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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APU翻修经验为基础 ，分析 了APU失效的原 因．并通过 以经验 为基础的失效模式分析 ．建立 了 APU故 障、零 

部件损伤与 TS0的近似定量关 系：并 以降低综合成本为 目的 ．建立了各种情况下 APU修理 范围。及单元体 、附件 

修理 深度 的确定依据和方法：为 APU修理方案制订 、承修商的监督 、转包修理成本的控制和机 队工程管理提供 了 

理论和 工程 实践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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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PU Failure Pattern and Study on Maintenance 

Programme Optimization 

LIU Xi-peng 

(Aircrafi Maintenance Base，Northwestern Branch of Eastern China Airlines，Xi’m 710082，China) 

Abstract：Based on APU repair experience，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 why APU has lost effectiveness and，through 

analysis of effectiveness losing pattern based on experience，establishes the approximately quan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U trouble，component damages and TSO．Intended for lowering comprehensive costs，determining ba— 

sis and methods are established for APU maintenance limits，unit objects and maintenance depth for acces— 

sories in various circumstances，thus providing the theorectical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basis for APU repair 

planning，supervision of people undertaking to repair，the control of the cost of repair recontracting and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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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动力装置(APU)在飞机上不是高安全相关系 

统．除火警类故障外，一般不会影响飞行安全。一般 

APU(GTCP331系列 ．36系列 )的非例行更换 间隔 

(MTBUR)约为 4 000 hIl ．而一般中型 APU翻修费用 

为 25万美元左右。因此APU是一个高成本相关系统． 

其维修管理的核心是成本管理。失效模式分析是描述 

故障缺陷是如何产生、发展并最终导致失效(INOP)的 

过程。通过失效模式分析．可以有效地确定不同服务寿 

命 APU的缺陷发展水平 ．从而为减低综合成本．制定 

科学的维修方案奠定基础。 

APU修理方案的确定．是工程管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 通过科学的维修方案决策．可以提高 APU的在翼 

寿命．提高派遣可靠性，并降低综合维修成本。航空公 

司的工程部门．在送修 APU时．也可以通过有效的维 

修方案管理．监督并规范承修商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 

综合维修成本。 

失效故障与失效模式分析 

失效故障可以由两个方面来描述：一方面是航线 

反映、报告的故障(unscheduled removal reason)，是故 

障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修理厂家最终确认的故障(shop 

findings)，是本质的原因。比如报告的失效故障是滑油 

耗量高，而确认的故障可能是滑油散热器渗漏或者涡 

轮封严失效等 

理论分析和维修实践表明．失效故障是由设计、加 

工或装配导致的内部缺陷．和运行、维修、使用中产生 

的外部缺陷相互作用产生的。 

1．1 失效模式建立 

APU的故障是逐步扩展 的．是 APU在设计 、加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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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过程中产生的内部缺陷，是在使用运行过程中的 

外部诱因协同作用下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APU 

的故障状态是内部缺陷、外部诱因和使用时间(TSO)的 

函数。 

内部缺陷是决定 APU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存在严 

重内部缺陷的APU可靠性差，即使不存在外部诱因， 

也会迅速失效，如转动件的内部裂纹等 ，轴承等承力部 

件的蠕变等。外部诱因也是决定 APU质量的重要因 

素，也会导致 APU寿命下降，或突然发生严重损伤，如 

严重的流道污染、附件故障、FOD(外来物损伤)等。 

通过 对 GTCP331—250H 和 GTCP36—300A两 种型 

号 80余台 APU使用时间与分解检查结果的分析记 

录，对于不存在严重内部缺陷和致命外部诱因的情况 

(即正常情况下)，APU本体的失效模式可以由图 1近 

似定量描述，其中TSO偏差在±1 000 h。 

1．2 失效模式分析 

对于一台正常工作的，不存在严重内部制造后修 

理缺陷。并且没有受到突发性外部损伤情况的APU，随 

着使用时间(TSO)的推移，其可靠性将逐步降低。根据 

可靠理论l 3】：一般系统的故障可由浴盆曲线描述 ，故障 

概率服从负指数分布。APU在运行时间达到TSO前出 

现故障的概率 P(TSO)=1一e-lSO／帅UR．系统不出现故障 

的概率(可靠性)R(TSO)=e—lSO／帅 ，其中MTBUR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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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非例行换发间隔，代表整个机队的可靠性统计水平， 

也可以用以预测机队中单台APU的可靠性水平。 

一 般 APU的失效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稳定运行期(TSO<1／2 MTBUR) APU经过制造 

