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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320系列飞机成功的设计理念及架构奠定了空中客车公司在民机市场中的地位。从系统构成、工作性能、可靠性及维修性等方面对 

A320液压系统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该机型液压系统架构简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相近民用机型设计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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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A320系列是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研制的双 

发、中短程、单过道、150座级客机。A320飞机具有 

更宽大的座椅、更宽敞的客舱空间、更好的使用经济 

性和更高的可靠性等优点，是一种真正经过创新的 

飞机。A320系列客机在设计中“以新制胜”，采用 

了先进的设计和生产技术以及新型的结构材料和先 

进的数字式机载电子设备，是第一款使用电传操纵 

飞行控制系统的大型客机。 

1 A320液压系统概述 

A320飞机安装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液压系统(没 

有液压油的交换)，分别称为绿系统、黄系统和蓝系 

统。每一系统都有各 自的液压油箱 (引气增压)。 

三个系统的正常工作压力均为 3 000psi(冲压空气 

涡轮作动时为 2 500psi)。液压系统功能如图 1 

所示 。 

1．1 主液压系统 

主液压系统包括绿系统、黄系统和蓝系统这三 

个系统，向飞机的用户系统提供液压动力。 

如图 1所示，绿系统(图 1中左系统)由左发动 

机驱动泵(EDP)供压，黄系统(图 1中右系统)由右 

发动机驱动泵(EDP)供压，蓝系统(图 1中中间系 

统)由电动泵供压，当发动机工作时这三个主系统 

自动供压。两个 EDP通过附件机匣直接连接在对 

应的发动机上，当任何一个发动机运转时，蓝系统的 

电动泵都会自动起动。所有系统的正常工作压力均 

为 3 000psi。 

绿系统主要提供液压动力给起落架(包括前轮 

转向操纵)、正常刹车、左(1号)发动机反推、部分飞 

行操纵系统、动力转换组件等。系统的大多数部件都 

安装在主起落架舱内，与另外两个系统完全隔离。 

黄系统主要提供液压动力给货舱门、备用刹车、 

右(2号)发动机反推、部分飞行操纵系统以及动力 

转换组件等。黄系统的大部分组件都安装于机腹整 

流罩右侧的黄液压舱上，位于主轮舱前方。黄系统 

随右(2号)发动机起动自动工作，必要时可以在驾 

驶舱对系统进行操作。 

蓝系统主要给部分飞行操纵系统以及恒速马达 

等提供液压动力。蓝系统舱位于机腹整流罩左侧的 

主起落架舱前方，系统大多数部件安装于此舱，只有 

油箱和低压过滤器安装于主起落架舱尾部的机腹整 

流罩左侧。 

1．2 辅助液压系统 

当主泵不能供压时，由辅助液压系统对飞机供 

压。辅助液压系统及相关 的部件有蓝辅助系统 

(RAT)、动力转换组件(PTU)、对黄系统供压的电动 

泵以及一个仅对货舱门供压的手动泵。 

动力转换系统有一个双向动力转换组件(eru)， 

在绿系统和黄系统之间传输动力。当绿系统和黄系 

统的压力差超过设定值时，压力大的系统通过 PTU 

将压力传输给另一个系统。绿、黄系统分别使用电磁 

阀来打开或关闭 U，另外还有机械隔离接头用于防 

止 PTU在维修时因意外工作而导致的危险。 

蓝系统的RAT安装于机腹整流罩左侧舱内，它 

在双发失效条件下为飞控系统提供动力，并通过恒 

速马达／发电机(CSM／G)产生的电力作为应急电 

源。当两个发动机都出现故障，或者一个发动机出 

现故障而另一个发动机的发电机出现故障，或者飞 

机电源失效时，RAT能 自动展开，但只有在飞机飞 

行速度大于 100knot(节)时自动功能才有效。飞行 

和维修人员亦可在驾驶舱内人工展开 RAT，一旦展 

开，只有在地面时才能进行收回。 

黄系统的电动泵安装于黄液压系统舱内，当发 

动机或发动机泵出现故障时，该电动泵给黄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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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320液压系统结构功能框图 

供液压动力作动其所有部件，且可以通过 PI’u向绿 +90~C；不工作的装置为一65℃ 一+ll0~C；(发动机辐 

系统供压。此外，安装于黄系统地面维修面板上的 射区内的装置高出20~C)； 

手动泵也可以通过选择活门提供液压动力进而操纵 (5)污染度控制水平为 NAS1638-8级；滤芯过 

前后货舱门。 滤精度为高压 l5 m，低压3 m； 

2 A320液压系统性能介绍 

A320液压系统基本性能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系统压力：3 000psi； 

(2)液压流体：AS1241，合成阻燃液压油； 

(3)液压流体工作温度：一54％ 一+107~C，给定 

功率要求下为一55％ ～+60~C；没有定义功能和功率 

要求下为-60~C一+110oC； 

(4)环境温度：处于工作状态的装置为一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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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总容积：约为240 L； 

