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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燃油系统试验室真空泵选型方法研究 

屈元元，周 伟，王金彪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摘 要：通过对各类真空泵的研究比较，结合某民用飞机燃油系统试验室的技术要求，提出燃油系统试验选用 2BE系列 

水环式真空泵，同时配合使用引射真空泵，以改善气蚀、抽气速率降低等缺点，获取更高真空度。同时，还对水环式真空 

泵和引射式真空泵选型所需考虑的重要参数进行了分析，为选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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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燃油系统应确保在每种可能出现的运行情 

况下，不间断地以发动机和 APU正常工作所需的流 

量和压力向其供油。而飞机燃油系统地面试验则是为 

新型飞机燃油系统设计提供设计数据以及进行设计 

验证的必要手段。其中，飞行高度模拟试验是通过真 

空系统改变油箱内部压力环境来实现的。真空系统的 

核心部件便是真空泵。而由于对大型客气实际飞行中 

各种丁况的模型需求较为复杂，对于民用飞机燃油系 

统试验室所用真空泵的选型也应较为谨慎。 

本文结合某民J_H飞机燃油系统试验室的技术要 

求 ，对其选用的真空泵进行了选型和研究，得出了一 

套使用与民用飞机燃油系统试验各种工况的真空泵 

组，并进行了初步的没计研究。 

1 燃油系统试验室真空泵站概述 

真空泵站的主要功能是根据飞行高度的变化， 

通过调节飞行高度模拟环境舱内的压力，实现试验 

油箱内部压力环境的模拟，模拟各个飞行阶段试验 

油箱内的压力变化。根据某民用飞机燃油系统试验 

的具体要求，真空泵站应满足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极限真空度不大于 5 000Pa； 

(2)抽气速率不小于5 400 m h； 

(3)接触介质为航空煤油。 

2 真空泵类型选择 

真空泵按其 作原理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气体 

传输泵和气体捕集泵两种类型。气体传输泵是一种 

能使气体不断的吸人和排出，从而达到抽气目的的 

真空泵；气体捕集式真空泵是一种使气体分子被吸 

附或凝结在泵内表面上的真空泵。真空泵的分类如 

图 1所示。 

图 1 真空泵分类图 

在上述各种真空泵中，分子泵、离子传输泵以及 

气体捕集泵的真空度都较高或者极高，且结构复杂、 

造价昂贵，因此不作为本文的选型对象。下文对其他 

几种真空泵的特点和基本参数作对比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真空泵选型因素列表 

类划 原理 最大真空度(Pa) 抽气速率(m'／h) 结构特点 不适用气体 

依靠汽缸内的活塞作 结构简单 、牢固， 爆炸性、腐蚀性 

往复式 往复运动来吸入和排 400～1 o00 45～20 000 操作容易 颗粒性气体 
出气体 

用旋片来改变泵腔的 体积小、噪声低 爆炸性 、腐蚀性 油封式 0013 3
一 l01325 l 8—540 容积

，宴现吸气和排气 颗粒性、毒性气材 

靠部件之间的相对运 结构简单，电控复 
_f二式 动来改变泵腔容积，实 5～30 108～l 440 杂 爆炸性气体 

现吸气和排气 

靠水改变泵腔容积，实 结构简单 ．加工精 

水环式 现吸气和排气 2(瑚 ～4 000 l0～2 50130 度低，工作平稳+ 暂无 
可抽除不纯气体 

两个⋯8’字形断面的转 无需润滑，启 动 
罗茨式 子以相反方向旋转进 l～l 000 l08 72()【x】 快．效率高 易燃易爆气体 

行抽气和排气 

利用文丘里效应压降 结构简单 ，工作乐 暂无 
引射式 产生的高速射流把气 200—8oo 强较低，一般需配 

体输送到出口 合使用 

通过对比可知，由于燃油试验室所用真空泵的 

使用环境存在易燃易爆的航空煤油蒸汽成分，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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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型的真空泵中，符合燃油系统试验应用要求的 

