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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C1 04的某型飞机发动机控制检测系统的设计 

宋 辉，蔡忠春。谢 斌 

(空军航空大学 航空工程机械系，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针对某型飞机发动机控制系统日常管理维护中检查复杂、排故不便的缺点，在对飞机发动机控制系统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 

PC104总线结构为核心，设计了飞机发动机控制捡测系统；该系统可对发动机燃油控制 系统、喷口控制系统和加力燃油控制系统的主 

要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并能准确判断故障部位；检测系统具有硬件可靠性高、软件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好等特点，实验表明，该系统能 

够迅速准确的对控制系统进行检测和维护，具有较广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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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飞机发动机控制系统，主要由燃油控制系统、喷口控 

制系统和加力燃油控制系统组成，负责发动机在各种飞行条 

件和状态时燃油流量调节、喷口位置控制及加力状态下的加 

力供油量调节。上述 3个系统对发动机能否正常工作，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部队反映，该型发动机 3个控制系统控制 

关系复杂，系统相互交联多，外场缺少必要的检测手段。发动 

机故障时，只能通过理论分析和反复换件，反复试车进行排 

除，费时费力。因此，部队迫切需要发动机控制检测系统，使排 

故不再盲目，以尽快提高部队保障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本文结合某型飞机发动机控制的主要指标，完成了该型 

发动机控制检测系统的设计。 

1 任务与功能需求 

某型飞机发动机控制检测系统的主要任务要求是，通过 

检测发动机状态参数：进口温度Tl，高压压气机出口温度rI13， 

排气温度T6，高压转子转速NH，低压转子转速 NL，压比调节 

器的 P2／P3压力，喷口压力 P6，蒸发槽火焰稳定器燃油压力 ， 

燃油控制系统的主喷嘴压力 ，副喷嘴压力，高压泵出口燃油压 

力和喷口面积等参数，从而判断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加力燃 

油控制系统和喷口控制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1．1 检测方案设计 

(1)检测系统的组成。某型飞机发动机控制检测系统设计 

如图1所示。控制检测系统【Il主要包含检测电路、PC104总线 

控制电路田、EL显示屏、DOC电子盘、自检电路以及电源电路 

等部分组成。 

检测系统采用直流 27 V电瓶车供电，直流 27 v经 

DC—DC变换器变换为PC104总线工业计算机以及其他用电 

元件所需要的 +12 V、一12 V、+24 V和 +5 V的直流电源。本装 

置采用 128M的DOC电子盘，来存储试车过程中检测得到的 

数据，以及操作系统和控制程序等。EL显示屏用来显示检测 

系统的工作界面、菜单以及检测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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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控制系统检测设备 

图 1 检 测系统 总体框 图 

(2)转速检测。发动机的转子通过减速器与转速传感器 

(三相交流电机)相连，转速传感器的输出频率与转子转速成 

正比 [31。由于转速传感器的输出频率与转子转速成正比 (厂= 

P Xi×n／60)，所以，可以通过测量转速传感器的输出频率来 

测得发动机的转速(如图 2)。 

图2 发动机转速检测电路原理图 

(3)TI／T3／T6温度检测。T1音速热电偶用来测量发动机 

进气道温度，与温度控制放大器相连。Tl音速热电偶感受发 

动机进气道温度的变化，输出与温度相对应的热电动势点In给 

温控放大器，温控放大器根据 和内部的冷端补偿电路测得 

的冷端补偿电压，得到压气机的进口温度，然后根据温度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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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输出控制相应的附件工作。在图 3中下面的虚框表示的是 

T1检测电路工作原理框图，它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用来 

测量T1音速热电动势的电路，另一部分是用来测量冷端补偿 

温度的电路。 

Tl 

匿 梭测电路 

图3 T1温度检测电路原理图 

T3／T6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 ，与 T1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 

