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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是由中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民用航空器维修培训机构工

作委员会依据中国民航局规章 CCAR-66R3《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并按照中

国民航局咨询通告 AC-66-FS-002 R1《航空器维修基础知识和实作培训规范》组织民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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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66R3 执照考试和 CCAR-147 维修培训教材，也适合在职飞机维修人员学习和相关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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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教材是在中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的直接领导下编写的，教材的编写得到了中国民

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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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飞机结构和系统》是在中国民航局规章CCAR-66R3《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指导下，按照中国民航局咨询通告AC-66-FS-002 R1《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培训和考试》

维修基础知识培训M3模块飞机结构和系统编写的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理论课程教材。教

材注重知识实用性且遵循通畅易懂的原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在编写过程中避免深奥

和复杂的理论，强调定性描述大纲中要求掌握的基本知识点。

本教材内容包含飞机系统的介绍，飞机系统相关的概述、原理、部件识别和飞机系统的

典型维护等。本教材不仅可以作为航空维修职业技术学院和CCAR-147维修培训机构的培训教

材或参考资料，也适用于具有一定基础的航空机电专业人员学习。

全教材由李珈主编，曹俊和熊波承担统稿。

本教材各章主要编写人员如下：第一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曹俊；第二章黄迪梦；第

三章赵渊、李锋；第四章张超超、赵渊、屈满军、俞昂炬；第五章赵渊、张超超、白玉、吴

春宝；第六章赵渊、李自力；第七章李自力；第八章吴春宝、张超超；第九章李垦；第十章、

第十五章胡贤；第十一章白玉；第十二章熊波、李垦、梁毓韧、冯锦岩；第十六章刘瑾克、

程信；第十七章熊波、李禹含；第十八章张平、刘瑾克；第十九章程信、张平；第二十章刘

瑾克。各章的典型飞机系统维护部分由李锋、熊波编写。

本教材评审人员：主审王会来；审核组成员项伟、张洪涛、张铁纯、王昌昊、杨立江。

评审组专家对全书进行了审校，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行业众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但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以及编

写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恳请使用本书的师生和读者提出指正，以便再版时加以纠正。

编者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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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飞机的分类 
 

1.1  民用飞机分类 

 

1.1.1 概述 

 

飞机是指由固定翼产生升力，由推进装置产生推（拉）力，在大气层中飞行的重于空气

的航空器。 

飞机是 20 世纪初 重大的发明之一，莱特兄弟在 1903 年 12 月 17 日进行的飞行作为

“第一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进行的受控的持续动力飞行”被国际航空联合会所认可，莱特兄

弟也被公认为世界发明飞机的第一人。自从被发明以后，飞机日益成为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

工具，它深刻的改变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飞机按用途可以分为军用机和民用机两大类。军用机是指用于各个军事领域的飞机，而

民用机则是泛指一切非军事用途的飞机（如客机、货机、公务机、农业林业机、体育运动机

等）。本章仅对民用飞机的分类进行介绍。 

 
图 1-1 军用机与民用机 

 

1.1.2 分类与比较 

 

1. 按用途划分 

民用飞机按使用用途可划分为三种：一是全客机，主舱载人，下舱载货，现在国内客运

航空公司运营的基本都是这类客机；二是全货机，主舱及下舱全部载货，国内的货运航空公

司基本采用这种飞机；三是客货混用机，在主舱前部设有旅客座椅，后部可装载货物，下舱

内也可以装载货物，部分公务机就采用这种布局。 

从外观看，全客机有较多的登机舱门及应急门。而全货机通常只配备了极少的登机门，

取而代之的是较大的货舱门，便于装载体积较大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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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客机与全货机 

2. 按飞机的构造划分 

按照飞机使用的主体材料可划分为木布材料、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飞机。莱特兄弟制造

的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就是以木材与布为主要材料的飞机，其木与布的材料占比超过了整机的

50%，基本构架是以木条木板作为骨架，亚麻布作为机翼翼面，这种材料持续使用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 

因为木布飞机明显的缺陷，飞机逐渐开始使用金属材料为主体来进行制造，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全金属飞机得到大力发展，铝合金为主再加上钛合金等材料成为飞机的主体材料，

并持续至今。 

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上个世纪 70 年代，复合材料应运而生，复合材料有非常多的优

点，例如比强度高、重量轻、抗疲劳等，它能使飞机保持原有强度的情况下大幅减轻重量。

波音 B787 飞机和空客 A350 飞机的复合材料在总材料的占比已经超过了 50%。复合材料的维

修也将在飞机维修中显得愈加重要。 

按机翼的数量可以将飞机分为单翼机、双翼机和多翼机；民航飞机常见的单翼机还可细

分为上单翼机、中单翼机和下单翼机。 

 

图 1-3 上单翼飞机 D328 

按机翼平面形状，飞机可分为平直翼飞机、梯形翼飞机、后掠翼飞机、三角翼飞机等，

民航飞机常用的是后掠翼飞机，而曾经的“协和”飞机为了超音速飞行，采用的是三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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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按机翼平面分类的平直翼与后掠翼飞机 

按尾翼布局形式，飞机可分为高平尾飞机、中平尾飞机和低平尾飞机，其中高平尾也称

之为 T 型平尾。 

 

图 1-5 T 型平尾飞机 EMB145 

按照起落架的布局可以划分为前三点式飞机和后三点式飞机；根据起落架滑行方式的不

同，飞机又可分为轮式起落架飞机和浮筒式飞机（常为水上飞机）。 

 
图 1-6 浮筒式飞机塞斯纳 208 

3. 按发动机划分 

按照发动机的类别可分为涡轮式发动机飞机和活塞式发动机飞机。按发动机产生动力的

方式又可分为螺旋桨飞机和喷气式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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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飞机的发动机数量划分有单发和多发（双发、三发、四发等）飞机。 

按发动机安装的位置划分，常见的民用飞机有机身内式发动机飞机、翼吊式发动机飞机

和尾吊式发动机飞机。 

 

图 1-7 翼吊式发动机飞机运 12 与尾吊式发动机飞机 ARJ21 

4. 按飞行速度划分 

根据飞行速度的快慢，飞机有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之分，亚音速飞机又分低速飞机

（飞行速度低于 400 公里/小时）和高亚音速飞机（马赫数为 0.8～0.9），多数喷气式飞机

为高亚音速飞机。超音速飞机是指飞机速度超过音速的飞机，民用超音速飞机有英法联合研

制的“协和”飞机与前苏联研制的图-144 飞机。协和飞机巡航高度可达 15 000～18 000 米，

巡航速度高达 2.04 马赫数。 

 
图 1-8 协和飞机 

5. 按航程远近划分 

远程、中短程飞机的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一般将航程可达 11 000 公里的飞机称之为

远程飞机，可以完成跨洋飞行，国内常见的波音 B787 客机、空客 A330 客机等都可划分为远

程客机，现阶段公认的航程 远的民航飞机当属美国波音公司的 B777-200LR 型飞机，这款

飞机的标准航程长达 17 000 公里以上，在 2005 年创造过从香港起飞，途径太平洋、美国、

大西洋， 后抵达伦敦，全程约 21 601 公里的商用客机长途飞行纪录；中短程飞机的航程

一般不超过 5 000 公里，常见的波音 B737 客机、空客 A320 客机以及国产 ARJ21 飞机都属于

中短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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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波音 777 飞机 

6. 按飞机信号传输媒介划分 

按飞机信号的传输媒介可划分为机械传输、电传输和光传输。 

传统飞机的飞控系统、推力控制系统、刹车系统等都采用机械操纵的方式，通过钢索与

机械连杆来传递控制信号。 

随着技术的发展，除飞控系统外，其余的控制信号开始逐步使用电信号传输方式。20 世

纪 80 年代初在民航机上开始将电传方式运用在飞控系统上，借助电信号操纵液压伺服系统

来控制飞机状态。这种飞机的驾驶杆连接的不是钢索，而是传感器。通过驾驶杆位置的变化，

实现传感器电信号的变化，然后将此电信号送给计算机，计算机进行保护运算后将补偿后的

电信号 终送至舵面作动筒的伺服活门，改变活门位置，实现液压力作动舵面。相比机械控

制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精确，而且可以避免长距离布局钢索的不便，逐渐成为现代民航飞机

的主流。 

 

图 1-10 电传飞控系统示意图 

光传是指采用光纤代替电线作为控制信号的传输媒介，是未来民航飞机的发展趋势。光

传系统是以光代替电作为传输载体,以光导纤维作为物理传输媒质,在计算机之间或计算机

与远距离终端(如舵机等)之间传递指令和反馈信息的控制系统。光传系统是在电传系统上发

展起来的,电传系统的致命弱点是易受雷电和电磁干扰及核辐射的影响。现代飞机性能不断

侧杆及传感器 

计算机 

液压油 

舵面 

反馈信号 

伺服活门→ 

反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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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电子设备日趋复杂,这必然导致电缆用量的增加以及线路布局的复杂化,从而加大了线

路之间的干扰,使电传系统难以正常工作，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采用光传系统。波音 B787

飞机、空客系列的部分飞机均在航电系统中使用了光传技术。 

7. 按飞机维护系统演变划分 

机载维护系统及设计理念的变化，带来飞机维护技术和维修方式的巨大变化。可以从设

计、使用和维护角度把民航飞机划分为传统飞机、现代飞机和新一代飞机。 

传统飞机故障时,维护人员只能操作驾驶舱面板上的系统测试电门、电子舱计算机前面

板上的测试电门，然后根据各指示灯的颜色变化等结果来进行飞机故障的隔离，这样很难找

到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找到故障原因。 

现代飞机因为安装有中央维护计算机，当发生故障时，维护人员只需使用中央维护系统

（CMS）就可以简单高效的找到真正故障源，快速排除故障。CMS 还可以存储飞机系统的构

型信息，包括飞机系统部件的安装件号、序号、部件中安装软件的版本号等数据。 

新一代飞机维护系统的变化是中央维护计算机由中央维护功能软件取代。飞机上安装有

航线可更换模块(LRM)，LRM 内装载了多种软件，每种软件可以模拟一台传统计算机来进行

运算，一个 LRM 就综合了数台传统计算机的功能，这样省去了众多计算机，大大减轻了飞机

的重量。而且新一代飞机的故障信息收集、维护手册的查询、故障隔离、故障排除后的测试

以及电子记录本的签署，均可采用机载显示系统来进行，极大地节省了排故时间，提高了工

作效率。 

 

图1-11 机载维护系统 

民用飞机除上述的分类方式外，还可以按照飞机重量分类，将重量不超过 5700 千克的

飞机划分为小型机，常用于通用航空；超过 5700 千克的飞机为大型飞机，常用于商业运行。

按照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分为有人机和无人机。 

传统飞机维护系统 现代飞机维护系统 

新一代飞机维护系统 远程数据处理集中器 

电子全传输交换式以太网 

中央维护 

功能软件 

飞机系统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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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典型飞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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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典型飞机结构 

2.1 飞机结构概述 

2.1.1 飞机的机体结构组成 

飞机有五个主要的结构部件，包括：机身、机翼、安定面、飞行操纵面和起落架。 

图 2-1 主结构部件 

飞机典型机身结构由以下部分组成：前机头，前机身段，中机身段，后机身段和尾

部。机身部件由许多小的构件组成，包括长桁、框架、隔框、肋、蒙皮和其他构件。各个

构件之间通过支架、铆钉、螺栓、螺钉和螺母相互连接。这些构件的主要作用就是承受载荷

或抵抗应力。通常，应力是由于物体抵抗变形而产生的一种内力。飞机在起飞、巡航和着

陆阶段会受到不同类型的应力影响。 

图 2-2 机身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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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飞机结构载荷 

1．飞机的内力

飞行中机翼上的空气动力，起落架等部件的重力，都是作用于机翼上的载荷。各个构件

在外载荷的作用下，自身会产生反作用力。构件所承受的这些外载荷，统称为外力。 

当构件受到外力导致材料分子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表面形态发生变化，这时分子间会

产生一种抵抗变形，恢复原状的内载荷，叫做内力。单位横截面面积上的内力叫做应力。 

影响飞机结构的 5 种主要应力类型是: 

1）拉伸

2）压缩

3）扭转

4）剪切

5）弯曲

拉伸应力是一种抵抗试图拉断物体的应力。例如，发动机的推力推动飞机前进，但空气

阻力阻止飞机向前，因此导致拉伸。计算材料的抗拉伸强度（以 kPa 为单位），应该用材料

的负载(以 N为单位)除以其横截面面积(以 mm
2
为单位)。  

压缩应力是一种抵抗挤压的应力。它会导致飞机部件缩短或挤压在一起。衡量压缩应力

的指标叫抗压强度，其也以 kPa 为单位。 

扭矩是造成扭转的应力。飞机上的扭矩通常发生在方向舵偏转的时候。 

剪切应力是一种抵抗材料间发生相对错动的应力。当两个铆接板分别处于受拉状态时，

铆钉承受剪切应力。材料的抗剪切强度通常等于或小于其抗拉伸或抗压缩强度。 

弯曲应力是由压缩力和拉伸力的组合而产生的。 

图 2-3 飞机受到的应力 

2. 飞机的外载荷

飞机在起飞、飞行、着陆及地面停放等过程中，作用在飞机上的外力称为飞机的外载荷。

这些外载荷包括空气动力、惯性力以及飞机在着陆、地面滑行和停机时地面的反作用力。 

飞机做等速直线水平飞行时，作用在飞机上的外载荷有：升力 Y0、阻力 X。、重力 G和

推（拉）力 P。，如图 2-4 所示。由于飞机处于平衡状态，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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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G 

  X。= P。 

 

图 2-4 飞机在等速直线飞行时的外载荷 

3. 飞机的过载 

1）飞机重心的过载 

（1）过载的基本概念 

飞机做机动飞行或平飞中遇到突风时，作用在飞机上的外载荷除重力外是随时间发生变

化的。为了便于确认飞机在某一飞行状态下受外载荷的严重程度，可用当时飞机所受的除重

力以外的外载荷同飞机重量做比较，这就产生了过载这一概念。 

（2）过载的定义 

作用在飞机某方向的除重力之外的外载荷与飞机重量的比值，称为该方向的飞机重心过

载，用 n表示。飞机在 y轴方向（如图 2-5 所

示）的过载 ny等于飞机升力 Y 与飞机重量 G

的比值，即 

𝒏y =  
𝐘

𝐆
        

飞机在 x轴方向的过载 nx等于发动机推力与

飞机阻力之差与飞机重量的比值，即 

𝒏x =  
（𝐏 𝐗）

𝐆
    

飞机在 z轴方向的过载 nz等于飞机侧向力与

飞机重量的比值，即 

𝒏Z =  
𝐙

𝐆
    

飞机机动飞行或飞行中遇到突风时，y轴方向的过载 ny往往较大，而其它两个方向的过

载 nx和 nz较小，而且对飞机结构强度的影响也较小，一般只对某些局部结构强度需要加以

考虑。飞机在 y轴方向的过载是结构设计的主要指标之一，飞机的结构强度主要取决于 y轴

图 2-5 飞机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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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过载 ny。 

（3）过载的大小 

飞机的重心过载可能大于 1,也可能小于 1,或等于零，甚至是负值。这取决于飞行时升

力的大小和方向。过载的正、负号与升力的正、负号一致，而升力的正、负号取决于升力与

飞机坐标轴 y 的关系，即升力与 y轴正向一致时取正号，反之则取负号。例如，飞行员柔和

推杆使飞机由平飞进入下滑的过程中，升力向上，与 y 轴正向一致，但比飞机重量略小，飞

机的过载就是小于 1的正数。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如果遇到向下的强大突风，就有可能使

飞机升力向下，与 y轴正向相反，产生负过载。 

（4）过载的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知，过载表示飞机的外载荷（除重力外）与飞机重力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用倍数来表示的，是一个相对值。例如，过载 ny就表示飞机的升力 Y是飞机重力 G（也就

是等速直线飞行时飞机的升力）的多少倍数。 

如果我们知道了飞机的过载值，就能很方便地求得飞机所受的实际载荷大小，也就知

道了它作用的方向（根据过载的正负来判断），这就便于设计飞机结构，检验其强度、刚度

是否满足要求。 

为了使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了解飞机在飞行中受外载荷的大小，通常在飞机上装有过载

表（或称为加速度表）。飞行中，飞行员应注意过载表的指示，防止飞机过载超过规定值。

着陆后，机务人员如果发现过载表指示的数值过大，就应加强对机体结构的检查，并把过载

数值记录在飞机履历本上。 

2）飞机各部位的局部过载 

前面在研究飞机过载时，是把整架飞机当作一个质点来看待的，因此，计算得到的过载

是指飞机重心处的过载。当飞机绕重心有角加速度εx(抬头为正)时，飞机各部位的过载值

就会发生改变。例如，当飞机绕重心有一个抬头的角加速度εx时，在机身上某一点 i 处，

就会产生一个线加速度(如图 2-6 所示)： 

图 2-6 飞机的局部过载 

这个附加的线加速度𝑎 yi将产生一个附加的过载△ni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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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
𝒂𝒚𝒊

𝒈
= 

𝒙𝒊𝜺𝒙

𝒈
 

式中𝑔——重力加速度。 

因此，在 i点处的局部过载 ni为 

ni = n + △ni = n + 
𝒙𝒊𝜺𝒙

𝒈
  

从上面这个公式可以看出,飞机各部位的局部过载沿飞机长度是按直线规律变化的，如

图 2-6 所示。i点处距离飞机的重心越远，或飞机绕重心转动的角加速度越大，该点处的附

加过载也越大。只有当飞机绕重心的角加速度εx= 0 时，飞机上沿纵向各点处的过载才相

等，都等于飞机重心处的过载。 

同样，当飞机绕纵轴有滾转加速度时，离开飞机纵轴线上的某一点处，也会产生相应

的线加速度，形成一个附加过载，附加过载的计算方法同上。 

3）飞机着陆时的过载 

飞机着陆时，由于飞机的垂直下降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降为零，出现很大的负加速度，

这将引起着陆过载(如图 2-7 所示)。 

飞机着陆过载的定义是起落架的实际着陆外载荷 Pig 与飞机停放在地面时起落架的停

机载荷 Poig之比，即 

ny = 
𝐏

𝐏
= 

𝐆 𝐍𝐲 𝐘𝟏

𝐆

式中 Ny——着陆时飞机的 y轴方向惯性力； 

Y1——着陆时飞机的升力。 

图 2-7 飞机着陆时的过载 

2.1.3 飞机结构分类、站位编号和区域划分 

为了对飞机机身的某个位置定位，需要通过区域、参考点、线和平面等坐标来建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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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制造商对参考平面使用不同的测量单位，波音公司使用英寸，而空客飞机使用厘米和毫

米。飞机按参考平面或坐标划分为主区和分区，这样有助于快速识别组件的位置，并有助于

计算重心和重量分布。 

1. 飞机结构分类：

根据结构件承受载荷的类型以及失效后对飞机持续适航性的影响程度，飞机结构分为主要

结构和次要结构两大类。 

结构主要：指传递飞行、地面或者增压载荷的结构。主要结构包含重要结构和一般主

要结构。重要结构指传递飞行、地面或者增压载荷的关键结构件或者关键结构组件。重要

结构件一旦失效，将导致飞机灾难性事故。例如，前登机门的蒙皮、41段机身隔框、43段

龙骨梁等就属于重要结构件；而 43段地板梁和座椅导轨就属于一般主要结构件。 

次要结构件：指仅传递局部气动载荷或者自身质量力载荷的结构件。大多数次要结构

主要作用为保证飞机气动外形、降低飞机飞行时的空气阻力。例如翼-身整流罩。如果次

要结构失效，将不影响结构持续适航性/飞行安全。 

2. 波音飞机的分区和站位识别系统

1）机身区域

飞机整个机身的坐标系依据飞机三个轴线建立：垂直轴线、横向或水平轴线、纵向轴线。

在波音飞机上，机身坐标分为机身站位线、机身纵剖线和机身水线。 

机身站位线是与机身纵向轴线垂直的平面。从飞机机头前方的一个点定义为 0 站位来

开始测量距离，缩写是 BSTA。 

机身纵剖线是与机身纵轴线平行的平面，机身纵轴线是纵剖线的 0站位。左侧机身纵剖

线的缩写是 LBBL，右机身纵剖线的缩写是 RBBL。 

机身水线是与机身站位和机身纵剖线垂直的平面，用一个假想的平面作为机身水线 0站

位，不同机型的 0 水线位置会有不同，但实际位置都是从机身下部开始测量。 

图 2-8 机身站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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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机身纵剖线 

2）机翼区域 

飞机的机翼坐标系由机翼参考平面、机翼纵剖线和机翼站位构成。 

在波音飞机上，机翼参考平面是倾斜的，它和机翼的上反角一样。例如，在下图这架飞

机上机翼参考平面与水平面呈 7度倾斜，从机身纵剖线 127.5 站位开始计算。 

机翼纵剖线是一个与机翼参考平面成直角的垂直平面，从机翼参考平面和机身纵剖线 0

站位的交叉处开始测量，单位为英寸。 

机翼站位线是一个与机翼参考平面垂直的平面，同时它也与机翼后梁成直角且到后者为

止。从机翼前缘的延长线与机翼纵剖线的交点为 0站位开始测量，单位为英寸。 

 

图 2-10 机翼参考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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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机翼纵剖线 

 
图 2-12 机翼站位线 

3）短舱、吊架区域 

在波音飞机上，短舱坐标分为：短舱站位、短舱纵剖线和短舱水线。 

短舱站位是一个与短舱中心线成直角的垂直平面，短舱 0 站位在每个发动机前安装底

座的前面，具体位置距离取决于发动机型号。例如在某个型号的飞机上，短舱的 0站位在发

动机前安装底座的前面 197.5 英寸处。不同飞机型号，这个距离是不同的。 

短舱纵剖线根据机翼纵剖线来定义。例如在某个型号的飞机上，内侧发动机的短舱纵剖

线 0站位与机翼纵剖线 470 站位呈 2°夹角，外侧发动机的短舱纵剖线 0站位与机翼纵剖线

834 站位呈 2°角。 

短舱水线与机翼参考平面平行。短舱水线的 0站位在短舱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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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短舱坐标 

5）尾翼区域。

尾翼区域的坐标系与机翼类似。波音飞机水平安定面坐标参考主要有水平安定弦面、纵

剖线、站位，前缘站位和升降舵站位。而垂直安定面的坐标基本与水平安定面相同，故本节

仅介绍水平安定面的站位坐标。 

水平安定弦面横穿整个安定面翼面的前缘和后缘，这个平面也称为水平安定面参考平面。 

水平安定面纵剖线是一个与安定弦面成直角且与机身中心线平行的平面。水平安定面纵

剖线的 0站位跟机身纵剖线的 0站位一致，从该处开始测量纵剖线站位。 

水平安定面站位是一个与安定弦面成直角，且与后梁也垂直并到后梁为止的平面。水平

安定面的 0站位在前缘的延长线与纵剖线 0站位的交点处。 

水平安定面前缘站位是与水平安定面前缘成直角的平面。前缘站位的 0 站位在前缘延

长线与纵剖线 0站位的交点处，从这里开始计算前缘站位。 

升降舵站位是与升降舵铰链中心线成直角的平面，在升降舵铰链中心线和纵剖线的交点

作为 0站位。 

3. 空客飞机的站位识别系统

空客飞机制造商使用固定的坐标系统来定义位置和部件，而不是机身站位、纵剖线或水

线。通常在空客飞机上，机身坐标在纵轴上有 X值，在横轴上有 Y值，在立轴上有 Z 值。 

图 2-14 空客飞机机身 Y 和 Z 坐标的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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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空客飞机机身 X 坐标的零起点 

如图 2-14,显示了 Y 和 Z 坐标的 0 点。机身的基准面也就是 Z 轴上的 0 点，它比空客

A320 飞机的地板梁高 240 毫米。坐标轴有正负值，中心线的右侧定义为负的 Y 值，左侧为

正的 Y值。 

而 X坐标值都是正的。它的测量与零站位有关，零站位是一个虚构位于飞机机头前方的

固定点。例如，在空客 A320 飞机上，0 站位在机头前方 2540 毫米处。Z 值也可以是负的或

正的，取决于低或者高于 Z=0 站位。 

图 2-16 空客飞机机身坐标 

空客飞机在机翼和短舱上也使用这种坐标系统。例如，在 A320 飞机上，机翼参考平面

被称为机翼基准，是根据水平机翼基准来定义的，机翼站位的测量是从 1 号翼肋到前翼梁的

长度，以毫米为单位。测量路径是与 1号翼肋成直角，而不是沿着前梁。 

对于短舱，也有独立的站位。例如，短舱 0 站位就位于机身站位的 0站位后面。具体距

离根据飞机类型会有所不同。对于水平和垂直安定面站位，它们是根据其组件命名的。这些

站位的定义类似于机翼站位系统。 

4. 区域划分

所有现代飞机都有不同类型的区域。有主区域、子区域和分区域，用于定位各种组件、

子组件、门和面板的位置。 

8 个主区域是用 3位数来表示。第一个数字是 1 到 8 之间的数字，后面是 2个 0。主区

域 100 是机身的下半部，200 是机身的上半部，300 是尾部，尾部覆盖了后机身，水平和垂

直安定面。主区域 400 是动力装置和短舱，500 是左机翼，600 是右机翼。主区域 700 是起

落架和起落架舱门，800 是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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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飞机主区域   

 
图 2-18 飞机区域识别 

主区域又被划分为子区域，以便更精确地定位组件和部件。子区域由数字代码中的第二

位数字来识别。小飞机是从 1到 6，大飞机是从 1到 9。通常位于飞机右边的子区域用偶数，

左边的子区域用奇数。子区域又被划分为多个分区域，以精确定位某一个部件或某一组组件。

分区域由数字代码的第三位数字来识别。通常，它们的编号的规则是从前到后，从内到外，

从下到上。 

 

2.2 飞机结构 

 

2.2.1 机身结构 

 

飞机主要有两种机身结构形式：硬壳式机身结构和半硬壳式机身结构。 

1. 硬壳式机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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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身是飞机结构的主要部件，为乘客、货物和其他设备提供装载的空间。机身由若干

个部分组成。这些部分都有相应的编号或描述，例如第41机身段或前机身段。硬壳式机身

结构使用框架组件和舱壁来塑造机身，飞机蒙皮直接铆接在框架上。这种结构让蒙皮能够

承受机舱压力，要求蒙皮要足够坚固，以保持机身刚性。硬壳式结构最大的问题是既要让

蒙皮具有足够的强度，同时也要让蒙皮的不要超重。硬壳式机身结构如图2-19所示。 

图2-19 硬壳式结构 

2．半硬壳式机身结构 

在半硬壳结构中，蒙皮由纵梁、隔框和桁条来承受荷载。与硬壳结构相比，蒙皮被安 

装在框架上，加强夹板被铆接在框架上，这种结构使机身更加灵活，具有较好的强度刚度

比。因此，半硬壳式机身结构在承受大量载荷时，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半硬壳式机身结构

如图2-20所示。 

图2-20 半硬壳式结构 

3. 机身主要框架部件：

机身主要框架由各部件组成：隔框、承压隔板、桁条、地板梁，地板与蒙皮之间的剪

切带,龙骨梁。隔框的作用是保持飞机外形，支撑蒙皮，提高飞机的稳定性。它们也有助于

承载和分配由结构应力引起的不同载荷，例如剪力和张力。在组装机身的隔框时，通常两

个隔框之间的间隔为50.8厘米（20英寸）。承压隔板可以承载和分配机身的不同载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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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位于机身的前端及尾部、轮舱和机翼等区域。若干承压隔板构成机身压力舱的一部分，

例如，前承压隔板和后承压隔板。安装压力舱壁的目的是用以承受机舱压力。 

图2-21 承压隔板 

桁条是支撑机身蒙皮的纵向结构件，它们位于飞机蒙皮的内侧。由于机身需要承受弯曲

力、剪切力、扭转力和机舱压力，所以桁条被设计用来传递和承载载荷。桁条和其它板材件 

图2-22A 蒙皮桁条框架 

图2-22B 蒙皮桁条框架 

连接在一起，仅避开窗户和门等结构。角片通常在内蒙皮连接桁条和隔框。这些角片的主要

作用是将载荷从蒙皮传递到隔框上，减少压应力。地板梁水平放置，与蒙皮相邻。如图2-22

所示，它们连接在机身隔框上，帮助承载压力载荷。地板梁能够承受机舱压力，也能承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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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导轨传递的载荷。 

连接客舱地板与蒙皮的抗剪加强带，沿机身两侧延伸，与地板梁水平。它们连接到地

板梁、隔框和蒙皮桁条上，为分配客舱压力载荷提供了额外的路径。 

机身的外表面主要是由蒙皮来构成。蒙皮的加强结构件也是机身结构中占比较大的一

项，因此它们都是机身结构中的重要部分。由于桁条和隔框的间隔是固定的，所以蒙皮承

受了大部分的主要载荷。因此，蒙皮有助于防止屈曲和保持机身横截面形状的完整。 

图2-23 客舱地板与蒙皮的连接 

龙骨梁位于中央翼下方、两主轮舱之间的机身中心线上，它对于机身、机翼和起落架

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部件。龙骨梁是由抗压缘条和抗剪腹板组成，其中抗剪腹板上装有加

强筋。 

由于龙骨梁的存在，轮舱区域的结构不需要蒙皮和桁条系统，才能够在机身上开口，

便于收放主起落架，而这个部位的垂直方向的剪切力则由龙骨梁承受。此外，龙骨梁还将

与轮舱区域外的机身蒙皮和桁条一起承受各种载荷。 

图2-24 轮舱区域框架结构 

4. 中央机身段和机身尾段

机身中央段是将中央翼盒与主起落架连接在一起的结构部件。飞机舱底以下为非增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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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由中心翼盒的上蒙皮和主起落架上方的翼盒延伸压力封严形成压力边界。前后压力边界

是由位于中央翼盒前部和主起落架舱后部的承压隔板（有时也叫承压隔框）形成的。 

 

图2-25 中央机身段和主起落架轮舱 

机身尾部用于承受尾翼的不同载荷，由框架、桁条和蒙皮组成，并铆接在一起。 

 

2.2.2 机翼与尾翼结构 

 

1. 机翼结构 

机翼的主要功能是产生升力，使飞机保持飞行状态。机翼还用来储存飞行所需的燃

料，并安装燃油系统部件。它们还用于安装发动机、飞行控制及其他系统。机翼结构通常

有三个主要区域，分别是：左大翼，中央翼，右大翼。它们连接在一起形成机翼的主体，

主体的功能是将各种载荷传递给机身结构。机翼结构如图2-26所示。 

 

图2-26 飞机机翼油箱 

飞机左右翼盒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有：作为燃油箱侧壁的后翼梁及前翼梁、翼肋、上

下桁条和上下蒙皮。机翼箱内的区域被划分为相互独立的隔舱，用于储存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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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7 飞机机翼翼盒 

机翼的外表面由蒙皮面板和蒙皮内表面上的加强桁条构成。机翼受力为正过载时，上蒙

皮面板主要承受压缩载荷，它由铝锌合金制成。下蒙皮面板主要承受拉伸载荷，并将载荷传

递到机身结构上。机翼下蒙皮面板是由铝铜合金制成的。通常，下机翼蒙皮面板在翼肋之间

有接近盖板或者开口。 

图2-28 飞机机翼结构 

机翼前后翼梁通过铆钉、螺栓、角片和十字连接件连接到上下蒙皮盖板，翼梁的宽度向

翼尖方向逐渐减少。前梁是带有垂直加强筋、上下缘条和梁腹板的一种大梁。垂直加强筋将

翼梁腹板的两侧连接起来，并且也会连接到前缘和后缘的肋上，这样的连接方式提高了结构

的刚性。缘条通过螺栓连接到梁腹板、垂直加强筋和翼肋上。前梁腹板是一种面板，位于上

下机翼蒙皮之间，形成翼盒的前端。 

后翼梁的结构与前翼梁相似。此外，起落架支撑臂有时还被称为“假后翼梁”。起落架

支撑臂将后主起落架载荷分配给机翼后翼梁和机身结构。 

根据飞机类型的不同，在翼盒内的翼肋有呈对角线排列或平行排列两种形式。翼肋能够

承受扭转、压缩和剪切载荷，也能支撑机翼的外形，并且也可以作为油箱的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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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9 飞机翼梁腹板 

机翼前缘结构位于机翼剖面的前端，并对襟翼和缝翼结构提供支撑，并根据飞机类型不

同，支撑方式也有所不同。前缘由前梁、加强筋、翼肋和上下蒙皮共同构成。一般来说，前

缘蒙皮面板由复合材料制成，以减轻重量。但是，前缘迎风面的蒙皮通常由铝合金制成。 

图2-30 飞机机翼前缘 

后缘位于机翼剖面的后端。后缘结构用来为飞行控制、飞机系统设备、油管、电缆和电

线提供支撑。后缘结构由翼肋、加强筋、后梁和上下蒙皮组成。其结构形式和机翼前缘十分

类似。 

机翼的翼尖，一般都会安装翼梢小翼。图 2-31展示了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上的小翼。

这两种结构在增加升力和减少诱导阻力方面有显著效果，它们能提高机翼的性能。它们通

过一种特殊的连接件连接到机翼末端，这种连接件是机翼末端翼肋的一部分。翼梢小翼由

翼梁和被蒙皮包围的肋构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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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飞机翼梢小翼 

中央翼盒的作用是，将不同的载荷分配给机身，还可以作为油箱存储燃油，此外它还为

机身左右翼盒提供连接点。中央翼盒由前翼梁和后翼梁，以及上下蒙皮面板和桁条组成。中

央翼盒的外侧由机身翼肋构成，这种翼肋位于机身和机翼之间。这种翼肋形成了左右大翼的

翼盒的内侧端面。蒙皮面板由连接到左右翼蒙皮的桁条进行加固。中央翼盒由带有加强腹板

的梁来进行加固，而加强腹板位于上下蒙皮之间并与蒙皮相连接。 

图2-32 中央翼盒 

2. 飞机尾段

机尾是一个非增压的区域，其组成有：垂直安定面，背鳍和方向舵，水平安定面，升

降舵和尾舱（如图2-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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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飞机尾段 

尾舱作为机身的尾部（如图 2-34 所示），是由隔框、桁条和蒙皮铆接在一起构成的。

尾舱是一个可拆卸的单元，它有一个 APU 舱，用于拆卸和检查 APU 的勤务门，包含一个 APU

进排气口。 

 

图2-34 飞机尾舱 

3．水平安定面 

水平安定面的作用保持纵向平衡和进行俯仰配平控制。此外，在某些飞机上还可以用作

配平油箱。有些水平安定面被制造成一个整体结构，也有些是由3个独立结构组装而成。如

图2-35所示，这是一个整体式水平安定面。这种类型的水平安定面有一个结构盒，该结构盒

与中心连接肋拼接在一起，并从这根肋向外侧延伸。它还有一个可移动的前缘，一个铰链式

升降舵和一个栓接在结构盒末端的翼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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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5 整体式水平安定面 

三件独立式水平安定面由左、中、右侧三部分组成。外侧部分由前后扭矩盒、可拆卸的

前缘和固定的后缘组成，如图 2-36 所示。前缘位于安定面剖面的前端，并通过安定面中心

部分将载荷输送至机身。通常，前扭矩盒的结构由前梁、肋和辅助梁构成，其构造类似于前

梁。后扭矩盒的结构与前扭矩盒相同。固定后缘位于安定面剖面的后端。它用铰链配件支撑

铰链式升降舵，并通过安定面的中心部分向机身传递载荷。在图 2-36 所示的飞机的安定面

上，内侧升降舵和外侧升降舵是分开运动的，以进行俯仰控制。而在其他飞机的安定面上，

每侧只有一个升降舵。这些升降舵通过铰链连接到固定后缘上，其结构与安定面一样。 

 

图2-36 3件独立式水平安定面结构 

4．垂直安定面 

垂直安定面位于尾部的顶部。垂直安定面，也称为尾鳍，它由前后扭矩盒，尾鳍前缘和

一个鳍尖组成。可偏摆的方向舵安装在固定的垂直安定面的后缘。方向舵主要用于进行偏航

控制。方向舵结构与升降舵结构相似（如图 2-37 所示），垂直安定面也有一个肋结构。鳍

尖位于垂直安定面的上端。尾鳍用于将垂直安定面平滑地连接到机身上，它由机械加工成型

的铝蒙皮、小肋和复合材料整流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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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7 垂直安定面结构 

2.2.3 吊架和吊舱 

吊架位于飞机的每一个机翼下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它支撑着每个机翼上的发动机，

是在发动机和机翼之间的支撑和配置系统，但其主要功能是将发动机的所有负载传送到扭

矩盒。吊架也被称为支柱，通常由框架和蒙皮结构组成，这些结构铆接在一起形成飞机短

舱支柱组件。此外，支柱组件中的各个子部件被分为了主要结构和次要结构两类。短舱支

柱组件由扭矩盒、防火墙和防火密封、整流罩、支柱排水管、风扇整流罩支撑梁和发动机

吊点连接件等共同构成。 

图2-38 吊架 

支柱组件中的扭力盒属于主要结构，与其他主要结构部件一样，它主要由梁、肋、加强

筋和蒙皮组成，扭矩盒上还有一个轴承和发动机吊点连接件。扭力盒通过 3个区域连接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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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上，即 2个前吊架连接点和 1个后吊架连接点。 

 

图2-39 扭力盒 

前吊架连接点上装有2组双耳连接片，而双耳连接片又被螺栓固定到机翼前梁的连接点

上。后吊架连接点则由上装有2个卸扣。这2个卸扣被螺栓固定到机翼大梁上的连接点上。前

吊架连接点传递重量和横向荷载，后吊架连接点传递重量和纵向荷载。轴承位于前吊架连接

件的后面，扭矩盒的上梁之中。轴承在吊架和机翼之间传递横向和纵向载荷，并与固定在下

机翼表面的导向接头啮合。它们的位置如图2-40所示。 

风扇整流罩支撑梁向前延伸至扭矩盒，并通过螺栓与连杆连接，并将配件连接至扭矩盒

的前端。它通过铰链配件支撑风扇整流罩，并通过横梁将不同的负载分配到扭矩盒上。翼舱

整流罩被连接到吊架上，它的作用是在发动机短舱和机翼之间形成一个能够降低气动阻力的

表面。 

 

图2-40 吊架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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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风扇整流罩支撑梁 

2.2.4 开口：窗户、门 

1. 窗户

窗户包括驾驶舱窗户，客舱窗户，观察窗等。飞机上的窗户给旅客及机组提供了观察外

部情况的便利条件，同时也保证了客舱压力的稳定。驾驶舱窗户（风挡）也用于防止鸟或者

冰雹的袭击。 

图2-42 驾驶舱风挡和客舱窗户 

1）驾驶舱风挡

驾驶舱风挡位于飞机的前部。大多数现代飞机上通常有 6个驾驶舱窗口，这些风挡均匀

分布在驾驶舱的周围。驾驶舱风挡主要是按对称编号，分别为左 1、右 1、左 2、右 2、左 3、

右 3。一般来说，2 个前驾驶舱窗口被称为驾驶舱挡风玻璃。侧窗 2号位于驾驶舱舱室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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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在大多数类型的飞机中，它们都可以滑动打开。这些风挡可以用作机组人员紧急出口，

也可以让机组人员在飞机上观察地面周围的情况。 

 

图2-43 驾驶舱风挡 

所有的驾驶舱风挡都是由几层不同的铺层材料构成的，通常是 3层材料。热强化玻璃是

非常坚硬的玻璃，用作驾驶舱风挡玻璃的最外层。玻璃的中间层和内层由一种化学强化玻璃

制成，这种玻璃是一种特殊的丙烯酸玻璃，既坚硬又有弹性。所有的玻璃层都是由一种叫做

聚氨酯的特殊塑料粘合在一起的。在最外层玻璃与中间层之间，有一层加热膜，主要用来防

冰和除雾。加热膜是一种透明的导体涂层，当电流通过它时，它会加热窗户。 

 

图2-44 驾驶舱风挡玻璃结构 

驾驶舱的3号固定风挡和2号滑动窗通常由2层拉伸亚克力玻璃（丙烯酸有机玻璃）构

成。2号滑动窗从驾驶舱内部安装，可以在轨道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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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5 驾驶舱2号和3号窗的结构 

驾驶舱 3 号固定窗和 1 号前风挡玻璃被从外面直接安装到飞机结构的框架上。驾驶舱

前风挡玻璃被安装在机身结构的框架上。第二个框架被称为加强条，它使用螺栓把玻璃固定

到第一个框架上。而 3号固定窗的亚克力玻璃安装在可拆卸框架上，该框架用螺栓固定在机

身结构的窗框上。最后，在窗户和框架之间安装一个硅密封胶条，将它们粘合在一起，以避

免驾驶舱的气压泄露。 

图2-46 驾驶舱前风挡和3号固定窗的安装 

2）客舱窗户 

客舱窗户，它们的作用是为了让乘客观察外部，同时承受舱内外压差。它们也有助于保

护乘客免受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影响。这些窗户通常有 2层玻璃，玻璃被固定在窗框中。而窗

框又被铆接在机身蒙皮内表面上，并承受来自飞机结构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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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7 客舱窗户 

客舱窗户的玻璃是被密封到窗框内的，并且其玻璃被保持环从蒙皮内侧用螺栓和螺母

固定到窗框中。图中的客舱窗户共有两层玻璃，分别是内层和外层玻璃。它们是特殊的亚

克力树脂玻璃，主要是承受内外压差。内层玻璃在靠近底部的中心有一个小通风孔。该孔

确保在正常操作期间，内外层玻璃之间的压力与座舱压力相同。它们都具有足够的厚度，

如果外层玻璃发生故障，内层玻璃可以承受全部的压差。而有些机型的飞机，客舱窗户共

有三层玻璃，外层和中间层玻璃承受内外压差，这两者被称为结构层玻璃，而最内层玻璃

用来保护结构层玻璃，防止它们被刮擦或撞击而损坏。 

2. 舱门 

本节介绍飞机舱门的类别。现代飞机有不同类型的门，按其功能可分为：主登机门、

勤务门、货舱门、应急门。 

 

图2-48 飞机舱门的类别 

飞机登机门主要用于快速、安全、高效地让乘客和设备通过。飞机左侧的门主要用作

乘客登机门，而右侧的门主要用作厨房服务的勤务门。主入口门编号为左1，左2，依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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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右下1，右2，依此类推。 

