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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载制氧系统加载后对飞机重心、飞机电源系统、液压系统的影响。验证了该型飞机机载制氧系统加载的 ： 
： ： 

÷可行性。 ÷ 
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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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airborne oxygen system for plane overcomes the shortage occurred in÷ 

：oxygen system ofcertain type ofplanes and enlarges the safeguard scope duringfighting and improves tac一： 
tics capability of whole plane well，by substituting existing oxygen system with the advanced aircraft一÷ 

：borne oxygen system，which solvesproblems occuredinproducingand storing oxygen，oxygen supplyingtime： 
÷as well qS the ground safeguard limitation．h introduces simply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e aircraft—borne oxy一； 

：gen system aS well the installation，and briefs majorfunctions ofvarious part．Based on airplane’s actual： 
÷situation，the impactfor airplane center ofgrayity，the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and the hydraulic system has ； 

!been analyzed step by step afterloading．The feasibility is coxrmedfor loading oxygen system in the air一； 
；pla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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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机载制氧系统[1]是针对某型飞机在氧气系统出现不能满足 

战术要求的情况下所设计的。该型飞机现有的储氧装置为某型液 

氧装置，由于该套装置储氧量有限，影响到了飞机的巡航能力，而 

机载制氧系统，是在保留飞机原有供氧部分的情况下，连续的制 

氧供机组人员使用的一套系统，该系统的投入使用，减少了地面 

保障工作的难度，同时也增强了飞机的出动强度和整机的战术性 

能。简单介绍了机载制氧系统，主要分析了该系统加载后对飞机 

平台的影响。 

2机载制氧系统组成 
机载制氧系统目主要由气源部分、制氧部分、供氧部分、备用 

氧部分、控制部分等组成。气源部分主要是将来自发动机某级压 

气机的压缩空气进行降温和降压处理，并且除去空气中的水和杂 

质；制氧部分是通过分子筛制氧装置阁，采用变压吸附方法分离出 

氧气、氮气等气体，氧气加压后输入飞机的氧气调节器，其它气体 

排出机外；供氧部分是根据切换条件，将制氧部分产生的氧气和 

备用氧进行切换，依照供氧规律供飞行人员呼吸用；控制部分则 

★来稿日期 ：2010—07—08 

是利用氧分压传感器装置及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输出氧气浓 

度及氧气压力。 

气源部分包括进气装置、稳压装置、凋温装置和过滤装置。稳 

压装置利用飞机主液压系统和刹车液压系统驱动液压马达来带动 

滑片压缩机工作，对不同方式的引气气源进行稳压，保持分子筛制 

氧装置人口处的气体压力稳定。调温装置和过滤装置的功用分别是 

对滑片压缩机出口的气体进行温度调节控制和对气体进行过滤，除 

去水、油等杂质，使其能够满足分子筛制氧装置入口条件要求。 

制氧部分由分子筛制氧装置和氧气增压装置组成。分子筛 

制氧装置将调节到合适压力、温度的空气，通过分子筛吸附分离， 

得到较高浓度的氧气，分子筛再生时产生的氮气经解吸排空，高 

浓度氧气进入下一级氧气增压系统进行增压；氧气增压装置是利 

用帕斯卡原理将分子筛制氧装置分离出来的浓缩氧气增压至氧 

气调节器工作压力范围。 

3机载制氧系统加载后的影响分析 
3．1对飞机重心的影响 

机载制氧系统[31的稳压装置、调温装置和分子筛制氧装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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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第一机务舱后方；氧气增压机安装在第一机务舱左方；储氧 

罐和备用氧瓶安装在液压舱左方。 

机载制氧系统[41的供气部分(包括进气装置、稳压装置、调温 

装置)约为75kg；制氧部分(包括分子筛制氧装置、氧气增压机) 

约为33kg；备用氧部分约为 15kg；其它不超过 7kg；各部分总计 

约为 130kg。 

某型飞机的设计重心坐标原点位于飞机机身33框所在平面 

和机身对称平面与机身结构平面的交接处，实用重心前极限：1 8．4％ 

MAC；实用重心后极限：32_3％MAc(MAc为平均空气动力弦)。 

飞机重心位置计算公式为： =(X — )／b ~100％ (1) 