相同，只是信号的引出点不同。T3／T6热电偶的热电动势分别 

从温控放大器的 T3／T6测试点插座引出的，由于 T3／T6热电偶 

测量导线的冷端和 T1热电偶测量导线的冷端处于一个温度 

场 ，温度相同。因此 ，T3fl'6检测电路和 T1检测电路的冷端补 

偿温度检测电路是同一电路(如图3)。 

(4)喷口面积检测。喷 口面积是反映发动机工作状态的 
一 个重要参数，在地面试车时，检测发动机喷口面积是否正常 

极其重要。发动机尾喷口安装有喷口面积传感器 ，它是一个电 

阻式传感器 ，通过机械传动机构与喷 口相连 ，喷口变化时 ，传 

感器的阻值也相应发生变化，并且成线性关系。由于在发动机 

工作过程中，喷 口面积传感器时刻有直流电流通过，通过测量 

喷口面积传感器的电压 U和电流 i，就可以得到喷口面积传感 

器的阻值。因此 ，在地面检测发动机喷口面积时，只需检测喷 

口面积传感器的阻值的大小 ，就可以确定发动机喷口面积的 

大小。检测电路原理如图4。 

图4 喷口面积检测电路原理图 

(5)压力检测。压比调节器的P2／P3压力、涡轮后燃气压 

力 P6、蒸发槽火焰稳定器燃油压力、燃油控制系统的主喷嘴 

压力、副喷嘴压力、高压泵出口燃油压力 ，分别通过压力管从 

发动机上测量接头引出进入到压力检测电路的压力变送器 

中，压力变送器感受压力的变化，输出与压力成线性的1～5 V 

直流电压信号 如 送人到数据采集卡中， 在数据采集卡中 

经过A／D转换后，变为数字量。控制器读取这个数字量经过计 

算，就可以得到P3压力。其检测原理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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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压力检测电路原理图 

1．2 工作原理 

检测电路将能够反映待测量信号大小的电压、频率、电阻 

等信号转换为 一5V～+5V的直流电压信号，然后送入到数据 

采集卡中嗍。在数据采集卡中，这些直流电压信号经过 A／D转 

换变为数字量，PC104总线读取这些数字量，经过计算就可以 

得到各测量信号的实际值。根据实际检测值分析被测对象的 

工作性能和判断故障，检测结果通过液晶屏显示，对故障信号 

灯光 ／语音告警，并可存储与打印。 

2 软件方案 

对于 PC104总线的嵌入式工业计算机，可以选用的操作 

系统有 WINDOWS系统和DOS系统。由于在WINDOWS系统 

下的程序具有界面华丽、编程语言众多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 

工业控制中，但是 WINDOWS系统具有稳定性差 、配置要求较 

高等缺点。因此，对于稳定性要求较高，不需要华丽界面的外 

场检测设备，选用 DOS系统较合适。对于 DOS系统显示汉字 

较为困难，因此本装置在DOS系统下加载了UCDOS系统，以 

便在程序界面中显示汉字，方便用户的使用。 

对于DOS系统下的编程语言有很多种，但被广泛应用于 

工业控制的语言是 C语言，本装置采用 TURBO C语言进行编 

程 。软件系统总体结构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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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软件系统整体结构框图 

3 关键技术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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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转速信号的精确测量 

选用成 品频率传感器 ，虽然使用方便 ，但通过实验发现， 

传感器存在如下问题： 

(1)由于低频段电压较低，十几赫兹以下检测不到； 

(2)在几个点上测量值不稳定 ，所以该方法不宜采用。 

频压转换法虽然成本较低 ，但低频段测量误差较大，达不 

到精度要求，故此方案亦不可行。 

单片机测量法测量范围宽，测量精度高，对于低频信号的 

检测，可以通过测周法；对于高频信号的检测，可以通过测频 

法。因此，结合被测信号低频低电压的特点，最终选择单片机 

测量周期的方法。 

3_2 抗干扰设计【’ 

在现场检测中，被测信号与测量仪器之间常常相距较远。 

由于地电流等因素的影响，信号接地点和仪器接地点电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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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大。因此，共模干扰对测量的影响很大。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利用隔离放大器将信号源和仪器隔离，使两个地之间没有直 

接导通回路。图7中利用隔离放大器对信号源的微小信号进 

行放大，将信号源和仪器隔离开来 ，既抑制了共模干扰 ，又提 

高了传输信号的信噪比。 

模拟墙入1 

模拟输人2 

模拟输入 n 

4 结束语 

隔离 

图7 用隔离放大器将信号和仪器隔离 

综上所述，该飞机控制检测系统把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 

信号显示给操作人员，使地面保障人员能够更加快速有效的 

判断燃油控制系统、喷口控制系统、和加力燃油控制系统的工 

作情况。为地面维修人员迅速而准确地确定故障部位及故障 

严重程度，提供了有效的维修方式和手段。从而有利于确保飞 

行安全以及减少投入维修的人力、物力，缩短飞机的停飞时 

间，提高飞机的利用率。因此，该系统有效的提高了部队的保 

障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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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and complicated testing method of the certain aero motor’S control systems in the ordinary time． 

Afteranaly~s the control systems particularly，producing the system of aero motor’s control in airplane detection system which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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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School of Mechanic and Automobile Engin~r，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IIl this paper,the strength and rigidity of YH40一10 automatic straightening preci~press body have been studied．Two kinds of 

3D mod els of the s~ ishtening press body were built up by Solid Works software，and calculated by ANSYS software to carT)，on a 

finite-element analysi8，and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values were recorded，and the steel sheet thicknegs and structure can be assured 

accordingtointerpolationonmethodandweightminimization．Themethod Can be appliedin other singlecolumn hydraulicpress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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