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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障树分析(FTA)是故障分析和故障诊断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结合APU的工作特性，对APU启 

动困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建立APU启动困难故障树，并对故障树的基本原因事件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进而 

提出了排除APU故障的方法，以达到预测与预防故障发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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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 Fault Diagnosis Research Based on Fault Tree Analysis Method 

NIE Jifeng 

(Zhefiang Branch ofChina Eastern Airlines，Hangzhou Zhejiang 311223) 

Abstract：Fault tree analysis(rra)is a widely—used method for failure analysis and fault diag- 

nosis．Combining with APU’S working characters，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starting difficulties， 

builds APU starting difficulty fault tree，and also giv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asic 

causes of fault tree．It finally points out the APU fault suggestions to predict and prevent failure occur— 

ring． 

Key words：APU；Fault Tree Analysis；fault diagnosis 

APU(Auxiliary Power Units)辅助动力装置。核 

心部分是一个小型的燃气涡轮发动机。飞机在空 

中飞行时．APU除了无法为飞机提供推力。它几乎 

可以替代发动机所能发挥的全部功能，在飞机出现 

紧急情况时的为飞机提供电源和气源，使飞机能够 

维持飞行姿态、航向等等，以便在有效时间内降落 

在备降机场上。保障飞机与旅客的安全。APU不 

仅直接影响飞行安全，同时 APU也是保证飞机留 

滞地面时，为飞机提供电源和气源，为客舱提供舒 

适环境的必要条件，因此 APU成为现代大型飞机 

上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系统 。 

国内、外对发动机机队管理十分重视并且已取 

得很大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发动机机队管理技术 

丰富．但是对APU的机队状态监控和可靠性维修都 

处于薄弱甚至空白状态。尽管国外的 APU厂商提 

供了排故指南和程序，技术人员也进行了一些故障 

积累和分析研究，但与发动机监控相比，仍处于很大 

的差距。正因为缺乏监控，APU往往会用到无法使 

用(完全故障)才会更换、送修，这样往往会造成 

APU主要部件的严重损坏。比如涡轮叶片严重烧蚀， 

使得无法修理，只能更换新件，这就意味着高额的修 

理费用；此外，由于缺乏监控，有时会造成一个机队， 

多架飞机的APU同时故障，这就造成了备件周转不 

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航班正点，就只能办理 

故障保留，而这可能会大大降低航空公司的服务质 

量，给航空公司在旅客中造成不良影响。 

故障树分析法简称 FTA(Failure Tree Analy— 

sis)。它是一种从系统到部件，再到零件，按“下降 

形”分析的方法。它从系统开始，通过由逻辑符号绘 

制出的一个逐渐展开成树状的分枝图，来分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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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又称顶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可以用来 

分析零件、部件或子系统故障对系统故障的影响。 

故障树分析法对系统故障不但可以做定性的分析， 

而且还可以做定量的分析；不仅可以分析由单一部 

件所引起的系统故障，而且也可以分析多个构件不 

同模式故障而产生的系统故障情况。_】]因为故障树 

分析法使用的是一个逻辑图，因此，不论是设计人员 

或是使用和维修人员都容易掌握和运用，并且由它 

可派生出其他专门用途的“树”。例如，可以绘制出 

专用于研究维修问题的维修树，用于研究经济效益 

及方案比较的决策树等。目前故障树分析法在宇 

航、核能、电子、化工和机械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故障分析法。l2 

1 APU故障分析 

APU最常见的故障可分为四类：1)APU启动 

困难；2)APU自动停车；3)引气压力低；4)客舱有 

异昧。文章以国内民航广泛使用的131—9型APU 

为例，主要对 APU启动困难的故障原因进行深入 

分析。 

APU启动困难包括 APU不转动、启动加速慢、 

启动超时、启动悬挂等情况。启动悬挂是指 APU 

转速不上升或上升缓慢的情况，分为冷悬挂和热悬 

挂 冷悬挂是指 APU的EGT不上升．主要是由于 

APU点火系统不点火引起的；热悬挂指 APU的 

EGT上升，APU点火系统正常，主要由 APU本体 、 

启动机、燃油供给的原因引起。 ] 

