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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M56-5B发动机 HPTACCV漏油故障分析① 
施亚 中 

(国航股份工程技术分公司成都维修基地 四川成都 61 0202) 

摘 要 ；CFM56--5B发动机安装在A320系列飞机上，发动机燃油渗漏是航班延误或取 消的主要 原因，尤其是 高压涡轮主动间隙控制活 
门(HPTACCV)引起的漏油故障。该文分析 了该发动机高压涡轮主动间隙控制活门的工作原理，在统计分析某航空公司历史故障数据的基 

础上，给出了用威布尔分布计算发动机零部件软时限控制的方法，并对高压涡轮主动间隙控制活门的备件需求进行 了预测，提 出了航空公 
司航线运营中应对高压祸轮主动间隙控制活门漏油故障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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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el Leakage Faults Analysis of HPTACCV on CFM56-5B Engine 

Shi Yazhong 

(Chengdu Maintenance Base of Air China Technics。Chengdu，61 0202，Sichuan。China) 

Abstract：CFM56-5B Powers the A320 family aircraft．The fuel leakage faults of this engine are the main cause of flights delays 

and cancellations．especially the fuel leakage of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active clearance control valve HPTACCV)．This paper which 

based on the system operation principl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ome airlines’historical fault data presents how to use Weibull 

Distribution to calculate the soft time life and forecast the spare parts equipments．1]he thesis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fault 

handling and material security。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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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A320系列飞机选用CFM56-5B 

发动机 作为动力装置。某公司 自A320系列 

飞机 引进至今 ，高压涡轮 主动 间隙控制活 

门(HPTACcV)更换频率较高 ，其 中因漏 

油更换 25个 ，导 致14次肮 班不正常 。因此 ， 

为了减少飞机的故障及避免航班的延误， 

HPTACCV更换时间的确定显得很重要。同 

时，为了保证维修的及时和节约航材相关 

费用 ，需 要确定合理 的航材备件数量 。 

1 漏油故障分析 
1．1系统原理和结构 

CFM56—5B发动机高压涡轮主动间隙 

控制 (HPTACC)系统使 用从高压 压气机 

(HPC)四级和九级引气加热或冷却高压涡 

轮 (HPT)罩环 支撑 结构 ，以达到高压涡轮 

间隙控制的 目的 ，既保证涡轮安全，又提高 

涡轮 的效率⋯。同时 ，也 可以降低发动机快 

速加速时的排气温度峰值，提高发动机的 

排气温度裕度，增加在翼时间⋯。 

HPTACC是一个基于罩环温度的闭环 

系统 ，电子控制组件 (ECU)首先计算高压 

涡轮主动 间隙控制活 门(HPTACCV)的位 

置以控制 罩环温度到到期望的水平。之后 ， 

ECU给液压机械组件(HMu)的电信号放大 

成油压信号以移动HPTACCV。HPTACCV 

是一个连接有第四级和第九级蝶形活门的 
液压作动 器 ，这些蝶 形活 门是 用来控制进 

入HPT罩环支撑结构的空气流量【2]。两个线 

性可变差动传感器 (LVDT)连接 到作 动器 

以提供活 门位 置反馈到ECU；热 电偶被 固 

定在HPT罩环支撑结构 内，给ECu提供温 

度反馈 

1．2 HPTACCV漏油原因分析 

根据 CFM国际公司的技术 会议资料 ， 

高压涡轮 间隙控 制系统 的主要故障之一是 

伺服燃油 漏油 ，占世 界机队每 年非计划拆 

换活门数量的30％，且渗漏发生时 ，活 门的 

在翼时间不等 ，有逐渐缩短的趋势【3】。 

某公司在所有因漏油更换的HPTAc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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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FM56—5B HPT主动间隙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罩 环温 度 

反 馈 

中，除 1个 为修理件外 ，其余24个均 为全新 

件 ，这说 明漏油与航材送修质量 无关 。对因 

漏油更换的HPTACCV的修 理情况的跟踪 

调查 ，发现 导致漏油 的根 本原 因为作 动器 

主封严磨损。具体分为 ：(1)活塞壳体上 的主 

封严经过长期使用后，逐渐磨损失效；(2)活 

门的位置控制使用了高压涡轮机匣温度传 

感器测量 的温度信号 ，该温度信号 的漂移 

导致活 门频繁往复运 动 ，加剧 了封 严的磨 

损速率 。 

某航空公 司机 队在冬季外界环境 比较 

低时 ，渗漏更容易发生。大部 分漏油情况在 

暖车后仍未改善 ，漏油量超出手册标准 ，需 

停场排故 。另外 ，CFM56-5B发动机余油排 

放系统 复杂 ，需要拆 除排放管路进 行漏油 

源的确认 。而且 ，更换HPTACCV需要4个小 

时以上的时间。因此 ，漏油故障极其容 易导 

致航班 的延误或取消 ，给航空公 司的运营 

带来很大 的压力 。 

2 HPTACCV漏油故障的处置 
2．1 CFMI的改进措施 

CFMI正在设计新的作动器封严并改进 

材料、提升活塞表面的承载比、升级发动机 

ECU软 件至5．B．S版本一 改变高压涡轮间 

隙控制活 门的控制逻辑 ，取消根据 涡轮罩 

环温度进 行涡轮 间隙控 制的逻辑 ，改 由发 

动机核心机转 速和 发动机启动后的工作时 

间这两个 参数控制活 门的工作 ，期 望 可以 

减缓HPTACCV活塞杆的额外作动 ，降低封 

严的磨损 速度。 

2．2软时限控制 
．  如果 依然 采用视情 维修 的思路 ，被动 

等待故障的发生，将导致航线运营极其被 

动，所以需要转变思路，采取主动维修的方 

式解决 问题 。因此，在HPTACCV新的作动 

器封严未投入使用前 ，将HPTACCV按软时 

限进行控制 ，将有效 保证 航班的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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