紧急情况下乘客和机组人员需要快速疏散时，所有这些主要舱门都可用作紧急出口。

对于该飞机上客舱的人员疏散，机翼上的2个附加门可作为紧急出口，而对于驾驶舱人员，

在驾驶舱天花板安装有额外的应急逃生出口。 

 
图2-49 货舱门及勤务门 

 
图2-50 宽体客机登机门 

一些型号的窄体客机上的机翼应急门是没有安装滑梯包的，而其他的登机门通常都安装

滑梯包。当登机门打开后，如果滑梯包处于预位状态，滑梯就会被充气并释放出来，以便让

旅客顺着滑梯快速逃离飞机。例如，B737NG这样的窄体客机由于机身高度相对低，在机翼上

的应急门打开后，旅客可以顺着机翼后缘滑到地面，因此就不需要安装滑梯包。但是并非所

有的窄体客机上都不安装机翼应急门滑梯包，例如A320飞机的某些构型就会安装。一般情况

下，大型的宽体客机由于机身比较高，机翼离地面的高度也较高，就不适合旅客顺着机翼滑

到地面，因此也会在机翼应急门处安装滑梯包，以便旅客快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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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体客机的舱门如图2-49和图2-50所示。其货舱主要进行货物装载。散货舱门是散货的

装卸通道，通常位置为机身右下侧。其他货舱门是作为进出前后货舱的通道，位于机身的右

下侧。侧货舱门可用于接近主要舱室的人员或者货物，其位于机身左后侧。当飞机以客货混

合型或全货型模式运行时，需要侧货舱门。某些大型飞机，还装有机头货舱门，用来进行大

型货物的快速装卸。 

窄体客机的舱门，例如空中客车 A320，正如图 2-51 所示，这种飞机有 4 个主登机门，

这是窄体客机的典型特征。除主入口门外，还安装了小型应急舱门。根据飞机的型号不同，

飞机每一侧的机翼应急门的数量可以是 1个或 2个，它们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以便人员快

速撤离飞机。这种飞机上的前后货舱门又分别位于右下机身的前端和后端，在后货舱门后面

还有一个小的散货舱门。 

应急门可分为：机翼紧急逃生舱口和头顶应急逃生口。紧急逃生舱口允许乘客在地面

和海面上安全快速地撤离飞机。头顶应急逃生口为机组从驾驶舱提供紧急出口。此外，有

些宽体客机的上层舱门虽然是归类为登机门，但是也可作为紧急撤离的舱口，允许乘客安

全快速地从上层客舱疏散。 

 

图2-51 窄体客机舱门 

 

2.3 材料概述 

 

2.3.1 航空金属、非金属与复合材料 

 

1. 铝合金 

1）铝合金的种类及牌号 

纯铝(含99.0%的铝)因为太软，所以不能用作飞机结构件。由于其重量比较轻，密度约

为钢的三分之一，当它和其他金属元素形成合金时，作为结构材料是非常合适的。铝合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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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铸造或者锻造的形式生产。铸铝的晶粒结构是非常粗糙，因此很脆。铸铝可以用来作

为制造飞机轮毂和发动机曲轴箱的材料。当铝合金被锻造时，它的晶粒结构会被压缩和拉伸，

因此它可被成形为板、棒、挤压件或钣金件。锻铝被广泛用于制造飞机结构件。而为了进一

步对铝合金进行强化，大多数飞机铝合金结构部件都经过了热处理。目前大多数民航客机上

的锻造和铸造铝合金的牌号，通常是由美国铝业协会（AA-编号）指定的四位数字来标识，

其第一位数字通常表示含有的主要合金元素。第二位数字表示合金的杂质含量。如果第二个

数字为零，则表示合金的杂质含量是最初的设计型号；数字1到9（连续分配）则表示合金的

杂质含量进行了改变。最后两位数字没有特殊的意义，仅用于识别不同的合金。对于铸造合

金，第四位和前三位数字之间用小数点隔开，即表示是铸造件或者是铸锭。 

纯铝的密度比钢轻三倍，当它与其它元素合金时，可以获得类似钢的高强度特性。而

且某些铝合金还耐腐蚀，容易成形，使用寿命长。一磅铝的电导率是同等重量铜的两倍

多。抛光铝具有高反射性，可用于光反射和热反射。由于铝的化学成分在再熔化过程中保

持不变，所以它很容易回收利用，废铝重熔只需要生产新铝材所需能量的5%。 

 

图2-52 铝合金包铝层 

有些铝合金比较容易被腐蚀，例如2024和7075铝合金。为了防止它们被腐蚀，通常在其

表面进行包覆纯铝的处理。这些材料的薄板上覆有一层薄薄的包铝层，两侧各含1%的锌，由

于纯铝被腐蚀后会在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保护层，所以包铝层可以用来预防腐蚀。这

些包铝层是在高温轧制过程中永久轧制到基材上。包铝层厚度约为材料厚度的3到5%。如果

美国金属铝板表面上的标识显示为“CLAD”、“AL CLAD”或“ALC”，表明这种铝合金板的

表面是有包铝层的。 

铝合金工业使用一个四位数的索引系统来标识其锻造和铸造铝合金。如上所述，第一

个数字表示根据主要合金元素的合金组分。第二位表示合金的杂质含量。如果第二个数字

为零，则表示原始合金；数字1到9（连续分配）表示合金进行了改进。实验合金是按照四

位制来命名的，但它们的前缀是字母X，当合金成为标准时，前缀会被去掉。在开发过程

中，在被指定为试验前，新合金由其创始者指定的序列号进行识别。当编号前缀有X时，属

于未使用系列。铝合金的牌号见下表。 

1100纯铝是属于商用纯铝，质地柔软，韧性好，加工性能优异，它可进行复杂的材料成

形。它是铝合金中最容易焊接的，缺点就是不能进行热处理。其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广

泛应用于化工和食品加工业，在装饰方面应用也比较广泛，因为光洁度比较高，所以它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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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作精致礼品。它的导热性是铝合金中最好的。 

表2-1 铝合金的牌号 

锻造合金 合金元素 铸件合金 合金元素 

1XXX 99.00% 纯铝 1XXX 99.00 % 纯铝 

2XXX 铜 2XXX 铜 

3XXX 锰 3XXX 硅铜合金/镁合金 

4XXX 硅 4XXX 硅 

5XXX 镁 5XXX 镁 

6XXX 镁和硅 6XXX 未使用系列 

7XXX 锌 7XXX 锌 

8XXX 其它 8XXX 钛 

9XXX 未使用系列 9XXX 其它元素 

3003铝合金是应用最广泛的铝合金之一。它是在纯铝中添加锰元素而制成，这使得其强

度增加约20%，超过1100的强度。因此，它具有1100的所有优良特性和更高的强度，且具有

优异的耐腐蚀性和可加工性（可以冲压或旋压、氩弧焊或钎焊）。但是3003铝合金不能进行

热处理强化。 

5052铝合金是所有的非热处理强化的铝合金中强度最高的一种。它的疲劳强度比大多数

铝合金高。此外，5052铝合金对海洋大气和盐水腐蚀有特别好的抵抗力，它有极好的耐腐蚀

性。它可以被拉伸或压缩成复杂的形状。它具有优良的涂饰性能，阳极化后的镀层光亮、清

晰。 

2017铝合金是一种普通的可热处理强化的铝合金，其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因此，它被

广泛应用于制造需要进行机械加工的零件。 

2017铝合金具有优异的可加工性，又具有较高的强度，因此成为在机械加工中应用最广

泛的合金之一。其强度略低于2024铝合金。它是一种坚韧的、可延展的合金，适用于重型结

构件。它具有良好的塑性和耐腐蚀性，可以用电弧或电阻焊进行焊接，但不能使用钎焊或气

焊。 

2024铝合金是飞机上最常用的高强度铝合金之一。由于其具有高强度和优良的抗疲劳性

能，它被广泛用于飞机结构件和高强度重量比的部件上。2024在退火条件下很容易成形，尽

管这种合金可使用点焊、缝焊或闪光焊来焊接，但不能使用弧焊和气焊。2024铝合金的耐腐

蚀性相对较低，通常对其进行阳极氧化表面处理或包铝层处理来防腐。 

表2-2 常见铝合金的合金元素含量 

铝合金 
金属元素百分比（%） 

铜 硅 锰 镁 锌 铬 

1100 - - - - - - 

3003 - - 1.2 - - - 

5052 - - - 2.5 - 0.25 

2017 4.0 - 0.5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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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 2.5 - - 0.3 - - 

2024 4.5 - 0.6 1.5 - - 

2）铝合金的热处理

铝合金的几种热处理工艺中，固溶热处理是主要形式，其程序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加热，即将材料加热到规定的温度并保持一定时间。 

第二步：淬火冷却。 

第三步：人工时效或者自然时效。 

淬火必须迅速进行，刚淬火冷却后的材料比较柔软和具有较好的韧性。 

图2-53 铝合金的热处理 

热处理强化的铝合金广泛应用于飞机结构中，主要是铝铜合金，典型代表分别有2117、

2017和2024铝合金。通常，为了标识铝合金所处于的热处理状态，会在铝合金牌号后面加一

个代码。这个代码可能是字母，也可能是字母加数字，用于表示其进行了哪些热处理工艺。

铝合金的固溶热处理过程是：先将铝合金2024-F加热到495°C（920°F）的温度，并保持恒

温直到所有零件均被均匀加热后，将其快速转移到淬火槽中（必须快速执行淬火操作，以减

少晶间腐蚀的可能性）。淬火冷却后，2024-F铝合金在室温下保持16至24小时，以确保金属

时效硬化。自然时效硬化是热处理过程的最后一步，使金属在自然环境中变硬和消除内应力，

经过这种处理的铝合金牌号从-F改为-T4。如果金属通过冷作硬化（即冷作硬化）进一步硬

化，则其热处理代码为-T3。如果铝合金进行了固溶热处理后，只进行了人工时效，则其热

处理代码为-T6。所谓自然时效就是固溶后的铝合金在环境中自然变硬的过程，但往往会用

时较长。为了加快硬化的过程，缩短硬化时间，采用人工干预，对固溶后的铝合金进行低温

加热，这就是人工时效。 

现代飞机制造中常用的热处理铝合金有2117-T4、2017-T4和2024-T4或T3。2117-T4铝合

金作为制造铆钉的主要材料，它是航空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铆钉合金，2117-T4铆钉可以不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热处理而直接铆打。美国铝业（ALCOA）是一家大型铝制品生产商，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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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T4合金进行了重新加工，略微减少了镁的含量，并添加了少量铁和硅元素。2017-T4这

种铝合金材料通常被用于制造波音757和737系列飞机的结构件。 

2024-T3铝合金广泛用于各类飞机的蒙皮和内部构件。它具有优异的抗疲劳性能和抗裂

纹性能，能承受较大的载荷极限，损伤后仍能保持较高的强度。 

图2-54 铝合金的热处理过程 

铝合金的热处理状态的代码有好几种，用于表示其进行了哪些热处理工艺。固溶热处理

基本采用W和T表示，W表示材料处于不稳定的固溶热处理状态，而T表示一个稳定的热处理状

态，而不是F、O和H的状态。T后面跟着一个从1到10的数字，每个数字表示一个特定的基本

热处理状态。 

基本的热处理状态代码： 

F     材料处于自由加工状态，半成品 

O     退火状态 

H     非热处理，是冷作硬化状态 

W     固溶处理的不稳定状态 

T     热处理的稳定状态 

T热处理的状态代码 

T3：固溶热处理后进行冷作硬化，再经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状态。 

T4：固溶热处理后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状态。 

T5：仅人工时效，应用于进行了高温下迅速冷却的加工工艺之后才进行人工时效的构件。 

T6：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 

T7：固溶热处理后进行时效的状态。 

T8：固溶热处理后经冷作硬化，然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 

T9：固溶热处理后人工时效，然后进行冷作硬化的状态。 

T10：进行冷作硬化，再进行人工时效，应用于进行了高温下迅速冷却的加工工艺后的

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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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5 热处理炉 

2. 钢及其合金 

1）简介 

铁是基础材料中的一种化学元素，它非常柔软，具有可塑性，延展性，很容易成型。在

实际应用中，纯铁很少单独使用，都是与各种材料合金混合使用。在铁中加入一定的碳元素

后就变成钢。通过在钢中添加某些合金元素，可以提高其抗腐蚀性能。但这对性能和成本有

很大的影响。合金钢和不锈钢占整个飞机结构材料的 9%到 16%。高强度钢的主要优点是具有

高强度和高弹性模量。合金钢的选择考虑了使用温度、强度、刚度、疲劳性能和塑性。 

钢的主要合金化元素有：硫（增加钢的热脆性），锰(产生干净、坚韧、均匀的金

属)，硅(作为硬化剂)，磷(提高屈服强度和耐腐蚀性)，铬(增加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

性)，钼(增加冲击强度和弹性极限)，钒(增加拉伸强度和韧性)，钛(降低钢材的脆性)和碳

（增加钢的硬度）。 

 

图2-56 飞机上的钢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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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钢的合金元素 

牌号 钢的类型 牌号 钢的类型 

1xxx 碳素钢 41xx 镍钼钢 

10xx 普通碳素钢 43xx 镍铬钼钢 

11xx 工具钢 46xx 镍钼钢（1.75%镍，0.25%钼） 

13xx 锰钢（1.6~1.9%） 48xx 镍钼钢（3.50%镍，1.50%钼） 

2xxx 镍钢 5xxx 铬钢 

23xx 镍钢（3.5镍） 51xx 低铬钢 

25xx 镍钢（5.0镍） 52xxx 中铬钢 

3xxx 镍铬钢 51xxx 耐腐蚀性铬钢 

30xx 镍铬钢（9.70%镍，0.07%铬） 6xxx 铬钒钢 

31xx 镍铬钢（1.25%镍，0.60%铬） 61xxx 铬钒钢（1.00%铬） 

32xx 镍铬钢（1.75%镍，1.00%铬） 8xxx 应急钢 

33xx 镍铬钢（3.50%镍，1.50%铬） 9xxx 硅锰钢 

30xxx 不锈钢 92xx 硅锰钢（2.00%硅） 

40xx 钼钢 - - 

2）钢及其合金的种类和牌号

在目前的波音飞机上，使用的低合金钢的牌号主要是由美国钢铁协会给命名的。这些钢

材的命名，主要是依据合金的成分来进行。合金的成分前两个数字指的是特定的主要合金

元素,最后两位数是指碳元素在合金中所占的万分比。 

10XX—为普通碳素钢(仅含碳、锰) 

41XX—为铬、钼合金钢 

43XX—为镍、铬、钼合金钢 

5210—为含0.1%碳的铬合金 

93XX -指镍、铬和钼合金钢(这些元素的比例与43XX合金不同) 

图2-57 钢及其合金的牌号表示方法 

例如，4340是指一种含镍铬钼合金,含有0.40%的碳。9Ni–4co.30C是镍钴合金的专用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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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9和4是指合金中镍和钴元素的百分比。关于钢及其合金的命名，欧洲略有不同。关于它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特定飞机制造商的结构修理手册(SRM)中的“金属材料清单”。 

3）钢及其合金的强度 

当飞机部件材料的拉伸强度要求比现有的钛合金高时，高强度合金钢是最好的选择。

飞机的关键部件，例如起落架零件或一些其他的高强度连接件，通常采用一系列的高强度

镍铬合金钢制成。例如沉淀硬化不锈钢的强度高达2068MPa，1ksi=6.89MPa，所以英制为

300ksi(300M钢)，它能够满足高载荷零件的要求。它们的使用往往不仅是考虑强度，还要

考虑重量，最佳的强度-重量比才是理想的材料。通过对钢进行热处理，可以在不增加重量

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材料的强度，从而获得所期望的结构可靠性。但是，热处理的也要进

行合理的控制。经验表明，热处理接近上限的钢在没有明显变形的情况下容易发生断裂。

因此，在选择钢材时，只考虑最大抗拉强度和硬度可能会导致冲击载荷下失效。这种缺陷

可能发生在附件的连接或粗加工过程中，这些载荷可能是动态的，也可能是静态的。虽然

不是很大，但足以导致钢的脆性失效。因此，钢被回火处理后拉伸强度虽然降低了，但是

却提高了其冲击韧性。在进行材料选择时，需要明确所需钢材的韧性特征。而韧性，是指

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

小。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锈钢”，也被称为耐腐蚀钢(CRES)，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

的产品，因为它在消费品和飞机制造中有许多应用。不锈钢广泛使用在飞机、燃气轮机和火

箭上面。不锈钢最重要的特性是耐腐蚀、强度高、韧性好和耐高温。这些钢通常不使用SAE

分类，但它们是由一个三位数系统识别的。200和300系列的不锈钢被称为“奥氏体”钢，400

系列被称为“马氏体”钢。普遍使用的最广泛的不锈钢是那些300系列不锈钢，也被称为18-

8钢，因为它们含有大约18%的铬和8%的镍。不锈钢按其晶体结构可分为三大类:奥氏体钢、

马氏体钢和铁素体钢。 

PH钢（沉淀硬化钢）的含碳量比较少，有15%到17%的铬，有4%到7%的镍和其他少量铝元

素。这些合金经过热处理，可以硬化到很高的强度。在航空工业中，它们通常被用于制造要

求具有高强度和良好耐腐蚀性的机身部件。它们也用于制造高温区域的部件。它们还具有良

好的耐海水腐蚀性能。 

钢是一种铁基合金，可以硬化到很高的强度，使其变成高强度合金钢。在1240MPa（180ksi）

到1378MPa（200ksi）范围内使用的普通钢合金是4130合金。4340钢的强度范围是从1378MPa

（200ksi）到1929MPa（280ksi），通常强度为1791MPa(260ksi)到1929MPa（280ksi）的4340

钢材较常用来制造零件。而300M合金钢的强度更高，最常用于飞机起落架部件。 

4330M和4340M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高强度钢，其中4330M可以热处理至1515MPa（220ksi）

到1653MPa（240ksi）的强度, 4340M可以热处理至1894MPa（275ksi）到2067MPa（300ksi）

的强度。这些钢也被称为真空重熔钢，其采用的真空重熔制造工艺使其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性

能。这一过程提高了钢材的延展性、疲劳性和断裂韧性。9Ni-4Co-0.30C用于温度高达900°

F的高温区域，如后置发动机支架就使用了9Ni-4Co-0.30C钢，并将其热处理至1515MPa

（220ksi）到1653MPa（240ksi）的强度。对于强度为1378MPa（200ksi）或更低的棒材和锻

造应用，15-5PH沉淀硬化不锈钢目前被用来代替合金钢。采用15-5PH钢，降低了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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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耐腐蚀性。300系列奥氏体不锈钢板材料适用于制造低强度部件，也适用于制造腐蚀

区域或卫生间的部件。 

3.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术语英文简写解释 

AFRP    芳纶纤维增强塑料 

CFRP    碳纤维增强塑料 

GFRP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HOBE    蜂窝材料 

NDT     无损检测 

NTM     无损检测手册 

Prepreg     预浸料 

SRM     结构修理手册 

1）复合材料在飞机上的应用 

复合材料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物理和化学性质不同的物质组合而成。最简单的复合材料

是由两种元素组成的:基质(织物)是一种粘合物质(粘合剂或树脂)，以及增强材料。在固化

前，基质一般为液态，增强材料为固态，当这些物质固化时，其强度比织物本身和比树脂

本身强度高。所有这些材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原来更坚固的部件。 

复合材料的优点有：显著减轻重量。如果能减轻重量，就能运送更多的货物、燃料或

乘客。其优点还有，高强度重量比，减少零件和紧固件，减少磨损，耐腐蚀等。而复合材

料的缺点有:价格昂贵，不容易维修，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工具、设备和设施来修复复合

组件。 

 

图2-58 飞机上应用复合材料的部件 

空客在1972年首次在A300上采用复合材料，在雷达罩和垂直尾翼前缘和后缘使用玻璃

纤维 (GFRP)。在20世纪80年代，空客公司开始使用长碳纤维 (CFRP)材料来制造(例如：扰

流板、空气制动器、方向舵、襟翼)，垂直尾翼的主要结构。2002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

为A340-600和A318配备了油箱、后压力舱壁和龙骨梁；最近还为A380设计了碳纤维中心翼

箱和碳纤维增强塑料后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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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B787将成为结构设计中使用复合材料重量占比最多的商用飞机之一，B787机型

大约一半的结构将由复合材料(按重量计算)制成，与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和欧洲台风战

斗机的比例相似。碳纤维除了用于制作机身和货舱门的蒙皮外，还用于制造以翼梁、机

翼桁条和机翼蒙皮为一体的整体复材构件，同时还用于制造复合翼肋。 

2）复合材料中的增强材料

（1）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通常有两种形式：长纤维和短纤维。这两种形式的玻璃纤维都可以用同一种生

产方式制作。其生产过程是将硅砂、石英石、硼酸和其他成分(例如粘土、氟石)混合后，经

高温炉熔融，熔化后玻璃液直接通过漏丝板就形成了玻璃纤维。玻璃是无定形的，既不存在

固体的结晶组织，也不具有流体的流动性。从化学上讲，玻璃主要是以二氧化硅(SiO2)为骨

架的聚合物。玻璃纤维具有高的抗拉强度，它的比强度大于钢丝的比强度；玻璃纤维不受大

多数化学物品的侵蚀，也不受霉菌等的作用，具有良好的抗化学性；玻璃纤维具有低的热膨

胀系数和高的导热系数，而且在热环境下具有极好的热稳定性；玻璃纤维不吸潮，因而遇水

后不会溶胀和分解，在潮湿的环境中仍能保持最高的强度和其他力学性能；由于玻璃纤维不

导电，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电绝缘体。 

（2）芳纶纤维 

芳纶纤维最早是美国杜邦纤维有限公司发现并注册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发

展应用起来。凯夫拉纤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芳纶材料，它是一种聚酯化合物。经常得以使用

的有编织布，也有预浸料。凯夫拉纤维的机械强度比碳纤维的高，但是弹性不如碳纤维，抗

撞击性较好，价格也较碳纤维便宜。通常使用在对强度和抗撞击要求高，而对价格不是很敏

感的部位。芳纶吸水性较好，能够吸收大约其重量的8％的水。另外，芳纶纤维的热膨胀系

数（负）较高。基于这些特点，芳纶使用时必须考虑环境的影响，加以保护。另外，芳纶的

抗压强度比抗拉强度低，因此，芳纶不能用来制作受压应力较大的场合。凯夫拉纤维主要有

两种，凯夫拉纤维49和凯夫拉纤维29。 

    弹性高的凯夫拉纤维，可以用于飞机构件，例如制作增强复合材料；弹性较低的凯夫拉，

可以用来制作防弹衣，防护服以及一些体育用品，如比赛划艇等。凯夫拉纤维，与碳纤维跟

玻璃纤维相比，另一个特点是负热膨胀系数。这意味着Kevlar纤维在受热后，会收缩。凯夫

拉构件在制成后，当温度变化不大时，其外形尺寸基本可以保持不变。 

（3）石墨/碳纤维 

石墨/碳纤维是非常强和硬的，由于其刚性较强的特性，这种材料可以用于制造主要的

受力结构件，如肋和地板梁。石墨纤维的抗压强度比芳纶纤维高，但比芳纶脆。此外，碳纤

维与铝合金接触时会产生腐蚀，它将造成铝合金的腐蚀。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典型飞机结构 

46 

图2-59 增强纤维 

3）复合材料中的基体材料 

一般来说，基体材料主要是粘结材料，它完全包裹在纤维周围，赋予纤维强度，并将

应力传递给纤维。新型基体材料具有良好的应力分布、耐热性、耐化学性能和耐久性。这

些较新的基体材料大多是环氧树脂。树脂基体是由树脂和固化剂组成的两部分体系，起到

固化剂的作用。树脂材料可分为两类：热固性和热塑性树脂。 

（1）热塑性树脂 

热塑性树脂是用热将零件加工成特定的形状，这种形状不是永久性的。这意味着，如

果将其再次加热它就会软化，并可以冷却凝固为其他形状。因此，热塑性塑料只能在温度

不超过750华氏度的地区使用。热塑性塑料的典型形式是有机玻璃/丙烯酸树脂。 

（2）热固性树脂 

热固性树脂，是指其加热后产生化学变化，逐渐硬化成型，再受热也不软化，也不能

溶解的一种树脂。大多数复合结构元件是由热固性树脂制成的。 

（3）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是热固性塑料树脂的一种。它们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强度和耐水、耐化学性

能。它们用于多孔和不同的材料，如金属与复合材料结合。 

（4）酚醛树脂 

酚醛树脂通常使用在内饰方面，它具有低烟性和阻燃性的特点。酚醛树脂制作构件时

需要加热固化。酚醛树脂构件的修理需参考相应的维修手册。 

修理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是环氧树脂。在目前的工业应用领域，环氧树脂的种类很

多。但是在飞机结构修理过程中，只能使用经过测试，满足结构强度需要和环境要求的树

脂，通常在SRM手册中列出其型号和厂家。如果SRM手册没有给出树脂型号，以及飞机制造

厂家也没有给出替代说明的时候，则不能随便使用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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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0 基体材料   

（5）催化剂和固化剂  

对聚酯来说，只需要很少的催化剂就可以引起其内部化学结构发生变化。常用的催化

剂有几种，比如过氧化物，都是水性液体，化学成份基本类似。 

环氧化物的固化完全不同。通常，需要的催化剂比例会更高，也称为固化剂。在使用

树脂之前，必须严格按照厂家规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因为树脂和固化剂比例改变会严重影

响着最终复合材料构件的强度。环氧系固化剂和过氧化物催化剂之间另一个区别是，环氧

系固化剂常常粘稠，类似环氧树脂本身。某些环氧系在室温下固化，而飞机结构中所使用

的环氧系材料则全部需要加热固化。如图2-61，展示了一种常见的催化剂的型号。 

4）蜂窝夹芯结构 

蜂窝夹芯，其形状同蜜蜂的窝一样，壁较薄，蜂格较大，强度较高，能满足使用要求。

夹芯抗压缩强度高，当然在另一个方向上强度较差。蜂窝夹芯的材料一般是金属材料或者复

合材料。金属材料一般是铝合金、钛合金或不锈钢材料。波音商用飞机上多数选用铝合金材

料。复合材料夹芯材料通常是使用芳纶纤维。高强度结构也常常选用玻璃纤维增强夹芯结构。

碳纤维增强夹芯结构较少使用。飞机结构中使用的夹芯材料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铝合

金、芳纶纤维（主要牌号为Nomex）和玻璃纤维。 

 
图2-61 催化剂和固化剂 

(1)铝合金蜂窝轻，但当腐蚀性介质侵入时，很容易发生腐蚀。 

(2)纸蜂窝由合成纤维和树脂预先浸润而制成，强度高，价格便宜。 

(3)凯夫拉蜂窝性能最好，但是价格高，切割困难。 

玻璃微球为了防止蜂窝夹芯结合面处胶结剂过多，加热发生流淌现象，有时也在胶结

环氧树脂 热塑性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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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中加入适量的粘稠剂。加入粘稠剂的问题是，增加了胶结剂部位的重量。此时，就可

以考虑在胶结剂中加入适量的玻璃微球，玻璃微球是一种中空的塑料球，能够使胶结剂

变稠，但是不能增加任何重量。 

图2-62 蜂窝夹芯 

5）预浸料

编织的预浸料是先将纤维按一定比例分配经纬向，并编织成多种织物形式；然后在织

物上浸涂树脂。 

图2-63 预浸料 

6）复合材料结构件的损伤定义

当发现复合结构部件损坏时，在进行任何进一步的修理工作之前，应对受影响的区域

进行全面的检查，使用SRM(结构修理手册)的相关章节和页面对损坏进行调查，以确定损

坏是否可修复，如果可修复，则确定适用的修理类型。损伤可以在维修计划要求的定期检

查中发现，也可以在部件遭受意外损伤的不定期检查中发现。损坏评估对损坏区域或部件

的全面检查将提供有关损坏程度和类型的必要信息。根据受影响区域的类型、范围和重要

性，可以确定损害接受程度。为了定义适用的修理类型及其相关的限制(时间和尺寸)，有

必要首先确定损坏： 

（1）允许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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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修 

（3）不可修。 

损伤的接受程度是根据受影响部件相关的SRM章和结构修理手册的允许损伤部分中所

包含的图形和指示确定的。 

图2-64 复合材料修理流程 

7）复合材料修理工具和设备

在复合材料结构热修理固化过程中，需要对修理部位进行加温，在冷修理中，有时为加

速固化过程，也需要对修理部位进行加温。在修理过程中，常用的加温设备热补仪和热压罐。 

热补仪：适用于小修理范围，或者航线上使用。热压罐：大范围修理，或者整体修理成型。 

热压罐的容积必须能容纳所修理的部件。加热毯的尺寸必须至少超过修理补片边缘50.8毫米

(2.0英寸)。加温设备和它们的能源必须能提供足够快的温升率。并且，它们必须能保持足

够高的固化温度。另外，热压罐必须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压力。 

图2-65 加温固化设备 

8）复合材料部件修理的安全注意事项

修理复合材料结构所用的环氧树脂、清洁剂以及打磨时产生的粉尘等，都是对人体有

害的物质。因此，当在狭窄的空间进行复合材料结构修理时，必须有良好的通风设备，工

作人员应戴口罩。否则，人员会感到不适，甚至会因吸入过多有毒气体而中毒。另外，在

修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戴氯丁橡胶手套、戴上护目镜并穿工作服。如果上述对人体有害

热补仪 热压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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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理材料喷溅到眼睛里，应用水冲洗并立即就医。清洁后的复合材料构件表面，不应

用手直接接触，否则会影响粘接质量。在复合材料结构修理中，如果修理材料挥发气体

混合物或打磨时产生的粉尘含量过高，可能会因高温、明火或电火花引起爆炸。因此，

当进行复合材料结构修理时，应使用防爆设备，并尽量远离热源、电火花源和火源。 

2.3.2 材料的基本性能 

1. 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

常用金属材料的物理性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密度：某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称为该物质的密度。金属的密度即是单位体积金属的

质量。表达式如下： 

ρ=m/V    

式中ρ-物质的密度，kg/m³；m-物质的质量，kg；V-物质的体积，m³。 

2)熔点：纯金属和合金从固态向液态转变时的温度称为熔点。纯金属都有固定的熔点。

合金的熔点决定于它的成分。 

3)导热性：金属材料传导热量的性能称为导热性。导热性的大小通常用热导率来衡量。

热导率符号是入，热导率越大，金属的导热性越好。银的导热性最好，铜、铝次之。合金的

导热性比纯金属差。 

4)热膨胀性：金属材料随着温度变化而膨胀、收缩的特性称为热膨胀性。一般来说金属

受热时膨胀而体积增大，冷却时收缩而体积缩小。 

热膨胀的大小用线胀系数αt和体胀系数αv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αt=（L2-L1）/△tL1

 式中αt-线胀系数，L/K或L/℃；L1-膨胀前长度，m；L2-膨胀后长度，m；△t-温度

变化量△t=t2-t1，K或℃。 

体胀系数近似为线胀系数的3倍。 

5)导电性：金属材料传导电流的性能称为导电性。

衡量金属材料导电性的指标是电阻率p，电阻率越小，金属导电性越好。金属导电性以

银为最好，铜、铝次之。合金的导电性比纯金属差。 

6)磁性：金属材料在磁场中受到磁化的性能称为磁性。根据金属材料在磁场中受到磁化

程度的不同，可分为铁磁材料（如：铁、钴等）、顺磁材料（如：锰、铬等）、抗磁性材料

（如：铜、锌等）三类。铁磁材料在外磁场中能强烈地被磁化；顺磁材料在外磁场中，只能

微弱地被磁化；抗磁材料能抗拒或削弱外磁场对材料本身的磁化作用。工程上实用的强磁性

材料是铁磁材料。磁性与材料的成分和温度有关，不是固定不变的。当温度升高时，有的铁

磁材料会消失磁性。 

2. 金属材料的化学性能

金属材料在室温或高温下，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性能，称为金属材料的化学性能。

金属材料的化学性能一般包括抗腐蚀性。所谓腐蚀,是指金属材料与周围介质发生化学或电

化学反应，而失去原有性能的现象。金属被腐蚀的本质就是金属被氧化而产生了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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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化学稳定性越好，越不容易发生腐蚀，对飞机金属结构的影响就越小。金、银、

镍合金等材料具有较强的抗腐蚀能力，而铝、镁等金属化学性能较活泼，则容易被腐蚀，但

是通常铝被氧化后生成的致密氧化膜也可以增强其抗腐蚀能力。飞机结构上使用较多的铝合

金，有些型号的也较易被腐蚀，为了增强其抗腐蚀能力，往往会在其表面进行包纯铝，利用

纯铝被氧化后的致密氧化膜来防腐。 

3．金属材料的加工工艺 

对金属材料进行加工的工艺方法有很多种，通常分为冷作硬化和热加工。常见的冷作

硬化方式有：铸造、锻造和钣金加工等。而常见的热加工方式包括：热处理和焊接。 

1）铸造

铸造是指将熔融金属浇注、压射或吸入铸型腔中，待其凝固之后成为一定形状和性能

的零件的工艺方法。铸造方法按铸型所有的材料或造型、浇注方法的不同，分为：砂型铸

造、金属型铸造、熔模铸造、压力铸造、真空吸铸等。铸造的特点是一次性成型、工艺灵

活性大，各种成分、形状和重量的零件几乎都能适应。通常，铸铁和青铜等材料具有较好

的铸造性能。 

2）锻造

锻造就是利用锤头、砧块或模具对金属毛坯料实施冲击力或静压力，使其发生塑性变

形而得到相应尺寸和形状的工艺方法。锻造可在加热或不加热状态下进行，如果在加热状

态下进行锻造就属于热加工工艺。金属的塑性越好，其锻造成型越容易，锻造性能就越

好。通常，低碳钢和铝合金具有较好的锻造性。 

3）钣金加工

钣金加工就是对金属板材进行弯曲变形，使其厚度无太大变化而其截面形成各种所需

形状的工艺方法。金属的塑性越好，其钣金工艺性能就越好。通常，变形铝合金具有较好

的钣金工艺性能。因此变形铝合金是飞机结构维修中应用较广的一种材料。 

4）热处理

利用金属固态相变等规律，是金属随温度变化而发生组织结构的转变，以改善和控制

金属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的工艺方法，就是热处理。常见的热处理工艺有退火、正

火、回火、淬火和固溶热处理等。热处理的工序通常分为加热、保温和冷却三个阶段。在

飞机结构修理中，热处理工艺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方法。 

5）焊接

用加热或加压，或者两者并用，并使用填充材料使工件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叫焊接。其

具有节省材料、减轻重量、提高效率和改善接头质量等优点。焊接又分为熔焊、压力焊和

钎焊三种。比如在飞机制造中常用的钨极氩弧焊、电弧焊、点焊和电子束焊就属于熔焊。

而摩擦焊和扩散焊属于压力焊。在焊接时，两件被焊接材料都处于固态，只有其间的钎料

处于熔化状态，依靠界面的湿润和毛细作用来填充母材连接出的缝隙，同时液态钎料与母

材之间进行了相互扩散再凝固结晶形成冶金连接的方法，就是钎焊。金属的焊接性就是指

在一定的焊接方法和焊接材料下，获得良好焊接接头的难易程度。 

4．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 

金属的力学性能，也称为机械性能。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就是指在外力作用下，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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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特性，主要有强度、刚度、塑性、硬度、冲击韧性、疲劳强度、断裂韧性等。 

1） 强度

在外力作用下，材料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称为强度。为了测定金属材料的强度,广泛

采用拉伸试验的方法。试验时，首先将材料制成（如图2-66所示）的标准拉力试棒，把它夹

持在拉伸试验机的夹头上,然后逐渐増加拉力，直至试棒被拉断为止。在拉伸过程中，试验

机自动记录了拉力和伸长量,并绘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曲线,称为拉伸曲线。如图2-67所示,为

低碳钢的拉伸曲线。 

图2-66 拉伸试棒  图2-67 低碳钢的拉伸试验图 

图中的oe段，即外力不超过Fe时,试棒只产生弹性变形,当外力去除后,试棒就恢复到原

来长度。当外力超过Fs点时,试棒除发生弹性变形外，还发生塑性变形,外力去除后，试棒

不能恢复到原有长度。如继续增大外力,超过s点时，拉伸曲线上就出现了近似水平的线段,

此时试棒所受外力虽不再增加,但变形却继续增加,这种现象称为“屈服”,s点称为屈服

点。屈服后试棒开始产生明显的塑性变形。当外力继续增加至b点时，试棒截面出现局部

变细的“缩颈"现象。因为截面变小，继续变形所需的外力也就减少,外力达到z点时，试

棒在缩颈处被拉断。 

    为了进行比较,强度指标通常以应力形式表示。当材料受外力而未破坏时，其内部产生

与外力相平衡的抵抗力，单位截面积上的抵抗力称为应力，即应力。 

应力（σ）=拉力（F）/原始截面积(Ao)   

根据拉伸图，可以得出强度、刚度和塑性等常用的机械性能指标。 

（1）屈服强度(屈服极限) 

材料产生屈服现象时的应力称为屈服强度,以σs,表示。

σs = Fs/Ao (MPa) 

式中Fs—试棒产生屈服时所承受的最大外力(N)； 

Ao—试棒的原始截面面积(mm2)。 

（2）抗拉强度 

材料在断裂前能承受最大外力时的应力称为抗拉强度，以％表示。 

σb = Fb/Ao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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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b—试棒拉断前能承受的最大外力(N)。 

材料的强度愈高，所能承受的外力愈大。对于大多数机械零件,不允许产生塑性变形,

所以屈服强度指标是塑性材料设计时的依据：对于脆性材料(如灰口铸铁)，拉伸时没有屈

服现象，则用抗拉强度指标作为工件性能的依据。 

2）刚度

材料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称为刚度。刚度的大小以弾性模量E衡量。在弾性范围内， 

E = σ/ε 

式中ε—应变,试棒的相对伸长量，ε=△L（伸长量）/Lo（原始长度） 

弹性模量相当于引起单位变形所需的应力,在拉伸曲线上表现为oe的斜率。弹性模量愈

大，表明在一定应力作用下，产生的弹性变形愈小，即刚度愈大。弹性模量是一个对金属

组织不敏感的机械性能指标,其大小和组织关系不大。因此,热处理、合金化、冷变形等金

属强化手段对其作用都很小。 

3）塑性

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而不会断裂的能力称为塑性。塑性指标用伸长率δ

和断面收缩率ψ表示。 

δ=(L1-L0) / L0×100％ 

ψ=(A0-A1) / A0×100％ 

式中L0—试棒的原始标距长度(mm) 

L1—试棒拉断后的标距长度(mm) 

A0—试棒原始截面面积(mm
2
) 

A1—试棒断口处截面面积(mm
2
) 

对于同样材料，用不同长度的试棒测得的伸长率数值是不同的。因为试棒拉断后其伸长

包括均匀伸长与缩颈处的局部伸长两部分。对于一定直径的试棒，其标距长度愈大，则局部

伸长对试棒总伸长量的影响就愈小，延伸率也就愈小。 

断面收缩率ψ与试棒尺寸无关,但对材料质重引起的塑性改变, ψ比δ敏感，所以断面

收缩率能更可靠地代表材料的塑性。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愈大，材料的塑性愈好。材料具有

一定的塑性才能进行压力加工,如冲压、锻造等。此外,具有良好塑性的零件,万一超载不会

立即断裂，因此重要的机械零件必须具有一定的塑性。一般认为δ<5%的材料为脆性材料。 

4）硬度

金属表面局部体积内抵抗更硬物体压入的能力称为硬度。硬度愈高，表明金属抵抗局部塑

性变形的能力愈大，塑性变形愈困难。测试金属硬度常用的方法有：布氏硬度、洛氏硬度

和维氏硬度。 

布氏硬度试验原理是用一个直径D的淬硬钢球或硬质合金球，以一定的载荷F,将其压入

金属表面（如图2-68所示）,并保持一定的时间，而后卸除载荷，测量在金属表面上压出的

压痕直径d,即可计算压痕面积A。然后根据所加载荷F的大小，求出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平均

应力值,其值就作为硬度指标,称为布氏硬度。根据国家标准(GB231—84)规定：硬度值写在

布氏硬度符号前。当压头用淬火钢球时，符号为HBS，压头用硬质合金球时，符号为HBW，写

成公式如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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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8 布氏硬度实验原理图 

上式中F和D都是已知的定值（试验钢铁时F为3000 kgf，D为10 mm），只有压痕直径d

是变数，所以测得压痕直径后,可通过上式算出或根据d查找有关表格,即可确定HBS值。标

注时一般只写出其大小,而不注明单位。 

布氏硬度试验比校准确，用淬火钢球压头只能测HBS<450的材料。因为硬度太高时，将

使试验所用的钢球产生变形,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可换用硬质合金球压头，

测定HBW值。 

洛氏硬度试验原理是利用一定的载荷，将夹角为120度的金刚石锥体或直径1.588mm的淬

火钢球压入试样,去除载荷后，根据压痕深度确定硬度值，其值可直接从硬度测试机的刻度

表盘上读出。材料愈软，压入愈深，反之材料愈硬，压入深度愈浅。 

使用金刚石锥体压头，在总载荷150 kgf下测得的硬度值用符号HRC表示；当总载荷为60 

kgf时，用符号HRA表示。使用淬火钢球压头，所加总裁荷为100 kgf,测得的硬度值用HRB表

示。洛氏硬度的优点是操作迅速、简便,可直接读出硬度值,压痕小，基本上不损伤零件表面，

可以测量较软到极硬的或较薄材料的硬度。缺点是由于压痕直径小，材料如有组织不均匀等

情况,结果的再现性较差,通常测定三点硬度再取其平均值。 

维氏硬度是采用锥面夹角为136°的金刚石四方角锥体的压头，在载荷F作用下，使试样

上压出一个对角线长度为d的正方形压痕，测量d的平均长度,即可计算压痕面积单位面积上

所承受的力作为维氏硬度的指标，用符号HV表示，写成公式如下： 

HV =F/AV= 1.8544×F/d
2
 

载荷F的大小,可根据试样材料厚度及其它条件的不同，选用5~l00kgf,可测得硬度值为

HV8~1000。维氏硬度值可根据测得的压痕对角线的平均值d，从有关手册的表格中查出。 

维氏硬度试验的优点是载荷可任意选择，而所得的硬度值相同，试验时所加的载荷小，

压入深度浅，适用于测量表面很薄的硬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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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韧性

