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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的监控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朱建东 

(北方航空公司飞机维修基地，沈阳 110169) 

摘 要：就飞机发动机的监控技术做了详细的分析，同时，也就将来监控技术的发展方向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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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ngine control technical in detail，an d the developed direction 

of the engine control technical were 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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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由于要求高推重比、低燃油消耗 

率、长时间的使用寿命，使得保证发动机良好的 

工作状态和各系统参数的正常变得非常重要。在 

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对发动机的一些参数及系统 

的工作情况进行监控，是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的 

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为发动机的视情维护 

提供了必要的依据，提高发动机的可维修性，使 

维护人员能及时根据监控情况，做出分析、判 

断，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排除故障或潜在的故 

障，保证发动机安全工作，延长发动机的装机寿 

命。 

发动机的监控包括下面几个方面：(1)发动 

机工作状态监控；(2)发动机振动监控；(3)滑油 

监控；(4)发动机气路参数分析，即目前各发动 

机厂家所采用的 “飞机发动机状态监控系统”。 

1 发动机工作状态监控 

对发动机工作状态的监控，通常包括发动机 

工作参数和发动机各系统工作状况的显示及相应 

的警告信息。显示的发动机工作参数包括发动机 

的主要 工作参 数，如转 速、发 动机压 力 比 

(EPR)、排气温度(EGT)和燃油流量；发动机的 

次要参数，如滑油量、滑油压力和温度。这些显 

示不仅为驾驶员对发动机的控制操纵提供了必要 

的显示和反映，还显示了发动机的工作和健康状 

况 ，从中可以看出发动机工作是否正常，有没有 

出现超转、超温等现象或征兆。发动机各系统的 

显示通常包括油滤堵塞警告 ，启动活门开／关指 

示，防冰活门开／关指示等。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发动机的指示系 

统也由当初的机械电气式仪表发展到模拟电子线 

路式和现代的由计算机控制的 “发动机指示和机 

组警告系统(EICAS)”。EICAS用显示屏替代了 

原先的仪表板，它不仅能显示有关发动机工作情 

况的参数，而且还能显示有关发动机维护的信 

息、告诫警告信息和与飞机派遣有关的发动机状 

况的信息。 

维护信息：此信息供地勤人员使用，在飞行 

中这些信息被抑制。其主要是用来帮助维护人员 

排除故障和检查主要系统的情况，并记录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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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故障时各系统的工作参数，以便在地面维护 

