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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A319／320／321飞机APU自动关车故障排除 
王国志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 0470) 

【摘 要】飞机APU故障，一方面影响航空公司的航班计划和客舱舒适性，另一方面也威胁飞行安全。快速准确排除APU故障，保持APU 

持续可用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对 APU自动关车故障进行了深入研 究和探讨，总结了APU自动关车故障现象、故障可能原因、故障排除参考、排 

故经验与技巧介绍及故障预防措施 

【关键词】飞机；APU故障；故障排除 

O 背景 

AUXiliary Power Unit辅助动力装置 ．简称 APU．其作用是向飞机 

提供电力和压缩空气，也有少量的APU可以向飞机提供附加推力。飞 

机在起飞前．APU提供电力和压缩空气．保证客舱和驾驶舱内的照明 

与空调：当飞机准备起飞时，由APU供电和供气来启动主发动机 ；在 

飞机起飞阶段．APU继续提供电力和压缩空气．让发动机功率全部用 

于地面加速和爬升．改善起飞性能 通常在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5oo0 

米以下)APU关闭。但在飞行中当飞机主发动机空中停车时，APU可 

在一定高度(一般为 10000米)以下的高空中及时启动，为发动机重新 

启动提供动力。飞机降落后．仍由 APU供应电力照明和空调，使飞机 

主发动机提早关闭，节省燃油，降低机场噪声。 

当APU故障不能启动时．对一些无地面电源和气源保障的机场， 

APU故障的飞机不能飞，影响航空公司的航班计划。同时 APU又是保 

证飞机停在地面时．客舱舒适的必要条件．这会影响旅客对航空公司 

的选择和评价。在空中，APU是保证发动机空中停车后再启动的主要 

装备．它直接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在现代化的客机上，APU成为飞机 

上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装置，快速 、准确地排除 APU自动关车故障， 

保障 APU持续可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现代 民航 A319／320／32l客机 中 ．最 常用 的 APU型号 为 

APS3200．仅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就有 165架飞机使用了此型号 APU 

本文将以APS3200型号 APU为例．研究和探讨 APU自动关车故障现 

象、故障原因、故障排除和预防措施。 

1 APU自动关车故障现象、故障可能原因和排除参考 

根据飞机制造厂家、航空公司和飞机维修公司的经验，表 1较全 

面地总结出了APS3200型号APU自动关车的故障现象 、故障可能原 

因和排除参考，、 

2 APU自动关车故障排除 

2．1 故障现象 

2014年 3月 l6日．南航 B一2366飞机 APU启动不成功 ．出现 

ECAM 警 告 信 息 ：“APU AUTO SHUT DOWN”，航 后 报 告 有 ： 

“IGNITION UNIT”和“FUEL CTL UNIT”维护信息 ，故障代码 ：“042” 

(点火失败)。 

根据上述故障描述．对应表一的序号 5“APU自动关车一无火焰” 

故障现象，可能的故障原因为 ：点火嘴、线路、点火组件、点火导线 、 

ECB、燃油分配器、FCU、Pilot燃油喷嘴、APU等，下面根据表一提供的 

TSM排故参考进行排故 

2．2 APU启动工作原理 

排除上述故障，首先必须了解 APU启动工作原理，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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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PU启动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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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 FCU进行合理的调节．并将燃油通过燃油流 分配和排放活 