唯有水环式真空泵和引射式真空泵。因此，燃 由系统 

试验选用水环式真空泵。此外，对于更高的真空度， 

可以将水环式真空泵配合引射真空泵使用来获取。 

3 水环式真空泵选型方法分析 

在水环真空泵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2BE系列。 

该系列真空泵单级极限真空度可达到 3．3 kPa，最大 

抽气速率可到5 160～8 600 ITI ／h。然而 ，水环真空泵 

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以下四个严重的问题： 

(1)气蚀。真空泵产生汽蚀是一种物理现象 ，当 

在一定的水温及真空下，汽蚀就会发生，从而对真空 

泵产生损害，产生水力损失【1]。 

(2)抽气温度升高造成抽气量降低。真空泵的抽 

气量与抽气温度的关系参照样本上的性能曲线，可用 

以下公式进行估算翻： 

：  
!± 2 

Q2 t2+273 

式中， 

p 表示实际抽气量，m ／h； 

9 标准状况下的抽气量，m3／h； 

t 表示实际抽气温度，℃； 

t 表示标准状况下的抽气温度，即20℃。 

以2BEA353真空泵为例，当压力在5 000 Pa时， 

随着转速的不同对应的抽气量大约为 2 000～ 

5 200 m ／h。以5 200 m3／h计算，当进行结冰试验抽气 

温度下降到 一40℃时 ，对应的实际抽气量降为 

4 135 m3／h。 

(3)工作水温升高造成抽气量降低。由于水环泵 

的工作性能都是在工作水温为 15℃时鉴定的。而众 

所周知，随着工作水温的升高水环泵的工作效率会 

降低，即抽气量会下降。水环泵的实际抽气速率可根 

据下式进行计算： 

Q15 

式中， 

为气量修正系数K； 

为水温为t℃时的抽气速率，m3／h； 

Q。 为水温为15℃时的抽气速率，m ； 

为被抽气体压力，Pa； 

为水温为 t℃时的饱和蒸汽压力，Pa； 

为水温为 15℃时的饱和蒸汽压力，Pa。 

以水温为 30℃、抽气压力PJ为 5 000 Pa为例， 

此 时的 =P3o=4 246 Pa，,O15=1 706 Pa，Ql5取 

5 200 m3／h，计算得气量修正系数 K=0．229 1。则该 

型水环泵在 30℃、5 000 Pa压力时的实际抽气速率 

为 =1 191．32 m3／h。由此可知，工作水温的升高对 

水环泵的抽气速率影响极大。 

(4)随着被抽气体压力的降低，水环泵的抽气速 

率也将降低。以上四个问题，均可用加装引射真空泵 

得到较大的改善。研究表明，采用水环 一喷射器的真 

空泵机组可以有效避免汽蚀的产生【]1。此外，加装引 

射真空泵可以有效改善因为气体温度降低和工作水 

温升高造成的抽气速率下降。 

4 引射式真空泵选型方法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引射式真空泵作为水环泵的前 

级泵使用，用来提高水环泵的极限压力和抽气速率， 

以及改善气蚀现象。引射泵的基本结构如图2所示。 

嗵  压翠 蛔 

fr⋯⋯i ＼ ＼ 睦 尊E 
t教 引射沉 

图 2 引射泵结构示意图 

引射泵在选型时要考虑到喷嘴喉径 d。、喷嘴出 

口直径 d 以及扩压器喉径 等参数。根据文献[4]可 

知，喷嘴喉径 的计算可按下式进行： 

do=1．217 2X／-~- 

式中，‰为驱动气体量，kg／h。 

喷嘴出口截面直径d 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dl=do 

式中，P 为喷射器人口压力 ，忽略管道损失可认 

为是被抽气体压力，hPa； 

P。为大气压力，hPa。 

将燃油系统试验所需的工况代人，即P =50 hPa， 

P0=l 013．25 hPa，计算可得：d1=1．7 do。 

扩压器喉径d2的计算公式为： 
厂———————— 

d2= 1／(1十m)肛 
T pa 

式中， 

为引射系数，对于燃油系统的试验可取0-31； 

口为经验修正系数，根据文献[4】所述，0取 1．02～ 

1．05为宜，而且建议按下式确定 d2值 ：d =(2．8 

3．1)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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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装质量要求较高，逐渐被柔性密封取代。对于北京 

地区的具体情况，盾构机采用内注密封油脂式钢丝 

刷柔性密封系统即可满足隧道施工要求。钢丝刷密 

封系统柔度适中，适应性强，对管片及管片拼装质量 

要求一般。盾构机掘进时，向盾尾连续注入优质盾尾 

密封油脂，可保证在 0．5 MPa的压力下，盾尾不会出 

现渗漏水和渗漏泥浆。 

盾尾密封装置使用三道钢丝刷 (最外道为叠式 

钢板刷)的结构，并在盾尾刷之间的室内各设置 6处 

(两环共 12处)油脂注人口，可承受 0．5 MPa的土压、 

水压和注浆压力。 

盾尾密封油脂在盾构机掘进时由泵压送到盾尾 

密封刷与管片之间形成的腔室中，以防止注射到管 

片背后的浆液或其他物质进入盾体内，保证盾尾在 

动态平衡压力下不渗漏。 

4 结束语 

盾构施工技术以其对城市环境影响小、隧道工 

程质量易于保证以及施工速度快等优势，在城市隧 

道施工中被大量采用，土压平衡盾构机作为盾构法 

施工的大型专用机械设备 ，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应高 

度重视盾构机的选型工作 ，其选型正确与否，无论是 

对于盾构施工的技术水平 ，还是对于盾构施工的成 

本和效益，均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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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EPB Machine Bidding 

LI Shui—lin 

(Machinery Departmengt of Gezhouba Group Co．，Ltd．，Yichang Hubei 443002，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ses South East Canal Project Beijing EPB shield machine procurement tender 

documents preparation，EPB machines key configuration model and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but also to shield 

cutter，cutter drive and hinge mechanism and other key points are described and cited examples of the tender，the 

tender ha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EPB machines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nder documents an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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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通过对各类真空泵的研究比较，结合某民用飞 

机燃油系统试验室的技术要求，考虑到航空煤油的 

易燃易爆特性，最终建议燃油系统试验选用 2BE系 

列水环式真空泵。同时，配合使用引射真空泵，以改 

善气蚀、抽气速率降低等缺点，获取更高的真空度， 

最终满足飞机燃油系统试验要求。本文还对引射式 

真空泵选型所需考虑的重要参数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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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election of Vacuum Pump for Large Civil Aircraft Fuel System Test 

QU Yuan-yuan，ZHOU Wei，WANG Jin-biao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Shanghai 201210，China) 

Abstract：After comparing the main vacuum pump based Oil the technology requirement of the large civil aircraft fuel 

system test，this paper indicated that 2BE series water-ring vacuum pump is qualified for the fuel system test， 

combining with the ejector vacuum pump，which will improve the cavitations erosion and bleeding speed．Moreover，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parameters for the type selection of both pumps，which provides the theoretic support for typ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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