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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原子发射光谱仪MOA和金属扫描仪METALSCAN两种仪器的性能特点。根据航空发动机在用滑油的 

特点和现有油液监测仪器的水平，探讨了利用这两种仪器对航空发动机滑油进行综合监测的新技术，以满足故障诊断的 

实时化和准确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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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ubricant Oil Integrative Analysis Technique 

for Aeroengine Failure Diagnoses 

Jiang Xufeng Fei Yiwei Li Huaqiang Zhong Xinhui 

(1．The Engineering Institute，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10038，China； 

2．Xuzhou Air Force Institute．Xuzhou 221000．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and metal scanner were introduced．According the charac- 

ters of lubricant oil in using of aeroengine and the oil monitoring in struments，the new in tegrative technique using above 

two instruments was presented to analyze lubricant oil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est of aeroengine failure diagnoses for real- 

time processing and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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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中的各种摩擦副，因负荷大、温度 

高、工作环境恶劣，容易磨损，从而导致零部件精度 

降低、寿命缩短或引发二次故障等。据对某型发动机 

10年使用情况所作的统计，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的 

37．5％及导致发动机提前更换的60％以上的原因是 

由发动机轴承等零件的磨损类故障引起的，其中尤以 

轴间轴承磨损故障最为突出” 。因此，对航空发动机 

的磨损故障进行有效的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具有重要 

意义。 

滑油监测技术通过滑油性能的测定及对滑油中的 

磨粒分析可以成功地对飞机、发动机磨损状态进行监 

控，保证飞机发动机的可靠性，是实施视情维修的重 

要手段之一。正常情况下。航空发动机的在用滑油中 

仅有微小磨粒 (一般小于10 um)，但由于零部件磨 

损或外界混入，会出现大颗粒。大、小磨粒都可能在 

不同使用阶段出现而形成故障，相对而言，小磨粒形 

成故障不突出，故障的主因是大磨粒，并且大磨粒一 

旦形成，可能在几小时内导致严重损坏，例如航空发 

动机的齿轮传动系、燃气发生器后轴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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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滑油监测技术是采用MOA型原子发 

射光谱仪对小磨粒进行地面监控。但目前已生产出能 

实际应用的大磨粒监测仪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加拿 

大Gastops公司的在线、全液流、大磨粒监测的金属 

扫描仪 METALSCAN，于 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这 

样，对大、小磨粒都可以进行监测。 

根据航空发动机在用滑油的特点和现有油液监测 

仪器的水平，本文作者对采用原子发射光谱仪 MOA 

和金属扫描仪METALSCAN两种仪器的航空发动机滑 

油综合监测新技术进行探讨。 

I 仪器介绍 

I．I MOA型原子发射光谱仪 

原子发射光谱仪有许多不同称谓，如油料分析光 

谱仪、液体分析光谱仪、多元素油料分析仪、军用油 

料分析仪等。MOA型光谱仪是美国贝尔德公司在 

FAS一2C光谱仪的基础上，提高了自动化程度的小型 

化、轻便化的产品 。图1为MOA光谱仪的基本工 

作原理。 

被分析的油样在激发室的分析间隙中 (即石墨 

棒电极与盘电极之间的间隙)激发，油样发射的光 

通过光学纤维被引至入射狭缝。由狭缝出去的光变为 

狭窄的带状，光带到达光栅后，被分解为各种不同波 

长的谱线。这些谱线在聚焦曲面上的出口狭缝分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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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各种元素的谱线，在利用偏转板的定期往返转 

动来动态扣除光谱背景，从而得到比较标准的谱线。 

每一个狭缝后面设置一个光电倍增管，用做将各 

谱线的光能转化成电能。在每次油样燃烧过程中将这 
一 电流按准确的时间间隔积分 (求和)，这就形成了 

与光电倍增管所接收的光量成正比的电压。通过读出 

电路将此电压值转换为数据值，所测出的结果与计算 

机中存储的校正曲线数据对比，便可计算出元素的浓 

度。最后，将整个分析结果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并 

可打印或存储。 

需要指出，由于每一个通道是由一个狭缝和一个 

光电倍增管及积分电路组成，因此，一般来说每一个 

元素对应于一个通道，并赋予一个数目来表示。但在 

MOA原子发射光谱仪运行时所使用的是代表通道的 

数目字，而不是元素的名称或元素的符号。 

图1 MOA光谱油料分析仪原理图 

1．2 金属扫描仪 META【5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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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1 I一 一 流向 

