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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介绍了B737飞机引气系统的功用和工作。然后就“发动机停车后风扇叶片不停转”、“发动机引气压力低”、“发动 

机引气跳开”三起典型故障进行了分析和排故，并总结出引气系统的排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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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737飞机引气系统概述 

飞机引气系统为飞机各用户系统提供经过压缩的空气，B737飞机 

引气由工作的 1号发动机、2号发动机 、辅助动力装置(APU)或者地面 

气源车提供。B737飞机引气系统为发动机启动、空调和增压 、发动机 
整流罩防冰 、机翼机身热防冰、水箱增压、液压油箱增压等系统提供压 

缩空气。 

每台发动机有一套引气系统，发动机引气系统控制和调节引气的 

压力和温度，发动机引气来 自压气机第5级和第9级，发动机高转速时 

使用第5级引气，低转速或引气需求量大时使用第9级引气。APU引气 
大多在地面用于发动机启动和空调系统，也可在一定飞行条件下使 

用。地面气源车在APU失效无法提供引气的情况下用于启动发动机。 

2．B737引气系统故障分析 

在日常航线维护工作中，引气系统经常会出现以下一些故障现象： 

(1)引气无法关闭； 

(2)引气压力高； 
(3)引气压力低； 

(4)左右引气压力不一致； 

(5)引气跳开灯亮等。 

某飞机维修基地在B737系列飞机维护中，多次出现引气故障。对 

近3年来的引气系统故障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 ，对数据分析对比，引气 
跳开故障发生30起，约占41％；引气压力低 25起，约占35％；左右两边 

引气压力不一致 l0起，约占14％；其他7起 ，约占10％。通过这些维修 

记录，可以发现B737—700型飞机引气故障率明显比B737—300型飞机 

高，这是由于 B737—700型飞机未经调节前的引气压力 比B737—300型 

飞机大得多，同时B737—700型飞机超压关断设定值比B737—300型飞 
机超压关断设定值大得多，导致B737—700型飞机故障部件的损坏程度 

比B737—300型飞机的大。而且会出现同批次出场的B737—700型飞机 

相继发生同样的故障。以下就一些典型的故障个案作出排故分析。 

2．1发动机关车后风扇叶片不停转 
在一次飞行完成后，机务发现右发动机关车后风扇叶片不停转。 

排故前初步分析认为，该现象是因为隔离活门打开后，APU引气通过没 
有关死的压力调节和关断活门(PRSOV)和第9级活门(或第 5级活门) 

