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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发 动 机 滑 油 系 统 故 障 预 防 与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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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akdown preventing and analyzing in lubricating oil system of the new engine 

CHEN Hao，ZHU Ya(The First Aeronautic Institute of Air Force，Xinyang 464000，China) 

【摘要】主要介绍新型飞机的滑油系统，并结合该型飞机实m-Y-作情况，对滑油系统所产生的故障 

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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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 paper introduces the lubricating oil system of a new fight plane．It帆n es the break 

downs occurring the lubricating oil system associating with the material working condition of the fight 

plane,and gives SOITge material resolu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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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滑油系统概述 
1．1滑油系统的功用 

滑油系统的功用是在发动机工作时连续不断地将足够数 

量的清洁滑油输送到发动机各转动机件的磨损，带走摩擦产生 

的热量和杂物。 

1．2滑油系统的组成 

新型发动机的滑油系统是独立的单回路循环开闭式系统， 

共分为四个子系统：供油系统、回油系统、通气系统和支点增压 

系统。 

1．2．1供油系统 

供油系统的功用是向发动机各运动摩擦部件输送一定压 

力的滑油。它由齿轮式增压泵、调压活门、燃滑油热交换器、油 

滤、安全活门、加力燃滑油热交换器、喷嘴单向活门组成。 

图 1滑油供油系统原理图 

从原理图可以看供油路线有两条，供涡轮起动机直接从油 

箱供油，而另一条经过增压过滤、安全处理后进入发动机。当发 

动机在接通加力时，为防止滑油超温，转换活门将滑油倒入加 

力滑油燃油热交换器进一步冷却，提高了散热效果。 

1．2．2回油 系统 

回油系统的功用是将发动机轴承、发动机附件机匣、外置 

机匣润滑过的滑油抽回滑油箱，便于滑油的再次循环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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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齿轮式圆油泵、单向活门、金属屑信号器、滑油箱、带活门的磁 

塞、活门组合、辅助滑油集油门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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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滑油回油系统原理图 

1．2．3通气系统 

通气系统的功用是消除发动机工作时，滑油系统内多余的 

油气，它主要有保险活门、单向活门、离心通风气组成。由滑油 

通气系统原理图可以看出，离心通风气起了主要作用，作用之 

一 是分离滑油蒸汽，将气排除系统之外，而滑油流回滑油箱，减 

小了滑油消耗量，作用之二是使滑油系统回气压随高度增加而 

缓慢减小，避免了高空飞行时油泵进1：3过低气压产生气塞，影 

响滑油系统的高空性能。在8000米以下，离心通风气上的气压 

活门打开，滑油系统与大气相通，此时为开式系统，在8000米以 

上，则为闭式系统。 

1．2．4支点增压系统 

支点增压系统的功用是为发动机轴承空气挡油装置提供 

气源，高压压气机第七级气源增压空气转换活门和转换活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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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信号器、导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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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滑油通气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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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滑油支点增压系统原理图 

从外涵道或者高压压气机第七级的来气，一小部分直接对 

低压压气机后轴承前滑油腔提供挡油空气，另一部分空气进入 

低压转子轴的内腔。 

1．3滑油系统主要数据 

1．3．1滑油牌号(俄制) 