韧性，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

的可能性越小。韧性可在材料科学及冶金学上，韧性是指材料受到使其发生形变的力时对折

断的抵抗能力，其定义为材料在破裂前所能吸收的能量与体积的比值。 

材料抵抗冲击载荷的能力称为冲击韧性。由于冲击载荷是一种能量，所以冲击韧性指标

是以材料受到冲击破坏时，单位面积上所消耗的能量来表示的。 

断裂韧性材料是阻止宏观裂纹失稳扩展能力的度量，也是材料抵抗脆性破坏的韧性参数。

它和裂纹本身的大小、形状及外加应力大小无关。是材料固有的特性，只与材料本身、热处

理及加工工艺有关。是应力强度因子的临界值。常用断裂前物体吸收的能量或外界对物体所

作的功表示。例如应力-应变曲线下的面积。韧性材料因具有大的断裂伸长值，所以有较大

的断裂韧性，而脆性材料一般断裂韧性较小。 

6）疲劳强度

许多机械零件,如轴、齿轮、连杆等所承受的载荷,不仅大小可能改变，同时方向也可能

改变，这种载荷将在零件内部引起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应力（称为交变应力）。如图2-69所

示,为对称循环交变应力,用σ表示。材料在交变应力作用下发生断裂的现象称为金属的疲

劳。而疲劳强度，就是指材料在无限多次交变载荷作用而不会产生破坏的最大应力。 

图2-69 对称循环交变应力 

（1）金属疲劳的特点 

疲劳断裂与静载荷下的断裂不同。在交变载荷下，无论是脆性还是塑性的材料，疲劳断裂

时都不产生明显的塑性变形，断裂是突然发生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常常会造成严

重事故。疲劳破坏断口（如图2-70所示）的宏观特征是由两个明显的部分组成的。一部分

是疲劳裂纹扩展部分,其特征是经过摩擦而较光滑，像细瓷断口一样；另一部分是突然断

裂区，也就是最后断裂区，其特征是对塑性材料断口呈纤维状,对脆性材料则是结晶状。

从疲劳断口的特征可以看出疲劳裂纹的产生和发展与金属材料内部的组织结构变化有关。

一般认为,在交变应力作用下, 金属表面或断面内部的某一缺陷处，由于应力集中，开始

产生微裂纹,并逐渐扩大,当最后的断面不能承受所加的载荷时，即发生脆性断裂。疲劳裂

纹扩展区和最后断裂区所占面积的比例,随所受应力大小而变化,一般来说最后断裂区的面

积愈大，愈靠近中心，则表示过载荷程度愈大。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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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0 疲劳断裂宏观断口示意图 

（2）影响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 

影响疲劳强度的因素很多，内部因素有材料的强度、塑性、组织结构、表面残余应力状

态等，外部因素有零件的几何因素（如键槽、螺纹、尖角等）、应力循环特性、工作环境等。 

疲劳强度和抗拉强度之间存在着相应的经验关系，一般来说,抗拉强度增高，疲劳强度

也相应提高。因此影响强度和塑性的组织因素，都对疲劳强度有明显的影响。例如，非金属

夹杂物是容易产生疲劳裂纹的危险地区,所以，减少其数量、大小和改变其形状等，都能有

效地提高疲劳强度。 

表层残余压应力能提高疲劳强度；残余拉应力则降低疲劳强度。这是因为残余压应力能

对拉应力起消减作用。因此，在机械制造中常采用表面强化的工艺措施来提高零件的耐疲劳

性能。 

零件表面上的螺纹、键槽、小孔、尖角等都相当于表面缺口，这些缺口的根部都存在着

较大的应力集中现象,它是导致疲劳斯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环境温度升高及在有腐蚀

性介质环境下工作的零件，都将使疲劳强度降低。 

据统计分析,机械零件的断裂大部分是由金属疲劳造成的。因此,研究疲劳断裂的原

因,寻找提高材料疲劳强度的途径,以及防止断裂事故的发生,对于提高飞机零件的使用寿

命，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2.4腐蚀和防腐 

2.4.1 腐蚀的基本原理 

金属和它所处的环境介质之间发生化学、电化学或物理作用，引起金属的变质和破坏

称为金属腐蚀。金属发生腐蚀的本质是一种氧化反应，既金属被氧化了。在飞机上，金属

发生的腐蚀绝大多数是电化学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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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腐蚀的原理

如图 2-71 所示，铜锌原电池中，较为活泼的金属锌为原电池的负极，发生氧化反应，

正极为较不活泼的铜，发生还原反应，根据金属的性质和电解质溶液书写电极反应式。 

铜锌原电池中，较为活泼的金属锌为原电池的负极，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电极反应

式为 Zn﹣2e =Zn 2+ ，负极逐渐溶解，质量减小；正极为较不活泼的铜，发生还原反应，铜离

子在正极上得电子生成铜，电极反应为，Cu 2+ +2e =Cu，同时有少量的氢离子在该电极上放

电，产生氢气，观察到的现象是有气泡生成，原电池的总反应式为：Cu 2+ +Zn=Cu+Zn 2+ 。  

图 2-71 锌与铜在电解质溶液中的电化学反应 

从以上反应式中可以看出，电位低的锌会失去电子，成为带正电的离子，游离到溶液

中去，并生成腐蚀沉淀物，所以，在电化学反应中，低电位的阳极金属会逐渐溶解并被腐

蚀，这就是金属发生电化学腐蚀的原理。 

2. 影响腐蚀的因素

钢的腐蚀很容易被识别，因为腐蚀产物是红色的斑点。然而铁基合金腐蚀时，暗色调

的腐蚀产物会附着在金属表面，这些腐蚀的产品通常起保护作用。当空气中存在水汽时，

表层的氧化亚铁会吸收水分转化成三氧化二铁，呈红色锈斑。这种物质通过吸收空气中的

水分，使腐蚀加剧。控制腐蚀的蔓延一般我们会通过机械打磨方式去除腐蚀或者是给表面

喷涂保护层(通常涂保护层方式：电镀和油漆)。 

铝及其合金发生腐蚀的形式有很多种：如缝隙腐蚀、应力腐蚀、微生物腐蚀、磨蚀。

因为空气中含有水分和盐或工业污染物的存在，当铝合金接触时，就会产生腐蚀，腐蚀

产物是一种白灰色的粉末状，去除铝合金腐蚀的方法，通常有机械打磨、抛光或刷除等

方式。铝合金的表面腐蚀发展较缓慢，但随着溶解盐的存在，腐蚀就会加速扩展。大范

围的腐蚀会导致飞机结构的强度的下降。 

    金属发生电化学腐蚀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金属之间存在电位差；电解质溶

液；在阳极和阴极之间形成通路。否则，就不能构成腐蚀原电池，也就不会发生电化

学腐蚀了。防止金属产生电化学腐蚀的措施就是破坏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来阻止

电化学腐蚀的产生。 

影响金属腐蚀和腐蚀速率的因素有： 

金属类型 

金属之间存在电位差（电化学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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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和阴极表面面积比例(在电化学腐蚀中) 

温度 

热处理和纹理方向 

电解质溶液(硬水、盐水、电池液等) 氧分

子和氧原子存在 

同一电解质的不同浓度的存在 

微生物的存在 

腐蚀的金属有应力存在 

暴露在腐蚀性环境中的时间 

2.4.2 腐蚀类型及其识别 

1．丝状腐蚀

丝状腐蚀是发生在具有涂层的金属表面的一种腐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氧浓差电池腐蚀

或缝隙腐蚀。因此也称为膜下腐蚀。它的特征，腐蚀产物就像蠕虫一样的痕迹。当空气的相

对湿度达到78~90%，表面微酸时，就会产生丝状体。尤其是在紧固件头部和接缝处丝状腐蚀

如果不去除，直接会导致晶间腐蚀。丝状腐蚀可以通过便携式磨料设备玻璃珠丸喷砂或者打

磨去除。导致丝状腐蚀的原因：这种特殊类型的腐蚀表现在漆面下细小的蠕虫状的沟槽，这

些沟槽会以丝状或线状的方式从紧固件或者对接接头或涂层断裂处向外延伸。大多数的丝状

腐蚀为没有结构损伤的轻微表面腐蚀。由于它呈现像蠕虫一样外观，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防

止腐蚀的进一步扩展。正确的去除腐蚀的方法：去除油漆起泡处，用放大镜检查以确定腐蚀

的程度，所有的腐蚀性产物都必须去除，去除完的区域必须重新施加保护涂层或者密封。如

果在紧固件头部有丝状腐蚀，则必须拆除受影响的紧固件，并去除腐蚀，然后做阿罗丁处理

和涂防腐底漆，再重新安装新的紧固件。 

图 2-72 丝状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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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 蒙皮上的丝状腐蚀  图 2-74 托板螺母附近的应力腐蚀 

2．应力腐蚀 

应力腐蚀是指材料在应力集中和特定的腐蚀环境共同作用下发生晶间破裂的现象。应

力可能是由内部或者外部载荷造成的。在冷却过程中不均匀变形、从高温不均匀冷却和涉

及到体积变化的内部结构重组都会造成内部应力。在结构件的组装操作中（例如冲压衬

套、压缩用于按压适配的部件、安装干涉螺栓、安装铆钉等）如果变形会造成内部应力。 

隐藏的应力比设计的应力腐蚀更重要，因为它在超过设计安全因素之前很难识别。在

金属内部应力腐蚀的程度因点和点各异。在屈服强度附近的应力通常会加速应力腐蚀破

裂，但是失效有可能会在较低的应力时出现。 

图 2-75 应力腐蚀 

环境因素导致某些合金产生应力腐蚀裂纹：盐溶液和海水可能导致高强度热处理钢和铝

合金的应力腐蚀开裂。甲醇-氢氯酸溶液会引起某些钛铝合金的应力腐蚀开裂。镁合金在潮

湿的空气中会产生应力腐蚀，应力腐蚀可以通过使用保护层、应力消除热处理、抗腐剂或者

通过控制环境而减轻。在金属表面喷丸能增强对应力腐蚀破裂的抵抗能力，在施加了压缩

应力的表面，受到拉伸载荷时，首先克服压缩应力，所以应力门槛值提高。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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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化学腐蚀 

在图 2-76 中，铝合金(例如合金 2024)因为电位较低而被腐蚀。在这种电化学腐蚀中，

铝比铜的化学性质活泼，在发生反应时候，它将作为阳极失去电子，而铜将作为阴极得到

电子。两种合金之间一开始不会有电子流动，直到和电解液接触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时，

才会有电子的流动。电解液含有酸、盐或其它的工业污染物。因为铝与铜之间存在电位

差，当有电解质溶液时，铝离子从盐酸中吸引氯离子，形成氯化铝。氢离子会被铝的电子

吸附到铜上，这些氢离子会被中和，生成氢离子，阳极开始腐蚀，但阴极的铜没有明显的

腐蚀产物。 

表 2-4 金属的电极电位排列表 

镁 电位低(最容易失去电子) 

锌 

7075 铝合金 

1100 纯铝 

2024 铝合金 

镉 

7075 -T6 铝合金 

2024 -T3 铝合金 

低碳钢 

钛 

铜 

不锈钢 

银 

镍 

铬 

金 电位高（最不容易失去电子） 

图 2-76 电化学腐蚀 

电化学腐蚀通常是局部的。如果整个表面被强电解液覆盖，就会有更多的腐蚀区域。这

种类型的腐蚀称为直接化学腐蚀。金属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们的电极电位。这意味着当两种

不同的金属被置于电解液中时，这两种金属之间会存在电势或电压差。如果提供了传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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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负电荷较多的材料中的电子流向负电荷较少的材料。 

4．点腐蚀 

点蚀是铝和镁合金材料最常见的一种腐蚀类型。点腐蚀的形态类似于麻点，首先表现为

白色粉状沉积物。它从材料表面开始，然后垂直渗透到材料内部。这种类型的腐蚀是较危险

的，因为腐蚀的垂直延伸，直接降低了材料的强度。这种类型的腐蚀在材料表面上没有表现

出特别大的范围，但是却能引起结构的严重破坏。点蚀可能是晶间腐蚀的开端。在合金过程

中，金属屑或电解液污染会导致点腐蚀。 

图 2-77 点腐蚀  图 2-78 地板结构上的点腐蚀 

5．晶间腐蚀 

通常，晶间腐蚀是对金属晶界的侵蚀，每个微小的颗粒都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从化学角

度来看，这个边界与颗粒中心的金属是不同的。当晶界和晶粒中心存在电解液或导电介质时，

它们将作为阳极和阴极发生反应。晶间腐蚀的原因：由于划痕或其他损伤，电镀层受损的区 

图2-79 发生晶间腐蚀的表面     图2-80 晶间腐蚀的金相图 

域会发生晶间腐蚀。还有一种可能是合金的错误热处理程序导致的。这样错误的制造过程

会在材料边界产生小的空洞。因为当金属材料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时，就会产生大量的冷

凝水。在修理时，打磨或者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高温改变了材料原先的热处理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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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也可能会导致晶间腐蚀。 

图 2-81 晶间腐蚀 

6．剥落腐蚀 

  剥落腐蚀是一种严重的晶间腐蚀形式，腐蚀产物在金属表面下的晶界处聚集膨胀，使

金属表面隆起。剥落腐蚀主要发生在挤压型材上，后者的晶粒厚度通常比卷状型材的厚

度小，有时候也会发生在薄的钣金型材上。腐蚀速率会因为不同电位的金属(如钢紧固

件)和腐蚀性的电解液(如盐水)的存在而加速。 

图 2-82 剥落腐蚀 

7．微生物腐蚀 

一般整体油箱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是由细菌、真菌或酵母存在于不干净的煤油型喷气发

动机燃料里引起的。微生物腐蚀的原因：在燃油箱中会发现一些通常存在微生物。微生物

通常存在土里，被空气和土里的水传播，也有可能在油箱的水层里生长。这些微生物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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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腐蚀的原理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尽管已知有些微生物能够穿透油箱的外部涂层，

造成其他细菌进入油箱，这些细菌及其代谢产物会直接导致腐蚀。加油前对燃料进行过滤和

脱水，以及对燃料系统的定期监测检查，可以防止微生物的形成。建议每 5000 个飞行小时，

用蒸汽清洗污染的油箱，然后用放大镜来确定是否存在微生物腐蚀。 

图 2-83 油箱接近盖板的微生物腐蚀   图 2-84 机身结构的缝隙腐蚀 

8．缝隙腐蚀 

缝隙腐蚀一般发生在接触的板材之间，有些是相同的金属材料，有些是不同的金属材

料，或者一部分可能是非金属的。缝隙腐蚀的原因：裂缝存在高浓度的腐蚀性物质，提供

了发生腐蚀的有利条件。防腐可以通过对金属材料完全密封和使用合适的紧固件来防止腐

蚀发生。 

图 2-85 缝隙腐蚀 

9．电偶腐蚀 

当两种不同的金属在电解液中产生电流反应时，就会发生电偶腐蚀。电位差越大，腐蚀

越活跃。产生电偶腐蚀的原因：例如在潮湿的环境中，镁与金接触时，镁会很快被腐蚀。铝

与镉接触时，铝会被腐蚀得很慢。电偶腐蚀的速率也取决于接触面尺寸的大小。当被腐蚀

金属(阳极)的表面积小于高电位金属(阴极)的表面积时，会严重加快腐蚀。当被腐蚀金属

表面积大于高电位金属表面时，腐蚀会缓慢发生在金属表面。例如，与相对惰性的蒙乃尔

材料结构接触的铝合金紧固件会被严重腐蚀，而当蒙乃尔材料支架与大块的铝板接触时，

腐蚀会在铝板表面引起少量腐蚀。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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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磨损腐蚀 

两个承受重载荷的表面，其中至少一个是金属材料，发生接触相互摩擦的结果是产生

磨损腐蚀的直接原因。某些摩擦运动可能是非常微小的(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弹性运动)，但

是会破坏保护膜，导致金属表面磨损，有金属微粒脱落。脱落的金属微粒形成磨料，加剧

了摩擦效果，金属表面会被不断磨损腐蚀，这种形式的腐蚀最终会导致疲劳开裂。 

2.4.3 航空器常见金属腐蚀的去除 

1．腐蚀的检查

1）飞机上易发生腐蚀的部位

（1）飞机外表面，迎风面，蒙皮搭接处易发生缝隙腐蚀，迎风面易受侵蚀。 

（2）驾驶舱、客舱、货舱、厨房、厕所。 

（3）电瓶舱、起落架舱、电子电气设备舱。 

（4）发动机进气区及排气区。 

（5）无法（难以）接近区：油箱；长铰链，因材料不同（铜衬套等）易发生电偶腐

蚀；机身底部易积水区，维护时应保持排水孔畅通；难以润滑的部位。 

（6）操纵钢索。 

（7）焊接区：由焊药造成腐蚀源（用热水冲刷）；高温引起腐蚀源。 

图2-86 厨房安装座组件腐蚀情况   图2-87 厨房底下的机身结构腐蚀情况 

2）常用合金腐蚀产物的颜色特征。

（1）铝合金和镁合金:  腐蚀初期呈灰白色斑点，发展后出现灰白粉末状腐蚀产物，

刮去腐蚀产物后底部出现麻坑。 

（2）合金钢及碳钢:  腐蚀刚开始时，金属表面发暗，进一步发展成褐色或棕红色。 

（3）铜合金:  氧化铜是黑色，氧化亚铜是棕红色，硫化铜是黑色，氯化铜是绿色，

所以铜腐蚀后可呈现出棕红、绿、黑色。 

（4）镀锡、镀镉、镀锌零件:  腐蚀呈白色、灰色和黑色斑点或白色粉末薄层，如果

基体金属腐蚀了，则腐蚀产物与基体金属的颜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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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镀铝零件:  腐蚀呈白色或黑色，严重时表面脱落，裸露出基体金属。 

（6）不锈钢:  腐蚀往往是出现黑色斑坑点。 

3）检测方法 

（1）光学目视检查：用来做一般检查，检测金属的表面腐蚀情况。对于日常的光学目

视检查需要以下工具：放大镜、反光镜、手电筒、抹布、规定的画笔等。外部条件:照明条

件好，接近方便；必要时，应清洁结构表面、去除密封剂，检查完后要恢复原样；检查者

应熟悉飞机的结构，腐蚀的迹象，通过看、摸、拍、碰和摇等方法来协助判断腐蚀的情

况。例如，铆钉断头或变形，说明蒙皮内表面可能产生腐蚀；由于腐蚀产物的体积通常比

原金属的体积大，当蒙皮鼓起、剥落、裂纹、涂层变色等都预示可能发生腐蚀。 

（2）无损探伤检查（NDT）：在一些目视检查无法检测出来或一些特殊地方需要进一

步检查的时候使用。无损探伤检查包括：涡流探伤、X光探伤、超声波探伤、磁粉探伤、 

渗透探伤。 

①采用涡流检测法只能检查外层构件的腐蚀损伤，不能检测出内层构件的腐蚀损

伤； 

② 采用X射线法，腐蚀在底片上大多呈现无规则的、边缘不整齐的斑点或块状；当

某一金属板材严重腐蚀，损失的厚度已是叠合厚度的20%或更多时，可采用此方法。 

③ 可以用超声波厚度仪检测轻微的腐蚀，但不能检测中等或严重的腐蚀损伤。这是

因为中等或以上的腐蚀损伤，由于超声波的散射，不会得到构件厚度读数。但是，当清除

腐蚀产物后，可以用它来测量去腐后的构件厚度，并可进一步确定腐蚀造成的材料减少

量。 

④ 采用磁粉探测法检测结构中铁磁性材料构件表面或近表面的缺陷位置和长度，但

不能确定缺陷的深度。它的应用主要是检测锻钢件及焊件。 

⑤采用渗透检测法检查非孔性材料（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表面缺陷，还可确

定清除腐蚀产物是否彻底。 

 

图2-88 用超声波法检测腐蚀 

2．腐蚀的去除 

1）彻底清洁机体表面 

清除腐蚀首先要彻底清洁机体的表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一般的做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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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停放飞机于合适的位置。 

（2）选择及配置合适的清洁剂溶液。 

（3）涂抹并保持机体表面湿润几分钟。 

（4）用高压温水清洗污物。 

（5）对于清除起来比较困难的顽固污迹可以在清洁剂中加入煤油或用软毛刷刷洗。 

具体操作规范可查找手册，例如：B747-400 AMM 12-25-01，A340 AMM 12-21-11。 

2）清除油漆保护层 

为了检查漆层下面是否发生了腐蚀，必须清除油漆保护层。清除漆层使用的是一种可

用水冲洗掉的、粘稠状的漆层清除剂。一般的做法为： 

（1）用刷子将它涂抹到要清除漆层的表面，保持较厚的一层。 

（2）让它在表面停留一段时间直到漆层鼓起、卷曲起来，表明漆层已和金属脱开。 

（3）用热水冲洗，直至将漆层清除剂完全清除干净。 

（4）必要时，可以重复施用油漆清除剂，先用塑料或铝制的刮削漆层，然后再施用第

二层油漆清除剂，使它能浸到油漆层的底层。在清除铆钉头或沿缝隙的油漆层时，可以使

用较硬的刷子，以便刷掉这些部位上的漆层。 

具体操作规范可查找手册，例如： B747-400AMM51-21-01，A340AMM 51-78-00。 

3）清除的方法和要求 

    清除腐蚀产物的方法有两种：机械法和化学法。选用清除腐蚀产物的方法时，通常要考

虑腐蚀产物区域的结构类型、腐蚀部位、腐蚀类型以及腐蚀程度。对于轻度腐蚀，可采用化

学方法清除腐蚀产物，但更多的是采用机械法清除腐蚀产物。对于中等或严重的腐蚀，则应

采用机械方法清除腐蚀产物。清除腐蚀后，要用碱性基清洗液，甲基乙基酮（MEK）做清洁

处理。在航空器结构修理中，通过把腐蚀严重部位切除，然后进行修补。超出修理极限时只

能换件。 

以下是采用机械方法清除腐蚀产物的步骤： 

（1）对于较轻的腐蚀，通常采用砂纸、砂布、打磨垫以及金属刷、毛刷、刮削器、锉

刀等工具进行人工打磨，清除腐蚀产物； 

（2）对于较严重的腐蚀，通常采用手握动力工具，例如圆盘打磨器、砂轮和喷丸设备

等清除腐蚀产物。通常使用气动马达作为动力工具。当采用动力工具清除腐蚀产物时，要

特别注意不要使基体金属过热，也不要过度打磨，否则有可能使本来没有超出可允许损伤

的轻度损伤，经过打磨处理后，超过了可允许损伤范围。 

（3）对于丝状腐蚀，可用手提式喷丸机（采用玻璃弹丸）进行喷丸，清除腐蚀产物。

它对包铝层影响很小，但能形成一个适合于立即重涂漆层的光滑表面。 

（4）对于化学性质活泼的镁合金，它的腐蚀产物的清除，只能使用非金属硬毛刷（比

如猪鬃毛）或尼龙擦布，不可使用金属工具，也不能使用金刚砂轮或金刚砂纸打磨，否则

金属颗粒或金刚砂粒残留在镁合金中会造成二次腐蚀。 

（5）对于铝合金的轻微腐蚀可以采用研磨剂或尼龙擦垫来清除；中等腐蚀可以采用铝

氧化物砂纸或气动打磨砂碟来清除；对于严重腐蚀的铝合金可以采用锉刀锉掉腐蚀产物。

必须指出，不能使用钢丝棉或钢丝刷清除铝合金构件的腐蚀产物，因为钢材的微粒会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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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中引起更严重的腐蚀。 

（6）去除钢及其合金部件表面锈斑的方法，是用研磨砂纸或刷子进行手工和动力的打

磨。对于没有电镀层的钢件最好的方法是用细砂、铝氧化物进行喷砂去除腐蚀产物，特别

是凹坑底部的腐蚀产物。对于高强度合金钢件，它对应力非常敏感，建议使用细油石，细

研磨砂纸进行打磨。不锈钢和镍合金中的铬元素对氢敏感。因此，对这两类合金最好采用

机械方法清除腐蚀产物。钛合金也不要用化学方法清除腐蚀产物。 

（7）腐蚀产物清除以后，先用280粒度，再用400粒度研磨纸将表面打磨光滑，用清洁

剂溶液清洗，再用5%铬酸溶液进行中和处理。 

以下是采用化学方法清除腐蚀产物的介绍： 

（1）化学法清除腐蚀一般适用于轻微腐蚀情况。 

（2）对于铝合金除腐选用的除腐剂应为酸基化合物（浓度5%的铬酸溶液）。 

（3）对于拉伸强度在1517Mpa（220KSI）以下的合金钢构件可以采用刷涂或浸泡磷

酸基除腐剂的方法，进行化学除腐。但是，对于拉伸强度超过1517Mpa(220KSI)的合金钢

构件，不允许使用任何酸性除腐剂，因为这会引起钢的氢脆。对于它们，一般使用碱性除

腐剂（如氢氧化钠），采用浸泡法清除腐蚀产物。 

（4）当清除钢索的腐蚀产物时，为避免降低钢索的强度，不应使用酸性清洁剂和碱性

溶液进行清洁处理。处理钢索腐蚀时应：如果钢索内部腐蚀应更换；如果没有内部腐蚀，

只是表面有腐蚀迹象，则用布或软鬃刷蘸上清洁溶剂做清洁处理；彻底清除钢索的腐蚀产

物后，涂一层防腐化合物（MIL－C－16173，4 级或相当的防腐化合物）。 

4）腐蚀去除的工具和设备

去除腐蚀的工具和技术在SRM第51章有相应的规定。在机械打磨中，我们使用的气动磨

钻有直磨钻和90
。
磨钻，磨钻必须与适当的砂纸碟和砂碟芯配合使用，在使用时应根据结构

件的形状和位置来选择砂纸碟芯和砂纸碟的形状、尺寸。此外，对于需要大范围地去除腐

蚀的话，也可以使用喷砂的方法，如图2-91所示。 

图2-89 气动磨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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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0 砂纸碟与尼龙碟 

图2-91 喷砂设备 

2.4.4 航空器常用的防腐措施 

1．日常防腐措施 

飞机的防腐，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但涉及的面广，而且需要持续的时间长。除了需

要在飞机结构设计时，避免相互接触的金属结构件发生电偶腐蚀外，更需要在日常维护中

保持飞机机体的整洁干燥，并对飞机机体表面进行各种相应的保护处理。这些表面防腐处

理，包括包铝层处理、电镀、表面阳极化、阿洛丁处理（Alodine）、喷漆、喷涂防腐剂、

金属喷涂等等。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只能选择其中一些防腐工艺进行重点介绍。 

现在先介绍下日常维护中的防腐措施： 

1）保持飞机清洁、干燥，并确保排水孔通畅。 

2）隔绝不同的金属，检查密封件、表面层，及时修补。 

3）每日对燃油箱放沉淀物及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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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日擦拭暴露在外的某些关键敏感的区域。 

5）风雨天气时要注意飞机的封严，以杜绝雨水侵蚀；在温暖晴日时要保持飞机有良好

的通风。对停放的飞机，要充分应用多种防护罩套。 

6）及时发现初期腐蚀并修理。 

2．表面防腐工艺 

对飞机结构施加表面保护层是最有效的防腐措施，导致腐蚀的直接原因是构件没有适

当的保护层或保护层受到损伤。主要的方式有： 

1）表面包铝层：在铝合金结构件的制造过程中，采用滚压工艺在结构件表面包覆上一

层纯铝，利用纯铝氧化膜对基体金属实现保护。这种包覆纯铝的铝合金称为包铝铝合金，

例如2024包铝合金。 

2）表面氧化膜：在航空器结构件制造和修理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有表面阳极化处

理（电解法）和化学处理法，即施用阿洛丁（Alodine）法，使铝合金构件上形成氧化膜，

防止腐蚀介质与基体金属接触，从而起到防腐作用。通常采用施涂阿洛丁的方法，修复因

修理被破坏的表面氧化膜。一般的操作程序为： 

（1）表面去油及清洁，并通过水膜试验确保表面清洁达到要求。 

（2）用刷子或喷涂的方法涂一层充足的阿洛丁涂层，让溶液停留在表面。 

（3）用带有少量溶液的棉布保持该区域潮湿，直至发现特定的颜色（大约30秒后）。 

（4）运用颜色做鉴定，通常颜色可从浅黄彩虹色到棕褐色变化。但是应注意阿洛丁

600可能有少许或者没有颜色的变化。 

（5）用干净的布和水仔细冲洗表面。 

（6）风干表面（一般1到3小时）。在120℉下干燥最适宜，但温度不要超过130℉。 

（7）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保持表面的干燥和干净。 

3）油漆保护涂层：油漆保护涂层是控制航空器结构腐蚀的非常有效的措施，它是防止

航空器结构腐蚀的第一道防线。通常，航空器结构的涂层有底漆和面漆，先涂底漆，后涂

面漆。常用的底漆是铬酸锌底漆，这种底漆通常为黄绿色或暗绿色。底漆之上的面漆有清

漆和瓷漆两类，民用航空器结构处在腐蚀环境严重的区域通常涂瓷漆。如果涂层系统出现

损伤，裸露出基体金属，必须及时恢复涂层或做临时性保护处理。 

4）电镀：电镀就是利用电解原理在某些金属表面上镀上一薄层其它金属或合金的过

程，是利用电解作用使金属或其它材料制件的表面附着一层金属膜的工艺从而起到防止金

属氧化(如锈蚀)，提高金属耐磨性、抗腐蚀性及增进美观等作用。电镀时，镀层金属或其

他不溶性材料做阳极，待镀的工件做阴极，镀层金属的阳离子在待镀工件表面被还原形成

镀层。为排除其它阳离子的干扰，且使镀层均匀、牢固，需用含镀层金属阳离子的溶液做

电镀液，以保持镀层金属阳离子的浓度不变。电镀层比较均匀，一般都较薄，从几个微米

到几十微米不等。比如飞机上的钢构件和紧固件，就会有进行表面镀镉或镀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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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2 喷漆后的飞机零件  图2-93 电镀后的紧固件 

5）金属喷涂：飞机发动机上一些钢件常采用金属喷涂法在零件表面形成保护层。比如

利用乙炔火焰将铝烧化，并借助焊嘴喷出的气体，将铝喷涂到零件表面，形成防蚀保护

层。这种铝保护层的防蚀机理也与镀镉层一样。图2-94展示了在复合材料夹心面板上的金

属铝涂层。 

图2-94 复合材料面板上的铝涂层 

6）喷涂防腐剂

航空器结构上喷涂防腐剂（Corrosion Inhibiting Compound - CIC）可起防腐作用，

也可以阻止腐蚀进一步漫延。它们能起到排水和在涂层表面上形成防水膜的作用。虽然它

不能完全抑制住已产生的腐蚀，但它能起到减慢腐蚀的作用。实践证明，虽然防腐剂不是

主要防腐涂层，但它们是防腐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防腐剂应用到新、老飞机上，

均取得了明显的防腐效果。将防腐剂涂在涂层受到损伤处，可代替涂层起到防腐作用。但

是这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在常规防腐系统中，不能用防腐剂代替涂层。在航空器结

构维修中，应根据防腐剂层的实际状态，重涂防腐剂。喷涂防腐剂不会降低紧固件的拧紧

力矩。 

通常，在航空器结构的下列区域喷涂防腐剂： 

（1）操纵面动作时暴露在大气中的结构，例如机翼前缘和后缘翼舱中露出的部分。 

（2）可能积水又不易排水的结构部位，例如机身舱底部内表面。 

（3）接触腐蚀性液体，易产生腐蚀的结构部位，例如厨房和厕所下面的结构。 

（4）于安装的紧固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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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涂层或密封剂变质区域的所有连接缝处。 

（6）紧固件周围漆膜已破坏处（防止产生丝状腐蚀）。 

（7）发生过腐蚀的位置。 

（8）在维修中，凡是制造厂家涂过防腐剂的部位，在修理后都要再涂防腐剂。 

波音飞机防腐剂性能的标准分别有：BMS3-23、BMS3-26、BMS3-29、BMS3-35等，特性

见表2-5。“BMS”是指波音飞机公司制定的材料标准。 

BMS3-35是用于代替BMS 3-29 的新型水置换型防腐剂。与BMS3-29相比，BMS3-35具有

更强的渗透能力以及更快的固化速度（不到1个小时）。满足BMS3-35规范的防腐剂有AV-

15、COR-BAN 35。 

3）操作要求

（1）清除防腐剂：在航空器结构修理中，修理前应清除掉防腐剂，使底漆与密封剂能

较好的粘合。清除防腐剂时，不推荐使用甲基乙基酮（MEK）或丙酮，可使用石脑油清除防

腐剂。对于水置换型防腐剂也可以采用全氯乙烯、三氯乙烯或三氯乙烷等溶剂来清除。需

要指出，在采用渗透法检查构件损伤前，应清除防腐剂。 

表2-5 各类防腐剂性能比较表 

标准 优缺点 牌号 应用范围 

BMS3-23 水置换型防腐剂，渗透性较强，保

护膜薄，对飞机重量增加较小。但

耐久性差、固化后粘性较大。 

AV 8（常用） 

LPS 3 

BOESHIELD T-9 

用于腐蚀不严重的

开放区域。 

BMS3-26 重型防腐剂。保护膜厚，耐磨性较

好。渗透能力差，一般不能单独使

用。单位面积较重，对飞机增重影

响较大。 

AV100D（常用） 

ARDROX 3322 

LPS FORMULA B1007 

用于可能发生严重

腐蚀的区域，通常

与BMS3-23配合使

用。 

BMS3-29 同时具有水置换型以及重型防腐

剂的优点，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能

和较好的耐久性。 

AV-30 可以代替“BMS3-23 

+ BMS3-26”的双层

防腐剂体系。

（2）涂刷防腐剂：涂防腐剂之前，表面可只做一般清洁工作。水置换型防腐剂具有渗

透到缝隙中的能力，可采用一般喷涂或刷涂的方式，一般不需要采用压力喷涂。对于浓缩型 

图2-95 简易气罐式防腐剂 

防腐剂，可考虑采用低压喷枪喷涂。防腐剂可以直接涂在原水置换型防腐剂涂层上。BMS3-

23水置换型防腐剂具有粘性，易吸附灰尘和砂石。如果原水置换型防腐剂涂层已被灰尘或砂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典型飞机结构 

72 

粒严重污染，则必须先清洁原防腐剂涂层，再涂新防腐剂。在BMS3-26重型防腐剂涂层上重

涂防腐剂，应清除原防腐剂后再涂。清洗飞机时，可能会清除掉水置换型防腐剂，因此需要

定期重涂防腐剂。 

图2-96 在起落架轮舱里进行防腐剂的刷涂 

2.5  飞机称重与平衡 

2.5.1 飞机称重与平衡的基本知识 

飞机的重量和平衡对于安全有效地操作飞机是极其重要的。当制造商设计一架飞机并得

到制造商所在国家的民航局的认证时，其技术规范会列出飞机的最大重量和必须保持平衡的

极限。 

飞机的最大允许重量是基于机翼的表面积，以及它在安全、适当的空速下产生的升力而

计算得出的。例如，如果一架小型通用航空飞机需要320公里每小时的起飞速度来产生足够

的升力来支撑它的重量，那就不安全了。以较低的空速起降当然比以较高的空速起降安全。 

关注飞机称重和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证飞行安全。没有良好平衡的飞机可能会表

现出较差的机动性和可控性，使飞行变得困难或无法进行。这可能会导致事故，造成飞机损

坏和机上人员受伤。 

考虑称重和平衡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飞行的效率。从飞行升限、

机动性、爬升率、飞行速度和燃料消耗的角度来看，不恰当的装载降低了飞行的效率。如果

一架飞机在机头装载的重量非常大的话，就需要在机尾施加比正常情况更大的力来保持飞机

水平飞行的平衡。而在飞机尾部施加高于正常的力将产生额外的阻力，这将需要额外的发动

机功率，因此需要额外的燃油消耗，以保持空速。对飞机来说，最有效的状态是让它的平衡

点非常接近，或者正好在飞机的升力中心。如果是这种情况，几乎不需要或根本不需要飞行

控制力量来保持飞机的直线和水平飞行。然而，就稳定性和安全性而言，这种完全平衡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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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能无法达到。本节将详细讨论影响飞机安全性和效率的所有因素，主要包括飞机的重量

和平衡。 

1．飞机称重的必要性和要求

每架飞机在从工厂交付给它的用户之前，都要经过制造商所在国家的航空安全局的认

证。而购买飞机的用户将会收到一份关于重量和平衡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交付飞机的所有

记录文档的一部分。重量和平衡报告确定了飞机的空载重量和和飞机保持平衡的位置点，

既重心所在的位置。飞机制造商的第一种选择是，称重每架交付的飞机，并在称重的基础

上发布关于每架飞机重量和平衡的报告。而另一种选择是，制造商对某一特定型号的飞机

按照局方规定的百分比(也许是10%到20%) 进行称重，并将平均值应用于所有飞机。 

在飞机离开工厂并交付给其购买者后，使用者须根据飞机的类型和使用方式，去决定

是否需要将飞机重新称重。私人飞机按规定不需要定期称重，它们通常是在初次发给合格

证时进行称重；或在进行了会影响重量与平衡的重大改装之后才需要称重。即使不需要称

重，在飞行期间也必须使飞机的装载不超过最大重量以及重心的限制范围。 

执行商业航班的飞机在运送旅客或货物时要受到国家民航法规（例如CCAR-121,CCAR-

135等）的制约，要求营运者保证在实施飞行期间正确装载且不超过核准的重量与平衡的限

制，并定期计算它们的重心，通常每3年计算一次（具体参考相关民航规章）。 

2．重量与平衡的术语 

1）基准面

基准面是当飞机保持水平飞行姿态时，选取的一个假想垂直面，选取假想面的目的是为

了保持平衡。而所有水平方向的位置测量都是以该假想面为基准的。这个基准平面与飞机纵

轴相垂直。对于每一架飞机，所有部件或机载项目的位置都是参照基准来确定的，例如机载

电子设备、燃油、机载厨房设备、客舱座椅等的各处位置，都是按从这个基准面算起的，单

位一般是英寸或厘米。再比如，某架飞机油箱中的燃料可能在基准面后152.4厘米（60英寸）

处，飞行甲板上的无线电设备可能处在基准面前228.6厘米（90英寸）处。基准面位置的选 

图2-97 飞机的基准面举例 

取，并没有固定的规则，但必须是在飞机使用期间不会改变的位置。例如，将基准设为座椅

的前缘就不妥当，因为座椅的移动会导致基准发生变化。制造商通常把基准面设置于机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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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头之前一定距离的地方，有少数情况下它被置于的飞机机体中的某个位置点上。 

为了方便进行位置尺寸测量和设备定位，以及计算重量与平衡等工作，飞机制造商具

有自行选择基准面的位置的权利。同时，制造商也应在飞机型号证书数据表中将飞机的基

准位置明确地标识出来。但是某些较老型号的飞机上，基准面位置没有明确给出，则飞机

用户可自行选择任一个合适的平面作为基准。一旦选择好了基准面，就必须把它明确地标

出，并且不能再随意变更。 

2）力臂

力臂是从基准面到所需要测量的设备的水平距离。这些力臂的长度测量单位是英寸或

米。除了可能正好位于基准面（0）的位置以外，通常在力臂的前面要加上符号（+）或

（-）。正号（+）表示处于基准面的后面，而负号（-）则表示处于基准面的前面。如果制

造商选择的基准面是在飞机的最前位置（或在飞机机头之前的某段距离），所有的力臂将

是正值。基准面位置处于飞机上其他任何一点时，则在基准面后边的那些力臂为正，在基

准面前边的那些力臂为负。例如，力臂位于基准之后，那就是正号。 

在飞机技术规范或飞机型号数据单中，每个项目的力臂通常要放在紧接着项目名称重

量之后的括号内。在基准面任何一边加上去的重量项目都算正的重量，拆除任何重量项目

则算作负的重量。例如，在飞机型号数据单中，燃油量可以确定为567.75升，约150加仑

(加138)，而前货仓的行李限制为90.7千克，约200磅(减55)。这些数字表明，燃料位于基

准面后350.52厘米，约138英寸，前货仓的行李位于基准面前139.7厘米，约55英寸。如果

不知道某一设备的力臂，则必须准确地测量它的确切位置。当需要确定一件设备的力臂

时，可以测量从基准到设备自身重心的距离。 

3）力矩

力矩是重量乘以力臂的乘积。一个设备的力矩实际上是一个扭矩值，以磅•英寸(lb• 

in)或牛•米（N•m）为测量单位。要获得一个物体相对于基准的力矩，可以将该物体的重量

乘以它到基准的水平距离。同样道理，要想获得飞机上某个设备相对于飞机重心（CG）的

力矩，可以通过将其重量乘以到重心的水平距离来计算，如图2-98所示。 

图2-98 处于基准之后的无线电设备的力矩 

力矩的符号需要综合考虑重量及力臂的符号，即重量相对于基准面的位置以及重量是

增加还是减少。在基准面之后增加重量和在基准面之前减去重量，其力矩的符号都为正号

（+）；在基准面之前增加重量和在基准面之后减去重量，其力矩的符号都为（-）。力矩=

重量×力臂，所以当重量与力臂同符号时为正号，重量与力臂异号时为负号。 

位于基准面203.2厘米（80英寸）处的2.27千克（5磅）无线电设备的力矩为45.2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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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00磅•英寸(5磅×80英寸)。45.2牛•米（400磅•英寸）的值前面是正还是负号取决于力矩

是移去重量还是增加重量，以及它在基准面上的位置。这种情况（如图2-98所示），由于重

量和力臂都是正的，所以力矩最终为正数。 

4）重心

一架飞机的重心就是对于该点的低头力矩和抬头力矩在量值上正好相等的那一点。它

是一架飞机的平衡点。在这个点上悬停的飞机，将不会有任何俯仰运动的倾向。它是飞机

或任何物体的重量集中的点。重心位置通常是由基准面算起的。 

5）最大重量

最大重量就是经过核准的飞机及其载重的最大重量，并在该机型的技术规范有明确规

定。对于很多飞机来说，由于飞机执行的任务和飞行条件不同，最大容许重量也有所不

同。 

（1）最大着陆重量 

飞机着陆所允许的最大重量。它通常比最大起飞重量小，因为着陆过程中起落架结构

受力比起飞过程中大。 

（2）最大停机重量 

当飞机在停机坪停机时所允许的最大重量。它不同于最大起飞重量，由于在起飞地面

滑行到起飞点时已消耗了部分燃油。 

（3） 最大起飞重量

在飞机开始起飞滑跑时所允许的最大重量。 

（4）最大无燃油重量 

当油箱里没有任何可用的燃料时，飞机所能承受的最大重量。当飞机重量达到这个值

之后，将只能装载燃油，不能再装其他物体。 

6）空重

一架飞机的空重，是指飞机本身，并且包含飞机上实际安装的所有固定设备的重量。

它包括机身、动力装置、必需的设备、选用或专用的设备、固定压舱物、液压油、滑油及

剩余燃油的重量。剩余的燃油，是指在燃油导管和油箱内放不掉的液体。关于飞机系统中

必须包括在空载重量中的残留液体的信息，将在飞机技术规范或型号合格证书数据表中标

明。 

7）空重重心

空重重心，是一架飞机在空重条件下的重心。它是关于一架飞机重量与平衡信息的必

备数据。但是它并不表示载重后的重心在哪里。 

给飞机称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确定它的空重重心。所有其他重量和平衡的计算，包括