在右发动机内涵道反流，吹动压气机叶片，导致风扇叶片不能停止转 

动。由于5级单向活门结构简单可靠，根据经验基本排除第5级活门故 

障的可能。 
打开APU引气活门和隔离活门检查发现右发有明显气流声，最后 

一 级涡轮处有气流流出。进一步检查发现右发PRSOV以及第9级活门 

没有完全关死，人工扳动两个活门均不顺畅，更换两个活门后 ，发动机 

反流现象消失，最后完成试车检查引气系统工作正常，故障排除。但该 

机执行近20天航班后机组再次反映又发生相同故障。 
机务维修人员按照维护手册和故障隔离手册的要求和步骤再次更 

换了明显损坏的PRSOV和第 9级活门并做反流测试 ，故障现象消失。 
常理推断上次更换的航材存在质量问题，为了弄清真实原因，维修人员 

对整个引气系统做了多次的反流测试，在第7次测试发现PRSOV不能 

保持在关位，同时发动机出现反流声。反复测试每十次会出现一次，在 
这种情况下人工保持 PRSOV在关位，第9级活门也会 自动打开。也就 

是说由于第九级活门在PRSOV关的时候也保持打开，导致PRSOV调节 

器存在保持打开气压，从而导致PRSOV无法保持在关位。最终判断是 

第9级调节器防反流机构损坏，更换第9级调节器后故障彻底排除。 

这次排故经过给了机务维修人员很大的启发 ，为什么 PRSOV和9 
级活门会在短时间内相继损坏?就此做了进一步分析并得出以下结 

论： 

首先 ，在这次故障中第一个损坏的是9级调节器，第9级调节器防 

反流膜盒偶尔有问题，导致第9级活门在有反流时无法关闭。其次，第 

9级调节器的引气关断机构也有故障，从而出现在第 9级上游压力大于 

1IOPSI时第 9级活门本应关闭却仍在开位，但是由于PRSOV调节器功 
能正常，所以不会出现明显的引气压力问题，在第9级活门持续小幅度 

开位，发动机大功率下的第 9级引气压力超过第9级活门作动机构的承 
受能力，导致第9级活门损坏，较高的压力最终导致PRSOV也出现损 

坏。由于机组反应故障及时，没有使 PRSOV和第9级活门彻底损坏，所 

以没有出现更大的引气故障。这一判断在机务维修人员查阅以往维修 

记录得到了证实 ，另一架飞机也曾出现过第 9级调节器 、第9级活门 、 

PRSOV同时损坏的维修记录。 

该故障出现在B737—700型飞机上，但 B737—300型飞机又有所不 

同。B737—300型飞机只要第9级活门有一点卡阻 ，不管发动机引气电 

门是否打开，起飞很容易出现引气断开灯亮的故障。这是因为PRSOV 

调节器的超压探测管在PRSOV之前 ，起飞时第 9级引气从没有关死的 

第9级活门出来，通过 PRSOV调节器压力管触发PRSOV的超压电门， 
导致引气超压关断。737—700型飞机引气系统的原理和B737—300型飞 

机的一样，只是引起超压关断的阀值不同，737—700型飞机的设定值是 

220PSI，B737—300型飞机的大多是 180PSI。所以B737—700机型飞机未 
出现起飞引气关断。 

2．2发动机引气压力低 

当发动机N1转速低于50％时(随温度，海拔高度，加减油门程序，该 

值会有所变化)，由发动机压气机第9级活门引气(正常32±6PSI)。当 

发动机Nl转速50％以上时，由第5级引气(正常42±8PSi)。当发动机引 

气压力低时，根据从易到难的原则，首先判断是否是指示问题 ，检查压 

力表和压力传感器。如果把隔离活门打开，两边指示不一致，那么一定 

是压力表或者压力传感器故障。如果排除了这种可能，再判断系统其 
他部件故障。 

如果低转速压力低 ，根据经验大多会是高压级引气活门或者高压 

级调节器损坏，另外PRSOV卡阻也可能导致引气压力低。 

如果高转速低压 ，由于高转速由PRSOV调压 ，控制PRSOV的是引 
气调节器和450。F恒温器，极有可能是这些部件造成。 

在机组反映引气压力低后(左发)，机务维修人员地面检查左发引 

气系统的引气信号管均未发现渗漏，判断为左发PRSOV故障，更换左发 

PRSOV，在检查左发预冷器控制活门时发现预冷器控制活门橡胶套的 

螺钉损坏，更换左发预冷器控制活门，试车检查慢车引气压力 IOPSI，根 

据试车现象，判断为左发450。F恒温器故障，更换左发450。F恒温器，试车 

检查左发引气压力在慢车及大功率状态仍然低，继续排故 ，更换左发 
PRSOV调节器，试车检查故障依旧，恢复调节器并更换左发 390。F传感 

器，再次试车大功率及慢车状态仍然引气压力低，继续更换左发的高压 

调节器，地面试车检查双发在慢车时引气压力20PSI，双发 N1在70％时 

引气压力40PSI，双发N1在92％时引气压力45PSI，各阶段引气压力均在 

飞机维修手册(AMM)允许范围，双发引气工作正常。因此该故障原因 
可确定为高压调节器故障所致。 

2．3发动机引气跳开 

发动机引气跳开故障现象表现为引气接不通或引气突然断开且无 

任何信号指示 ，引气压力降为零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 PRSOV未打 
开，或引气调节器电磁活门未打开，如果排除了PRSOV，就有可能是控 