式中： —重心在平均空气动力弦上的相对位置(％MAc)； 一 

重心在飞机OXY坐标系中的 坐标值； —机翼平均空 

气动力弦的前缘点到重心位置计算参考坐标系原点的距 

离，此处取 --0．968m；b 一机翼平均空气动力弦，某型飞 

机的平均空气动力弦为 5．021m。 

由上式计算可得飞机原重心为： 

Xr mx5．021+0．968=2．539m 

取 --0．313，因为该系统基本用新装置替代了原有装置的 

空间，没有改变飞机的左右对称性，因此只需计算飞机纵向重心 

位置的变化。机载制氧系统改装后，飞机相对于原液氧装置重量 

增加约20kg，可得改装后飞机重心X =2．5344m，由式(1)计算出 
， 

X =31．1％，重心偏移在O．35％的范围内，机载制氧系统的加载对 

飞机重心的影响不大。 

3_2对飞机电源功率的影响 

某型飞机的电源系统喔 靠4台ZF-18直流发电机供电的直 

流电源，在总电路中并联工作，总功率为72kW，总电流为2400A， 

电压(28～28．5)V。飞机的所有用电设备同时接通时，总消耗电流 

约为 1700A，用电设备消耗发电机的功率70％，剩余功率 30％，余 

度系数为 1．4。 · 

飞机机载制氧系统的用电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低空高气温 

条件下为控制气源温度而加入的调温装置，功率不大于0．5kW；另 

一 部分是整个制氧系统的控制部分(包括传感器和控制信号及显示 

等)，其电功率不大于0．1 kW。机载制氧系统两部分电功率不大于 

0．6kW，占电源系统正常工作状态剩余容量的2．77％；占应急工作状 

态剩余容量的13％。 

可见，将机载制氧系统的电源接在复合供电汇流条上，飞机 

电源系统在正常、应急两种供电状态下 ，电功率均能满足机载制 

氧系统要求 ，且供氧时间不受限制。 

3．3对飞机液压系统的影响 

3．3．1飞机液压 系统概况 

某型飞机液压系统包括两个独立的系统，分别为主液压系统 

和刹车液压系统。主液压系统和刹车液压系统都能作为液压马达的 

压力源。在主液压系统压力不足时，可使用刹车液压系统供压。 

主液压系统，用于正常收放前起落架和主起落架、正常开、 

关炸弹舱门、操纵前轮转弯和风挡刷。 

以起落架收起为控制信号，控制液压马达系统是否工作，就 

可以避免对起落架收放和转弯操纵的影响。主系统的两台液压泵 

同时工作，这样不会使液压泵一直工作在满负荷状态，相对功率 

增加22％，负荷状态也增加22％，当主液压系统的其它负荷不工 

作时，液压泵即以22％的负荷状态工作，对其寿命基本不会影响。 

3．3．2主要性能参数及计算 

飞机主液压泵[61的主要性能数据如下： 

当转速为n=2050r／min，供油流量在(O一28)Umin范围内改 

变时，泵出口压力的变化范围为(14．7+0．74)MPa。 

液压马达(YM一1A)工况性能参数如下： 

输出扭矩不小于 35．62N／m；空载额定转速(6000+400)r／rain； 

最低稳定转速(开环)不大于80r／min；进口额定压力约为 15MPa； 

壳体回油压力不大于 0．5MPa；最大流量为 20L／min。 

ERC--505L滑片式空压机的性能指标为： 

当排气量为 1．10m3／min；排气压力为0．7MPa；空压机所需功 

率为5．5kW。主液压泵出口压力范围完全满足液压马达的进口压 

力要求。滑片式空压机所需功率与转速、扭矩的关系为： 
^， 

性  (2) 

式中： 矩； 率； 速。 

取转速为 1460n／min，通过式(2)对 ERC一505L滑片式空压 

机所需的功率和扭矩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ERC一505L滑片式空压机P】所需功率和扭矩的计算结果 

取掖 J土泵最大 出 1：3压力为 14．7MPa、最大供 油量 28L／min 

时，输出的最大功率为：Ⅳ- ：6．86(kW) 

液压马达功率计算公式为： 

N=pm (3) 

式中：卜 压强；， 一流量。 

当不考虑效率损失时，液压马达输出的功率为： 

Ⅳ- =4．35(kW) 

