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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桨飞机意外自动顺桨系统研究 

自动顺桨系统用于探测发动 
机的功率损失，在探 测到发动机 

功率损失时，向另一侧发动机发 

出上调信号，同时使本侧螺旋桨 

顺桨，以减 小发动机故障时螺旋 

桨产生的阻力。本文介绍 了自动 

顺桨系统 的组成、工作原理和影 

响因素，重点分析 了脉冲信号对 

自动顺桨装置的影响，提出了解 
决意外 自动顺桨和低扭矩灯闪亮 

故障的措施，以降低此类事件的 

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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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随着支线航空运输业的高速发 

展，支线飞机也迎来了蓬勃发展，涡桨飞机作 

为一款中、短程支线飞机受到越来越多的用户 

青眯。 

国产某型民用飞机作为一款性能优越的 

飞机，已经完全打开了国内外市场。伴随着销 

售量的不断增加，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 

是意外自动顺桨和低扭矩灯闪亮事件，极大的 

影响了飞机的运营安全，给用户带来了较大的 

经济性损失，同时也影响了民机的声誉。 

本文通过对 自动顺桨系统的组成和控制 

原理分析，对发生在起飞和起飞滑跑阶段的意 

外自动顺桨事件、以及伴随的低扭矩灯闪亮事 

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数据分析工作，确定 

故障发生的潜在根源，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和 

改进方法，以降低此类故障的发生概率。 

2自动顺桨系统 

2．1自动顺桨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发动机 自动顺桨系统由发动机扭矩轴、 

扭矩传感器、顺桨准备指示灯和自动顺桨装置 

组成。系统处于准备状态下，自动顺桨装置在 

捕捉到扭矩信号丢失时，对本侧螺旋桨发出顺 

桨指令，对另一侧发动机发出功率上调指令。 

2．2自动顺桨系统工作原理 

要实现自动顺桨功能，自动顺桨系统必 

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自动顺桨线路接通； 

(2)发动机功率选择 “起飞／复飞”： 

(3)双发功率杆角度大于 63。： 

(4)双发扭矩大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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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动顺桨准备灯亮。 

当自动顺桨系统具备以上条件后，系统 

处于准备状态。当左、右发动机上任意一侧的 

扭矩低于 22％时，故障侧自动顺桨装置向另 
一 侧发动机电子控制装置发出功率上调指令， 

使另一侧发动机功率上调1O％，同时，在低扭 

矩信号持续 2．15s后，触发故障发动机螺旋桨 

顺桨。 

3自动顺桨系统故障分析 

3．1自动顺桨系统故障现象 

在飞机使用过程中，自动顺桨系统故障 

主要表现为： 

(1)故障侧发动机低扭矩信号持续时间 

超过 2．15s，低扭矩长亮，螺旋桨自动顺桨， 

另一台发动机功率上调 1O％； 

(2)故障侧发动机低扭矩信号持续时间 

不足2．15s，低扭矩灯闪亮，螺旋桨不顺桨， 

另一台发动机功率上调 1O％。 

3．2故障分析 

依据 自动顺桨系统工作原理，触发低扭 

矩信号灯闪亮或系统自动顺桨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1号扭矩传感器、自动顺桨装置和线路故 