制面板或线路故障，可采用量线的方法排除。 

如果发生空中引气跳开，且引气跳开灯亮，这种现象是超温或超压 

引起的。首先应判断是真实的超温或超压还是信号问题。如果是真实 

超温，当温度降下来后，可以按压复位电门复位。 

有一起故障引气跳开，地面试车，发现不管在任何功率下，故障都 

存在。因此可以判断为超温跳开，超温跳开是由490。F超温作动。可能 

导致的原因有：(1)490。F超温电门故障；(2)390~F传感器故障导致不能 
正确控制预冷器控制活门；(3)预冷器控制活门故障，活门卡阻导致没 

有或有很少的冷却气流到预冷器；(4)严重的预冷器损坏 ；(5)450下恒 

温器故障使预冷器的散热功能降低；(6)PRSOV卡阻不能关闭。 
根据部件故障率统计，此故障最可能的原因是：490。F超温 电门、 

390。F传感器、预冷器控制活门故障。机务人员当日判断故障原因为预 

冷器控制活门故障，更换预冷器控制活门，地面试车正常。次 日飞机滑 

出后机组又再次反映引气跳开。分析有两种可能原因：前一天更换的 

预冷器控制活门有故障或者其他部件存在一个间歇性故障，连续更换 

了490。F超温电门、390。F传感器、预冷器控制活门、450 F匾温器后 ，测 

试正常。对于这种情况，只有详细观察故障、仔细分析故障现象，反复 
测试，确保故障的彻底排除，减少不正常事件的发生。 

结合手册和维护经验，根据B737—700型飞机引气系统容易损坏部 

件几率从高到低排列，在缺乏排故手册所推荐的测试设备的情况下，根 

据故障现象做出分析判断后，可以快速找到损伤部件。以下是一些排 

故经验。 

(1)预冷器控制活门容易损坏，几乎每次损坏都是因为作动机构完 
全损坏，很容易通过目视或者人工扳动活门检查出来。 

(2)450。F恒温器与PRSOV作动气管的交汇软管容易发生渗漏，可 

通过反流测试确认。 

(3)第9级活门可能卡阻，可以通过目视或扳动活门发现。调节器 
的反流机构如果出现损坏，反流测试时会使 (下转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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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联盟巾掏流对象相关性组合响研穷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包玉梅 

[摘 要]本文以物流联盟为本位，根据物流联盟中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内容、各货主企业的地域、货物种类、交货时间等的分类，设 

计相关性组合方案的三个模型：一是物流绩效和物流成本均是紧约束；二是物流绩效为紧约束，物流成本为松约束；三是物流绩效为 

紧约束，兼顾物流成本，实现物流联盟中物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用。 

[关键词]物流联盟 相关性组合 物流成本 物流效用 

0、引言 

21世纪必将是物流服务全球化的时代，物流服务应实现综合化 、一 

体化。而我国的物流企业小而散，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严重 ，竞争力低 

下，并且一个物流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单一的物流服务提供商难以满 

足物流服务的全球化和综合化发展的需要。所以，物流业必须走联合 

的道路，建立物流联盟，使竞争与合作并存。 

因此在物流联盟中如何进行物流对象的相关性组合 ，以实现提高 

物流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成为我们研究的问题。 
1、物流联盟的建立 

物流服务包括运输 、仓储 、配送 、流通加工 、包装 、配套装配等功能， 

有些物流服务还可以延伸，如：运输的延伸服务主要有运输方式与承运 

人选择、运输路线与计划安排 、货物配载与货运招标等，仓储的延伸服 
务主要有集货、包装、配套装配、条码生成、贴标签、退货处理等，本文主 

要研究物流联盟中各物流企业的相关业务如何进行组合，以实现高质 

量 、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服务。 

2、相关性组合方案的设计 

根据物流服务内容、各货主企业地域 、货物种类 、交货时间等的分 

类，明确在同一时间段内，有哪些相关的物流服务、哪些相同或相关的 

货物储备地点、储存方式 、储存物资种类和调拨程序等。 
物流联盟通过调整物流对象的相关性组合方案、制定组合合作的 

合同 、监督组合后的物流服务、并对物流服务做出评价，实现物流联盟 

服务的社会效用最优。 

本文研究的主体是物流联盟及联盟中各物流企业。不同的物流联 

盟组合、不同的物流方案，就会有不同的物流效用和物流成本。我们假 
定物流联盟能够利用和调整联盟中各物流企业的物流物资、物流方案 

等，来实现保证物流效用和降低物流成本兼顾的最优目标。所以，物流 

联盟采用不同的相关性组合策略，就会有不同的物流效果。 

根据上述基本假设，物流联盟追求最优的物流效用u，最低的物流 

成本 C，物流联盟投入的要素是物流对象的相关性组合方案(P)、得到 
(1)式和(2)式： 

maxU=u[P] (1) 

minC=C[PI (2) 

