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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3 7 NG飞机真空废水排放管路再循环法清洁 

幸绍平 ，宗法忠 

(1．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机务工程部，广东 广州 510470； 

2．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客舱维修车间，广东 广州 510470) 

摘 要：飞机真空废水排放管路常因管路 内壁堆积废物导致堵塞，进而降低真空排污系统的功能。为有效减少管路 

内废物堵塞对真空排污系统的影响，波音公司收集多家运营商对真空废水系统的维护经验及反馈 ，提 出再循环法清 

洁废水排放管路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排污管路 内废物的堆积。再循环法主要通过化学浸渍和机械冲洗除去废水管 

内积聚的污物，是一种预防性维护措施，可提高真空排污系统的使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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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真空排污系统是在飞机座舱和废水箱及排放 

管路之间产生的压差作用下，把马桶污物通过排放 

管路吸进废水箱。当飞行高度低于 16000FT时，旅 

客按下冲洗按钮，系统中的高度开关接通后，废水 

箱及排放管路内的空气在真空泵的作用下排放到 

机外，在废水箱和排放管路间产生真空压差，污物 

则在真空和自身重力的作用下被吸入进废水箱；当 

飞行高度大于 16000FT时，废水箱及排放管路通过 

通气管路和单向阀与飞机舱外相通，系统通过飞机 

座舱与外界大气的压力差进行工作。真空排污系 

统自应用到民航客机后，极大的减少“蓝冰”的危 

害，同时飞机的经济性和可靠性获得提高，然而飞 

机运营商很快发现，真空废水排放管路的堵塞会经 

常导致航班不正常，且影响客舱服务质量 。这些 问 

题严重 困扰航空公司机务维修部门。 

2 真空废水排放管路再循环法提出和方法机理 

污物在废水箱和排放管路内外压差的作用下 

沿管路从马桶、排放阀进入废水箱。排放管路在马 

桶出 口段最为复杂 ，如图 1所示 。 

图 1 马桶 出口平面 图 

废水排放管路的布局一般是根据客舱内厕所 

的数量和安装位置来设定，国内某航空公司 737NG 

(B737—6／7／8／900)机型一般选用三个厕所 的布局， 

前厕所 (A厕所 )、左后厕所 (D厕所)、右后侧 所 (E 

厕所)。客舱前厕所区域废水管路布局，如图 2所 

示。客舱中区废水管路布局，如图 3所示。客舱后 

厕所废水管路布局，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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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前厕所废水管路布局图 

图 3 中央废水管路布局图 

图4 后厕所废水管路布局图 

废水排放管路造成内壁污物堆积的原因是废 

水排放管路中没有足量的清水冲洗，马桶循环冲洗 

时所用水的水质硬度较大，再加上人体尿液中的碱 

性物质和污物极容 易附着在不锈 钢管道 内壁形成 

结晶状物 ，且越积越多最终导致废水排放管路 内径 

逐渐变窄。通常情况下转弯处管路内壁积垢的厚 

度比其他部位要大，也就是说废水排放管路在转弯 

处容易堵塞 。此外 ，随着 飞机 的运营 ，波音公 司发 

现真空排放管路内壁污垢的积累速度同飞机的营 

运环境及航空公司维护时所采用的清洁方法有关。 

如何寻找一种简单 且有效 的清洁方法成为飞机运 

营商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波音公司结合航空公司 

相关废水排放管路的维护经验提出，再循环法清洁 

废水排放管路。这种方法是在真空废水排放管路 

没有渗漏的前提下，把废水排放管路通过跨接软管 

连接形成无旁通的回路，然后在空气泵的作用下把 

酸性清洁剂灌入废水管路中，让清洁剂在管路内循 

环流动并把废水管 壁上的碱性钙化堆积物 中和溶 

解，最后通过压力清水冲洗废水管路从而实现清洁 

整个排污管路的清洁方法 。 

3 再循环法清洁废水排放系统 

再循环法清洁废水排放 系统主要 由压力 测试 

程序和清洁真空废水管的再循环法组成。 

3．1 压力测试程序 

废水排放管路的压力测试程序主要包括对需 

要清洁的废水 管路 的增压和释压两方 面。在进行 

废水管路增 压前 ，需要给 马桶废水 及设备彻底 消 

毒，同时还要进行废水箱的勤务工作。在给废水管 

路做增压渗漏测试 时，用过滤 的 O-50psi可调节气 

源把整个 废水管路 系统增压 到 5至 lOpsi然后关 

断。5分钟后如果系统内压力降低超过 0．5psi，则 

说明需要清洁的废水管路存在渗漏，此时必须修理 

所有存在的渗漏点，在修理渗漏点后，再实施压力 

测试 。如果压力降低不超过 0．5psi，则表 明系统是 

不会渗漏 ，废水排放管路可 以被清洁干净 。当释放 

废水系统的压力时 ，需按设 备说明断开增压设 备。 

此时压力测试程序结束。真空排污管路渗漏测试 

设备安装如图 5所示 。 

3．2 真空废水管的再循环清洁 

真空废水管 的再循环清 洁主要包括 马桶废水 

及设备的消毒和废水箱的勤务、废水排放管路的再 

循环清洁、排放废水管三部分。在进行消毒时需要 

周期性冲洗真空废水系统，以便尽可能充分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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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头活门及跨接软管和废水箱下游的近马桶(左或 

右后厕所)废水排放管路近马桶端连接，另外的废 

水排放管路近马桶端则使用堵头堵住，在废水箱下 

游马桶(左或右后厕所)近废水箱的废水管路端头 

连接跨接软管作为排放软管，形成闭合的循环冲洗 

回路。 

4 结语 

再循环法清洁废水排放管路已经被应用在 日 

常的飞机维护中，它不但能够全面清洁真空废水排 

放管路，而且这种清洁方法不受管路的形状及长短 

等因素的制约，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国内某航空公 

司执管的多架 737NG飞机在定期执行再循 环法清 

洁废水排放管路后，因真空排污管路堵塞所导致航 

班延误的几率降至零。再循环法作为针对清洁真 

空污水系统良好的预防性维护措施，不但可以提高 

真空废水排放系统的使用周期，而且对航空公司提 

高客舱服务质量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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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ing of B 7 3 7 NG Aircraft Vacuum W astewater 

Discharge Pipe by Recirculation M 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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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acuum waste lines are always fully blocked for the heavy waste build—up，leading to a de— 

crease in system performance．To effectively reduce waste blockage effect on the vacuum drainage system ， 

the Boeing Company collects vacuum waste line maintenance experience and feedback from many opera— 

tors，and suggests that the recirculation method of cleaning the vacuum waste lines could effectively pre— 

vent and reduce blockage of waste lines．This method removes the dirt waste in waste line mainly through 

chemical impregnation and mechanical cleaning．It is a kind of preventive maintenance measure，and also 

can ireprove the 1ife cycle of the vacuum was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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