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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包括计量油

箱、主油箱、被试滑油泵；其特征在于，所述被试

滑油泵经4路供油管路分别与主油箱、计量油箱

的侧部下端连接，被试滑油泵经2路回油管路与

主油箱的顶部连接；所述计量油箱与主油箱之间

分别设有循环油路和气压调节回路；所述被试滑

油泵经齿轮箱与驱动电机连接。该试验台能够满

足不同规格滑油泵，多个试验项目的要求，一次

安装即可完成被试滑油泵所有的试验项目，减少

了拆装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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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包括计量油箱（2）、主油箱（1）、被试滑油泵（3）；其特征

在于，所述被试滑油泵（3）经4路供油管路分别与主油箱（1）、计量油箱（2）的侧部下端连接，

被试滑油泵（3）经2路回油管路与主油箱（1）的顶部连接；所述计量油箱（2）与主油箱（1）之

间分别设有循环油路和气压调节回路；所述的4路供油回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一压力变送器

（10）、第一温度变送器（9）、调节阀（8）、第一流量计（7）、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4个第一气

动三通球阀（6）的两个端口均分别连接第一吸油过滤器（41）和第二吸油过滤器（42），第一

吸油过滤器（41）连接计量油箱（3）的侧部下端，第二吸油过滤器（42）连接主油箱（1）的侧部

下端；所述的2路回油管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二压力变送器（101）、第二温度变送器（91）、第二

流量计（71）、溢流阀（13）、调节阀（14），2个调节阀（14）均与回油过滤器（15）连接，回油过滤

器（15）与主油箱（1）顶部连接；所述气压调节回路的两端分别连接主油箱（1）和计量油箱

（2）的顶部，气压调节回路上依次串接有粗调节阀（26）和精调节阀（27），计量油箱（2）与粗

调节阀（26）之间的气压调节回路上还分别连接有真空泵（18）和调压过滤器（17），调压过滤

器（17）连接压缩空气（16）；所述循环油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三吸油过滤器（43）、循环泵（19）、

第二气动三通球阀（61），第二气动三通球阀（61）的两个端口分别连接散热器（20）和加热器

（21），散热器（20）连接第一单向阀（25），所述第一单向阀（25）与加热器（21）的一端均与粗

过滤器（22）连接，粗过滤器（22）依次串接精过滤器（23）、高精过滤器（24）、第二单向阀

（251）后经第三气动三通球阀（62）分别连接至主油箱（1）和计量油箱（2）的侧部上端，所述

第三吸油过滤器（43）的一端分别经第一气动球阀（51）、第二气动球阀（52）对应连接计量油

箱（2）和主油箱（1）的底部；所述被试滑油泵（3）经齿轮箱（11）与驱动电机（1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油路上的

加热器（21）与散热器（20）之间为并联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油箱（1）与

计量油箱（2）均按照真空容器设计为封闭形式圆柱形结构，主油箱（1）与计量油箱（2）之间

的空气腔相通，保证试验时主油箱（1）与计量油箱（2）的气压平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泵（18）与

主油箱（1）的空气腔相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缩空气（16）

经过调压过滤器（17）后与主油箱（1）的空气腔相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电机（12）

使用功率11KW的2级变频电机，频率50HZ时，输出转速为3000  r/min，通过变频器改变频率

控制其转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箱（11）采

用具备正反转功能的圆柱斜齿轮传动、单输入单输出结构，通过控制电机旋转方向实现正

反转；齿轮箱（11）各轴承处装有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轴承温度，轴承超温时能够自动报警

并卸荷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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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滑油泵是飞行器润滑油系统的重要组成部件，具有重量轻、结构紧凑、一轴多

级、耐高温、高转速、真空环境下工作等特点，主要用于发动机轴承和传动齿轮部分润滑油

的输送与回收，其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飞行器的飞行安全，滑油泵在科研过程中需要完成

其不同工作状态下的性能测试与故障原因分析，在装机前须完成磨合与试验。现有的设备

无法同时满足滑油泵转速0-12000r/min，试验温度0-200℃，被试滑油泵进油口压力-95~
100KPa的要求，滑油泵的磨合运转试验、密封试验、地面性能试验、调压活门试验、高空性能

