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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GJB 241A-2010、JSSG一2007B等国内外军用标准规范，分析了航空发动 

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能力通用要求以及试验验证通用要求。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分析指出其使用特点与战斗机发动机有明显差异，其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能力要求不能 

直接照搬军用标准的相关规定。根据运输机发动机的使用特点分析，借鉴国外航空发动 

机的相关技术经验，提出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能力要求以及滑 

油流量中断试验的程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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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滑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不可缺少的关键系统，它 

直接实现对发动机高速旋转部件轴承的润滑散热。滑 

油系统的性能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安全性、可靠性 、维 

修性和使用成本。由于滑油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发动机 

使用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滑油系统工作绝对可靠是不 

现实的。飞机可能由于损坏、机动飞行、格斗损伤或不 

正确的维护而出现滑油流量中断的问题。因此，要求 

航空发动机在滑油流量中断期间以及中断之后还应 

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且在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制中 

需要对此进行试验验证。中国的GJB 241A一2010(航 

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美国的 

JSSG一2007B《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联合使 

用规范指南》等标准中都对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的工 

作能力和试验验证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在具体发 

动机型号应用时仍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对于大涵道 

比涡扇发动机，因其使用特点与战斗机发动机相比有 

明显差别。例如，在某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中， 

先后开展了2次滑油流量中断试验，由于试验要求、 

程序不当，致使2次试验均告失败，并且造成 2台发 

动机损坏，影响和损失重大。 

本文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 

作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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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的工作要求 

1．1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要求的内容 

GJB 241A一2010中对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的 

具体要求：在不向滑油泵进口供油情况下，发动机能 

以中间推力工作30 S，在此滑油中断期间及以后的工 

作期间，对发动机无有害影响。并能在无润滑油情况 

下，在 30％中间推力状态下附加工作 5～30 min，且 

没有抱轴现象。其中，第 1句是针对瞬时断油情况的 

要求 ，第 2句是针对永久断油情况的要求。 

1．2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要求提出的依据 

GJB 241A一2010中对“滑油流量中断”的要求是 

参考美国标准MIL—E一5007E《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 

通用规范》(1983年发布)、JSSG一2007B(2007年发 

布)提出的。其中MIL—E一5007E中只有上述第 1句的 

要 求 ，JSSG一2007B 中补充 了第 2句 的要 求 ，但 

JSSG一2007B中是在附录的指导性内容中给出的。另 

外，根据 JSSG一2007B中的指导性说明，上述要求只 

针对固定翼飞机发动机，对于直升机发动机，第 2句 

要求变为“对于涡轴发动机，发动机应能在 75％最大 

连续功率状态下，失去所有供到轴承油池的滑油时， 

至少工作 6 min，随后恢复润滑后在75％最大连续功 

率状态下工作30 min。” 

