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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传感器对现代飞机氧气系统检测的实现 

常丽敏，于相斌，张庆国 

(空军航空大 学控 制工程 系 ，吉林长春 130022) 

摘要：采用高精度固态压阻式传感器、电容变送器配以阻尼筒完成了对压力、流量的精确测试；采用高可靠性、高稳定 

性的振动筒压力传感器实现了压力／高度的精确测量，热敏元件选用具有高灵敏度和线性度的硅PN结BLTS101，实现了 

温度测量和误差补偿。运用PC104计算机技术与相关软件及二维回归曲面拟合算法，提高了测量精度，实现了检测的自 

动化。通过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开关电源，实现无触点控制，性能和可靠性均得到改善，解决了控制电源与交流输入隔 

离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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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 Detector for Oxygen System of M odern 

Airplane Based on M ulti·sensor Technique 

CHANG Li—rain，Yu Xiang—bin，Li Lin，ZHANG Qing-guo 

(Department of Control Engineering，Aviation University of Airforce，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The function，operating principle and the whole design scheme of synthetic detector for oxygen system were presen— 

ted．The accurate detection of pressure and flux was implemented by adopting the high precision solid state piezoresistive sensor and 

capacitance converter illuminated with the damping cylinder．The exact measuring of pressure／altitude Was also achieved by adop— 

ting the vibrating cylinder—type pressure sensor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It adopted the silicon PN junction BLTS101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linearity as the heat sensitive element and has the functions of temperature measure and error compensation． 

PC104 computer technique，related software and algorithm were all used to achieve automatic detection．Switch electric source Was 

dominated by solid state relay(SSR)．Consequently，AC input was isolated from control electrical source while capability and relia- 

bility were improved．Moreover，the problems that previous detectors for oxygen system don’t have the functions of serf-check and 

calibration were solved effectively by the software and related interface． 

Key words：pressure sensor；vibrating cylinder；PC104 computer；solid state relay(SSR) 

0 引言 

氧气系统是飞机在不同飞行高度上，在座舱失密或座舱产 

生有害气体时，以及在空勤、指挥操作员和乘员缺氧的情况下， 

能自动保证各类人员长时间连续安全供氧。为了使氧气系统 

始终处于 良好的工作状态，在地面检查时需要配备专用检查 

仪。所设计的检测方法适用于内场检测现代飞机氧气系统全 

套和单个独立部件的工作性能、指标，判断系统和各独立件的 

故障。采用多种传感器进行数据信息的采集并由计算机进行 

数据的解算、融合和处理，实现全部显示的数字化。 

1 设计原理 

该氧气系统检测设备的硬件由氧气压力传感器、压差传感 

器、温度传感器、高度传感器、氧气流量传感器、出口流量传感 

器、PC104嵌入式计算机⋯、模数(A／D)转换采集卡、频数(F／ 

D)转换采集卡 、电源控制器 、采样放大器、真空泵等设备组成。 

其基本原理是：建立不同飞行高度的大气环境 ，并通过氧源提 

供各种氧气压力和流量，由多种传感器采集压力、流量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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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等信号，经过转换由计算机对其进行计算、处理，并通过显 

示器进行实时显示。见原理方框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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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氧气设备检测系统方框图 

1．1 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用来建立和测量与氧气设备检查“高度”相应的 

空气流量、氧气流量和混合气流量。气压模拟室通过2台并联 

在真空系统的真空泵建立所需要的真空度。高度传感器指示 

气压室所在“高度”。 

在地面或高空条件下均用出 口流量计系统抽出和测量气 

体流量，出口流量计系统由出口组合件、阻尼筒压差传感器、转 

换开关和出口流量开关及其彼此间连接管路组成。阻尼筒取 

压接嘴间形成的工作压差通过传感器及采样放大器转换为0～ 

10 V电压，经过 PCI(M处理后 由液晶显示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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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氧气系统 