门组件分配给 PILOT燃油喷嘴和主燃油喷嘴．供给燃烧窄。在 APU初 

始启动过程rfI．燃油流量分配和排放活门控制燃油通过 PILOT喷嘴 

给燃烧室供油 、当APU启动好后，生燃油喷嘴开始』Jl1人 1 作，给燃烧 

室持续供油 在这个过程【11．如果 FCU或者分油?t J⋯观故障，郜会 

导致供油出现问题而影响启动 初始启动过程【fl⋯ 个 PILOT汕嘴 

喷油．油嘴堵塞也可能造成供油量不足．导致启动 ：成功 

图2 APU然油系统工作原理 

2．5 燃油系统故障排除 

根据燃油系统工作原理．排除 f 述故障现象．舀先．要检查燃油流 

量分配活门．如果有问题．参考 AMM更换燃油流照分配活门。第二， 

如果燃油流量分配活门没问题．故障依然存 ．榆奁 PILOT燃油喷 

嘴．如有问题．参照 AMM更换 PILOT燃油喷嘴 笫 i，曳̈果 PILOT燃 

油喷嘴没问题．故障还存在．榆奄FCU．如 FCU故障，按照 AMM更换 

FCU 第四．完成上面j步丁作后，故障曳l】果还存在，询问 CFDS．找l叶J 

故障代码并评估 APU的速度 ．假如速度低于 15％，按照 FSM49—00— 

81—8lO一900执行排故工作．假如速度大于或等于 l5％，按照 AMM更 

换 ECB．． 

除了以，} 可能的因素外．ECB以及 APU内郝也是导致启动不成 

功的可能j==}；l素 、如果除上述故障现象和代码外．还伴随订081／083的 

故障代码．此时应该 萏 先考虑按照 AMM更换 ECB 、如果完成上述所 

有排故步骤．故障依旧存在 ．耶就心该是 APt}小 内部敞障，只自‘按 

照 AMM 49—1l一11—000—003更换 APU．送 OEM厂I泶维修 

： 1== I『 鲁他 面板 、m “面 一oo一 一s-。一 z— 3 APu自动关车故障预防措施 

APU启动程序：肖 MASTER SW电门接通后 ．ECB完成自检．APU 

进气f J打开，接通 START电门。ECB供电给启动电流接触器，控制启 

动机开始运转带动 APU转动．同时 ECB控制点火组件供电给点火嘴 

玎始点火．APU进入启动加速 当 APU转速达到 55％时．ECB控制启 

动机脱开，切断点火 ，APU进入自加速启动阶段，直至启动成功。在这 

个过氍l}1，ECB提供控制．维修人员可以打开 APU舱门在外部观察， 

APU启动H,／j；{动机有没有工作．由此来判断启动机是否工作正常 

2．3 点火故障排除 

判断为点火故障时．首先．要检查 APU空气进气 口有无堵塞． 

如果空气进气|1堵塞．无法将充足的空气提供给燃烧室燃烧．此时 

APU就会出 自动关车 第二，如果 APU进气FI无堵塞．检查点火嘴， 

如点火嘴有问题参考 AMM更换点火嘴 第三．如果更换点火嘴故障 

还存在．参弩 ASM和 ESPM手册检查从 ECB到点火组件的线路 如 

线路故障，修理或更换线路 第四．如果线路没问题，故障还存在．检查 
点火组件，发现问题时．参考 AMM更换点火组件。第五，如果点火组 

仆正常，拆下点火导线，检查导线端头有无磨损、烧蚀 ，如果点火导线 

损坏．参_芎AMM更换点火导线。如果完成以上步骤后．故障还存在就 

焉要考虑燃油系统战障的可能性了 

2 4 AI，I』然油系统一I：作原理 

排除燃油系统故障．必须了解 APU燃油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2。 

APU 动过程中．燃油系统提供持续供油 APU燃油通常由飞 

机左发油路挺供． APU供油压力低于 22PSI时．APU燃油泵会自动 

l 作来保持稳定的供油压力 APU燃油供给是通过 ECB控制FCU来 

成的 ECB通过对 APUT作参数(转速、EGT等)的监控以及负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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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 APU自动关车故障．订时短停时间不足，叮以先自检得到 

故障的详细信息．按 MEL进行保留放千t，确保航小准H1f 然后针对故 

障信息．按照上述排故措施．在停场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进行彻底排故 

2)定期做测试．发现有维护故障信息．尽 J Jl 排除，避免发展到 

APU自动关车 

3)总结维护经验．对 A P【J的主要部件进行定期榆查和维护．发现 

有问题部件．及时修理和更换。 

4)做好航材备件，针对 APU町能出现故障的部件．做好备件库 

存．一旦发现有部件故障，能够马 t-更换 ，避免 航材缺件导致 APU 

自动关车．不能使用 

5)做好维修人员的培训．尤 是 APU T作原婵和排故培UIf，当 

APUⅢ现故障时．维修人员能够准确找到故障原 ，放障件位嚣．怏 

速排除故障．尽量不出现因 APU F1动关车影响 l曼机使用和航班计划。 

APU：Auxiliary Power Unit 

'PSM：Trouble Shooting Manual 

BAT：Battery 

ECB：Electronic Control Box 

IGV：Inlet Guide Vane 

FCU：Fuel Control Unit 

P／B：Pushbutton 

EGq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ECAM：Electronic Centralized Aircraft Monitoring 