主滑油牌号 H／IM一10 

备用滑油牌号 BHI4H、HB⋯50 1 4qb 

1．3．2滑油加油量及消耗量 

加油量：13±1L，飞行前最低允许值 12L； 

消耗量：0．6L／h。 

1．3．3滑油压力 

高压转子转速 n2≤85％时，PM=1．8—2．5kgf／cm2； 

高压转子转速 n2>85％时，PM=2．5—3．2kgf／cm2。 

1．3．4滑油告警温度 

发动机工作时，回油系统告警温度是(210±6)oC 

2滑油系统故障预防 
滑油系统故障影响很大，轻则影响飞机的出勤率，重则影 

响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因此提高滑油系统的使用性能变得尤 

为重要。搞好滑油系统故障的预防就能提高维修效率、争取时 

间、节约经费。 

在日常的维护中，我们应严格按操作规程的要求去做，按 

标准添加滑油，添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清洁，防杂物进入滑 

油。检查滑油量时，一定要纤维抹布擦油量尺。我们还要按规定 

定时检查滑油量和取样 (飞机停30分钟内取样)检测，如有不 

符规定，要立即分析原因，并解除故障。 

在更换发动机我们更应该做好预防工作，因为新的发动机 

进行过翻修，许多部件还没有进行磨合，也可能存在金属杂 

质。我们的预防方法是：开慢车两分钟，放掉滑油。放油点包括： 

飞机外置匣左右各一个点、滑油箱放油1：3、滑油滤放油1：3、发动 

机附件机匣放油点、辅助8／~tt集油箱放油1：3。如此循环放三次 

滑油后，再进行试车，试车后30分钟内取样检测金属屑含量
，并 

清洗滑油滤、磁塞。 

更换飞机外置机匣时，先将油封放干净，再安装飞机外置 

机匣，先冷转发动机，检查滑油是量是符合标准。试车后。必须 

将滑油全部放掉，添加新的滑油。 

3滑油系统故障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该型飞故障的百分之六十是滑油系统故 

障。因此，了解和分析滑油系统故障将有助于维护人员更快、更 

好地排除故障，保证飞机的出勤率，提高战斗力。滑油系统主要 

故障及相应的解决措施主要有： 

3．1滑油金属过多 

故障现象：试车飞行时通用信号盘出现“减小转速”信号，检 

查 3KPAH记录带有“C11PY BMAC．7IE”信号。地面检查滑油滤 

和磁塞上有大量金属屑；发动机每25小时或视情况检查时．滑 

油光谱分析仪检测发现滑油中镁、铁、铜、钛四重金属含量部分 

或全部超过正常值。 

原因分析：由于发动机工作时轴承、齿轮及附件传动机构 

等高速运转，随着时间的增长，必然或造成机件的磨损。因此滑 

油中会出现一定量的金属元素。如果正常磨损部件，则金属含 

量应在一定范围内(已由俄方提供)，否则属于不正常磨损，则必 

须根据含量查找原因。铁过量可能磨损部件是主轴承涨圈、主 

轴承滚珠、滚棒、内外钢套、涡轮轴、滑油泵、滑油泵齿轮、附件传 

动装置齿轮。镁过量可能磨损的部件是发动机附件机匣、飞机 

外置机匣、水污染。铜过量可能磨损的件是主轴承保护架、滤 

网、离合器保持架，附件传动装置保持架。钛过量可能磨损的部 

件是钛合金轴承、轴承套。 

排除方法：当发现滑油系统有金属屑时，必须进行如下检 

查： 

(1)检查滑油滤、金属屑传感器和磁塞有无金属屑，金属屑 

是“磁性”还是“非磁性”；如果为较大的磁性金属屑应立即停止 

使用发动机；如果为非磁性，继续进行下一步工作。 

(2)放出滑油，化验金属屑含量。如果铁铜超标，用 tJI一1 

检查发动机轴承是否有故障信号，如有故障信号，则发动机停 

用；若无故障信号，更换滑油，并用新滑油对滑油系统清洗 1—2 

次，试车1小时，取样检验，如果超标，则发动机停用；若正常，则 

监控使用，一是5—10小时化验一次滑油金属含量，直到5O小 

时。二是监控每个起落发动机振动值有无变化。 

3．2滑油量消耗大 

故障现象：根据规定，该型发动机的正常滑油耗量应为不 

大于0．6L／h。超过此量则认为消耗量过大。 

原因分析：长期停放的飞机滑油量下降超过2L则可能是 

附件内的密封装置损坏，只是滑油在重力作用下进入系统内 

部，引起滑油下降多。下回油泵效率不高或损坏，不断对滑油抽 

回加油泵，也使滑油量下降多的原因之一。滑油箱盖、油滤盖、 

磁塞等安装不正确、不到位或其他装置损坏也可能造成滑油系 

统漏油。滑油加注过多，一方面造成滑油循环不足、滑油温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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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结构设计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卢永胜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淮安 223200) 

中图分类号：TH133．2 文献标识码：c 

轴是组成机器的主要零件之一。在机械设计过程中，轴的 

设计必不可少，除了必须进行轴的强度计算和刚度校核 (有刚 

度要求的轴，必须进行校核)外，还要进行轴的结构设计：即定出 

轴的合理外形和全部结构尺寸。 

由于影响轴的结构因素很多，且结构形式又要随具体情况 

不同而异，所以轴没有标准的结构形式。设计时，必须针对不同 

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是，不论何种具体条件，轴在结构上都应 

满足：轴和装在轴上的零件要有准确的工作位置；轴上零件应 

便于拆装和调整；轴应具有良好的制造工艺性等。下面我们就 

以单级齿轮减速器的输入轴图1为例来说明轴在结构设计中应 

注意的三个问题。 

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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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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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滑油箱压力增大，安全活门露出，另一方面造成油气分离不 

