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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机型 APU的对比讨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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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PU作为飞机的辅助动力装置，能够为飞机提供电源、气源和液压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飞机的维修性与安全可靠性得到了重视，这对APU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构简单，重量轻，易于维修，成本低，将是APU 

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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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future trends Of APU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models APU 

Abstract：APU，as the aircraft auxiliary power units，is able to provide power，the gas source and the hydraulic pressure source for 

aircraft．It plays on irreplaceable role．There is a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APU．Simple structure，fight weight，easy maintenance，and low 

cost，is the future trend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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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PU全称为 “Auxiliary Power Unit”，中文译为辅助动 

力装置，其实质是一台燃气涡轮发动机。 

APU虽然不能为飞机提供推力 (少数早期的 APU也可提 

供少许推力)，但作为飞机一项重要的辅助设备，它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APU工作时，能够为飞机提供电源、气源和液 

压源 。在地面，电源可对飞机系统供电，提供正常和勤务用 

电；气源可用于发动机的起动、空调系统等。在空中提供备 

用的电源和气源，以向飞机供电和供气，保证飞行安全。 

通过对 MD82型、~虹)90型和 A300型三种机型所用 APU的 

对比和论述，得出APU的未来发展趋势。 

2 三种机型 APU的型号 

MI)82型、MD90型、和 AS00型三种飞机使用的都是美国 

Honey Wel1公司生产的 APU。 

MD82型飞机 APU型号为 GTCP85--98DHF： 

MDg0型飞机 APU型号为 GTCP131--9D； 

AS00型飞机 APU型号为 GTCP331。 

3 三种机型APU安装部位与特点 

3．1 MD82型飞机 

MD82型飞机使用的APU，安装在飞机机身尾部的防火舱 

内。 

进气道在机身下部，排气 口在机身右上部的机身蒙皮处， 

右发动机的上方。因此，在打开发动机上包皮时是不允许起 

修。 

动和运转 APU的。否则 APU的排气会吹到右发上包皮，发动 

机包皮是一种附合材料，高温排气会将其吹坏。 

3．2 MD90型飞机 

肋9O型飞机是 MD80型的衍生型，在外形上比MD82型飞 

机长 57英寸，尾翼和发动机吊架也有较大改动。MD90型飞 

机使用的是新型电子控制的APU。APU控制系统通过一个微信 

息处理机，对所有模式的工作进行全 自动电子控制。 

MD90型飞机的APU也装在机身尾部的防火舱内，进气和 

排气方式与 MD82型飞机相同，但排气口后移，防止损坏上反 

推包皮。与 MD82型飞机不同的是 APU进气门完全自动控制。 

MD90型飞机 APU增加了一个远程控制组件，其显示器在 

后货舱门内的侧壁板上，从显示器可以查看实时的温度，转 

速，故障代码，使用时间，序号等信息。它完成了对 APU工 

作的全程控制。当发生故障自动停车时，会将故障记录下来， 

以便维护。它还能改变燃油模式从而达到省油目的。为 APU 

的维护提供极大方便。APU进气门组保持不变。 

该 APU是一个单轴燃气涡轮发动机，包括一个单级离心 

式压气机，一个反流环型燃烧室，一个两级轴流式涡轮和一 

个附件驱动器。动力部分驱动一个装在一个公共轴上的一个 

单级离心式负载压气机。 

APU的负载引气是通过单独的压气机，此压气机为防止喘 

震装有防喘活门，这种压气机有供气量大，工作稳定等优点。 

这就是为什么 MD90型比MD82型飞机地面空调好的原因了。 

3．3 A300型飞机 

A300型飞机是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宽体形飞机。由 

于设计思路的不同，该机型的APU系统更具特点。空客系列 

的APU都装在飞机尾部，该系列飞机的APU也是通过三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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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点装在机身的尾部的防火舱里，但排气管方向向后。 

位于后客舱左侧的电子控制盒 (ECB)是一个数字式微处 

理机装置，它控制和监视 APU的工作情况。系统的控制是由 

电子控制盒来完成的，但是APU的起动和人工关断是通过驾 

驶舱内的 APU控制面板控制完成的。在前起落架的内话盒上 

和加油／抽油面板上设有 APU紧急关断控制电门，作为 APU 

紧急关断控制。APU舱内设有火警警告和灭火系统，火警警 

告的驾驶舱指示有 EcAM和 APU灭火手柄指示。 

4 三种机型APU对比 

机型 型号 重量 油耗 初装时 平均拆 采购成 维修成 

换间隔 本 本 (万 (APU) (k
g) (kg／h) 间 (h) (万元) 

MD82 GTCP85—98DHF l561 150 l985 2300 40 约为 7 

MD90 GTcP13l一9D 1552 l90 1996 4000 40 约为25 

A300 GTCP331 2227 200 l993 4000 60 约为 25 

负载压气 控制系 机型 (APU) 型号 压气机 涡轮 燃烧室 

机 统 

两级离 单级径向内 MD82 GTCP85
— 98DHF 桶型 机械 心式 流式 

单级离心 反流环 单级离心 MD90 GTcP131
—

9D 两级轴流式 电子盒 形 

两级离心 单级离心 A300 GTCP331 三级轴流式 环形 电子盒 

通过上面三种机型APU的对比，可以看出 MD90型飞机和 

A300型飞机所采用的APU比MD82型飞机采用的 APU多一套 

单独为负载提供气源的压气机，这种构造的好处是既不会因 

为负载引气的使用而使APU排气温度升高，又可以使负载气 

源得到充足的保证。这一优点从使用 APU给空调供气时，通 

过飞机空调的高效性充分地体现出来。同时，轴流式涡轮、 

环形燃烧室、控制系统电子化也都是技术进步的表现。虽然 

APU不必象发动机那样保持技术的飞速进步，而且一些航空 

公司有意使用一些地面设备来替代 APU，满足飞机在地面时 

的使用需要，降低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延长其使用寿命，但 

APU作为主发动机的重要辅助装置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5 APU未来发展趋势 

APU的发展趋势是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更低的经济成本， 

包括燃油成本和维修成本。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这种发展成为 

可能。 

5．1 使用新材料 

使用新型材料制造的涡轮叶片，能承受更高的涡轮叶片 

前温度。而更高的涡轮叶片前温度意味着更高的效率，燃油 

燃烧得更充分，排气更洁净，更能满足环保和经济的要求。 

5．2 采用新技术 

新型材料制造的涡轮叶片，采用新技术提高单级压气机 

增压比，不仅提高 APU的效率，满足飞机对 APU大功率的要 

求，而且延长了叶片的使用寿命，降低了维修成本。 

5．3 多电系统 APU 

多电系统 APU的结构要比现在的简单很多，它取消了引 

气的要求，去掉了相关的引气部件，结构简单。取消了引气 

系统，即降低了重量，同时也降低了飞机维护费用，并且提 

高了飞机的可靠性。APU只需提供电能，在设计中只需设计 

安装发电机。飞机多电系统具有可变频率的特征，使 APU可 

以在可变速度下运行，从而改变其性能。 

6 结束语 

近年来，较高的燃油成本和严峻的经济环境，促使航空 

公司要考虑运营策略。这些因素将促使新型 APU的诞生。全 

电型APU部件少、尺寸小，噪声低，寿命长，易于维修，维 

修成本甚至可减少 20％，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系统的形成，未 

来的APU会更可靠，更经济，更安全，更易于维护。新技术 

条件下生产的APU也将越来越有活力，继续为飞机提供安全 

舒适的乘坐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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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9页)从而对其进行有计划的砍伐，避免其树木生 

长过高导致与输电线路的碰触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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