或翻修后，其性能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由于 APU的 

转速很高，因此磨合期很短。一般有可能出现少量金属 

屑，但本体性能很快进入稳定运转期(但其 LRU的翻 

修可能并不同步，因此并不意味着航线故障少)。 

缺陷产生期(TSO<3／4 MTBUR) 应力疲劳和热 

应力疲劳、磨损以及小型 FOD缺陷将逐步产生，滑油 

耗量会有一定程序的增长，EGT增长，燃油耗量增大， 

漏气量增大，引气压力下降，转子产生一定量的不平衡 

导致的振动，气流通道存在一定污染变形 ，效率下降， 

但一般不至于产生较大的故障。 

故障扩展期(1／2MTBUR<TS0<5／4MTBUR) 损伤 

进一步扩展，APU效率下降，排气温度偏高，热部件烧 

蚀加剧，振动加剧，润滑l不良，滑油温度偏高，故障逐步 

出现。 

故障高发期(TSO<3／2MTBUR) 这个时期内的APU 

效率下降较严重，内部损伤严重，长期运行在近似超温 

条件下，涡轮烧蚀掉块 ，不平衡严重，气动曲面严重磨 

损．或内漏严重等情况，使用时间到达这个范围的APU 

可靠性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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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突发性 APU本体零件损伤、性能状态与 TSO 关系简图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cted APU original parts damages，performance status and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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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期(I50>3／2 MTBUR) 内部损伤十分严重． 

结构零件损伤的可能性极大，修理费用很高，此寿命的 

APU可靠性非常低，随时有失效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APU的自动化程度高，转速 

很高，实际的磨合过程很短，因此其实际的故障曲线并 

不完全与理论的浴盆曲线l引相吻合 ，而是一个单边的浴 

盆曲线，即出厂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可靠性都处于较高 

的水平，直到TSO到达一定时间后，可靠性开始较快下 

降。因此，APU的可靠性并不严格服从指数分布．理论 

可靠性公式计算出的数据仅用于理解 APU的故障发 

展阶段，但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的可靠性水平。 

1．3 失效模式分析结论 

1)失效模式分析中各种故障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但也有可能表现为一种主要故障。 

