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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飞飞机爆燃动力装置安全可靠性分析 

樊成飞，王耀华，王 强，马 锐，江润莲 

(解放军理工大学 野战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210007) 

摘 要：针对一种特殊爆燃动力装置在客机试飞条件下的安全可靠性要求，基于爆燃动力装置的结构、功能 

和工作原理，从结构特征、机舱内环境和功能特殊要求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影响该装置安全可靠性的主要因素及 

其作用机理；在隔振减振、防电磁干扰和火药安定性诸方面，进行了针对f生的安全可靠性设计，并开展了该爆燃 

动力装置安全可靠性的地面模拟试验以及客机试飞实践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因素与机理分析正确，安全可靠性设 

计合理，装置安全可靠性达到了预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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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Some Detonation Powerplant on An Airliner 

FAN Cheng—fei，WANG Yao—hua，WANG Qiang，MA Rui，JIANG Run-lian 

(College ofField Engineering，PLA Univ．of Sci&Tech,Nanjing，210007) 

Abstract：Aimed at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requirement ofa particular detonation poweolant on an airliner,based on the 

structure，the function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the main factors and action mechanism，which influenced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etonation powerplant,were analyzed from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the cabin environment and the special 

function requirement． technologies in damping vibration．defending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and increasing 

gunpowder stabilitywere applied,toimprove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the detonationpowerplant．Theground simulationtest 

and the airliner flight test verified that the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 an d action mechanism Was correct,and the 

corresponding technologies were reasonable．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etonation poweolant 

achievedtheexpected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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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燃动力装置是某型国产支线客机试飞人员高 

空应急逃生系统的核心装置，该装置的主要功能是： 

当飞机试飞过程中遭遇紧急情况，机组人员需应急弃 

机离机时，按规定操作程序起爆爆燃动力装置，推动 

飞机服务舱门向舱内运动，为试飞机组成员开辟应急 

无障碍逃生通道。爆燃动力装置安装于试飞飞机上 

后，爆燃动力装置安全可靠性的基本要求是“待命状 

态不误爆，动作效能有保证”，即在待命期间 (额定 

待命期为1a)能确保爆燃动力装置不发生误动作，且 

在需要的时候能按要求准确起爆并完成规定做功。 

1 爆燃动力装置 

为了确保爆燃动力装置的安全可靠性，本研究在 

收稿日期：2013—08．04 

作者简介：樊成飞 (1986一)，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精确爆破方向研究。 

基金项目：中航集团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支持 (NJCX—RW一20100208) 



2013年 10月 火 工 品 l5 

其功能、工作原理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安全可靠性的 

因素，并进行了相关设计及地面模拟试验。 

爆燃动力装置安装于飞机舱门门框与服务舱门 

之间的狭小缝隙内，结构如图1所示。其工作原理是： 

电点火器接收到起爆电信号后，向爆燃动力装置内部 

空腔喷射火焰射流，高温高压射流流经辅助装药表面 

时，引燃辅助装药，辅助装药引燃主装药，装药燃烧 

生成的高温高压气体通过推动药筒、滑筒运动对外做 

功，推动飞机服务舱门运动。 
药 筒 

图 1 爆燃动力装置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detonation powerplant structure 