【S J j l N f 』 N IJ J S( 

V V 时问 

图2 METALSCAN工作原理图 

M ETALSCAN是一种全液流装置，在回油路中， 

全部液流能够无附加阻力地通过它。它由3部分组 

成：传感器、显示器、软件系统，其工作原理图如图 

2所示。传感器中有一线圈组件，共3个线圈，共同 

围绕在一个磁惰性的管子上，两端线圈磁场方向相 

反，使中间的传感线圈处磁场正好相互抵消，这样可 

屏蔽掉外界干扰。金属颗粒通过时引起的磁场扰动会 

导致传感线圈产生一个特征电压，根据此输出信号的 

振幅和相位可识别颗粒的尺寸和类型。信号的振幅与 

铁磁性颗粒的质量成正比，而与非磁性颗粒的表面积 

成反比。非磁性颗粒的信号相位与铁磁性颗粒的相位 

相反，由此可区分不同种类的磨损金属颗粒 。 

2 MOA和METALSCAN分析特点比较 

2．1 监测磨损元素的种类 

MOA可监测多达30种微粒磨损元素的浓度，基 

本覆盖了绝大部分摩擦副材质成分；METALSCAN可 

监测大颗粒的铁元素和有色元素两种磨损物类型，两 

者监测时可互补。 

2．2 监测的颗粒尺寸 

MOA只能监测小于或等于 l0 I．Lm的颗粒。MET— 

ALSCAN能监测的铁磁颗粒 (主要为铁元素)的尺寸 

为 60～100 I．Lm，在 10～60 I．Lm范围内缺乏故障信息， 

称为信息丢失；能监测的非铁磁颗粒 (有色金属) 

的尺寸为150～l 000 I．zm，在 10～150 I．zm范围内亦有 

信息丢失区。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考虑： 

(1)航空发动机主要用MOA监测早期的故障， 

由磨损含量是否超界限即可预报；特殊情况下会出现 

大颗粒，主要是疲劳剥落 (滚动轴承、齿轮等)，用 

METALSCAN监控可以及时预报，信息丢失影响并不 

大，故用MOA和METALSCAN综合监测可以较好地 

满足诊断要求。 

(2)用MOA监控航空发动机，长期没有测出故 

障，但从出现的几次事故分析，主要是大颗粒，说明 

METALSCAN是不可或缺的。 

2．3 故障信息的多样性 

MOA是以磨损元素含量为主要信息；而METAL— 

SCAN是以颗粒尺寸、累积质量、颗粒数量为主要信 

息，但都需要制定出判别故障的界限值。MOA可制 

定浓度、趋势和运行时间的界限值；METALSCAN可 

制定颗粒尺寸、颗粒数、质量、趋势等定量界限值。 

根据界限值来预报故障的理想情况，是要能判别 

出有无故障、故障部位、故障程度、故障模式和故障 

类型，这要结合航空发动机的具体工作情况进行二次 

开发。能判别故障的界限值种类越多，旁证依据就越 

充分，诊断准确率亦高。但应注意各类界限值指明的 

故障程度往往并不一致，例如有的预报为警告，有的 

预报为异常。MOA首先按趋势预报，其次按浓度， 

其它作参考。国外应用METALSCAN的经验，首先按 

累积质量预报，其次按颗粒尺寸，其它作参考。 

2．4 监控方式分析 

MOA不能作在线分析，只能离线监控。而航空 

发动机滑油在线监控的尝试是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 

采用在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回油路上设置磁塞的办法， 

将油液中磨损下来的铁磁性碎屑吸附住，当较大金属 

屑聚集到一定程度时报警，这便是机载监控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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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年的使用情况证明，这种磁性碎屑检测器的使用 

