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nej—vu Fen×一： 量坌堑 ●■■■■■■■■■■■■■■■■■■■■■■■■■_ 

一

种新型飞机真空马桶测试台分析 
章银根 

(欧泽塔(南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1113) 

摘 要：介绍了一种与国外不同的新型飞机真空马桶测试台，通过对飞机马桶的定期测试，确保其在飞机飞行过程中能正常T作，为 

旅客的旅途提供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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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0~400 kPa；耐压试验压力调节范围为0~900 kPa。 

在飞机长时间飞行过程中，旅客需要方便，如果飞机座便器 

像家用座便器一样，用水量势必较大，会给飞机造成较重负荷， 

必然影响飞行。飞机设计工程师们利用大气压与真空之间的较 

大压差发明了用水量少且大小便均能冲洗干净的座便器，即人 

们通常所说的真空马桶(图 1)。新型飞机真空马桶测试台是一 

种专门用于真空马桶系统和部件测试的设备 ，能够对马桶冲水 

阀、手动阀、系统泄漏、故障显示、排水量、清洗阀泄漏、清洗阀排 

水等进行测试，同时还具有测试冲水阀单个部件泄漏和清洗清 

洁阀的功能，从而保证了真空马桶在飞机飞行时正常工作。 

1 技术参数 

图 1 真空马桶 

稳压水箱容量为 25 L；真空水箱容量为 2O L；过滤水箱容 

量为 6 L；动压检测范围为 0～400 kPa；耐压检测范围为 0～ 

1 MPa；负压检测范围为一100～0 kPa；供水压力调节范围为 

2 系统配置要求 

该系统采用 6 kg／cm2的气压源，2．5 kg／cm2的水压源(自 

来水)和 380 V、5O Hz的电源。 

3 飞机马桶测试操作步骤 

飞机马桶测试台的原理如图 2所示。需要根据空客公司 

飞机真空马桶测试手册的要求，进行相关测试操作，具体测试 

下面将详细陈述。 

(1)接地及连接点电阻测试：采用万用电表测量马桶支架 

与接地点之间的电阻，所测电阻值不应超过 2．5 mQ。 

(2)马桶工作情况及 2项时间测定：先将马桶放在液压小 

车上面的积水盘中，小软管一头与清洗阀进水接口连接，另一 

头与清洗阀出水口连接。然后打开清洗阀供水开关(手动关断 

阀 2)，将大软管一头与真空接口相连，另一头通过真空罐与冲 

水阀出水 口相连。随后打开进水总阀和气 阀，连接可调电源 

(22．0～29．5Ⅵ)C)，调节精密凋压阀 1使清洗阀进水 口的水压 

达到(262±7)kPa，接着启动真空泵开关，再启动真空泵供水开 

关抽真空，当真空表显示一75．8 kPa时先后按下真空泵供水开 

关和真空泵开关，调节真空调压阀使真空度达到 59．3 kPa。此 

时，确认水源、真空、电源正常，按下冲水开关，冲水一次，让水 

源管路上充满水(不含空气)；按下冲水开关，再次进行冲水，观 

察马桶工作情况，并检查马桶水路和真空管路是否有泄漏 ，若 

有必要则进行修理。另外，还应检查马桶喷水环的工作情况， 

其应该喷射有力且均匀，不应有水花溅到马桶上边缘。同时， 

4 液压控制系统 

电气控制系统的重要动力来源为液压驱动系统。炉底液 

压站和板坯库液压站是液压驱动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对炉 

底液压站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温度来进行的，在温度不高时，电 

加热器会进行全 自动加热 ；当温度高的时候，水冷却器会 自行 

运转，来达到降温的目的。板坯库液压站的系统压力、液位、温 

度等的控制方法和炉底液压站比较相似。 

理，因而能够更好地提升钢铁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保 

证钢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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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轧钢节能加热炉电气控制系统在提高钢铁公司能源 

的使用效率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轧钢节能加热炉电气 

化控制系统完全可以代替原来钢厂生产时使用的常规性的人 

工控制方法，其不仅在提升板坯的加热质量、提高整个炉区的 

自动化水平、减少钢厂工人的工作强度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优 

势，而且可以更加科学化、细致化地对各种操作进行信息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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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飞机马桶测试台原理图 