爆燃动力装置启动后的运动主要分为以下3个阶 

段 ： 

(I)装药爆燃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作用在药筒 

和滑筒上，滑筒克服其与药筒和固定筒之间的粘接力 

高速运动，与药筒一起对服务舱门施加动力，当该动 

力大于舱门的阻力时，药筒和滑筒一起推动服务舱门 

运动。药筒和滑筒运动一定行程后，滑筒下裙边碰撞 

到固定筒上裙边，滑筒运动停止，爆燃动力装置完成 

第1阶段对外做功。 

(2)滑筒运动停止后，在高温高压气体的作用 

下，药筒相对滑筒继续运动，推动服务舱门运动，对 

外做功，直至药筒滑出滑筒，完成第2阶段对外做功。 

(3)药筒滑出后，药筒中的高温高压气体以极 

高的速度从腔内喷出，高速气流对药筒产生反作用推 

力，继续推动服务舱门运动，直至气流喷射完毕，做 

功结束。 

此后，服务舱门加速运动停止，获得了一定的初 

速度，开始做匀减速平抛运动，当与舱内地板接触后， 

舱门绕其水平质心轴旋转并继续先前做减速运动，直 

至速度减小为零，舱门倾倒在地板上。 

2 安全可靠性影响因素分析 

2．1 爆燃动力装置结构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爆燃动力装置由电点火器、底座、固定筒、滑筒、 

药筒以及主装药和辅助装药等7个零部件装配而成， 

各零部件的安装条件、装配关系以及固有频率均不相 

同，因此，在相同的外界激励下，不同零部件会产生 

不同的振动模态。 

另需指出的是，主装药系由8个小药柱叠合而成， 

贴合设置于辅助装药之上，且装药与药筒有一定的耦 

合度，即装药体积与药筒容积的比例为一个小于1的 

适当值。因此，药柱之间以及装药与药筒之间，在外 

界振动激励下，均可能产生相对运动。 

2．2 爆燃动力装置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2．2．1电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飞机飞行过程中时刻处于复杂强电磁环境中，爆 

燃动力装置中的电点火器及其与点火控制装置相连 

接的线路、部件均可成为接收天线，将环境中电磁场 

的射频能量引入电点火器。而射频能量的引入会导致 

两个可能的效应：一方面，若射频能量较强，则电点 

火器的桥丝产生的焦耳热和热积累效应会传递给周 

围的药剂，当药剂达到发火点时，将引起电点火器‘‘发 

火”；另一方面，若射频能量较小，虽未达到药剂发 

火点，却可能引起药剂的热分解，从而导致药剂发火 

感度、作用时间的改变，甚至造成电点火器失效，前 

者为不安全『生因素，后者为不可靠因素⋯。 

2．2．2湿度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飞机试飞过程及待命过程中，环境湿度对火药性 

能影响极大。主装药具有较大的吸湿能力，吸湿后主 

装药粒之间会粘结结块，破坏药粒结构，同时主装药 

吸湿后点燃性降低、燃速衰减、能量减低，甚至失去 

燃烧l生。 

2．2．3振动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在飞机飞行及其起飞、降落过程中，机身会产生 

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机械振动。服务舱门除直接与 

外界环境接触外，还通过铰链和锁扣与机身相连接， 

因此，具有和机身不同的振动l生能。爆燃动力装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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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机身门框和舱门边缘内壁形成的狭小空间中，同 

时受到机身和舱门两方面振动的影响，从而产生比较 

复杂的机械振动。上述振动因素将对爆燃动力装置的 

安全j生和可靠性造成隐患。 

安全f生隐患主要为：(1)电· 火器绝缘导线与电 

点火器安装座之间可能发生反复振动摩擦，以致导线 

破损、绝缘失效，在机舱内电磁环境作用下引爆电 

火器和动力装置；(2)滑筒与固定筒或药筒发生相对 

运动，相互摩擦产生静电荷，出现静电泄放，形成高 

压电火花，导致爆燃动力装置意外引爆；(3)装药药 

块之间相互冲撞，或者火药与药筒发生摩擦，当产生 

的冲撞热或摩擦热达到火药热感度阈值，引发火药自 

燃自爆；(4)药筒末端螺堵松动甚至跌落造成药筒内 

火药松散甚至四处散布，不仅影响爆燃动力装置的做 

功能力，而且极易引发爆燃动力装置自燃自爆；(5) 