障。 

3．2．1 1号扭矩传感器 

1号扭矩传感器向自动顺桨装置提供发动 

机扭矩信号。自动顺桨装置判定发动机扭矩是 

否低于22％，进而决定是否发出低扭矩告警信 

号，并激发 自动顺桨指令。在自动顺桨系统准 

备状态下，因 l号扭矩传感器故障给自动顺桨 

装置提供的虚假低扭矩信号会使 自动顺桨装置 

发出低扭矩告警信号并触发系统意外自动顺桨。 

3．2．2自动顺桨装置 

在 自动顺桨系统准备状态下，如果来 自 

1号扭矩传感器的扭矩信号低于22％，自动顺 

桨装置向另一台发动机电子控制装置发出功率 

自动上调信号，同时发出本台发动机的低扭矩 

信号，如果发动机低扭矩信号持续时间超过 

2．15s，则发出自动顺桨指令。如果自动顺桨 

装置的输入电源信号中断或扭矩信号中断将会 

影响自动顺桨装置的输出。 

3．2_3线路故障 

连接 1号扭矩传感器和 自动顺桨装置的 

线路插头与插座之间接触不良时，自动顺桨装 

置会将接到的断断续续的扭矩信号作为低扭矩 

信号进行处理，进而触发自动顺桨系统工作。 

通过以上分析和部件检测结果发现，1号 

扭矩传感器的可靠性较高，对自动顺桨或低扭 

矩信号灯闪亮故障的影响较小；线路接触故障 

可通过在插头上涂导电增强液和增加热缩套的 

方法实现；而 自动顺桨装置的电源输入信号和 

扭矩输入信号对自动顺桨装置的输出信号影响 

1 16·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Electronic Technology&Software Engineering 

