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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 A 3 2 O发动机(V2 5 O O)启动过程中 

意外断电的影响 

色立彬 

(民航 西藏 自治区管理局机务工程部 ，西藏 拉 萨 850000) 

摘 要 ：发动机燃油 系统 中高压燃油关断活门和飞机燃 油系统中的低压燃油活 门是 隔断供 油的两个关 

键部件。出于安全考虑，发动机主 电门(ENG MASTER SWITCH)可直接控制这 两个活 门的关闭。高 

压燃油关断活门的电磁 线圈控制设计成通 电关闭断电打开。当电磁线圈通电后 ，高压燃油活门关闭，中 

断供 油 ，发 动 机 关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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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回顾 

适航维修信息第 201310期中，列举了一起某航空 

公司 A320—2飞机地 面起 动发动机过程 中，二号发动 

机尾喷口冒烟并喷火(发动机型号 V2527～A5)事件 。 

事件大致经过如下 ：2Ol3年 lO月 27日，某航在 兰州 

机场过站启动二号发动机过程 中，地面 电源车突然断 

电，导 致 飞 机 交 流 电 源 中 断，机 组 将 发 动 机 模 式 

(ENG／MODE selector)电门放 在 正 常 (NORMAL) 

位 ，大约 10秒后，地面监护人员发现二号发动机尾喷 

口冒烟并有问断性火苗窜出，机组将发动机灭火电门 

接通 ，随后 将 主 电 门 (MASTER SWITCH)置 关 断 

(OFF)位 。尾喷 口冒烟和喷火现象持续 4—5分钟 ，后 

续航班取消。目视检查发动机无外部损伤，无 PFR信 

息，FADEC测试无相应信息，读取 DMU数据显示发 

动机没有超温 ，孔探检查燃烧室和高压涡轮有积碳但 

无明显缺损 。IAE评 估允许 飞一个循环 后换发 。发 

动机着火原因判断为飞机使用地面电源车供电启动发 

动机过程中飞机掉电，电路进行断电保护，导致飞机整 

机都没有电(包括 28V直流电)，然而发动机高压燃油 

关断活门断电后会保持再原来开位，导致燃烧室中仍 

有余油流出 ，从而导致富油燃烧 。 

2 事件分析 

由于事发过程无法详细了解，仅从书面上获取了 

上述部分信息 ，对于飞机掉电后发动机 冒烟并起火 的 

原因本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仅供交流学习。 

首先为了弄清飞机掉 电后 ，导致发动机 冒烟 、起火 

的原因，我们要了解一下发动机是如何启动以及中断 

启动的。 

发动机启动 中断分为两种 ： 

2．1 自动启动 

· 将 115VU上的启动选择电门(ENG／MODE 

selector)置启动／点火 位 (IGN／START)，FADEC通 

电，ECAM 上页面显示发 动机参数 ，同时确认 引气压 

力在 20—39PSI，滑油量正常。 

· 将 一 (二 )号 发 动 机 主 电 门 (MASTER 

SwITCH)接通(ON位 )，发动机进入 自动启动程序 ， 

监控相关参数变化(EPR、N1、N2、EGT、FF)。 

2．2 人工启动 

人工启动相对于 自动启动程序较复杂一点 。步骤 

简述如下 ： 

· 将 115VU 上 的启 动选择 电 f-I(ENG／MODE 

selector)置启动／点火 位 (IGN／START)，FADEC通 

电，ECAM上页面显示发动机参数，同时确认引气压 

力在 30—40PSI，滑油量正常。 

·5秒后 ，将顶板 22VU上 的一 (二 )号发动机人 

工启动按钮接通 ，EEC控制打开起 动机活 门，一 (二) 

号发动机进行干冷转，观察相关参数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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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O秒后，将主电门(MASTER SWITCH)接通 