2)每个系统零部件的失效模式是不同的，因此．针 

对 APU的修理方案必须建立不同单元体不同修理方 

案的控制目标。 

3j高龄APU并不见得是综合成本低的APU．因为 

使用寿命过长会导致机匣等结构零件损伤．导致翻修 

成本增加。因此．一些 OEM厂商为表明其设计加工质 

量．攀比超常在翼使用时间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过早 

拆下修理将丧失部分零件的剩余寿命．导致成本增加。 

因为在 APU翻修时．确定一个零件是否需要更换和修 

理的判定依据是按其剩余寿命是否可以超过一个翻修 

周期．如不能达到，则必须更换。APU整机寿命．等于其 

寿命短的结构／转动零件的寿命。因此．合理地计划换 

发时间比较难于确定．可以参考该机型全球统计的 

MTBUR．最佳的换发问隔应该是该公司运 营环境下长 

期统计的平均 MTBUR。 

4)内部缺陷是决定单机可靠性的决定因素。无重 

大内部缺陷的APU．其外部诱因将影响 APU的可靠性； 

正常 APU的可靠性由其TSO确定。 。 

5)单机可靠性管理的关键是TSO的控制和单机修 

理方案的选择。机队可靠性控制的关键是平衡 TSO，限 

制高龄 APU。MTBUR是衡量维修质量的重要参数，也 

是决定维修方案的关键参数。 

2 维修方案确定 

2．1 APU的换发控制方式 

航空公司常采用两种方式控制 APU的拆换，分别 

是例行更换(达到控制时限即拆下修理)和非例行更换 

(使用到发生故障不能继续使用时)。主流机型APU的 

维护方式为视情维护。各个公司对视情中的“情”理解 

不同，实际机队管理方式并不相同。但视情并不意味着 

放任自流，必须依据失效模式和机队特点，制定有针对 

性的维护、送修方案，才能有效地提高派遣可靠性，降 

低综合成本。 

APU的使用时间的描述方法较多，如150、11SN、 

CSN、CSO、TSSV、CSSV。其中 TSO／CSO是反映可靠性 

的较好参数 ，该时间是APU翻修后的时间．是性能恢 

复的起始点。 

维修方案(repair workscope)是限定 APU修理工 

作的深度、范围的技术指令。由于营运人负有持续适航 

性责任，因此维修方案一般由航空营运人的工程部门 

编制，用于规范维修单位的维修行为。但也有的营运人 

把维修方案委托给维修单位编制，或默认维修单位的 

维修方案。无论维修方案是由谁制定的，营运人都不能 

逃避其适航性责任。因此．航空营运人必须对维修方案 

进行控制，确保其合理性。并且，可以通过维修方案，加 

强对维修单位的监督和对维修成本的控制。 

维修方案制定的依据：首先是矫正失效故障．这是 

基本要求 ．即完成修理的 APU必须排除故障．并达到 

规定的性能要求：而后是确保 APU 综合成本最低．这 

是本质的要求。由于 APU与飞行安全相关性较低(除 

了因燃油或热气渗漏导致的火警外)．因此综合成本的 

控制．是维修方案编制的核心目标。这一点与主发动机 

不同．主发动机是高安全相关系统，系统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必须得到绝对的保证。 

综合维修成本包括单机修理成本、航线维护成本、 

机队品质恶化导致的租用备发的成本、航班延误甚至 

取消的赔偿成本和信誉损失导致的成本等。由APU的 

MTBUR的定义．可以得知当150=MTBUR时．约 50％ 

的 APU将不能继续使用。因此．维修后使用150目标 

以全球统计的MTBUR为参考值．是合理并可行的。 

2．2 修理等级定义及其确定 

适航规章 CCAR145R2把修理类型分为翻修 、修 

理、排故、检测、改装等，CMM手册的定义稍有不同，只 

给出了完整的翻修程序．但针对修理范围的不同。分别 

定义了重(深)度修理(对应于适航规章中的翻修)、中 

度修理和轻度修理 3种性能参数标准【4_ 。但所有的 

CMM和适航规章并未给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哪 

种程度的修理。因此，修理深度是由修理厂家和客户自 

行决定并控制的，这正是视情维护的本义所在。因此 

APU的修理等级和修理方案没有统一的标准。 

修理深度确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确定的，即 

当发现缺陷的区域涉及到了 APU的相关部位，修理范 

围和深度不得不扩展形成的；另一种是方案制定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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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检查情况主动确定的．认为合理的深度和范围。 

如果有可能 ．应主动控制 APU修理深度，以获得 

最低的综合运营成本 。由于 331-250和 36．300的平均 

换发间隔均为 4 000 h左右，应该严格控制寿命超过7 

000 h的APU的使用，减少寿命超过6000 h的APU的 

数量．尽量使 TSO超过6000h的APU的数量不要超过 

可用备发的数量，否则，可能会因多台同时故障，导致 

航班调度困难 的严重后果。因此，当 TSO>75％MTBUR 

时应考虑整机重度修理。 

2．3 修理方案的确定 

由于现代 APU是采用单元体设计的，并且各个 

LRU的MTBUR和TSO并不相同。因此，采用整机的 

TSO和 MTBUR确认修理方案时，必然使 MTBUR大的 

附件丧失了剩余寿命．而 MTBUR小的部分延误了修理 

时机。因此．合理的修理方案应该是单元体及附件独立 

控制。对不要求修理的单元体，也必须要求承修商进行 

孑L探(内窥镜)检查，以确认其状态完好，防止潜在的缺 

陷未被发现。 

2．3．1单元体维修方案控制 

齿轮箱单元体 修理实践表明．除非发生过严重 

的结构损伤，齿轮箱单元体在 7 000～8 000 h内很少发 

生损伤，或异常磨损。但是冷却风扇如果工作时间过 

长，转动不平衡，或花键损伤，会导致传动齿轮磨损 、断 

裂等问题(本厂发生过4次) 