较大。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自动顺桨装置电 

源输入信号和扭矩输入信号对自动顺桨装置输 

出的低扭矩信号和功率上调信号产生的影响。 

4试验分析 

4．1试验方法 

为了分析自动顺桨装置电源输入信号中 

断和扭矩输入信号中断对 自动顺桨装置输出的 

低扭矩信号和功率上调信号产生的影响，在自 

动顺桨装置输入信号前增加了自动顺桨装置控 

制盒和信号发生器，通过信号发生器和 自动顺 

桨装置控制盒向自动顺桨装置输入不同的脉冲 

中断信号，观察不同的功率状态下自动顺桨装 

置输出的低扭矩信号和功率上调信号的变化。 

信号发生器输入参数和系统状态如表 1 

所示。 

4．2试验结果 

4．2．1自动顺桨准备与未准备状态下电源中断 

时间对比分析： 

(1)当电源 中断周期为 1Oms或更短时， 

自动顺桨装置不会产生低扭矩输出； 

(2)尽管自动顺桨装置输出单个脉冲，但 

电源中断周期为 60ms或更短时，自动顺桨装 

置无法输出多个脉冲。 

4．2．2自动顺桨准备与未准备状态下电源中断 

对比分析： 

(1)无论自动顺桨装置准备与否，电源中 

断后，低扭矩输出和自动顺桨输出各输出一个 

脉冲； 

(2)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准备状态，电源 

中断使本侧自动顺桨装置发出上调指令，使另 
一 侧发动机 目标扭矩上调； 

(3)无论自动顺桨装置准各与否，均无意 

外自动顺桨事件发生 

4．2-3未准备状态下低扭矩输出与上调输出对 

比 

(1)在 60ms电源信号中断后，上调输 出 
一 个较短的初始脉冲； 

(2)自动顺桨装置低扭矩输出脉冲与上调 

输出脉冲没有差异。 

4．2．4准备状态下低扭矩输出与上调输出对比 

(1)尽管在 60ms时低扭矩输出重复性脉 

冲，但当电源中断周期为 60ms或更短时，上 

调输出无重复性脉冲输出； 

(2)当电源中断周期为200ms时，上调输 

出的重复性脉冲持续时间要比低扭矩输出的重 

复性脉冲持续时间短； 

(3)低扭矩输出与上调输出均未导致意外 

自动顺桨事件发生。 

4．2．5自动顺桨准备与未准备状态下扭矩信号 

中断时间对比： 

(1)当自动顺桨准备时，扭矩中断时间低 



表 1：低扭矩信号输出测试 

低扭矩输出测试 

序号 输入信号 脉冲信号 (50％duty cycle) 系统状态 功率状态 

1O~60ms 
1 电源 未准备 巡航 

lO~200ms 

1O~60ms 
2 电源 准备 起飞 

1O~2OOms 

1Ox3Oms 

3 扭矩 lO~200ms 未准备 巡航 

1 Ox5OOms 

lOx1Oms 

lOx3Oms 

4 扭矩 准备 起飞 
1O~200ms 

1Ox5OOms 

功率上调输出测试 

lOx6Oms 
5 电源 未准备 巡航 

1Ox2OOms 

1Ox1Oms 

6 电源 lOx6Oms 准备 起飞 

lO~200ms 

1Ox3Oms 

7 扭矩 10~2OOms 未准备 巡航 

1O~500ms 

lOxlOms 

lOx3Oms 

8 扭矩 1Ox2OOms 准备 巡航 

1Ox5OOms 

10~lOs 

于 5OOms时，低扭矩输出脉冲数量与中断信 

号脉冲数量不一致； 

(2)当自动顺桨准备时，扭矩中断时间为 

500ms或更低时，自动顺桨信号输出无变化； 

(3)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自动顺桨准备状 

态、扭矩信号中断 lOs时，自动顺桨事件发生， 

符合设计要求。 

4．2．6自动顺桨准备与未准备状态下扭矩中断 

对比分析： 

(1)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未准备状态时， 

低扭矩与自动顺桨信号输出均无变化； 

(2)低扭矩输出脉冲仅在自动顺桨装置处 

于准备状态下出现； 

(3)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自动顺桨准备状 

态、扭矩信号中断 lOs时，自动顺桨事件发生， 

符合设计要求。 

4．2．7未准备状态下扭矩中断时低扭矩输出与 

上调输出对比： 

(1)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未准备状态时， 

任何扭矩中断信号对自动顺桨装置输 出无影 

响。 

4．2．8准备状态下扭矩中断时低扭矩输出与功 

率上调输出比较： 

(1)当扭矩中断周期为 5OOms或更短时， 

自动顺桨装置上调信号无变化： 

(2)当扭矩中断周期为 1Ores或更长时， 

自动顺桨装置低扭矩输出信号发生变化； 

(3)从视频可 以看出，自动顺桨装置上调 

输出与自动顺桨准备灯亮同步，低扭矩灯比自 

动顺桨准备灯早亮约 4s： 

(4)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自动顺桨准备状 

态、扭矩信号中断 10s时，自动顺桨事件发生， 

符合设计要求。 

4．2．9低扭矩输出与上调输出信号对比： 

(1)当自动顺桨准备时，扭矩信号中断周 

期小于 5OOms时，上调输出不产生脉冲信号； 

(2)当电源中断周期达到 200ms时，上调 

输出更难产生脉冲信号； 

(3)当自动顺桨准备时，仅在扭矩信号中 

断持续时间达到自动顺桨装置内部设定的延迟 

时间时输出上调信号。 

4．2．10电源中断与扭矩信号中断对比： 

(1)当电源中断周期达 2OOms时，自动顺 

桨装置低扭矩输出和上调输出均输出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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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仅在电源中断时，自动顺桨输出脉冲； 

(3)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准备状态时，扭 

矩中断信号仅产生低扭矩输出脉冲； 

(4)当自动顺桨装置处于自动顺桨准备状 

态时，仅在扭矩信号中断 lOs时自动顺桨事件 

发生，符合设计要求。 

4．3解决措施 

试验结果表明，自动顺桨装置在电源中断 

重置时，可能会输出脉冲信号，导致偶发的自 

动顺桨或功率上调事件。基于此调查结果，对 

自动顺桨装置重新设计，在自动顺桨装置的低 

扭矩信号输出端和功率上调信号输出端各增加 
一 个滤波器，过滤由于电源恢复产生的 15ms 

的中断脉冲，以消除这种脉冲信号对飞机指示 

系统产生的影响。 

5结论 

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某型民用飞机作 

为一款性能优越的支线飞机，将会在世界上越 

来越多的市场上崭露头角，任何瑕疵都将影响 

飞机的声誉及运营。本文通过对自动顺桨系统 

的剖析和对自动顺桨装置的优化，可以有效的 

降低意外自动顺桨事件和低扭矩灯闪亮事件的 

发生概率，消除这种脉冲信号对飞机指示系统 

产生的影响，减少了由于此类故障导致的单发 

飞机事故概率，为某型民用飞机的持续运营奠 

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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