试验需要在不同试验台完成，被试滑油泵需要多次拆装，工作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其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解决了现有设备无法同时

满足滑油泵转速0-12000r/min，试验温度0-200℃，被试滑油泵进油口压力-95~100KPa的要

求，以及滑油泵的磨合运转试验、密封试验、地面性能试验、调压活门试验、高空性能试验需

要在不同试验台完成，存在被试滑油泵需要多次拆装，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包括计量油

箱、主油箱、被试滑油泵；所述被试滑油泵经4路供油管路分别与主油箱、计量油箱的侧部下

端连接，被试滑油泵经2路回油管路与主油箱的顶部连接；所述计量油箱与主油箱之间分别

设有循环油路和气压调节回路；所述的4路供油回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一压力变送器、第一温

度变送器、调节阀、第一流量计、第一气动三通球阀，4个第一气动三通球阀的两个端口均分

别连接第一吸油过滤器和第二吸油过滤器，第一吸油过滤器连接计量油箱的侧部下端，第

二吸油过滤器连接主油箱的侧部下端；所述的2路回油管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二压力变送器、

第二温度变送器、第二流量计、溢流阀、调节阀，2个调节阀均与回油过滤器连接，回油过滤

器与主油箱顶部连接；所述气压调节回路的两端分别连接主油箱和计量油箱的顶部，气压

调节回路上依次串接有粗调节阀和精调节阀，计量油箱与粗调节阀之间的气压调节回路上

还分别连接有真空泵和调压过滤器，调压过滤器连接压缩空气；所述循环油路上依次串接

有第三吸油过滤器、循环泵、第二气动三通球阀，第二气动三通球阀的两个端口分别连接散

热器和加热器，散热器连接第一单向阀，所述第一单向阀与加热器的一端均与粗过滤器连

接，粗过滤器依次串接精过滤器、高精过滤器、第二单向阀后经第三气动三通球阀分别连接

至主油箱和计量油箱的侧部上端，所述第三吸油过滤器的一端分别经第一气动球阀、第二

气动球阀对应连接计量油箱和主油箱的底部；所述被试滑油泵经齿轮箱与驱动电机连接。

[0005]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06] (1)本试验台合理设计各个关键部件、科学设置各关键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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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试滑油泵油压、温度、流量、真空度的调节，可以成功模拟多个型号被试滑油泵的高空

与地面工作状态，适用性广；

(2)被试滑油泵一次安装可以完成其磨合运转试验、密封试验、地面性能试验、调压活

门试验、高空性能试验共五个项目的试验，减少了试验时的拆装工作量；

(3)在科研阶段，调节油压、温度、转速参数至所要求的指标，测量被试滑油泵的各个油

口的流量，获得被试滑油泵的性能数据，操作方法简单、准确度高，可大幅降低被试滑油泵

试验时间及费用，并加快滑油泵的科研进度；

(4)在循环回路设有加热器与散热器，可以分别为主油箱或者计量油箱油液加热与冷

却，保证系统油温稳定；

(5)使用计量油箱与流量计两种方式测量管路流量，测量过程直观，测量精度高。

附图说明

[000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油路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0] 一种航空滑油泵综合试验台，包括计量油箱2、主油箱1、被试滑油泵3；如图1所示，

所述被试滑油泵3经4路供油管路分别与主油箱1、计量油箱2的侧部下端连接，被试滑油泵3

经2路回油管路与主油箱1的顶部连接；所述计量油箱2与主油箱1之间分别设有循环油路和

气压调节回路；所述的4路供油回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一压力变送器10、第一温度变送器9、调

节阀8、第一流量计7、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4个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的两个端口均分别连接

第一吸油过滤器41和第二吸油过滤器42，第一吸油过滤器41连接计量油箱3的侧部下端，第

二吸油过滤器42连接主油箱1的侧部下端；所述的2路回油管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二压力变送