(7)能源系统共安装了约 110种 253个元件； 

(8)装置测试最大飞行高度：13 716 m； 

(9)工作寿命：20年。 

A320飞机液压系统功率分配如表 1所示。 

3 指示和告警 

A320飞机的三个液压系统均装有各类传感器， 

用于监控油箱的油量、系统的压力、泵的输出压力、 

液压油的温度以及油箱内的压力等。这些数据用于 



张建波等：空客 A320液压系统研究 

系统告警指示、操作、维护。告警包括音频报警，灯 

光报警以及由ECAM显示警告信息。 

表 1 A320飞机液压系统功率分配 

最 大 功 
系统 绿 黄 蓝 率 时 调 

节压力 

液压泵数量 2 3 2 

发动机驱 48kW 48kW 
动泵 EDP 15OL／min l50L／min 

主 7．4kW 

泵 电动泵 6．1gpm(23L／min) 19
． 5MPa 

EMP 15MPa at 2840psi 

8．5gpm(32L／rain) 
at 2175psi 

电动泵 同上 同上 辅 
EMP 

能量转 换 26kW 15kW 18MPa 助 
装 置 PTU 90L／min 50L／min 

泵 冲压涡轮驱 22kW 17MPa 
动泵 RAT 80L／min 

4 A320液压系统重量 

A320飞机液压能源系统共安装了约 110种液 

压元件，总计 253个；不包括液压油和固定装置情况 

下，液压能源系统总重量约为410kg，其中液压元件 

约为 193 kg。 

5 系统可靠性及维修性 

A320设定的可靠性指标为飞机在投入运行两 

年内使用可靠性达99％，这意味着故障率必须限制 

在 1％范围内。为此，设计人员将 1％的故障率在各 

个系统中进行分解，从而确定液压系统的故障率范 

围。按照计算，整个液压装置失效的概率为 1／(1E一 

9飞行小时)，超过飞机寿命。飞机工作时间大致为 

20年，约 60 000工作小时。 

A320液压系统通过以下系统配置细节，达到较 

高的维护性水平。 

(1)机外供压接头：3个系统的压力管路和回油 

管路都安装有 自封接头； 

(2)通过黄／蓝系统的电动泵以及 PTU配置，可 

以实现在不需启动发动机及地面液压源的情况下也 

能进行系统维护和调试； 

(3)快卸接头和单向阀保证了泵的迅速更换而 

不产生实质性的液压流体泄漏； 

(4)为了方便系统检测和调整，在易于接近的 

地方设置控制面板且将主要维护设施集中于“维护 

板”上 ； 

(5)借助于机外供油的油箱加油接头； 

(6)随机配备的系统加油手动泵以及具有油箱 

状态监视的选择阀使得系统维护易于实现； 

(7)每个蓄压器都安装有氮气充气阀和用于压 

力监视的压力表； 

(8)油滤都装有油污染指示器，污染油滤的更 

换可在不用工具和无液压流体损耗的情况下进行； 

(9)每个系统都安装一个液压油采样阀； 

(10)借助于开关阀和一个机外测量装置可检 

查每个执行机构(特别是伺服操纵系统)的内部是 

否有泄漏情况； 

(11)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具有自动排气功 

能，同时油箱增压系统的管路中设有液体分离器，使 

得系统具有较高的污染度 自控制能力； 

(12)每个系统都安装了一个手动操纵的油箱 

卸压阀； 

(13)各种连接和元件的物理结构，保证了其在 

安装和更换时不会混淆； 

(14)通过一个安装在维护板上的装置实施 

RAT功能的测试和收回； 

(15)为减少更换元件的工作量，在必要的位置 

空间里，元件总是安装在分体座上； 

(16)在使用标准工具安装元件的情况下，不必 

移开相邻元件即可进行更换。 

对货舱门液压驱动(黄系统)，由手动操作对应 

的开关阀启动黄系统中的电动泵。如果这个泵发生 

故障(如电力供应中断)，可借助于手动泵打开或关 

闭舱门。 

6 结论 

通过对 A320液压系统的设计理念及架构、性 

能的分析，可以看出 A320的液压系统配置合理、系 

统架构简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即使在民用机载液 

压系统快速发展的今天，对研发与 A320系列相似 

的民用机型来说，A320的液压系统仍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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