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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 CFM56—7B发动机滑油系统 正常渗漏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阐述 了该发动机使用过程 

中出现的非正常滑油渗漏以及 当前所采取 的措施 ，可为正确判 断滑油的正常渗漏和非正常渗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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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Leakage Analysis for CFM56-7B Engine 

XIA Cu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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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of oil leakage for CFM56-7B engine oil system and its effects， 

it also describes the abnormal oil leakage during operation and precaution to preventing this leakage． It 

provides methods as reference to determ ine oil leakage is norm al or abnorm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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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FM56—7B发动机是 CFMI国际发动机公司上 

世纪 90年代后期成功开发并投入使用的发动机 。该 

发动机以其 良好 的经济性和可靠性成为新一代波音 

737飞机的唯一可选装动力装置 在控制方式上该 

发动机采用当前较为先进的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技 

术，它具有控制精度高 、故障包容能力强等特点，同 

时还具备较强的故障探测能力 ．这为保证发动机安 

全稳定地工作提供了条件．使其真正成为“智能发动 

机”。该发动机在结构设计上同早期的 CFM56发动 

机相 比采用 了很多新技术：风扇叶片采用后掠宽弦 

设计：压气机及涡轮转、静子叶片采用三维气动设 

计 ：同时．为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为发动机提供 了 

双环燃烧室选择等。该发动机从服役至今，其各项性 

能都表现 良好。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尽管 CFM56—7B发动机是一种 非常 先进 的发 

动机 ．但新技术的采用使得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还 

是出现 了一些新的问题。滑油渗漏就是其中较为突 

出的问题之一。在该型发动机使用初期 ，很多用户反 

映发动机停车后在尾喷管中发现大量油迹．曾引起 

用户的广泛关注。CFM56—7B发动机 的滑油渗漏包 

括正常渗漏和非正常渗漏 ，正常渗漏不会影响发动 

机的正常工作 ．而非正常渗漏则会对发动机的工作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分析该型发动机滑油系统渗漏 

的原因以及找出应对措施对于保证其稳定可靠工作 

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2 CFM56—7B发动机滑油系统 

CFM56—7B发动机 的滑油系统包括供油路、回 

油路 、余油以及通气四个部分 ，图 1是该型发动机滑 

油系统的组成图。滑油供油路向发动机轴承和齿轮 

提供干净的滑油以便进行润滑和冷却．它包括一个 

防漏活门、一个供油泵 、一个供油滤。滑油回油路用 

于将润滑后的滑油送回到滑油箱．它包括三个磁堵、 

三个回油泵、一个回油滤和两个热交换器(伺服燃油 

加热器和主滑油燃油热交换器1。滑油系统的余油是 

将发动机内部渗漏出来的滑油通过专门管路排 出到 

发动机外部 ．防止渗漏出的滑油在发动机内部积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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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它非正常工作 ．同时可用于确定滑油的渗漏率． 