装药碎裂不仅影响爆燃动力装置的做功能力而且破 

碎药块更易因摩擦点燃。 

可靠性隐患主要为：(1)爆燃动力装置底座与电 

点火器安装座配合松动，造成电点火器安装座位置发 

生变化甚至脱落，从而电点火器与起爆药之间的位置 

发生改变，造成电点火器不能引爆爆燃动力装置； 

(2)爆燃动力装置底座安装位置发生变化，引爆爆 

燃动力装置后，因服务舱门受力点发生改变，造成服 

务舱门未能按照规定的运动轨迹和飞行姿态运动； 

(3)辅助装药从螺堵处脱落，电点火器起爆后，不 

能可靠点燃辅助装药，或即使点燃辅助装药也不能及 

时传爆，无法引燃主装药。 

3 爆燃动力装置安全可靠性设计 

3．1 隔振减振设计 

3．1．1振源分析及减振隔振原理 

已知来自于试飞飞机机身的振动频率为7～190 

Hz，振幅1．2~13mm。(1)当飞机机身频率为190Hz， 

振幅13ram时，机身振动周期T=l／190=0．005 26s，令 

t=-T／4=0．001 32s。由 ：一1 t ，算得飞机机身振动 

可能产生的最大加速度a、 4 921m／s2。(2)同理可以 

求得，当飞机机身频率为7Hz，振幅13ram时，飞机机 

身振动可能产生的最大加速度a2=550 m／s2。 

当机器或产品本身是振源时，将其与支撑基础隔 

离开，以减少它对基础的影响，称为主动隔振。如果 

振源来自基础运动，将产品与基础隔离，以减少对产 

品的影响，称为被动隔振l2]。减小机身振动对爆燃动 

力装置影响的隔振措施，属于被动隔振。 

令隔振减振装置力传递系数为 引，则： 

式 (1)中：伪干扰力频率，即机身振动频率， 

．
而为隔振减振系统固有频率。当厂／ <1时，干扰力 

全部通过隔振减振装置，即隔振减振装置不起作用； 

当 厂／ ：1时，产生共振现象，隔振减振装置不仅不 

起隔振减振作用，甚至放大了振动的干扰；当 

厂／ >√2时，隔振减振装置力传递系数C<l，起到 

隔振减振作用。 

3．1．2爆燃动力装置安装隔振减振设计 

机身振动频率为7～190Hz，为使隔振减振装置力 

传递系数C<I，确保厂／ >√2，隔振减振装置固有 

频率需满足 <4．95。常用的隔振减振元件固有频率 

如表l所示 。 
表 1 常用隔振减振元件固有频率 

Tab．1 Frequency of damping vibration material in 

! 竺 ! 

隔振减振金属弹簧减 橡胶隔 橡胶空气弹簧橡胶隔毛 玻璃 
元件 振器 振器 隔振器 振垫 毡 纤维 

固 率 1
．5~12 15 0．1~5．0 2．0--5．0 30 10 

，ltlZ 

橡胶空气弹簧隔振器固有频率为0．1~5Hz，满足 

<4．95的要求，但由于爆燃动力装置安装空间极其 

有限，橡胶空气弹簧隔振器结构复杂且体积较大，无 

法安装；而橡胶减振垫的固有频率为2．0～5．0Hz，满足 

<4．95的要求，同时便于安装。经反复试验对比， 

选用具有优良弹性和优异电绝缘性能的航空AB胶作 

为隔振元件，其固有频率而 Hz。 

(1)当飞机机身振动频率为190Hz时，隔振元件 

力传递系数为： 

。。。 4 

一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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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爆燃动力装置所受加速度为： 

a’

1=G口1=0．000 44x14 92lm／S =6．57m／s 

(2)当飞机机身振动频率为7Hz时，隔振元件力 

传递系数为： 

C2= =0．48 

(3) 