器101、第二温度变送器91、第二流量计71、溢流阀13、调节阀14，2个调节阀14均与回油过滤

器15连接，回油过滤器15与主油箱1顶部连接；所述气压调节回路的两端分别连接主油箱1

和计量油箱2的顶部，气压调节回路上依次串接有粗调节阀26和精调节阀27，计量油箱2与

粗调节阀26之间的气压调节回路上还分别连接有真空泵18和调压过滤器17，调压过滤器17

连接压缩空气16；所述循环油路上依次串接有第三吸油过滤器43、循环泵19、第二气动三通

球阀61，第二气动三通球阀61的两个端口分别连接散热器20和加热器21，散热器20连接第

一单向阀25，所述第一单向阀25与加热器21的一端均与粗过滤器22连接，粗过滤器22依次

串接精过滤器23、高精过滤器24、第二单向阀251后经第三气动三通球阀62分别连接至主油

箱1和计量油箱2的侧部上端，所述第三吸油过滤器43的一端分别经第一气动球阀51、第二

气动球阀52对应连接计量油箱2和主油箱1的底部；所述被试滑油泵3经齿轮箱11与驱动电

机12连接。

[0011] 所述循环油路上的加热器21与散热器20之间为并联结构。

[0012] 所述主油箱1与计量油箱2均按照真空容器设计为封闭形式圆柱形结构，主油箱1

与计量油箱2之间的空气腔相通，保证试验时主油箱1与计量油箱2的气压平衡。

[0013] 所述真空泵18与主油箱1的空气腔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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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压缩空气16经过调压过滤器17后与主油箱1的空气腔相通。

[0015] 所述驱动电机12使用功率11KW的2级变频电机，频率50HZ时，输出转速为3000  r/

min，通过变频器改变频率控制其转速。

[0016] 所述第二温度变送器91上安装有压力表。

[0017] 所述齿轮箱11采用具备正反转功能的圆柱斜齿轮传动、单输入单输出结构，通过

控制电机旋转方向实现正反转；齿轮箱11各轴承处装有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轴承温度，轴

承超温时能够自动报警并卸荷停机。

[0018] 本发明中共设有四路供油管路，可以同时为被试滑油泵3的四个吸油口供油，并实

时反馈每个吸油口的工作状态；设有两路回油管路，与被试滑油泵3的两个出油口相连，接

收被试滑油泵3输出的油液，并实时反馈每个出油口的工作状态；所述主油箱1与被试滑油

泵3的吸油口之间依次设有第二吸油过滤器42、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第一流量计7、节流阀

8、第一温度变送器9、第一压力变送器10，其中第二吸油过滤器42拦截油液杂质，保护下游

元件与被试滑油泵3；4个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选择由主油箱1或者计量油箱2供油；第一流量

计7、第一温度变送器9、第一压力变送器10分别测试其供油管路的流量、油温与油压；节流

阀8控制当前油路的阻力；四路供油管路结构的相同。

[0019] 所述被试滑油泵3的回油口与主油箱1之间依次设有第二压力变送器101、第二温

度变送器91、第二流量计71、溢流阀13、调节阀14、回油过滤器15；其中第二压力变送器101、

第二温度变送器91、第二流量计71分别测试当前油路的油压、油温与流量；溢流阀13限制当

前回油管路的最高压力，保证试验压力在安全值以内；调节阀14控制当前油路的压力；回油

过滤器15可以滤除被试滑油泵3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两路回油管路的结构相同。

[0020] 所述计量油箱2经过标定，通过4个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分别选择由计量油箱2或者

主油箱1供油，当被试滑油泵3的某一吸油口由计量油箱2供油时可实现该吸油口流量的计

量，使用计量油箱2测试流量直观、可靠，同时计量油箱2可以作为流量计校准的工具。

[0021] 所述真空泵18与主油箱1的空气腔相通，进行高空试验时，开启真空泵18，模拟被

试滑油泵3高空下的工作状态.