需要测量从启动冲水开关到冲水阀打开间隔，一般应为(2± 

0．2)s，而测量冲水阀保持开状态时间应为(4±0．2)S。 

(3)冲水阀泄漏测试：将 PVC管与马桶注水接口相连，打 

开马桶注水开关(手动关断阀 4)，向马桶碗状槽内加入 946 mL 

水 ，并做好水位标记 ，同时施加(59．3±1．4)kPa的真空至冲水 

阀出水口，保持此真空至少 1 m ，检查碗状槽内的水位，观察是 

否存在明显泄漏。另外，将电源电压设置为(29．54-0．1)VDC， 

然后启动冲水开关 ，并测量此时的电流，保持出水 口真空，检查 

冲水阀处是否有可听到的泄漏 ，一般电流不得在连续 500 ms 

以上超过 2．0 A，且最大电流不超过 2．5 A。 

(4)手动阀关闭测试：启动维护开关，关闭手动阀。施加 

(59．34-1．4)kPa真空至冲水阀出水口，查看冲水阀处是否有可 

听到的泄漏，正常应该不存在这种明显的泄漏。 

(5)系统泄漏测试：向马桶碗状槽内加水，打开手动关断阀 

4，使水位离马桶上边缘大约 25．4 toni，将此状态保持至少 2 

min，查看焊接点、密封处、管道接头及低于水位的其他部件与 

碗状槽的连接处不应存在明显泄漏 ，否则需要进行修理。完成 

测试后，再连接上真空，打开手动阀，排出马桶内的水，同时启 

动冲水开关，关闭冲水阀。 

(6)故障显示测试：将电源电压设置为(284-0．1)VDC，然 

后启动冲水开关，当冲水阀打开时，插入直径为 19．05 1TIIII的可 

弯曲乙烯软管，并保证冲水阀在关闭时压在该软管之上(进行 

此项测试时，不必施加水源和真空)。再次启动冲水开关 ，冲水 
一 次，检查冲水阀第 2次压在软管上时，有无故障显示；第 3次 

启动冲水开关，检查冲水阀压在软管上时，故障显示灯是否亮； 

第 4次启动冲水开关，再冲水一次，软管仍在冲水阀中，可以冲 

水，故障显示灯保持亮的状态；第 5次启动冲水开关，再冲水一 

次，在冲水阀打开时，拔出软管，确认在冲水循环完成且冲水阀 

门关闭后，故障显示灯熄灭。 

(7)排水量测试：调节精密调压阀 1使水源水压为(2624- 

7)kPa，电源电压为(28±0．1)Ⅵ)C，此时断开冲水阀出水 口处真 

空，并在该处放置有刻度的烧杯 ，启动冲水开关，冲水一次，确保 

管道的可存水区域被水填满。将烧杯中收集的水倒掉后，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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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冲水开关，冲水一次，收集冲水阀排 的 

水，并测量收集的水量，正常应为(207+30)mI 。 

随后，关闭水路手动关断阀 2，将烧杯放置于清 

洗阀手动回水阀排水口，打开手动回水阀(位于 

水源水路下面)，把排出的水收集在烧杯中。 

(8)清洗阀泄漏测试 ：关断增压水开关(手 

动关断阀 3)，打开清洗阀供水开关(手动关断 

阀 2)和 水 阀 (直 动 式两 通 电 磁 水 阀)，以 

(3．45±0．69)kPa／min的速率调节精 密调压 

阀 1，将水压从 0提升到13．8 kPa，并保持此水 

压至少 2 rain，直到水压降至 6．895 kPa时，清 

洗阀关闭，此时应不存在可察觉的泄漏，说明 

在 13．8 kPa的水压下，清洗阀无泄漏 。调节水 

源水压 为 (262± 7)kPa，保 持此 水 压至 少 

1 min，检查是否存在可察觉到的泄漏。另外， 

若需要在(51．74-7)kPa和(172±14)kPa的水 

压下测试泄漏时，需要关断清洗阀供水开关 

(手动关断阀 2)，打开增压水开关(手动关断阀 3)，调节精密调 

压阀 2增压，以上测试均应无可察觉的泄漏。需要注意的是， 

试验前应先将清洗阀的供水开关(手动关断阀 2)和增压水开关 

(手动关断阀 3)同时打开，调节精密调压阀 2使增压气缸上下 

运动 2～3次，气动换向阀(四通两位手动阀)上下换向将气体 

排空 ，避免因水路 中含有部分空气而无法增压 (空气 可以压 

缩)，导致操作无法继续。 

(9)清洗阀排水测试 ：在完成上述所有测试后，启动冲水开 

关，再冲水 2次，确保清洗阀的可存水区域被水填满；然后关闭水 

路手动阀，打开水源管路下面的清洗阀回水手动阀，确保所有水均 

可以完全排入烧杯中，此时测量收集的水，水量至少应为 3O mL。 

(10)清洗阀清洁：完成测试，启动冲水开关，排m系统所有 

的水 ；关闭并拆除电源，将小软管从清洗阀进水接口拧下 ，吹干 

清洗阀空气接口接到清洗阀进水口，打开清洗阀清洁开关(手动 

关断阀 1)，调节减压阀，将一定压力的干燥、清洁、压缩空气送至 

清洗阀进水口，启动冲水开关 2～3次，去除清洗阀的残留水。 

4 结语 

新型飞机真空马桶测试台在东方航空公司使用已有 3年， 

完全实现了国外飞机真空马桶测试台所具备的功能，满足马桶 

测试所必备的要求 ，可以替代国外同类测试设备，节约外汇，填 

补国内空白。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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