负载压气机单元体 对引气压力影响较大，但对 

整个 APU的效率影响较小。除非发生过严重的 FOD． 

否则在 6 000 h以内，如果孑L探各部位无损伤．并且轴 

承部位未发现漏油迹象，可以不分解该单元体。 

动力部分单元体 一般来说，动力部分单元体损 

伤在4 000 h左右出现加剧倾向，如果发现性能衰退迹 

象，应该进行分解翻修，防止损伤加剧，导致机匣损伤： 

但如果未发现性能衰退迹象．也可继续使用 

2．3．2附件修理方案 

当附件，包括 LRU(航线可更换件)使用时间不足 

25％MTBUR时 ，可 以随整机试 车时进行操作检查 

(operational test)。当超过 25％MTBUR的附件．都应在 

整机翻修时进行功能测试 (functional test) TSO超 

过 75％MTBUR的附件，都应在整机翻修时进行修理。 

对重要附件的修理方案控制，可由其 LRU更换频率统 

计中的每种附件的MTBUR来确定。如冷却风扇，该部 

件容易导致齿轮箱损伤，应该在检查转子发现损伤时 

及时进行分解修理。如涡轮回油泵，该部件直接与转子 

相连，其细轴和齿轮容易损伤，导致润滑不良．有可能 

损伤转子，应在每次大修时进行检测。一旦发现金属屑 

应对滑油泵进行分解修理，防止残留的金属屑对本体 

封严造成二次损伤。FCU(燃油控制组件)一般情况下 

很少产生故障，可在发现故障时送修。 

2．3．3灵 活的 附件 控 制方 式 

由于一般的航空公司给航线维护保持有一定量的 

库存周转件。因此，对随APU一起送修的LRU可以指 

定不进行修理，只进行操作检查，返回使用到不能使用 

时进行送修。这样有可能加大航线排故的工作量，但可 

以降低送修成本，将 LRU件的送修评估纳入 自己的航 

线拆换件统一进行评估管理。 

3 特殊维修要求处理 

3．1 金属屑处理 

由于APU与其发电机公用一个滑油系统，一旦发 

现金属屑，必须对 APU和发电机都进行相应的检查和 

修理。尤其是必须对金属屑的质地进行分析，钢质金属 

屑反映齿轮或轴承的损伤．铜质颗粒表明发电机电枢 

损伤，碳质颗粒油可能是混入滑油中的积碳，也可能是 

碳封严的损伤。一旦发现金属质地的颗粒，应该分解整 

个 APU，更换全部轴承和封严，检查齿轮箱传动系统． 

清洗全部滑油系统管路和零部件，分解滑油泵修理。如 

果只对齿轮箱做工作，残留的金属屑会对动力部分和 

负载部分的封严造成损坏，一般来说会在下一个维修 

间隔到来之前发生漏油故障。 

3．2 低龄APU的修理方案——排故 

一 般 TSO<1／2的 APU应首先考虑排除故障。尽量 

不要分解主要的单元体，以利用其剩余寿命。但要对不 

分解的单元体进行孔探，确认其结构状态足以支持到 

下一次翻修，否则应当分解检查 

3．3 FoD或者结构损伤 APU的修理方案 

由于结构损伤或FOD会导致高速转动 APU的连 

锁反应，一般异物进人气流通道，将会对下游的零部件 

造成严重损伤。因此，一旦存在此类现象，凡是异物波 

及的单元体，无论TSO是多少，都应该进行全部分解检 

查修理。 

3．4 高龄APU的处理 

高龄 APU一般应该进行全部深度修理．不能简单 

进行针对故障的排故处理。否则修理后的使用时间无 

法保证。 

3．5 资源限制时的修理方案 

如备发不足导致航班调度困难时，或者资金缺乏， 

无力承担翻修费用时等特殊情况下．维修方案确定需 

要进行TQC综合决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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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APU维修方案的确定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本 

质上讲是一个综合成本管理的问题。方案的选择余地 

较大，因此航空营运人可控的余地较大。对于没有严重 

内部缺陷和外部损伤的APU，其失效模式是 TSO的函 

数，其损伤随TSO的增长逐步加大，可靠性逐步降低 

APU合理 的修理间隔应该是该机型全球统计平均 

MTBUR。针对故障现象和TSO，可以对 APU的各个单 

元体和附件的修理方案进行分别控制，以降低综合维 

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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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所示试件尺寸，可计算出两组试件毛面积 

上的最大循环名义应力分别为 

⋯ =等= _222．2 MPa 
=  

wt

=  _277．8 MPa 

=  = 1．25 
u 普通铆接 1·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寿命区，干涉配合铆接的疲劳 

强度比普通铆接的疲劳强度提高约 25％。 

4 干涉配合铆接的铆钉填充系数估算 

由文献【31得到铆钉孔边净截面的理论应力集中系 

数 K，=3．01。考虑冠状铆钉的填充作用，则疲劳有效应 

力集中系数 

K产aflK， (5) 

其中：OL为孔的表面状态系数，钻孔a=1．1；J8为铆钉填 

充作用系数。 

本文用修正诺伯法，计算干涉铆接试件在试验载 

荷下，对应于不同铆钉填充系数 的试件疲劳寿命。 

LY-12CZ材料性能参数取自文献[4】。计算结果列于表3 

中。从表 3的计算结果看出，当铆钉填充系数 =0．474 

时，计算寿命与试验平均寿命最接近。 

表3 不同 值下的试件疲劳寿命计算值 

Tab．3 Calculated value of components 

fatigue life under different ·value 

8 

0．471 

0．472 

0．473 

0．474 

0．475 

1．559 

1．563 

1．566 

1．569 

1．573 

72 720 

71 5O1 

70 309 

69146 

68 0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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