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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树分析在某 APU进气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毛 宁，喻 呜，刘海堂 

(中国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首先介绍了故障树分析方法的概念和原理，然后以某辅助动力装置(APU)进气门组件为例． 

在对系统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按照任务和功能关系，建立包含各功能单元的故障树模 

型。随后求得 系统的最小割集，并计算出底事件的重要度，并以此为依据，从大到小排序，确定故障诊 

断的最优程序。实验结果表明，所用方法具有较强的故障诊断能力，能进行准确的故障定位，并能给 

出相应的故障处理措施，为该辅助动力装置故障诊断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实用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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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今辅助动力装置的日益发展，用户需求的 

不断提高，在系统中各类传感器、作动机构的设计越来 

越完备，系统结构日趋复杂的前提下，用户对系统安全 

性、可靠性、可维护性的要求更是越来越高，因此故障 

诊断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故障诊断技术已成为一个 

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我们研究该技术的目的就是为 

了能够及时做出准确判断，查明故障部位，找出故障原 

因和排除方法，减少维修的盲目性，提高经济性和安全 

性。 

在故障诊断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故障诊断的 

理论研究也正方兴未艾，包括模糊、自适应、灰箱、互相 

关法、虚拟诊断、神经网络乃至人工智能等理论在故障 

诊断系统中的应用研究大量出现，但综观已经进行工 

程应用的故障诊断系统，绝大部分还是以故障树理论 

为基础进行的构建和设计。事实上，对于一个系统而 

言，一切故障诊断都必然要先经过某种程度的故障树 

分析。故障树分析是故障诊断系统的基础，也是现有 

故障诊断技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 故障诊断及故障树分析法概述 

故障诊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为提高设备系统的可 

靠性和可维修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状态监测与故 

障诊断是以可靠性理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为理 

论基础，以现代测量仪器和计算机为工具，结合各种诊 

断对象的特殊规律逐步形成的一门新技术，至今已产 

生了大量的故障诊断方法 J。 

故障树分析法(Fault Tree Analysis，F'FA)是故障 

诊断方法中常用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对复杂动态系统 

失效形式进行可靠性分析的有效工具。故障树分析法 

是把所研究系统的最不希望发生的故障状态作为故障 

分析的目标，然后找出直接导致这一故障发生的全部 

因素(包括硬件、软件、环境、人为因素等)，再找出造 

成下一级事件发生的全部直接因素，一直追查到毋需 

再深究的因素为止。通常把最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称为 

顶事件，不再深究的事件称为底事件，而介于顶事件与 

底事件之间的一切事件称为中间事件，用相应的符号 

代表这些事件，再用适当的逻辑门把顶事件、中间事件 

和底事件联结成树形图，即得故障树。它表示了系统 

设备的特定事件(不希望发生事件)与各子系统部件 

的故障事件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 2 J。故障树分析法就 

是以故障树为工具，分析系统发生故障的各种原因、途 

径，提出重点监视、有效维修和改进措施。找出导致系 

统故障的原因和原因组合，确定最小割集，识别出系统 

的薄弱环节及所有可能失效模式，还能进行相关评价 

指标的定量计算，根据各已知底事件的故障分布及发 

生概率，求得底事件结构重要度、概率重要度和系统失 

效概率等定量指标l3 J，从而为后续工作提供依据。图 

1所示为基于故障树的故障诊断流程。 

故障树诊断方法直观、形象，能够实现快速的诊 

断，知识库很容易动态地修改，并能保持一致性；概率 

推理可在一定程度上用于选择规则的搜寻通道，提高 

诊断效率；诊断技术与领域无关，只要相应的故障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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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可以实现诊断。 

蓼 擘H H定量分析 诊断程序广1的重要度1]良里 刀 
图 1 基于故障树的故障诊断流程 

2 某辅助动力装置进气门组件实例分析 

2．1 故障树建立 

建立故障树是故障树分析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故障树建造的完善程度将直接影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的准确性。建树人员必须对系统的工作机理和过程 

非常熟悉和了解，从而找出系统故障和导致故障的各 

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j。 

对于该辅助动力装置进气门组件的建树过程即是 

对该系统的分析思考过程，通过全局的分析和多角度 

的考虑来进行模型建树，在这一过程中设计人员不但 

能够进一步得到分析对象的各种信息更加熟悉系统， 

而且通过故障树分析，设计人员可以判明潜在的故障， 

为系统的设计改进和建立维修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建造该故障树时，首先要对系统划定边界，即进 