当效率为0．8时，液压马达输出的功率为： 

Ⅳ_ ×0_8_3_48(kW) 

其中，流量取节流流量，大小为 17A[／min。 

ERC一505L空压机调节为输出 0．5MPa、50mTh气体时，估算 

所需功率为： 0_×5
．5=2．976(kW) 

空压机所需功率占液压泵(两台)所能提供功率的百分比为： 

xlO0％=22％(kW) 
ZxO．60 

通过计算得出，单台液压泵就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功率，并且 

。主液压系统有两台液压泵，因此功率有足够的剩余量。YM一1A液 

压马达也能够满足 ERC一505L调节为输出0．5MPa、50m3／h气体 

时，所需的功率和扭矩要求，并且还有部分的功率余量，可用于飞 

行高度增加时的功率消耗，同时也满足机载系统加载后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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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压力容器的性能分析 术 
骆晓玲 刘亮亮 

‘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 266061) 

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composite pressure vessel 

LUO Xiao-ling，LIU Liang-lia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 1，China) 

【摘 要】压力容器是承压设备，应用广泛但存在很大危险陛，压力容器材料选取是设计中的重要步骤， 

对容器后期的使用起着决定性作用，材料的机械强度和耐腐蚀性等都会影响压力容器的使用状况。工业技术 

的提高迫切要求压力容器能够在更苛刻的条件下具有更优良的性能。简述了复合材料压力容器的特点、设计 

制造现状，提出了相关应力分布计算方法，叙述了引起复合材料压力容器失效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指出 

复合材料压力容器分析仍处于初步阶段，对复合材料压力容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复合材料；应力分析；失效分析；压力容器 

【Abstract】Press／／,re vessels are pressure equipment which is used widely but is dangerous． e material 

selectionfo, the pressure vessel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a design that may determine application ofa vessel in 

the f“re．Mechanical strength and anti--corrosion of materials will c pressure vessel application as wel1．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y technology demoJ'td3 urgently the pressure vessel whh better pefformo~e even 

under Some severe conditions．It sums up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and manufacture status quo of 

composite pressure vessels and puts forward coherent stress distribution calculation methods，then specifies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of composite pressure vessel failure，thus points out that the analysis 

forcomposite pressure vessel is still at an hdtial stage．I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f composite 

pressure vesse1． 

Key words：Composite material；Stress analysis；Failure analysis；Pressure vessel 

中图分类号：TH16，TH49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压力容器是承受一定压力的设备，在化工、轻工、能源、航天 

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l_。工业技术的提高迫切要求压力容器能够 

在更苛刻的条件下具有更优良的性能，压力容器也存在很大的危 

险陛，危害程度主要与设计压力，温度，介质条件和材料力学性能 

有关田。压力容器材料方面的突破，对整个压力容器技术的突破具 

有重要意义fl_。压力容器的材料选取是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对 

容器的后期使用起着决定性作用，材料的机械强度和耐腐蚀性等 

都会影响压力容器的使用状况。 

以往压力容器材料多为金属板材，容器内衬采用耐腐蚀的 

合金钢材料，外层进行金属层板包扎以提高机械强度。但金属材 

料密度大、造价高，尤其是在腐蚀严重的场合选用合金钢材料， 

给工业生产带来许多不便。上世纪40年代，复合材料得到迅速 

发展[31，尤其在航天技术方面，航天器技术风险促进了复合材料 

压力容器的发展应用[41。复合材料具有优良的性能，在其它工业 

压力容器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2复合材料压力容器概述 
2．1复合材料压力容器特点 

根据国际化标准组织(iso)的定义，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 

种以上物理和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组合而成的一种多相固体材 

*来稿 日期：2010--07-一15 -k基金项 目：国家 863计划项目(2006AA04ZA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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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和压力要求。但为了预防对液压系统的影响，在设计过程中 参考文献 

液压马达的工作仍然避开了液压系统在飞行过程中最主要的工 

作时机，即起落架收放时机。 

4小结 
主要分析了机载制氧系统的安装与使用对飞机重心、电源 

功率、液压系统的影响，在对各系统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分析验证 

了机载制氧系统的加载对飞机的操纵性能基本不会产生影响，与 

某型飞机的操作平台是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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