飞行前的飞机装载，或执行一个有害状态下的检查时，首先要知道空载重量和空载重心。

这一重要信息是飞机重量和平衡报告的一部分。 

8）实用载重

一架飞机的实用载重就是最大允许重量减去空重的值。实用载重由最大的油量（滑

油、燃油）、乘客、行李、驾驶员、副驾驶员和全体乘务员组成。发动机滑油的重量是否

被认为是实用载重的一部分取决于飞机何时获得认证，我们可以通过查看飞机技术规范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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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合格证书数据表来确定。飞机的有效载荷与实用载重相似，只是前者不包括燃料。有

的时候，需要减少上述某一项目的重量，以便使飞机按飞行类别保持在允许重量之内。如

何分配这些重量的工作叫做载重计算。 

9）最小燃油量 

有时，飞机会做一个重量和平衡的计算，称为极端情况检查。这是用铅笔和纸做的检

查，用来计算飞机机头配重或机尾配重的情况下，重心是否会超出限制。油箱是一个例

外。如果燃料箱位于前CG限制的后面，它不能空着，因为飞机没有燃料就不能飞行。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考虑一定数量的燃料，即所谓的最小燃料量。一般来说，最小燃油量通常

能够满足飞机在巡航状态下飞行30分钟所需的量。 

对于活塞发动机驱动的飞机，最小燃油量是根据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单位：千瓦或马

力）来计算的。而对于涡轮发动机驱动的飞机，最小燃油量不是基于发动机功率来计算

的，而是需要由飞机制造商在相关技术文档里提供。 

10）毛重 

毛重是指在飞机称重时那些辅助设备的重量。当飞机放在秤上称重时，有时需要使用

支撑设备来辅助称重过程。例如，要称量一架尾部拖曳式飞机，为了使飞机水平，必须举

起飞机的尾部。同样道理，为了使飞机保持水平，千斤顶可以放在磅秤上，用来抬高机

尾。但是这个时候，除了飞机的重量外，重量秤还吸收了千斤顶的重量。这个额外的重量

就是皮重或毛重，必须从刻度读数中减去。还有，例如放在秤上的轮挡和留在可伸缩起落

架上的地锁的重量都是属于毛重。 

 

2.5.2 飞机称重方法与平衡控制 

 

1．简介 

在开始研究飞机的称重程序或准备对飞机进行称重之前，必须首先熟悉相应的飞机技

术规范或机型合格证数据单中有关重量与平衡的资料。飞机型号合格证的数据单和飞机技

术规范包含的内容基本相同。然而，飞机技术规范中有关批准的设备重量及力臂的资料较

详细。在飞机上有一个由制造厂提供的型号合格证数据单。在这两份文件中，能找到下列

资料：重心范围；空重重心范围；水平方法；最大重量；座椅容量；行李容量；燃油容

量；基准面位置。 

2．飞机称重前的准备 

1）使飞机处于水平姿态。 

2）清洗飞机。因为一架飞机很大，很可能在飞机内部积有很多灰尘而使重量不准确。

当一架飞机准备称重时，应该对它进行清洗，对所有的灰尘、杂质都应该从其表面和其内

部清洗出去。 

3）检查飞机设备清单以确保所有需要的设备确实安装好，拆下不包括在飞机设备清单

内的所有项目。 

4）对燃油系统放油直到油量指示为零，即排空。只有残存的流不出来的燃油（残余燃

油），即在正常飞行状态下不能供给发动机的那部分燃油，才被作为飞机空重的一部分。 

5）装满液压油箱及滑油箱。液压油和滑油属于空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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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饮用和洗涤水箱以及厕所便桶应当排空。 

7）当对一架飞机称重时，像扰流板、前缘缝翼、襟翼和直升机旋翼系统的位置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这些项目的规定位置，应查阅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文档。称重时还需要检查飞

机，注意所有包括在核准空重中的设施都应安装在正确位置。去掉那些在正规飞行中并不

携带的东西。还要检查一下行李舱，以确认其中是空的。将所有的检查盖板、滑油和燃油

箱盖、舱门、应急出口以及其他曾经拆掉过的部件放回原处。所有的舱门和滑动座舱盖都

应该在正常飞行位置。 

3．称重设备的准备 

称重前要准备下列设备： 

1）磅秤、吊挂设备、千斤顶和水平顶置设备。磅秤用于测量重量，吊挂及千斤顶用于

吊起或顶起（支撑）飞机，水平顶置设备用于使飞机处于水平。 

2）轮挡和沙袋，用于使飞机在磅秤上稳定停放。 

3）标尺、气泡水准仪、铅垂、白粉线和一个测量卷尺。用于测量水平及称重点到基准

面的距离。 

4）适用的飞机技术规范和重量与平衡计算表格。如果可能，飞机应在一个密闭的建筑

物内称重，那里没有空气流动以引起磅秤读数的误差。如果风小且大气中的湿度很小，在

室外称重也是许可的。 

有两种设备可以用于飞机的称重，台秤通常用于较小的飞机，而电子秤常用于大型飞

机的称重。用千斤顶顶起小飞机并将它放于台秤上，每个轮子放于一个台秤上。轮挡用于

防止飞机在磅秤上滚动，刹车必须松开以减少磅秤上的侧面载荷引起读数不正确的可能

性。大型飞机是由放置在千斤顶与底座之间的载荷传感器来称重的。这些载荷传感器随着

加给的载荷数量的大小成比例地改变电阻。再用电桥把电阻的变化转换成飞机重量的读

数。 

 

图2-99 小型飞机在便携式电子台秤上称重 

按飞机型号合格证数据单的要求将飞机放水平。有些飞机水平状态的确定是通过横跨

在机身一侧的两个螺栓上安放水平仪测定的。而其他飞机水平位置的确定，通常是从位于

机身门框上的规定的螺栓上用铅垂来测。纵向水平是最重要的状态，但飞机也应该保持横

向水平。制造厂会规定出调节飞机在地面水平状态的参照点的位置，并在飞机技术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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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出来。称重人员要按照指定位置放置气泡水平仪。 

如果飞机是在千斤顶上称重，则可通过调节千斤顶来保持水平，但是如果飞机的起落

架放在秤盘上称量，水平调节是通过轮胎的充气和放气或缓冲支柱的充气来进行。当用千

斤顶顶起飞机或对飞机称重时，必须详细按照飞机制造厂的有关规定，因为每架飞机的称

重程序不同。 

当飞机在秤盘上是水平时，从基准面或称重点上放下铅垂，以便在地板上用粉笔记录

下这条线，使测量准确以便确定重心。 

4．称重测量 

确定从基准面到主称重点中心线距离，和从主称重点中心线到尾部（或前轮）称重点

中心线的距离，这些距离可以由飞机技术规范或型号合格证数据单中的资料计算出来，但

还需要通过实际测量来确定。 

 

图2-100 使用气泡水平仪测量飞机水平度 

 

图2-101 从机翼前缘放下铅锤测量飞机水平度 

测量程序： 

1）将飞机放置在秤台上并取得水平； 

2）从基准面、主称重点和尾部（或前轮）称重点悬挂铅垂使这些铅垂接触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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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接触点的地面用粉笔作上记号，也可用白粉笔将记号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清楚的

称重点距离与基准面的关系图形； 

4）飞机处于水平状态时，记录每个磅秤上指示的重量； 

5）记录重量和测量值之后，将飞机从秤台上搬开，称出毛重； 

6）从各个包含毛重的称重点磅秤读数中减去毛重。 

5．平衡计算 

记录左右主轮和前轮或尾轮的称重点上磅秤的读数，在秤盘上用来支持飞机的任何毛

重都要从磅秤的读数中减去，以获得这三个称重点上的每一个净重。 

沿着地面基准点和称重点间所测量的距离记录在力臂栏里。如果称重点在基准点前。

则力臂为负（-），而如果在基准点后，则力臂为正（+）。力矩就是用力臂“英寸”乘以

净重（磅）的结果，用“磅 英寸”表示。力矩的代数和记录在力矩栏底部表格中，总重是

三个称重点的读数和减去毛重。总力矩除以总重量就得出了重心的力臂： 

空机重心=总力矩/总重量 

如果飞机不是空重，必须计算出燃油的重量和力矩。因为这些重量要从飞机重量中减

去，因此这些重量是负号（-），而如果其力臂是负号（-），则力矩是正号（+），而如果

力臂是正号（+），则力矩是负号（-）。 

6．重量与平衡的极端情况 

所谓重量与平衡的极端情况，指的是飞机重心位置在前极限和后极限时的两种情况。

飞机具有靠前和靠后的两个固定的极限点。而关于重量与平衡的极端情况的验算检查，就

是要计算飞机在装载货物时，其重心的位置，是否超出这两个极限点。在飞行中的任何时

候，飞机重心不允许超出这两个点。因此应该进行关于重量与平衡的极端情况的验算，以

确保机组、乘客、货物和耗材（例如燃油和滑油）等的重量在变化时飞机重心不要超出界

限外。如果飞机在超限的情况下飞行，则会导致飞机的稳定性变差,使操纵飞机变得困难。 

在以下情况需要进行重量与平衡的验算：当空机重心落在空机重心规定的允许范围边

缘或之外时；或不按飞机型号合格证书规定的装载方案装载时。 

应该注意的是，当空机重心处于空机重心的规定范围之内时，就不要再进行前极限或

后极限的重量与平衡验算了。换句话说，只要按照标准的装载和座位布置使用飞机，载重

后的飞机是不会超出重心范围的。 

 1）前极限的重量与平衡验算 

为了进行这一验算需要掌握下列资料： 

(1)空飞机的重量、力臂和力矩； 

(2)位于重心前极限之前的各有用载重项目的最大重量、力臂和力矩； 

(3)位于重心前极限之后的各有用载重项目的最小重量、力臂和力矩。 

2）后极限的重量与平衡验算 

为确定既不超过最大重量，也不超过重心后极限的情况，需要掌握下述资料: 

(1)空飞机的重量、力臂和力矩； 

(2)位于重心后极限之后的各有用载重项目的最大重量、力臂和力矩； 

(3)位于重心后极限之前的各有用载重项目的最小重量、力臂和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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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压舱物的使用 

当飞机的重心不在限制范围内或不在操作员希望的位置时，在飞机上使用压舱物以达

到所需的重心平衡。它通常位于尽可能远的后部或前部，以使重心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使

用最小的重量。为了补偿设备的移动或安装而使用的，并在飞机上的长期停留的压舱物称

为永久性压舱物。它通常是用螺栓固定在飞机结构上的铅棒或铅板。它可能被漆成红色，

并贴着告示:永久压舱物——不可拆卸。安装永久压舱物会增加飞机的空载重量，并减少有

用的负载。 

临时压舱物，或可移动压舱物，是用来满足某些负载条件的，可能每一次都不同。它

通常采用铅弹袋、沙袋或其他非永久性安装的重物的形式。临时压舱物应标示:压舱物，重

XX千克或XX磅，根据重量和平衡检查而确定是否需要卸下。行李舱通常是放置临时压舱物

最方便的地方。 

无论是永久压舱物或临时压舱物，必须将其放置在认可的位置，并以适当的方式固

定。如果有永久压舱物通过螺栓固定在飞机结构上，安装位置必须是预先批准并设计用于

安装的位置。如果安装的不是预先批准的位置，在飞机返回进行维护之前，必须得到中国

民航局的重大更改批准。当临时压舱物被放置在行李舱内时，它必须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

固定，这种固定方式必须能够在飞机遇到乱流或不寻常飞行姿态时，防止它变成抛射物被

抛出。 

8．大型飞机的重量与平衡 

1）简介 

大型飞机的重量和平衡与小型飞机的重量和平衡在更大的尺度上几乎是相同的。如果

一个技术人员能够称出一架小型飞机的重量，并计算出它的空载重量和空载重心，那么同

样的技术人员也应该能够计算出一架大型飞机的空载重量和空载重心。千斤顶和秤将更

大，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员来操作设备，但概念和流程是一样的。 

2）机载的电子称重装置 

大型飞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飞机起落架上安装了电子载荷传感器。有了这种系统，

飞机就可以在停机坪上对自己称重了。载荷传感器被安装在起落架的轴或起落架支柱上，

它们的工作方式与千斤顶使用的载荷传感器相同。该系统目前用于大多数的宽体客机。 

例如，波音B777飞机采用两个独立的系统向飞机的飞行管理计算机提供信息。如果两

个系统在飞机的重量和重心上达成一致，所提供的数据就被认为是准确的，飞机可以根据

这些信息进行调度。机组人员可以在驾驶舱里面访问飞行管理计算机，并调出重量和平衡

页面。 

3）平均气动力弦 

在小型飞机和所有直升机上，重心位置被确定为距离基准的特定数字。重心范围可以

用同样的方法确定的。但在大型飞机上，从私人商务机到大型喷气式飞机，重心及其范围

通常是根据机翼的宽度来确定的。 

飞机机翼的宽度被称为弦。如果机翼的前缘和后缘是平行的，则机翼的弦在机翼长度

上是相同的。商务飞机和商业运输飞机的机翼是锥形的，后掠的，所以机翼的宽度在整个

长度上是不同的。机翼的宽度，在与机身接触的地方最大，然后向机翼尖端的方向逐步减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典型飞机结构 

81 

少。相对于机翼的空气动力学，这些锥形后掠机翼上弦的平均长度被称为平均空气动力弦

(MAC)。在这些较大的飞机上，重心（CG）被确定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是平均空气动力学弦

(MAC)的一个特定的百分比。例如，假设一架特定的飞机上的MAC是100厘米，而重心CG落在

MAC的前沿20厘米，这意味着它下降了五分之一的方式，或处在MAC的20%的位置。 

4）重量和平衡的记录 

图2-102 平衡与称重报告表 

当技术人员进行与飞机的重量和平衡相关的工作时，几乎总是涉及到飞机的空载重量和

空载重心的计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技术人员才会参与计算极端情况，需要多少压舱物，

或飞机的负载重量和平衡。计算空载重量和空载重心可能包括将飞机放在秤上称重，或者在

安装新设备后进行纸上计算。 

通常，多数国家的航空安全局会要求飞机的当前和准确的空载重量和空载重心必须要由

制造商明确给出并让维修人员能够获知。这些信息必须包括在重量和平衡报告中，这是飞机

永久记录的一部分。飞机在飞行时，重量和平衡报告必须在飞机上。这个报告没有统一的格

式，飞机用户可以根据情况自己制定合适的表格用于记录。典型的记录报告可参考图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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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无损检测 

 

2.6.1 简介 

 

本单元将介绍在飞机的一些特殊部件或区域上需要用到的一些特殊检查方法。这些方法

被称为无损检查（NDI）或无损检测（NDT）。NDI和NDT的目标是在不损害部件的情况下确定

其适航性。有些检测方法很简单，不需要额外的专业知识；而大部分的方法则高度复杂，

要求技术人员训练有素，经过特殊认证。由于无损检测的专业性非常高，本章只做一些基本

介绍。从事无损检测的机务必须参加无损检测人员的专业认证培训并获得相应资格证书。 

在进行NDI之前，有必要按照针对这类检查的特定程序进行准备工作。一般来说，被检

测的零件或区域必须彻底清洁。有些部件必须从飞机或发动机上拆卸下来。还有些部件可能

需要剥去油漆或保护涂层。操作人员对设备和程序的完整认知是非常必要的，设备的校准和

检查日期也必须是处于最新有效的状态。 

通常在进行NDI之前，我们要先进行目视检查。在目视检查如果无法有效发现损伤的情

况下，就可能会进行无损检测。机务人员通过使用强光、放大镜和镜子(必要时)观察可疑区

域，可以增强目视检查的效果。有些缺陷可能很明显，不需要进一步的特殊检查方法。但是

没有明显的缺陷，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有些缺陷可能隐藏在表面之

下，或者非常小，以至于人类的眼睛，甚至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也无法发现它们。所以这时

候，无损检测就派上了用场。 

常用的无损检测方法包括以下五种：渗透检测、涡流检测、超声波检测、射线检测和磁

粉检测。此外，发动机的孔探也属于在发动机区域常用的无损检测方法。 

 

2.6.2 渗透检测 

 

1．简介 

渗透探伤是一种重要的无损检测方法，主要用于检测由任何非多孔材料制成的零件表面

的缺陷。它在以下这类金属上同样适用，如铝、镁、黄铜、铜、铸铁、不锈钢和钛。它也

可以用在陶瓷、塑料、模塑橡胶和玻璃这类材料上。 

渗透检测将主要检测表面缺陷，例如工件表面的裂纹和小孔。这些缺陷可能是疲劳裂纹，

收缩裂纹，冷轧、打磨和热处理裂纹，或者是接缝、锻造搭接和爆裂引起的裂纹。渗透检测

也可以显示粘接金属连接处的缺陷。 

渗透探伤的主要缺点是缺陷必须在工件表面有开口区域，因为这样渗透液才能进入缺陷

从而把缺陷显示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如果被检测的工件是由磁性材料制成的，一般推荐采

用磁粉探伤。 

渗透检查使用渗透液体进入工件的表面开口中并停留在那里，从而将开口中的缺陷清楚

地展示给检测员。这种方法要求在进行检测之前，对工件表面进行一些处理，以提高缺陷的

可见性。在渗透液中加入一种或两种可见的染料或荧光粉，以提高可见性。在可见的渗透液

聚集的地方，通常就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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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3 黑光灯组件 

检测耗材中通常会配有一个可见渗透剂工作包。如果是染料渗透套件包则包含染料渗透

剂，染料去除剂、乳化剂和显影剂。而如果是荧光渗透套件包，则通常包含一个黑光灯组件

以及渗透剂、清洁剂和显影剂。黑光灯组件则包含电源变压器、柔性电线和一个手持的黑光

灯（也叫紫外线探伤灯）。由于这个黑光灯尺寸比较小，它几乎可以用于任何位置或地点。 

2．检查步骤 

简要地说，进行渗透检查的步骤如下： 

1）完全彻底地清洁工件表面。

2）施加渗透剂并让其充分渗透进工件表面。

3）使用乳化剂或清洁剂清除渗透剂。

4）烘干工件。

5）施加显影剂。

6）检查并判别缺陷。

3．缺陷的判别 

渗透检查是否成功与可靠，取决于对工件的检查准备工作是否做得彻底。对渗透检查的 

结果进行鉴别，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渗透剂必须进入缺陷才能够将其显示出来。所以时间非常重要，必须留给渗透剂足

够的时间，才能够让渗透剂填入缺陷。同时应在检测前将工件表面彻底清洁，包括将缺陷中

的污垢清洁干净，才能够让渗透剂充分进入缺陷并将其指示出来。 

2）如果所有渗透剂都被从缺陷中被洗去，将导致缺陷无法被显示出来。在冲洗或漂

洗操作中，在显影之前，可能会把渗透剂从缺陷内部以及表面中去除。干净的裂纹很容易

被发现。 

4）缺陷越小，需要的渗透时间越长。检测细裂纹状的孔，需要的渗透时间比针状孔更

长。 

5）当被检测的工件材料具有磁性时，应尽量使用磁粉检测来检测缺陷。

6）当颜色型显影剂（也叫着色渗透）施加在工件表面时，会在表面上形成一层光滑，

明显的白色涂层。随着显影剂变干，缺陷中的渗透剂就会与显影剂吸附到工件表面并产生明

亮鲜艳的红色指示。这样就把缺陷显示出来了。如果没有缺陷，就不会有红色指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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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进行荧光渗透检查的时候，荧光渗透液将渗进缺陷中，然后清洁工件表面，用显

影剂将缺陷中的荧光液吸附到表面，再用黑光灯（紫外线灯）在暗室中对工件进行探照，而

缺陷就会显示出明亮的黄绿色荧光。 

8）渗透检查不但可以发现缺陷和显示其范围，还能帮助检查人员判断缺陷产生的原因。 

渗透检测中的指示尺寸，或渗透剂的积累量，可以用来衡量缺陷的范围；而指示的光亮

度可以用来衡量缺陷的深度。越深的裂纹，就会吸入越多的渗透液，其缺陷指示的范围就会

越广，亮度就越高。越细小的裂纹或开口，就只能容纳更少的渗透液，其指示就呈现出细小

的线条。下图展示了一些渗透检测的缺陷指示： 

 

      多孔的点状缺陷         紧凑的裂纹或焊缝缺陷        裂缝或类似开口缺陷 

图2-104 缺陷指示举例 

 

2.6.3 超声波检测 

 

1．简介 

大多数材料的微小缺陷都可以被超声波检测设备检测出来。微小的裂纹和小到x射线看

不见的空隙可以用超声波检查来定位。超声波测试仪器只需要接触被测材料的一个表面就可

以完成检测。这种测试可以使用直线或角束测试技术。 

超声波检测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浸泡测试。在这种检查方法中，被检查的部

分和被检查的部件完全浸在可能是水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流体的液体耦合剂中。 

第二种方法叫做接触测试，该方法易于现场应用。我们将在本节中进行介绍。在这种方

法中，被检查的部分和搜索探头被一种粘性物质相结合。这种粘性物质可以是液体，也可以

是膏体，它既浸润了搜索探头的表面，也浸润了被检查的材料。 

声波检测有三种基本方法:(1)脉冲反射法;(2)透射传输法;(3)共振法。 

2．脉冲反射法 

脉冲反射法的原理就是，通过测量信号的振幅以及信号在特定的表面之间进行传递所

需要的时间，以及信号的连续性，来确定缺陷。如下图所示。 

脉冲发生器触发每个传输脉冲，使每一个脉冲点扫过阴极射像管(CRT)的屏幕。脉冲点

以每秒50到5000次的速度从左向右扫过被测表面，如果需要高速自动扫描，频率还可以更高。

由于发射和接收的循环速度很快，在示波器上显示的图片就会清晰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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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5 基本脉冲反射系统框架图 

扫描启动几微秒后，速率发生器激励脉冲发生器发出电脉冲。转换器把这个脉冲转换成

一段短的超声波。如果转换器对着被测试样的一面发射，当超声波到达被测试样的内部缺陷 

图2-106 反射脉冲显示与缺陷检测的关系 

和另一侧表面时，就会被反射回转换器。使用计时电路，来测量初始脉冲与从被测试样的内

部反射回来的脉冲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传感器接收到的反射脉冲被放大，然后传送并显示

在阴极射像管的屏幕上。该显示屏上的脉冲与前、后脉冲的关系与缺陷与试样的前、后表面

的关系相同。这样就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缺陷了。 

脉冲反射仪器也可以使用角束测试方法来检测探头下方的缺陷。角光束测试与直光束

测试的区别仅仅在于超声波通过被测试材料的方式不同。如图2-107所示，光束以锐角投射

到材料表面，通过切割成一个角度的晶体并安装在塑料上。角束流或其一部分从材料表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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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不连续面(包括工件的边缘)进行连续反射。在直光束测试中，屏幕上的初始脉冲和

第一个反射回来的脉冲之间的水平距离表示工件厚度;而在角度流测试中，这个距离表示探

伤发射探头与工件相对边缘之间的材料宽度。 

图2-107 脉冲反射角波束测试 

3．透射传输法 

透射传输检测法使用两个转换器，一个用来产生脉冲，另一个放在相反的表面来接收脉

冲。声音的中断路径将指示一个缺陷并显示在仪器屏幕上。与脉冲反射法相比，透射法对小

缺陷的灵敏度较低。 

4．共振法 

共振法测量系统与脉冲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传输频率可以是连续变化的。当被测材

料的两面是光滑平行的，背面是不可接近的工件需要测量厚度时，主要采用共振法。频率与

被测材料的谐振点为厚度的决定因素。 

必须准确地知道对应于特定刻度盘设置的超声波频率。应该用标准测试块进行检查，以

防止可能的频率漂移。 

如果超声波的频率是样品厚度(基频)的两倍，那么反射波将与原始透射波在同一相位

返回到换能器，从而使信号得到增强。这是由相长干涉或共振引起的，并在指示屏幕上以高

振幅值显示。当频率增加到三倍波长等于四倍厚度时，反射信号将与发射信号完全反相，并

发生对消。频率的进一步增加使波长再次等于厚度，并与发射信号相位反射，再次共振。 

图2-108 共振测厚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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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频开始，逐步增加频率，可以记录连续的对消和共振，并可用于检查基频读数。 

在一些仪器中，振荡电路包含一个电机驱动的电容器，它可以改变振荡器的频率。在其

他仪器中，频率是通过电子手段来改变的。 

频率的变化与阴极射线管的水平扫描是同步的。横轴表示一个频率范围。如果频率范围

包含共振，电路被安排垂直地呈现这些。然后将校准过的透明刻度放在管前，可以直接读取

厚度。这些仪器通常在0.25毫周(mc)到10毫周(mc)之间工作，有四到五个频段。 

共振测厚仪可用于检测钢、铸铁、黄铜、镍、铜、银、铅、铝、镁等金属的厚度。此外，

还可用于对油箱、油管、飞机机翼外蒙皮和其他结构的腐蚀或磨损区域的定位和评估。 

直读式刻度盘操作装置可以测量0.635毫米（0.025英寸）到76.2毫米（3英寸）之间的

厚度，精确度优于±1%。超声波检测的正确实施，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熟悉所使用的设备以

及许多不同部件的检测方法。 

 

图2-109 检验员正在对复合材料部件进行超声波检测 

 

2.6.4 涡流检测 

 

1．简介 

涡流检测是一种用电磁场同金属间的电磁感应进行检测的方法，与磁场和循环电流相

关。涡流是由在感应电磁场影响下的自由电子组成的。 

涡流检测在飞机维修中常用来检查喷气发动机涡轮轴和叶片，机翼外蒙皮，机轮，螺栓

孔，火花塞孔的裂缝或过热损伤。涡流也可用于修理被火灾或过热损坏的铝制飞机。相同的

金属处于不同的硬度状态，将会显示出不同的仪表读数。在相同的材料上，用受影响的区域

的读数来和未受影响的区域的读数进行比较。受影区域的硬度状态的不同，其读数就会不同。

在飞机制造厂，涡流被用来检查铸件、冲压件、机械零件、锻件和挤压件的缺陷。下图向我

们展示了技术人员正在使用涡流探伤来检查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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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0 应用于机轮缺陷检查的涡流探伤 

2．涡流检测的基本原理 

当不断改变电压极性的交流电通过线圈时，它在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磁场。如果线圈被放

到一个导电物体旁边，并让它的磁场通过这个导电的标本物体，涡流将被诱导到该物体上。

这时线圈内及其附近将产生交变磁场，使试件中产生呈旋涡状的感应交变电流，称为涡流。

使用涡流检测时，应根据被测物体对涡流的敏感性，决定用于通过线圈的电流大小。 

图2-111 用于涡流检测的电路图 

这个相反磁场的大小和相位主要取决于样品的电阻和磁导率，这使得我们可以根据材

料的物理特性对被测材料做一个定性的测试。涡流场与原磁场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功率变

化，可以利用类似惠斯通电桥的电路来测量。将试样置于电磁感应线圈的磁场中，观察其对

线圈阻抗或测试线圈所输出电压的影响。这一过程包括电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试样进行探

索，还包括能量通过试样的传递，就像能量通过试样传递x光，热，或超声波一样。涡流的

分布和大小，除与线圈的形状和尺寸、交流电流的大小和频率等有关外，还取决于试件的电

导率、磁导率、形状和尺寸、与线圈的距离以及表面有无裂纹缺陷等。因而，在保持其他因

素相对不变的条件下，用一个探测线圈测量涡流所引起的磁场变化，可推知试件中涡流的大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典型飞机结构 

89 

小和相位变化，进而获得有关电导率、缺陷、材质状况和其他物理量(如形状、尺寸等)的变

化或缺陷存在等信息。但由于涡流是交变电流，具有集肤效应，所检测到的信息仅能反映试

件表面或近表面处的情况。 

涡流检测可以应用于不需要去除表面涂层（例如底漆，面漆，阳极氧化膜等）的工件的

缺陷检查。它可以有效地检测工件表面和表面下的腐蚀情况和热处理状态。 

2.6.5 射线检测 

1．射线检测的原理及方法

1）原理及分类

射线检测原理足以具有高穿透性的放射线(X射线或γ射线)穿透检测物，由于检测物

种类、厚度、密度或内部缺陷型式不同，因此对于射线透射或吸收的程度会有差异，此结

果可用屏幕成像加以判別，或利用底片上的感光强弱程度差异，经暗房影像作业显示出明

暗对比后，而判断出材料之内部缺陷。金属检测物内部的空孔对于射线的吸收量小于实心

金属，因此穿透的射线强度较大，结果使底片在这个部位曝光较多，显像后所得的影像较

暗。检测时应注意检测物内部缺陷之几何形状会影响本身被检出的程度，例如材料内部的

裂缝，若裂缝方向与入射线方向垂直，就很难被检测出来，然而，若裂缝平行入射线方向，

则较易被检测到。 

表2-6 射线检测分类表 

区分 种类 检测方式 

按射源 

区分 

X射线照相 利用X光机产生x射线来照相 

γ射线照相 利用γ射源产生γ射线来照相 

中子射线照相 利用中子射源来照相。(中子束必须由转换器转换为光

子后，才能使底片曝光) 

直接照相法 利用放射线穿透检测物，直接照射在底片上成像 

间接照相法 利用放射线穿透检测物，再利用照相机从荧光板上拍

摄下检测物影像。由于可立即发现缺陷类别及状态，

非常适合线上RT检测 

透视照相法 利用肉眼直接在荧光板上判读影像 

2）环境及设施的要求：

底片判读环境应有柔和背景的光线，其光度以不干扰判断底片为原则。使用的观片灯必

须能看见黑度4.0以上，且应底片外缘或穿透底片的光线不致干扰读片结果。 

3）缺陷显示的确认及种类判定

判读底片时，在底片中显现任何异常的图案均需视为缺陷显示而需要小心研判，这些显

示常见有下列三种。 

（1）错误显示：错误显示(False Indication)是指检测时会造成误判的显示，大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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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疏忽因素居多。射线检测常见的错误显示，如底片刮伤、手纹、水痕、底片贴错位等。 

（2）无关显示：无关显示(Non-relevant Indication)是指检测状况无法控制，或未经

控制所产生的显示，大多源自于原设计而难以避免。射线检测的无关显示是指几何因素或试

件形状所引起的显示。例如，厚度变化、设计孔、密度变化…等造成底片黑度变化之无害显

示。 

（3）有效显示：有效显示(Relevant Indication)是指由缺陷或间断(Discontinuity)

等形成之有效显示。射线检测常见的间断显示，如焊缝的裂纹(Crack)、夹渣、气孔(Porosity)、

熔合不良(Incomplete fusion)等；如铸造件的冷断(Cold Shuts)、冷缩(Shrinkage)、气孔

(Blow，Hole)、夹砂(Sand Spot)等。当以上这些间断显示超过原定合格标准，会伤及试件

功能时，即称为缺陷(Defect)。 

4）底片判读及实例

底片冲洗过后．必须经过判读的步骤，以了解试件的品质．仅以下简述底片的判读方法。 

（1）黑度计(Densitometer) 

图2-112 黑度计 

底片黑度，所谓黑度就是等于入射光线强度除以透射过光线强度，然后取其对数值。使

用黑度计可以量出底片黑度，常见的黑度计有二种:一为指针型黑度计，通常需要转动旋钮

并由表上指针读出黑度，另一为数字型黑度计，这是一种较为精密并以数字立即显出黑度的

装置，不论指针型或者数字型黑度计，使用前通常都得先调整零点，并且应经常用已知黑度

的底片加以校准。一般黑度计之测量范围为0到4.0以上，射线照相的黑度非常重要，如黑度

低于0则显示物体极少，黑度高于4.0时，则很难判读，一般而言，底片黑度2.0到3.0之间最

为适合。 

（2）观片灯 

观片灯必须能供給足够光线，以便观片人员在充分之光线下正确地判读底片，通常要求

能看到底片黑度为4.0或以上的光线，而且最好光度能够调整，借以调整观片人员的最佳目

视反应情况，当使用观片灯时，周围环境应力求微弱，以防止反射及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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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3 观片灯 

观片人员判读底片时，应熟悉所用的照相技术、放射线照相的器材、冲洗的条件及被检

验物的制造过程，如此方可正确判读底片及准备发现底片的缺陷，观片人员应熟读技术规范

及标准，并根据标准决定被检验物是否可用，底片的判读最常见的错误为没有正确地判读出

底片上的人为缺陷，如冲洗缺陷，污渍缺陷、水点等。而鉴别人为缺陷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观片灯反射光下观察底片表面有无任何不寻常的图案，有时为了方便底片判读，也可使用放

大镜配合使用。 

2．射线检测的设备 

射线检测用的射源设备主要以产生X射线及Y射线为主，前者多利用X光机设备，而后者

则以钴60或铱192作为射源设备居多。射线检测设备必须经国家相关核能部门核发相应证照

才能使用。 

图2-114 X射线放射机 

工业用的射线设备，依产生能量大小区分为低能量放射线设备及高能量放射线设备两

种。低能量放射线设备其X光管电压在400KV以下，按设备装置不同可分为携带式及固定式两

种，前者用于现场检测，而后者大多用于固定的铅室。在一般检测条件下，X射线能量与检

测的材料和厚度有关。 

固定式的柜型X光机，主要由铅柜、X光管、冷却装置及控制器四个部分组成，现分述如

下： 

1）铅柜：作为X光屏蔽，以防辐射外泄。箱门具有自动断电装置，可避免人员于操作过

程中因不慎开启柜门而受到辐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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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5 铅柜 

2）X光管：它是X光机的核心，管腔内抽真空，一端钨丝阴极，当通以低电压高电流时，

钨丝发热而放出电子， 经聚焦杯而形成电子束而射向钨靶阳极，此时因动能损失而放出大

量热能，伴随产生少量X光。 

3）冷却装置：利用空气及散热片来冷卻X光管内之靶心，用于维护其功能及寿命。

4）控制器：可根据被检物材质、厚度调整电压及电流值，以决定适当曝光时间。

图2-116 X光机控制器 

3．射线检测的安全防护 

由于工业用射线对人体有较强危害，所以在进行射线检测时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安全防

护。相关安全防护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人员防护

工作人员未满18岁，不得从事辐射工作。辐射工作人员在射线区域内所吸收的曝露剂量

可利用辐射侦测器材加以侦测，以作为人员剂量安全标准的参考。当人员被辐射的剂量可能

超过年限度3/10以上(15mSv)时，工作时必须佩带人员剂量计，以评估个人被辐射剂量。 

2）辐射屏蔽

X射线及y射线对物质穿透能力很强，因此不能找到可完全 将其阻挡的屏蔽材料，故多

以铅、铁及混凝土作为屏蔽的材料。此等材料的屏蔽效果通常以半值层来表示。所谓半值层 

(Half Value Layer，HVL)是指射源的强度降为无屏蔽时强度之一半时，该屏蔽材料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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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 

3）医疗监护

辐射场所应有特约医疗单位，以供工作人员的医疗监护及伤患的急救治疗。工作人员需

经体格检查合格后才能雇用。体格检查项目包括病历、家庭、医疗及职业背景及一般身体检

查。当工作人员因意外或紧急曝露所受剂量超过年许可剂量2倍以上时，应予以特別医疗监

护，并施以紧急救治。 

2.6.6 磁粉检测 

1．简介

磁粉检测的原理是：铁磁性材料被磁化后，工件表面和近表面的磁力线发生局部畸变而

产生漏磁场，吸附施加在工件表面的磁粉，在合适的光照下形成目视可见的磁痕，从而显示

出不连续性的位置、大小、形状和严重程度。其原理非常简单，检验结果又能直接显示在物

体的表面，设备和花费均少。磁粉检验是一种相当简单又容易操作的检验方法，可应用于不

同阶段的制造或加工过程中，通常分为下列四个主要步骤: 

1）检验前，被检物表面需充分清洁、干净，不得有腐蚀、油污或其他杂质。

2）对被检物施加适当方向和强度的磁场。

3）将磁粉均匀散布于被检物表面上。

4）观察磁粉分布情况并加以判別及评估。

磁粉检验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磁粉的分布情形了解物体有无缺陷，其目的在于确保产品

的可靠性，它能提供: 

1）在被检物表面形成可见的缺陷显示。

2）在不破坏被检物的情况下，得知缺陷的特性。

3）可依据预先制定的规范或标准，分辨可接受的物体。了解检验的目的，才能评定其

检验步骤和结果，而整个检验过程才可算是完成。 

磁粉检验只适用于检测铁磁性材料。如:铁、钴、镍及其合金。并且只能检测表面及近

表面缺陷。无论铸造、锻造、冷轧、热处理、机械加工或研磨后的物体均可用此法检验，而

且形状大小都不受限制。 

磁粉检测有以下限制。对于非铁磁性材料无法检测。如:铝、镁、或奥氏体不锈钢。而

且只能检测距离表面1/4英寸深度以内的表面缺陷。被测对于物体表面的油漆或镀膜厚度不

得超过0．004英寸。被测物体表面不得有污物、油污、纤维或锈皮，否则会影响检验的结果。 

对于铁磁性材料，磁粉检验有下列优点: 

1)对于表面缺陷，尤其是细小类的裂纹，磁粉检测是最佳及最可靠的方法。

2)方法简单，操作容易。

3)直接显示，磁粉聚集的地方就是缺陷位置的所在;不但节省时间而且容易判别。

4)容易学习，并不需要高深的技巧及长时间的培训。

5)对于被检物的形状几乎不受限制。

6)可以检测被异物所填塞的缺陷。

7)经济实惠而且表面清洁度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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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物体表面的镀膜或油漆不会影响检验结果。

9)适合于生产线上自动化检验。

虽然磁粉检验的优点很多，然而和其他方法一样也有一些缺点，如下: 

1)只适合于铁磁性材料的检验，其他材料便无能为力。

2)并非所有铁磁性材料均有很好的近表面缺陷检验效果。

3)磁力线必须和缺陷方向垂直才有最佳的检测灵敏度，所以检验前必须熟悉磁力的流

向;对于形状较复杂的物体，必须多方向的磁化，才能确认检验的效果。 

4)使用接触棒磁化法时，应避免接触不良或使用过大的电流，以免引起电弧及损害到试

件表面。 

5)对于大量小型物体，通常需要分別磁化，费时费事。

2．磁化原理 

1）磁性

磁性是指某一些金属，主要为铁和铝，其有能力吸引其他铁或钢的特性。 

2）磁场

在磁铁或载流导体周围的空间中，其影响所及处，称为此磁铁或载流导体的磁场。 

磁场仅限于磁力所能涉及的空间，所以磁场范围的大小需视检测仪器的灵敏度而定。仪

器灵敏度越好，则磁场范围越广;反之，则磁场范围越窄。 

3）磁力线

磁力线为用以解释磁场行为的假想线。此概念出自于把铁屑撒在一张下面置有永久磁

铁的白纸上，因铁屑受磁场吸附所显示的图案。它呈现为一组封闭的曲线，实际上磁场即是

由这些磁力线所组成的，而磁场之作用力方向就是沿着这组曲线的方向。 

4）磁通量与磁通密度

磁路中所有磁力线的总数称为磁通量，只由磁力线并不能描述出磁力线集中的程度，现

将每单位面积内含有磁力线的数目定义为磁通密度;事实上磁通密度就是磁场强度的表示方

法，其符号为B，单位为高斯(Gauss)。另外也有以韦伯每平方米(Weber/m
2
)表示的。 

5）磁性材料

材料按磁性分类可分为抗磁材料、顺磁材料及铁磁材(Ferromagnetic Material)三种，

还有一些特殊的材料不包括在这三种之中。材料的磁性效应，纯粹是量子物理的现象。 

3．磁化方法 

1）周向磁化法和纵向磁化法

按照所使用的磁化磁场特性可分为周向磁化法和纵向磁化法。 

（1）周向磁化法 

将电流直接通过被检物或经由中心导体，产生周向磁场的一种磁化方法。可分为直接磁

化法和间接磁化法。先介绍直接磁化法。使用直接磁化法时，由于电极与被检物直接接触，

所以要求需有良好的接触面，以产生火花、电弧或过热现象，甚至损害到被检物表面，再者

被检物表面应清理干净，与电极接触的部位不得有灰尘、油污、锈斑等。有时电极需覆加铜

网，以获得良好接触。大而重的工件应采用适当的夹具，以确定磁化方向;形状特殊的工件

应采用适当电极，以确保良好的接触，另外接触棒应防止其滑动，以免引起电弧损害到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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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间接磁化法是使电流通过一导体，借此导体产生的磁场来磁化被检物，此导体称为中

心导体(Center conductor)，而此法又称为中心导体法。中心导体法是用以检验中空被检物

内壁上的缺陷(也适合于检验外壁上的缺陷)，其导体应尽量接近中空被检物的内壁，以提高

检测灵敏度。当中心导体穿过多件物品同时检验时，各物品间不可接触，以免造成错誤的显

示。 

（2）纵向磁化法 

纵向磁化法就是使直流电流通过线圈或磁轭，产生纵向磁场，用以磁化被检物。 

2）连续法和剩磁法

按照施加磁性介质时是否有磁力存在可分为连续法和剩磁法。 

（1）连续法 

无论干性磁粉还是湿性磁粉，当磁化电流正流通的同时，施加磁性介质于被检物表面的

一种检测方法，称之为连续法。连续法不但通用于检验高磁性的高碳钢，同时也适合于检验

低磁性的材料。由于所施加的磁场较强，形成显示较清楚。无论是湿式或干式磁粉，于施加

电流时不可太强，否则易产生“无关显示” (non-relevant Indication)，干扰和掩盖了正

常显示。操作时应留意不要冲洗或震动被检物，以免损毁显示。连续法对于表面缺陷有很高

的灵敏度，同时也适合于近表面缺陷的检验。 

（2）剩磁法 

在磁粉检验时，当磁化电流中断后，才施加磁性介质的方法，称为剩磁法。剩磁法是利

用被检物本身的剩磁在缺陷处产生磁漏，吸引磁性介质附着在该处形成显示。剩磁法只适合

于检验高碳钢等磁性高的材料，此法由于剩余磁场较弱，灵敏度亦较差，并不适合于检验近

表面缺陷。剩磁法检验的基本步骤:  ①施加磁化电流上磁。 ②停止磁化电流。 ③施加磁

性介质。 

4．磁粉检测的设备 

磁粉检测设备的分类，按设备重量和移动性分为固定式、移动式和携带式三种； 按设

备的组合方式分为整体型和分立型两种。整体型磁粉探伤机，是将磁化电源、螺管线圈、工

件夹持装置、磁悬液喷洒装置、照明装置和退磁装置等 部分组成一体的探伤机；分立型磁

粉探伤机，是将磁化电源、螺管线圈等各 部分，按功能制成单独分立的装置，在探伤时组

合成系统使用的探伤机。固定式探伤机属于体型的，使用操作方便。移动式和携带式探伤机

属于分立型的，便于移动和在现场组合使用。 

（1）固定式磁粉检测机 

固定式探伤机的体积和重量大，额定周向磁化电流一般从1000-10000A。能进行通电法、

中心导体法、感应电流法、线圈法、磁轭法整体磁化或复合磁化等，带有照明装置，退磁装

置和磁悬液搅拌、喷洒装置，有夹持工件的磁化夹头和放置工件的工作台及格栅，适用于对

中小工件的探伤。还常常备有触头和电缆，以便对搬上工作台有困难大型工件进行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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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7 固定式磁粉探伤机 