气门故障，然后分析顶事件发生的、直接的、必要的和 

充分的原因得出8个次级顶事件，进而通过不断地对 

系统的分析，逐层向下，一直到达故障树的分解极限， 

将故障树分解为若干个底事件。妻Ⅱ图2所示(表 1为 

故障树各门事件的含义)。 

表 1 故障树门事件含义 

图2 某辅助动力系统进气门组件故障树模型 

2．2 故障树定性分析 

故障树定性分析是寻找导致顶事件发生的原因和 

原因组合，即找出全部最小割集。因其反映系统全部 

故障模式，所以最小割集的集合又称为系统故障谱。 

最小割集指底事件发生的一组最小集合，当集合中的 

底事件全部发生时，才造成顶事件的发生，其底事件的 

发生不可缺，缺一个就不会导致顶事件发生。当系统 

全部最小割集都不发生时，系统工作正常。 

最小割集的求取方法有行列式法(Fussd．vesely)、 

布尔代数法(Booloan)等。以下为采用布尔代数法的 

过程： 

T=M +M2+M3+M4+Ms+M6+M1+Ms 1 

M1=X1+ 2 (2) 

M2=X3+ (3) 

M3=M9+M1o=( + + 11)+( 5+ 12)= 

+ + 11+ + 12 l3 (4) 

M4=Mll+M1o=(X7+ 8+ l1)+( 5+ 12)= 

+ 8+ 1l+ 5+ 12Xl3 (5) 

M5=X5+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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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 5+ +X8 (7) 

M7=X6+ + 10 (8) 

Ms=Xs+墨 + 10 (9) 

由式(2)到式(9)得： 

T =M +M2+M3+M4+M 5+M6+M +M＆= 

X +X2+x3+x4+x +x6+X1+X8+ 

9+ 1o+ ll+ l2 I3 (10) 

由式(10)可知最小割集有 12个：K ={ }；K2= 

{ }；K3={X3}；K4={X }； ={ }； ={ }； 

= { 7}；Ks={X8}； ={ 9}；K10={ 。0}；K = 

{x11{；K12={Xl2 l3}； 

每一个最小割集都代表顶端事件故障发生的一种 

可能，有几个最小割集，顶端事件发生就有几种可能，经 

定性分析，该辅助动力系统故障发生的可能性有 12种。 

2．3 故障树定量分析 

故障树定量分析的任务就是以建立好的故障树为 

基础，计算或估计顶事件发生的概率。要计算顶事件 

发生的概率，首要条件是必须了解底事件发生的概率， 

从而便于后续的分析。 

2．3．1 概率计算公式 

设事件 ， ，⋯， ，发生概率分别为P ，P ，⋯， 

P ，则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 

1)当 ， ，⋯， 为相互独立的事件时： 

和的概率： 

p I∑ I=1一n(1一Pi) (11) 
积的概率： 

p f∑ f=I_【p (12) 
2)当x ，X ，⋯， 为相斥事件时： 

和的概率： 

p J∑ J= p (13) 
积的概率： 

P l n l=0 (14) 

3)当 ， ：，⋯， 为相容事件时： 

和的概率： 

p} 1 p(Xi)一 (Xi )+ 

∑ p(X ， ，X )+⋯+ 
i<』<k=3 

(一1) P( ， ，⋯ ，X ) (15) 

积的概率： 

P=I n 1=p(X )p( 2／X3)p( ／X2X·)⋯ 

P( ／X 一 一 ⋯ ) (16) 

2．3．2 顶事件发生概率 

通过对该辅助动力系统进气门组 的分析和实验 

经验，各底事件发生的大致概率见表 2： 

表2 底事件故障概率 

底事件 故障概率 

进 气门完全打 开传 感器故 障 

进 气门完全打 开离散量调理 电路故 障 

进气门完全关闭传感器故障 

进 气门完全 关闭离散量调理 电路故 障 

进 气门作动 器被卡 死 

进 气 门打开驱 动电路 故障 

采样 电路故 障 

进 气 门关闭驱动电路 故障 

负载短路 

逻辑关断电路故障 

负载断路 

液压 系统欠压 

PrrU故 障 

O．00o1 

0．0002 

O．Ooo1 

O．0002 

0．0005 

O．001 

0．oo5 

0．oo1 

O．002 

O．003 

0．008 

O．o05 

0．00o3 

根据该表则可求出顶事件发生概率为： 
11 

P(T)：1一兀(1一P )+(P P 3) 0．0209 。
i=1 

(17) 

式中：P( )为顶事件发生概率；p 为底事件发生概率。 

2．4 重要度分析 

研究事件重要度对改善系统设计，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及确定故障的部位，指定系统故障诊断方案，减小 

排除故障的时间等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度分析包括结 

构重要度和概率重要度。 

2．4．1 结构重要度 

不同的基本事件所处的地位不同，则其对顶事件 

的影响也不同。在建树之初我们对各基本事件信息的 

掌握十分有限，要了解各基本事件的发生对顶事件发 

生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常采用结构重要度。。 分析法。 

通常，称底事件的发生在顶事件的发生中所做的贡献 

为底事件的重要度。某个底事件的结构重要度，是在 

不考虑其发生概率值的情况下，观察故障树的结构，以 

决定该事件的位置重要程度。结构重要度越大，则由 

它造成的系统故障的可能性也越大。结构重要度分 

析，也就是从故障树结构着手，通过分析得到各底事件 

的重要程度。结构重要度分析一般可以采用两种方 

法：一种是精确求出各底事件结构重要度系数；一种是 

根据最小割集排出各底事件结构重要度顺序。这里采 

用第二种方法，由于该故障树中绝大部分是和事件，结 

构重要度从最小割集中很容易看出来。阶数越小的最 

小割集越重要，同一个最小割集中出现的基本事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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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度相同，在相同阶数最小割集中，出现次数多的重要 

