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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37飞机机翼机身过热灯亮故障分析 
黄军玲’黄航航 

(1．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航空工程学院 四川 广汉 618307；2．中国邮政航空公司机务工程部 中国 北京 101312) 

【摘 要】本文通过对波音737CL系列飞机右侧机翼机身过热灯亮故障分析，讲述飞机故障排除方法，使机务工作者对飞机机翼机身过热探 

测系统有全面、深入了解，并能熟悉飞机排故流程，再遇到类似飞机故障时，能灵活处理，有效节约维护成本，保障飞机安全、正点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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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 系统工作原理 

飞机防火系统是飞机安全飞行必不可少的一个系统，它主要监测 

飞机的着火，烟雾，过热以及气体管道泄漏状态。包括了以下火警，过热 

探测系统：发动机过热探测；发动机火警探测；APU(Auxiliary Power Unit 

辅助动力装置)火警探测；轮舱火警探测；机翼，机身过热探测；货舱烟雾 

探测；厕所烟雾探测系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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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飞机防火系统 

B737～3o0飞机的机翼机身过热探测系统共包含三大部件：P5—10 

空调面板(指示部分)、M237翼身过热探测组件(控制部分)、过热探测 

元件 (传感部分)。B737—300飞机的机翼机身过热探测系统共包括 19 

段过热探测线 其分布在APU与发动机的引气管路、以及两个空调组件 

周围，用于监控高温引气管路周围的温度环境，防止高温气体泄漏。 

如机翼机身过热探测系统原理图(图2)所示，机翼机身过热探测系 

统被分为左、右两个探测区域，分别在 P5—10面板上设置了过热指示 

灯。左侧机翼机身过热探测系统安装了 13根过热探测线，负责对 APU 

引气篱路、左发引气管路以及左侧空调舱区域进行监控；右侧机翼机身 

过热探测系统安装了6根过热探测线，负责对右发及右侧空调舱区域 

进行监控 当高温引气管路发生漏气或探测元件内部阻值发生不正常 

变化时，探测线路便会给过热探测控制组件 M237发送一个接地信号， 

点亮驾驶舱内相应的指示灯，以提醒机组该区域可能存在超温现象。 

过热探测线的构造包括三个部分：金属芯线、热敏填充材料和外圈 

金属接地壳体。正常情况下，探测线芯线对外壳的阻值应该为无穷大， 

即断路。随着寿命的增长，过热探测线内部的热敏填充材料也会随时间 

老化，绝缘性能变差，使探测芯线产生一定对地阻值 ，当该阻值达到一 

定标准时就会导致过热探测线产生误差信号，不能正确提供探测信号。 

在探测过程中．M237在探测线内部金属芯线上加载一定电压，外圈壳 

体接地 ，当外界温度过高时，热源处的热敏材料阻值骤然变小，使芯线 

接地，从而给M237提供一个过热信号使警告灯点亮。另外，如果因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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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翼机身过热探测系统原理图 

本文通过实际工作中～起飞机右侧机翼机身过热灯亮故障的分析 

及排除，使我们对于飞机防火系统深入了解，便于我们在今后遇到类似 

故障时少走弯路，及时准确地排除系统故障，节约排故成本，保证飞机安 

全正点出行。 

1 故障现象 

飞机落地反映飞机右侧机翼机身过热灯亮，检查过热探测控制组 

件 M237的组件代码为64，重置组件清楚代码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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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老化或受到损伤导致探测导线芯线非过热接地 

时，也会给M237提供一个过热信号，导致机翼机 

身过热灯误点亮。 

该架飞机的过热探测组件 M237带有记忆功 

能，当发生故障时，其内部逻辑会将故障以代码的 

形式记录。所以在排故过程中，可通过记忆读取电 

门读取故障代码，并对照代码对照表(如表 1)对故 

障元件进行初步定位，以便于缩短排故时间。应该 

注意。记忆清除电门可在故障消失后将故障代码 

清除；若故障未排除，故障代码则不能被清除。 

3 故障分析及排除 

故障现象反映为右侧机翼机身过热灯亮 ， 

M237组件代码 64。通过故障代码对照表查询得到 

的故障信息为：右大翼前缘和右空调舱过热警告。 

对于过热信号故障可分为真实过热和虚假信号两 

种。当右发引气或右侧高温空凋管道存在漏气或 

过热探测线安装不正确时．则会引起探测线探测 

到真实过热：当6根右翼身过热探测线中有一根 

阻值超标．则会引起虚假过热信号。 

首先排除真实过热的可能，具体做法是：打开 

APU引气和右侧空调．对右空调区域以及右大翼 

前缘引气管道进行检查，未发现有明显漏气现象，且导线安装状态良 

好，未贴近引气管道。故可排除真实过热导致的探测线阻值变化。 

排除了真实过热的可能性，就需要对探测线阻值进行详细的测量 

排查。如过热探测系统原理图(图2)所示，首先拆下过热探测组件，分别 

从组件后部插头 D742的 10#和 l1#钉测量其对地电阻。发现有千欧级 

电阻值，则说明该侧过热探测线有虚假信号。由于右侧翼身过热探测系 

统共包含 6根探测线，且其为串联连接，故只能分段测量 ，进行单根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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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断开 M371的 D836接头，分别从D742的 10#和 1l#钉测量其对地 