即爆燃动力装置所受加速度为： 

a 2=Ga2=0．48x550m／s =264m／s 。 

已知航空AB胶粘接强度JD~20MPa，爆燃动力装 

置底座粘接面积／4=1 330II1m ，则爆燃动力装置与机 

身之间的粘接力： I>26 600N。 

将爆燃动力装置视为一整体，其质量M=300g， 

则爆燃动力装置所受的最大冲击载荷为： 

1=Ma l=300x6．57=1．97N ； 

2=Ma’2=300x264=79．2N ； 

因此， >>max(F~l， 2)。 

由此可见，采用此隔振元件既能保证爆燃动力装 

置底座与机身适当部位的牢固粘接，又防止了机身静 

电向爆燃动力装置的传递。 

3．1．3固定筒、滑筒、药筒的隔振减振设计 

由于安装空间的限制，图1所示的固定筒、滑筒、 

药筒的高度并不相同。固定筒与底座的连接采用螺纹 

与胶粘相配合的复合连接方式，可以认为是刚性连 

接，既提高了爆燃动力装置腔内密封性又提高了零件 

间连接的牢固性。药筒和滑筒若不做适当固定连接， 

则两者均会产生振动，该振动在药筒与滑筒之间，以 

及滑筒与固定筒之间均会产生摩擦热，从而对装药造 

成安全隐患。为此，采用航空AB胶以实现滑筒与固 

定筒、药筒与滑筒之间的牢固粘接。现将粘接面积计 

算如下：药筒质量m1=25g，药筒内火药质量m=2．8g， 

滑筒质量m2=32g。考虑粘接力需满足两筒所受最大振 

动 载荷 的需要 ，取药筒 和滑筒 的加速度 均为 

以=264m／s ，则药筒承受最大冲击力： 

= ( +m1) =0．027 8x264=7．34N 

滑筒承受最大冲击力： 

= +m1+ 2)口1=0．059 8x264=15．79N 

为避免滑简相对固定筒、药筒发生移动产生摩擦 

热，需施加一定的约束力将滑筒固定在动力装置内 

部。选用航空AB胶对滑筒进行粘接固定，航空AB胶 

最大粘接强度P~>20MPa，则 

药筒周壁最小粘接面积： 

： 生 ：—7．3— 4 ： 0．367mm2 

尸 20 

滑筒周壁最小粘接面积： 

：
墨：一15．79：0

．

79mm2 

JF) 2O 

取安全系数，同 ，则药筒与滑筒间的粘接面积为 

1．101 m1 ，滑筒与固定筒间的粘接面积为2．37mm 。 

爆燃动力装置起爆后内腔气体压力约120MPa， 

药筒截面积为91．56I砌 ，产生的爆燃气体冲击力 

F=10 987。2N。而总粘接力 =3 +Fz)=69．39N，仅为 

F的0．63％，即由粘接固定所造成的爆燃动力的损失是 

微乎其微的，却可靠解决了药筒和滑筒的振动问题。 

3．1I 4其他隔振减振设计 

将辅助装药直接压制于药筒底部的螺堵内，螺堵 

通过螺纹连接与胶粘相配合的连接方式安装于药筒 

底部，螺堵紧贴药筒内的主装药药块，防止了主装药 

的轴向窜动。同时在主装药与药筒内壁之间添加隔离 

层，防止主装药块与药筒内壁间的直接接触摩擦。采 

用航空AB胶，将电点火器绝缘导线粘接于电点火器 

安装座的小孔内，既防止了绝缘导线的磨损破裂，又 

堵塞了高压气体的一个泄漏渠道，从而有利于提高爆 

燃动力装置的做功能力。电点火器与底座的连接采用 

螺纹与胶粘相配合的复合连接方式，既提高了爆燃动 

力装置腔内密封l生，又提高了零件问连接的牢固性。 

3．2 防电磁干扰设计 

考虑到在飞机弃机离机时，机载电源可能失效， 

从而无法启动本系统，同时也为了避免本系统与机载 

电源之间的相互电磁干扰，采用锂电池组对系统独立 

供电。为防止机舱内、外的电磁辐射能量耦合到电火 

工品上，控制电缆和起爆输出电缆均采用复合电缆， 

利用复合电缆的集肤效应，减小导线有效导电面积， 

进而增加导线等效电阻，耗散外界电磁辐射能量，以 

提高爆燃动力装置抗电磁辐射干扰能力。 

电点火器采用本课题组研制的高瞬发钝感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