（2）移动式磁粉探伤仪 

移动式探伤仪额定周向磁化电流一般从500~8000A。主体是磁化电源，可提供交流和单

相半波整流电的磁化电流。附件有触头、夹钳、开合和闭合式磁化线圈及软电缆等，能进行

触头法、夹钳通电法和线圈法磁化。这类设备一般装有滚轮可推动，或吊装在车上拉到检验

现场，对大型工件探伤。 

（3）携带磁粉探伤仪 

携带式探伤仪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和携带方便的特点，额定周向磁化电流一般从

500~2000A。适用于现场、高空和野外探伤，一般用于检验锅炉 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焊缝，

以及对飞机、火车、轮船的原位探伤或对大型 工件的局部探伤。常用的仪器有带触头的小

型磁粉探伤仪，电磁轭，交叉 磁轭或永久磁铁等。仪器手柄上装有微型电流开关，控制通、

断电和自动衰减退磁。 

图2-118 移动式磁粉探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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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9 携带式磁粉探伤仪 

5．磁粉检测器材 

1）磁粉

磁粉是显示缺陷的重要手段，磁粉质量的优劣和选择是否恰当，将直接 影响磁粉检测

结果，所以，检测人员对作为磁场传感器的磁粉应进行全面了 解和正确使用。 

磁粉的种类很多，按磁痕观察，磁粉分为荧光磁粉和非荧光磁粉；按施加方式，磁粉分

为湿法用磁粉和干法用磁粉。 

（1）荧光磁粉 

在黑光下观察磁痕显示的磁粉称为荧光磁粉。荧光磁粉是以磁性氧化铁 粉、工业纯铁

粉或羰基铁粉为核心，在铁粉外面用树脂粘附一层荧光染料或 将荧光染料化学处理在铁粉

表面而制成。 

磁粉的颜色、荧光亮度及与工件表面颜色的对比度，对磁粉检测灵敏度 都有很大的的

影响。由于荧光磁粉在黑光照射下，能发出波长范围在500~510nm的能被人眼所接受的鲜艳

明亮的蓝绿色荧光，与工件表面颜色的对比度也高，适用于任何颜色的受检表面，容易观察，

检测灵敏度高，还能提高 检验速度。但荧光磁粉一般只适用于湿法检验。 

（2）非荧光磁粉 

在可见光下观察磁痕显示的磁粉称为非荧光磁粉。常用的有四氧化三铁 (Fe304)黑磁粉

和三氧化二铁（Fe203)红褐色磁粉。这两种磁粉既适用于湿法，又适用于干法。 

湿法用磁粉是将磁粉悬浮在油或水载液中喷洒到工件表面的磁粉；干法用磁粉是将磁

粉在空气中吹成雾状喷撤到工件表面的磁粉。 

以工业纯铁粉等为原料，用粘合剂包覆制成的白磁粉或其它颜色磁粉， 一般只用于干

法。 

2）载液和磁悬液

用来悬浮磁粉的液体称为载液，磁粉检测常用油基载液和水载液，磁粉探伤-橡胶铸型

法使用乙醇载液。 

磁悬液浓度对显示缺陷的灵敏度影响很大，浓度不同，检测灵敏度也不同。浓度太低，

影响漏磁场对磁粉的吸附量，磁痕不清晰会使缺陷漏检：浓度太高，会在工件表面滞留很多

磁粉，形成过度背景，甚至会掩盖相关显示。每升磁悬液中所含磁粉的重量（g/L)或每l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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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液沉淀出磁粉的体积（mL/100mL)称为磁悬液浓度。前者称为磁悬液配制浓度，后者称

为磁悬液沉淀浓度。 

对光亮工件检验，应采用粘度和浓度都大一些的磁悬液进行检验。对表面粗糙的工件，

应采用粘度和浓度小的磁悬液进行检验。对细牙螺纹根部缺 陷的检验，应采用荧光磁粉，

磁悬液配制浓度推荐用0.5g/L。 

6．退磁 

磁粉检测后必须按需要做退磁处理，退磁处理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为磁极交迭，另一

为磁场强度递减。磁极交迭的方法有三种：磁化电流采用交流电；交替改变直流电方向；转

变磁场中试件的方向。磁场强度递减的方式有两种：试件渐离磁场或磁场渐离试件;另一种

是由电源控制电流衰减或分段步降。退磁的设备叫退磁机，其上面配有退磁线圈和传送装

置。 1）交流电退磁法

利用交流电退磁是最方便的方法，因为交流电造成磁极自然交迭，但由于集肤效应造成

退磁的穿透力较浅。常用的交流电退磁方法包括：交流线圈法、电线绕圈、直接通电等方法。

交流线圈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试件利用输送裝置缓慢穿过并离开线圈(磁场递减)，而达到

退磁。 

电缆绕线法适用于大试件或是试件不易移动的场合，在试件外利用电线纏缠绕成线圈，

通交流电，由电源控制器控制递减电流，或是将电线逐渐抽离试件，达到退磁的操作。直接

通电法常用于水平湿式磁粒检测，直接在磁粒检测完成后退磁，而不需将试件拆下后，再另

外退磁。 

2）直流电退磁法

直流电退磁法的优点是磁场穿透深度较深，但其缺点是需要将通电方向不断变更，同时

将电流递减，控制较麻烦。常用的直流电退磁方法包括：直流线圈法和电缆绕圈法。其原理

和交流电退磁相同，只是电源控制需再加上反转电流方向功能。 

2.6.7 发动机孔探 

孔探检测本质上是一种目视检查。孔探内窥镜是一种能使检查人员看到原本看不到的

区域而不需要分解部件的检查设备。例如，使用它可以检查往复式发动机汽缸的内部情况。

该孔探内窥镜可以插入一个开放的火花塞孔，以检测损坏的活塞、汽缸壁或阀门。另一个例

子是检查涡轮发动机的发热部分，可以通过拆下的点火器的孔或拆下专门的孔探堵头进入内

部进行观察。 

孔探内窥镜有两种基本类型。较简单的一种是使用刚性类型的望远镜，在望远镜末端配

置一个小镜子，让用户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周围的角落。另一种类型是使用光纤，使其具有

更大的灵活性和柔韧性。目前有很多的孔探内窥镜提供的图像，可以显示在计算机或视频监

视器上，以便更好地展示正在观看的内容，并记录图像以供将来参考。多数孔探内窥镜还配

有一盏灯来照亮被观察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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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0 检查人员正在使用发动机孔探内窥镜 

2.7 典型飞机结构维护介绍 

2.7.1 飞机典型结构部件识别 

1. 飞机典型结构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门部件识别： 

①加油口盖 ②货仓门 ③厨房勤务门

⑨APU 舱门

⑧饮用水勤务门 ⑦污水勤务门 ⑥地面气源接头接近门

④前设备舱接近门

⑤电子舱外部接近门

图 2-121 各种门及接近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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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A 飞机的门及其功能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加油口盖 

加油口盖用于接近： 

－ 加油面板 

－ 加油总管 

－ 加油接头 

－ 加油关断活门。 

②        货舱门

有两个货舱门： 

－  前货舱门 

－  后货舱门 

舱门的形状、设计和操作是相似的，只是大小稍微有

点不同。舱门是嵌入式的。打开时舱门向内移动，铰链在

顶部。舱门边缘和舱门手柄轴周围有密封垫防止压力损

失。手工操作舱门。从货舱内部和外部都可以开关舱门。

舱门内部的平衡机构减小抬起舱门需要的力。平衡机构上

的一个上位锁爪保持舱门在完全打开位置。如果平衡机构

失效，一个舱门缓冲器确保舱门不会下落的太快。也可以

使用货舱顶部的一个手动皮带挂钩保持舱门在完全打开位

置。舱门上的一段带有把手的松紧绳使放下舱门时比较容

易。 

③ 厨房勤务门

飞机上有前、后两个厨房勤务门。通过它可以进入飞

机客舱。 

厨房勤务门是一个嵌入式舱门。有下列部件： 

－  中间门组件 

－  上门板 

－  下门板。 

舱门内表面盖有衬里。 

中间门组件在其底部安装有紧急逃生滑梯。 

中间门组件有一个窗。 

④ 前设备舱接近门

舱门是一个嵌入式舱门。舱门后缘有铰链。向内上方

移动进入机身。 

舱门结构为铝铸件。舱门周围连续的密封垫可防止泄

压。压力负荷通过止动销和止动板从舱门传递到门框。 

舱门上的两个铰链臂向后伸，连接在前轮舱前隔板上

的铰链接头上。 

当舱门关闭时，舱门前缘的导引销对齐舱门。 

舱门锁定结构保持舱门关闭，它有下列零件： 

－  弹簧预载的手柄，带有按钮释放开关 

－  手柄轴和连杆 

－  锁定销插棒。 

⑤ 电子设备舱外部接近门 
舱门为嵌入式的。它有铸造的框架，外有铝制的蒙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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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2 飞机的门 

当舱门打开时，它滑向右上方。在完全打开位置，它

停在机身内，门框的右侧。从飞机外部打开舱门。 

舱门有下列零件： 

－  舱门锁定机构 

－  舱门滚柱 

－  机身舱门滚柱滑轨 

－  舱门密封。 

⑥ 地面气源接头接近门

地面气源接头接近门用于接近地面气源接头，地面气

源接头使你能将外部压缩空气源连接到气压总管。它使气

流流入总管而防止气流流出总管。 

⑦ 污水勤务门

污水勤务面板可以排放真空污水系统。污水勤务面板

也可使勤务人员清洗污水箱。两个卡锁将污水勤务面板保

持在关闭位。 

下列是在污水勤务面板上的部件： 

－  污水排放活门组件  

－  污水排放球形活门控制手柄  

－  污水箱清洗接头组件。 

⑧ 饮用水勤务门

饮用水勤务门用于接近饮用水水勤务面板，饮用水勤

务面板可为饮用水系统加水，饮用水勤务面板也可用来排

放水箱和部分饮用水系统。有两个扣锁可打开饮用水勤务

面板门。 

饮用水勤务面板有下列部件： 

－  加水／溢流活门手柄  

－  水箱排放活门手柄  

－  压缩机切断电门  

－  饮用水加水接头。 

⑨ APU 舱门 APU 舱门在 APU 舱的下部，用以勤务和维护。 

①外部电源门

②紧急逃生门

③登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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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B 飞机的门及其功能 

2) 典型飞机窗户识别：

图 2-123 各种窗户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外部电源门

外部电源门用于接近外部电源面板，外部电源面板

是为连接外部交流电源并提供电源使用指示。 

打开外部电源面板接近门，接近面板和接头，面

板上有外部电源插座和控制及显示部分。 

控制和显示部分有如下部件： 

－ 外部电源连接指示器 

－ 外部电源不在使用指示 

－ 飞行内话插孔 

－ 勤务内话插孔 

－ 驾驶员呼叫电门 

－ 前轮舱灯控制电门。 

② 紧急逃生门
在紧急情况下，紧急逃生门为乘客提供额外的逃

生。 

③ 登机门 

前登机门是一个嵌入式舱门。舱门有下列部件： 

－  中间门组件 

－  上门板 

－  下门板。 

舱门内表面盖有衬里。 

中间门组件在其底部安装有紧急逃生滑梯。 

中间门组件有一个窗口。 

①2 号窗户

③3 号窗户

④1 号窗户

②旅客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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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飞机的窗及其功能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2 号窗户

2 号窗户装在滑轨上，因此它可以向后滑动以便在

地面操纵打开时通风和联络。 

可以在飞机外侧打开右窗作为一个紧急出口。 

2 号窗户由两层玻璃以及夹在它们中间的聚乙烯丁

醛玻璃的组成。窗户在有无加热的情况下都可以抵抗

鸟的撞击。 

内层的玻璃比外层的玻璃厚。内层是主要的结构

件。它承担飞机内部的压力负载。 

乙烯基玻璃为第二层结构。它也是一个防失效结

构，如果内层玻璃破裂，它防止碎片飞散。 

外层玻璃不是结构件。外层玻璃为一坚硬耐磨的

刚性表面。 

外层玻璃的内表面有一层导体薄膜，用于窗户的

电加热防冰和除雾。 

② 旅客窗户

客舱窗户有下列零部件： 

－  外层玻璃 

－  中层玻璃 

－  内层玻璃。 

外层和中层玻璃是结构件。客舱窗户是嵌入式窗

户。 

外层玻璃由弹性丙烯酸树脂制成。外侧玻璃是一

个带圆角的矩形玻璃，外边缘斜切以便和窗框相配

合。玻璃是曲面的，适应于机身外形。 

中层玻璃提供防失效的功能。它能承受正常压力

负载的 1.5 倍。 

中层玻璃由聚丙烯浇铸而成，和外层玻璃形状相

似。但边缘不是斜切的。中层玻璃四周有窗户的密封

垫。靠近中层玻璃的底部有一个通气孔。 

内侧玻璃不是结构件。 

③ 
3 号窗户 

3 号窗户有两层弹性乙烯基玻璃。一个酚醛胶片在

两层玻璃中间。胶片由压力敏感带粘贴在玻璃的周边

上，该带还用作空气密封带。 

酚醛胶片还有一个绝缘腔防止窗户的内表面的起

雾。在内层玻璃的上方前角有一个小洞。任何时候，

该小洞都必须打开，使空气间隔内的空气压力和机舱

内的压力相等。 

④ 1 号窗户 

1 号窗户由多层构成，中间层为塑料，塑料两侧为

玻璃。窗户在有无加热的情况下都可以抵抗鸟的撞

击。 

内层的玻璃比外层的玻璃厚。内层是主要的结构

件。它承担飞机内部的压力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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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典型飞机结构部件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 典型飞机结构部件常见维护操作步骤：

1）典型飞机货仓门操作步骤：

〖1〗警告与告诫

警告：如果平均风速达到 40 海里/小时，禁止操作舱门；当阵风风速达到 65 海里/小

时，货舱门禁止放在在开位(已经开启的舱门在预报阵风风速达到或超过规定的值时，禁止

保持在打开状态，应提前采取措施关闭并锁好舱门）。 

〖2〗操作前检查 

乙烯基玻璃为第二层结构。它也是一个防失效结

构，如果内层玻璃破裂，它防止碎片飞散。 

外层玻璃不是结构件。外层玻璃为一坚硬耐磨的

刚性表面。外层玻璃表面有憎水涂层，提高了在雨天

的透视性。 

外层玻璃的内表面有一层导体薄膜，用于窗户的

电加热防冰和除雾。汇流条连接在窗户的上下边缘，

和导体薄膜相通，并连接到电气接线柱上。 

图 2-124 货舱门 

①操作货舱门前要检查舱门有无损

伤。 

②要检查周围有无影响货舱门打开的

障碍物。 

③确认风速没有超出风速限制。

④确保货舱门没有其他不能打开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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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2）典型飞机电子舱门操作步骤：

〖1〗操作前检查 

图 2-125 打开货舱门 

◆ 开货舱门操作步骤

①将货舱门把手向外拉出。

②手握货舱门把手沿舱门提示的“开

锁”的方向转动把手，确保舱门解锁。 

③将货舱门向内侧上方推，确保舱门完

全向内打开。 

◆ 关货舱门操作步骤

图 2-126 关闭货舱门 

◆ 关货舱门操作步骤

①手握货舱门前沿的拉绳把手向下

拉，直至舱门放下。 

②拉住舱门把手，将舱门拉至与机身

平齐。 

③按货舱门指示“关”的方向旋转把

手，直至舱门完全锁定，把把手按入

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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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 2-127 电子舱门 

①操作电子设备舱门前要检查

舱门有无损伤。 

②要检查周围有无影响舱门打

开的障碍物。 

③确保电子设备舱门没有其它

不能打开的情况。 

图 2-128 打开电子舱门 

◆ 打开主电子舱门

①按压电子舱门把手上的解锁按

钮，使舱门把手弹出。

②按舱门上指示箭头方向旋转把

手，直至舱门解锁。

③双手轻轻平托舱门往上托起直

至舱门进入滑轨。

注意：小心舱门从滑轨脱出。

④柔和的将舱门沿滑轨向里推，直

至舱门到位并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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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登机门操作步骤：

〖1〗警告与告诫 

警告：从客舱内开门需要注意滑梯预位已经解除并确保预位杆固定在支架上。从客舱外

开门需要注意观察窗是否有警示带。开关客舱门必须确认客舱是否有余压。 

图2-130 登机门上的警示带和预位杆支架 

〖2〗操作前检查 

◆ 关闭主电子舱门

①将电子舱门保持水平沿滑轨

向外滑出至舱门口。

注意：小心舱门从滑轨脱出。

②平托舱门保持水平，轻轻将舱

门放下。

③按舱门上指示箭头方向旋转

把手，直至舱门上锁。

④将把手向上推入把手槽，确保

把手跟舱门平齐并上锁。

图 2-129 关闭电子舱

①开门前，确认滑梯预位解除

（预位杆从地锚中脱开），并 

确保在固定支架上固定牢靠。 

②通过观察窗，确认舱门外面

没有障碍物。确认客舱无余压。 

图2-131 开登机门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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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2. 典型飞机结构部件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操作舱门时的安全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① 操作舱门开关时，动作一定要平缓，暴力可能会造成舱门结构损坏。

② 舱门推开一定要开到最大。

③ 关闭舱门时要防止夹住外来物。

④ 选择梯子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登机梯。

◆ 打开登机门

①按红色箭头指示的方向，顺时针

转动开门手柄，同时将舱门往舱外

推。

注：开门过程要缓慢，同时需要关

注舱门预位杆是否有跟其他障碍

物挂碰。

②继续往舱外推舱门，直至舱门完

全打开，阵风锁上锁。

图2-132 打开登机门 

◆ 客舱内关闭登机门

①按压舱门上的阵风锁，解除

舱门锁定。

②握住舱门上的白色手柄，往

舱内拉舱门，直至舱门回到门

框中。

注：关门过程要舒缓，同时需

要关注滑梯预位杆是否与其

它物体相碰。

③逆时针转到开门手柄，同时

将舱门向内拉关闭登机门。

图2-133 关闭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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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飞机液压系统 

 

3.1 液压基本概念 

 
3.1.1 液压传动原理 

 

液压传动是以液体为工作介质，利用液体静压能完成传动功能的传动方式，也称容积式

传动。 

帕斯卡原理是液压传动的基础原理。帕斯卡原理：在装满液体的密闭容器内，对液体的

任一部分施加压力，液体能把这一压力大小不变地向四面八方传递。图 3-1所示为基于帕斯

卡原理的简单液压传动模型。压强为 P的液压作用在面积为 A的作动筒端面，则在作动筒杆

端产生的推力为 F=P x A；通过帕斯卡原理传动，把作用面积变大，就能把作用力相应的成

倍增大。 

液压传动有重量轻、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易于检查和维护、可以输出大的推力或大转

矩、反应速度快、能实现无极变速、易于实现功率放大等优点。因此，液压传动广泛运用于

各型飞机的部件驱动。 

 
图 3-1 帕斯卡原理及其运用 

从图 3-1 模型可得出以下结论： 

液压传动以液体作为传递能量的介质，而且必须在封闭的容器内进行；在作用面积确定

的情况下，液压压力取决于负载（包括外负载和油液的流动压力损失），即驱动越大的部件

运动，需要的液压力也越大，如波音 B737 液压系统输出大约为 20 700kPa（3 000psi），

目前最新民航飞机（如空客 A350 飞机和波音 B787）的液压系统压力已经由主流的 20 700kPa

提高到 34 500kPa（5 000psi）；单位时间的流量越大，作动筒杆端的运动速度越快；液压

传动的主要参数是压力 P和流量 Q；液压传动中的液压功率等于压力与流量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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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液压油 

 

1. 液压油指标要求 

液压油的主要特性包括黏性、化学稳定性、防火特性、压缩性和润滑性。 

1）黏性 

当流体在外力作用下流动时，由于分子间内聚力的作用，产生阻碍其分子相对运动的内

摩擦力，这种现象称为流体的黏性。只有流体在运动时黏性才会显示出来，静止的流体不显

示黏性。黏性只能阻碍、延缓流体内部的相对运动，但不能消除这种运动。黏性是流体最重

要的特性之一，是其内部流动阻力的一种表现，通常用粘度来表示。粘度低的液体流动性好，

例如汽油,而粘度高的液体流动性差，例如沥青。液体的粘度随温度降低而增加。对于液压

系统来说，合格的液压油必须要有足够的粘度，以便在泵、活门或活塞等处提供良好的密封。

粘度太低的液体，由于系统泄漏损失增大，容积效率下降等原因会造成运动部件和重载部件

快速磨损。但粘度也不宜过大，防止形成较大的流动阻力和摩擦，进而导致动力损失和较高

的工作温度，这些因素都加大了部件的磨损和负荷。 

通常，用来测量液体粘度的仪器称为粘度计。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使用多种测定方法和单

位来定义粘度，其中赛氏粘度是测量在温度 37.8℃（100°F）下，60 毫升的油液在自重作

用下通过标准节流孔所需的时间，单位为赛波特通用秒。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通常采用恩格

勒粘度计测量粘度，即恩氏粘度。恩氏粘度测量在某一温度（t℃）下，200 毫升油液在自重

作用下从恩格勒粘度计内流出来所需的时间（s）。 

综上所述，必须选取合适粘度的液压油。粘度太小，液压油的密封性差，容易渗漏，同

时润滑效果也变差。粘度过大，则会造成流动阻力大，传动阻力大，功率损失大，工作温度

高等问题。 

 

图 3-2 赛氏粘度计（a）和恩格勒粘度计（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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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稳定性 

    化学稳定性主要是指油液抗氧化的能力，是选择液压油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油液在

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空气、水分、盐分以及其他杂质，尤其在长时间的运行过

程中，温度也会上升。有些油液还会与锌、铅、铜等金属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酸性物质。这

些不利因素，都会导致液压油的氧化加剧，黏性增大，杂质增多，油液变质，进而造成部件

的黏滞、渗漏或者由于润滑性能下降，造成部件磨损。因此，液压油必须具备良好的化学稳

定性。 

3）防火特性 

衡量防火特性的指标为闪点、燃点和自燃点。 

闪燃指液体表面产生足够的蒸汽与空气混合形成可燃性气体时，遇火源产生短暂的火光，

发生一闪即灭的现象。发生闪燃的最低温度称为闪点。 

燃点是指可燃液体表面上的蒸汽和空气的混合物与火接触而产生火焰并能继续燃烧不

少于 5秒的温度。 

    自燃点是指可燃物质在助燃性气体中加热而没有外来火源的条件下起火燃烧的最低温

度。 

在实际使用中，通常用闪点和燃点来表征液压油发生爆炸或燃烧的可能性大小，航空液

压油要求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 

表 3-1 航空矿物基和航空合成基液压油耐燃性指标 

名称 名称 闪点/℃ 燃点/℃ 自燃点/℃ 

航空矿物基液压油 MIL-H-5606 93～107 124 246 

航空合成基液压油 BMS 3-11 254 316 593 

4）压缩性 

压缩性是指流体在密闭状态下，随着压强的增加体积减少而密度增加的性质。一定体积

的液体，随着压强增大，体积变化越小，说明其压缩性越小。 

液压油的可压缩性很小，基本可以认为是不可压缩的。但如果液压油中含有气泡，由于

气泡的可压缩性很大，会导致液压油整体的压缩性显著增大，造成传动迟缓，甚至不能有效

推动部件作动的情况发生。因此，需要严格控制液压油内的气体含量。 

5）润滑性 

润滑性是指液体能够在两个附件的摩擦面之间形成一层“油膜”的特性。这层“油膜”

覆盖着附件的表面，使它们的摩擦面不直接接触，因而可减小附件之间的摩擦力，从而减少

附件表面的磨损。飞机的液压系统是利用液压油来润滑的，所以液压油必须有良好的润滑性。 

2. 常见液压油 

1）植物基液压油 

植物基液压油（例如 MIL-H-7644）由蓖麻油和酒精组成。颜色常为蓝色，有浓烈的酒精

味而且易燃，主要用在最初的老式飞机上。 

    2）矿物基液压油 

矿物基液压油（MIL-H-5606）历史比较久远，在很多系统广泛使用，尤其用在火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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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地方。还有一种 MIL-H-6083 液压油，它实际上是 MIL-H-5606 防锈版本，它们完全可以

互换。矿物基液压油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通常被染成红色。 

3）磷酸酯基液压油 

磷酸酯基液压油也叫合成基液压油，是非石油基，人工合成的液压油，其防火性能特别

好，将这种液压油喷向超高温火焰中进行耐火实验，不会持续燃烧，只会偶尔会出现闪燃。

它于 1948 年才用于高性能的活塞发动机和涡轮螺旋桨飞机上，目前使用较多的是美国孟山

都公司生产的 Skydrol 品牌的液压油。磷酸酯基液压油呈紫色，具有较好的低温工作特性和

低腐蚀性，广泛用于现代大型飞机的液压系统。  

在维护过程中，应使用飞机维护手册或附件说明书所规定牌号的液压油。 

表 3-2 航空液压油的分类识别和运用 

类型 名称 颜色 用途 

航空植物基液压油 MIL-H-7644 蓝色 用于早期老式民航客机 

航空矿物基液压油 

MIL-H-5606 

MIL-H-6803 

BMS3-32 Ⅱ 

红色 
用于现代大型民航客机起落架减震

支柱内筒 

合成基液压油 BMS 3-11 紫色 
用于现代大型民航客机如波音

B737NG、空客 A320 飞机液压系统 

3. 液压油使用注意事项 

1）液压系统的防护 

错误的使用液压油，会导致液压系统性能下降甚至丧失全部功能，造成事故。为保证液

压系统工作正常，在使用液压油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禁止液压油混用 

不同类型或规格的液压油不能混用。使用错误的液压油可能会引起密封部件、胶管和其

他非金属部分迅速损坏，使系统无法工作。如果加错油液后应立即排放油液，冲洗整个系统，

并根据制造厂家规定及时更换可能损坏的部件。 

（2）保持油液必要的清洁度 

    为保持油液的清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系统必须加装油滤，更换液压油时，要

彻底清洗系统，加入的新液压油必须过滤。其次，维护人员在维护液压系统时，必须严格按

照规定操作，避免污染系统。 

    （3）防止系统进入空气 

由于液压油中混入空气会导致液压油可压缩性显著增加，因此要保证液压系统完全密封

（特别是液压泵吸油管路），以防止吸入空气。在进行相关维护工作后应对液压系统进行排

气，确保系统中的空气得以排除。另外，还要保证油箱油量在规定范围内，防止油泵因油箱

内油量过低而吸入空气。 

    2）其他系统和飞机结构的防护 

在维护液压系统时应避免液压油污染其他系统和飞机结构，尤其是轮胎、胶管等非金属

结构和飞机表面的油漆涂层。在维护时，一旦发生油液溅出的情况应立即用干净的抹布擦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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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肥皂水和热水彻底冲洗。 

3）维护人员的防护 

磷酸酯基液压油有较强的毒性，对人体皮肤、眼睛和呼吸道粘膜有较强的刺激性。因此，

在进行维护时，应该在手和胳膊上涂药膏，佩戴耐油手套，并按要求处理废弃油液。当有可

能被油液喷溅到眼睛时（例如进行压力测试或元件拆装更换），应佩戴防护镜。如果皮肤接

触到液压油，应用大量清水或肥皂水清洗。如果眼睛接触到液压油，第一时间用大量清水清

洗眼睛（眼睛冲洗设备如图 3-4 所示），情况严重时应立即向医生求助。           

        

图 3-3 维修人员防护标识图                图 3-4 眼睛冲洗设备 

 

3.2 液压系统介绍 

 

3.2.1 液压系统组成 

 

现代飞机的液压系统系统循环过程可以简化为图 3-5 所示。来自油箱的液压油，经增压

组件提升压力后供给用户，执行完工作再次返回液压油箱，如此进行重复。各型号飞机液压

系统的用户数量和用户类型有所不同，单个增压组件往往很难满足所有用户的使用需求，大

部分飞机通过增加泵的数量和种类解决此问题。但用户数量和类型的变化不会改变液压系统

的整体组织结构，其基本构型就是油箱-增压-用户。 

 

图 3-5 液压系统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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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系统部件 

 

液压系统的主要部件包括：储存部件、增压部件、分配部件、执行部件、辅助部件和控

制指示部件。 

储存部件为液压油箱，用于存放系统工作所需的液压油； 

增压部件为液压泵，根据能量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发动机驱动泵（Engine Driven Pump，

EDP）、电马达驱动泵（Electric Motor Driven Pump，EMDP）和空气驱动泵（Air Driven 

Pump，ADP）等； 

分配部件负责液压油流向的控制，主要包括压力组件、液压管路和管路上的控制活门； 

执行部件使用高压油液作为动力，将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最终驱动飞机的舵面或其他

部件，常见的执行部件有液压作动筒和液压马达等； 

辅助部件主要包括储压器、油滤、密封元件等，此类部件在系统中分布广泛； 

控制指示部件主要包括方向、压力、流量控制元件，驾驶舱液压系统控制面板以及显示

器，用于机组和地面维护人员监控系统的工作。 

为了增加飞机飞行的安全裕度，通常设有多个液压系统。例如：空客 A320 飞机有绿、

蓝、黄三套液压系统，系统各自独立工作，并且各液压系统之间不会发生液体交换，系统的

主要部件及功能如图 3-6 和表 3-3 所示。 

 

图 3-6 空客 A320 液压系统组成 

表 3-3 空客 A320 液压系统主要部件介绍 

名称 数量 功能 

液压油箱 3 
--提供一定压力的油液到液压泵 

--收集飞机用压系统的回油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液压系统 

116 

火警关断活门 2 
--发动机火警时关闭，停止向发动机驱动泵供应

液压油 

发动机驱动泵 2 
--由发动机驱动，为绿液压系统、黄液压系统的用

户系统提供压力 

电马达驱动泵 2 
--由电马达驱动，为黄液压系统、蓝液压系统的用

户系统提供压力 

动力转换组件 1 
--双向工作，当一个液压系统低压时，自动工作传

输液压动力但不传输液压油 

冲压空气涡轮 1 --应急情况下，为蓝系统增压 

手摇泵 1 --仅可为货舱门开关供压 

系统储压器 3 
--稳定系统压力 

--液压系统低压时提供备用压力 

波音B787飞机液压系统分为三个独立系统，采用34 500kPa（5 000psi）的工作压力，

同时液压泵具有多级转速，具有智能泵源的特点。波音B787还采用机电作动器和电刹车等

多电技术，减少了液压用户，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和维修性，其液压系统简图如图3-7所示。

图 3-7 波音 B787 液压系统组成 

3.2.3 部件工作原理 

本节介绍液压系统控制部件、辅助部件和执行部件的工作原理，储存、增压和分配部件

在后续章节进行详细介绍。 

1. 控制部件

控制部件用于对液压系统中油液的流动方向、压力和流量进行控制和调节，也称为液压

控制阀。 

1）方向控制阀用于控制油液的通断和改变油液的方向，可分为单向阀和换向阀。 

（1）单向阀的主要特点是油液只能沿一个方向流通，不能反流。单向阀的工作原理

如图 3-8 所示，油液只能从左侧进入，克服弹簧力后向右侧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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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单向阀 

（2）换向阀用于控制系统中油液的流动方向，某些换向阀还可以控制油路的通断。按

运动形式可将换向阀分为转阀、滑阀和梭阀。如图 3-9 所示，三种换向阀分别通过旋转、滑

动和液压压力变化控制油路的变化。 

 

图 3-9 换向阀 

2）压力控制部件用于调节或限制系统压力，飞机上常见的压力控制部件有溢流阀、减

压阀、优先活门等。 

（1）溢流阀通过阀口溢流作用使被控制系统或回路的压力维持恒定，从而实现稳压、

调压或限压作用，按结构形式分为直动式溢流阀和先导式溢流阀。 

在直动式溢流阀中，当系统压力小于弹簧预调压力时，弹簧将阀芯保持在关闭位，当系

统压力超过弹簧预调压力时，可将压力管路内的油液排入回油管。直动型溢流阀构造简单，

调压精度低，只适用于低压小流量系统。在先导型溢流阀中，压力油进入压力腔后作用在主

阀和导阀的感压柱塞上，感压柱塞顶在钢珠上。当压力低于导阀弹簧调定压力时，钢珠将导

阀腔与回油腔封闭，导阀腔内油液不能流动，因此主阀被保持在关闭位。当压力上升至导阀

弹簧调定压力时，感压柱塞将钢珠顶开，导阀腔与回油腔之间的油路连通，油液推动主阀，

压缩主阀弹簧，迅速打开主阀，压力腔和回油腔之间形成通路，完成油液溢流。先导式溢流

阀调压精度高，主要用于高压大流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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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溢流阀 

（2）减压阀主要用于单一增压源系统中的压力调节，利用阀口的节流作用降压。常见

的减压阀有两种：定值减压阀、定差减压阀。 

直动式定值减压阀与直动式溢流阀的结构相似，差别在于减压阀的控制压力来自出口压

力，且阀口常开。在定差减压阀中，作用在阀芯弹簧的调定压力是由阀进口（高压）和出口

（调定压力）分别作用在阀芯两端的压力差来平衡的，所以阀口的开度仅受进、出口压力差

调节，从而保持进出口压差为恒定。 

 

图 3-11 减压阀 

（3）优先活门一般安装在重要部件的下游。当系统压力不足时，切断向活门下游次要

部件供油，从而确保重要部件优先得到供压。如图 3-12 所示，当上游的压力低于预定值时，

活门关闭，切断下游供压，当优先活门上游压力达到压力预定值时，活门打开，下游得到供

压。除此之外，优先活门还可作为顺序控制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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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优先活门 

3）流量控制元件简称流量阀，其功用是调节和控制液压系统管路中的液体流量，以调

节和控制执行机构的运动速度。飞机上常见的流量阀有节流阀和液压保险。 

（1）节流阀使用小孔节流原理，当油液流经节流孔时，流速增加，油液在节流孔上下

游产生压差，由于节流孔的局部阻力使油液压力下降，能量损耗，以起到降压节流的作用。 

 
图 3-13 小孔节流原理 

（2）液压保险作为液压系统的安全装置，可以防止下游部件或管路损坏时，系统的油

液全部漏光。如图 3-14 所示，油液经进口流入液压保险，经过内部节流孔流向下游。传动

活塞靠弹簧保持在开位，当流经节流孔的流量增加时，节流孔前后压差增大。当流量增加到

某一临界流量时，节流孔前后压差克服传动活塞弹簧预紧力，向右推动活塞，关闭油液出口，

油液不再流动。 

 

图 3-14 液压保险 

2. 辅助部件 

1）油滤 

油液污染是造成液压系统故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使用油滤过滤油液中的金属微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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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杂质，使液压油保持必要的清洁度。用于过滤的滤芯安装在滤杯内，再通过油滤壳体安

装到飞机结构上并连接管路，拆下滤杯可以更换滤芯。 

飞机液压系统油滤内部通常设有旁通活门、堵塞指示器和自封活门，以提高油滤的工作

可靠度和维护便利性。油滤随着使用时间增长而逐渐被堵塞时，滤芯进口和出口压差增大，

旁通活门在此压差作用下打开，保障下游系统供油。自封活门可在拆下滤杯时自动将进口油

路和出口油路堵住，便于滤芯的更换操作。堵塞指示器可指示油滤的堵塞情况，提醒维护人

员及时更换滤芯。 

 

图 3-15 油滤 

2）储压器 

大多数现代飞机的液压系统都安装有系统储压器，主要用于维持系统压力，减缓系统压

力脉动和协助液压泵共同供油，增大输出功率。储压器内部分为两个腔室，一端为液压油、

另一端为氮气。当液压泵流量瞬时增加时，一部分油液进入储压器，由于储压器内气体容易

压缩，而且体积较大，相对压缩量较小，所以这部分油液进入储压器所引起的压力变化很小。

当液压泵流量瞬时变小或大功率液压用户工作时，储压器可输出一部分油液，同理这时压力

变化也很小。飞机液压系统采用的储压器有三类：活塞式、薄膜式和胶囊式。 

 

图 3-16 储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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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手册对储压器内部的氮气压力有相关要求，氮气压力过高会导致储压器内储存的油

量减少，压力过低则会导致部分油液因无法排出而不能参与工作。为保证储压器的正常工作，

维护人员需定期按手册要求对其进行勤务。 

首先在系统液压泵关闭的情况下，操作用压系统，将储压器内部的油液排空，检查内部

氮气压力，再根据手册要求进行充气。 

在检查氮气压力时，若压力表安装储压器充气端，操作用压用户直至压力不再下降时的

读数即为内部氮气压力；若压力表安装在供压管路上，则在压力下降过程中，压力降至某一

数值 P0，然后突然从 P0降至 0，那么 P0 即为储压器内部氮气压力。 

3）密封装置 

在液压系统的使用和维护中，最难解决的、也是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漏油。漏油不但影

响系统的工作效率，严重时还可能危及飞机安全。所谓密封，就是阻挡油液从两个配合零件

表面的间隙中流出。飞机上最常见的密封装置是“O”形密封圈。 

4）散热器 

在中低压系统中，一般不配备专用的散热器，油液在油箱和金属管道内就可以完成散热。

而在大功率高压系统中，往往需要专用的散热器对油液进行冷却，飞机上常见的液压油散热

器有两种：液冷式和气冷式，分别使用飞机燃油和冲压空气作为冷却介质，对液压油进行冷

却。 

3. 执行部件 

液压系统执行部件将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飞机上常见的执行部件有两类：液压马达和

液压作动筒，液压马达与液压泵结构相似，工作相反，液压泵的工作原理将在系统增压部分

详细介绍，本节主要介绍液压作动筒。 

1）单作用式作动筒的活塞在液压作用下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高压油从进油口进入，

迫使活塞向右运动，压缩弹簧，作动筒右腔的空气通过通气口排出。油液释压后，弹簧伸张

并推动活塞向左运动，作动筒左腔的油液被挤出进油口，同时，空气通过通气孔进入作动筒

右腔。此类作动筒常用于飞机刹车系统。 

 

图 3-17 单作用式作动筒 

2）双作用式作动筒可以利用油液推动部件作往复运动。高压油液从左侧进油口进入作

动筒时，活塞向右运动，作动筒右腔内的油液从右侧进油口返回油箱。若高压油从右侧进油

口进入作动筒，则活塞的运动方向与上述相反。此类作动筒常用于飞机起落架和飞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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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双作用式作动筒 

    3）齿轮齿条式作动筒可以看作双作用式作动筒的变异，利用传动活塞驱动齿条，再由

齿条带动与之啮合的齿轮转动。此类作动筒将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变为齿轮的转动，常用于

飞机前轮转弯系统。 

 

图 3-19 齿轮齿条式作动筒 

 

3.3 液压存储系统 

  

3.3.1 存储系统介绍 

 

液压存储系统部件主要是飞机液压油箱。液压油箱通常是圆柱形，完全密封的金属罐。

油箱内上部为增压空气，下部为液压油。油箱的主要作用是存储液压油，并留有足够保证液

压油膨胀的空间，油液体积变化是由液压油工作过程中温度升高热膨胀引起的。除此之外，

液压油箱还具有散热、分离油液中的空气和沉淀油液中杂质等作用。常见的油箱如图 3-20

所示。 

 

图 3-20 飞机液压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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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油箱 

 

1. 油箱外部部件 

典型的飞机液压油箱有以下外部部件： 

1）溢流阀：也叫“释压活门”，位于液压油箱顶部，当液压油箱内部增压空气超过阀

值时，溢流阀打开，释放多余气压，保护油箱结构。当油箱内压力小于阀值时，溢流阀关闭。 

    2）目视窗口：地面维护时，通过窗口查看油箱内部液压油量。 

3）回油口：系统回油通过回油管路和回油口返回液压油箱。通常，回油口位于油箱中

部，这有利于系统回油和油箱内部的液压油进行充分混合，迅速降温，同时也可以防止回油

把油箱底部的杂质冲击扬起，通过供油口吸入增压驱动泵。 

4）取样活门：定期通过取样活门收集液压油箱内部油液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检测

油液内部的杂质、水分、颗粒物等，如发现超标，需更新系统内的液压油。 

5）发动机驱动泵供油口：向发动机驱动泵供油。 

6）放油活门：对油箱进行放油。 

7）电动泵供油口：向电马达驱动泵供油。 

8）温度传感器：探测液压油箱内液压油温度，并向驾驶舱及计算机提供液压油温度数

值或发出过热警告。 

9）油量传感器：探测液压油箱内液压油量，并向驾驶舱及计算机提供液压油量数据或

发出低油量警告。 

 

图 3-21 典型液压油箱外部部件 

2. 油箱内部部件 

液压油箱内部的上半部通常是增压气体，下半部是液压油，图 3-22 为典型的油箱内部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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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油箱都有两根供油管，位于油箱底部。飞机飞行时，高度突然下降可能会导致液压

油在惯性的作用下移动到油箱顶部，切断液压油的供给。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液压油箱中

接近油箱底部的位置装有一块金属挡板用于保证油箱底部有足够液压油，防止供油中断。除

此之外，这个金属挡板还可以保障飞机在极端加速或者减速情况下的可靠供油。 

液压油箱底部的两根供油管分别用于向发动机驱动泵和电马达驱动泵供油。为了提高系

统的供油可靠性，在设计供油管路时要考虑当发动机驱动泵供油管路发生严重泄漏时，能够

保存一定量的油液供给电马达驱动泵使用。因此，油箱的发动机驱动泵供油接头位置高于电

马达驱动泵供油接头位置，即在发动机驱动泵的吸油管路上设置立管。 

 

图 3-22 典型液压油箱内部部件 

                       

3.3.3 油箱增压系统 

 

