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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 APU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台架试车 

钱 小 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南京 210016) 

摘 要：以某型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为控制对象，介绍了该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详细 

设计了控制规律，并对控制系统设计了台架试车试验步骤。通过多次台架试车，验证 了该系统的 

可行性和控制品质，证明该系统能够安全、可靠运行，并满足现代飞机对发动机起动、空中应急、 

电、液或其他辅助能源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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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Bed Test of Control System f0r Auxiliary Power Unit 

QIAN Xiao-juan 

(College of Automation En~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control system is introduced for a certain type of Auxiliary Power 

Unit，the control law of the APU is detailed designed，and the bed test steps of the system are discussed、After 

many times of bed test the function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control system are evaluated．Th 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Can satisly the needs of start emergency an d other power source of engine safely and reli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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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为加装在飞机上的 

独立于主发动机的动力装置，它可提供气、电、液 

能源及轴功率，满足现代飞机对发动机起动、空中 

应急、电、液或其他辅助能源的不同需要。APU是 

小而简单的装置，它配有相对少的运动部件，具有 

高的推重比，适用于军用和民用控制辅助动力装 

置和地面辅助动力装置。这种紧凑的设计可以在 

小包线内输出较大的动力，而重量轻的特点增加 

了它的可运输性。 

随着发动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性能的不断提 

高，其控制系统也由简单到复杂。从早先的机械液 

压控制系统发展到现在的全权限数字电子式控制 

系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已充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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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的优越性和发展前景， 

形成了航空动力装置的控制以数字式电子控制系 

统取代液压机械式控制系统的必然趋势  ̈j。 

本文以数字电子计算器为控制中心，分析了 

某型 APU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根据该系统特点 

设计了控制规律，完成了系统的台架试车试验。 

1 APU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APU是一种能输出增压气源和轴功率的小型燃 

气涡轮发动机，其控制系统结构原理如图 1所示， 

整个控制系统由数字电子控制器、监控计算机、燃 

油供应装置、涡轮动力装置、起动发电机、液压负载 

装置和传感器等组成，各部件之间相互联系，共同 

工作。数字电子控制器是 APU控制系统的核心部 

件，它接收来自监控计算机的给定控制信号，同时 

采集来自各传感器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输出控 

制信号到各执行机构，并负责故障检测与处理；监 

控计算机通过RS232串口实现与数字电子控制器的 

通讯，给控制器发送 APU给定转速信号和起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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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信号，同时接收控制器测得的 APU转速、电动泵 

转速、排气温度等信号并实时显示，以便仿真人员 

进行试验过程监视；燃油供应装置以电动机带动油 

泵转动实现供油，为 APU提供足够压力及流量的燃 

油，满足APU燃油压力的要求，其中三个电磁阀门 

分别控制燃油供应油路，打开时保证燃油流通，关 

闭时截断油路；涡轮动力装置(TPu)由高压燃气驱 

动，通过涡轮轴输出轴功率，在动力轴上连接发电 

机输出电功率，涡轮经减速齿轮箱输出轴驱动液压 

泵工作，同时压气机的增压空气一部分送人燃烧室 

参与燃烧，其余大部分通过引气阀提供给空气管理 

系统，用于座舱的环境控制和起动主发动机；起动 

发电机负责在 APU起动时提供初始的转动力矩，同 

时产生电功率来给飞机供电；液压负载装置主要由 

液压负载台、液压泵组成，可以通过手动调节负载 

来检验APU转轴的带载功率；APU控制系统的被控 

信号是由APU上安装的各传感器测量得到，采集的 

信号包括模拟量排气温度 、燃烧室气压 等，频 

率量 APU转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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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PU控制系统结构原理图 

2 APU控制系统的控制律设计 

APU的工作过程是复杂的气动热力过程，为 

了保证在环境条件和工作状态改变的情况下。APU 

能够平稳起动、稳定工作及较好地提取功率，本文 

设计了相应的控制律。 

2．1 起动过程控制 

起动过程控制是根据 APU涡轮转速与时间的 

关系接通最大燃油阀、起动燃油阀、主燃油阀和点 

火器等附件实现的。起动前先进行控制系统机内 

自检测，然后分七个阶段完成起动过程。 

第～阶段，当控制器发出起动指令后。起动发 

电机激磁和励磁上电，带动 APU转轴转动，起动 

机工作，打开最大燃油阀，给电动泵恒量供油，以 

提供一定的泵压。 

第二阶段，APU转速达到 5％时点火器工作， 

起动燃油阀打开，电动泵恒量供油，涡轮开始发出 

功率。这时剩余起动功率为 

AWl= Ws— WK—W
c (1) 

