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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 VSV故障信息分析 

王 颞 

(济南国际机场 外场指挥保障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7) 

摘 要 分析 了空客飞机 V2500—5A型发动机可调静子叶片工作原理及典型故障，介绍了利用飞行操作手册、飞 

机维护手册，结合经验对其进行可靠维护及飞行操作的实现方法，以提高飞机发动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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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Stator Vane Fault M essage Ai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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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typical fault of V2500·5A engine Airbus Variable Sta— 

tor Vane，and introduces the methods for maintenance and fli ght operations using FCOM (nght Crew Operating Man— 

ua1)or AMM (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1)combined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ircraft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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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或大修后的 V2500—5A发动机，在装机的初 

始阶段会经常出现“COMPRESSOR VANE”ECAM警告 

信息，并在 MCDU上记录“VSV ACT／HC／EEC”故障信 

息，故障代码为 SVATK。调查表明，这一问题的发生 

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VSV系统内 

部摩擦、从高功率状态收回油门、外界空气温度、燃 

油实际压力以及 FMU上的伺服活门动作控制程序等。 

1 VSV故障 

vsv(Variable Stator Vane)可调静子叶片，是现 

代航空发动机广泛采用的高压压气机防喘装置之一， 

其原理是通过改变 VSV的角度，从而改变基元级进 

口速度三角形中的叶轮进 口处空气绝对速度的轴向分 

量。保证发动机在不同的功率状态下，压气机前级气 

流以最佳的角度进人后级，从而防止喘振，即气流在 

叶背产生分离造成气路堵塞、气流不畅，表现为发动 

机声音沉闷、参数异常，严重时会激发叶片颤振而断 

裂，导致发动机失速、超温等严重后果。V2500—5A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包括 IGV(Inlet Guide Vane)、 、 

、 共4级可调静子叶片 。 

飞机警告及故障信息出现，是在起飞后期当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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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发动机故障诊断排除。 

将油门杆从“TO GA”向“CL”收回时、ECAM信息短 

时间内消失、发动机为新使用、ECAM 信息在 09段 

再次出现。由于此故障为1类故障，伴随着 ECAM警 

告的同时，会出现提示机组关断受影响发动机主开关 

的操作提示，给飞行员的判断和正常操作带来干扰， 

特别是在飞机着陆后 09段，ECAM 信息再次出现， 

让人误以为此故障又一次被探测到。而在故障排除方 

面，若维护人员和机组之间的交流不清楚，按照排故 

手册(TSM) 要求完成一系列的程序，如用 TRI— 

FLOW 润滑 VSV机构、检测 VSV机构摩擦力、地面 

进行发动机高功率试车、甚至更换 VSV动作筒等。 

2 问题分析 

实际操作发现，维护人员虽然按程序完成了一系 

列的检查排故工作，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下， 

飞机投入航班飞行后，该故障有可能再次出现。2007 

年9月7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曾发现过相应的维护提 

示，根据 IAE信息仅做润滑和记录工作 。 

VSV叶片的转动，是由VSV动作筒操纵一个曲柄 

连杆机构，再由各级的连杆分别带动各级的同步环转 

动而实现。VSV动作简由 EEC控制和监控，使用从 

FMU流出带有一定压力的燃油作为工作介质。EEC接 

收发动机的转速、压力、温度等信号，指令 VSV动作 

筒转动 VSV叶片，同时通过动作筒反馈信号监控叶片 

位置，如 EEC通道4或(和)B发现其位置与要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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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将触发 ECAM故障信息“CHA VSV／ACT／HC／ 