油箱增压系统的作用是保证下游液压泵的进口压力。在高空中，空气稀薄，因此油箱内部

的气压会降低导致高空气塞，不能连续向油泵供油。油箱增压可以防止油液出现气塞现象。

油箱增压的方式包括液压压力增压和空气增压。 

1. 油箱液压压力增压 

油箱液压压力增压的方法是通过高压油作用在油箱的活塞上，在活塞上施加压力，为

油箱中的液压油增压。油箱增压的压力大小取决于两个活塞的面积比，如果两个活塞面积

比为 60:1，则当系统压力为 20 700kPa（3 000psi）时，油箱内油液的增压压力可以达到

345kPa（50psi），图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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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液压力油箱增压 

2. 油箱空气增压 

现代飞机通常使用气源系统或发动机引气对液压油箱进行增压，称为油箱空气增压。油

箱增压组件是空气增压系统的主要部件，内部通常有单向阀、气滤、减压阀和地面增压接头

等。为了保障安全，在维护前需要对液压油箱进行释压。 

典型的油箱空气增压系统如图 3-24 所示，液压油箱增压空气可以来自于左发高压压气

机引气、飞机气源系统（发动机引气、APU引气或地面气源）或地面增压接头，飞机在空中

正常飞行时使用左发高压压气机引气对液压油箱进行增压。地面维护时可以通过压力表读取

油箱压力值，当油箱增压压力不足时，会在驾驶舱显示油箱低压警告。 

 

图 3-24 液压油箱增压系统 

1）节流阀：用于对左发高压压气机引气进行降压，同时在下游气管发生破损漏气后限

制空气流量，减小对左发引气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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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面增压接头：在维护时可以使用地面充气设备通过此接头对液压油箱进行增压。 

3）气滤：过滤增压空气中的杂质，防止对液压油造成污染。 

4）水分离器、排水活门：用于从增压空气中分离并排除水分。 

5）减压阀：对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引气进行进一步降压，以满足液压油箱增压需求。 

6）单向阀：用于防止空气反流。 

7）人工释压活门：每个油箱有单独的人工释压活门，在进行相关的液压系统维护工作

前，通过此活门进行释压，以保障安全。 

8）溢流阀：用于油箱内压力过大时释放多余压力，保护油箱结构。 

3.4 系统增压 

3.4.1 液压泵工作 

1. 液压泵的基本原理

液压泵是液压系统的动力源，均为容积式泵，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容积变化进行吸油和

压油。 

图3-25所示为容积式液压泵的工作原理。柱塞依靠弹簧紧压在偏心凸轮上，偏心凸轮由

发动机或电动机带动旋转，使柱塞作往复运动，导致密封工作腔的容积发生变化。当工作腔

容积变大时产生部分真空度，大气压力迫使油箱中的油液经供油管顶开单向吸油阀，进入工

作腔，这就是吸油过程。当工作腔的容积变小时，吸入的油液受到挤压，产生压力，顶开单

向压油阀流到下游系统中去，这就是压油过程。偏心凸轮不停旋转，使泵不停地吸油和压油，

以此将发动机（或电动机）输入的机械能转换成液压能。 

图3-25 容积泵工作原理 

2. 液压泵的种类

液压泵有多种分类方法，例如按其结构形式可分为齿轮泵、叶片泵和柱塞泵。 

1）齿轮泵主要由两个啮合的齿轮组成，它们在一个油室内转动。主动齿轮由飞机的发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液压系统 

127 
 

动机附件齿轮箱或其他动力装置驱动，从动齿轮与主动齿轮啮合并由其带动。油泵的吸油口

与油箱连接，排油口与压力管路连接。当主动齿轮转动时，带动从动齿轮转动，在吸油腔中

的齿轮逐渐退出啮合，吸油腔容积增大，形成部分真空，油箱中的油液在油箱内气压作用下，

克服吸油管阻力被吸进来，并随齿轮转动。当油液进入排油腔时，由于轮齿逐渐进入啮合，

排油腔容积逐渐减小，将油液从排油口挤压出去。齿轮不断旋转，油液便不断地吸入和排出。

齿轮泵体积较小，结构较简单，对液压油的清洁度要求不严，价格较便宜，但泵轴受不平衡

力，磨损严重，泄漏较大。在现代飞机系统中，中低压系统多采用齿轮泵进行增压。 

 

图3-26 齿轮泵 

2）叶片泵分为双作用叶片泵和单作用叶轮泵。叶片泵转子旋转时，叶片在离心力和压

力油的作用下，尖部紧贴在定子内表面上。这样两个叶片与转子和定子内表面所构成的工作

容积，先由小到大吸油后再由大到小排油，叶片旋转一周，完成一次吸油与排油。这种泵流

量均匀、运转平稳、噪音小、压力和容积效率比齿轮泵高、结构比齿轮泵复杂。 

 

图3-27 叶片泵 

3）柱塞泵依靠柱塞在缸体中往复运动，使密封工作腔的容积发生变化来实现吸油、压

油。柱塞泵的特点是容积效率高、泄漏小、可在高压下工作、大多用于大功率液压系统，但

其结构复杂，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高、价格贵、对油的清洁度要求高。在现代飞机的液压系

统中，高压系统多采用柱塞泵进行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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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柱塞泵 

3. 液压泵的性能参数 

1）排量和流量 

（1）理论排量 

液压泵的理论排量是指在没有泄漏的情况下，泵每转一周所排出的液体体积。理论排

量由泵的密封工作腔大小决定，一般用q表示。 

（2）理论流量 

液压泵的理论流量Q等于理论排量q与泵转速n的乘积， 𝑄 = 𝑞𝑛，指在不考虑泄漏的情

况下，泵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液体体积。 

（3）额定流量 

液压泵的额定流量是指在额定转速下，处于额定压力状态时泵的流量。由于内漏的存

在，因此额定流量总是小于理论流量。 

2）压力 

油泵工作压力有两种表示方法：额定工作压力和设计工作压力。 

（1）额定工作压力 

液压泵的额定工作压力是指在额定转速和规定的容积效率下，泵能够连续工作的最高

压力。额定工作压力可根据图3-29中的压力-流量特性曲线确定，其大小取决于泵的密封件

和制造材料的性质和寿命。若其工作中压力超过额定值就称为过载。 

 

图3-29 液压泵压力-流量特性曲线 

（2）设计工作压力 

设计工作压力（Design Operating Pressure，DOP）是排除了诸如由泵脉动、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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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作用或流量波动引起的合理压力波动和瞬态压力影响之后液压泵的正常最大稳定压力。目

前常见飞机液压油泵的设计工作压力有20 700kPa（3 000psi）和34 500kPa（5 000psi）两

个等级，大多数民航飞机液压系统的设计工作压力为20 700kPa，如波音B737和空客A320系

列等。某些新型飞机，如波音B787和空客A380的液压系统采用34 500kPa作为设计工作压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型选用34 500kPa等级设计工作压力。 

3）功率和效率 

（1）功率 

液压泵的输入功率是指其由驱动机构（发动机附件齿轮箱或电动机）获取的机械功率，

是转矩和角速度的乘积，即𝑁𝑖 =  𝑇𝜔。其中，T为泵的实际输入转矩（驱动机的输出转矩），

ω为泵的转动角速度。泵的输出功率是实际流量Q和工作压力P的乘积，即No=PQ。 

（2）效率 

液压泵的效率指输出液压功率与输入机械功率的比值，即𝜂 = = 。液压泵的效率表

示泵的功率损失程度。功率损失主要是两种损失造成的，一是容积损失，二是机械损失，与

之对应的是容积效率和机械效率。 

容积效率是指泵的流量损失程度，用泵的实际输出流量Q与泵的理论流量𝑄 的比值表

示:𝜂 = 。造成泵流量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泵的内漏和在吸油行程中油液不能全部充满油腔，

即泄流损失和填充损失。 

    机械效率是指输入泵的转矩损失程度。泵在工作时存在相对运动部件之间的机械摩擦和

油液在泵内流动时表现出来的黏性作用都会引起转矩损失，泵的实际输入转矩𝑇 总大于泵的

理论转矩，即机械效率𝜂 = 。一般齿轮泵的总效率为O.6～O.65，柱塞泵约为0.8。 

4. 影响液压泵效率的主要因素 

（1）油温过高或过低 

温度过高，会导致液压油粘度下降，油液粘度过低时，会增加泵的内漏并降低油液的润

滑性，进而导致容积效率和机械效率下降。温度过低，会导致油液粘度上升，油液粘度过高

时，油泵吸油阻力增大，吸油困难，油液不能完全充满油腔，降低填充效率。粘度过高同样

会造成油泵转动阻力增大，并增加流体的流动阻力，降低机械效率。 

（2）油箱维护不正常 

油箱内增压压力不足、油箱内油量太少、油泵吸油管路漏气及吸油管路阻力过大，均会

导致空气进入油泵腔内，进而造成容积效率降低。 

当空气大量进入油泵时，可导致油泵产生“气塞”现象。由于气体具有很大的可压缩性，

当油泵吸油时，气体膨胀，吸油腔内不能形成所需的真空度，因此无法把油吸入。在压油过

程中，气体又极容易被压缩，泵内不能达到克服负载的压力，油液不能进入工作系统。气塞

导致油泵不能顺利吸油和供油，并伴有严重的噪声和振动，油泵迅速升温。此时，应立即将

油泵停转，查找气塞发生的具体原因，在排故后给油泵灌油、排气。 

当油液中存在微量气泡时，会发生“气蚀”现象。混有气泡的油液被吸入油泵吸油腔，

由于油泵转速很高，吸油腔向排油腔转换时间非常短，气泡在极短时间内被高度压缩（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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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绝热压缩）而发生气泡溃灭。气泡溃灭瞬间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力和高温。气泡悬浮在液压

油中时，气泡周围油液将由于高温而剧烈氧化（甚至出现碳化），导致油液品质下降。若气

泡附着在油泵内壁材料上，气泡溃灭瞬间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可将该处的泵内壁材料熔化，

导致内壁表面出现凹坑。由于周围油液的冷却作用，熔化下来的材料冷却凝固成尺寸非常小

的球状物，进入油液造成油液污染。气蚀出现时，油泵外观无显著特征，因此危害很难消除。 

为了避免油泵出现的“气塞”和“气蚀”现象，除了尽力提高液压油的品质，减少其与

气体的相融性，还应对油箱进行正确增压并确保油压和油量都处于正常范围内。 

（3）油泵装配异常 

油泵装配过松，会导致油泵内漏增加，造成容积效率降低。而油泵装配过紧会导致摩擦

增大，机械效率降低。摩擦增大会造成过度磨损、封严损坏，油泵内污物增加，导致润滑恶

化，油泵内油路堵塞，机械效率进一步降低。过度磨损也会导致间隙增大，容积效率随之也

下降。 

5. 现代飞机液压系统液压泵 

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现代飞机上一般都有几个独立的液压系统。双发飞机，如波

音B737和空客A320系列，一般有三个独立的液压系统。而四发飞机，如波音B747，具有四个

独立的液压系统。除此之外，每个液压系统往往配备多个增压泵，如波音B737的主系统均配

备两个液压泵，波音B777的中央液压系统配备5个液压泵。一般在两个主液压系统之间的管

路上，还设有液压动力转换组件（Power Transfer Unit，PTU）。 

 

3.4.2 主增压 

 

在现代飞机上，通常使用发动机驱动泵和电马达驱动泵作为系统主增压源。 

    1. 发动机驱动泵 

发动机驱动泵通常是斜盘式柱塞泵，安装在飞机发动机附件齿轮箱上，发动机转子通

过附件齿轮箱驱动油泵运转，对液压系统进行增压。 

 

图3-30 发动机驱动泵 

如图3-31所示，发动机驱动泵（EDP）采用的斜盘式轴向柱塞泵，主要由斜盘、柱塞、

缸体和驱动轴等组成，柱塞沿圆周均匀分布在缸体内，一般有5～9个柱塞，其头部通过机械

装置紧紧地压在斜盘上。缸体轴线与斜盘成一定夹角。传动轴通过花键带动缸体旋转，柱塞

随缸体旋转，同时在缸体内进行往复直线运动。缸体每转一圈，每个柱塞就完成一次吸油和

压油，改变斜盘倾角的大小，可以改变柱塞的往复行程，从而控制泵的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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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活门感受油泵输出压力，当输出压力达到预定值（由弹簧预紧力决定）时，补偿活

门将泵出口压力油供向斜盘作动筒，使斜盘倾角减小，从而减小泵的排量，起到调节作用。

当斜盘角度调为零时，输出流量也为零，油泵处于卸荷状态。 

吸油口的叶轮增压泵可以提高进入配油盘的油液压力，确保油液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填充

进柱塞腔，提高油泵的充填效率。设置吸油口叶轮增压泵还可以提高油泵的自吸能力，增加

油泵吸油可靠性。 

泵出口处的挡块活门由弹簧控制。当油泵输出压力高于弹簧压力时，挡块活门打开，油

泵向下游输出高压油液。当油泵输出压力不足时，挡块活门在弹簧作用下使油泵出口关断，

停止向系统供油，同时防止系统中的高压油液反冲损坏油泵。 

一部分液压油对油泵进行润滑和冷却，防止其工作超温，这部分油液通过壳体回油管路

返回油箱。 

通过人工控制电磁活门可以实现对油泵的人工关断。飞机在地面试车时，为减小油泵的

功率损耗，可通过驾驶舱的电门控制该活门电磁线圈通电，打开活门。此时压力油接通补偿

活门左侧活塞，使其克服弹簧力，将压力油供向斜盘作动筒，推动斜盘组件，直至倾角接近

于零，油泵工作在输出压力和流量均很低的关断状态。应注意的是，发动机关车时，发动机

驱动泵即处于卸荷状态，因此不需另外操作人工控制电磁活门。若使电磁线圈一直处于通电

状态，会影响其使用寿命。 

 

图3-31 斜盘式轴向柱塞泵工作原理 

     2. 电马达驱动泵 

电动马达驱动泵（EMDP）由交流电动马达驱动，因此也被称为电动马达泵或交流控制泵。

它和发动机驱动泵（EDP）的工作原理基本类似，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驱动柱塞泵的动力来源

不一样。电马达驱动泵是由电马达带动泵的传动轴转动的。对于双发飞机，为了确保单发停

车时液压系统仍能可靠供压，电动马达驱动泵通常由对侧发动机的发电机供电。以波音B737

液压源系统为例，A系统的EDP由左发驱动，EMDP由右发的发电机供电，B系统的EDP由右发驱

动，EMDP由左发的发电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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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电马达驱动泵 

3.4.3 辅助增压 

辅助增压的主要作用是为主液压系统提供备份，一般在主液压系统失效或地面维护时

使用。常见的辅助增压源有冲压空气涡轮泵（Ram Air Turbine，RAT）、动力转换组件、

空气驱动泵和地面液压车。 

1. 冲压空气涡轮

冲压空气涡轮（RAT）可用于提供应急液压力以作动飞行操纵系统，同时也可以为飞机

提供紧急供电。正常情况下，RAT 被收回机身，以保持飞机气动外形。当满足一定条件时（如

空速大于 100 节，且交流主电源全部失效），RAT 可以自动放出。RAT 也可以通过驾驶舱的

释放按钮人工放出。RAT 的收回通常只能在地面完成。 

图3-33 冲压空气涡轮 

RAT 作动筒内部有一个机械锁，使其保持在收回位置。工作时，作动筒内部的机械锁

解锁，在弹簧力的作用下放出 RAT 组件。当组件放出后，冲压空气驱动涡轮叶片转动，从

而带动液压泵运转，为飞机提供液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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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冲压空气涡轮结构 

2. 动力转换组件 

动力转换组件（PTU）实际上是一个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组合件。如图3-35所示，在工

作时，PTU利用某一个液压系统（A系统）的压力驱动组件中的液压马达，液压马达通过驱动

轴带动液压泵转动，从而为另一个液压系统（B系统）增压。一些飞机上的PTU单向工作，如

波音B737的PTU只能通过A系统对B系统增压。另外一些飞机上，如空客A320的PTU可以在黄、

绿系统之间双向工作。 

 

图3-35 动力转换组件 

3. 空气驱动泵 

空气驱动泵（ADP）由气源系统的引气驱动。ADP组件主要由关断活门、涡轮、齿轮箱

和液压泵组成。关断活门打开后，气源系统的引气驱动涡轮，并通过齿轮箱带动液压泵的

转子转动，进行增压。波音B747、B777等飞机的液压系统中配备有A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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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 空气驱动泵 

4. 地面增压 

地面维护时，还可以使用地面设备（液压车）对液压系统增压，减少对飞机液压泵的使

用。地面液压车通过高压接头和回油接头与飞机液压系统连接。例如波音 B737 的 A、B系统

地面增压接头分别位于左、右冲压空气舱内，空客 A320 的地面增压接头位于各液压系统勤

务面板上。 

 

图 3-37 地面增压 

 

3.5 分配系统 

 

3.5.1 分配系统介绍 

 

在液压系统中，液压泵出口高压油是通过压力组件分配到各用压系统的，从各分系统

的回油经过回油组件统一返回油箱。 

1. 压力组件 

压力组件（或压力总管）安装在液压泵的出口管路，即压力管路上，它的主要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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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和分配液压泵出口的高压油到各用压系统。 

 

图 3-38 典型飞机的压力组件 

2. 回油组件 

回油组件（或回油总管）安装在回油管路，其主要作用是过滤及引导返回油箱的油液。 

 

图 3-39 典型飞机的回油组件 

 

3.5.2 液压分配系统部件 

 

1. 压力组件 

不同型号的飞机，其压力组件的组成元件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架飞机内，不同液压系统

压力组件的组成元件也可能各不相同。压力组件内一般包括单向阀、油滤、溢流阀、压力传

感器、压力电门等。 

1）压力传感器探测系统压力，用于驾驶舱指示； 

2）压力电门用于系统压力过低时触发警告； 

3）油滤用于清洁油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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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溢流阀用于超压释放； 

5）单向阀用于控制油液流向； 

6）取样活门用于收集油液进行分析； 

7）渗漏计量活门用于液压系统内漏测量。 

图 3-40 典型压力组件部件 

2. 回油组件

回油组件的内部构造相对简单，一般包括油滤、旁通活门和单向阀等。如图3-41所示，

油滤上游安装单向阀1，允许系统油液经过油滤返回油箱。若没有此单向阀，当工作系统出

现低压时，可能会出现“油滤反冲”现象。所谓油滤反冲，就是油箱内油液在油箱增压压力

作用下通过油滤反流，导致滤杯内污染杂质随油液逆流到工作系统中，使上游系统遭到污染。

单向阀2可为逆流的油液提供通路，进一步避免油滤反冲现象的出现。有的回油组件内还带

有温度传感器。 

图 3-41 典型回油组件部件 

3.6 控制和指示系统 

机组或维护人员可以通过驾驶舱液压面板控制相应液压系统的工作。系统中的传感器和

电门检测系统工作状态，用于驾驶舱指示，并在系统工作异常时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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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液压系统面板、开关 

 

图 3-42 某型飞机液压控制面板 

在飞机液压系统工作时，液压泵通常分三类工作情况： 

主用泵，该类型液压泵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备用泵，该类型液压泵由机组控制，可通过电门选择是否接通，某些机型的备用泵控制

电门还可以选择在自动位，此时油泵由系统逻辑电路控制，当需要该泵供压时，自动运转。 

应急泵，该类型液压泵主要是 RAT。 

在图 3-42 所示的某型飞机液压控制面板中，可见其主用泵为两台发动机驱动泵和两台

电马达驱动泵，备用泵为两台电动马达驱动泵和两台空气驱动泵，冲压空气涡轮作为应急泵。 

 

3.6.2 液压系统指示 

 

液压指示系统主要向机组提供油量、系统压力等参数指示和液压泵低压及油液、电马

达驱动泵超温等警告信息。 

1. 油量指示 

    油箱中的油量传感器利用浮子感受油面高低变化，并将油量值显示在油箱外部的油量

表和驾驶舱面板或显示器上。 

 

图3-43 液压油箱油量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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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力传感器和压力电门 

压力传感器可探测连续的压力信号，通常用于驾驶舱显示。压力电门通常用于触发系

统低压警告，当探测到的压力低于一定值时点亮警告灯或发出警告信息。 

 

图3-44 压力指示和低压电门 

3．过热警告 

油液和电马达液压泵的温度信号由超温电门（或温度传感器）探测，温度超过一定值

时点亮警告灯或发出警告信息。 

 

图3-45 过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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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维护介绍 

 
3.7.1.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3-4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控制面板 

控制备用液压泵工作 

备用液压系统低油量警告指示 

备用液压系统低压警告指示 

② 液压面板 

控制发动机驱动泵（EDP）、电马达驱动泵（EMDP）

工作 

主液压系统低压警告指示 

主液压系统过热警告指示 

③ 右主告诫灯和通告牌 
当液压面板上的任一盏琥珀色灯亮时，左右主告诫灯

和右通告牌上的液压灯（HYD）也会点亮。 

④ 下中心显示组件 
主液压系统油量指示 

主液压系统压力指示 

⑤ 左主告诫灯通告牌 

当飞行控制面板上的任一盏琥珀色灯亮时，左右主告

诫灯和左通告面板上的飞行控制灯（FLT CONT）也会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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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轮舱部件识别（一）： 

 

图3-4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 系统液压油箱 

存储 A液压系统液压油 

提供一定压力的油液到液压泵 

收集飞机用压系统的回油 

② B 系统液压油箱 

存储 B液压系统液压油，比 A系统液压油箱容量大。 

提供一定压力的油液到液压泵 

收集飞机用压系统的回油 

③ 系统回油滤组件 

回油滤组件将来自发动机驱动泵（EDP）或电动马达

驱动泵（EMDP）的回油在返回液压油箱之前进行清

洁。 

④ 动力转换组件 

动力转换组件（PTU）通过接受 A液压系统的压力和

B液压系统的油液，向前缘襟翼和缝翼提供备用压力

源。 

⑤ 电马达驱动泵 
电动马达驱动泵（EMDP）为液压系统 A和 B提供 19 

650～22 064kPa（2 850～3 200psi）的压力 

⑥ 液压压力组件 

将液压泵的压力分配到用压系统 

清洁来自液压泵的压力油 

监测液压泵压力 

监测液压系统压力 

液压系统高压保护 

⑦ 
发动机驱动泵供油关断

活门 

提起发动机火警电门时，液压系统的发动机驱动泵

供油关断活门将切断油箱供向液压系统发动机驱动

泵的油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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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轮舱部件识别（二）： 

 

图 3-4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油箱压力指示器 指示器显示油箱中的空气压力 

② 油箱释压活门 

油箱释压活门用于维护时为相应的液压油箱

进行人工释压，当来自油箱释压活门的气流

停止时，液压油箱被释压。 

③ 加油选择活门 

油箱加油选择活门可选择哪个油箱加油 

选择活门有以下三个位置： 

— A 油箱加油（手柄头部指向 A油箱） 

— B 油箱加（手柄头部指向 B油箱） 

— 关闭（手柄中立位） 

④ 人工加油泵及吸油软管 

油箱人工加油泵可在没有压力勤务设备时为

所有液压系统油箱人工加油，一根吸油软管

连接在油泵上，不使用时可收在托架上。 

⑤ 
电马达驱动泵壳体回油滤组

件 

壳体回油滤组件清洁来自电动马达驱动泵

（EMDP）的壳体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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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轮舱部件识别（三）： 

 
图3-4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热交换器 
热交换器可将来自油泵的壳体回油在返回

油箱之前冷却 

② 备用液压系统组件 

清洁来自备用 EMDP 的液压油 

控制压力供给前缘襟翼和缝翼 

控制压力供给备用方向舵动力控制组件 

向反推装置供应定量压力油 

监控系统压力 

保护系统防止超压 

③ 备用液压系统油箱 

向备用液压系统 EMDP 供应增压液压油 

接受来自备用方向舵动力控制组件的回油

和来自系统 B油箱平衡管的液压油 

④ 备用液压系统电马达驱动泵 
备用液压系统电动马达驱动泵（EMDP）向

备用液压系统提供液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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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发动机部件识别： 

 
图3-50 

 

 

 

3.7.2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常见维护 

1）典型飞机液压系统加油操作： 

①给液压油箱加入正确的油量，如果加太多的油，油可能会进入引气管道和空调组件，

这将使烟和蒸汽进入驾驶舱和客舱，引气系统液压油污染会引起钛金属管道的损伤，液压油

的烟和蒸汽会导致人员受伤。 

②不要让液压油溅到身上，液压油会导致人员受伤。 

③如果皮肤沾到了液压油，用水冲洗。如果液压油溅到眼睛里面，用水冲洗眼睛并做药

物治疗。如果误喝了液压油，马上进行医药救治。 

④加油时要用清洁的液压油和设备，否则会损害液压系统。 

⑤不要向压力加油接头提供压力超过 517kPa（75psig）的液压油，否则可能会损伤液

压系统。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发动机驱动泵 
发动机驱动泵（EDP）为 A 和 B 液压系统提供

压力 

② 
发动机驱动泵壳体 

回油滤组件 

壳体回油滤组件将来自发动机驱动泵的壳体

回油在流经热交换器并返回油箱之前清洁油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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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2〗维护准备工作 

图 3-52 

图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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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图 3-54  

2）典型飞机液压系统释压操作： 

〖1〗提示 

提示：发动机驱动泵电门应放在 ON 位，以增加卸压电磁线圈的寿命。卸压电磁线圈在

发动机驱动泵电门处于 OFF 位时通电。 

 

图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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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 3-56  

3）典型飞机主液压系统增压操作： 

〖1〗警告与告诫 

①警告：在液压系统增压前，确保所有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不安装起落架安全销，起

落架可能会意外收上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P91 和 P92 跳开关面板通电时，要小心闭合 P91 和 P92 面板上的跳开关，否则

会触电导致人员受伤。 

③警告：当液压系统增压时，人员和设备应远离控制舵面和前起落架，否则会导致人员

受伤和设备损坏。 

④告诫：当相应主燃油箱中的燃油量低于 760KG 时，液压泵工作不能超过 2分钟。如果

超过 2分钟，需等待液压油箱温度降至常温，液压泵才能继续工作，否则会导致液压油温度

超温。 

 
图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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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 3-58  

4）典型飞机备用液压系统增压操作： 

〖1〗警告与告诫 

①警告：在液压系统增压前，确保所有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不安装起落架安全销，起

落架可能会意外收上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P91 和 P92 跳开关面板通电时，要小心闭合 P91 和 P92 面板上的跳开关，否则

会触电导致人员受伤。 

图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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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 3-60  

2. 典型飞机液压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警告：在液压系统增压前，确保所有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不安装起落架安全销，起

落架可能会意外收上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P91 和 P92 跳开关面板通电时，要小心闭合 P91 和 P92 面板上的跳开关，否则

会触电导致人员受伤。 

③警告：当液压系统增压时，人员和设备应远离控制舵面和前起落架，否则会导致人员

受伤和设备损坏。 

④告诫：当相应主燃油箱中的燃油量低于 760KG 时，液压泵工作不能超过 2分钟。如果

超过 2分钟，需等待液压油箱温度降至常温，液压泵才能继续工作，否则会导致液压油温度

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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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飞行控制系统 
 

4.1 飞行控制系统概述 

 

飞行控制系统用于保证飞机飞行的稳定性和操纵性，提高飞机飞行性能，增强飞行的安

全性并减轻飞行员的工作负担。 

为了改变飞机在空中的姿态和轨迹，就需要改变作用在飞机上的力以及力矩的大小、方

向和空间分布。当预定的航迹发生变化，或者飞机受到气流的干扰偏离了原来的航迹时，就

需要通过控制飞机舵面进行偏转，以改变飞机的飞行姿态。 

 

4.1.1 坐标轴和运动姿态 

 

飞行控制系统用于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它们可以改变作用在飞机三个不同轴线上的力，

三个轴线包括： 

1）横轴； 

2）纵轴； 

3）立轴。 

 
图 4-1 坐标和运动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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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主飞行控制系统 

飞行控制系统分为主飞行控制和辅助飞行控制。主飞行控制包括： 

1）副翼； 

2）升降舵； 

3）方向舵。 

图 4-2 主飞行控制 

1.副翼

两个副翼和两套飞行扰流板用于横滚控制。当一侧机翼的副翼向上偏转时，另一侧机

翼的副翼向下偏转。 

对于副翼向上偏转的机翼，其飞行扰流板将升起；对于副翼向下偏转的机翼，其飞行扰

流板保持在收回位置。向上偏转的副翼和升起的飞行扰流板使相应机翼升力减少；而另一侧

向下偏转的副翼使机翼升力增加，从而实现横滚控制。 

在有些飞机上，每个机翼安装有内侧和外侧两块副翼。在低速飞行时，使用内侧副翼和

外侧副翼进行横滚控制，而在高速飞行时只需要使用内侧副翼，外侧副翼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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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副翼 

2.升降舵 

升降舵用于飞机俯仰操纵。 

飞机安装有左、右两个升降舵，并且两个升降舵同时向上或向下偏转。升降舵向上偏转

使飞机抬头，升降舵向下偏转使飞机低头。 

  

图 4-4 升降舵 

3.方向舵 

方向舵用于飞机偏航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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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安装一个方向舵，方向舵向左偏转使机头向左偏转，方向舵向右偏转使机头向右偏

转。 

 

图 4-5 方向舵 

4.方向升降舵 

带有 V 字形尾翼的飞机安装有一个将方向舵和升降舵结合的舵面，称为方向升降舵。 

当两个舵面同时向上或向下移动时，完成升降舵的功能；当一个舵面向上移动，另一个

向下移动时，两个气动力的合力对飞机产生一个偏航操纵，此时，完成方向舵的功能。 

V 型尾翼的优点是重量轻，因为取消了垂直尾翼。但是，它也存在一些缺点： 

1）有效升降舵面积仅为舵面对水平面的投影面积；有效方向舵面积仅为舵面对垂直面

的投影面积，因此必须根据尾翼的上反角增大舵面面积； 

2）由于安定面有效面积较小，无法同时将升降舵和方向舵移动到满舵； 

3）由于是混合输入，控制舵面的调节会更加复杂。 

 
图 4-6 方向升降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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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升降副翼 

在与协和飞机或航天飞机类似的三角翼飞机（也叫无尾翼飞机）上，安装有一组升降

舵和副翼结合的舵面，称为升降副翼。当两个舵面同时向上或向下移动时，完成升降舵的

功能。当一个舵面向上移动，另一个舵面向下移动时，导致一侧机翼升力增加，而另一侧

机翼升力减小，完成副翼的功能。 

 

图 4-7 升降副翼 

 

4.1.3 辅助飞行控制系统 

 

辅助飞行控制系统用来改变飞机的升力、阻力并完成飞机配平。辅助飞行控制系统包括: 

1）增升装置； 

2）减速板； 

3）配平系统。 

 

图 4-8 辅助飞行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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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升装置 

增升装置包括： 

1）前缘装置； 

2）后缘襟翼。 

前缘装置和后缘襟翼用于在低速飞行时增加升力。当襟翼放出时，机翼弧度改变导致机

翼面积增大，升力增加。通常情况下，前缘装置和后缘襟翼一起工作。 

 

图 4-9 增升装置 

有些飞机的副翼有两种功能： 

1）当襟翼收上时，完成副翼功能； 

2）当襟翼放出时，所有的副翼会对称地同时向下偏转，以增加有效的襟翼面积，从而

增大升力，这种功能被称为副翼下偏功能。 

 

图 4-10 襟副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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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速板 

减速板用于增加阻力和减少升力。两侧机翼的减速板是对称工作的。减速板与飞行扰流

板共用部分舵面。 

 

图 4-11 减速板 

3.配平系统 

辅助飞行控制系统也包括配平系统，用于： 

1）横滚； 

2）俯仰； 

3）偏航。 

配平系统补偿飞机的不平衡状态。如果绕飞机轴线的力不均衡，就会产生不平衡状态。

而配平系统平衡这些力，并确保飞机飞行的稳定性。例如：可配平水平安定面提供配平力，

用于补偿俯仰轴方向的不平衡。 

配平系统包括： 

1）通过可配平水平安定面来实现俯仰配平； 

2）通过副翼来实现横滚配平； 

3）通过方向舵来实现偏航配平。 

因为俯仰轴可能出现较大的不平衡状态，所以需要一个特殊设计的舵面：可配平水平安

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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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配平系统 

 

4.2 中央操纵机构 

 

4.2.1 主飞行控制操纵 

 

主飞行控制的输入位于驾驶舱： 

1）驾驶杆用于操纵升降舵； 

2）驾驶盘用于操纵副翼和飞行扰流板； 

3）方向舵脚蹬用于操纵方向舵。 

 

图 4-13 驾驶舱控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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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客电传飞机中，使用侧杆操纵主飞行控制。侧杆的前后移动用于操纵升降舵进行俯

仰控制，侧杆的左右移动用于操纵副翼和飞行扰流板进行横滚控制。方向舵控制仍然使用方

向舵脚蹬。 

图 4-14 侧杆输入 

方向升降舵系统有一个混合器组件，它综合了驾驶杆和方向舵脚蹬的输入。在传统飞机

上，混合器组件是一个机械装置。在使用方向舵脚蹬输入时，可以转动混合器组件的垂直轴，

使方向升降舵一个舵面向上运动，另一个向下运动，完成方向舵的功能。 

图 4-15 组合控制 

来自驾驶杆的输入，使混合器的万向支架围绕水平轴转动，确保两个方向升降舵同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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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向下运动，完成升降舵的功能。 

图 4-16 控制杆输入 

4.2.2 辅助飞行控制操纵 

辅助飞行控制的控制输入位于驾驶舱的操纵台： 

1）减速板手柄用于操作减速板； 

2）襟翼手柄用于操作襟翼，也用于操作前缘装置； 

3）俯仰配平手轮用于操作水平安定面； 

4）通过副翼配平电门，可以改变副翼的中立位置，以调节飞机绕纵轴的不平衡； 

5）通过方向舵配平电门，可以改变方向舵的中立位置，以调节飞机绕立轴的不平衡。 

图 4-17 辅助飞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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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传动系统 

 

4.3.1 传动方式 

 

传动方式包括：机械传动、液压传动和电传动。 

1.机械传动 

机械传动的主要部件有： 

1）连杆； 

2）钢索系统； 

3）链条等。 

2.液压传动 

液压传动使用液压部件将输入信号转换成液压压力， 然后通过液压压力移动飞控舵面。

液压传动使用： 

1）机械部件； 

2）液压部件。 

3.电传动 

电传动包括飞行控制计算机和电气连接。控制输入通过电信号传送。电传输使用: 

1）机械部件； 

2）液压部件； 

3）电气部件。 

 

图 4-18 传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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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机械传动 

 

1.钢索传动 

单钢索传动只能传递拉力，用于简单的操作，如关闭活门或解锁门锁。 

单钢索传递来自控制杆的拉力以关闭活门。然而，当活门关闭以后，钢索本身不能传递

控制杆的前推力以复位活门，使其再次打开。只能使用一个复位弹簧与钢索一起工作，将活

门复位到打开位置（如图 4-19 所示）。 

 

图 4-19 单钢索传动 

而在大多数飞机上，采用的是双钢索传动系统。双钢索传动系统包括连杆、扇形盘和钢

索张力调节器等部件。使用的扇形盘主要有三种类型： 

1）正常扇形盘； 

2）单扇形盘； 

3）钢索张力调节器。 

正常扇形盘通过一个手柄接收来自控制杆的推拉输入，并将其传输到钢索。扇形盘是一

个完整圆盘的一部分，足以满足传动所需的运动范围（如图 4-20 所示）。 

  
图 4-20 扇形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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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扇形盘可以将单个钢索输入同时传递到多个输出。为了实现这个功能，钢索线路上的

每个扇形盘都有两根钢索连接。例如，单扇形盘可以用于向扰流板传递输入信号（如图 4-

21 所示）。 

 

图 4-21 单扇形盘 

钢索张力调节器确保钢索系统中的张力在不同温度下大致保持恒定。钢索张力调节器包

括： 

1）安装在一个公共轴上的两瓣扇形盘； 

2）安装在导向杆上的弹簧加载交叉连接器； 

3）推拉杆。 

 

图 4-22 钢索张力调节器 

当外界温度较高时，因为机身大多是铝合金结构，它的膨胀系数比钢索大，所以机身比

钢索膨胀程度更大，导致钢索变紧，钢索张力增加。这时，两瓣扇形盘会转动推拉杆，移动

交叉连接器，压缩弹簧，导致钢索张力减少，通过这种方式，钢索张力调节器补偿增加的钢

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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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钢索张力调节器（飞机受热） 

当外界温度较低时，比如飞机在高空，机身比钢索收缩程度更大，导致钢索变松，钢索

张力减小。这时，两瓣扇形盘会转动推拉杆，移动交叉连接器，拉伸弹簧，导致钢索张力增

加，通过这种方式，钢索张力调节器补偿减小的钢索张力。 

 

图 4-24 钢索张力调节器（飞机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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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索张力调节器还可以在不需要张力补偿的情况下，完成控制力传输的功能，起到扇形

盘的作用。如图 4-25 所示，一个输入手柄提供控制输入到钢索张力调节器。输入手柄移动

导向杆，导向杆移动交叉连接器，交叉连接器通过推拉杆移动下扇形盘，下扇形盘拉动下部

的钢索，不均匀的钢索负载使导向杆上的交叉连接器倾斜并锁定。 

 

图 4-25 钢索张力调节器（带控制输入） 

2.其他机械传动 

其他常见的机械传动系统有连杆、链条、扭力轴、扭力管和螺旋传动等类型。 

连杆分为两种：可调节连杆和不可调节连杆。如图 4-26 所示，在可调节连杆和不可调

节连杆的末端均有螺纹。不可调节连杆带有一个热缩套管，防止对连杆末端进行调节。 

可调节连杆包括： 

1）内部和外部锁垫片； 

2）锁紧螺母； 

3）螺纹检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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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连杆 

链条也可用于向钢索系统传递力，同时接收来自钢索系统传递的力。链条装置的主要

组成部分包括： 

1）链条； 

2）齿轮； 

3）保护装置。 

 

图 4-27 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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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力轴用于传递线性运动的扭矩。扭力轴接收来自控制杆的输入并提供两个输出（如图

4-28 所示）。 

图 4-28 扭力轴 

扭力管用于传递旋转运动的扭矩。扭力管系统由多个通过联轴器连接的扭力管组成。

扭力管联轴器补偿轴向运动和角度变化，确保在机翼弯曲时，扭力管仍可以正常转动（如

图 4-29 所示）。在空客飞机上，采用一种由花键和万向节组成的扭力管联轴器。在波音飞

机上，采用一种由花键和带内花键的钢联轴器衬套组成的扭力管联轴器。 

图 4-29 扭力管 

扭力管传动也使用不同类型的齿轮。如：角齿轮箱、偏心齿轮箱、转换齿轮箱以及差动

齿轮。 

当动力从一个扭力管传输到另一个扭力管时，角齿轮箱可以改变其传输方向。角齿轮箱

也被称为锥形齿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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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齿轮箱是用于向前或向后移动驱动路径，也称为线性齿轮箱。 

 

图 4-30 齿轮箱 

旋转作动器用于将扭力管的转动传递到输出手柄。旋转作动器将低扭矩、高速度输入转

换为高扭矩、低速度输出（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旋转作动器 

而扭力管传动中的差动齿轮连接，通过一个输出轴和两个独立的马达转轴传递扭矩。其

中，每个马达转轴都连接到一个固定的斜齿轮。斜齿轮被安装在保持支架上，且保持支架可

以围绕着马达转轴旋转。保持支架和传动齿轮固定在一起，通过合成两个马达运动使传动齿

轮转动， 终传动到输出轴。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飞行控制系统 

167 
 

 

图 4-32 差动齿轮 

螺旋传动机构主要用于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移动。 

螺旋传动机构的主要部件有：齿轮箱、螺旋蜗杆和球形螺帽。一个球形螺旋蜗杆用于实

现低摩擦、高扭矩传动。例如，襟翼或水平安定面的操纵就需要这种高扭矩传动。在球形螺

旋蜗杆中，球形装置被嵌入螺帽和螺旋蜗杆之间。一个球形管用于防止球形装置从凹槽中掉

出，并引导它们再次回到闭合回路的起点。 

一个完整的球形螺旋蜗杆传输过程还包括止动，以限制球形装置在蜗杆的总行程。如果

螺旋蜗杆损坏，有一根安全杆可以固定螺旋蜗杆传动机构。螺旋蜗杆传动的缺点主要是：过

大的气动负载会使蜗杆反向旋转。例如，将已经伸出的后缘襟翼意外收回。为了防止气动载

荷的影响，需要在螺旋蜗杆装置上设置一个无返向运动的制动装置。 

 

图 4-33 螺旋蜗杆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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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液压传动 

随着飞机重量不断的增加和巡航速度不断的提高，必须由通过液压完成飞行控制舵面的

操作。驾驶员不再直接操作舵面，而是简单地将飞行控制指令输入到伺服控制组件，随后通

过伺服控制组件将输入信号转换为成比例的位移和方向信号，移动相应的舵面。 

在液压传动系统中，由于驾驶员不能直接感受到气动载荷的影响，所以安装了一个感觉

机构，为飞行员提供一个模拟的气动载荷感觉力。感觉机构模拟的气动载荷比实际的气动载

荷小，以确保飞行员可以更容易的控制飞机。感觉机构也用于舵面定中，也就是当没有输入

时将偏转的舵面自动返回到中立位。 

伺服控制组件的输入有：单独电气输入、单独机械输入以及电气和机械混合输入。伺服

控制组件也被称为伺服控制作动器或动力组件。 

图 4-34 控制输入 

1.伺服控制组件

伺服控制组件包括动力部分和分配部分。 

动力部分将液压压力变为机械作动。动力部分的主要组成包括: 

1）液压缸室； 

2）活塞； 

3）活塞杆。 

分配部分主要包括： 

1）控制活门； 

2）旁通活门。 

分配控制活门连接到活门输入杆上，用于改变进入到液压缸室里液压流的方向，以驱动

液压活塞伸出和收回。分配控制活门也被称为计量活门。旁通活门由压力操作，弹簧加载在

旁通位置。在弹簧加载的旁通位置，旁通活门连接左右腔室；在增压位置，旁通活门隔离左

右腔室，由控制活门的位置决定高压油进入左腔或右腔，从而控制作动筒伸长或缩短以操纵

舵面运动。 

伺服控制组件主要有两种工作模式: 

1）阻尼模式； 

2）控制模式也叫激活模式。 

在阻尼模式下，伺服控制组件释压，旁通活门由弹簧加载到旁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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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在地面时，阻尼模式作为飞行控制舵面的阵风阻尼器使用。当同一个飞行控制舵

