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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飞机燃油系统的防火防爆能力，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2008年 7月，FAA发布 了法规，要求飞机制造厂家必 

须提供必要的措施来降低全部或者部分位于机身内部燃油箱的可燃性。通过利用飞机自身的引气，将引气中的氧 

气浓度降低后再将引气送入 中央油箱。结果降低油箱内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使油箱内氧气达到可燃浓度以下，防止 

油箱爆炸。NGS系统作为燃油箱惰化手段，有效保证 了飞机的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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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飞机燃油箱惰化技术及应用 

油箱惰化技术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目前惰化技术主要有：液氮惰化技术、海伦 1301惰 

化技术、燃油催化技术、分子筛技术和膜分离技术。 

液氮惰化技术主要是在每次飞行前，地面人员 

通过液氮灌充系统将液态氮储存在飞机的贮存罐 

中，当飞机油箱需要惰化时，飞行员打开液氮开关， 

具有一定压力的液氮经过温控器转变成氮气进入油 

箱中，使得油箱内氧气浓度低于 9 ，达到油箱惰化 

目的。 

海伦 1301惰化技术是利用海伦 1301较好的热 

稳定性和化学惰性，将液态海伦 1301贮存在飞机 

上，在油箱需要惰化条件下，控制系统使大量海伦 

1301进人油箱，使油箱上部充满惰性气体。为了完 

善该技术，美国还研制了一种精密气体传感器，它可 

与燃油数字综合管理技术相结合，使 Halonl301气 

体能按精确需要供给燃油箱，这也就相当于在同等 

性能条件下，节省了 Halonl301气体的消耗，从而 

减少了Halonl301贮存系统的体积和重量。 

燃油催化技术是将发动机引气与燃油混合，在 

高温催化床中催化。当油箱需要惰化时，油箱的压 

力信号器发出信号，油箱开始喷射燃油，气流中的氧 

被消耗掉，在油箱上部形成惰性的二氧化碳和一氧 

化碳来满足油箱惰化要求。 

分子筛技术主要是利用吸氧沸石吸收氧气的功 

能使得发动机引气成为几乎不含氧气的富氮气体， 

再输人到油箱中达到惰化目的。但它存在着引气量 

较大、环境温度和介质温度对分子筛组件性能影响 

较大、工作可靠性低等缺陷。 

目前波音 737NG飞机，主要采用膜分离技术达 

到油箱惰化的目的，使来 自发动机的增压空气经过 

净化、压力调节、温度调节后，流过可透膜管路，利用 

氧气和氮气在膜中的溶解度和扩散系数有差别，从 

而使氧气和氮气在膜中的渗透率有差异，在膜两侧 

压力差作用下，渗透率相对较高于氮气的氧气优先 

通过膜，在膜外富集，从而使氧气与氮气分离，然后 

只让富氮气体进人中央油箱。 

2 NGS系统工作原理 

NGS系统主要使用膜分离技术，将引自发动机 

的空气分为富氮气体和富氧气体，然后将富氮气体 

充人油箱，置换油箱中的空气，将油箱内氧气含量降 

至9 以下，它可以在整个飞行过程不断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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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NGS系统概 述 

2．1 热控组件 TCU(Thermal Control Unit) 