效果并不很理想，除了不能捕捉非铁磁性碎屑 (如 

铝、铜等金属屑)外，在细小的铁磁性颗粒或 “毛 

METALSCAN可作在线、全液流分析，可以用作机载 

监控。 

综合上面的分析，将 MOA和 METALSCAN分析 

刺”聚集时还经常错误报警，影响了正常工作。而 的特点比较列入表 1。 

表l MOA和METALSCAN的特点比较 

从表 1可以看出，综合 MOA和 METALSCAN这 

两种仪器，对航空发动机实施地面监控加机载监控， 

能够同时满足故障诊断的实时性和准确性要求。 

3 应用实例 

美军已将METALSCAN金属扫描仪用于航空发动 

机滑油磨粒检测，把它装在航空发动机主轴承或齿轮 

箱的回油管路中，替代原来的磁塞，对油液中悬浮的 

金属磨粒 (包括铁磁性磨粒和非铁磁性磨粒)进行 

监测，测定油路中金属磨粒的数量、尺寸，对它们进 

行分类，以及根据累计数量进行趋势分析，实现了机 

载监控。机载METAI5cAN能提供的具体信息如下： 

(1)磨粒数目、尺寸及分级、总质量； 

(2)建立机械正常指标与预测界限值对应关系； 

(3)发出报警信号； 

(4)图形显示目前的磨粒数量及质量； 

(5)绘制磨粒尺寸分布直方图； 

(6)METALsCAN系统机器状态指示。 

机载METALSCAN性能优良、稳定，已成功应用 

于美军AH-64直升机齿轮箱系统和F22隐形战斗机 

的Fl 19一PW-100发动机上，并获得了美国三军油液分 

析权威机构JOAP的认可 。 

美军的 MOA和 METASCAN的综合监控实践证 

明，采用MOA分析对航空发动机进行地面监控，虽 

然可以对航空发动机进行有效的趋势分析和状态监控 

(监测磨损产生的小于10 m的较小磨损颗粒)，但难 

以检测出突发性故障产生前的较大磨粒。据美军统 

计，航空发动机90％以上的磨损类故障是由大磨损 

颗粒造成的。METASCAN正好能弥补MOA不能检测 

大尺寸颗粒的不足。如F22航空发动机上安装的传感 

器可100％检测125～700 m的磨 (下转第1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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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产品由耐硬水的添加剂 (如聚醚及其衍生物) 

组成，也有可能该产品中含有抗硬水的整合剂 (如 

EDTA二钠盐)。 

(2)水的硬度对消泡性能的影响明显。硬度越 

大，消泡越快。但水的硬度太大时，容易在稀释液上 

面形成不溶于水的泡沫渣滓。在切削液实际使用时， 

保持稀释水的适当硬度，有利于消泡 。 

(3)水的硬度对 pH值和表面张力y的影响，规 

律性不强，随硬度变化有升有降，幅度较小。 

(4)从防锈性能看，对于单片 (24 h)均为 A 

级，这可能是由于切削液均能在400 ppm硬水中满足 

单片24 h的要求，因此看不出差距。但水的硬度对 

叠片 (16 h)的影响较明显。不同切削液，其影响程 

度各异。影响最严重的是 C-9930C，用400 ppm硬水 

稀释时，虽然外观仍十分清亮透明，但试验结果为c 

级。与蒸馏水稀释液 A级相去甚远，说明硬水消耗 

了切削液中的防锈成分 。 

(5)从测试结果看，大多数情况下，P 、P。值 

随硬度的增加而略有下降。但4％WEP极压微乳液的 

P 、P。值不随稀释用水硬度的变化而变化。4％H一1 

精磨液的P 值，则随稀释水硬度的提高而略有上升。 

显然，水的硬度对润滑性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是 

因切削液中组分的不同，其影响各异。一般来说，切 

削液中如果含有油酸的钠盐或胺盐类物质，则能迅速 

地与水中的Ca“反应，形成严重的泡渣，而无法吸 

附，消耗有效成分，降低切削液的润滑性能。如果切 

削液中含有石油磺酸或其它脂肪酸 (如妥尔油酸) 

的钠盐或胺盐，则与 Ca 反应生成的钙皂，泡少、 

易于分散，其润滑效果比相应的钠盐或胺盐更好 。 

在WEP极压微乳液中，因既含有油酸的钠盐、胺盐， 

又含有石油磺酸钠等其它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可能其 

对润滑性能的正负影响相互抵消，因此，水的硬度的 

变化对P 、P。值的影响不大。 

总之，水的硬度对切削液的性能有广泛的影响， 

而且随切削液组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许多试验工 

作和实际考察需进一步开展。目前，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一般用自来水稀释即可。但要注意，使用过程中 

因为水分蒸发，而盐分留下，水的硬度累积增加很 

快，选择稀释用水时必须考虑这一因素。对于硬度偏 

大的水，可增大切削液使用浓度或用 EDTA钠盐、 

Na，CO 、NaHCO 等物质将稀释水适当软化。对于极 

硬水尽量避免使用或预先软化再用。 

3 结论 

(1)水的硬度对切削液稀释液的外观 (即稳定 

性)影响明显。水的硬度越大，稀释液越不稳定， 

透明度越小。但加有抗硬剂或由耐硬水组分配成的切 

削液其稀释液外观不受硬度影响。消泡性随水的硬度 

增加有所加强。但水的硬度太大，则易形成泡渣。 

(2)水的硬度对切削液稀释液的pH值和表面张 

力 的影响因切削液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影响不 

是很大。 

(3)在试验范围内，水的硬度对铸铁单片防锈 

(24 h)无影响，但随水的硬度的增加，铸铁叠片防 

锈 (16 h)效果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4)水的硬度对切削液稀释液的润滑性能 (P 、 

P 值)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润滑性随 

水的硬度的提高而有所下降，但亦有提高的。因切削 

液组分的不同，影响情形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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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12页)损颗粒，它能使飞行员在出现危险 

情况时，根据产生的磨粒大小、多少及产生速度，确 

定危险程度，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避免突发灾难性事 

故的发生和非计划停机。 

4 结束语 

航空发动机滑油监测综合技术，采用 MOA和 

METALSCAN对航空发动机实施地面加机载综合监 

控，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并相互补充，实现滑油中大 

小磨粒的全面监测，同时满足了故障诊断技术的实时 

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作为视情维修的一种新技术，必 

将促进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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