面由两个伺服控制组件驱动时，通常一个控制组件工作在激活模式，另一个工作在阻尼模式。 

图 4-35 伺服控制组件 

如果活塞受到外力作用（如：阵风或其他动力控制组件），液压油将通过旁通活门从一

个液压腔室移动到另一个液压腔室。对活塞施加外力时，伺服控制组件处于阻尼模式。阻尼

速度，即活塞运动的速度，取决于腔室间的液压油流速。在地面，当飞机遇到阵风时，为防

止伺服控制组件的损坏，必须降低阻尼速度。 

图 4-36 外力作用的伺服控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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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孔限制了腔室之间的流速，保证了较低的阻尼速度。伺服控制组件有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阻尼模式，另一种是激活模式。 

伺服控制组件接通液压，旁通活门就自动压缩弹簧向左移动，此时伺服控制组件工作在

激活模式。 

 

图 4-37 伺服控制组件作动 

当机械输入手柄处于中立位时，腔室内没有压力。当机械输入手柄向右移动时，控制活

门向左移动，压力油进入到右腔，左腔连接到回油，此时右腔的压力大于左腔的压力，导致

活塞向左运动。当输入手柄向左移动时，发生相反的运动。 

总之，当输入手柄移动到左侧时，活塞杆向右移动；当输入手柄移动到右侧时，活塞杆

向左移动。如果要将活塞杆回到中立位，输入手柄必须移动到中立位。 

 

图 4-38 输入手柄反应 

伺服控制组件也可以通过伺服活门接收电气输入信号。伺服活门将电控信号转换成等比

例的液压信号，确保飞行控制系统可以由电传系统或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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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伺服活门 

在现代某些大型飞机上，采用一种新型的伺服控制组件：电液作动器（Electronic 

Hydraulic Actuator，EHA）。EHA 和传统伺服控制组件并排安装，两个作动器驱动同一个飞

行控制舵面。EHA 使用液压来移动舵面，但是液压源并不来自外部液压系统，而是由 EHA 

内置的电马达驱动的液压泵产生液压压力（如图 4-40 所示）。 

图 4-40 电液作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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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A 还有一个主活塞和一个电磁阀控制旁通活门，其功能与前面介绍的相同。当需要舵

面偏转时，电子组件向电马达发送信号，电马达带动液压泵运转。液压泵产生的液压压力通

过旁通活门传递到主活塞，主活塞开始移动。当舵面运动到所需的位置时，液压泵停止运转，

作动器随之停止移动。当液压泵向相反方向转动时，舵面也向反方向运动。 

 

图 4-41 电液作动器作动 

2.机械伺服回路 

图 4-42 为简化的伺服控制组件，其壳体安装在飞机结构上，活塞杆安装在控制舵面上。 

如果想要让活塞杆停止到预选位置，就需要一个实际的位置反馈信号。当活塞杆达到预

选的位置时，实际的位置信号用于取消活塞移动指令。实际位置信号由一个求和手柄提供。

求和手柄一端与控制输入杆相连，另一端与活塞杆相连，中间通过连杆与活门输入手柄相连。 

 

图 4-42 伺服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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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驾驶杆时，控制输入杆绕活塞杆上的轴心移动求和手柄。连杆带动活门输入手柄，

打开控制活门，液压压力进入活塞，活塞一个腔室增压，另一个腔室连接到回油。紧接着，

活塞杆移动且操作求和手柄围绕控制输入杆上的轴心移动，舵面开始偏转，活门输入手柄朝

中立位移动。该运动一直持续到活门输入手柄移动到中立位，并且将驾驶杆的输入成比例的

放大（如图 4-43 所示）。 

 

图 4-43 伺服控制组件作动 

随动总是与输入成比例。小的输入需要小的随动，而大的输入需要大的随动，以停止舵

面继续偏转。只有驾驶杆回到中立位，偏转的舵面才能返回到中立位（如图 4-44 所示）。 

 

图 4-44 伺服控制组件（中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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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机械伺服回路中，活塞杆安装在飞机结构上，伺服控制组件壳体安装在控制舵面

上。与前面介绍的伺服回路输入控制相同，但输出控制有些不同之处（如图 4-45 所示）。 

 

图 4-45 简单机械伺服回路设计 

当前推驾驶杆时，移动传递到活门输入手柄。活门输入手柄将控制活门打开，控制活门

将液压压力供往活塞的左侧，伺服控制组件壳体向左移动，控制舵面偏转。此时，活门输入

手柄朝中立位移动。伺服控制组件壳体继续向左移动，直到活门输入手柄回到中立位，控制

活门关闭，切断供向活塞的液压，舵面到达指令位置保持不动（如图 4-46 所示）。 

 

图 4-46 伺服回路作动 

当驾驶杆回到中立位置时，输入控制手柄和控制舵面全都再次回到中立位(如图 4-4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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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 4-47 伺服控制组件（中立位） 

 

4.3.4 电传动 

 

电子飞行控制系统也称为电传系统（Electronic Flight Control System，EFCS）。在

电传飞行控制系统中，整个传动系统被电气部件所取代，既可以节省重量，又易于维护。系

统的主要电气部件包括： 

1）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 

2）传感器和用于传输信号的导线。 

 

图 4-48 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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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空客飞机的电传飞行控制系统中，传统的驾驶杆被机长左侧和副驾驶右侧的侧杆

控制器取代。这样的设计可以节省飞机重量，并在飞行员前部留下了一个自由空间（如图 4-

49 所示）。 

当驾驶员通过侧杆为计算机提供输入指令时，计算机计算出必要的输出指令并将其发送

给液压作动器，作动器驱动舵面。在接收到舵面位置反馈信号时，计算机取消控制命令。 

计算机需要飞机反馈信息来计算输出指令，以确保平稳、经济和安全的飞行。主要的飞

机反馈信号包括： 

1）飞机横滚和俯仰姿态； 

2）空速； 

3）加速度； 

4）迎角； 

5）空/地状态。 

当自动驾驶仪接通时，会代替侧杆为计算机提供输入指令。驾驶员的输入总是有优先权，

因为当移动侧杆时，自动驾驶就会断开。 

 

图 4-49 传输系统 

所有的飞行控制舵面都是通过 EFCS 计算机进行控制的，包括： 

1）在两边机翼上用于横滚控制的副翼； 

2）扰流板,既可以协助副翼进行横滚控制，又可以用作速度刹车使用； 

3）用于偏航控制的方向舵； 

4）用于俯仰控制的升降舵； 

5）用于俯仰配平的水平安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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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0 EFCS 计算机 

液压操作的伺服控制作动器接收飞行控制计算机的电信号然后转换成一个机械运动。在

每个升降舵和副翼上安装有两个独立的伺服控制作动器。一个作动器在激活模式，用于控制

飞机舵面；另一个作动器在阻尼模式，提供阻尼功能。根据飞机类型以及飞行控制计算机和

液压系统的可用性，选择哪个作动器在激活模式。 

每一个扰流板只安装有一个伺服作动器，因为即使有个别扰流板作动器发生故障，剩下

的扰流板依然能够满足操作的需求（如图 4-51 所示）。 

  

图 4-51 伺服控制作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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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使用来自驾驶舱的控制输入信号，计算飞行控制命令。驾驶舱的控

制输入信号包括： 

1）侧杆； 

2）方向舵配平电门； 

3）襟翼手柄； 

4）速度刹车手柄。 

为了防止所有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失效导致整个飞控系统失效。在某些机型里采用如下

设计：方向舵可以通过方向舵脚蹬的机械输入，由液压部件作动方向舵；水平安定面可以通

过安定面配平手轮的机械输入，由液压部件作动水平安定面。 

 

图 4-52 EFCS 计算机 

飞行员与电子飞行控制系统之间主要的接口是两个几乎相同的侧杆。两个侧杆之间唯

一的区别是机长侧杆通过左手操作,副驾侧杆通过右手操作。 

 

图 4-53 侧杆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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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舵面驱动 

 

早期飞机操纵系统靠驾驶员的体力克服铰链力矩，也就是利用传动杆或钢索将驾驶员作

用在驾驶杆或脚蹬上的力传递到舵面的操作摇臂，克服铰链力矩从而驱动舵面偏转。然而，

舵面的铰链力矩会随着飞机舵面面积和飞行速度的增大而增大，当铰链力矩达到一定值，驾

驶员将无法再操纵舵面偏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操纵驾驶杆或脚蹬的力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满足操纵系统对操

纵力的要求，采用了动力舵面驱动装置，帮助驾驶员克服铰链力矩。目前主要分为液压驱动

助力和电驱动助力，飞机上运用 广泛的是液压驱动助力。 

 

4.4.1 液压驱动 

 

1.助力操纵系统分类 

液压助力操纵系统分有回力助力操纵系统和无回力助力操纵系统。 

1）有回力助力操纵系统 

有回力操纵系统又叫可逆助力操纵系统。在有回力助力操纵系统中，克服舵面铰链力矩

所需的总操纵力由驾驶员施加的力和液压助力器施加的力叠加而成。即驾驶员操作舵面的力

只是总操纵力的一部分，而这部分操作力可以为驾驶员提供操作感觉。 

回力和总的舵面驱动力的比值叫回力比。使用回力比较小的助力操纵系统可以对铰链力

矩较大时的舵面进行操纵（如低空急剧偏转舵面或高速飞行时偏转舵面），保证驾驶杆力不

致过大；但是在舵面铰链力矩较小时，此系统会使驾驶员感觉驾驶杆太“轻”，这对驾驶员

凭杆力来操纵飞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有回力的助力操纵系统中，通常还要安装载荷感

觉器，以适当增加驾驶杆力并用于自动定中。 

有回力助力操纵系统特点是：在驾驶员松杆飞行时，如果飞机遇到强烈的不稳定气流，

则舵面在突加的阵风载荷下，可以自动偏转一些角度，从而避免舵面结构受力过大。但这种

情况属于飞机舵面的非指令性作动，对飞行本身来说是不希望出现的。 

2）无回力助力操纵系统 

无回力助力操纵系统也称不可逆助力操纵系统。在无回力操纵系统中，克服舵面铰链力

矩所需的操纵力全部由液压助力器提供。为了使驾驶员在操纵驾驶杆时仍然能有力的感觉，

在无回力助力系统中采用了载荷感觉器。它能使驾驶杆力随舵面偏转角、飞机速度、高度等

变化，给驾驶员以应有的操纵感觉。 

无回力助力操纵系统特点是：在飞行中即使驾驶员放松驾驶杆，飞机舵面在空气动力的

作用下，也不能自由偏转，这对飞机舵面结构受力是不利的。 

现代飞机系统通常至少需要两套独立的液压系统，以确保液压作动的舵面可控制飞机围

绕三个轴运动。若这两个液压系统在极低概率下发生故障，则需要第三套液压系统来控制飞

机舵面。在有些飞行操纵系统中，使用机械连杆液压助力操纵舵面；还有些飞机使用电液系

统操纵舵面。而大多数商用飞机，都采用了电液执行机构，即用电力作为输入，通过液压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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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舵面。 

 

图 4-54 飞控舵面的供压 

2.液压助力器的性能分析 

液压助力器的各项工作性能中，与维护、使用关系 为密切的是:快速性、灵敏性和稳

定性。 

1）快速性 

液压助力器的快速性是指助力器的传动活塞在液压作用下，能以多大速度运动的性能。

快速性直接影响舵面偏转的 大角速度，从而影响飞机的操纵性。 

影响液压助力器快速性的因素有：流量、密封性。当进入助力器的油液流量越大时，传

动活塞就运动的越快；对同一助力器来说，其运动速度还与传动活塞上的载荷有关系，载荷

包括舵面传来的载荷和助力器以后的传动机构的摩擦力，载荷越小，传动活塞的运动速度就

越快。液压助力的快速性，还与它的密封性有关。当进入助力器的一部分油液渗漏以后，实

际上用来推动传动活塞的油液就会减少。因此，传动活塞的运动速度就会减少。 

改善和保持助力器快速性的措施：维护工作中注意保持助力器游动间隙的正常；使用专

门的助力液压系统来保证助力器工作；保证传动活塞的活塞、活塞杆与外筒内壁接触的摩擦

力在正常范围内；为了保证助力器的密封性，在外筒两端和传动活塞周围都装有橡胶密封圈，

内部零件装配精密度很高。此外，许多液压助力器的配油柱塞的凸缘与它所遮盖的通油孔之

间，都有一定的交叠量。 

实践证明，如果由于维护、使用不当或者其他原因而使助力器的快速性变差，驾驶员操

纵舵面是就可能感觉驾驶杆“沉重”。当助力器外筒内壁局部受到损伤而使内部密封性变差

时，传动活塞在整个行程内的运动速度就会变得不均匀。这时驾驶员会感到驾驶杆在某一段

行程内操纵起来不灵活。 

2）灵敏性 

液压助力器的灵敏性是指它的传动活塞迅速地跟随配油活塞运动的能力。 

影响灵敏性的因素：不灵敏范围指的是配油柱塞在某一范围内活动时，传动活塞并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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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随从误差指的是当传动活塞跟随配油柱塞运动时，传动活塞的行程与配油柱塞的行程之

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值。 

影响助力器不灵敏范围的主要因素是在配油柱塞的凸缘与它所遮盖的通油孔之间，通常

有一定的交叠量。还与它的密封性以及传动活塞上的载荷和摩擦力的大小有关。助力器内有

空气时，不灵敏范围也要增大。 

影响助力器的随从误差主要因素是，助力器传动活塞的运动速度是随通油孔开度而改变

的。助力器的随从误差是由其工作特点带来的，在传动活塞的运动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液压助力器通常都有一定的不灵敏范围，而在助力器的工作过程中，

又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随从误差。经验表明，如果不灵敏范围适当，随从误差不大，是不会影

响飞机的正常操纵的。然而，如果他们的数值过大，舵面与驾驶杆之间的动作就会不协调，

在机动飞行中就可能影响飞行员准确地操纵飞机。因此，维护工作必须根据上述内容，注意

防止助力器的不灵敏范围和随从误差增大，以保证助力器的灵敏性符合要求。 

3）稳定性 

飞行中，舵面的载荷是经常变化的，而且飞机的各个部位又经常发生振动，因此，液压

助力器的配油柱塞和传动活塞经常会受到各种外部扰动作用。液压助力器的稳定性是指它在

外部扰动作用消失后，能够迅速、自动地恢复到原来的工作状态的能力。 

影响稳定性的因素是传动机构连接部分的间隙。如果从驾驶杆到助力器之间的传动机构

中，各连接点的间隙过大，液压助力器的稳定性会显著变差。当它受到外部扰动作用后，就

容易发生振动。油液中混杂着空气，也会使助力器的稳定性变差。操纵系统各部分的摩擦力，

对于助力器的稳定性有很多影响。摩擦力的方向始终与助力器的各零件的运动方向相反的，

所以它通常能起到减弱振动的作用。 

3.感觉定中组件 

不论在无回力操纵系统还是在有回力操纵系统，都需要一个感觉定中组件，为驾驶员提

供一个人工的气动载荷感觉力，并使偏转的舵面重新回到中立位。如果飞行员没有一种人工

的气动载荷感觉，那么在没有任何感觉力作用下，可以轻松操作舵面到达一个 大的偏转角

度，容易导致飞机结构过载。感觉定中组件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设计：弹簧式载荷感觉定中

机构和凸轮式载荷感觉定中机构。感觉定中组件也用于舵面配平。 

 

图 4-55 人工感觉与定中 

图 4-56 为带有弹簧设计的人工感觉定中机构。感觉定中组件由双作用人工感觉弹簧和

定中弹簧组成。感觉定中组件的一侧通过控制盘连接到控制输入杆上，另一侧通过螺旋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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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飞机结构上。当前推驾驶盘时，内杆上的拉力压缩感觉定中弹簧，克服在外杆右侧的

止动块。当驾驶盘拉回时，内杆上的推力压缩弹簧，克服在外杆左侧的止动块。弹簧力为飞

行员提供了气动载荷的人工感觉，并将偏转的控制舵面重新定位到中立位。有时，为了补偿

作用在飞机上的不平衡力，并使飞机保持水平飞行，应将驾驶杆保持在该位置，以抵消弹簧

的作用力。 

 

图 4-56 人工感觉与定中 

在长途飞行中，如果需要飞行员持续提供输入以保持驾驶杆在一个新的中立位，极易导

致飞行员疲劳。此时，可以通过配平系统改变控制舵面的中立位，以消除杆力（如图 4-57

所示）。 

当驾驶员长时间推杆飞行时，载荷感觉器产生的杆力一直作用在驾驶员身上。为了减轻

驾驶员的负担，消除杆力，可以通过配平系统，通电电马达使蜗杆向右运动，逐渐放松载荷

感觉器中受压缩的弹簧，杆力也会随之减小。此时，驾驶员无需再用力，就可以使驾驶杆和

舵面保持在一定的角度上。拉杆时，操纵过程正好相反。 

 

图 4-57 配平系统 

4.感觉定中组件-凸轮设计 

有些飞机使用带有凸轮设计的感觉与定中机构。该设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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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在与输入扇形盘同轴上的凸轮； 

2）凸轮从动件，包括一个滚轮； 

3）在凸轮从动件和支撑机构之间设置一个感觉与定中弹簧。 

支撑机构由配平作动筒保持在适当的位置。推拉杆与输入扇形盘连接，为伺服控制组件

提供输入。当驾驶盘移动时，转动角度被传送到输入扇形盘和凸轮，凸轮从动件离开初始中

立位，感觉和定中弹簧拉伸，为驾驶盘提供感觉力。当驾驶盘松开后，弹簧收缩，凸轮从动

件被拉回到中间位置，系统再次回中。 

图 4-58 感觉与配平机构 

配平作动筒提供配平输入。作动筒使用电马达和蜗杆驱动输出轴。输出轴连接到支撑机

构上。配平作动筒由驾驶舱内的副翼配平电门控制。当配平电门工作时，一个配平信号发送

到配平作动筒，配平作动筒重新定位整个配平和感觉机构，以建立一个控制系统的新中立位。

扇形盘的转动提供一个输入到伺服控制组件，确保控制舵面偏转到所需的位置。输入扇形盘

的转动还将驾驶盘从初始中立位定位到新的中立位。 

图 4-59 配平机构（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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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舵面颤振 

在飞行时，操纵舵面会有颤振的倾向。舵面颤振是由作用在舵面上的力相互激励引起的。 

可通过静态平衡来防止舵面颤振。使用静态平衡时，平衡配重安装在铰链轴线前面，以

抵消铰链轴线后面的舵面重量。当重心与铰链线重合时，则舵面处于平衡状态。 

 

图 4-60 舵面颤振 

6.偏转角度 

控制舵面的偏转角度是大翼参考平面，或翼弦与舵面参考平面，或舵面弦之间的角度。 

所有控制舵面的偏转角都是相对于零位置测量的。在零位置，机翼参考平面与舵面参考平面

对齐。当舵面与相邻的翼型齐平时，处于零位置（如图 4-61 所示）。 

 

图 4-61 偏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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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舵面，如升降舵和方向舵，需要一个刻度盘来确定零点位置。在确定升降舵零位

之前，首先必须设置水平安定面到零位。之后，使升降舵后缘与刻度板上的零位对齐，此

位置为升降舵的零位。当零位确定后，可以用测斜仪测量偏转角，也可以用直尺测量零位

与升降舵后缘的距离。在测量偏转角时，可以根据飞机维修手册中规定的要求的舵面偏转

角进行检查。 

图 4-62 建立零位位置 

7.安全预防措施

在操作飞行舵面时，必须采取相应安全措施。舵面快速移动是非常危险的。维护过程中

必须确保被作动舵面的行程范围内没有人员和设备，以减少人员受伤及舵面受损的风险。同

时还应该安装相应的安全装置，如在驾驶舱飞控操作手柄上挂警告牌，防止误操作；或在扰

流板作动机构上安装安全装置，以防止伸出的扰流板意外收回等。当在相关执行机构或多个

舵面工作时，应在驾驶舱控制手柄及相关设施上系/挂警告牌。同时，确保驾驶舱操作人员

和地面工作人员之间保持通畅的联络。 

4.4.2 电驱动 

在传统飞机上，电驱动主要用于舵面作动的备份操作。比如部分飞机的后缘襟翼备用操

作，当液压系统失效或液压马达故障时，可将备用襟翼预位电门设置到预位位置，备用襟翼

控制电门和襟翼旁通活门通电，用于旁通液压马达防止液锁，此时设置并保持备用襟翼控制

电门在放下位时，后缘襟翼电动马达通电驱动后缘襟翼，松开电门后电门弹回关断位，马

达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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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3 备用襟翼操作 

随着飞机电力系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舵面采用电力驱动技术。例如，某型飞机上使

用机电作动器（Electro Mechanical Actuator，EMA）来操作扰流板。 

EMA 是一个通过电马达驱动的螺旋作动器。当没有接收到作动扰流板命令时，刹车通

电，作动器不运动。当接收到伸出或收回指令时，刹车断电，从而使马达旋转驱动螺旋作

动筒。作动筒的伸出或收回引起扰流板作动。 

图 4-64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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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主飞行控制系统 

4.5.1 副翼 

在每侧机翼后缘外侧安装有可作动的翼面，称之为副翼。作为飞机的主操纵舵面之

一，飞行员可以通过操纵左右副翼使其差动偏转，进而产生滚转力矩，与飞行扰流板协同

工作，提供飞机的滚转或横向控制。在采用机械传动操纵系统的飞机上，副翼由驾驶舱内

的驾驶盘和副翼配平电门控制。在采用电传操纵系统的飞机上，副翼由侧杆控制。 

在操纵副翼控制飞机滚转时，由于机翼具有弹性，副翼产生的滚转力矩作用在机翼上会

使机翼在与副翼偏转相反的方向上产生一定变形扭转，改变了机翼攻角，此时会产生与副翼

滚转方向相反的力矩。当飞行速度达到某一值时，操纵副翼产生的滚转力矩与机翼上气动力

引起的弹性变形产生的力矩相互抵消，就会使副翼失效（即副翼效应为零），飞机无法操纵。

当飞行速度继续提高，操纵副翼产生的滚转力矩将小于在气动力作用下因机翼变形而产生的

反方向力矩。此时副翼效应为负，起相反的作用。这种情况就被称作“副翼反效”。现代飞

机可以通过增加机翼刚度或使用飞行扰流板配合副翼工作抑制此现象。 

如图 4-65 所示，机组通过转动驾驶盘发出控制指令，通过钢索和机械连杆将指令传输

至动力控制组件，再由液压系统驱动副翼偏转。左压驾驶盘，左边副翼上偏，右边副翼下偏，

飞机向左滚转；反之，向右压驾驶盘右副翼上偏，左副翼下偏，飞机向右滚转。 

两个驾驶盘底部柔性连接，正常操纵一个驾驶盘时，另一个保持随动。如果一侧驾驶

盘卡滞，另一侧可以通过克服底部扭力弹簧，继续完成横滚控制。 

图 4-65 驾驶盘 

飞行速度的变化、飞机重心的改变和气动外形的改变都会导致飞机力矩的不平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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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飞机的正常飞行。机组长时间操纵驾驶盘会产生疲劳，配平的作用就在于消除不平衡力

矩和杆力，以减轻机组的工作负荷。 

机组可以通过中央操纵台上的配平电门控制副翼人工配平。有两个副翼配平电门，一

个是预位电门，另一个是控制电门。只有当副翼配平的预位电门接通时，控制电门才能通

电。通过操作控制电门，输出控制指令到配平作动器，进而作动副翼。在进行副翼配平

时，必须同时操纵两个电门，释放其中任一个电门将停止当前副翼配平操作。 

 

图 4-66 副翼配平电门 

副翼的位置指示显示在显示屏上。副翼配平或中立位置显示在驾驶盘顶部的刻度上。

中立位置根据飞机的姿态而变化，但不会超出刻度的范围。（如图 4-67 所示） 

 

图 4-67 副翼位置指示 

电传操纵系统，操纵侧杆控制飞机进行滚转。控制指令由侧杆传输至副翼控制计算机，

计算机进行计算后通过伺服活门控制副翼作动筒，由液压系统驱动副翼偏转，并且计算机负

责监视副翼位置，完成闭环控制。 

每侧副翼安装两个液压作动筒，分别由不同的计算机控制，并使用不同液压系统驱动。

正常操纵时，一个作动筒工作，另一个随动。当液压系统压力不足或计算机故障时，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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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筒自动接替工作。 

副翼下垂功能作为增强飞行性能的手段之一，已经在采用电传系统的民用飞机上广泛的

使用。此功能用于飞机起飞和着陆阶段，当襟翼伸出用于增加飞机升力时，两侧副翼也随之

对称地向下偏转一个较小角度，以增加机翼的弯度，进一步增加飞机升力。副翼下垂功能可

以减少飞机起飞和着陆的速度和所需跑道长度，改善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性能。 

副翼的位置显示在相应的飞机电子中央监控（Electronic Centralized Aircraft 

Monitoring，ECAM）页面。 

 

图 4-68 副翼控制及显示 

 

4.5.2 方向舵 

 

方向舵位于飞机垂直安定面后部，一般采用铰接的方式安装在垂直安定面后梁。机组可

通过脚蹬踏板操纵方向舵左右偏转，从而控制飞机航向。操纵方向舵向左偏转，气流产生一

个使机尾向右的力矩，使机头向左，改变了飞机航向，反之亦然。机组也可以利用方向舵配

合机翼进行横滚操纵，起到部分替代副翼的作用。在大部分飞机上，方向舵向两侧偏转的角

度 大为 20°至 30°。 

方向舵的基本功能是实现偏航控制，即围绕立轴控制飞机。 

在大型飞机上，方向舵在巡航飞行中主要完成三个功能。第一是配平飞机，例如单发失

效，或者出现其他不平衡状态时，飞机会因不平衡力矩发生转向，此时通过配平方向舵产生

气动力矩，抵消这个不平衡力矩，使飞机恢复航向。第二是进行协调转弯，此时副翼和方向

舵协同作用，实现飞机转弯，副翼完成横滚，方向舵完成偏航。第三是偏航阻尼，飞机在气

流的影响下，当横滚稳定性强于偏航稳定性时，飞机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既偏航又滚转的横航

向耦合运动，即荷兰滚。偏航阻尼的作用就是保持飞机在立轴线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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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9 方向舵 

1.方向舵控制 

采用机械传动系统的飞机上，方向舵由驾驶舱内的两对脚蹬控制。每对脚蹬由左右两个

脚蹬踏板组成，两对脚蹬机械相连，确保在同一套钢索传输机构上实现双路方向舵指令输入。

踩动任何一个左脚蹬踏板都可以将方向舵向左移动，这将使飞机围绕立轴向左旋转。踩动任

何一个右脚蹬踏板，方向舵向右移动，从而使飞机围绕立轴向右旋转。 

 

图 4-70 方向舵控制 

在地面，操纵脚蹬也可进行前轮转弯控制。同时踩下左右脚蹬踏板可以进行刹车操

作。 

如图 4-71 所示，前推左侧脚蹬，右侧脚蹬同步后移，控制输入传递给方向舵，此时不

会产生刹车指令。每侧的脚蹬安装在相应的支撑臂上，支撑臂通过推拉杆，传递控制输入至

前方向舵扇形盘。前方向舵扇形盘通过钢索传递控制指令到方向舵。若飞机在地面，则该操

作同时作动前轮转弯；若飞机在空中，则通过离合装置断开其对前轮转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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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1 方向舵脚蹬 

同时踩下两个脚蹬，输入信号不通过推拉杆操纵方向舵系统，此时不会对方向舵产生

控制指令。位于中央操纵台上的方向舵配平旋钮用于改变方向舵的中立位置，即方向舵配

平。方向舵配平旋钮由内置的弹簧保持在中立位置。配平中立电门用于复位配平指令。在

某些飞机上，该电门被称为方向舵配平复位电门。方向舵配平功能是方向舵配平计算机通

过电动操作完成。注意，当方向舵配平时，脚蹬随动。 

图 4-72 方向舵脚蹬作动 

采用电传操纵系统的飞机上，保留脚蹬作为方向舵备用控制或人工超控方式。在正常情

况下，方向舵控制计算机自动完成其控制功能。此时计算机将配平、协调转弯和偏航阻尼指

令通过配平作动筒和偏航阻尼作动筒转换成机械位移指令，并通过三个液压作动筒驱动舵面

进行偏转。在正常情况下，三个作动筒同时工作，如果单个或两个作动筒失效的情况，方向

舵依然可以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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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3 方向舵控制 

2.方向舵指示 

在部分飞机上，方向舵的位置显示在发动机指示与机组警告系统（Engine Indication 

And Crew Alerting System，EICAS）显示器上。当左方向舵脚蹬前推时，方向舵向左移

动，此时飞机向左偏航。方向舵配平位置指示器，位于方向舵配平旋钮旁边，用于指示方

向舵中立位置。方向舵配平旋钮由弹簧加载在中立位，操作完成松开旋钮后，旋钮会自动

回到中立位置（如图 4-47 所示）。 

 

图 4-74 方向舵指示 

而在其他一些飞机上，方向舵的位置显示在下 ECAM 飞行控制系统页面，此处可以显示

出方向舵位置、行程限制以及配平位置。配平位置还显示在中央操纵台方向舵人工配平旋钮

旁的小显示屏上（如图 4-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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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5 典型飞机方向舵指示 

 

3.偏航阻尼 

 

空客飞机上的方向舵差动机构综合了方向舵脚蹬输入、方向舵配平输入和偏航阻尼器

输入。差动机构的主要组成部件是： 

1） 输入杆； 

2） 曲柄连杆； 

3） 偏航阻尼柄； 

4） 偏航阻尼杆。 

输入杆的一侧接收来自方向舵脚蹬和方向舵感觉配平组件的输入，另一侧输出至曲柄

连杆。曲柄连杆在输入杆上有一个转轴点。曲柄连杆接收来自输入杆和偏航阻尼杆的输

入，并输出指令到方向舵卸载装置。偏航阻尼柄通过偏航阻尼杆将来自偏航阻尼作动器的

输出传输到曲柄连杆。 

 注意，偏航阻尼柄与输入杆共享一个转轴，但没有机械连接。 

 

图 4-76 差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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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脚蹬的输入作动输入杆，输入杆向上或向下作动曲柄连杆，曲柄连杆通过输出杆将

控制指令传输到卸载装置和方向舵伺服作动器。注意，方向舵脚蹬输入对偏航阻尼功能没有

影响。前面章节中提到，差动机构也控制方向舵配平输入。方向舵配平输入对差动机构的影

响类似于脚蹬的输入，将会作动输入杆、曲柄连杆、输出杆，但偏航阻尼功能不受影响。配

平输入移动输入杆时，会在脚蹬踏板上产生位移反馈。 

如上所述，偏航阻尼功能不受脚蹬输入或配平输入的影响。偏航阻尼信号通过偏航阻

尼作动器、偏航阻尼柄和偏航阻尼杆传送到曲柄，然后经过曲柄输出。曲柄连杆绕其轴旋

转并作动输出杆。 

 

图 4-77 配平信号和偏航阻尼 

随着空速的增大，方向舵承担的气动载荷也逐渐增大，方向舵结构损坏的可能性也会增

加。方向舵卸载装置根据空速限制方向舵可偏转的 大角度来防止结构损伤。 

如下图所示，随着空速的增加，方向舵的 大行程逐渐被限制在更小的角度，以保障飞

行安全。 

 

图 4-78 空气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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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升降舵 

 

升降舵位于飞机水平尾翼后部，其主要作用是控制飞机的俯仰运动。当需要飞机抬头向

上飞行时，驾驶员操纵升降舵向上偏转，此时升降舵所受到的气动力向下，使飞机产生一个

抬头的力矩。反之，如果驾驶员操纵升降舵向下偏转，飞机就会在气动力矩的作用下低头。 

飞机绕俯仰轴的控制是通过升降舵来实现的。在大型飞机上，水平安定面也可以实现飞

机的俯仰控制。 

采用机械传动系统的飞机升降舵可以由驾驶舱内的 2 个驾驶杆控制，1 个由机长操纵，

1 个由副驾驶操纵，或由电液自动驾驶作动器控制。采用电传系统的飞机，机组通过侧杆控

制升降舵。 

在图 4-79 所示的典型飞机中，驾驶杆向后拉，升降舵向上偏转，使飞机机头向上运动；

驾驶杆向前推，升降舵向下偏转，使飞机机头向下运动。驾驶杆刚性地安装在扭力管上。扭

力管由飞机结构上的轴承支撑。扭力管两端的曲柄臂将驾驶杆的运动通过左侧的连杆传到前

扇形盘，并通过右侧的连杆传到钢索曲柄。 

在大多数飞机上，驾驶杆上安装有抖杆器。当飞机接近失速状态时，抖杆器中的一个小

型电马达会让驾驶杆振动，向飞行员发出警告。 

 

图 4-79 控制与指示 

升降舵位置显示在发动机指示与机组警告系统（Engine Indication And Crew 

Alerting System，EICAS）上（如图 4-8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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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0 指示 

副翼和方向舵感觉力只取决于定中弹簧的力量，并且它们在地面上和飞行中是相同的。

升降舵的感觉力系统更为复杂。 

升降舵感觉力系统通过防止机组在空中大行程的前后操纵驾驶杆，以避免飞机俯仰角度

过大，提高乘客的舒适度并保证飞行安全。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升降舵感觉力系统必须随飞机

空速和舵面载荷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感觉力。 

下图右侧的图形显示了驾驶杆的力和位移之间的关系。从图上可以看到用 50N（牛顿）

的力就可以把驾驶杆完全推到 前。 

在飞机低速状态中，在图中可以看到，50N（牛顿）的力可以将驾驶杆向后拉至 大位

移。在飞机高速状态中，同样的力产生更小的驾驶杆位移，例如，驾驶杆向前 10 度方向偏

转，当用同样的力进行低速状态模拟时驾驶杆可以向前偏转至 大位移。 

飞机在高速飞行或机载重量较轻的时，飞行员需要大的感觉模拟力，让升降舵偏转更小

的角度，以保障安全飞行。 

 

图 4-81 升降舵感觉系统 

在空客飞机上，机组通过侧杆控制升降舵。飞机短时间俯仰操纵使用升降舵完成。正

常由机长或者副驾驶单人操纵侧杆向前或向后运动发出控制指令，此时另一个侧杆自动保

持在中立位，不会随动。同时操纵两个侧杆前后运动时，控制指令会进行叠加，此时的叠

加指令并不会超过计算机允许的 大操纵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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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舵控制计算机接收侧杆发出的控制指令，输出至伺服作动器，使用液压力驱动舵

面进行偏转。为保障安全，每块升降舵安装两个液压作动筒，分别由不同的计算机控制并

使用不同液压系统驱动。控制升降舵偏转时一个作动筒工作，另一个随动。当相应液压系

统压力不足或计算机故障时，可由另一个作动筒接替工作。当所有升降舵计算机控制均失

效，但是液压正常时，升降舵会自动定中，此时飞机只能依靠水平安定面进行俯仰操纵。 

机组可以通过下 ECAM 飞行控制页面查看升降舵位置指示。 

 

图 4-82 升降舵控制 

 

4.6 辅助飞行控制系统 

 

4.6.1 水平安定面 

 

1.水平安定面介绍 

由于飞机沿横轴的不平衡性大于其他轴，因而对于俯仰操纵，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专用

舵面进行配平，也就是水平安定面。 

如果只依靠升降舵这个较小的舵面去获得较大的俯仰配平角度，则需要升降舵进行大角

度偏转，这样会产生额外的飞行阻力，增加油耗，降低飞机的经济性。 

2.驾驶舱控制 

在波音 B747 系统中，水平安定面由水平安定面配平电门控制。电门位于每个驾驶杆的

外侧把手上。每个驾驶杆的配平电门包括一个预位电门和一个控制电门。它们由弹簧加载在

中立位。配平电门将配平指令发送给安定面配平计算机，计算机接通安定面配平控制组件中

的液压预位和控制电磁活门，控制液压驱动水平安定面的机械机构。 

当操作预位电门时,预位活门打开,此时并没有液压驱动机械机构。如果只操作控制电门，

结果相同。所以，必须同时同向操作这两个配平电门才能输出俯仰配平指令。 

这样的设计可以确保在预位或控制电门失效情况下，水平安定面不会失控。即使其中有

一个活门（液压预位/控制电磁活门）卡阻在开位，水平安定面也不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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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3 安定面控制和预位电门 

如果预位和控制活门卡阻,可以使用切断电门防止安定面失控。安定面配平切断电门位

于中央操作台，有三个位置。当电门在切断位置时，由马达驱动安定面配平控制组件供油管

路内的活门关闭。这样将切断供向水平安定面机械机构的液压。 

如果安定面配平计算机失效，可以使用备用电门，这个电门也可以在维护期间使用。备

用安定面配平电门位于中央操作台，和主配平电门一样，也有预位和控制部分。 

如图 4-84 所示，备用配平电门的输入旁通安定面配平计算机，直接去控制安定面控制

组件。 

 

图 4-84 安定面配平电门 

   在另外一些飞机上，驾驶员使用安定面配平控制电门控制电动作动器完成俯仰配平操纵。

电门位于每个驾驶杆的外侧，也有两个电门用于安全保护。配平控制电门为安定面配平作动

器提供电动输入。马达工作并驱动齿轮箱和安定面丝杠。丝杠驱动安定面移动。 

   如果主电动配平失效（电配平作动筒故障），驾驶员使用安定面配平手轮进行人工俯仰配

平操纵，手轮位于操纵台两侧。操纵安定面配平手轮带动前钢索鼓轮的链条，前钢索鼓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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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钢索带动后钢索鼓轮。由后钢索鼓轮驱动齿轮箱、丝杠和安定面。 

  

图 4-85 安定面配平作动 

3.电传安定面系统 

在电传操纵的飞机上，当飞机在正常操作模式工作时，可配平水平安定面的位置会自动

调节。当升降舵工作超过一个规定的时间时，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发送一个输入控制信号对

水平安定面进行操作。 

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发送一个配平信号到电马达，然后电马达输出控制信号到俯仰作动

器。 

位于中央操作台上的两个俯仰配平手轮用于人工操纵水平安定面。在大多数使用电子飞

行控制系统的机型上，俯仰配平手轮是一个机械备份装置，两个手轮机械相连。 

在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控制安定面配平时,手轮会随动，但是当通过配平手轮人工输入

控制时，来自电子飞行控制计算机的输入将被离合器断开。 

当输出扭矩过大时，离合器作为一个超控装置，自动工作。 

当俯仰配平手轮向低头方向转动时,水平安定面向上移动。当俯仰配平手轮向抬头方向

转动时,水平安定面向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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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6 操作模式 

4.安定面 

安定面组件由三部分组成：中央部分、左部分以及右部分。三部分连接在一起。 

在中央部分后方有 2 个铰链接头，这两个接头连接在飞机结构上。在前梁上有一个安装

接头,这个安装接头连接到传动机构。蜗杆球型螺母通过万向头将驱动力传输到安装接头。 

 

图 4-87 安定面 

5.安定面位置指示 

在不同的机型上，水平安定面指示显示在不同的位置。例如：ECAM 系统页面显示、配平

手轮旁带有指针的刻度、中央操作台上的移动刻度以及靠近水平安定面前缘机身上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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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8 指示 

 

4.6.2 襟/缝翼系统 

 

1.介绍 

襟翼是现代机翼边缘部分的一种翼面形可动装置，安装在机翼后缘或前缘，可向下偏转

或（和）向后（前）滑动。其基本效用是在飞行中增加升力。依据所安装部位和具体作用的

不同，襟翼可分为后缘襟翼、前缘襟翼。襟/缝翼主要安装在大型飞机上，也被称为增升装

置。 

襟翼主要有以下功能： 

1）增加机翼的面积。飞机加装襟翼的目的是增加升力，包括起飞时增加升力提速和降

落时增加升力减速。增加机翼面积可以提高飞机接受风力的面积，达到增加升力的目的。 

2）改变机翼弯度。改变机翼的弯度使得机翼与气流夹角改变，从而获得更大的升力分

力以方便降落或者获得更小的分力以加速爬升。 

 

图 4-89 襟翼/前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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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升装置改变了机翼的弧度，有些襟翼在放出时也会增加机翼的面积。 

当增升装置放出时，增加了飞机的升力。这使得飞机可以在更低的飞行速度起飞和降落。

在着陆时，放出襟翼也增加了飞机的阻力。 

机翼襟翼有多种设计。图 4-90 为一种结构较为简单的襟翼，主要用于小型飞机。襟翼

向下偏转可以改变机翼的弧度并增加升力和阻力。 

 

图 4-90 普通襟翼 

2.福勒襟翼 

大型飞机使用更复杂的襟翼来产生更大的升力。例如，大多数空客飞机使用的襟翼都为

福勒襟翼（也称后退襟翼），可以增加翼剖面的弯度，同时能大大增加机翼面积。其增升效

果非常明显，升力系数可提高 85%～95%，个别大面积富勒襟翼的升力系数可提高 110%～140%。

这种襟翼结构较复杂，多在大、中型飞机上采用，可大大改善起降性能。 

当福勒襟翼收上时，它是机翼的后缘。当福勒襟翼放出时，可以增加大翼面积并改变大

翼弧度。 

下图为福勒襟翼结构，它安装在襟翼滑架和襟翼连杆臂上。襟翼连杆臂连接到旋转作动

器的驱动臂上。襟翼滑架支撑在襟翼滑轨上。 

福勒襟翼的所有部件都安装在整流罩内。这使得气流平顺，用于减少阻力。 

当福勒襟翼放出时，它先向后移动，然后向下移动。驱动臂带动襟翼连杆臂，襟翼滑架

在襟翼滑轨的导向槽上滑动。 

在襟翼收放过程中，整流罩由操作臂和拉杆驱动，围绕着整流罩旋转点运动。 

 

图 4-91 福勒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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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开缝襟翼 

三开缝襟翼采用与福勒襟翼相同的原理。大多数波音机型使用这种襟翼。三开缝襟翼有

一个前襟翼、一个中襟翼和一个后襟翼。 

 

图 4-92 三开缝襟翼 

4.前缘装置 

大多数飞机也使用前缘装置来增加升力。前缘襟翼与后缘襟翼配合使用可进一步提高增

升效果。一般的后缘襟翼有一个缺点，就是当它向下偏转时，虽然能够增大上翼面气流的流

速，从而增大升力系数，但同时也使得机翼前缘处气流的局部迎角增大。当飞机以大迎角飞

行时，容易导致机翼前缘上部发生局部的气流分离，使飞机的性能变坏。如果此时采用前缘

襟翼，不但可以消除机翼前缘上部的局部气流分离，改善后缘襟翼的增升效果，而且其本身

也具有增升作用。 

当襟翼放出时，前缘装置自动放出。有 4 种不同类型的前缘装置： 

1）前缘襟翼（克鲁格襟翼）； 

2）可变弧度襟翼； 

3）缝翼； 

4）下垂前缘。 

当前缘襟翼收上时，它们作为机翼前缘的下表面。当前缘襟翼放出时，它们向前和向下

移动。增加了机翼的弧度，产生更大的升力。 

前缘襟翼也被称为克鲁格襟翼。如图 4-93 所示，克鲁格襟翼由铰链支撑，安装在固定

机翼前缘的接头上，由作动筒收放。打开时，伸向机翼下前方，既增大机翼面积，又增大翼

型弯度，具有较好的增升效果，同时构造也比较简单。 

当襟翼被收回到和机翼齐平的位置时，克鲁格襟翼的前部进行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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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3 前缘襟翼 