AUT0：Automatic 

SW：Switch f下转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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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早期裂纹的成因及其防治措施 
王孝平 

(济南铁路局建筑段，山东 临沂 276004) 

【摘 要】本文分析商品混凝土早期裂纹产生的成因，根据理论与生产实践经验的结合，在特定的环境、气候下，为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单位 

及施工单位提出防护办法。 

【关键词】裂纹；沉缩裂纹；干缩裂纹；温度裂纹；缓凝裂纹 

0 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建筑工程质量重要性 

认识的提高．防治城市粉尘的需要．商品混凝土的应用得到了大力的 

推广，但在实际施工中，商品混凝土硬化过程中．早期裂纹现象一直是 

普遍存在的问题．商品混凝土早期裂纹产生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也比 

较复杂，而且是一直困扰生产方与施工方的一难题 现就商品混凝土 

早期裂纹的产生原因与防治措施谈一下 自己的一点认识 

1 裂纹成因分析 

根据 日常观察和记录商品混凝土的早期的裂纹主要有沉缩裂纹、 

干缩裂纹、温度裂纹、缓凝裂纹等现象．其成因虽然较复杂．我认为其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大面积梁板结构及大面积地面．在浇筑后．多数沿钢筋方向开 

裂。产生这些裂纹的主要原因是板面上部钢筋保护层偏小．商品混凝 

土水灰比过大 ，坍落度相对偏大，养护不到位 ，砂率偏高等问题．是混 

凝土的沉降收缩导致沉缩裂纹的产生 

1．2 道路路面或大面积混凝土浇筑后 ．易出现裂纹及断裂的情况其 

主要原因是：由于工程多处于野外．风力较大．且无挡风防护设备．使 

得混凝土层面上下不能同步硬化 ．表面失水过快 ．内部缓慢硬化造成 

了裂纹的生成 ：还有道路地势差导致商品混凝土浇筑后的倒推现象． 

使得水化硬化出现时间差造成裂纹的产生：再有由于春季风大、夏季 

高温、久不下雨，空气相对湿度较小时．混凝土表面水分急剧蒸发，形 

成很大的混凝土内外湿度差 正是由于混凝土表面干缩．在很大的拉 

应力的作用下表面被拉裂．混凝土出现干缩裂纹 

l3 对于大体积混凝土(一般大于0．8m厚混凝土底板)由于混凝土 

层厚 ，在浇筑后 3天内会放出50％的水化热 ．中部温度达热峰 ，高达 

5O℃，甚至更高，内外温差大于 25~C．如没有采取降温措施或降温措施 

不利，会导致内外温度梯度过大，混凝土硬化就会产生温度裂纹。 

1．4 随着季节变化．每年的春冬季节．气候较寒冷，温度较低。混凝土 

内部多会出现缓凝现象 ．这种情况下混凝土往往表面一层形成了一层 

硬化膜 ，但下部的混凝土仍未凝结 ．由于表面的硬化 ．使得施工人员误 

以为已经凝结，或赶时间赶工期 ，遂开始在混凝土上面施工作业，更加 

导致了由于缓凝现象而出现的裂纹的生成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缓凝 

剂的掺量大，气温比较低 ，阳光照射充足的地方 ，或风速大的地方，混 

凝土的表面要优先内部硬化．导致了混凝土面层上下硬化速度 、化学 

收缩不一致而出现缓凝开裂．随之出现混凝土缓凝裂纹 

2 裂纹防治措施 

对于大面积混凝土的沉缩裂纹现象的防治措施 ：必须严格控制搅 

拌用水量，运输、施工过程随意加水，防止商品混凝土出现水灰比大情 

况：在能够满足泵送的前提下．还应尽量降低梁板结构商品混凝土的 

拌和砂率：在能够满足抗压强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水泥用量．为增加 

和易性可以在混凝土中适量掺人粉煤灰 ：从而减少混凝土硬化过程中 

的沉缩裂纹的产生 

对于干缩裂纹的产生．首先要改变施工传统模式．混凝土浇筑后 

提早的养护保湿．减少混凝土的内外湿度梯度差 商品混凝土施工对 

f上接第82 ff~)AC：Alternating Current 

