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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 冷却通风 系统温度测量与分析 

魏锦洲，吕美茜，王 京 
(中航 工 业飞行 试验研 究院 发 动机 所 ，陕西 西安 710089) 

摘 要 ：通过加装在辅助动力装置 (APU)舱 内和 APU 附件表面 的温度传感器对舱温和附件表面温度测量 ，研究 了 

一 个典型的飞行剖面各温度变化情况。测试数据分析表明；舱内测点的最高温度值都是出现在地面利用 APU启 

动主发时。当 APU存在电负载和气负载时，环境温度和附件表面温度比不带负载会有 5℃左右的上升。另外，较 

小的飞行速度对 APU舱的冷却通风是有利的，但随着速度的继续增大，冷却通风效果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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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M 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n APU 

Cooling and Ventil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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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 Engine[nstitute，Xi’all 710089，Shanxi，China) 

Abstract：Temperature sensors are fixed in APU(Auxiliary Power Unit)cabin and APU acccsso— 

ries skin tO measure those location temperatures，a whole typical flight temperature data are stud— 

i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1 temperature data achieve the highest value in ground when use 

APU start main engine．Electrical load and air supply 1oad will give another increase to those data 

about 5℃ ．In addition。small flying velocity is effective for APU cabin cooling and ventilation． 

W hen velocity continues growing，this effect will become op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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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辅助动力装置 (简称 APU)一般安装在飞机尾 

部一个独立的舱室中，为飞机提供电负载和气负载 ， 

用于启动主发、环境温度压力控制以及作为备用 电 

源 ]。辅助动力装置通风冷却系统 的合理、有效设 

计对 APU附件的使用寿命 、飞行安全、延长使用寿 

命及降低成本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同时也是 

适航鉴定试飞的一项重要内容__6 ]。本文通过加装 

在 APU舱 内和附件表面 的温度传感器和舱 内有温 

度要求点的温度 的测量 ，得到了一个 飞行剖面的温 

度数值 ，研究了这些参数变化规律及相关 因素对其 

影响，其结果对 APU 舱通风冷却 系统优化设计和 

试飞方法的改进都有重要意义。 

此飞 机 选 用 的 辅 助 动 力 装 置 是 一 台恒 速 

(47314rpm)、600马力燃气涡轮辅助动力装置，为飞 

机在地面和空中应急情况下提供电功率和引气 。使 

用限制范围为： 

(1)辅助动力装置在 1500Oft以下可 以为空调 

系统提供引气 。 

(2)在整个飞行包线内可 以驱动电气系统的辅 

助电源 ，为飞机提供 40kVA的电功率。 

(3)在 2500Oft高度以下可用来启动主发。 

(4)可以在 自身启动包线(30000ft高度以下)实 

现 自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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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U舱冷却方式以及温度传感器分布 

如图 1所示 ，APU在工作状态下，舱内热量主 

要来 自 APU 本体 的部件，如压气机壁面(170℃一 

200℃)、排气管壁面 (260℃一400℃)，具体数值 与 

APU的工作状态有关。APU舱的冷却是通过上部 

的冷却空气冲压进气口进气，对滑油散热器和 ESC 

(电子启动控制器)进行通风冷却 ，冷却后 的空气排 

人到舱中由 APU排气管引射出去。 

圈 1 APU 系统 空 气 图 

试验时 ，在 APU舱前、中、后 三个截 面壁面 中 

部位置和 APU舱 内火警探测器周 围、附件表 面加 

装温度传感 器，利用 机载设备 实时采集数 据。在 

APU大状态(APU引气+发电功能)的工作条件下 

测取 APU舱环境温度、火警探测 器环境温度和附 

件表面温度 ，鉴定 APU冷却系统的设计效果。 

3 APU舱环境温度测量结果与分析 

3．1 地面时 APU舱舱温变化 
‘

飞机处于地面时平均舱温(3个测点取平均值) 

变化如图 2所示 ，其原 因为在地面利用 APU启动 

主发时，必须首先关掉空调气负载，打开空气电磁阀 

启动右发，APU启动气负载要大于空调气负载， 

APU负载增大 ，舱 内环境温度逐渐上升，直到右发 

启动成功。然后，发动机空气启动阀关闭，发动机启 

动成功，此时 APU 只存在 电负载，舱内温度 回落。 

接着用 APU启动左发 ，此时温度回升 ，双发启动成 

功后，APU 卸掉电负载，此后 ，电负载和气负载由发 

动机承担，APU舱内环境温度逐渐降低。 

3．2 飞行时 APU舱舱温变化 

一 般情况下 ，出于节能和减少维修 、购买 APU 

的费用的考虑 ，飞机完成起飞后会将 APU关掉 ，有 

的甚至在地面完成启动主发后就将其关闭，在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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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面 APU舱平均舱温时间历程圈 

需要时再将其打开。在本文中，为得到整个飞行剖 

面的温度变化情况 ，在整个试验中 APU一直处于 

打开状态。 

在一个飞行剖面内APU舱环境温度变化和高 

度变化历程图如图 3所示。舱温变化原 因为 ：飞机 

开始滑跑 ，存在速度后 ，冲压冷却效果加强 ，舱内温 

度开始下降。随飞行高度的增加，大气温度降低，这 

也有利于APU舱的冷却，舱内温度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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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舱温时间历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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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飞行高度历程图 