式中： ——起动发电机功率； 

— — 压气机功率； 
— — 传动附件及摩擦的功率。 

第三阶段，点火成功后涡轮开始发出功率，到 

14％额定转速时主燃油阀打开，电动泵仍然恒量 

供油，这一阶段的剩余功率为 

△ =Ws+ 一 一 (2) 

式中：WT——涡轮功率。 

这时，剩余功率随着涡轮功率的增加不断增加。 

第四阶段，从 14％额定转速到起动发电机激 

磁和励磁断电，此时供油规律为 

m =_厂(n) (3) 

式中：m ——燃油质量。 

这一阶段的剩余功率同式(2)，此时涡轮功率 

仍小于或稍大于压气机和附件所需的功率，起 

动发电机仍协助涡轮工作以提高剩余功率。由上 

述可以看出，起动发电机功率越大，则剩余功率越 

大，起动过程就越快。 

第五阶段，从起动发 电机激磁供 电断开到 

APU转速达到70％额定转速，此时恒量供油。 

第六阶段，APU转速从 70％额定转速达到 

75％时。关闭点火器和起动燃油阀，APU转子由涡 

轮单独带动，此时仍然恒量供油。 

第七阶段，当APU转速达到75％额定转速且 

无故障信号时进入闭环控制。在闭环初期通过程 

序设定使转速给定以每秒 5％的速度增加，保证闭 

环过程不超调、不振荡。 

2．2 稳态控制 

当APU达到95％额定转速时，起动发电机励磁 

上电并接通电负载回路，进入发电状态，同时对 

APU进行引气控制和加载控制，此时可以提取电功 

率、气功率和机械功率。在稳态控制中，整个控制系 

统为APU转速大闭环、电动泵转速小闭环的双闭环 

控制，控制原理如图2所示。APU转速大闭环根据 

当前 APU转速与给定转速的偏差进行控制，APU转 

速一旦偏离设定转速，偏差信号经控制律计算后输 

出控制量给电动泵；电动泵接收控制信号。经放大 

后驱动电动机转动，电动机上装有直流测速机，将 

电动机转速所对应的电压信号调理后送至给定控 

制信号处，形成偏差来调整燃油控制量，从而形成 

小闭环控制，实现对燃油的精确控制。 

图2 闭环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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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U台架试车试验 

在完成了APU控制系统的设计、燃油供应规 

律调节以及假起动试验之后就进人台架试车试验 

阶段 -4 。试车试验分时序起动、闭环调节至额定 

转速、功率提取三个环节进行，这三个环节必须依 

次进行，且对控制系统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样： 

(1)起动环节：起动过程都是开环控制，这一 

环节的要求是能够按照规定的时序对电磁阀和燃 

油泵进行控制。 

(2)闭环调节环节：该环节要求使 APU能够 

平稳地由开环控制切换至闭环控制且调节至额定 

转速。 

(3)功率提取环节：该环节要求能够安全提 

取功率。功率提取时 APU可能会出现超温、超转、 

喘振等现象，要确保安全。 

4 试验结果分析 

在台架试车试验中，经过参数调整和供油规律 

的调节，APU控制系统能够达到较精确的控制，试验 

结果如图 3～5所示，分别为95％额定转速下 APU 

转速百分比、电动泵转速以及排气温度的曲线图。 

由曲线可以看出，时序起动阶段 APU转速上 

升平稳，未出现大幅波动，在进人闭环控制后平稳 

过渡到设定转速，无超调无振荡，。当达到设定转速 

5 s后就可以提取功率，本文中功率提取主要是引 

气，由图中可以看出，当引气阀打开时，由于燃烧 

室气量突然减少，APU涡轮转速会减小，转速反馈 

回APU电子控制器，与设定转速形成偏差，通过 

控制律的计算加大电动泵的控制信号，此时电动 

泵转速迅速提高，补充燃油供给，使 APU在短时 

间内恢复设定转速，此时因为 APU涡轮转速与压 

气机转速一致，当 APU达到稳态时，燃烧室进气 

量恒定，燃油流量增加则油气比增加，故排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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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PU转速百分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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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电动泵转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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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排气温度曲线 

会相应随之提高。在调节引气阀时，APU转速、电 

动泵转速和排气温度都作相应的波动，当将引气 

阀开度调小时 APU转速一旦有上升趋势，电动泵 

立刻降低转速减小燃油流量，使 APU转速保持在 

设定转速，反之亦然。 

5 结 束 语 

本文分析了某型 APU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 

为了保证 APU自身的起动、稳定工作和功率提取， 

设计了相应的控制规律。多次台架试车试验表明， 

APU转速能迅速调节至设定转速，无振荡，控制系 

统的反馈转速与设定转速的误差在 -4-1％，当引气 

功率从最小突升至最大时，转速变化小于2．5％额 

定转速，调节时间为5 s，满足某型 APU控制系统 

的控制精度和调节特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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