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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中金属屑分析在航空发动机状态监控中的应用 

姚红字 
(民航总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北京 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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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滑油中的金属屑进行分析是现代民航发动机状态监控的重要技术手段。介绍了该项技术的原理和程序、常见 

金属屑的种类、分析方法的比较和能谱仪(EDS)的分析技巧。最后通过两个实际案例介绍了该技术在民航发动机状态监控 

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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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ubricant Chip Analysis on Aero-En ne Condition M onitoring 

YAO H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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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ubricant chip analys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echniques for modem civil aviation en~ne condition monitoring．The princi— 

pie and procedure of this technique，category of the chips，comparison between analyzing tools and tips in EDS analysis are briefed．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ique on aviation engine condition monitoring is demonstrated with two case studies． 

1 引言 

现代民用航空发动机没有固定的使用时限，而 

是通过 13常的发动机状态监控来判断发动机的健康 

状况、决定发动机是否还能继续使用。目前，航空发 

动机主要的监控手段有孔探检查、气路健康状态检 

查、̂y射线检查、振动监控、金属屑分析等，其中发动 

机滑油中的金属屑分析是常用的健康监控手段之 
一
[ - 

以PW4000发动机为例，需要润滑的部位为 5 

个轴承和3个齿轮箱。从润滑油路看，因轴承和齿 

轮正常磨损和非正常磨损而产生的金属屑首先由磁 

性碎屑探测器捕捉到。如果产生的金属屑量很大， 

以及油箱中残存金属屑，则由主油滤捕捉到。由于 

各轴承、齿轮箱的润滑油路是分离的，因此在各润滑 

部位的下游分别装有磁性碎屑探测器。通过定期检 

查磁堵，可以及时掌握不同轴承和齿轮的磨损情况。 

2 金属屑的分类和发现后的处置 

常见的金属屑通常可分成如下四类： 

(1)细粉：长度 <0．254mm，在磁堵上呈黑色或 

灰色的绒毛或污泥状，为正常磨损产物，轴承打滑时 

也会产生。 

(2)建造碎屑：为机加工切屑，外观象卷曲的细 

丝、刨花，在发动机组装时不小心带人，常在发动机 

组装后早期运行阶段收集到，不影响发动机使用。 

(3)薄片：形状不规则，两面平坦发亮，可能来 

自轴承或齿轮，必须进行分析。如果是来 自轴承的 

薄片，厚度在 0．05mm～0．25mm之间，有径向裂纹， 

清洗后比别的金属屑干净。如果是来 自齿轮的薄 

片，则长而薄，比轴承薄片厚且黯淡。 

(4)碎片：较厚的金属片，表面一般较粗糙、不 

规则，可能来自轴承或齿轮。 

发现细粉后的处置程序见图 1。对薄片和碎片 

的处置程序与此类似，根据情况需要分析其是否为 

轴承或齿轮材料，决定发动机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对于建造碎屑，由于它并非发动机磨损产生，而且排 

出后就不会再有，不会影响发动机使用，因此不做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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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细粉 
是 

滤出主油滤和油滤壳体中的金属屑 

拆下发动机 

是 

分解 发动机 

查 找金属屑 

来 源 

是 

不变或增加 

占 50 ％ 占堵塞顶端 、>——一  

以上的圆周? ／  

1 5ra_＼m 形成直径大于2． ／ 

是否为轴承或 

齿轮材料? 