TCU用于调节来自气源总管热引气的压力和 

温度，并除去引气 中含有的杂物。如 图 2所示， 

TCU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①压力传感器②NGS 

关断活门③热交换器④冲压空气活门⑤NGS气滤 

⑥气滤压差电门⑦温度传感器⑧热电门⑨超温关断 

活f-I OTSOV。来自左侧气源总管的引气流经关断 

活门之后进入臭氧转化器，引气中的臭氧在转化器 

的作用下变为氧气以防止臭氧对空气分离组件 

ASM(Air Separation Module)的损害。随后热交换 

器将引气温度调整为华氏 160+i0度，经过气滤过 

滤之后再进入空气分离组件。 

TCU工作过程中，压力传感器将引气压力信号 

传递给NGS控制器，NGS控制器根据引气压力大小 

调节关断活门的开度进而控制进入系统的气体压力。 

位于热交换器下游的温度传感器将气体温度信号发 

送到控制器，控制器根据气体温度调节冲压空气活门 

开度来调整热交换器的冷却效率，达到控制气体温度 

的目的。超温电门通常处于闭合状态，作为备用部件 

用于防止空气分离组件(ASM)超温情况的发生，当引 

气温度达到华氏270+10度时，电门断路，控制器接 

受超温电门断开信号后控制超温关断活门关闭。 

2．2 空气分离系统 

空气分离系统主要由空气分离组件 ASM、高流 

量活门和氧气传感器组成，用于将引气中的氧气、二 

氧化碳和水分子分离出来，从而得到氮气比例较高的 

富氮空气。空气分离组件 ASM是整个 NGS系统的 

核心部件，它是由中空纤维膜构成的空气分离装置。 

中空纤维膜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膜。气体分子在聚 

合物基质中会发生溶解和扩散，由于各种气体分子在 

膜中的溶解度和扩散数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气体在膜 

中相对渗透速率不同。当混合气体在膜两侧压力差 

作用下渗透速率相对快的气体如水、氧气等迅速透过 

中空纤维膜壁而被放掉，而渗透速率较慢的气体如氮 

气、氩气等被滞留在中空纤维内而被富集，当气体流 

经空气分离组件时，薄膜将氧气、水和二氧化碳分离 

出来并通过富氧空气管道排出，而富氮空气侧进人中 

央油箱。在不同的飞行阶段，高流量活门控制着流人 

中央油箱的气体流量，进而达到减少发动机引气、延 

长部件寿命和减少下降阶段油箱空气进气量的目的。 

氧气传感器用于检测空气分离组件出口的氧气浓度 

和绝对压力，并将信号汇总以电流形式输送给控制 

器，进而检i贝4空气分离组件的性能状况。 

2．3 富氮空气分配系统(NEADS) 

NEADS主要用于将富氮空气输送到中央油 

箱，部件主要是：分配管道、排放堵头、浮子活门、交 

输通气单向活门、防反流单向活门、绝缘隔离软管、 

阻焰器、喷嘴。如图3所示，来自空气分离系统的富 

氮空气通过安装在油箱通气管中的喷嘴进人中央油 

箱。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油箱爆炸，分配系统中还安 

装绝缘隔离软管与阻焰器相连。在空气分离组件 

(ASM)下方有一个排放堵头由于检查分配管道中 

燃油及其他油液的渗漏情况。 
图例： 

图2 热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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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富氮空气分配管道 