EEC1／2”或(和)“CHBVSV／ACT／HC／EEC1／2”，若 A 

和 B通道都被触发，则 ECAM 警告信息“ENG1／2 

COMPRESSOR VANE”将出现。如果信息出现的时间较 

短，由于是 1类故障，则在飞机着陆后09段，ECAM 

信息会再次出现，其作用是提醒维护人员注意。 

3 问题解决 

VSV动作简要转动VSV叶片，就必须克服来自叶 

片的阻力，包括曲柄连杆机构的摩擦阻力、同步环及 

叶片转轴摩擦阻力、VSV叶片上产生的气动阻力。而 

动作筒的力量，由FMU流出的燃油压力决定，它会随 

着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而波动。由于发动机比较新， 

VSV系统及曲柄连杆机构摩擦阻力相对较大。发动机 

功率较大时，特别是发动机状态从“TO GA”变化到 

“CL”时，VSV叶片本身所承受的气动力也很大，VSV 

动作简要克服这些阻力以及叶片所承受的气动力转动， 

同步环就需要较大的作用力。而此时，由于发动机状 

态从“高输出功率”向“低输出功率”转换，燃油压力 

降，从 FMU流出的油压就会出现瞬时欠缺，导致动作 

筒力量不足，VSV叶片转动出现停滞，由于叶片角度 

与需要的角度存在差异，从而触发 ECAM警告和故障 

信息。当发动机状态稳定后，燃油压力回升、VSV叶 

片上承受的气动力下降，动作筒转动 VSV叶片到规定 

的位置，ECAM警告和故障信息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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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要参数曲线 

力量出现短暂差异 

图2 VSV作动筒实际动作与设计要求出现差异 

可见，由于使用 <1 500次循环的新发动机，其 

VSV机构内部摩擦阻力较大，VSV双通道或单通道轨 

迹检查故障的出现，极有可能发生在这些发动机上。 

根据空客技术跟踪(TFU)75．32．00．049及 IAE最新描 

述，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 

(1)使用 <1 500次循环的新发动机。 

(2)起飞机场温度按海平面 3O℃，高度每增加 

1000 Fr可递减2 oC。 

(3)ECAM信息开始出现在 06段，当油门杆从 

“TO GA”拉回到“CL”位。 

(4)ECAM信息出现不超过 60 s。 

(5)ECAM信息在O9段再次出现。 

(6)发动机没有喘振、超温，各参数正常，且双 

发比较没有明显差异 。 

IAE公司目前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故障情况，由于 

此故障世界机队也频繁发生，IAE打算对 VSV作动 

器的回油路进行改装，将回油从 FMU移至低压燃油 

泵之前并在回油路上加装一个 PRV活门，提升 VSV 

作动器进出口燃油压差，以增加 VSV系统 MARGIN。 

该改装目前正在进行可行性调查，并计划在下一版 

EEC软件中修改 VSV控制逻辑，改善控制回路力矩， 

从而消除这一故障发生的可能 J。 

4 结束语 

对于机务维护人员而言，当机组报告上述故障时， 

为避免不必要的飞行中断和维修负担，首先应看是否满 

足以上条件，参考外界空气温度、燃油实际压力、FMU 

上伺服活门作动程序等。有些条件可从航后报告(PFR) 

上得出；有些条件需仔细询问机组。根据现有的资料及 

空客和IAE的解释，以上条件任何一条不满足，都应严 

格按排故手册(TSM)进行排故，所以必须加以区分。通 

常情况下要求地面试大车以验证故障是否仍然存在，建 

议试车前先进行 vSV系统n —FLOW润滑。 

机组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向机务人员准确描述故障发 

生时的飞行状态，即故障是否出现在起飞后当将油门杆从 

起飞拉回到爬升时，ECAM信息持续时间是否少于60 S。 

由于这是发动机油门杆变换过程中出现的调节问题，建议 

机组在收油门杆从起飞拉回到爬升时，尽量缓慢平稳 j。 

当ECAM信息一旦出现，这时候应避免再移动油门杆， 

防止VSV叶片命令值和实际值不一致的状况加巨，若在 

自动油门状态出现这一故障，应将油门杆移动到指令位 

置，使VSV叶片命令值和实际值尽快匹配。此时，机组 

须注意ECAM上是否出现发动机失速S rALL警告、观察 

参数是否正常、发动机运转声音有无异常，如果 ECAM 

出现失速STALL警告，应考虑关车的可能l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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