时读出 维护人员通过维护选择面板来选择所要 

看的系统的情况。 

状况信息：飞机派遣前做检查或地勤人员维 

护时使用其信息，来检查发动机是否满足派遣条 

件，或帮助维护人员采取必要的维护措施。其所 

显示的内容可通过控制面板来选择。除发动机的 

信息之外，还有与飞机各系统有关的信息，如方 

向舵、襟翼、副翼等的位置。 

在工作过程中，EICAS计算机还能根据对输 

入 EICAs系统的参数的监控，自动产生警告 

(WARNING)、告诫(CAUTION)和提醒(ADVISO— 

RY)3种警告信息，以便让驾驶员及时了解发动 

机的异常情况，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1)警告信息：表示一种要求立即采取修正 

或补偿措施的工作情况。是警告信息中最严重 

的，如发动机火警。这种信息通常用红色文字显 

示，且伴有警告声音。 

(2)告诫信息：表示要求驾驶员立即该知道 

并应很快采取修正或补偿措施的工作情况。其告 

警等级稍低于警告信息，通常用琥珀色文字来显 

示，无警告声音。 

(3)提醒信息：只是为驾驶员提供一些不正 

常的工作情况的信息，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改 

正，此信息也用琥珀色文字来显示。为了与告诫 

信息区别，其显示格式与告诫信息不同。 

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若某些参数超限，EI． 

CAS不但可以给出相应的告警信息(包括文字、 

灯光和声音 3种)，而且还会自动储存超限情况 

(包括超限的最大值，持续时间及相关其他参 

数)。地面维护时，把这些记录读出，以帮助维 

护人员分析超限原因及故障排除方法。但这种存 

储要受内存空间的限制，维护人员应根据维修手 

册的要求定期存储情况，以避免存储数据的丢 

失。【 】 

2 发动机振动监控 

涡轮发动机转子是由盘、轴、叶片等零部件 

组装而成。这些部件在加工制造过程中，都有一 

定的偏差。相应组装成转子后，也不可能做到完 

全平衡，而发动机转子是一高速旋转部件，这种 

不平衡在旋转过程中，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振 

动。发动机生产厂家对转子不平衡都有一定的要 

求，发动机出厂时都应满足此要求，并且厂家也 

规定了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所允许的最大振动 

值，只要发动机的振动值不超过此限制值，则是 

允许的。 

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磨损或损伤等原 

因也会引起转子的振动，因此在飞机上，都装有 

发动机振动监控系统，用来监测发动机的振动情 

况。发动机的振动监控系统包括振动信号传感 

器，振动信号分析仪和振动指示三部分。振动信 

号传感器装在发动机上能感受发动机振动的部 

位，如轴承的支承座、涡轮机匣或风扇机匣等。 

振动信号传感器有三种，位移型、速度型和加速 

度型。万一出现振动过大，则给出警告信息(在 

EICAS系统中)以告知驾驶员，或自动储存起来， 

以方便维护人员检查。 

发动机振动增加或超限，可能由下列原因造 

成： 

(1)工作叶片折断或部分损坏。如风扇叶片 

或压气机叶片的外来物损伤； 

(2)工作叶片安装不合适，尤其是现代涡扇 

发动机的风扇叶片，可在外场更换。安装时一定 

要小心，确保各部件都要安装得恰当到位； 

(3)转子上有部件丢失，如螺栓、螺帽等； 

(4)工作叶片或转子变形； 

(5)转子轴承不同轴或轴承磨损； 

(6)在单元体更换时，联轴器的安装或联接 

螺栓拧紧不当。 

发动机振动监控系统为机组和维护人员提供 

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动机振动指示，一旦发现振 

动值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或突然增加，则说明发动 

机结构出现了故障，应及时采取措施排除故障【21。 

3 涡轮发动机的滑油监控 

涡轮发动机的滑油监控，一般包括监控： 

(1)滑油系统工作状态； 

(2)滑油中的金属屑； 

(3)滑油的品质状况。 

这些监控有的是通过机身上所固有的设备来 

完成的，而有的则是利用地面试验室中的设备来 

完成的。对滑油系统的监控是发动机状态监控的 
一 个方面。 

3．1 滑油系统工作状态监控 

滑油压力是滑油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它 

直接影响润滑油量的大小，近而影响润滑效果和 

冷却效果，所以对滑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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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上就有。在涡轮发动机上有滑油压力指 