AMM：Aireraft Maintenance Manual 

PMG：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 

VLV：Valve 

DPI：Differential Pressure Indicator 

环境的湿度要求要比现场搅拌的混凝土高．养护条件和质量也要做进 
一

步提高。在混凝土浇筑振捣后，相对常用的是及时覆盖塑料薄膜．必 

须严密，也可以在浇筑面上空喷水雾．加大空气湿度．保持混凝土表面 

的湿润状态，防止混凝土表面失水过快。当混凝土初凝后，用手指轻按 

无指痕．表面可即可浇水养护．水量随着混凝土的强度的增长逐渐的 

加大．在混凝土终凝后(一般 12小时以后，表面变色)，表面可以蓄水 

养护．养护时间最好不低于 7天，因混凝土浇筑 3天后 ，水泥浆体中的 

毛细孔已被水化产物填充．部分孔径变窄，水的蒸发速度就会减小．对 

干燥的环境的敏感性就减弱了．但浇水养护仍的继续．大约需要到浇 

筑后 7天左右。 

对于温度裂纹的产生．在施工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应根据实际 

情况，如气温，环境气候，空气湿度等 ，选择表面是否需要保温材料或 

需加盖几层保温材料 ，以及保温材料的厚度、种类。体积较大，可以设 

计预埋冷却水管．进行人工导热。对生产单位来说也可以采用低热水 

泥，保证强度的同时，适量掺人级粉煤灰减少水泥用量，用来降低混凝 

土的水化热，降低热峰值。减小混凝土内外温差 ．从而防止温度裂纹的 

产生 

对于缓凝裂纹的防治．因为缓凝现象一般是由于温度低的原故． 

所以最好要加强保温养护．同时要做好保湿措施 ，用湿的草帘覆盖养 

护．保护好混凝土表面．防止由于强光或强风带给混凝土表面的快凝 

现象 防止缓凝裂纹还必需等待混凝土凝结好后，才能在其表面施工， 

如要在混凝土没有完全凝结好必须在表面施工 ．则极易出现缓凝裂 

纹。 

商品混凝土如果裂纹过早产生．在终凝前最好采用“抹压法”进行 

消除．适时的抹压对早期裂纹的消除处理还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抹压 

过早．起不到消除裂纹的功效，抹压过晚混凝土已终凝，抹压不起任何 

作用．压不动。一般抹压应在初凝后终凝前，可以多次抹压，先普遍压， 

再重点寻找有裂纹的地方进行抹压：也可以用抹子在裂纹处拍打．使 

得初凝二次液化．愈合裂纹、消除裂纹。但对于商品混凝土出现的缓凝 

裂纹．则利用抹压或拍打．消除裂纹效果都不是很好。 

如果商品混凝土终凝后出现的裂纹或出现的缓凝裂纹．可以采用 

“注浆法”进行处理 ．其具体步骤：应先清理裂纹 ．清理后可用气筒吹 

净．清理干净裂纹后。用膨胀胶泥(水泥：膨胀剂=9：1)灌注 ，并多次重 

复．完成后还做好养护措施：如果有更好的浆体也可以，如环氧浆等。 

这样既可以可保裂证纹密封．又可以保护钢筋不锈蚀。 

3 总结语 

商品混凝土的广泛应用 ．大大提高了施工的进度，保证了混凝土 

的一致性，相对质量有了保证。为施工建设加快了进程 ，提前使投资方 

赢得了利润 裂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防碍了主体结构建设质量 ，希望 

就以上的关于裂纹的成因分析及防治办法，能给施工单位、生产单位 

以及整个行业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同时也希望同行研究出更好的 

办法 ．克服这一困难 ．推动商品混凝土的进一步发展和建筑实体质 

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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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LoW Pressure 

CFDS：Centralized Fault Display System 

OEM：Of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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