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8月 第 9卷 第 4期 失效分析与预防 August，2014 
Vo1．9，No．4 

AII一31 0发动机滑油附件增压改进设计研究 

徐 健 
(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110043) 

[摘 要]A)I一31西发动机在使用中时常发生滑油压力低故障，给飞行安全带来隐患。俄罗斯设计和制造单位未从设计原 

理上进行改进，使得故障率持续偏高。结合国内外第三代航空发动机的滑油系统工作原理 ，采取增加滑油附件中滑油增压 

泵齿轮的宽度，并对壳体齿轮腔做了适应性改进。改进后的滑油附件不仅通过了强度校核 ，在工程化应用后还增大了12％ 

左右的滑油流量，从设计原理上解决了滑油压力低故障，提高了发动机可靠性，保证了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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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for Supercharge of Oil parts of AⅡ 一31 Engine 

XU Jian 

(Navy Station in Shenyang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n Engine，Shenyang 110031，China) 

Abstract：Oil pressure of AJ-I一3 1 engines was often found to be lower during service．Russia did not work to improve the oil 

system from the design principle，resulting in such frequent failure．Combined with~,orking principles of the oil system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ird—generation aircraft engines．the gear of oil booster pump was widened and the gear chamber of the 

shell were improved．These measures not only guaranteed the strength requirement of the oil parts and increased the oil flow by 

12％ ．The failure of lower oil pressure was solved from the design principl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ngines was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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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俄罗斯空军的AJI一3l 发动机在使用时，经 

常出现滑油压力低故障。在我国服役过程中也时 

常暴露这一问题，影响了部队正常使用，给中、俄 

飞行员带来了严峻的飞行安全隐患。 

滑油压力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 

分析各组件 自身的性能衰减问题，还要分析各组 

件之间的性能匹配、互换性问题，影响因素、环节 

多。国内曾多次就 AJI一31 发动机的滑油压力 

低故障咨询俄罗斯设计和生产单位，俄方虽进行 

过设计方面的改进，但受资金的限制未开展试验 

验证，也无法给出从设计原理上解决故障的措施。 

分析国内外第三代航空发动机的滑油系统工作原 

理，认为滑油系统关键部件之一的滑油附件是影 

响滑油系统压力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果对其改进 

设计，提高性能，降低衰减速率，可以很大程度降 

低滑油压力低的故障发生率。因此，从滑油附件 

改进设计的可行性分析人手，从 3种结构改进方 

案中择优选择了1种，并进行了试验验证。 

1 滑油附件结构原理分析 

All一3l 发动机滑油附件由前中后壳体、带 

叶轮的齿轮、一级增压泵、一级回油泵、旁通(调 

压)活门及传动轴、封严皮碗等组成，增压泵用于 

在压力下向增压系统供滑油。增压泵采用的是离 

t~,nf轮的齿轮式容积泵，并且它与调压活门和回 

油泵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滑油附件(图1)。 

为了防止发动机工作时从增压泵腔向回油泵 

腔泄漏滑油，以及停放时滑油箱中滑油窜流到发 

动机中，在传动轴上装有2个封严皮碗。 

当发动机工作时，在油泵进口处，由于齿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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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滑油附件 

Fig．1 Oi!parts 

齿退出啮合，齿间容积变大，因而滑油被吸人；在 

油泵出口处，由于齿轮的齿进入啮合，齿间容积减 

小，将滑油挤出去，给滑油一个推力。采用叶轮提 

高滑油进 口静压，来解决高转速下抽油难问题。 

另一方面，管道和油路上的油滤、喷嘴等附件，对 

滑油流动都有阻力作用，在这两个力的作用下，滑 

油压力得到提高。采用滑油附件的调压活门进行 

调整增压泵出口处的滑油压力。 

2 滑油附件改进设计可行性分析 

2．1 改进设计途径 

影响滑油压力的直接因素除调压活门外，还 

有滑油附件增压泵的流量性能。在泵出口流速及 

出口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流量大则出口压力大，故 

增加增压泵的流量，可提高出口压力。 

齿轮式容积泵的供油量为 

Q =27rdb (1) 