1．3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要求提出的原因 

根据 JSSG一2007B中的说明，在战场环境中，给 

飞行员脱离任何受威胁的境地和进入更有生存力的 

环境是最主要的目标之一。飞机可能由于损坏、机动 

飞行、格斗损伤或不正确的维护而出现滑油流量中断 

情况，所以必须规定滑油流量中断期间的工作能力。 

在为了跑出敌区、开始将发动机停下来或做任何其他 

必需动作等所规定的时间期间，发动机必须在没有滑 

油的情况下满意地工作。大多数战斗机发动机还应具 

有多次瞬时滑油流量中断而不损坏的能力。因此，需 

要对发动机提出滑油流量中断期间的工作能力要求。 

从上述要求可见，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要求 

包括2项内容：(1)要求发动机能够经受瞬时的滑油 

流量中断，滑油流量中断期间以及恢复供油后，对发 

动机的正常工作不产生有害影响；(2)在滑油流量中 

断不再恢复供油或滑油完全耗尽情况下，发动机还能 

够在 30％中间推力状态下工作 5—30 min，而不发生 

抱轴现象。 

第 1项要求是因为，飞机机动飞行时可能会出现 

短暂的滑油流量中断，例如，机动飞行中经历瞬间的 

零、负过载时，就有可能中断滑油供给。飞机正常机动 

飞行出现滑油流量中断的时间极短，随后即恢复供 

油。大多数战斗机发动机应能承受多次这样的瞬时滑 

油流量中断，而不会产生有害影响。 

第2项要求是因为，由于损坏、格斗损伤或不正 

确的维护可能会造成滑油流量中断，所以需要规定发 

动机在滑油流量中断情况下的持续工作能力，以便给 

飞行员提供最大 自救能力的各种机会。在无润滑情况 

下，应允许发动机继续工作以维持飞机继续飞行，否 

则飞机就会毁坏。滑油流量中断后，在 30％中间推力 

状态下附加工作5～30 min而不发生抱轴的要求，是 

为了使飞机能飞出格斗损伤可能再现的重防区，或者 

使飞行员有必要的时间和飞行空间采取适当措施。 

1．4 对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要求的分析 

1．4．1 发动机滑油流量瞬时中断工作要求 

滑油流量瞬时中断时间 30 S应理解为是 1个推 

荐值，主要适用于战斗机／攻击机用发动机，对于运 

输机、轰炸机用发动机可根据使用任务载荷重新确定 

可能引起滑油流量瞬时中断的时间。GJB／Z 216A 

((GJB241A一2010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 

用规范使用指南》中就给出这样的说明。另外，前苏联 

研制并在世界范围广泛使用的 A|『I一3l 系列发动 

机滑油流量瞬时中断时间规定值不超过 15 S。 

根据 JSSG一2007B的说明，滑油流量瞬时中断后 

恢复供油的随后发动机工作能力评价，应在中间状态 

工作 3 min，总工作时间达到30 min。在中间状态下 

工作 3 min对飞机恢复到继续交战的高度和速度是足 

够的，对于战斗机，在滑油流量瞬时中断又重新恢复之 

后要求仍能够继续投入战斗。而30 min工作时间通常 

对从可能发生战斗损坏的恶劣区域撤离是足够的。 

1．4．2 发动机滑油流量永久中断工作要求 

滑油流量永久中断后，能在30％中间推力状态 

下工作5 30 min而不发生抱轴现象，这是适度的范 

围要求，其中5 min是给飞行员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 

(发动机外部输送易燃液体管路、接头和附件的耐火 

时间5 min也是出于这种考虑)，30 min通常可以使 

飞机从可能发生战斗损坏的恶劣区域撤出。发动机无 

滑油工作的能力越强，飞行员和飞机获救的可能性就 

越大，但过长的时间要求又会带来发动机润滑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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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增加。“30％中间推力”的中间 

推力是指海平面的中间状态推力。对发动机来说，30％ 

海平面中间推力，温度和转子推力载荷较低，能够使轴 

承工作较长时间，并且典型的战斗机／攻击机能在中 

等高度以低于30％海平面中间推力维持飞行。 

上述 30％中间推力状态以及 5～30 min的时间 

要求也应理解为是推荐值。例如，美国Fl l9发动机的 

相应要求为“在空中慢车状态下工作 5 min”，英国斯 

贝MK202发动机的相应要求是 “在空中慢车状态下 

工作 30 min”；再如，JSSG一2007B中背景材料指出，某 

海军直升机用涡轴发动机在滑油中断供给后在 75％ 

最大连续功率状态下工作4．5 min发生轴承损坏，不 

能满足 “涡轴发动机应能在 75％最大连续功率状态 

下失去所有供到轴承油池的滑油时至少工作6 min” 

的要求，为此将发动机型号规范进行了修改。 

对此，GJB／Z 216A中说明，“对于具体的发动机， 

在其型号规范中可根据其实际应用规定发动机的推 

力状态和附加工作时间。” 

