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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油液故障诊断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杨士亮 ，郝敬团 ，杨宏伟 ，李召良 
(I．空军勤务学院，江苏 徐州221006； 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油料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 要：油液分析技术是飞机发动机故障诊断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综述了常规理化分析、光谱分析、 

铁谱分析、颗粒计数器和磁塞监测等几种常用的油液分析技术，并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指出，综合应用多种 

油液分析技术才能实现飞机发动机的全面、准确、快速的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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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il analysis technique plays a very impo~an t role in the aircraft engine fault diagnosis．In this pape~several 

common oil analysis technologies were introduced，such as convention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spectrometric 

analysis，ferrographic analysis，particle counter and magnetic plug detection，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technologi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Finally,it’S pointed out that comprehensive techn ology of various oil 

analyses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achieve overall，accurate and fast fault diagnosis on aircraft engines． 

Key words：Oil analysis；Aircraft engine；Fault diagn osis；Comparative analysis 

飞机发动机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机械设备，长期 

处于高速、高温、过载荷、大机动、起落频繁等苛 

刻条件下，摩擦磨损严重，致使故障率较高，发动 

机的寿命缩短，这些都已成为制约飞机性能和可靠 

性的主要因素，因而发动机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显得非常重要 。发动机的运动部件几乎都是通过 

润滑油来减少摩擦，磨损产生的磨粒除了少部分沉 

积外，大部分悬浮于循环的润滑油之中，因此应用 

于发动机故障诊断中的油液分析技术，具有其他方 

法不可替代的优势州。 

飞机发动机油液故障诊断技术通常包括常规理 

化性能分析、光谱分析、铁谱分析、磁塞监测和颗 

粒计数器等方法 。 

1 常用的油液故障诊断技术 

1．1 常规理化性能分析 

常规理化性能分析是指采用油料化验相关的物 

理化学方法，按照国家、地方、行业或企业标准，对 

润滑油的各项产品理化指标进行检测。常规理化性能 

分析方法具有设备成熟、操作便利、经济性高等特点， 

是油液分析技术中一种最为普及和认可的方法。 

表 1 928航空润滑油技术要求 GJB 5097—2004 
Table 1 Specification of 928 aero oil(GJB 5097—2004) 

飞机发动机故障诊断中，一般选取滑油的运动 

粘度、闪点 (多为开口) 、酸值、水溶性酸 戈碱、 

水分、机械杂质、氧化、硝化、颜色及添加剂含量 

等指标作为分析的项目。各类润滑油在这些分析项 

目上都有各自的正常值控制标准，例如表 1列出的 

928航空润滑油的基本技术指标 。 

1．2 光谱分析 

光谱分析技术可用于物质分子结构和物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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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研究。近年来光谱分析技术大量应用于润滑 