度高。因此，从上述最小割集可以得出底事件结构重 

要度为： 

1=X2=X3= 4= 5=X6=X7=X8=X9= 

10=XIl>X12= l3 

2．4．2 概率重要度 

底事件概率重要度是指底事件对顶事件发生作出 

贡献的大小，并记作 ， ： 

(18) 

但是，对于一个概率重要度高而故障率很小的底 

事件，单纯从其概率重要度来考察并不能准确地反映 

其对整个系统故障的影响大小，所以又引入故障系数 

的概念。用F来表示： 

F ：lg( )。K (19) 

表3 底事件概率重要度、故障系数 

底事件 故障系数 

进气门完全打开传感器故障 0．9792 

进 气门完全打开 离散 量调理 电路故障 0．9793 

进气门完全关闭传感器故障 0．9792 

进气 门完全 关闭离散 量调理 电路故障 0．9793 

进气门作动 器被卡死 0．9796 

进气 门打开驱动 电路故障 0．98 

采样 电路 故障 0．984 

进 气门关闭驱动 电路故障 0．98 

负载短路 O．981 

逻辑关断电路故 障 0．982 

负载断路 0．987 

液压 系统欠压 0．9794 

PTU 故 障 0．9841 

9．792×10一 

1．959×10一 

9．792×10一 

1．959×10 

4．898×10一 

9．8×10 

4．92×1O 

9．8×10一 

1．96×10 

2．95×10 

7．89×10 

4．89×10 

2．95×10～ 

从式(18)、式(19)与表 2即可求得各底事件的概 

率重要度、故障系数，见表3。 

故障系数从概率重要度和发生概率两方面描述了 

系统故障时底事件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能更准确地表 

现其对整个系统故障的影响大小，对后续的制定故障 

维护流程有重要意义。 

2．5 故障维护流程 

根据以上分析，按故障系数值从大到小的次序进 

行检测，从而提高故障诊断命中率，减少测试工作量。 

得出的该辅助动力装置进气门组件的故障维护流程见 

表 4 

3 结束语 

本文基于故障树分析方法，通过故障树定性分析、 

故障树定量分析、重要度分析对某辅助动力装置进气 

门故障进行了详细的诊断。通过故障诊断，发现和查 

明系统内各种固有的或潜在的危险因素，找出系统的 

薄弱环节，得出部件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程度，不仅能 

为可靠性设计提供依据，同时也提高了系统调试排故 

的效率。但是，本文仅仅是对该 APU进气门组件的故 

障树分析，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对于更加庞大的系统 

该方法存在工作量较大、比较费时的缺点，应该使用相 

关的故障树分析软件来提高方法的操作性。 

表4 故障维护流程 

步骤 故 障名 

负载 断路 

采样 电路故障 

液压 系统欠压 

逻辑 关断 电路故障 

负载短路 

进 气门打开驱动电路 故障 

进气 门关闭驱动电路故 障 

进气门作动器被卡死 

PrrU故 障 

进气 门完全打开离散量调理 电路 故障 

进气 门完全关闭离散量调理 电路 故障 

进气门完全打开传感器故障 

进气 门完全关闭传 感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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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存在的软件冲突问题。此外，通过在客户端引入防 

火墙，可使客户端在建立 SSL隧道后切断与 Internet的 

数据交互，防止来自Internet的攻击，这也解决了传统 

SSL VPN客户端存在的安全性不足问题。该系统目前 

已经成功应用于相关的商业产品中，并获得了良好的 

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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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package interception technology of NDIS intermediate driver，this paper proposes an advanced SSL VPN system 

architecture based on virtual network adapter．Meanwhile，the security vulnerability of traditional SSL VPN system is also 

solved in this architecture by imposing client firewall，improving the safety of tunnel communication．Currently，the pro- 

posed SSL VPN system architecture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correlative commercial products． 

Key words：SSL VPN；virtual network adapter；NDIS；client firew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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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ult Tree Analysis for Fault Diagnosis 

in Inlet Door of a APU 

M AO Ning，YU M ing，LIU Hai—tang 

(Aeronautical Computing Technique Research Institute，Xi an 710068，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 and concept of fault tree analysis method
，
then taking the inlet door 

module of a auxiliary power unit(APU)for example．According to the mission and function of the system．this method 

constructs a fauh tree model which includes each involved unit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estimation about the system fail— 

ure．Then it gets the minimal cut sets of the system and the importance of each end incident．According to this
．the meth． 

od can prioritize these units and find the best program to remove the faults．Experiment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has 

a betterability of fault diagnosis，it can make a exact faul torientation and offer a relative disposal measure of the fauh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ult diagnosing for the auxiliary power system． 

Key words：fault tree analysis(FTA)；auxiliary power system；inlet door；minimal cut s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