(ON位)，发动机点火并开始供油 ，监控各项参数 ，如 

EPR、N1、N2、EGT 及 FF。发动机启动 中断也分为 

两种 ： 

2．2．1 人工 中断启动 。 将 主 电 门 (MASTER 

SwITcH)置关断 (OFF)位 ，这样会直接关断发动机 

高压燃油关断活门，并且通过 EEC关断启动活门，同 

时终止点 火，发动机启 动终 止。需 要注 意 的是 模式 

(ENG／MODE selector)电门放回正常(NORMAL)位 

并不能终止发动机的启动。 

2．2．2 自动中断发动机启动。当 EEC探测到如下故 

障时会 自动中断启动。 

· 活门失效 

· 高压燃油关断活门失效 

· 热启动 

· 启动失速 

· 转子超速 

对于此次事件 ，飞机突然地断电，在 自动中断启动 

的保护程序无法顺利执行时 ，就需要机组人工终止发 

动机的启动。对于文中提到的发动机高压燃油关断活 

门在断电的情况下会保持在开位，符合失效安全原则， 

故障情况下保证发动机的供油是确保飞行安全的必要 

条件 。飞机电源系统的转换逻辑我们都 比较清楚，航 

后报告(PFR)经常记录一些电源转换阶段的故障信 

息，绝大多数都是由于飞机电源转换时某些部件响应 

不及时导致的虚假信息。此事件中，飞机突然掉电会 

否导致发动机高压燃油关断活门失效在开位 ，我们就 

要弄清发动机高压燃油关断活门、低压燃油活门是 由 

谁供电，这个电源在文中描述的情况下能否可靠供 电。 

通过分析图 l，我们 得知 发动 机高压燃油关 断活 门是 

由 401PP提供 28V直流电，低压燃油关断活门则是 由 

401PP和 206PP分别对其驱动马达 K1和 K2提供 

28V直流 电(任一马达都可驱 动活 门开关)。只要能 

够保证汇流条 401PP在交流 电源突然丢失 的情况下 

能够及时转换确保有电，机组就 可以人工关闭低 压燃 

油活门和高压燃油关断活门，进而中断发动机的启动。 

由于文中提到情况是地面电源车意外停止 了供 电，导 

致飞机丢失了外电源输入，但此时飞机真的连 28V直 

流电都没有了吗?答案是否定 的，至少飞机还有两部 

电瓶可提供 28V的直流电，文中虽未说明电瓶当时的 

状态，但正常情况下电瓶都应是接通的，以下的所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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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都是基于这个前提 。意外断电也许会造成很多电源 

转换继电器无法正确做出反应 ，虽然电瓶是接通的，但 

却不代表 401PP一定能够得到 28V的直流电。要了 

解 401PP能否得到电源，就要对飞机的电源系统进行 

分析了。只要我们能够证明此种状况下，401PP能够 

正常 得 到 28V 直 流 电，那 么 只 要 及 时 将 主 电 门 

(MASTER SWITCH)及 时置于关 断(OFF)位 ，发 动 

机高压燃油活门以及低压燃油活门是完全能够及时关 

闭的，也就不会 出现烧毁发动机的事故了。 

查阅 AMM、ASM 后 ，得知 401PP获取 28V直流 

电的途径有三条。通过对 图 2的分析，能够给 401PP 

提供 28V直流电源的三个途径分别是： 

2．2．2．1 直流 电瓶汇流条 (DC BAT BUS)通过继 电 

器 4PC给 401PP供 电。 

2．2。2．2 备用变压整流器(ESS TR)通过继电器 3PE 

给 401PP供电。 

2．2．2．3 机载电瓶通过继 电器 2XB给 401PP供 电。 

根据飞机供电逻辑 ，正常情况下 401PP是由直流电瓶 

汇流条 (Dc BAT BUs)通过继 电器 4PC提供 28V直 

流电的。当直流 电瓶汇流条(DC BAT BuS)由 2号交 

流汇流条 (AC BUS 2)供 电时 ，由于继 电器 4PC与 

1PC2之间的内部 互锁逻辑 的关 系，导致继 电器 4PC 

断开 ，直 流 电瓶 汇流 条 (DC BAT BUS)将 不 能 为 

401PP供电，转而由备用变压整流器(ESS TR)通过继 

电器 3PE提供电源 。此次的事件 ，由于交流电源 的丢 

失，导致直流电瓶汇流条(DC BAT BUS)和备用变压 

整流器(ESS TR)均无法为 401PP供电。仅有第三条 

途径可能为 401PP供 电，这又取决于继电器 2XB能否 

正常闭合 ，如果 2XB能够顺利 闭合，401PP就能够通 

过继电器 2XB得到电瓶的 28V直流电。继电器 2XB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闭合呢?飞机突然地断电是否会影 

响到继 电器 2XB的正确做动呢?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 

对图3进行分析后得知热电瓶汇流条 704PP通过继 

电器 15XC、16XC、12XE给延 时关 闭继 电器 (TDC) 

6XB(延时 80毫秒)供电，当 6XB的线圈得 电 80毫秒 

后触点吸合，进而继 电器 2XB得 电闭合。现在 ，问题 

的关键在于继 电器 15XC、16XC、12XE在飞机丢失外 

电源的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 ，导致 704PP无法对 

继电器 2XB供电呢?图 4为继电器 16XC，由二号交 

流汇流条(AC BUS2)提供 l15V 的工作电源，飞机丢 

失外电源后，二号交流汇流条也将失去电源 ，所以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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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16XC的电磁线圈为无 电状态 ，常闭触 点 C2与 C3 