油中各种微量元素浓度的测定研究之中。通常以 

10 (ppm)为单位，表示这个相对浓度的测量结果。 

高经纬等人 针对军用装备油液分析的特点，提出 

了一种基于混合深浅知识的光谱油液分析专家系统 

知识库的建立和实现方法，在工程实际使用中具有 
一 定的价值。任国全等人 详细研究了基于油液光 

谱分析诊断系统 SADS(Spectrometric Analysis 

Diagnosis System)的自行火炮发动机磨损故障诊断 

专家系统，实例证明该系统具有较强的诊断能力。 

通过研究润滑油中磨损磨粒的化学组成及含 

量，从而监控诊断飞机发动机润滑系统的磨损故障， 
一 般适用于尺寸范围在 5 m以下的磨粒。由于光 

谱分析技术分析速度快、分析精度高、样品用量少， 

因而在飞机发动机故障诊断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根 

据光谱元素分析，可以确定合理的换油期，查明发 

动机磨损的部位和磨损程度。 

1．3 铁谱分析 

铁谱分析技术是一种借助高梯度的强磁场作 

用，将机械磨损磨粒按尺寸大小依次沉积到透明载 

体上，然后进行光学测量、观测和解析的监测技术。 

铁谱分析技术覆盖了大多数磨粒的尺寸范围，可以 

观测磨粒的表面形貌，测量磨粒沉积区的光密度， 

因而在不拆卸、不停止设备运转的条件下就可了解 

设备磨损状态、分析磨损发展趋势、预报磨损故障。 

通常使用的铁谱分析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 

析铁谱仪，另一种是直读铁谱仪。分析式铁谱仪是 

铁谱仪的基本类型，也是最先发明的，由制谱仪、 

谱片光密度计及铁谱显微镜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制 

谱仪由磁铁、蠕动泵、输液导管、回油管和玻璃基 

片等组成。直读式铁谱仪特点是分析快速，主要用 

于对大量油样的筛选工作。直读式铁谱仪一般由永 

久磁铁、虹吸泵、光电传感器、玻璃沉淀管和信号 

装置组成。尹新 介绍了铁谱分析技术的原理和特 

点，指出利用铁谱技术监控运转化工机械设备的研 

究及计算机辅助铁谱诊断设备运行系统软件的开发 

具有广阔的前景。吕克洪 叫把铁谱分析技术和图像 

识别技术相结合，利用专家系统实现对发动机运行 

状态和零部件失效情况的进行监测、诊断与推理。 

1．4 磁塞监控 

磁塞监控法就是将悬浮于油液中的磨粒用磁 

塞吸出，然后进行磨粒颜色、形状、尺寸和数量上 

的研究，以此判断磨粒产生的部位、磨损程度和磨 

损原因等的一项油液监控技术。磁塞监控法具有操 

作简便、经济性较好的优点。主要缺点是分析精度 

较差，主要粗略分析粒度范围在 10～1000 m之间 

的大磨粒。同时磁塞无法吸出非磁性磨粒，对磨粒 

粒度的区度比较小，并且长时间人工观测，眼睛疲 

劳导致的误差也不容忽视。 

1．5 颗粒计数器 

重质油品，如飞机发动机润滑油等，可以利用 

颗粒计数器法测定其机械杂质的大小和含量。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相继研制成功各种形式 

的自动颗粒计数器，如标准 GJB 380．4中的自动颗粒 

计数器就是利用遮光原理，测度报告试样中固体污 

染颗粒的尺寸和数量，从而确定飞机液压系统、附 

件及有关地面液压设备工作液的固体颗粒污染度。 

飞机发动机油液固体污染程度一般采用分级 

标准来判断试样中颗粒数量的多少和大小，其判断 

分级按照 ISO 4406，NAS 1638和 ISQ 11218等标准。 

其中两个最常用的标准时 ISO 4406标准(国际标准 

委员会 )和 NAS 1638标准 (美国航空航天研究协 

会。国内对颗粒计数器的研究也非常多，杨明 重 

点对国内市场上几种主流便携式自动颗粒计数器的 

性能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油品污染度测试时仪器的 

选用具有借鉴作用。杨淑连 提出了一种确定激光 

颗粒计数器光敏区强度分布的普遍方法，这对确定 

激光颗粒计数器的光学采样速率非常重要。 

2 常用油液故障诊断技术分析比较 

以上介绍的几种可用于发动机状态监测与故 

障诊断的润滑油分析技术各具特点。但任何一种单 
一 的方法都不可能全面地给出分析研究所需的信息 

和数据。在对发动机进行监测时，各种分析手段所 

测出数据是各从一个方面来监测润滑油中磨粒的变 

化。在实际应用中，所用的各种油液分析技术的比 

较情况如表 2和表 3所示。 

表 2 几种主要故障诊断技术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everal major fault diagnosis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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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凡的意义。 

4 混凝土抗冻性试验方法 

试件：100x 100x400，三个为一组； 

试验设备 ：案秤、冻融试验机、动弹性模量测 

定仪； 

冻结温度 ：(一17±2)oc； 

融化温度 ：(8±2)℃； 

循环一次：2～4h。 

试验结束标志： 

抗冻次数已经达到设计要求； 

相对动弹性模量降至60％； 

试件重量损失达 5％。 

5 结束语 

虽然所有的工程研究人员都认可在混凝土中 

加入一定量的引气剂可以提高混凝土的耐冻性，但 

在实际的工程建设中引气剂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配比的，而且对于不同种类的引气剂是需要经过试 

验研究才能正式的投入与工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 

工程的安全性。 

此外，对于解决混凝土抗冻耐久性的问题 ，掺 

入活性矿物掺和料也是一项重要而有效的措施。21 

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混凝土技术也沿着替代水泥 

化发展，因此添加活性矿物掺和料意义重大。目前， 

对于单矿掺和料的配置及对高生能混凝土的研究 

有很多，取得一定成果的也不占少数。然而，对于 

多种掺合料复掺来提高混凝土抗冻性的研究甚少， 

还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在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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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由上述分析比较可知，每种油液故障诊断分析 

技术各有其适用范围和优缺点，采用单一的油液分 

析技术无法全面分析飞机发动机的故障。综合应用 

多种油液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分析整合获得的数 

据信息，才能对发动机进行科学、高效、全面、准 

确和快速的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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