示，当滑油压力低到一定值时，此指示会给出显 

示，以提醒驾驶员，并且作为强制性命令，发动 

机厂家都有规定：当滑油压力低到一定值时，发 

动机必须停车。滑油管路漏油或油泵故障等是造 

成油压低的原因之一。 

滑油温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滑油温度 

不但能反映发动机轴承和齿轮等的工作状态，影 

响滑油的粘度，而且，滑油温度过高还会改变滑 

油的特性(焦化、氧化)或损坏轴承的封严。滑油 

温度既可在供油路上测量，也可在回油路上测 

量。在涡轮发动机上通常采用燃油／滑油热交换 

器来冷却滑油，所以散热器中燃油管路的堵塞、 

空气滑油散热器表面很脏都会造成滑油温度升 

高。另外，滑油通气系统堵塞也会造成滑油温度 

升高。 

对于滑油量的监控，早期一般在滑油箱上采 

用油尺或目视镜，由地面维护人员在作 日常维护 

时来检查油箱的滑油量。但是现代的涡轮发动机 

在驾驶舱中也设有滑油量指示，在发动机工作过 

程中，其可提供连续不断的滑油量指示。通过对 

滑油量的监控 ，可 以发现滑油消耗量的变化趋 

势。轴承封严的损坏或滑油冷却器的故障都会造 

成滑油消耗量的加大。因此，滑油消耗量的变化 

情况反映了发动机内部的磨损情况。 

滑油系统的另外一个警告是油滤旁通警告。 

滑油中的杂质或滑油温度太低都会造成油滤的堵 

塞。铀滤上装有旁通活门，当油滤堵塞到一定程 

度时，旁通活门会打开，以保证滑油旁通过油滤 

而继续流动。在油滤的进、出口装一定压差电 

门，其感受油滤进出口的压差，当此压差达到或 

接近油滤旁通活门打开压差时，此电门闭合，而 

驾驶舱内的滑油滤旁通警告指示灯亮，以提醒驾 

驶员油滤已堵塞。飞机回场后 ，维护人员应及时 

采取措施，排除故障。有的发动机在油滤壳体上 

还设有机械油滤旁通指示器(或叫弹出式油滤堵 

塞指示器)，以便维护人员在做维护／检查时及时 

发现问题。 

3．2 滑油中金属屑的监控 

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尽管有滑油润滑，但 

相互接触的运动部件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磨损， 

因此，滑油中可能悬浮有金属颗粒。若磨损严重 

会引起某些零件掉皮或掉块。尤其是发动机的主 

轴承，有可能出现掉皮或滑蹭现象。一般滚棒轴 

承容易出现的故障为掉皮或由于疲劳而引起的疲 

劳剥落(麻点)。这种损伤产生的金属颗粒较大， 

直径在 100一l 000 范围之内，容易发现和区 

分。而滚珠轴承的损伤所产生的颗粒较小。轴承 

滑蹭所产生的金属颗粒的直径一般小于 25 皿， 

但若不及时排除，则会引起轴承的快速磨损。因 

此，通过对滑油中金属颗粒的分析可判别磨损的 

类型。 

滑油中金属颗粒分析的目标是预测发动机将 

要出的故障，而不是当发动机已经送修了，再对 

滑油进行分析来确定故障。对滑油中金属颗粒的 

监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机载的金属屑监控设 

备，如磁性屑探测器，即在回油路的不同部位设 

置磁性屑探测器来搜集这些金属屑，维护人员定 

期对磁性屑探测器进行检查，若发现金属属超量 

或块大，则说明发动机内部磨损严重或有损伤， 

应及时采取措施。有的磁性屑探测器还配有控制 

电路，当金属屑量多了或有大块的，则电路接 

通，在驾驶舱里给出警告。另外通过分析附着在 

油滤上的杂质，也可判断发动机内部的磨损情 

况。随着监控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机载金属屑 

探测器如离心式颗粒分离器、金属屑量监控器等 

被应用到发动机上。另一类为维护人员利用滑油 

取样，在试验室中进行的滑油分析。如： 

(1)滑油光谱分析。因为发动机中的部件是 

由合金制成的，而组成合金的主要元素有铝、 

铁、铬、铜、锡、镁、铅、镍等。每种金属颗粒 

在电弧或火花的激发下都会发出特定的光谱，谱 

线的位置和波长对应一定的金属，而光的强度， 

则反应了此金属的含量。在作光谱分析时，应严 

格按维护手册的规定来取滑油样品。通常是在发 

动机停车后，对发动机进行勤务之前，从油箱中 

无沉淀的地方取样。 

(2)滑油铁谱分析。此种方法是利用显微镜 

来观察滑油中金属颗粒的大小、形状和金属颗粒 

的分布规律，以此来分析判断发动机内部的磨损 

情况。 

3．3 滑油品质监控 

涡轮发动机使用的滑油为人工合成滑油声是 

由矿物质油和从动、植物中提取的二元酸酵混合 

而成，而不是纯矿物质滑油。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滑油可能被氧化、酸化、分解，或被燃油稀释， 

从而改变它的特性，影响滑油效果。通过观察滑 

油颜色的变化或在试验室中的化学分析，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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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是否变质，是否能继续使用。新鲜航空滑油 