电阻，测量结果为 D742／1O 电阻为千欧级，D742／11 电阻无 

穷，排除空调舱探测线 M271和 M356；断开 M1204的D3128接头，从 

D742的10#测量其对地电阻。测量结果为 D742／1O 电阻为千欧 

级。则可以排除大翼前缘探测线 M269和M371：断开M488的D1394 

接头，从 D742的 10#测量其对地电阻，测量结果为 D742／1O — 电阻 

为千欧级，则可以排除前缘右发引气管探测线 M1204，基本可以确认右 

发吊架探测线 M488为故障源；断开 M488的D1396接头，从D742的 

10#测量其对地电阻，测量结果为 D742／1 — 电阻为无穷，则可以排 

除连接线路问题；从 M488的D1396接头测量其芯线对地电阻，发现该 

段探测线芯线的对地电阻仅为 9o千欧左右．故最终确认故障源为探测 

线 M488。 

袭 1 机翼机身过热探测故障代码对照表 

ZONE，SITUATION ALARM[(2) OPEN LOOP SHORT【DOP 

LE丌 啊 NG LE 14 l2 10 

LEF．rACPACK BAY 24 - ． 22 20 

KEELBEAM 34 32 30 
’ 

AFT CARGO SECT 44 42 40 

RIGHT WING LEAND ’ 

AC PACK BAY 64 62 60 

W HEEL WEI工 FnU 84 

IN豫 0GRESS NOT COM眦 TE 90 

L0CALTEST 

90 98 99 

更换右发吊架过热探测线 M488后，故障消失，后续航段未再反映 

故障彻底排除。 

4 故障总结 

对于机翼机身过热灯亮的故障而言，其保留要求项目非常苛刻．如 

果一旦出现此类故障就有可能影响到航班的正常执行。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故障现象是时隐时现的，很难扑捉到当前代码， 

故在排除此类故障时，应该在故障存在的第一时间内检查控制组件上 

的故障代码情况，通过故障代码初步确定故障的具体现象和故障源位 

如果无当前代码我们就只能通过多次测试和参考历史代码来分段测量 

隔离故障源。 

5 结语 

在现代飞行中，提倡“安全第一、效益兼顾”，通过以上故障排除事 

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 

1)基础知识在飞机排故过程中非常重要。对系统工作原理的充分 

掌握和理解，有助于机务维修人员找到排故的捷径。 

2)充分和正确使用手册会使机务维修人员在排故过程中少走很多 

弯路。 

3)能熟练读懂线路原理图也是机务维修人员必修的一门功课。 

总之，主观能动性及对相关系统、相关理论知识的准确把握是排除 

故障的重要基础，我们只有充分理解飞机系统工作原理、不断积累排故 

经验，才可以提高飞行安全系数，节约维护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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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2页)的装载；运行曲臂齿扇将液压缸的直线往复运动转化 

为旋转运动，简化了结构，降低了机构 自重和零件数量，也降低了成 

本；通过优化齿轮与齿扇的传动比，可以缩小机构的布置空间；系统控 

制简单易行。液压系统压力低 ，提高了机构的可靠性；液压缸、曲臂齿 

轮、轴齿轮和转臂所组成的机构。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改进方案(5)是一种车箱箱盖四连杆液压 自动控制装置，其结构 

是由车箱、液压油缸、支撑杆、连杆 ，车箱上横粱及车箱盖板够横，液压 

油缸的下端通过铰链与车厢上横梁的中间相连，液压油缸的上端通过 

铰链与支撑杆的中部相接，支撑杆的下端通过铰连接车箱横梁，支撑 

杆的上端通过铰链与车箱盖板的中部相接，车箱盖板的遍布通过连杆 

与车箱侧面相铰接。有点：车箱箱体宽，箱盖运动空间小，液压自动化 

程度高，操纵时间段 ，工作效率高，并且结构简单，易于加工。 

改进方案(6)是自卸车箱电动防护盖板，其结构由活动顶板、提升 

臂、随动臂、软连接板、活动护板和驱动装置构成 ，其特征在于活动护 

板的下端通过铰链与车箱的外壁相连接，软连接板设置在活动板和活 

动顶板之间，随动臂的上端通过铰链与活动顶板相接，随动臂的下端 

与设置在车箱上的提升臂相接。周定在提升臂铰链轴端链轮通过链条 

与驱动装置相接。优点：自卸车箱电动防护盖板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 

设计新颖合理、机构简单、利于环保、减震节能、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等 

特点。 

2 自卸车改装全自动液压密封盖系统技术性能要求及功能 

原理设计 

2．1 技术性能要求 

(1)密封盖密封性好、能达到预定环保要求 

(2)操作方便简单； 

(3)安装、维修方便。 

2．2 密封盖系统功能原理设计 

综合比较改进方案(1)可行性较高 ，改进原理如下 

第一，综合所有密封盖系统的优点，主要采用电动手遥控器控制， 

使电能转化成液压动力，再由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使密封盖旋转 ，以 

完成密封盖的开启和关闭，同时保证密封盖在任何位置都能体质和保 

持。使整个系统操作简便。 

第二，整个系统设计密封盖、加高板、车辆货箱的链接部位要求较 

高。使其密封性能跟好，故所有链接部位必须平整，缝隙小。 

第三，整个系统中的联动机构包括密封盖、加高板、提升臂、随动 

臂、链轮轴及链轮链接平顺，无干涉．同时需设计润滑油加注处。 

第四。整系统中电路控制系统电源来源于车辆 自带电瓶，不另外 

安装电源。二整个系统中的电机、油泵及液压阀由液压动力单元来代 

替 。从而减低安装成本及难度。 

第五，整个系统中所有焊接部位、增加支撑，必须牢固，以减少使 

用后的维修。 

3 结束语 

为了解决车辆运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问题，按照研究技术路线， 

选择不同的适宜环保车辆，在有限的条件下，利用现有敞篷式自卸车， 

设计 自卸车货箱加装密封装置，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对比、改进，对解 

决车辆运输二次污染问题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作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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