之间为导通状态 。对于图 3而言 ，16XC为导通状态。 

同理一号交流汇流条 (AC BUS 1)也无 电，由图 5可 

知，继电器 15XC的常闭触点 C2与 C3之间也为导通 

状态 。至此 ，决定继电器 2XB能否得到 电源 的关键就 

在于继电器 12XE了。通过 图 6可知继电器 12XE的 

电磁线圈如果得不到电源，那么 D2与 D3之 间便可形 

成通路 ，使得继电器 2XB顺利得 电。 

继电器 12XE的电源由应急电源系统恒速发电机 

(CSG)的控制组件提供。由于事发时，飞机的构型并 

不满足应急电源系统的工作逻辑 ，且冲压涡轮 (RAT) 

也并未放出，所以恒速发电机的控制组件并不能为继 

电器 12XE提供 任何控制 电。通过 对继 电器 15XC、 

16XC、12XE的分析后得知 ，在继 电器均无控制电的情 

况下 ，对于图 3中的继 电器 2XB而 言，其工作 电路是 

导通的 。此种情况下继 电器 2XB是完全可以闭合的。 

焦点再次回到图 2，继电器 2XB的闭合 ，使得机载电瓶 

能够通过其给 401PP提供 28V 直流电。所 以发动机 

高压燃油关断活 门和低压活 门丢失 28V 直流 电的可 

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3 总结分析 

辅助动力装置 (APU)出现故障导致不 能为飞机 

提供 电源或者气源的情况较为常见。维修人员对于利 

用地面电源车、气源车启动发动机的工作也不陌生，但 

此次事件，在利用地面电源车启动发动机过程中，电源 

车意外关 闭，导致飞机丢失了交流电源，起动机活门关 

闭。发动机在启动加速过程中失去了起动机的外部输 

人功率 ，同时涡轮产生的功率又无法使发 动机加速到 

慢车转速，出现此种状况时应果 断人工 中断发动机 的 

启动 ，但机组 只是将启 动选择 电 门 (ENG／MODE 

selector)放回正常位(NORMAL)，这个操作并不能中 

断发动机的启动，此时的发动机高压燃油关断活门仍 

处于打开状态 ，燃油不断的通过喷嘴流入燃烧室，随着 

发动机转速的下降，燃烧 室已无法建立稳定 的燃烧气 

流，10秒后二号发动机尾喷口冒烟并有火苗窜出。地 

面监护人员发现后通知机组 ，此 时机组才执行 了发动 

机启动中断及灭火程序，险情得以控制。对于文中所 

说的“发动机使用地面电源车供电启动发动机过程中 

飞机掉电，电路进行断电保护 ，导致 飞机整机都没有电 

(包括 28V直流电)”的情况 ，并没有直接证据证 明，且 

通过对飞机电源系统 的分析 ，只要机载电瓶是在接通 

状态，在整机掉电的情况下汇流条 401PP应该是能够 

得到 28V直流 电的，也就说明当时机组如果能够正确 

执行发动机人工中断启动程序，发动机高压关断活门 

及低压燃油活门是完全能够关闭的，后续的险情和损 

失也是可以避免的。但对于 当时突然 出现情况 ，机组 

和地面监护人员都是措手不及 ，未在第一时间做 出正 

确的判断情有可原 。后期通过调取 DMU、PFR等发 

动机相关数据信息来判断发动机的损伤情况是不可取 

的，因为飞机在掉电后 ，DMU，CFDIU 是无法工作的， 

不能记录发动机是否存在异常状态了。只能通过孔探 

检来查高压涡轮以及燃烧室的物理状态来判别损伤情 

况，虽然孔探未发现物理损伤 ，但发现有 明显积碳，说 

明燃烧室存 在局部 过热 的可能 ，出于安全 起见 ，IAE 

给出了允许飞一个循环 ，然后更换发动机的处理措施。 

技术问题分析过后 ，文件 中也提到 了为避免类似事件 

再次出现 ，公司对机组进行了特情处置 的培训 。对于 

机务人员来说 ，特情时如何对飞机进行操作不是我们 

的专业 ，但我们要充分 了解飞机各系统的原理，在出现 

类似的突发情况时，就可 以第一时间站在系统理论 的 

角度做出判断分析，对机组进行一些必要的协助、提 

示，确保机组处置得当，减少对飞机的损伤，降低公司 

的经济损失。 

由于本人并未亲身经历 ，仅从文件中得到的信息， 

纯属纸上谈兵 。文件中提供 的信息可能会有不够详细 

的地方 ，或许有很多特殊情况并未提及 ，所 以本文仅对 

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加以分析判断，不客观、不详尽甚 

至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互补有无。要做到 

心中有数，遇事不慌，需要我们机务维修人员平时多学 

习、多思考，建立扎实的理论功底 。希望本文能抛砖引 

玉，激起我们广大机务维修人员的热情，努力提高我们 

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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