1．1 APU内部故 障 

如果 APU内部有故障，比如齿轮箱中轴承或 

者齿轮损伤或卡阻，造成转子卡滞，转动部件的阻 

力会增大，启动机的扭矩有限，启动过程中很难使 

APU加速达到可以维持 自身运转的转速．造成启 

动困难。 

涡轮损伤 、烧蚀也是启动困难常见的原因。如 

果涡轮损伤，燃烧室出来的高温高压气流流过涡轮 

叶片做的功就减少，APU涡轮产生的动力就减小 

了，启动过程中加速就比较慢，甚至启动困难。 

动力部分轴承损伤也会导致 APU转动阻力增 

加，损伤的轴承会改变转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的 

间隙，引起磨擦和卡阻，使 APU启动困难。 

1．2 启动部件故障 

启动部件引起的 APU启动困难最常见的就是 

启动超时，启动超时就是启动机工作超时，当启动 

加速过慢或者启动机不能及时脱开，就会出现启动 

超时 启动部件故障包括以下几类： 

(1)启动机或花键轴损坏。启动机或花键轴 

损伤后启动机就不能产生扭矩或扭矩不能传到 

APU内部转动部件，也就很难完成启动过程。 

(2)离合器失效。离合器失效会使 APU发生 

不加速而自动停车，离合器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STARTER CLUTCH 0PERATloN 

图 1启动机离合器示意图 

开始启动时，启动机马达给离合器内环一个逆 

时钟方向的扭矩，这将引起斜撑块棘爪顺时钟转 

动，由于斜撑块棘爪的特殊形状，逆时钟转动过程 

中把内环和外环卡紧，锁在一起同时转动．并把扭 

矩传递给外环。外环把转动传递给齿轮系，带动 

APU加速。当发动机转速达到 自身维持转速以 

后，随着 APU继续加速，外．环比内环转速高。斜撑 

块棘爪逆时钟方向转动。离心力使棘爪向外运动和 

内环脱离，允许外环比内环转动更快。 

如果离合器内环或外环磨损失效。斜撑块棘爪 

就不能在启动过程中把内环和外环锁在一起 。启动 

机的扭矩也就不能有效传递给APU转动部件，启 

动过程也就不能顺利完成。 

对于启动机和离合器故障可以进行如下判断： 

启动机马达后盖下装有一个人工驱动装置．维护人 

员可以揭开盖子，使用一个棘轮扳手通过驱动装置 

转动启动机和其他部件 1)向两个方向转动受阻， 

可能启动机或离合器故障。2)向一个方向自由， 

另一个方向受阻，APU不转动，可能 APU或齿轮 

箱故障。3)向两个方向都够自由转动，APU不转 

动．则离合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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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动齿轮、高速齿轮、惰性齿轮损坏。这 