物流联盟的约束条件分别是物流绩效函数E(P)、物流成本函数 

C(P1，根据以上假设建立物流联盟在上述两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为(3) 
式： 

minZ=p dl一 p2d2 (3) 

其中P，是物流成本约束条件的等级，p 是最优物流效用的等级， 

P >p >0，d．、d2+分别表示两个约束条件的松紧程度。两者比重的不同 

将决定要素投入的不同，也将直接影响物流联盟最优的物流效用。 

下面讨论以下3种组合 ：一是物流绩效和物流成本均是紧约束；二 
是物流绩效为紧约束，物流成本为松约束；j三是物流绩效为紧约束 ，兼 

顾物流成本。 

模型l：物流绩效和物流成本均是紧约束模型 

建立物流绩效的约束条件(1．1)式，物流成本的约束条件(1．2)式， 
其中 是物流联盟最低物流绩效水平，c 。是最高物流服务成本水平。 

El(P)一E。t>0 (1．1) 

C (王J1一Ct”≤0 ． (1．2) 

物流联盟通过调整相关性组合方案，实现在双紧约束条件下，求解 

最优的物流社会效用。 

模型2：物流绩效紧约束模型 

建立物流绩效的约束条件(2．1)式，c： 是物流联盟最高物流服务成 

本水平。 
Ez(P)一E。／>0 (2．1) 

物流联盟的物流成本约束为松约束，由此得~lJ(2．2)式： 
CzfP1+d2---d 一C2~=O (2．2) 

物流联盟通过调整相关性组合 ，实现在此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物流 

社会效用u： ，由此得到(2．3)式 ： 
U (P)+d 一一d3+mU2"=0 (2．3) 

分别解(2．2)式和(2_3)式，得到(2-4)式和(2．5)式： 

d 一=d +C2 一C2(P) (2．4) 

d 一=d +U 一U fP) (2．5) 

将(2．4)式和(2．5)式代人(2)式并转化为标准式(2 6)式： 

z p2C2( )+p3U2( 1一p2d2 一p3d3 一p2C2”一p3U2 (2．6) 

模型3：物流绩效、物流成本兼顾模型 

在这种情况下物流绩效与物流成本比较是紧约束，则将(2)式转化 
为(3)式，建立物流绩效的约束条件(3．1)式，物流成本的约束条件(3．2) 

式，c 。物流联盟最高物流服务成本水平。 
minZ=pld1+p2d2++p,d3 

E fP1+d,-di+-E。=0 

C P1+d2-d2+-C3o=0 

U (P1+d3-d3+--U3'=0 

d =d- +E~-E，(P1 

(3．1) 

(3．2) 

(3．3) 

d2 =d2一一C3 +CffP1 (3．4) 

d3一=d3 +U3 一U3(P1 (3．5) 

物流联盟以物流绩效和物流成本为约束条件，根据不同的约束条 

件组合的边际量适当调整相关性组合方案，以达到实现物流服务的最 

优社会效用。 

3、结论 

本文以物流绩效和物流成本为约束条件，并根据约束条件的三种 

变化组合设计了三个模型：物流绩效和物流成本均是紧约束模型；物流 
绩效紧约束模型；物流绩效 、物流成本兼顾模型，为我国物流服务低成 

本、高效用运行提供了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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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45页) PRSOV调节器的控制气路气流倒流入发动机 ，使 

PRSOV不能保持在开位，如果人T强行保持在开位，第9级活门将 自动 
打开，并出现很大的反流声。 

(4)PRSOV卡阻或活门机构损坏。如果活门调节器损坏，大多数在 

反流时不能 自动保持关位。 

3．结论 

为解决引气系统排故难的问题 ，在基于排故思路分析和维护经验 

的基础上，以飞机维护手册 、故障隔离手册以及线路手册等 依据，合 

理利用反流等功能测试，多收集故障信息 ，了解故障发生时的引气压 
力，发动机 N1转速，故障时飞行高度等对排除引气系统故障会有很大 

帮助。由于引气系统部件多，对故障的准确判断至关重要 ，排故时在依 

据手册的基础上，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如首先排除线路或传感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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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排除控制管路是否有渗漏(因为控制管路的渗漏也会导致控制活门 

工作不正常)等。对故障准确快速的判断有利于节约航材成本和时间 
成本，保障航班的安全与正点，提高飞机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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