以便判断是否需要对发动机滑油系统进行维护。余 

油系统包括收油池 的余油和附件齿轮箱 的余油 ．前 

收油池的余油通过一根位于风扇框架 6号支板内的 

余油管排出到发动机外．后收油池 的余油通过位于 

尾喷管内的余油管直接排入尾喷管中。附件齿轮箱 

渗漏 的滑油则通过余油管直接排出到发动机外。滑 

油系统的通气则是为了使收油池 内部的空气压力与 

外界大气压力保持一致 。使得收油池内外壳体之问 

的压力始终高于收油池内部的空气压力，从而形成 

对收油池的增压。收油池内的通气空气通过位于风 

扇轴和低压涡轮上的旋转 的空气／滑油分离器后进 

入中央通气管．最后经发动机后部的火焰阻燃器进 

入尾喷管。从而实现与外界大气相通。 

图 1 CFM56—7B发动机滑油系统 

Fig．1 CFM56-7B engine oil system 

3 发动机滑油系统的正常渗漏 

CFM56—7B发动机设计有两个主要收油池 ．分 

别称为前收油池和后收油池 ．收油池的作用是安装 

发动机轴承并向其提供压力滑油以便对其进行润滑 

和冷却，同时保证发动机 的滑油损耗最小。图 2为 

CFM56—7B发动机收油池密封原理图。为了减少滑 

油消耗。收油池采取了两种密封措施 ：篦齿封严和对 

篦齿封严进行增压。该型发动机前、后收油池采用相 

同的密封方式。虽然对收油池同时采取了这两种密 

封措施。但仍不可避免地有少量滑油通过篦齿封严 

渗漏到收油池外。然后通过余油管排出到发动机外。 

从图2中可以看出．收油池中滑油的正常渗漏 

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篦齿封严渗漏 ；二是通过旋转 

的空气／滑油分离器经 中央通气管向外渗漏。随着发 

动机使用时间的增加 。篦齿封严的磨损程度会逐渐 

增加 。篦齿与研磨层之间的间隙会逐渐增大 ，使得通 

过篦齿封严渗漏的滑油量增加 。因此通过篦齿封严 

渗漏的滑油量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由于 

空气／滑油分离器的工作原理是靠离心 力将聚集在 

油气分离器上的滑油液滴甩回到收油池 ．从而实现 

油气分离。减少滑油通过中央通气管向外渗漏 。因此 

它的油气分离效果与发动机转速有关．与发动机使 

用时间无关。由于经中央通气管渗漏的滑油直接进 

入发动机尾喷管中。由此可以看出，发动机工作时尾 

喷管中的滑油分别来 自后收油池的余油和前、后收 

油池通气空气中带出的少量滑油。发动机停车后在 

尾喷管 中通常都可以见到少量的滑油．属于正常现 

象。这种渗漏称为正常渗漏。它不会对发动机滑油消 

耗量及正常使用造成很大的影响。 

图 2 CFM56—7B发动机收油池 原理 

Fig．2 Philosophy of CFM56—7B engine sumps 

值得注意的是 ，当发动机转速较低时f比如发动 

机起动 、冷转)。尾喷管中的滑油量会明显增加，这主 

要有两方面原因：①发动机转速较低时。分别安装在 

风扇轴和低压涡轮轴上的前 、后收油池的旋转空气／ 

滑油分离器转速也较低 ．油气分离器的离心力较小。 

油气分离效果较差。从而有更多的滑油随通气空气 

经 中央通气管进入尾喷管．使尾喷管中出现滑油聚 

集。由于前、后收油池均通过中央通气管进行通气 ， 

因此从中央通气管渗漏到尾喷管的滑油既有来 自前 

收油池的滑油，也有来自后收油池的滑油。②由于对 

前 、后收油池篦齿进行增压的空气均来 自于低压压 

气机 出口．发动机转速较低时。低压压气机出口压力 

较低 ．增压空气对前 、后收油池篦齿封严 的增压效果 

较差．而这时发动机滑油压力上升比增压器空气压 

力上升要快得多。通过篦齿封严渗漏出来的滑油量 

会明显增加。这样后收油池余油管排入到尾喷管的 

滑油量增加。这样也会造成滑油在尾喷管中聚集。 

4 发动机滑油系统的非正常渗漏 

CFM56—7B发动机滑 油系统的非正常 渗漏包 

括：①前收油池渗漏；②后收油池渗漏；③附件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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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和其它附件失效引起的渗漏。在 CFM56—7B发动 