些齿轮是把启动机扭矩传到 APU动力部分的必要 

途径，如果这些齿轮的齿有磨损或缺损，扭矩的传 

递就会中断，也就很难完成启动过程。 

1．3 点火组件故障 

在启动过程中，点火组件在 APU转速为7％时 

由ECB(APU电子控制盒)通电，当转速达到 60％ 

时被 ECB断电。如果 APU转速下降到95％以下。 

点火组件重新通电。点火组件包括点火盒、点火电 

缆、点火电嘴。可以在 APU选择启动后，在 APU 

附近听有无“哒哒”的连续点火声来判断是否存在 

APU点火组件故障。 

(1)点火盒提供一个有效的高能放电用来点 

火，如果点火盒故障，就不能正常点火。 

(2)点火嘴的失效也会造成 APU启动失败。 

中国大气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这些大气中的颗粒物 

和燃油中的杂质在燃烧的过程中很容易沉积在点 

火嘴上，所以点火电嘴使用时间长了较易产生积 

碳，同时点火电嘴长期工作在高温的条件下，表面 

很容易遭受到烧蚀影响点火的可靠性。多年来，对 

于点火嘴故障的维修往往都是直接更换新的点火 

嘴．实际可使用硬毛刷对其表面进行清理，将点火 

嘴表面的污物、积碳、烧蚀清除，先检查两个点火嘴 

的陶瓷部分无裂纹或积碳；检查点火嘴的中心电极 

和外壳无烧蚀：检查点火嘴的圆柱体和螺纹无腐蚀 

和损坏，如果烧蚀超出所给的限制范围，再更换点 

火嘴。大部分的点火嘴在清理之后都可以正常工 

作。从而避免了航材的浪费。 

(3)点火导线接触不 良或者烧蚀也会影 响 

APU的正常启动。点火导线的工作区是高温高振 

动区域，工作环境很恶劣，如果导线的安装和捆扎 

不牢靠 ，也极易造成点火导线与其他部件的摩擦进 

而造成导线的损坏。 

1．4 流量分配器故障 

流量分配器包括一个单向活门和常开的燃油电 

磁阀，它控制 APU燃烧室的供油量。当电磁阀断电 

打开时．单向活门打开，允许燃油流人次燃油管，此时 

主燃油总管压力超过 120psi。APU转速达到 30％以 

前或者到达巡航高度时，电磁阀通电关闭，单向活门 

不起作用．此时所有燃油只进入主燃油管。 

如果单向活门严重漏油，而电磁阀工作时，主 

喷油管的压力会降低，影响燃油的雾化效果．可能 

出现启动慢现象。如果电磁阀故障不能打开，次燃 

油路不通，APU加速性就变慢 ，出现APU不加速。 

2 建立故障树 

下面以 APU启动困难为例建立故障树。APU 

由飞机电瓶或地面直流电源对启动机供电，启动机 

带动 APU转子转动。APU点火系统主要部件有 

APU控制组件、点火激励器、点火导线和电嘴。直 

流电供给点火激励器，激励器转换成高压供给电 

嘴 

图2故障树示意图 

“APU启动困难”故障树示意图如图2所示。 

表 1示出了故障树中各符号代表的事件。 

表 1故障树中对应的事件列表 

代号 基本事件 

APU启动困难 

启动部件故障 

点火组件故障 

APU内部故障 

流量分配器故障 

启动机或花键轴损坏 

离合器失效 

点火盒故障 

点火电缆故障 

点火电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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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障树定性分析 

故障树定性分析中要用到割集和最小割集这 

两个概念，割集是故障树的若干底事件的组合，如 

果这些底事件发生将导致顶事件发生。最小割集 

是数 目不能再少的割集。一个最小割集代表引起 

故障树顶事件发生的一种故障模式。故障树定性 

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找顶事件发生的原因事件或者 

各原因事件的组合，也就是找出故障树的全部最小 

割集．是进一步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求解最小割 

集的方法有上行法、下行法和质数法。下行法求解 

最小割集的基本原理是从顶事件开始，遇到与门就 

把与门下面的所有输入事件排列成一行，增加割集 

的容量．遇到或门就把或门下的所有输入排列成一 

列．增加割集的数量。这样逐级向下进行，直到全部 

的逻辑门都被置换为基本事件为止。 4]用下行法 

得出全部最小割集为：{X }，{x }，{x }，{X }， 

{X }，{X }，{x }。 

4 故障树定量分析 

故障树定量分析的主要任务是计算出顶事件 

的发生概率和对各底事件进行重要度分析。对底 

事件的发生率和对底事件重要度进行分析时，要用 

到底事件的发生概率。根据经验，设底事件 x．的 

发生率服从指数分布 P(X．)=I—e ，t表示运行 

时间，入表示底事件x；的失效率，入可以根据“APU 

启动困难”年故障率和底事件 X；的故障数在“APU 

启动困难”故障总数的比例获得。_5 APU启动困难 

故障统计如表2所示。下面以 “点火盒故障”为 

例计算其发生率。 

表 2 APU启动困难故障统计表 

根据东航 2009—2011年度 A320系列飞机的 

APU故障统计中。249例“APu启动困难”事件中 

有49例是由点火盒故障造成的。取“APU启动困 

难”事件的年故障率为0．029，则 =0．029／83 16 

：5．7068$10一 ，取 t：1贝lJ P(X )：I—e一 。。 "： 

5．691 10～．同理可以计算出其它底事件的发生 

率。如表3所示。 

表 3 故障树中的事件发生率 

4．1 事件发生率分析 

已知故障树的全部最小割集为：{x }，{X }， 

{X。}，{x }，{X }，{x }，{X }。最小割集内各底 

事件是相互独立的． 

顶事件发生率的计算公式为： 

P(T)=1～¨(1一P(X )) (1) 
i=1 

式中，P(T)为顶事件发生的概率，P(X；)为底 

事件发生的概率，K为最小割集的个数。 

将表 3中的数据代人公式(1)可计算出顶事 

件T的发生率 P(T)为0．02948。 

4．2 重要度分析 

重要度分析是是故障树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它通过计算底事件的概率重要度、结构重 

