障。但当发动机操纵系统协调性在“小加力”状态的调整参数 

小于或等于73。电门的接通刻度时，则73。电门无法接通或当操纵系统受到振动 

后容易断开，致使发动机退出或无法接通“小加力”状态。 

由此可以将该起故障最终定位为是由于飞机总体设计时，飞发接口协调中 

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所致。 

在飞机设计更改完善之前，应制定维修措施确保飞机、发动机可靠工作。 

6 1维修措施 

维修措施主要包括： 

a)发动机装机前，检查状态操纵盒内的73。电门接通刻度，调整处于规定范 

围偏下限， 

b)发动机操纵系统协调性的调整在“小加力”状态的指示刻度应大于73。电 

门接通刻度， 

c脸查喷口调节规律时，油门手柄从“全加力”状态向“小加力”状态回收应 

反复多次并变速进行； 

d)将上述措施纳入维修技术管理，编制专用维修卡， 

e埘相同的飞机、发动机进行普查、调整。 

6．2建议 

完善飞发接口设计 

建议将发动机状态操纵盒内的73。电门接通刻度出厂值规定为73 I。，发 

动机操纵系统协调性在“小加力”状态的指示刻度规定值为7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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