机使用过程 中．以后收油池和其它附件非正常渗漏 

为主，前收油池和附件齿轮箱封严渗漏的情况较少。 

4．1 前收油池滑油的非正常渗漏 

由于 CFM56—7B发动机采用篦齿 、增压和通气 

的方式来实现滑油的密封 ．因此这几个条件缺少其 

中任意一个时，收油池的渗漏情况就会变得严重，表 

现出发动机滑油消耗量增大。就 CFM56—7B发动机 

的使用来看，由于前收油池的工作温度较低 ，因此很 

少出现滑油的非正常渗漏。 

4．2 后收油池滑油的非正常渗漏 

CFM56—7B发动机后收油池 由于温度较高 、结 

构较为复杂．它出现的滑油的非正常渗漏从发动机 

服役开始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决。通过严密监 

控发动机滑油消耗量可以发现 ，后收油池的滑油渗 

漏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f11 后收油池供油 口盖封严损坏造成的滑油渗 

漏 

仅在 20o2—20o3年 的两年时间里 ．CFMI国际 

发动机公司就接到十多起滑油从供油 口盖渗漏的报 

告 ．出现滑油渗漏的发动机使用时间在 1 500～8 700 

个循环之间。后来调查发现，供油口盖渗漏是由于两 

个封严件损坏造成的：①采用氟橡胶材料制成的 

“0”型密封圈(图 3中“320”所指示的部件)；②采用 

石墨材料制成 的密封垫f图 3中“330”和“331”所指 

示的部件1。 

引起“0”型密封圈损坏f封严变形 、变硬 以及部 

分材料缺损1的原因是 ，在发动机停车后密封圈收缩 

过程中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使其性能发生了衰退。 

引起密封垫f石墨材料制成1损坏 的主要原因是其在 

图 3 CFM56—7B发动机后收油池盖结构 

Fig．3 Stmcture of H er sump f0r CFM56-7B engine 

运输 、储存和装配过程中被损坏。滑油渗漏的另一原 

因是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密封垫与高温滑油接触后其 

特性发生了改变(弹性降低、厚度减少)，使得后收油 

池供油口盖紧固螺栓的力矩减小．从而造成滑油渗 

漏。图 4是封严损坏实物照片。 

图 4 后收油池供油 口盖封严损坏实物照片 

Fig．4 Seals damage on Her sump oil inlet cover 

在实 际应用中 ，对“0”型密封圈采取 了一些改 

进措施：尝试采用其它材料制作“0”型密封圈，但制 

成的密封 圈在其它发动机上测试时并不成功，因此 

还需进一步对其进行测试以了解收油池和中央轮毂 

之 间的温度分布情况 ．希望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同 

时．还在寻找更好 的封严制作材料 ．如采用碳一氟化 

合物制作密封圈，部件测试反映其具有更好 的耐热 

性．目前正准备在其它发动机上进行测试。 

对石墨密封垫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①改进密 

封垫的运输条件；②改进装配程序(安装螺栓紧固两 

次，同时增加力矩值)；③设计新的密封垫(采用新的 

Nov~orm材料制成 ．但测试时没有获得满意结果1。 

为了彻底解决后收油池供油口盖滑油渗漏．厂 

家还在进一步测试采用“C”型金属封严 的可行性。 

对于目前正处于营运的发动机提供以下解决方 

案 ：发动机车间修理时更换“0”型密封圈和密封垫。 

对于在翼发动机．可根据 CESM006(商用发动机服 

务备忘录 006号1更换“0”型密封圈和密封垫。 

f21 后收油池滑油回油管接头处裂纹造成的滑 

油渗漏 

CFM56—7B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曾出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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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发动机外部发现滑油、滑油消耗量高、出现滑油滤 