1在设计时，必须考虑轴的结构在制造 

安装上要求，要便于安装制造 
1．1安装方面的要求 

如果仅仅从加工角度考虑，则轴制成等直径的光轴最为方 

便。但是从装配角度分析，它不便于轴上零件的定位和固定，因 

此光轴就不适用了，如图1所示的轴的③段上的轴承，其轴承内 

圈与轴过盈配合，为了便于安装，应将滚动轴承内圈经过的前 

段②的直径做得比③小，同样③应比④小才有利于齿轮的安 

装。因此通常将轴做成阶梯形的，其形状(直径)通常是中间大， 

两端小，由中间向两端依次减小，以便于轴上零件的拆装(如图 

I所示)，可依次将齿轮、套筒、左端轴承、轴承盖和带轮从轴的 

左端进行装拆；右端轴承和轴承盖则由右端装拆。为使轴上零 

件易于安装，同时避免装配时划伤工人和零件配合表面，轴端 

及各轴端的端部应去掉锐边或制成倒角。当轴上装有质量较大 

零件或与轴颈过盈配合的零件时，其装入端应加工出半锥角为 

1Oo的导向锥面，以便于装配。 

1．2制造加工方面的要求 

需要磨削加工的轴段，为保证全轴径都达到磨削精度，在轴 

的阶梯之间应设有砂轮越程槽，如图1的⑥和⑦的交界处；车削 

螺纹的轴段(如图2所示)，应留有螺纹退刀槽，以保证安全车削 

排除方法： 

及时，产生虹吸现象，大量滑油排出。 从滑油集油箱放滑油24小时，放出的滑油不应大于1升， 

排除方法：首先进行认真检查，看外部有无漏油部件或附 

件，如有故障及时排除。还可利用发动机地面检验操纵台和通 

气腔压力传感器，检查回油系统通气活门弹簧有无卡滞，依据 

发动机技术使用说明书提供的方法排除。 

3．3滑油漏油 

故障现象：在发动机试车或飞行后检查时，发现从进气道 

或加力燃烧室、机匣底部等部位大量漏滑油，滑油箱内部无滑 

油，油量不足或油量过多。 

原因分析： 

(1)轴承座内的滑油泵效率低，不能从滑油腔抽走滑油，致 

使滑油腔内滑油过多，滑油从后轴承座的滑油腔沿封严蓖齿渗 

入加力燃烧室，造成滑油大量集聚或泄漏。 

(2)下回油泵效率低，不能从中介机匣轴承座的的滑油腔、 

后轴承座滑油腔和庥油箱抽走滑油，致使后轴承座的滑油过 

多。另下回油泵输入轴折断，会造成集油箱余油过多o 

(3)滑油系统加油量过多，使发动机工作时，原来集聚在滑 

油系统内的滑油被抽回油箱，滑油箱滑油过多而造成大量漏 

油。 

否则说明下回油泵故障，应拆下并更换下回油泵。若加力燃烧 

室大量集油，则应对后轴承座检查、维修。若进气道有大量滑油 

流出。也可能有前轴承座密封装置损坏。需要进行维修或更换。 

3．4滑油压力不符合规定 

故障现象：试车时，地面检验操纵台显示滑油压力不符合 

规定或飞参处理系统诊断出发动机滑油压力不符合规定值。 

原因分析： 

(1)滑油量不符合规定。(2)飞参校正出现偏差。 

(3)滑油压力调节出现偏差。(4)KPA监控系统出现偏差。 

排除方法：首衔查看滑油量是符合规定，如有问题及时更 

正，若没有问题，机械人员重新校正KPA监控系统，若无故障， 

则需察看飞参滑油压力曲线，判明滑油压力是否平稳和压力值 

大小。若确实无故障，则需要调整滑油附件的调整螺钉。 

4结束语 
采用正确的方法预防故障产生，能及时发现故障隐患，故 

障产生后能通过正确的分析得出故障产生的机理，从而迅速排 

除故障，将故障损失降到最低，对增强该型飞机的战头有力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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