2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的试验要求 

在 GJB 241A一2010中将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试 

验作为初始飞行前规定试验和设计定型试验的项目 

之一，具体要求规定如下：在与初始飞行前规定试验 

(或设计定型试验)持久试车发动机零件目录和结构 

相同的发动机上，按照相关详细规范规定的方法和程 

序进行滑油流量中断试验，以验证滑油流量中断的要 

求。试验方法和程序应在试验前资料中规定。试验中 

仅向滑油泵进口供气，发动机在中间推力状态下工作 

30 s。在滑油中断期间和随后恢复正常润滑的30 min 

内，发动机能正常工作而无损坏。试验后分解并检查 

发动机，以证实无损坏。 

3 适航规章对发动机润滑系统的相关要求 

CCAR一33R2((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中对滑油系 

统的要求主要包括防火、油滤旁通、防止污物，以及滑 

油箱的膨胀空间、口盖密封、顶部通气、油量指示等。 

从CCAR一33R2条款看，没有针对民航发动机滑 

油流量中断的工作要求，也没有对滑油流量中断试验 

的要求。分析认为，对于民航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并 

不会产生危害性后果，不会危及飞行安全。民机没有 

作战环境，发生滑油流量中断后，不需要发动机继续 

保持一定的工作能力来完成作战任务或脱离战场区 

域。一旦发生滑油流量中断后，滑油压力、油量等传感 

器可以及时给出指示告警，机组可以将发动机关闭。 

CCAR一33R2中说明，1台发动机失效如果其后果仅 

是丧失推力，则这种失效应认为是轻微影响。例如，在 

2003年6月4日，1架波音777飞机 (配装 PW4077 

发动机)在爬升过程中由于 l台发动机的1根滑油管 

破裂，发出滑油压力低和滑油油量低(滑油量为零)告 

警，由此机组关闭故障发动机后顺利返航，安全着陆。 

鉴于滑油流量中断对民航发动机不会产生危害性后 

果，因此，在 CCAR一33R2中并没有对发动机滑油流 

量中断的工作能力提出要求，但是有对滑油流量中断 

后风车持续转动的要求。CCAR33．74条中规定，发动 

机停车后，如果没有转子锁定装置，则要求发动机在 

最长的飞行周期内和在预期该发动机不工作的飞行 

条件下持续转动，不得导致发生危害发动机的后果。 

例如，CFM56系列发动机 ，可在无滑油的风车状态下 

运转 3 h而不会产生危害性后果。 

4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要 

求及试验方法分析 

4．1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能力要求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通常用作大、中型军民用运 

输机的动力装置，其使用条件与战斗机发动机相比有 

明显差别，由于在飞行中没有剧烈的机动动作，发动 

机没有剧烈的遭遇加减速过程，最大负荷状态通常是 

在地面的起飞状态等，因此其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能力 

要求不能直接照搬 GJB 241A一2010中的规定。 

运输机在飞行中也会遇到瞬时零、负过载情况， 

尤其是遭遇突风时。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飞行状态， 

据报道，2011年6月21日，几名法国科学家在法国1 

架特制的空客 A300飞机舱内体验到了约 20 s的失 

重飞行；2013年3月 15日，40位参加“体验太空失重 

飞行”的乘客在法国乘坐空客A300飞机，飞机在空 

中作适当的飞行动作，使乘客共经历了 15次、每次约 

2O s的失重体验。因此，对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也 

应要求具有在瞬时断油情况下的工作能力。但是，在 

运输机飞行过程中，发动机工作状态最大仅达到“最 

大连续状态”。 

另外，根据 CCAR一25R4((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第 25．943条“负加速度”的要求，必须按预计的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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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最长持续时间予以验证。咨询通报AC25—7A《运 

输类飞机合格审定飞行试验指南》(1998．3．3 1)中相关 

规定是 ，飞机试飞时，发动机以最大连续状态运转，飞 

机在包线内作过载为0～一lg的飞行，每次试验持续 

时间不少于7 S，累计负过载试验时间不少于20 S。 

综上分析，作为运输机动力装置的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其滑油流量瞬时中断工作能力宜要求为：在 

不向滑油泵进口供油的情况下，发动机能在最大连续 

状态下工作20 S，在此滑油中断期间及以后的工作期 

间，对发动机无有害影响。 

关于永久断油后的工作能力，如果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用作民用运输机动力装置，则可以不作明确要 

求(断油后的风车旋转能力另行规定)。但如果大涵道 

比涡扇发动机用作军用运输机动力装置，就存在战场 

环境使用条件，有滑油流量中断后飞机飞离作战区域 

的需求，同时借鉴英国斯贝 MK202发动机、美国 

n 19发动机的相关规定，以及考虑到润滑系统的设 

计复杂性，其永久断油后的工作能力可以规定为“在 

空中慢车状态下工作 5—30 min”。 

4．2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试验程序与方法 

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试验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 

要采取科学、合理的程序和方法。 

首先，为降低整机的试验风险，应先在试验器上 

进行相关试验。由于推力轴承往往对滑油流量中断最 

敏感，通常在整机滑油流量中断试验前，先在 1个或 

2个推力轴承上进行多次滑油流量中断的试验器试 

验。主轴承允许重复滑油流量中断的工作能力可用 

20次 10 s中断供油和 lO次20 S中断供油的轴承试 

验来评定。 

其次，发动机滑油流量瞬时中断工作能力验证和 

滑油流量永久中断工作能力验证应分别进行，因为二 

者的试验结果要求不同。前者要求发动机经历多次的 

瞬时滑油流量中断试验而无不利影响，不会对发动机 

产生异常损伤，也不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且不 

需要对发动机采取特殊检查或修理措施；后者只要求 

发动机工作到规定时间后不发生抱轴即可，发动机允 

许产生异常损伤，允许采取特殊检查或修理措施。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滑油流量中断试验程序 