旁通警告信息、发动机停车时尾喷管中出现火焰等 

情况。在对发动机进行检查后发现。后收油池滑油回 

油管的接头处出现了裂纹。进一步调查发现 ：裂纹正 

好位于接头的焊缝后。部件的疲劳测试证实，裂纹是 

在高应力的情况下产生的．以低循环疲劳的方式沿 

接头周向扩展。在检查接头材料 、结构和尺寸时均未 

发现异常．该接头在 5号轴承支承上的安装位置正 

确。最终的研究发现，产生裂纹的原因是由于滑油回 

油管被卡阻在涡轮后框架的支板 内以及拧紧或松开 

“B”型螺帽的方法不当，使力矩偏大造成的。为了防 

止接头产生裂纹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①对飞机维 

护手册和故障隔离手册进行修订 。以加强对后收油 

池滑油系统的检查。②为滑油回油管螺帽的拆装设 

计一个特殊工具。③将拧紧“B”型螺帽的力矩值从 

100～125 N·m减小到 50～60 N·m。这样可大大减小 

因紧固方法不当在接头上产生的应力。图 5示 出了 

后收油池回油管接头裂纹所处的位置。 

对于 目前正处于营运的发动机 ．建议在下一次 

车间修理时对接头进行荧光渗透检查以确定焊缝处 

是否出现了裂纹 ．同时在发动机使用过程中密切监 

控发动机滑油消耗量。除此之外，还对其结构进行了 

重新设计：①增加管接头壁面的厚度，使其能够克服 

更大的力矩；②重新设计回油管，增加余油孔以加强 

涡轮后框架支板的余油，防止回油管因积碳出现卡 

阻；③增加定心装置与涡轮后框架之间的间隙，使滑 

油回油管在支板内可以自由移动。 

f3) 挤压油膜供油管接头处连接螺帽设计不当 

造成的滑油渗漏 

挤压油膜供油管接头处滑油渗漏是由于连接供 

油管和接头之问的“B”型螺母过长使供油管与接头 

封严面之问没有很好地接触造成 的。对于这种滑油 

渗漏 ．可通过减少“B”型螺母两端 的长度来对正在 

使用的发动机进行修理。 

4．3 附件齿轮箱及其它附件的滑油渗漏 

发动机附件齿轮箱上安装有发动机驱动的飞机 

和发动机附件 ．在这些附件驱动轴和附件齿轮箱壳 

体之间由于存在间隙．滑油可通过这个问隙往附件 

齿轮箱外渗漏。为了阻止渗漏 ，在附件驱动轴和附件 

齿轮箱壳体之间安装有碳封严 ．同时，附件驱动轴上 

的连接花键 由附件齿轮箱内的滑油进行润滑 ．并由 

安装在附件轴上的“O”型密封圈进行密封。附件齿 

轮箱上附件安装座处常见的滑油渗漏方式有两种 ： 
一

是附件齿轮箱内的滑油渗漏f通过碳封严和“O”型 

密封圈渗漏1：二是附件本身的滑油渗漏。在更换相 

关部件之前要先确认渗漏 的部件．从而按维护手册 

给定的程序进行更换和安装，如果更换或安装不当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渗漏或部件损坏。 

发动机其它附件出现 的滑油渗漏主要是起动机 

的渗漏 以及在发动机上使用 MJO291滑油后使发动 

机的一些密封材料损坏而造成的渗漏。 

CFM56—7B发动机起动机 由发动机滑油进行润 

滑 。因此 ．若起动机出现严重的滑油渗漏也可使发动 

机滑油量减少，造成发动机部件损坏。对于早期的起 

动机曾出现过很多起滑油渗漏的情况 ，但都未对发 

动机的工作造成影响。起动机的滑油渗漏是由于内 

部涡轮封严组件上的“O”型密封圈损坏造成 的，这 

种渗漏只出现在起动机工作时。起动机工作时若打 

开风扇整流罩 ，在起动机空气出口处可看到有大量 

雾状滑油漏 出．同时还可以看到少量滑油液滴。起动 

机停止工作后 ，漏油现象随即消失。通常情况下这种 

图 5 后收油池回油管接头裂纹位置 

Fig、5 Cracks on the nipple of after sump scavenge (下转第 5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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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定后的 PID控制器输 出结果。从图中看 ，PID控制 

器与实际系统输出相比，静态特性一致，动态特性则 

表现为更快且无超调。毋庸置疑 ．实际发动机所表现 

出来的动态特性是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确定的．而 

并非硬件所致，不能使响应更快、更稳。为了获得和 

实际系统相近的静、动态特性．本文将 目标函数中的 

惩罚与奖励机制充分应用 ．对 PID控制器参数再次 

进行整定．得到的控制器效果甚好 ．其输 出几乎与实 

际系统的一致 ，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改进遗传 

算法在控制器参数整定过程中可调整性极强。 

’ ‘ ‘ i ‘ ‘ ‘诮  ^ q  i 

(上接第 57页) 

渗漏对发动机的滑油消耗量影响较小。 

20oO年 ．在 CFM56机队中曾引入了一种具有更 

高热稳定性的 MJO291滑油。但从 2001年开始 ，不断 

有用户反映滑油从伺服燃油加热器／主燃油滑油热交 

换器之间的密封垫和主燃油滑油热交换器内部渗漏 

出来。后来的研究表明．MJ0291滑油对伺服燃油加 

热器，主燃油滑油热交换器之问密封垫上的密封圈和 

主燃油滑油热交换器内部f盖子、热交换芯、滑油旁通 

活门等)采用氟化硅材料制成的密封圈具有很强的侵 

蚀作用，长时间使用会损坏密封圈。为了防止因这些 

封严损坏造成滑油渗漏．后来将这些密封圈材料由 

氟化硅改为碳一氟化合物 ．以提高其抗侵蚀能力。 

了一些改进措施 ，并将其用于某型发动机数字控制 

器主燃油控制通道 的 PID控制器参数整定研究 当 

中 ．结果表 明，基于 改进遗传算法的 PID控制器具 

有以下特点： 

(1) 把时域指标引入到 目标函数当中，控制器 

的鲁棒性和时域性能都得到了良好保证。 

(21 采用了新型改进遗传算法 ，收敛速度和全 

局优化能力大大提高 

(3) 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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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CFM56—7B发动机 的设计不同于早期型号．不 

能将它们进行比对。对该发动机停车后在尾喷管中 

出现大量油迹．应密切关注发动机滑油消耗量 以及 

其它相关参数 ，在这些参数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 

属于正常现象，不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使用。同时， 

应正确区分滑油的正常渗漏和非正常渗漏．保证发 

动机安全可靠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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