2．4 NGS控制器 

NGS系统控制器收集、处理来 自飞机系统的数 

据，并给 NGS系统发送信号来调节整个系统的工 

作。控制器安装于前货舱后部。控制器通过收集飞 

机相关系统的信号来调整NGS系统的工作状态：当 

飞机在空中、双发正常运转、货舱烟雾探测组件处于 

正常状态、空调组件没有超温和中央油箱加油活门 

关闭时，NGS控制器打开关断活门，NGS系统工 

作；当上面的条件任何一个不满足的话，NGS关断 

活门就会关闭，系统停止工作。在NGS系统工作过 

程中，控制器接收来自相关传感器的信号对整个系 

统进行实时控制，在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压力传 

感器、高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元件将感受到的信 

号发送给控制器，控制器根据信号完成对关断活门、 

高流量活门、冲压活门开度等部件情况的调整，进而 

使得整个系统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 

图 4 NGS控制器输入和输出信号 

图5 自检显示组件一BDU 

3 NGS系统维护 

3．1 NGS系统维护注意事项 

NGS系统是用来降低中央油箱的可燃性的，新 

鲜的空气会包含 78 的氮气 和 2l 的氧气，而 

NGS系统主要就是将空气分为富氮空气(NEA)和 

富氧空气(OEA)，然后将富氮空气输送人中央油 

箱，当工作者吸人含氧量不足的空气时就会发生生 

命危险。因此，在对 NGS系统进行相关维护工作 

时，必须遵守 NGS系统维护注意事项。 

NGS系统的部件主要安装在飞机左侧空调舱 

内部，当打开左侧空调舱盖板之后便可接近热控组 

件和空气分离器。由铝合金管、绝缘软管、阻焰器、 

单向活门和喷嘴组成的分配系统的管路一端连接在 

空气分离组件 ASM上，中间经过左主轮舱，另一端 

连接到中央油箱。 

当NGS系统工作时，中央油箱内部的氧气浓度 

会明显下降，所以此时在油箱内部工作时必须对油 

箱进行良好的通风。当NGS系统正常工作时，富氮 

空气可以安全的被送到中央油箱中，但是当发生管 

路泄漏、部件失效等特殊情况时，富氮空气的外泄就 

会造成局部氧气浓度过低。为了防止危险的发生， 

生产厂家也在可能发生泄露的部件及区域附近张贴 

了警告标示。此外，由于NGS系统使用的是来自气 

源系统的引气，所以相关部件温度较高，在工作之前 
一 定要确保部件完全冷却，防止烫伤。 

3．2 NGS系统自检 

NGS系统的自检主要通过自检显示组件 BDU 

来完成，BDU安装于右空调舱的前壁板上，如图 5 

所示，我们可以通过打开地面气源接头的盖板来接 

近它。它上 面有一个显示屏 和六个按键。通过 

NGS系统自检，我们可以查看存在的故障、故障历 

史和系统构型等信息，同时也可以完成地面测试、显 

示测试等工作。通过 ON／OFF键我们可以完成 

BDU的开启与关闭。通过上／下键我们可以实现对 

查看项 目的选择，“YES”键用于确认打开查看项目， 

“MENU”键用于退出当前页面即返回主菜单。 

通过查看存在故障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故障 

的相关信息，并对故障进行检测。在故障历史页面， 

我们可以完成对各个航段故障情况的查阅，在控制 

器的存储器中可以保存多达 1000个航段的故障。 

在地面测试页面，我们可以完成电气测试、系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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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高低流量i见0试和显示测试工作。 

3．3 NGS系统地面测试 

包括电气测试、系统测试、高低流量测试和显示 

测试四个功能。电气测试是由NGS控制器完成的 

初始测试，主要用于检测活门的开关、传感器的输 

人、传感器的短路断路、马达的开路断路以及飞机离 

散信号的输入情况。电气测试可以在增压／非增压 

两种情况下进行；系统测试是由NGS控制器完成初 

始测试，但是必须要在 NGS系统增压的条件下才能 

进行，所以在系统测试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左侧空调 

打开，提供热交换器的冷却冲压空气。系统测试主 

要是按一定顺序完成对电控活门开关情况的检测； 

高低流量测试主要是测试高低两种流量模式下空气 

分离系统所产生的 NEA空气浓度是否达到要求。 

验证NGS系统工作情况的好坏，主要是通过测量空 

气分离组件产生的富氮空气纯度来实现的，而要得 

到准确的富氮空气浓度，我们必须要确保系统工作 

的温度、压力以及氧气浓度可靠。所以，在进行高低 

流量测试时，必须要保证系统通过电气测试和系统 

测试，保证各部件处于正常状态。在高低流量测试 

中，在保证系统工作温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测试出 

的气体压力和浓度是否在高低流量曲线范围内，进 

而验证 NGS系统是否正常；显示i贝0试主要是确保自 

检显示组件 BDU的显示屏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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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GS System of Boeing 7 3 7NG Planes 

WANG Guang，WANG Long 

(Engineering& Technical Firm，Shandong Airlines Co．，Ltd．，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Fireproof and explosion-proof capacity of plane fuel system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flying safety． 

In J uly 2008，FAA released rules，requiring plane manufacturers to offer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duce the 

flammability of internal fuel tank．The paper suggests lowering oxygen concentration in bleed air，and then 

sending bleed air into central fuel tank．The reduction of oxygen concentration in air in fuel tank can avoid 

the explosion of fuel tank by lowering oxygen in fuel tank to below flammable concentration．NGS system， 

an inerting means of fuel tank，can effectively ensure the flying safety of planes． 

Keywords：NGS；maintenance；test；NEA；terminal swi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