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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落架系统简介 

对 飞机 而 言，实现起 飞着 陆功能 的主 

要装 置是 起落架 。起落架 是飞机在 地面停 

放 、滑行 、起降滑跑 时用于支持 飞机重量 、 

吸收撞击 能量的部件 。 

某支线客机装有 可收 放的三点式起落 

架 。前起 落架是 装有两个 机轮的直 线型起 

落架 ，向前收起进入前起落架舱 。前起落舱 

门是液 压操作 的 ，起 落架放 下后舱 门保持 

打开状 态 。主起 落架是装 有双轮 的后缘 支 

架式起 落架 ，侧 向收起进 入各 自的起落架 

舱 ，其舱门是机械控 制的 。 

起落架 的收放是液压操作 和电动控制 

的 ，当正 常放 下系统 出现故 障时 ，可以 由备 

用系统放下起落架或者最后 由自由放 系统 

完成 。正 常或异 常工作的 所有起落 架系统 

信息都显示在发动机指示和机组报警系统 

(EICAS) 。 

2起落架的收放系统 

起落架 收放系统是 由一些 子系统组成 

的 ，这些 系统 是 ：电气操纵 系统 ，监 控和指 

示系统，液压供应和控制 系统 ，前起落架舱 

门的操作 系统 以及应急放 下系统 。 

正常收起 或放下起落架 的选择 用位于 

副驾 驶 员仪表 板 上的 起落 架 操纵 杆来 完 

成 。这个选择 信号通过起落架 电子装 置(称 

为LGEU)来确认 ，该 电子 装置也接 收来 自 

于接近开关的信号和WOW传感 器信号 。当 

起 落架 电子装置发 现系统没 有故障 时 ，它 

将 命令起落架选择 阀门和 前起 落架 舱门电 

磁 阀工作 。来 自于液压系统 l的液压动力将 

被 引到各个液 压部件 上来收放 起落架 。起 

落架 电子装 置将监控 和控 制起 落架系统的 

各 自顺序并且向EIcAs发送相应 的信号 。 

如果正 常放 起落架 失败 ，可通 过使 用 
一

个 电气超越 系统旁通起落架 电子装置放 

下起落架 。万一电气系统不能使用 ，可起 动 

自由落下系统 。这个系统是机 械的 ，并且将 

直接作用于 自由下落选择 阀和 每个起藩架 

的上位 锁作动 筒 ，此时所 有液压管 路都将 

接到 回路上 ，上位 锁将机 械地打开 以使起 

落架 自由下落 。 

2．1收放的控制 

起 落架 电子 装置位 _r操 纵台 的前部 。 

与来 自于副驾驶 员仪表板上的起落架选择 

控制杆 和各种接 近开关 的输入 一起 ，起落 

架 电子 装置提供 起落架 位置指 示 ，位置 和 

顺序控制以及空 中／地面指示功能 。通过起 

落架 电子装 置 内的三 个独立 的模块 (位 置 

指示模块 ，顺序控制模块 ，信号预处理和监 

控模块)完成了信号的这种处 理 ，每 一个模 

件独立地 负责其相应 的功能 。 

负责顺序控制 的第二个模件也接 收来 

自于接近开关和起落架选择手柄的输入。 

两个独立的通道A~IJB为起 落架选择阀 ，前 

起落架舱 门电磁 阀和起 落架 下位 锁释放电 

磁 阀的控制和 驱动处 理信息 。万一起落 架 

电子 装置或者 选择控 制杆装 置出现故 障 ， 

电气超越开关可使用以便通过 向起落架选 

择阀提供 电源来放下起落 架。 

起落 架操纵杆装 置用来控制起落 架收 

放 ，该装置有一个下位锁 电磁阀 ，这个电磁 

阀 由起 落架 电子装置 来控制 。其 目的是 当 

飞机在 地面时 ，避 免 由于疏 忽而造 成起落 

架向上选择 。离地之后 ，当空／地 传感 器感 

应到轮 的重量 为零时 ，电磁 阀将 由来 自起 

落架 电子装 置的命令 来激励 ，把 机械锁 紧 

装置从 操纵杆上 取下 ，这 时可选择起 落架 

向上 。万 一操纵 系统或 电磁 阀本 身出现故 

障 ，有 一个 手动按 钮手动超 越控制 下位锁 