否 

继续使用 

1．在 200，J、时内每 25，J、时 

检查一次磁堵 

2．分析每次所获金属 屑 

的成分 

图1 发现细粉后的处置程序 

Fig．1 Addressing procedure for fines 

3 几种常用的金属屑分析方法 

常用的金属屑分析方法与特点如下： 

(1)铁谱分析：对油样进行分析，得出颗粒的种 

类和尺寸分布，要求油样中必须含有相当数量的铁 

磁性金属颗粒，属统计分析。 

(2)光谱分析(SOAP)：对油样进行分析，得出 

油中总的金属元素和含量，对于肉眼可见的颗粒则 

无能为力。 

(3)化学分析：每分析一种金属元素至少需要 

几克的样品。 

(4)感应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需要较 

大量(几克)的金属屑，要溶化掉金属屑，得到的是 

混合物的成分。 

(5)X射线波长散射荧光谱分析：需要中等量 

的金属屑，快速，得到的是混合物的成分 

(6)电火花或电弧源发射光谱分析：半定量，很 

费时，得到的是混合物的成分 

(7)带有能谱仪(EDS)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分 

析：最有效、也是应用最广的分析手段。利用电镜对 

颗粒进行放大观察，分析颗粒的尺寸、形状及表面特 

征形貌，从而确定磨损机制(粘着磨损、磨粒磨损、 

接触疲劳、剪切、断裂等)，同时利用能谱对颗粒的 

成分进行分析，根据成分确定材料牌号，再通过与滑 

油油路上主要磨损件的材料牌号相对照，确定可能 

受损的零件及损伤严重性。 

应注意的方面主要有： 

(a)从磁性堵塞上取下的金属屑需要消磁； 

(b)尽可能在体视显微镜下把金属屑分为金属 

和非金属； 

(c)对表面污染严重的金属屑需要镶嵌、抛光、 

喷金。 

4 发动机金属屑分析的几个实例 

4．1 CFM56．7B发动机2 和3 磁堵的金属屑分析 

从 2 磁堵收集到的金属屑分为两类：来自滤网 

的非金属和来 自磁堵的金属(图2)。从3 磁堵收集 

到的金属屑量很大，滤网、磁堵上都有金属屑，呈薄 

片状(图3)。经能谱分析，2 磁堵上的金属屑主要 

为两种材料，分别类似 M50NIL和 17-4PH的成分； 

3 磁堵上的金属屑成分类似 M50，详见表 1。由于 

表面污染和材料转移，实际成分和标准成分有一定 

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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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能谱分析结果和相应牌号材料的标准成分 

Table 1 EDS results and standard composition of corresponding material brands／(wt％) 

Elements Cr Mo Mn V Co Ni Si Cu Fe 

One sort of chips on 2 plug 4．3 2．2 1．3 3．7 0．3 Ba1． 

M50NIL 4．2 4．3 0．25 1．2 0．2 3．4 0．19 0．1 Ba1． 

Another sort of chips on 2 plug l6．3 4．5 0．5 3．4 Ba1． 

174PH l6．0 0．5 0．5 4．0 0．7 3．0 Ba1． 

Chips on 3 plug 4．1 3．4 0．9 Ba1． 

M50 4．0 4．2 0．25 1．0 0．17 Ba1． 

2 磁堵收集的是前收油池中的金属屑，3 号磁 

堵收集的是后收油池中的金属屑。按照表 1所列的 

材料牌号，对照前、后收油池中的滑油浸湿件的用材 

表，可以确定这些金属屑分别来自于轴承、轴承限位 

螺帽和封严。大量轴承金属屑表明主轴承已严重损 

坏，发动机应当立即换下。 

图2 2 磁堵收集到的非金属和金属碎屑 

Fig．2 Metallic and non metallic chips captured by 2 plug 

图3 3 磁堵收集到的金属屑 

Fig．3 Chips captured by 3 plug 

4．2 CFM56发动机滑油中的碎屑分析 

从发动机油滤中收集到的碎屑有圆形非金属颗 

粒、长条状纤维束(图4)以及呈长条状和块状的金 

属屑(图5)。对纤维束的能谱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与 

3号轴承后静止气／油封严壳体中的玻璃纤维的成 

分一致，而圆形非金属颗粒与 2号轴承前静止滑油 

封严的环氧树脂成分一致。金属碎屑的能谱分析结 

果表明含银元素，核查资料表明，1、2、3号轴承保持 

架的表面都有银镀层。电镜对大块金属屑的放大观 

察可见它们呈熔融金属颗粒的粘合状(图6)，能谱 

分析表明为含 Cr、V、Mo的钢。根据上述试验结果 

可推断出，3号轴承后静止气／油封严壳体有损坏，2 

号轴承前静止滑油封严有损坏，轴承在缺油状态下 

发生了严重磨损。 

图4 圆形非金属颗粒和长条状纤维束 

Fig．4 Round non—metallic particles and fiber strands 

图5 长条状和块状的金属屑 

Fig．5 Chip strips and bu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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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图6 熔融金属颗 粒的粘合状 

Fig。6 Mixture of melted chips 

滑油中的金属屑分析是一项有效的发动机损伤 

宅§ 也G电G也雷 

判断手段 ，可用于发动机的状态监控 ，该方法具有快 

捷 、方便、可靠等优点。对于滑油中的金属屑，除成 

分信息外，金属屑的形貌反映了损伤机理的很多信 

息，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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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 国失效分析与安全生产高级研讨会通知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支持单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承办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分析分会 

本次研讨会以“失效分析与安全生产”为主题，针对近年来危及安全生产的重大事故，邀请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有关领导和两院院士、专家出席并作专题报告，同时开展 

高级别的”失效分析与安全生产”研讨，欢迎全国各地的同行参加，共商构建我国失效预测预防和安全生产 

体系。会议 内容包括 ： 

一

、特邀报告 

l、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领导关于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报告； 

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关领导关于我国特种设备运行安全情况的报告； 

3、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做失效分析与安全生产方面学术报告。 

二、会议交流 

l、典型失效案例解析及安全生产启示和对策； 

2、风险评估、适用性评价及在失效分析预测预防中的应用。 

三、会议 时间和地点 

时间：2006年 12月6日报到，7—8日开会 

会议和住宿地点：北京复兴路3号，北京中国科技会堂 

交通：北京站乘坐地铁，复兴门换乘一线，到木樨地站西北出口即到达中国科技会堂；北京西站乘320、 

2l、65、68、717、727路等木樨地站下马路对面； 

四、联 系方式和会议秘书处 

通信地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分析分会 邮编：100083 

联 系人：张峥，胡燕慧 E—mail：shixiaofenxi@cmes．org；电话：(010)82317128 

陈再良 E—mail：z1．then@163．corn； 电话：(010)62914115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分析分会 

2006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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