式中：d表示齿轮的分度圆直径，b表示齿轮的齿 

宽。可知，要提高增压泵的流量性能，可加大泵齿 

轮的分度圆直径d或者齿轮泵转速 n。分析滑油 

附件的安装空间及传动链，不宜对齿轮的分度圆 

直径、模数和齿轮泵转速进行调整，可采取增加齿 

宽的方法来提高增压泵的流量性能。 

2．2 改进设计可行性分析 

在原滑油附件的设计基础上，采取增加齿宽 

来提高增压泵的流量性能，从结构和强度上进行 

了可行性校核。 

2．2．1 增压泵中壳体齿轮腔最小壁厚尺寸校核 

增压泵中壳体材料为 ZL104，泵齿轮腔采取 

镶铝青铜衬套的结构。采取将铜衬套取出后，对 

齿轮腔深度B增加 1．5咖n，则A最小为 3．5 mm， 

为尽量保证壳体强度，将壳体孔深度加深 1 Him， 

同时将衬套厚度减薄0．5 mm，保证壳体齿轮腔总 

深度增加 1．5 H1I11，壳体上最薄处尺寸 A为4[1~lIn。 

图2 滑油附件中壳体改进后最小壁厚示意图 

Fig．2 Minimmn wall Il1 kness of stlell in oil parts 

after improvement 

在保证壳体壁厚及强度情况下，可将齿轮宽 

度由原齿宽 15 mill增加到 l6．5 mill，粗略计算其 

流量性能可提高 10％左右。 

2．2．2 滑油附件中壳体静强度对比计算 

由于壳体齿轮腔在原基础上加深了 l 111113，其 

壳体的静强度是否足够，对原型壳体改进前、后进 

行静强度对比计算： 

对滑油附件中壳体共选取3种结构尺寸进行 

静强度计算，计算时限定 170℃的环境温度及 

0．38 MPa滑油压力。 

1)材料数据。 

壳体材料为 ZL104，常温下其密度 P=2 650 

kg／m 、弹性模量 E=69 GPa、泊松比 =0．33。不 

同温度下的线膨胀系数见表 1。 

表 I 线膨胀系数 

Table I Cnefficient of linear expansion 

Temperature／ ： 

Ceeffi~’ient of linear expansinn／％ 

20一l00 20～2(x)20～300 

21．7 22．5 23．5 

2)计算结构尺寸的选取。 

由于中间壳体是铸造件，铸造公差较大，因此 

在对比计算中将其模型进行了简化，最终选取二 

维平面轴对称模型，其中第一种结构选取图纸尺 

寸，第二种结构尺寸是将第一种结构在其补加工 

部位沿轴线方向削去 1．5 mlYl，其余尺寸同第一种 

结构，第三种结构是在第二种结构的基础上将球 

面拉平，其余尺寸同第二种结构。3种结构示意 

图分别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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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1)The second stl~l(·|ure 

图 3 结构 示意 图 

Fig．3 Sttlu~ture diagram 

3)计算模型 

本计算仅给出第一种结构的计算模型图，见 

图 4。 

图4 第一种结构的计算模型图 

Fig．4 A model diagram R)r the first s[ructure 

4)载荷及边界条件。 

对3种结构均施加相同载荷和边界条件，即 

170 q【 的环境温度 、0．38 MPa的压力和在中间壳 

体的一端轴向约束。给出的第一种结构的载荷及 

边界条件，见图5。 

5)汁算结果。 

在温度和压力作用下 3种结构的最大等效应 

力值见表 2，等效应力分布云图如图6所示。 

6)计算结果分析。 

由图6可知，3种结构中壳体的最大应力部位 

都在最小壁厚处；去掉 1．5 mm壁厚时最大应力的 

部位和数值无变化；去掉球面后，最大应力的部位 

无变化，但应力数值由 I．74 MPa增加到 1．9 MPa， 

增加幅度较小；3种结构壳体的最大应力均，J、于2 

MPa，而ZL104铝合金在室温下的屈服强度为 195 

MPa。因此壳体补加工后的静强度满足要求 

图5 第一种结构的载荷及边界务件施加 

Fig．5 Loa(Is ant]boundary(’OI1(1itions applied to the firs[strut‘lure 

表2 3种结构的等效应力值 

Table 2 Equivalent stress of thlPe stru(‘tures 

1．74 

1．74 

I．90 

3 改进 、实施及验证结果 

3．1 改进方案 

通过可行性分析结论，决定对流量较小的滑 



246 失效分析 j预防 第 9卷 

图6 等效应力云图及最大值 

Fig．6 Equivalent s[ress con|our and maximum value 

油附件采用以下改进方案：在原滑油附件的基础 

j二，对增压泵齿轮的宽度及相应壳体齿轮腔深度 

在原基础上增加 1．5 mFll，其中壳体补充加工深度 

为 1 mn ，衬套安装边厚度减小为0．5 inn。 

3．2 实施方案 

1)将壳体组件进行补加工，在进行补加工 

前，先将可先将销子取出，然后将衬套从壳体孑L内 

取出，最后将壳体孑L深度加深 1 Hlnl，同时将衬套 

厚度减薄0．5 mn ，保证中壳体齿轮腔总深度加深 

1．5 nlm。 

2)将带 叶轮 的齿 轮宽 度 由 15 Hlnl改 为 

16．5 nlln。 

3)将壳体衬套同定螺纹销位置相对原固紧 

位置旋转 45。进行同紧，并冲点固定。原取出螺 

纹销的孔用 M4的螺纹销封堵。 

4)改进滑油附件在试验器上进行磨合运转 、 

密封性、流量性能试验。 

3．3 改进验证结果 

1)按改进设计要求，对已达到使用寿命即报 

废的3件滑油附件进行了改制。 

2)在滑油泵试验器上对改进型滑油附件进 

行 r密封性、磨合运转及流量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滑油附件增压泵流 

攮卡H对改进前流艟提高了 l】％ 一13％。 

4 结论 

1)A．／I一31 发动机使用过程中出现滑油压 

力低故障，可通过改进滑油附件结构的方案解决 

2)采取增加滑油附件中滑油增压泵齿轮的 

宽度，并对壳体齿轮腔做适应性改进的方案，经过 

静强度校核对比计算，安全可靠。 

3)齿轮宽度由 15 BITI改为 16．5 mm、壳体孑L 

深度加深 l mm和衬套厚度减薄 0．5 mm的结构 

改进方案在工艺可行，试验结果表明改进后流量 

提升 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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