图 3 APU舱温和飞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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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给 出了飞行速度和 APU舱环境温度之间 

的相互影响 ，速度对舱温的影响：刚开始滑跑和小速 

度飞行时，飞行速度使舱内的冷却通风效果改善，对 

舱内的冷却通风是有益的 随着速度的增加 ，高速的 

外界气流在冲压进气道中减速增温 ，使用于舱内冷 

却的气流温度上升 ，舱内冷却效果变差 ，舱温随着速 

度的增加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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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速度对 APU舱环境温度的影响 

表 1总结了整个试验过程中不同负载和飞行状 

态下 APU舱环境温度的最大值。 

表 1 不 同飞行状态 下 APU舱温 

翮 m 娥 隋况 

从图 3和表 1可 以看 出，在从 APU启 动到飞 

机降落关掉 APU 的整个过程 中，APU舱 的最高环 

境温度 出现 在 利 用 APU 启 动 主 发 时。在存 在 

17．3kW电负载和空调气负载时，舱内的环境温度 比 

电负载和空调关闭时最高点温差值不超过 5℃。 

4 APU舱火警探测器环 境温度 和 附件 表面 

温度结果与分 析 

火警探测器安装在 APU舱前后防火墙 内壁面 

上 ，用于 APU 舱着火时提供告警信息，对其进行测 

量，可以验证和校正防火告警温度 ，附件壁温传感器 

粘贴在所要测的附件壁面。图 5和图 6分别为 APU 

舱火警探测器环境温度和附件壁温在整个飞行过程 

中的时间历程图，可以看出，APU舱火警探测器环温 

和附件壁温的变化趋势与舱内的环境温度变化趋势 

基本相同，温度最大点都是出现在地面用 APU启动 

主发时。表 2给出了在整个飞行剖面中火警探测器 

环温和 APU附件壁温出现的最高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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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火警探测器环温时间历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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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PU附件壁温时间历程图 

表 2 火警探测器环境温度及附件壁温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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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依靠与竖向钢筋焊接在一起的水平向钢筋的梢栓 

作用 。 

因为钢筋焊接 网具有整体 良好 的粘结锚固性 

能 ，且直径较小，因此相对来说，钢筋焊接网对裂缝 

发展的控制作用要好于常规箍筋。与光面钢筋焊接 

网相比，带肋钢筋焊接网的锚固性能更好 ，能进一步 

减小最大裂缝宽度。 

必须指出的是 ，当钢筋焊接网构件选用的材料 

强度远大于相应普通钢筋的强度、配筋仍按等屈服 

力的原则确定时 ，在极限荷载下 ，前者的裂缝宽度要 

大于后者。因为此时焊接钢筋的面积较小 ，在极限 

荷载下会产生较大的应变。但是 ，在使用荷载下 ，前 

者的裂缝宽度仍小于后者。 

4．3 在柱子中应用 

出于抗震的需要，柱 中须配置大量的横 向钢筋 

约束混凝土，提高柱 的强度和变形性能。普通矩形 

柱中采用常规粗筋作为横向钢筋，当所需钢筋量较 

大时，必须采用复合箍筋 。这样会带来箍筋的重叠， 

以及大量的箍筋弯钩，往往会造成柱中钢筋的拥挤， 

大大增加施工的难度 。改变上述情况的一种方法是 

采用钢筋焊接网代替常规粗筋。预制的钢筋焊接网 

可以提供准确的尺寸，并且避免了钢筋的重叠 以及 

大量的弯钩，从而节省材料。 

与配置常规箍筋的普通矩形柱相 比，配有钢筋 

焊接网的矩形柱变形能力和延性性能略好，承载力 

约有 5％一10 的提高 ，这是 因为每个节点都焊接 

起来 ，增加 了剐 度，增强 了对 柱混凝 土 的约束 特 

性嘲 。 

5 结束语 

钢筋焊接网可直接运到施工现场进行混凝土浇 

灌作业，改变了在施工现场手工结扎钢筋的落后生 

产方式，提高了工程质量和施工速度，增强 了混凝土 

抗裂性能 ，提高了综合经济效益。钢筋焊接网是一 

种新型、高性能结构材料 ，也是一种有效施工技术 ， 

推广钢筋焊接网的应用是发展潮流 ，也是钢筋深 加 

工的有效途径。’但是，钢筋焊接网 目前也存在生产 

企业规模小、效率低 、产量小 、管理水平不高的弱点 ， 

今后应进一步提高国产焊网机质量及其相应配套设 

备(如弯折机等)，完善布网设计软件 ，编制焊接网结 

构构造图集 ，加强对热轧带肋钢筋焊接网应用技术 

的研究，改进热轧钢筋外形，以适应生产加工的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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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通过对 APU一个典型飞行剖面舱 内测量温度 

的分析得出：APU舱 的环境温度 ，火警探测器环境 

温度和附件表面温度最高值都是出现在地面利用 

APU启动主发对 ；舱内环境温度主要与飞行高度有 

关 ，飞行高度增大 ，大气静温降低 ，舱 内环境温度随 

之降低 ；另外 ，当 APU存在 电负载和气负载时环境 

温度和附件表面温度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上 

升范围有 限，大约在 5℃左 右；在较 小的飞行速度 

下，速度对 APU舱的冷却通风是有利的，但 随着速 

度的继续增大 ，冷却通风效果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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