的颜色较明亮，使用后由于氧化所生成的胶质及 

沉淀的影响，会使滑油变暗。如果滑油氧化强 

烈，它就变为淡红色。严重过热时，还可能闻到 

滑油烧焦的味道，且它的里面还会有小的黑颗 

粒，而使滑油变成暗黑色。在作化学分析时，一 

定要注意取样的方法、设备和取样的频率。 

若能很成功的对滑油系统进行监控，则有效 

地预估和预防发动机故障，提高发动机的使用寿 

命，提高维护的灵活性，降低维修成本 】。 

4 发动机气路参数分析 

发动机状态监控方法是从发动机中读取某些 

热力参数，如：温度(发动机进气温度，发动机 

排气温度)、压力、转子转速、燃油流量等，然 

后，再把这些对数转换成标准状态下的数值，与 

发动机厂家所给定的该型发动机的标准性能参数 

进行比较，看偏差的变化情况。通过对偏差分析 

以及偏差变化趋势分析，来判断发动机健康状 

况，实现对发动机的监控。目前采用发动机状态 

监控方法的发动机厂家有： 

普惠公司的 ECM (Engine Condition Monito- 

r．ulg)；通用电气公司的ADEPT (Aircraft Date En- 

glne Performance Trending)；罗罗 公 司的 COM- 

PASS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Vedormance A脚d- 

ysis So'ware System)o 

气路参数分析一般都是利用计算机来完成 

的。需要记录和分析的参数包括发动机转子的转 

速，发动机排气温度(EGT)，发动机压比(EPR)， 

燃油流量，发动机振动值，滑油温度、压力和滑 

油量，发动机引气状态，可调进口导向叶片和可 

调静子叶片的位置，发动机维修情况(如单元体 

的更换)等。另外，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还需要 
一 些与飞行有关的参数，如：大气温度、压力、 

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飞行状态等。这些参数记 

录的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分析结果的好坏。因此， 

参数的记录和输人是一关键的问题，必须要严格 

控制数据的精度。目前数据的记录与输人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人工记录与输入，即由飞行员在飞 

行过程中根据要求记录需要的参数，然后由地面 

监控人员再把数据输入计算机。这种方法由于记 

录的原因，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从而影响分 

析结果；另一种方法为自动记录和输入，即利用 

机载的飞行数据记录仪(Flight Data Recorder)或数 

字式飞行数据获取装置(Digital Flight Data AcqIlisi- 

tion Unit)来自动记录数据，然后再把数据转换到 

磁带或计算机用的软盘上，输人计算机，这种记 

录方法可完全按分析程序的要求准确地记录所需 

的参数。将来的发展趋势是利用现代通信设备， 

把自动记录的数据从飞机上直接发送到地面的计 

算中心，实现对发动机工作的实时跟踪监控。 

输人到计算机内的数据，经数据处理，计算 

后，给出：(1)巡航状态下，发动机参数分析； 

(2)起飞状态，发动机参数分析，即起飞 EGT裕 

度计算或起飞海平 面高度大气温度极 限值 

(SAOATL)计算，并根据用户的要求，生成所监 

控参数的变化趋势图，自动生成报警信息等。这 

样用户可根据趋势图或报警信息，来分析所监控 

参数的偏差情况，并根据对偏差大小的分析以及 

偏差的变化趋势，判断发动机性能衰退情况以及 

有无故障，或哪些故障引起此偏差，使用户能及 

时找出故障原因，以便合理地计划发动机换发， 

更好地利用维护车间，避免不必要的拆装，提高 

工作效率，缩短维修时间，降低维修成本。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发动机的监控，不仅能为 

发动机的操纵提供指示和反应，显示发动机的工 

作状况，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充分利甩监控技 

术，能有效地分析、判断发动机的健康状况，为 

发动机的使用、维护提供可靠的、可信的参考依 

据，从而提高航空公司的维修管理和机队管理水 

平，降低发动机的使用、维修费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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