氧气系统用于对受检产品供氧，建立并测量所需氧气压力 

和流量，它由不同压力的压力分支及氧气流量计组成。 

1．3 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包括多种传感器、PC104计算机 、液 

晶显示器、键盘、鼠标、打印机、配电箱及稳压电源。多种传感 

器完成各种参数的采集，PC104计算机完成全部测试参数的 A／ 

D转换、查表、按给定公式计算以及对变化参量特征值的采集、 

参量变化曲线描绘等。PC104计算机模块负责数据的采集、解 

算与显示，同时该部分还可完成相应的控制功能。 

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有 12路传感器，可分别进行压力、流 

量、温度、高度等的测试。 

1．4 电源控制器 

电源控制器为该系统中的电源板 、真空泵电机、照明、冷却 

等分系统进行合理配电，可以同时对2台真空泵电机进行起停 

控制。在线路短路 、电机过载、欠压时起保护作用。 

电源控制器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3相 4线 380V，50Hz交 

流电经过快速熔断丝后由2只三相固态继电器分别控制 2台 

2．2 kW三相异步电机，而其 c相与零线则通过固态继电器可 

控制开关电源，这样泵 1、泵 2和直流输出都实现 了无触点控 

制，由于采用了固态继电器，性能及可靠性都得到了改善 ，且控 

制电源与交流输入实现了隔离，3个输出的控制及保护均由一 

路经过隔离的电源供电，电流检测由霍尔电流互感器实现。由 

固态继电器可控制的开关电源及采用开关 电源专用集成电路， 

工作频率可达到3O Hz，具有效率高，波纹小，动态响应快等特 

点，并具有输出短路等保护功能。 

图2 电源控制器原理框图 

2 关键问题的解决 

2．1 压力、压差的测量 

压力传感器采用压阻式传感器将输入的机械量应变 ￡转 

换为电阻值的变化。压阻式传感器可以用恒压源供 电，也可用 

恒流源供电，但恒压源供电与恒流源供电相比存在环境温度影 

响不能消除的问题，所以可采用如图3所示的恒流源供电电 

路，它采用双电源供电以避免共模干扰。压阻式传感器的满量 

程输出信号为70～350 mV不等，其输出阻抗很高，这就要求放 

大电路需有更高的输入阻抗，很高的共模抑制比和开环增益， 

很小的失调电流、电压、噪声和漂移。因而，不从传感器输出端 

吸收电流，以免破坏传感器的工作状态。 

采用结构性电容压力传感器来测量压差，它是一种微压差 

传感器，最小测量范围可达到 1～100 Pa，精度可达到0．07％ 

Fs，分辨率为0．01 Pa，可承受270倍过载。 

2．2 流量的测量 

根据层流原理，流过管段流体的体积流量 Q与流体经该管 

段时产生的压力降卸 值有关，可以近似认为 卸 正比于Q，故 

可用 △p值来求得流量Q值的大小。采用高精度固态压阻式传 

感器配以阻尼筒(阻尼筒的 △p≤4 kPa)完成出口流量的测试。 

氧气流量测试中，入口压力高达 3 MPa，为此采用电容变送器配 

以阻尼筒完成对氧气流量的测试。原理如图3所示。 

(a)出口流量测试原理 (b)氧气流量测试原理 

图3 流量测试原理 

2．3 高度的测量 

采用高可靠性 、高稳定性的振动筒压力传感器 作为压力 

敏感元件，原理如图4所示。当被测介质进人振动筒压力传感 

器后，在振动筒内产生谐振，其频率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输人 

到F／D转换器，振动筒的谐振频率是压力P和环境温度 的函 

数，在振动筒压力传感器上装有温度传感器以检测环境温度， 

温度传感器输出的温度模拟信号输入到A／D转换器，压力调节 

电路 用于对振动筒压力传感器进行修正．A／D转换器将来自 

压力传感器的温度信号 V／T以及本位调节电压 、中间点调 

节电压 和最大点调节电压 数字化．CPU对这些信号进 

行采样，并存贮在 RAM存贮器中。F／D转换器电路把传感器 

的频率信号数字化 ，实现对压力传感器周期的测量 ，CPU对 F／ 

D、A／D转换器电路的采样用中断方法。中断周期为 100 Ins，当 

中断发生时，CPU读 F／D、A／D转换器数据，并按所采样的F／D 

转换器数据，计算出压力传感器的谐振周期、根据A／D转换器 

的采样值计算出温度电压和修正压力值。然后根据周期、温度 

值和修正压力值利用二维回归曲面拟合算法计算出压力数据 

和气压高度值，由显示器显示。 

温度是振动筒式压力传感器最主要的干扰量，振筒式传感 

器的特征参数和感应系数受温度影响严重 ： 

(1)弹性模量 E是决定传感器输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振 

动筒材料的弹性模量 E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2)温度对被测气体密度 P的影响无法避免 ，密度P的变 

化造成了振动筒等效质量与等效刚度的改变。因此，设法消除 

温度影响是提高测量准确度的关键。目前，主要采用硬件和软 

件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热敏 元 件 选 用 有 高 灵 敏 度 和线 性 度 的 硅 PN结 

BLTSIO1，利用其偏置电压随温度变化的原理 ，实现传感器的温 

度测量和误差补偿。把温度补偿电路 的输 出电压值进行 A／D 

转换 ，作为线性化电路的第 2输出量，采用二维回归曲面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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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法，?肖除温度的交叉灵敏度，改善传感器输出特性，提 高测量准确度。 

被测介质 

温 度 

图4 高度测试原理图 

3 结束语 

该检测方法采用多种传感器采集参数并利用二维回归曲 

面拟合数据融合算法，有效提高了测量的精度。利用PC104计 

算机技术、模块化结构，采用人机交互界面，取代了现有检测设 

备的按钮、开关等系统部件，简化了操作程序，对所有检测内容 

全部进行数字显示，自动检测，减少了人为读数误差，提高了维 

护的工作效率。该检测设备已经投入使用，具有很高的推广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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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测控软件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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