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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航空电源车前、后发动机启动及 

控制系统改用一组电源的实现 

郭占玺，黄 贵 

(中国人民懈放军73159部队，福建 泉州 362100) 

摘 要：针对用户在使用维护某航空电源车过程中经常反馈的不足之处，笔者对前、后发 

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电路原理进行认真分析，提出了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共用一组电 

源的改接方法，并通过实践验证，可以借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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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军用电站作为武器系统的一部分，是武器系统 

设备的动力源。在军事航空领域中，出于机动性的 

要求，大都采用 自引式电站。电站的牵引动力与发 

电机组的动力，只要哪一部分启动失败，都将直接制 

约飞机的整体作战效能的发挥。因此，加强对航空 

电源车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并加以改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航空领域中电源车品种繁多，随着主战装 

备的升级，一种新型航空电源车也相继装备部队，该 

航空电源车主要为飞机提供符合规定的地面电源， 

其前车发动机的启动及控制与后车发电机组的启动 

及控制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电源系统。 

1 该航空电源车改进的必要性 

从用户使用情况得知，由于航空电源车的配置 

与使用寿命必须保持合理的梯次，再加上行驶部分 

只是在机场内短距离行驶，小型充电发电机给前车 

启动电源补充电不足，有可能使蓄电池馈电；后车发 

电机组启动用蓄电池组还要与电源车直流 I路并联 

输出供给飞机使用，电源车使用了前、后两组蓄电 

池，任何一组电池有故障，都会影响任务的完成。 

2 该航空电源车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 

统原理 

2．1 前车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原理 

该航空电源车采用东风 EQ2082E6DJ型越野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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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底盘，由两块铅酸 180Ah蓄电池串联(24V)作为 

启动发动机及控制系统电源，也是整个前车电气系 

统的工作电源。其启动控制系统原理图，见图1。 

图 l 前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原理图 

从电气原理图分析，当接通电源总开关 s1时， 

电磁式开关 KM1线圈得电，触点吸合，蓄电池负极 

可靠搭铁。将点火开关JK拨至运行位置，前车各仪 

表应有反应；当拨至启动位置时，启动继电器 KA线 

圈通电，触点吸合，启动接触器 KM2得电，触点吸 

合，启动机得电。启动机旋转，齿轮与飞轮齿轮啮 

合，带动发动机启动。启动成功后，立即松开点火开 

关JK，应自动回到运行位置，启动机失电，并与飞轮 

齿轮脱离停止旋转。此时充电发电机 Gl向蓄电池 

补充电。 

2．2 后发电机组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原理 

该航空电源车后发电机组动力采用的是潍柴斯 

太尔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电源是由两块7一HK 
一 182Ah航空蓄电池(该 7一HK一182Ah蓄电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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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个接线柱)串联后少接一个单体组成(26V)，此 电机 G向蓄电池补充电。 

篓 气系统工作电源，其启动 3该航空电源车改进的可能性 及控制系统原理图
，见图2。 ⋯⋯ 一 一 ’’⋯⋯ ⋯ 一 ’ 

图2 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原理图 

从电气原理图分析，接通电源开关 So，继电器 

K10线圈得电，常开触点 K10／1—3吸合，此时接触 

器 KM0线圈得电，触点吸合，蓄电池负极可靠搭铁 

(延时继电器线圈也得电，触点吸合)。此时，电子 

调速器 E2一F得电，发电机组各仪表应有反应，按 

下启动按钮 2SB，启动继电器 K0线圈得电，触点吸 

合，此时启动开关线圈 KM得电，此触点吸合，接通 

启动机电源，启动机旋转，齿轮与飞轮齿轮啮合，带 

动发动机启动。启动成功后，松开启动按钮 2SB，启 

动机失电，与飞轮齿轮脱离停止旋转。此时，充电发 

从资料查阅得知，该航空电源车前、后发动机的 

启动机额定电压都是24V，功率为4．5kW，因此，前、 

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共用一组7一HK一182Ah 

蓄电池(26V)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该航空电源车前后发动机自带的两台小型硅整 

流充电发电机输出额定电压都为28V，因此，不会出 

现蓄电池电压过高给充电发电机反充电的现象。 

从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原理图分析得 

出：在改进过程中，必须用一个双向开关来控制两个 

接触器，由两个接触器来实现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 

制系统的转接。这样完全可以实现航空电源车前、 

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共用一组电源的改接。也 

不会因前车工作而使后车电子调速器及控制系统得 

电，同时避免了因一台充电发电机工作向另一台充 

电发电机充电造成损坏的弊端。 

4 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用一组7一 

HK一182Ah蓄电池(26V)改进原理图，见图3 

在原理图中，双向转换开关 S2起到一个将前、 

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电源转接的作用。 

5 改进后的优点 

图3 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改进后原理图 

(1)改进后，前、后发动机启动及控制系统原理 

基本不变，但使用维护更加方便。经实践验证，改进 

后，该航空电源车工作性能可靠，可以推广使用； 

(2)改进后，前、后发动机工作，可以给同一组 

蓄电池充电，而且发电机组的主发电机发出的交流 

(下转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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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源科技水平必将随之提升，以满足国防现代化 

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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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n and prospect of mobile power station for command 

equipment of field communication 

QI Xian—ying 

(General Communication Consultation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in Sheny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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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ower station for command equipment of field communication 

and forecas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new resource of po w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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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经整流后还可以和启动及控制系统电源并联进 

行快速充电，这样就不会使启动及控制系统电源经 

常馈电，延长了维护周期，大大减少了维护工作量。 

(3)改进后，省去了前车发动机启动用蓄电池， 

前、后共用一组7一HK一182Ah(26V)蓄电池，减轻 

了整车重量，节省出的空间为电源车的维护提供了 

便利，更能节约装备经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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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ront and back en~ne start and control system．It could be used throug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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