要度和关键重要度，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底事件对顶 

事件的影响程度 

(1)概率重要度 

概率重要度指的是底事件 x 发生概率 P(X；)变 

化引起顶事件 T发生的概率P(T)的变化程度。用顶 

事件的发生概率P(t)对底事件Xi发生概率e(x；)的 

偏导数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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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P(X P( )一 
．

1 ‘， 

式中，I Pf1 为 X。的概率重要度。 

按公式(2)计 X 概率重要度，得出： 

， = =尊 ))× ))4。 
：U97(i)74 

同理可以计算出所有的最小割集的概率重要 

度．如表 4所示。 

由偏导数的定义可知，I 、越大，说明 xi底事 

件的发生对顶事件 T发生的影响力就越大。 

(2)关键性重要度 

关键性重要度是故障概率 P(X+)的变化率与 

它引起的顶事件 T发生概率 P(T)的变化率之比。 

公式为： 

Ic(f)= ，P( 

I ⋯为 X 的关键性重要度。 

按照上式计算各底事件的关键性重要度见表 

关键性重要度分别从底事件的概率重要度和 

底事件本身的不可靠度这两个方面来衡量了它们 

对系统故障的影响，因此它能更客观地体现底事件 

对顶事件的影响程度。_6]I“0越大说明由底事件 x+ 

触发系统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可以按 

照底事件关键性重要度的大小顺序列出系统底事 

件，当进行故障维修前或故障发生后诊断时可以从 

关键性重要度最大的底事件开始查找排故，这样可 

以准确、快速的找出故障原因。 

表4 故障树中各事件的关键性重要度列表 

(3)结果分析 

由表 4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关键性重要度大 

小的 }列J顺序为 ic(X2’>IC< >ic(x5’>Ic(xa > 

I > I ( ’> I (Ⅻ’
。 由关键性重要度的排序可 

知，影响 APU启动的主要因素为：流量分配器故 

障，启动机或者花键轴损坏，点火盒故障，离合器失 

效．点火电嘴故障，点火电缆故障，APU内部故障 

等 要想降低 APU启动故障事件的发生率，必须 

减少它们的发生率。对APU启动困难故障进行维 

修排故时应该从关键性重要度大的底事件开始查 

找逐一进行排除。首先将 x2、X5、x3、x4、x7这五 

个底事件作为检查对象。实践证明依据关键性重 

要度进行故障诊断，不但能快速、准确找到故障原 

因。缩短诊断时间，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检修与 

拆卸，从而提高排故的效率。对系统进行维护时， 

也应该按照底事件的重要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 

着重对重要度高的底事件进行监测，从而可以提高 

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文章通过对 APU的启动困难故障现象、故障 

原因分析。结合故障树分析法的特点，建立了APU 

启动困难故障树模型。故障树为维修人员进行 

APU维修提供了便利，同时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 

维修成本，提高了 APU的在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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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证与专项训练相结合 

对于高职教育来说，将职业资格考证与毕业证 

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而且也使职 

业教育真正融入学历教育中，保证了培养 目标的准 

确定位。我们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把 AutoCAD和制 

图员职业技能鉴定与教学紧密的联系起来，强化学 

生的职业素养和应用技能，为学生就业上岗创造良 

好的条件 

(四)创建虚拟实体模型库与图库 

传统制图教学中，要用到大量模型、挂图，但总 

难以满足教学的需要，结合《机械制图》教材和习题 

册中的习题．利用 Pro／Engineer三维实体建模的技 

术建立模型库，并将其上传到校园网上。建立模型 

库有两个好处，第一，模型库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模型库不但减轻了教师工作量．克服了实物模型教 

学的诸多不足，而且大幅度扩大了课堂的知识容量． 

有助于突破教学上的难点与重点，提高教学效率。 

第二，模型库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当学生 

在课后自学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通过校园网进入虚 

拟模型库，找到习题对应模型，进行三维观察，辅助 

完成课后练习，从而方便学生课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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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采用新的机械制图教学体系，让二维和三维 

CAD绘图技术成为了机械制图课的一项重要内容， 

促进了学生计算机绘图能力的提高，这不仅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空问思维能力、自学 

能力及创新能力，而且使传统的机械制图课程显示 

出极大的活力。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学生对相关课程 

的理解和掌握。有利于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能力。这 

对职业院校培养实用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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