释放 系统 。 

2．2收放系统的元件和操作 

收放 操纵 系统所包括 的液压 部件是单 

向活门 ，蓄压瓶 切断 阀 ，蓄压瓶 ，起落 架选 

择 阀，前起落架舱 门电磁 阀，自由下落选择 

阀 ，起 落架作 动简 ，下 位锁打开 作动筒 ，上 

位 锁装置和舱 门作动筒 。 

系统 中总共安 装4个单 向活门 ，一个装 

在来 自1号系统的液压进 口压 力管路上 ，起 

落选择 阀和 自由下落选择阀的 回路上各装 
一 个 ，一个装 在前起 落架舱 门电磁 阀的 回 

路下游。流经进口压力管路单向活门的液 

压油 将流过 一个 蓄压瓶切 断阀 ，如果起 落 

架系统供压管路 中的压力高于300psi，该蓄 

压瓶 切断 阀将打开 以使蓄压瓶 增压 。预先 

充好 氮气 的蓄压瓶是 一个 活塞式分 离器 ， 

包括 一个氮 气室和一 个液 压油室 。减 压阀 

把热 膨胀 引起 的过量 压力 释放掉 ，放泄 阀 

把蓄 压瓶连 接到 回路 系统 上 ，为 了维护 需 

要 ，可激活 这个 阀以 泄掉 系统 中的 压力。 

起落架选择 阀把压力 引向起落架 作动 

筒 的上边或 下边以便 收放起 落架 。该 阀是 
一

个 电控的 三位 四通 阀 ，它接收 来 自起 落 

架 电子装置 的命令 。根据驾驶舱 内起落 架 

操纵 杆的 向上选择 ，起 落架 电子 装置将 激 

励 收起线 圈 ，使操纵压 力把线 轴推到收起 

位置 。这将使压力接到收起线路上 ，而把放 

下电路接到回路上。随着每一个完整的循 

环过程 ，该阀将被切断并通过弹簧力 ，回到 

中立位 置。在这个位置上 ，收放 线路都连 到 

回路上 。向下 选择将 引起相反 方向的相 同 

操作 ，把压力连接到放下线路上和把收起 

线路 连接到 回路 上。 

起落架操纵杆 的选择 会引起起落架 电 

子装置 向前起落架舱 门电磁 阀发送一个信 

号 。这个 阀容 许液压打 开或关 闭舱 门进行 

前起落架的收放操作。当该阀被通 电时 ，它 

将把压力引到前起落架舱 门作动筒的关闭 
一 侧 。断 电的 电磁阀将使 该阀把压 力引 向 

作动筒 的打开处 。 

自由下落选择 阀在液 压系统维护舱的 

前段 ，是一个 机械操作 的两位7通 阀。来 自 

液压 系统1的压力 在引到起 落架选择 阀和 

前起落 架舱 门电磁阀之前要 加到该 阀上。 

来 自舱 门作动筒 ，上和下锁 打开作动筒 以 

及三起 落架作动简的所有其它管路也 已正 

常地阻 塞了与 阀的连接 。万 一电源受损 或 

者损失了来 自液 压系统 l的压 力，通过运 动 

位于驾驶舱内的 自由放驱动杆可驱动 自由 

放选择 阀。这个动 作将机械 地操作 自由放 

选 择阀，切断通 向起落架系统的液压压力。 

同时 ，来 自所 有作动筒 的连接将 经 由一个 

单 向活 门连 到 回路 系统上 。如果移动拉杆 

进 一步释放 上位 锁打开装 置 ，液 压装置 与 

回路系统的这种 连接 将会使起 落架 自由下 

落 的放 下。 

上位锁盒会把 所有起落架机械地锁定 

在向上的位置。选择收起时，起落架选择阀 

把 起落架 收起管路 处于压 力之中 ，而放 下 

管 路接到返 回系统 上。通过用 经由起落架 

选择 阀引到放 下管路 的压 力采用液压方法 

打 开起落架 可完成起 落架的放 下。当 电气 

操 纵系统或 液压供应 系统 出现故障时 ，上 

位 锁打 开 装置 也可 用 于应 急 自由下 落放 

下 。来 自包 括 各种摇 臂 ，软 套管 钢索 连接 

件 ，滑 轮和弹 簧的起落 架驱动 自由下落组 

件 的一个机械连接件也连接到 三个上位锁 

盒 。充分 向上移动把手 将会 同时 释放所有 

上位锁机械装置 ，三个起落架将 自由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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