如下： 

(1)发动机滑油流量瞬时中断工作能力验证。 

a．主轴轴承滑油瞬时中断试验器试验 

选取 1～2个工作载荷相对较重的推力轴承，按 

发动机最大连续状态进行试验加载，每个主轴承先后 

进行 20次 10 S中断供油和 10次 20 s中断供油的试 

验。试验完成后检查轴承磨掼情况，轴承应没有明显 

磨损迹象，轴承状况应与试验前基本相当。 

b．发动机滑油流量瞬时中断试验 

发动机起动并进入稳定状态运转后，先在慢车状 

态或巡航状态下进行中断滑油供给的调试，然后在最 

大连续状态下进行滑油流量中断的正式试验考核。发 

动机在最大连续状态下运转 3～5 min后，中断滑油 

供给 20 S然后恢复供油，这期间发动机一直保持在 

最大连续状态，恢复供油后发动机继续在最大连续状 

态下工作 3—5 min，之后发动机继续工作30 min，在 

这 30 min内允许发动机以不高于最大连续状态下的 

各种稳态以及过渡态下运转。上述滑油中断试验考核 

过程重复3～5次，之后发动机停车。试验完成后分解 

检查发动机，主轴承、传动齿轮等部件应没有明显磨 

损迹象，状况应与试验前基本相当。 

(2)发动机滑油流量永久中断工作能力验证 

a．主轴轴承滑油永久中断试验器试验 

选取 l～2个工作载荷相对较重的推力轴承，在 

发动机空中慢车状态下进行试验加载，每个主轴承进 

行 5～30 rain的滑油中断供油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不 

得发生抱轴现象。 

b．发动机滑油流量永久中断试验 

发动机起动并进入稳定状态运转后，在空中慢车 

状态下工作 ，中断滑油供给，发动机继续工作到预定 

时间(经轴承试验器试验验证的时间，5～30 min范围 

内的时间值)，试验过程中不得发生抱轴现象。 

5 结论 

(1)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滑油流量中断工作能 

力要求在不向滑油泵进口供油的情况下，发动机能在 

最大连续状态下工作20 s，在此滑油流量中断期间及 

以后的工作期间，对发动机无有害影响；并且发动机能 

在无润滑油隋况下，在空中慢车状态下工作5～30 min 

而不发生抱轴现象。 

(2)进行发动机滑油流量中断试验之前，应先在 

试验器上进行主轴轴承断油试验。主轴承允许重复滑 

油流量中断的工作能力可用20次 10 S中断供油和 

1O次20 S中断供油的轴承试验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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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动机滑油流量瞬时中断试验和发动机滑油 

流量永久中断试验应分别进行。发动机滑油流量瞬时 

中断试验过程中，应进行多次滑油流量中断，试验完 

成后分解检查发动机，主轴承、传动齿轮等部件应没 

有明显磨损迹象，状况与试验前基本相当。发动机滑 

油流量永久中断试验后，发动机不发生抱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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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1800e航改燃气轮机研制概况 

LM1800e航 改燃 气轮 机 (如 图 1所 示 )是 

LM2500燃气轮机 系列的最新改型，由CF6航空发 

动机为基础改型发展而来。为了满足工业领域的应 

用，该燃机遵循简单化和标准化设计理念。功率为 

16～18 MW，效率可达 35％，主要应用于发电、余热 

发电、热电联产和机械驱动行业。该型燃机的研制成 

功标志着 GE公司正式进入 20 Mw 以下功率燃气 

轮机领域。 

LM1800e燃气轮机为简单循环和双轴结构形 

式，由1台燃气发生器和 1台6级动力涡轮组成。燃 

气发生器由 1台可变几何结构压气机、1个干低排 

放环形燃烧室、1台高压涡轮、1台附件齿轮箱以及 

控制机构和附件组成。无需喷入水或蒸汽即可完成 

排放控制。动力涡轮为 6级低压涡轮 ，与燃气发生器 

保持气动联接并由燃气发生器排出的燃气驱动。动 

力涡轮的正常工作转速为2000～3600 r／min，排出 

的燃气旋转 90。后经由喷气管排 出。 

(中航工业动力所 张世福) 

图 1 LM180oe航改燃气轮机整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