所述压缩空气16经过调压过滤器17后与主油箱1的空气腔相通，进行地面性能试验时，

为被试滑油泵3提供正压。

[0022] 所述齿轮箱11采用圆柱斜齿轮传动，单输入单输出结构，齿轮箱11具备正反转功

能，通过控制电机旋转方向实现正反转；输入转速3000  r/min时，输出转速15000r/min，变

频器60HZ时，输出转速达到最高转速18000r/min；齿轮箱11的各轴承处装有温度传感器实

时监控轴承温度，轴承超温时能够自动报警并卸荷停机。

[0023] 所述循环泵19的出口与主油箱1之间设有第二气动三通球阀61、散热器20、加热器

21、粗过滤器22、精过滤器23、高精过滤器24、第一单向阀25、第二单向阀251、第三气动三通

球阀62，以实现主油箱1与计量油箱2之间油液的交换、过滤净化与油温控制。

[0024]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被试滑油泵3安装于齿轮箱11的输出轴上，当驱动电机12工

作时，其作为动力源带动齿轮箱11的输入轴旋转，齿轮箱11增速后驱动被试滑油泵3工作，

驱动电机12的转速由变频器控制，实现被试滑油泵3转速的控制；本试验台共设有四路供油

管路，可以同时为被试滑油泵3的四个吸油口供油，两路回油管路与被试滑油泵3的两个出

油口相连，接收被试滑油泵3输出的油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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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在被试滑油泵3工作时，油液由主油箱1经过吸油过滤器42进入第一气动三通球阀

6或者由计量油箱2经过吸油过滤器41进入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可以控

制所在的供油管路由主油箱1或者计量油箱2供油；油液由第一气动三通球阀6流出后依次

经过第一流量计7、节流阀8、第一温度变送器9、第一压力变送器10后进入被试滑油泵3的吸

油口，第一流量计7、节流阀8、第一温度变送器9、第一压力变送器10测量被试滑油泵3的吸

油口的流量、温度、压力，以反映被试滑油泵3的工作状态；节流阀8可以调节被试滑油泵3吸

油口的供油压力，并且四路供油管路的工作原理均是相同。

[0026] 油液由被试滑油泵3的出油口流出，依次经过第二压力变送器101、第二温度变送

器91、第二流量计71、溢流阀13、调节阀14、回油过滤器15后回到主油箱1；第二压力变送器

101、第二温度变送器91、第二流量计71测量被试滑油泵3出油口的压力、温度、流量；调节阀

14可以调节被试滑油泵3出油口的压力，以达到试验要求；回油过滤器15拦截被试滑油泵3

磨合产生的污染物，保证试验油液的清洁度；在调节阀14的上游装有溢流阀13，用以限制回

油管路的最高压力，保证试验操作安全，并且两路回油管路的工作原理相同。

[0027] 所述由主油箱1、第二气动球阀52、计量油箱2、第一气动球阀51、第三吸油过滤器

43、循环泵19、第二气动三通球阀61、散热器20、加热器21、粗过滤器22、精过滤器23、高精过

滤器24、第一单向阀25、第二单向阀251、第三气动三通球阀62组成的循环回路既可以完成

主油箱1或者计量油箱2油液的循环过滤、加热与散热，又可以完成主油箱1与计量油箱2之

间油液的交换；第二气动三通球阀61选择的油液由散热器20或者加热器21流过，以实现油

液温度的控制。

[0028] 真空泵18用来对主油箱1抽真空形成负压，当被试滑油泵3随飞机上升时，大气压

会随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对油箱进行抽真空会使得油箱内气压降低，从而达到模拟高空条

件的目的，粗调节阀26与精调节阀27实现气压的精确调节；主油箱1通压缩空气16来增加主

油箱1内的气压；被试滑油泵3的吸油口压力≥0是其地面性能测试所须的条件，通过调压过

滤器17调节气压的大小，以满足被试滑油泵3地面性能测试的条件。

[0029] 本发明所述的试验台能同时满足多个型号滑油泵的磨合运转、密封、地面性能、调

压活门、高空性能等试验的要求；并且该试验台能够满足不同规格滑油泵，多个试验项目的

要求，一次安装即可完成被试滑油泵所有的试验项目，减少了拆装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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