下图为可变弧度襟翼。当前缘放出时，可变弧度襟翼弯曲，增加了机翼的弧度，也使机

翼前缘周围的气流更流畅。 

可变弧度襟翼由一个玻璃纤维板、一个可折叠的前部和许多支撑杆组成，由旋转作动器

驱动臂进行驱动。 

图 4-94 可变弧度襟翼 

下图为常见的缝翼。当缝翼被收回时，作为机翼的前缘使用。当缝翼放出时，在缝翼和

机翼机构之间形成一个缝隙，使得来自前缘下方高压区域的空气向上流动，然后沿着机翼上

表面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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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5 缝翼 

缝翼由相应的滑轨支撑。上负载滚轮和下负载滚轮用于对缝翼滑轨进行导向。弯曲齿

轮轨道安装在缝翼滑轨的内部。当收放缝翼时，扭力管系统通过旋转作动器驱动一个小齿

轮，小齿轮通过齿轮滑轨驱动缝翼收放（如图 4-96 所示）。 

 

图 4-96 缝翼滑轨 

另一种前缘装置使用可以下垂的前缘部件。在这种设计中，整个前端或机翼前缘通过

一个旋转作动器驱动使前缘下垂，以增加机翼的弧度（如图 4-97）。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飞行控制系统 

206 
 

 
图 4-97 下垂前缘 

5.襟翼控制手柄 

机组通过襟翼手柄控制襟翼和前缘装置。 

襟翼手柄是由弹簧加载的。该手柄被锁定在卡槽内。卡槽位置与襟翼的角度相近。襟翼

手柄在卡槽位置处设有卡口。这些卡口可以防止手柄没有停顿的直接越过该卡槽。操作时，

手柄必须先放进这个卡口，然后拉出手柄才可以移动到下个位置。 

 

图 4-98 襟翼手柄 

如图 4-99 所示，襟翼处于收上或巡航位置。 

 

图 4-99 襟翼在巡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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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襟翼手柄放到起飞位置时，襟翼移动到中间位置。前缘和后缘装置增加了升力用于安

全起飞。这时并没有过多的增加阻力，确保飞机在起飞抬头时具有良好的加速性。 

 

图 4-100 在起飞位置的襟翼手柄 

当襟翼手柄放到着陆位置时，襟翼完全放出。襟翼提供 大的升力和阻力使飞机减

速，用于安全着陆。 

 

图 4-101 在着陆位置的襟翼手柄 

6.缝隙的影响 

如图 4-102 所示，襟翼在放出位置时产生许多缝隙。 

下图为机翼周围的空气流动曲线，如果闭合机翼上的所有开缝，将导致气流在机翼的前

缘后部分离。因为此时气流方向变化太大，流线将无法沿机翼翼型上表面流动，需要更多的

能量来防止气流分离。 

缝翼和机翼其他部分之间产生缝隙，允许来自前缘下部高压区域的空气通过缝隙向上流

动，然后沿着机翼上表面流动。 

在前襟翼和机翼之间，以及前襟翼与中间襟翼之间，中间襟翼和后襟翼之间都产生缝隙

之后，所有的缝隙允许气流从机翼的下部流向上部。可以防止气流分离，也称为防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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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2 气流方向 

 

4.6.3 扰流板和速度刹车 

 

所有现代飞机都使用扰流板来增加阻力，降低升力。扰流板有三个主要功能： 

1）在飞行中被用作速度刹车； 

2）作为滚转扰流板，以协助副翼进行滚转操作； 

3）着陆后作为地面扰流板，卸载升力并增加阻力。 

扰流板的第一个作用是速度刹车。在飞行过程中扰流板可以对称作动升起，作为速度刹

车使用。 

扰流板的第二个作用是协助副翼进行滚转控制。如果飞机需要向右转弯，机组操纵驾驶

杆向右转动。仅向下运动一侧机翼的滚转扰流板升起。 

扰流板第三个功能是作为地面扰流板。飞机着陆后所有的扰流板完全升起，卸载升力并

增加阻力，从而使飞机减速。地面扰流板也被称为升力卸载装置。 

 

图 4-103 扰流板和速度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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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警告与失速保护 

 

4.7.1 起飞警告系统 

 

起飞警告系统是大多数商用飞机上必备的一套警告系统，用于提醒飞行员飞机起飞配置

中可能出现的致命错误。飞机要想安全地起飞，机上的很多系统必须被正确配置。在每次飞

行前，飞行员会使用一个检查单确认众多系统中的每项都已经运行并正确配置。但是由于人

为错误的必然性，即便经过检查单流程，仍可能出现飞机没有正确配置的情况。 

许多种不当配置都可以导致飞机无法正常升空，并极易造成飞机坠毁事故。为了减少此

种事件的发生，现今所有主要航空国家都要求，“ 大重量超过 6000 磅（约 2721kg）的所

有飞机以及所有喷气式飞机必须安装起飞警告系统”。该系统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如果飞机

处于不允许安全起飞的构型，该系统必须在起飞滑跑的初始阶段自动激活，并向飞行员提供

一个听觉警告。该警告必须持续提供直到构型变更为允许安全起飞，或飞行员采取行动放弃

起飞滑跑。 

 
图 4-104 起飞警告触发条件 

起飞警告系统的设计旨在对起飞构型中众多危险错误发出警告（如图 4-104 所示）。在

起飞时，如果飞机处于不安全状态，起飞警告功能将提供音响警告。当飞机在地面且油门杆

位于起飞位置，如果出现下列任何情况，将触发起飞警告： 

1）减速板手柄未放下； 

2）停留刹车设定； 

3）地面扰流板有压力； 

4）前缘襟翼和缝翼未放下； 

5）后缘襟翼不在起飞位置； 

6）安定面超出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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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警告组件发出间歇喇叭声音进行起飞警告，此警告只有在飞行控制舵面处于正确位

置或油门杆收回后，才会停止。 

4.7.2 失速保护系统

失速警告系统，是指飞机接近失速时向驾驶员发出警告的装置。由迎角传感器、马赫传

感器、襟翼位置传感器、失速警告控制器和告警装置组成。利用迎角传感器测量飞机的瞬时

迎角，把信号输入到失速警告控制器与失速警告迎角预定值比较，此预定值和马赫数、襟翼

位置相关，当飞机的瞬时迎角大于失速警告迎角时接通告警装置，向驾驶员发出告警信号。

告警装置主要由抖杆马达使驾驶杆震动，并伴随有喇叭声或警告灯。 

由于失速迎角随飞机的飞行马赫数和襟翼位置变化，所以要靠马赫数传感器和襟翼位置

传感器的信号对失速警告迎角预定值进行修正。失速警告装置有触觉、听觉和视觉三种形式，

通常是两种或三种并用。装在驾驶杆上的抖杆器由电动机带动的偏心轮构成。当接通电源时，

电动机带动的偏心轮旋转，引起驾驶杆振动，发出触觉警告。用喇叭发出音响警告也是常用

的形式，易于察觉但会干扰通话。失速警告灯只是辅助警告形式，只有处于视野内才能察觉。

图 4-105 失速保护系统 

图 4-105 为典型飞机的失速警告系统。当飞机接近失速状态时，失速警告系统抖动驾驶

杆，以提醒机组。在失速期间，失速警告系统会增加驾驶杆的感觉力，以保证驾驶员不能轻

易克服飞机的自动低头配平。失速警告系统包括下列部件： 

1）失速管理偏航阻尼器； 

2）驾驶杆抖杆器； 

3）升降舵感觉变换组件； 

4）失速警告测试面板。 

当飞机失速时，迎角探测器发送信号到失速管理偏航阻尼计算机，然后触发驾驶杆抖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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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抖动驾驶杆，提醒驾驶员飞机处于失速状态，并控制前缘缝翼完全放下以增加升力，防止

飞机失速。升降舵感觉组件向双感觉作动筒提供液压压力，从而在失速期间增加驾驶杆的感

觉力，保证驾驶员不会轻易地抱杆。在地面按压测试按钮时，失速管理偏航阻尼计算机启动

驾驶杆抖杆器，直到松开测试电门，或者抖杆器 大工作 20 秒后自动停止。。当飞机在空中

时，失速警告测试被抑制。 

 

4.8 典型飞机飞控系统维护介绍 

 

4.8.1 典型飞机飞控系统部件识别 

 

1.飞行控制系统部件识别 

1）飞行控制舵面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副翼 提供绕纵轴的横滚控制。 

② 升降舵 提供绕横轴的俯仰控制。 

③ 方向舵 提供绕立轴的方向控制。 

④ 水平安定面 控制飞机俯仰姿态稳定。 

⑤ 地面扰流板 仅在地面升起起减速作用。 

⑥ 飞行扰流板 
空中减速或协助副翼横滚； 

地面减速。 

⑦ 前缘缝翼 在飞机起飞和降落阶段起增升作用。 

④水平安定面 

图 4-106 

①副翼 

①副翼 

②升降舵 

②升降舵 

③方向舵 

⑤地面扰流板 

⑥飞行扰流板 

⑦前缘缝翼 

⑧前缘襟翼 

⑨后缘襟翼 

⑦前缘缝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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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前缘襟翼 在飞机起飞和降落阶段起增升作用。 

⑨ 后缘襟翼 
起飞阶段起增升作用； 

降落阶段起增升增阻作用。 

 

2）主飞行控制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4-10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驾驶盘及驾驶杆 
驾驶盘控制副翼及飞行扰流板实现飞机横滚； 

驾驶杆控制升降舵实现飞机俯仰。 

② 方向舵脚蹬 左右脚分别踩脚蹬实现飞机偏航控制。 

③ 副翼及方向舵配平电门 

副翼配平电门和配平作动筒使飞行员配平不需要

的驾驶盘力； 

方向舵配平控制钮和配平作动筒可让机组除掉不

需要的方向舵脚蹬力。 

④ 飞行控制面板 
飞控面板上有如下电门和告诫 指示灯： 

－飞行操纵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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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操纵低压灯 

－飞行扰流板电门 

－偏航阻尼器电门和警告灯 

 

3）副翼部件识别： 

 

图 4-10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驾驶盘 驾驶盘控制副翼及飞行扰流板实现飞机横滚。 

② 副翼 提供绕纵轴的横滚控制。 

③ 感觉定中组件 

副翼感觉和定中组件连接到副翼输入轴的底部。

当轴运动时，感觉和定中组件的两个弹簧为飞行

员提供感觉力，并提供机构回中功能。 

④ 副翼动力控制组件 

两个副翼动力控制组件（PCU）移动副翼机身扇形

盘。PCU 杆端固定而壳体移动副翼机身扇形盘。副

翼输入轴的输入通过输入杆传给 PCU。 

⑤ 副翼电配平马达 
副翼配平电门控制电配平作动筒，作动筒带动副

翼和驾驶盘到新的中立位置。 

⑥ 自动驾驶作动器 

当接通时，飞行控制计算机控制副翼自动驾驶作

动筒。作动筒给感觉和定中组件及副翼位置传感

器提供机械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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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机翼扇形盘 机翼扇形盘通过推拉杆控制副翼的运动。 

 

4）升降舵部件识别： 

 

图 4-10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驾驶杆 驾驶杆控制升降舵实现飞机的俯仰控制。 

② 驾驶杆脱开机构 
脱开机构将输入扭力管的左右侧分开。这使升降

舵在一个驾驶杆出现卡阻时仍可操纵。 

③ 调整片机构控制活门 
升降舵调整片操纵机构改变升降舵调整片的功

能，这帮助增加的飞机的抬头操纵。 

④ 升降舵动力控制组件 
两个升降舵动力控制组件（PCU）带动升降舵输出

扭力管。 

⑤ 升降舵感觉定中组件 

升降舵感觉和定中组件给驾驶员提供变化的感觉

力，当没有输入时，也能将驾驶杆移回到中立位

置。 

⑥ 自动驾驶作动器 
当接通时，飞行控制计算机控制升降舵自动驾驶

作动筒。作动筒给感觉和定中组件及升降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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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提供机械输入。 

⑦ 升降舵感觉压差计算机 
当空速变化和水平安定面移动时，升降舵感觉计

算机改变驾驶杆力。 

⑧ 升降舵 提供飞机的俯仰控制。 

 

5）方向舵部件识别： 

 

图 4-11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方向舵脚蹬 方向舵脚蹬控制方向舵实现飞机的偏航控制。 

② 方向舵配平电门 
方向舵配平控制钮和配平作动筒可让机组除掉不

需要的方向舵脚蹬力。 

③ SMYD 
SMYD1 通过主方向舵 PCU 操纵方向舵。在人工操

纵时，SMYD2 通过备用方向舵 PCU 操纵方向舵。 

④ 感觉定中组件 感觉和定中组件给方向舵脚蹬提供感觉力。 

⑤ 方向舵配平马达 
接收配平电门信号，让机组除掉不需要的方向舵

脚蹬力。 

⑥ 

 
方向舵 PCU 

主方向舵 PCU 操纵方向舵位置； 

当备用方向舵系统工作时，备用方向舵 PCU 的活

塞操纵方向舵的位置。 

⑦ 方向舵 
方向舵安装在垂直安定面的后缘并可左右移动以

操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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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行扰流板部件识别： 

 

图 4-11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扰流板 

横滚操纵：在横滚操纵期间，在一侧机翼上的飞

行扰流板打开，而所有其他扰流板保持收上位； 

减速板操纵：在减速板操纵时，两侧机翼的扰流

板对称运动。 

② 飞行扰流板作动筒 接收主液压系统液压，控制飞行扰流板运动。 

③ 速度刹车手柄 
减速板手柄的指令传到减速板输入扇形盘。控制

扰流板升起。 

④ 副翼配平电门 控制扰流板协助副翼完成横滚配平。 

⑤ 飞行扰流板控制电门 控制飞行扰流板作动器液压的通断。 

⑥ 

 
比例混合器 

扰流板混合器综合来自扰流板操纵扇形盘和减

速板手柄的输入，然后混合器将飞行扰流板指令

信号传给比率变换器，并将地面扰流板指令传给

地面扰流板控制活门。 

⑦ 飞行控制液压组件 
接收飞行扰流板控制电门信号，接通或断开飞行

扰流板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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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面扰流板部件识别： 

 

图 4-11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地面扰流板 

机组使用减速板手柄人工操纵地面扰流板。只有

当飞机在地面上，打开减速扳手柄时，地面扰流板

才打开。 

② 地面扰流板内锁活门 

当飞机在地面上时，推／拉钢索带动地面扰流板

内部锁活门。当内部锁活门移动时，可使 A 系统液

压动力从地面扰流板控制活门传输到地面扰流板

作动筒。 

③ 地面扰流板关断活门 
当减速板手柄移动 31 度时，地面扰流板控制活门

将液压动力传给地面扰流板内部锁活门。 

④ 自动速度刹车控制盒 控制自动减速板功能。 

⑤ 速度刹车手柄 
减速板手柄的指令传到减速板输入扇形盘。控制

扰流板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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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前缘襟缝翼部件识别： 

 

图 4-11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襟翼手柄 控制前后缘襟缝翼正常方式放出。 

② 备用襟翼电门 
控制前后缘襟缝翼备用方式放出，前缘在备用液

压作用下放出。 

③ 前缘位置指示灯 
指示前缘襟缝翼位置； 

指示前缘襟缝翼过度或故障状态。 

④ 前缘非指令关断活门 

如果两个或多个前缘襟翼或三个或多个前缘缝翼

离开其指令位置，前缘 UCM 关断活门防止前缘襟

翼和缝翼运动。 

⑤ 反馈钢索 
反馈后缘襟翼位置给前缘襟缝翼关断活门，襟缝

翼关断活门控制前缘运动。 

⑥ 前缘襟缝翼 增升装置，在起飞和降落时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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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后缘襟翼部件识别： 

 

图 4-11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襟翼手柄 控制前后缘襟缝翼正常方式放出。 

② 备用襟翼电门 
控制前后缘襟缝翼备用方式放出，后缘在电马达

驱动下放出。 

③ 后缘襟翼位置指示表 指示后缘襟翼位置。 

④ 襟缝翼电子组件（FSEU） 

FSEU 包括如下功能： 

－后缘襟翼位置指示： 

－后缘襟翼载荷卸放 

－后缘襟翼扭斜和不对称探测 

－后缘襟翼非指令运动探测 

－前缘襟翼和缝翼位置指示 

－前缘巡航释压 

－前缘襟翼和缝翼非指令运动探测（UCM） 

－BITE 

⑤ 襟翼控制组件 
襟翼控制组件从驾驶员接收机械输入，并给襟翼

PDU 和缝翼作动筒提供液压动力。在卸载操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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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襟翼控制组件也收回后缘襟翼。 

⑥ 

 
旁通活门 

在下列情况下，后缘襟翼旁通活门防止液压操纵

后缘襟翼： 

－备用襟翼操纵 

－后缘襟翼扭斜 

－后缘襟翼不对称 

－后缘襟翼非指令运动（UCM） 

⑦ 动力控制组件 
后缘襟翼动力传动组件（PDU）使用液压动力或电

动力，转动后缘襟翼扭力管和随动钢索。 

⑧ 后缘襟翼 增升增阻装置，在起飞和降落时候使用。 

 

 

10）水平安定面部件识别： 

 

图 4-11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水平安定面配平电门 
驾驶员使用安定面配平电门人工操纵水平安定面

的位置。 

② 配平手轮 驾驶员使用安定面配平手轮进行人工俯仰配平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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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纵。 

③ 配平切断电门 
安定面配平切断电门使安定面电动配平不起作

用。 

④ 前钢索鼓轮 传递飞行员人工输入指令，带动后钢索鼓轮转动。 

⑤ 限制电门 限制水平安定面的运动范围。 

⑥ 后钢索鼓轮 后钢索鼓轮驱动齿轮箱和蜗杆移动。 

⑦ 水平安定面蜗杆作动器 

安定面配平电门的输入操纵安定面配平作动筒，

配平作动筒的输入带动齿轮箱和丝杠。当丝杠转

动时，安定面前缘移动，齿轮箱也回传后钢索鼓

轮。 

⑧ 水平安定面 控制飞机俯仰姿态的长期稳定。 

 

4.8.2 典型飞机飞行控制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行控制系统常见维护 

1）主飞行控制舵面操作： 

〖1〗警告与告诫 

警告：液压系统增压会对副翼、升降舵、方向舵、扰流板等其他飞行组件增压，确认已

对其他不需工作的飞控部件进行了限动，否则，可能造成部件损坏和人员损伤。 

警告：在地面操作舵面时，在舵面附近必须有监控人员监控舵面运动，防止造成部件损

坏和人员损伤。 

〖2〗维护准备 

 

 

 

 

 

 

 

 

 

 

 

 

 

 

 

 

 

图 4-116 

 

③ 

① ②

④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 供电。

②飞机 A,B 主液压系统增压。 

③舵面附近已清场，无障碍物。 

④驾驶舱人员和地面人员建立有效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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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操作步骤 

 

 

 

 

 

 

 

 

 

 

 

 

 

 

 

 

图 4-117 

 

 

 

 

 

 

 

 

 

 

 

 

 

 

 

 

 

 

 

 

图 4-118 

 

 

 

 

 

 副翼操作 

①横滚操作：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驾

驶舱驾驶盘，副翼一边向上，一边

向下，控制飞机横滚。 

②副翼配平操作：同时操作副翼配平

电门的接地电门和方向控制电门，

副翼一边向上，一边向下，控制飞

机横滚平衡。 

 

 

 升降舵操作 

①推拉驾驶杆，两边升降舵同时向上

或向下运动控制飞机俯仰。 
 

① 

① 

②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飞行控制系统 

223 
 

------------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图 4-119 

 

2）辅助飞控舵面操作： 

〖1〗警告与告诫 

警告：液压系统增压会对副翼、升降舵、方向舵、扰流板等其它飞行组件增压，确认已

对其它不需工作的飞控部件进行了限动，否则，可能造成部件损坏和人员损伤。 

警告：在地面操作舵面时，地面舵面附近必须有监控人员监控舵面运动，防止造成部件

损坏和人员损伤。 

〖2〗维护准备 

 

 

 

 

 

 

 

 

 

 

 

 

 

 

 

 

 

图 4-120 

 方向舵操作 

①踩方向舵脚蹬，左脚踩，方向舵左

偏；右脚踩，方向舵右偏。 

②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方向舵配平

旋钮，进行方向舵电配平。 

 

 

 

②

④ ③ 

①

①

① ②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 供电。

②飞机 A,B 主液压系统增压。 

③舵面附近已清场，无障碍物。 

④驾驶舱人员和地面人员建立有效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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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操作步骤 

 

 

 

 

 

 

 

 

 

 

 

 

 

 

 

 

 

 

图 4-121 

 

 

 

 

 

 

 

 

 

 

 

 

 

 

 

 

 

 

 

 

 

图 4-122 

 

 

 前后缘襟翼操作 

①正常方式操作（B 系统液压控制）：

襟翼手柄放至相应位置，确认前后

缘运动至襟翼手柄指令位置。 

②备用方式操作（备用液压控制）：备

用襟翼预位电门放至 ARM 位，备用

襟翼控制电门放至 DOWN 位，确认

前后缘运动至相应位置。 

 

 

 扰流板操作 

① 空 中 向 后 拉 速 度 刹 车 手 柄 至

“FLIGHT DETENT”位，两边飞行

扰流板对称升起。地面向后拉速度

刹车手柄至“UP”位，所有扰流板

对称升起至 大角度。 

②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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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图 4-123 

 

2.飞行控制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确认飞控舵面行程范围内无障碍物。 

②手柄和舵面的实际位置保持一致。 

③维修时做好相应舵面的限动，在电门和手柄上挂好警告牌 

 水平安定面操作 

①电配平操作（需上电、无需液压）：

同时同方向摁压驾驶盘外侧水平安

定面配平门，水平安定面位置在中

控台指示。 

②人工操作（无需电、液压）：人工摇

水平安定面配平手轮，水平安定面

位置在中控台指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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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飞机起落架系统 
 

5.1 起落架概述 

 

5.1.1 作用和组成 

 

1. 起落架的作用 

飞机的起落架主要是在地面起到支撑飞机的作用。此外，起落架还有很多重要的功能。

起落架上安装有减震装置和转弯装置。减震装置可以在飞机起飞、降落、滑行或被牵引拖行

时抑制振动，减小飞机的受力。转弯装置方便驾驶员在地面控制飞机的移动。另外，主起落

架还安装有刹车装置，用于在地面完成飞机制动以及使飞机具有更好的转弯机动性。 

飞机的大部分重量都集中在主起落架上，主轮承受的重量称为主轮载荷。过高的主轮载

荷会导致飞机在很多机场无法运行。通常每个主起落架装有 2个或 2个以上的机轮，用来分

散重型飞机的主轮载荷，从而使重型飞机可以在更多的机场运行。单轮起落架通常用于小型

或轻型飞机，多轮起落架一般用于较重的飞机。多轮起落架可以将负载分散到更大的区域。

另外，如果一个机轮发生故障，其他机轮还可以提供支撑。例如，波音 B747、B777 或空客

A380 等大型飞机上使用四轮甚至六轮起落架。 

2. 主起落架 

主起落架对飞机后部起支撑作用。大型飞机的主起落架都能够收进机身，给飞机提供更

好的气动外形。绝大多数的飞机采用液压驱动的方式将起落架收到机身中。如图 5-1 所示，

空客 A320 有两个主起落架，每个主起落架有两个机轮，并且主起落架可以收入机身。 

 

图 5-1 空客 A320 飞机的主起落架 

如图 5-2 所示，波音 B747 飞机有四个主起落架，每个主起落架都有四个机轮。主起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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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安装在机翼和机身上，较大的起落架间距为飞机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图 5-2 波音 B747 飞机的主起落架 

3. 前起落架 

大型飞机的前起落架通常有两个机轮。前起落架有转弯功能，但没有刹车装置。前起落

架相比主起落架承担的载荷较小，重量也比较轻，其支撑结构的设计不支持初始着陆载荷，

如果飞机着陆时前起落架先落在跑道上，会对飞机结构造成损坏。大型飞机的前起落架均可

向前收进机身，前起落架收回后起落架舱门关闭。 

 

图 5-3 前起落架 

4. 起落架舱门 

对于绝大部分飞机，当起落架处于完全收上或者完全放下状态时，起落架舱门也随之关

闭，这样可以降低飞行时的阻力，减小燃油消耗。起落架舱门分为前起落架舱门和主起落架

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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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起落架舱门 

 

5.1.2 起落架的类型 

 

1. 配置形式分类 

起落架按照配置类型可以分为后三点式和前三点式。后三点式起落架的重心位于飞机主

起落架的后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重心位于飞机主起落架的前部。 

1） 后三点式起落架 

后三点式起落架构造简单，重量轻。如图 5-5，由于主起落架位于飞机的前部，因此机

头上扬，有利于螺旋桨在飞机上布置。飞机停机角与最佳起飞迎角接近，易于起飞。在飞机

降落的时候，可以利用气动阻力使飞机尽快减速。 

后三点式起落架的优点比较明显，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后三点式起落架的配置方式，造

成飞机方向稳定性差，容易原地打转。另外，在飞机降落的时候，必须三点同时接地，操纵

飞机比较困难，如果只有两点接地，可能导致飞机降落过程中发生“反跳”，不利于飞行安

全。而且因主起落架位于飞机的前部，刹车工作时，飞机可能发生倒立、翻筋斗现象。  

 

图 5-5 后三点式起落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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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三点式起落架 

前三点式起落架配置克服了后三点式起落架配置的诸多缺点，并且具有许多后三点式起

落架不具备的优点。诸如，飞机在地面运动的稳定性好，滑行中不容易偏转和倒立。着陆时，

只用后两个主轮接地，比较容易操纵。当飞机在地面运动时，机身与地面接近平行，飞行员

视野较好。另外，前三点式的配置避免了喷气发动机喷出的高温燃气损坏跑道。 

正是因为前三点式起落架有以上诸多优点，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民航飞机上都采用前三点

式的起落架配置（如图 5-6）。 

 
图 5-6 前三点式起落架 

2. 安装位置分类 

目前绝大多数民航飞机上至少安装有一个前起落架和两个主起落架，对于大型飞机，甚

至安装有更多的起落架。例如，在空客 A340 飞机安装有三组主起落架，而在波音 B747 飞机

上安装有四组主起落架。根据安装位置的不同，可以将起落架分为机翼起落架、机身起落架

和中央起落架。 

 

图 5-7 主起落架 

1）机翼起落架 

大多数飞机的起落架安装在机翼上，机翼起落架的基本构成大体相同，根据飞机重量的

不同，机翼起落架机轮的数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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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8 所示为典型的机翼起落架，当飞机在地面时，大翼和机身的重量通过起落架减

震支柱、侧支柱、阻力支柱传递到小车的横梁上，最终传递给四个机轮。 

 

图 5-8 机翼起落架 

2）机身起落架 

某些中大型飞机上安装有机身起落架，机身起落架能够增加飞机在地面的支撑点，减小

跑道承受的载荷。另外，可以通过增加机身起落架的转弯功能来降低最小的转弯半径，防止

因胎壁摩擦造成的轮胎损坏。带有转向功能的机身起落架，当前起落架向某个方向转动一定

角度时，机身起落架向相反的方向成比例的转动一个小角度，帮助飞机进行转弯。 

 

图 5-9 机身起落架转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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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起落架 

某些大型飞机上安装有中央起落架，如空客A340和MD11。中央起落架为重型飞机提供

了一个地面支撑点，同时将飞机重量分布在跑道的更大区域上，从而降低跑道在单位面积上

的受到的载荷。 

 

图 5-10 中央起落架 

 

5.2 起落架部件 

 

5.2.1 主起落架 

 

1. 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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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主起落架部件 

根据飞机重量的不同，起落架的机轮数略有不同，但主要的部件基本相同，如图 5-11 是

一个典型的主起落架。主起落架主要的承力部件有减震支柱、侧支柱和阻力支柱。在减震支

柱的内外筒之间，装有扭力臂，防止内外筒之间的相对转动，拖行接头用于连接牵引车拖行

飞机。轮轴上可以安装机轮，方便起落架在地面的移动。 

2. 扭力臂

扭力臂也被称为扭力连杆，主要用于限制内外筒之间的相对转动。扭力臂由两个部分组

成：连接外筒的上扭力臂和连接内筒的下扭力臂。 

有些飞机的上扭力臂和下扭力臂连接处还装有阻尼器。阻尼器的作用是降低机轮的摆振。

胎压不一致、磨损不均匀或跑道表面不平整都可能导致摆振，严重时可造成起落架结构损坏，

危及飞行安全。 

如图 5-12 为某型飞机的阻尼器，其本体装有油量指示器，当阻尼器油量正常时，油量指

示盘上 FULL 和 REFILL 都可见。油量不足时只能看见 REFILL 字样，提示维护人员需要及时

给阻尼器加油或者更换阻尼器。 

图 5-12 阻尼器及油量指示器 

3. 支柱

主起落架的支柱主要由减震支柱、阻力支柱和侧支柱共同组成。减震支柱的下部和飞机

机轮相连，上部和机体结构相连。减震支柱主要用来支撑飞机，通常为油气式减震器，可以

减缓飞机降落、滑行时的振动。阻力支柱被称为阻力撑杆或阻力支架，主要承受起落架在机

身纵轴方向上产生的不平衡力，将不平衡力传递给减震支柱和机体结构。侧支柱主要承受起

落架在机身横轴方向上的不平衡力。阻力支柱和侧支柱一端连接到减震支柱上，另一端通过

耳轴和飞机结构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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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飞机的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多采用油气式减震器，减震器可以吸收和消耗着陆、滑

行时地面的冲击能量，保护飞机结构不受损伤。如图 5-13 所示，油气式减震器由外筒、活塞、

活塞杆、带小孔的隔板和密封装置等组成。减震器的下腔充有油液，上腔充有压缩氮气。 

飞机着陆时，起落架减震器受到地面冲击力压缩，活塞杆压入，下腔油液受挤压通过阻

尼孔进入上腔，同时压缩上腔内的气体，气体受到压缩，压力上升，吸收撞击能量；油液高

速通过阻尼孔时的摩擦作用将一部分能量变为热能耗散掉。当减震器压缩到极限后，减震器

开始回弹，此时气体膨胀，活塞杆伸出，飞机重心逐渐升高；油液在气体膨胀作用下，通过

阻尼孔流回下腔；油液通过阻尼孔时的摩擦作用将一部分能量变为热能耗散掉。经若干压缩

和伸张行程，全部撞击动能被耗散，使飞机平稳下来。 

 

图 5-13 减震支柱的工作原理 

油气式减震支柱应使用氮气和飞机制造厂家指定的液压油进行勤务，使用型号错误的液

压油可能导致密封件损坏。 

首先进行油液勤务。打开充气活门，将减震支柱彻底放气，然后减震支柱充入液压油直

至油液通过充气活门溢流至收集容器中，确保溢流出的油液中不带有气泡后，关闭灌充活门，

移除油液灌充设备，油液勤务工作结束。在此之后，还需进行充气勤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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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减震支柱油液勤务  

充气过程中，需要检查减震支柱“H”尺寸以及氮气压力。减震支柱“H”尺寸是指减

震支柱内筒的伸出长度，测量单位为英寸或毫米。将测量的气压值和温度值对应到图表上

（如图5-15所示），便可得出一个理论高度值。如果实际测量值“H”与通过手册图表获得

的理论高度值不一致，需要添加或释放氮气。 

 

图 5-15 减震支柱气体勤务 

当液压油填充过多时，减震效果变差，减震支柱震动会加剧。这是因为液压油不能压缩，

而且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氮气。当填充了过多的氮气时，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减震支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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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减震支柱在着陆过程中触底，损坏结构。 

经过多次着陆后需要再次勤务。因为着陆期间气体压力很大，会有一定量的氮气扩散到

油液中。如图5-16所示某些含有多个起落架的飞机，减震支柱上装有压力表，用于快速检查。

为了精准测量压力值，勤务过程中需使用经过校准的压力表。 

 

图 5-16 减震支柱压力表 

4. 舱门 

主起落架舱门在飞行中保持关闭，以减小飞行期间的阻力，防止外来物击伤轮舱的部件。

当主起落架处于收放过程中，主起落架舱门打开，起落架完成收放后，舱门重新关闭。 

 

图 5-17 主起落架舱门 

主门铰接在机身结构上，由液压作动筒驱动。主门由上锁机构保持在关闭锁定位，在地

面可以使用地面控制手柄将其打开。某些机型主门内侧带有保护装置，防止在重力放起落架

时，起落架与舱门发生碰撞。 

在主起落架舱门上安装有临近传感器，用于探测起落架舱门的位置信号。位置信号用于

指示、警告和主起落架收放顺序控制。 

主起落架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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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临近传感器 

5. 锁机构 

起落架在收上和放下位置都应该可靠锁定。在收上位锁定，可以防止起落架在飞行过程

中或者外力作用下放下。在放下位锁定，可以防止起落架在降落过程中受到较大冲击而突然

收起，或者在地面滑行和停放期间意外收起。 

主起落架下位锁通常是撑杆锁。如图 5-19 所示，撑杆锁由开锁作动筒、锁连杆、下位锁

弹簧等组成。主起落架放下锁好后，下位锁弹簧作动，将撑杆锁到过中位，进而确保上部侧

支柱和下部侧支柱无法折叠，将起落架锁在放下位。开锁作动筒在液压作用下，克服下位锁

弹簧力，打开撑杆锁，此时上部侧支柱和下部侧支柱可以折叠，主起落架解锁。 

 

图 5-19 主起落架下位锁 

如图 5-20 所示，主起落架上位锁通常是挂钩锁。挂钩锁由锁钩、滚轮、锁簧、开锁作动

筒构成。主起落架收上锁好后，滚轮进入锁钩中，主起落架依靠重力作用，将滚轮保持在锁

钩中。当开锁作动筒有液压时，液压力克服锁簧的弹簧力，锁钩向下运动，滚轮脱离锁钩，

上位锁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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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 主起落架上位锁 

 

5.2.2 前起落架 

 

1. 基本组成 

前起落架主要的承力部件由减震支柱、阻力支柱等构成。在减震支柱上安装有减震器，

减小飞机在地面运行时的震动。前起落架减震器的工作原理、勤务方式与主起落架类似。 

 

图 5-21 前起落架组件 

2. 阻力支柱 

阻力支柱通过两个耳轴与飞机结构相连，在前、后方向上稳定减震支柱。阻力支柱组件

具有一个前撑杆和一个管状臂，通过万向接头连接。阻力支柱组件为前起落架的放下锁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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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主要的支撑。 

 

图 5-22 阻力支柱 

3. 锁连杆 

锁连杆与阻力支柱相连,为前起落架的放下提供过中锁定。锁连杆折叠后，阻力支柱才能

折叠，进而将前起落架收上。锁连杆有 1个下连杆和 1个上连杆，通过球形轴承连接在一起，

上连杆通过凸耳连接到减震器外筒顶端以及下位锁作动筒上。下连杆连接到阻力支柱的前撑

杆上。 

 

图 5-23 锁连杆 

4. 舱门 

前起落架舱安装有舱门，在飞行过程中，前起落架舱门保持关闭，减小飞行期间的阻力，

防止外来物进入前轮舱击伤部件。如图 5-24 所示，前起落架舱门包括：前门、后门和门的作

动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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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 前起落架舱门 

前起落架舱门以机身中心线为对称线铰接在机身结构上，并通过液压作动筒和连杆进行

操作。起落架收放过程中，前门打开，便于起落架的进出。起落架前门上安装有上锁机构，

将前门锁定在收上位，要打开前门，必须先给上锁机构解锁。而前起落架的后门则由机械连

杆和起落架本体保持连接，随着起落架的收放，连杆带动后门进行开关。地面维护时可以通

过手柄打开前起落架舱门。 

 

5.3 收放系统 

 

5.3.1 收放系统原理 

 

现代民航飞机都配备有起落架收放系统，用于减小在飞行中的阻力。起落架收放系统通

常包括： 

1）起落架控制系统； 

2）起落架和起落架舱门收放系统； 

3）起落架备用放下系统，通常也称为重力放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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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起落架收放系统 

1. 起落架收放系统介绍 

机组或维护人员通过驾驶舱内的起落架手柄对起落架的收放进行控制。在现代民航飞机

上，起落架收放可由人工、气动、液压或电动操作。大多数飞机起落架收放系统通常以液压

为正常收放动力源。 

如图 5-26 所示为某些飞机使用的简单起落架收放系统，此时控制手柄在放下位。 

在现代大部分飞机上都带有液压作动的起落架舱门系统，目的是当起落架放出或收上后，

将打开的轮舱区域闭合，减小飞行阻力。起落架舱门的操作独立于起落架收放系统的操作。

在起落架收放过程中，舱门打开，其余时间舱门均保持关闭。只有少数飞机没有起落架舱门

系统。 

 

图 5-26 较为简单的起落架收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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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飞机起落架收放系统 

现代飞机采用较为复杂的起落架收放控制系统，有两种常见的液压作动起落架收放控制

系统。一种是电控液动式起落架收放系统，另一种是机械液动式起落架收放系统。 

 

图 5-27 电控液动式起落架收放系统 

如图 5-27 所示为典型的电控液动式起落架收放系统。在此系统中，每个收放循环只有一

部起落架控制接口组件（Landing Gear Control Interface Unit，LGCIU）工作， LGCIU 接

收起落架手柄位置信号，通过起落架和舱门选择活门内的电磁线圈对液压油路进行控制。

LGCIU 使用起落架和舱门临近传感器的信号，完成起落架和舱门的收放顺序。 

在一个完整的放下起落架过程中，LGCIU 首先通电舱门电磁活门，通过液压释放舱门上

位锁，伸出作动筒，打开舱门；然后 LGCIU 通电起落架选择活门，液压释放起落架上位锁，

起落架作动筒接收压力将起落架放下，同时放下锁作动筒得到压力将起落架锁定在放下位；

最后 LGCIU 再次通电舱门选择活门将压力输送到起落架舱门作动筒使舱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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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8 机械液动式起落架收放系统 

如图 5-28 所示为典型的机械液动式起落架收放系统。正常情况下，A液压系统为起落架

收放提供压力。B 液压系统只为收上起落架提供备用压力。临近电门电子组件（Proximity 

Sensor Electronic Unit，PSEU）控制起落架转换活门将 A或 B液压系统压力供应到起落架。 

起落架选择活门提供收上或放下压力来收放起落架。起落架手柄通过钢索控制起落架选

择活门。起落架作动筒将起落架收上或放下，放下锁作动筒在放下时锁定主起落架，在收上

过程中开锁松开主起落架。上位锁作动筒伸出时松开上锁机构。当一个损坏且旋转的轮胎进

入主起落架轮舱时，易断接头切断主起落架的作动压力，放下起落架，以防止损坏轮舱内部

件。 

当起落架控制手柄放到“DOWN”位时，A 液压系统压力通过转换活门和选择活门到起落

架作动筒和起落架下位锁作动筒，对起落架放下管路增压。上位锁打开后，起落架作动筒杆

端压力增加，起落架通过液压力、重力和空气载荷放出。 

此例中的起落架收放系统因主起落架没有液压作动舱门而没有舱门顺序控制部分，所以

简化了系统。 

3. 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前、主起落架均使用液压作动筒进行收放操作。如图 5-29 所示，作动筒一端连接在飞机

结构上，作动筒活塞杆连接在起落架减震支柱的接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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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5.3.2  收放指示和警告 

 

在驾驶舱需配备起落架位置指示系统，便于机组确认起落架位置。现代飞机起落架系统

中均安装了大量临近传感器，监控起落架和舱门的位置状态，用于驾驶舱显示起落架位置并

在位置不正确时产生相应的警告。在一些机型上，还保留了机械指示，起落架位置可以在驾

驶舱和客舱的观察窗口直接通过机械指示观察到起落架是否放下锁定。 

1. 临近传感器 

主起落架下位锁临近传感器通常安装在主起落架锁连杆上，用于探测起落架是否放下锁

定。 

 

图 5-30 主起落架下位锁临近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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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起落架上通常有两个临近传感器提供前起落架下位锁指示。传感器安装在后锁连杆的

支架上，标靶安装在前锁连杆上。 

 

图 5-31 前起落架下位锁临近传感器 

2. 起落架位置指示和警告 

如图 5-32 所示为飞机起落架位置在驾驶舱内的显示，机组可以通过 ECAM 起落架页面或

灯光指示面板查看起落架位置状态。 

在 ECAM 起落架页面，绿色三角代表起落架放下锁定，如果是红色三角代表起落架未锁

定，起落架收上锁定时则不显示三角符号。起落架灯光指示板上绿色显示代表相应起落架放

下锁定，红色显示代表相应起落架和起落架控制手柄位置不一致。如果没有任何灯光点亮，

代表起落架处于收上锁定状态。 

 

图 5-32 典型起落架位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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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飞机安全着陆，当飞机在着陆状态而起落架不在正确位置时，起落架音响警告系

统会提醒驾驶员将起落架放下，防止未放起落架着陆，危及飞行安全。以下为空客和波音飞

机常用的起落架音响警告触发条件： 

在空客飞机上，如果起落架控制手柄在收上位，起落架没有放下锁定并且下列任意条件

发生时触发警告： 

1）无线电高度小于225米（750英尺）并且油门杆处于慢车位； 

2）无线电高度小于225米（750英尺）并且襟翼在“3”或全放出位； 

3）两个无线电高度表均失效且襟翼在全放出位。 

如图5-33所示，驾驶舱内会触发ECAM警告“L/G GEAR NOT DOWN”、主警告灯亮、连续

谐音响以及起落架手柄旁的红色箭头灯亮。 

图 5-33 空客飞机起落架未放下警告 

如图5-34所示，在波音飞机上，如果起落架控制手柄在收上位，起落架没有放下锁

定并且在满足下列特定条件时触发警告： 

1）襟翼位置处于着陆构型； 

2）油门杆处于慢车位； 

3）无线电高度在240米（800英尺）以下。 

驾驶舱内会触发音响警告，并且使红色起落架指示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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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波音飞机起落架未放下警告 

 

5.3.3  备用放下系统 

 

带有起落架收放系统的飞机需配备起落架备用放下系统。该系统用于起落架正常收放系

统失效时工作，例如用于操作起落架收放的液压系统低压时可以在驾驶舱操作备用放下手柄，

通过机械和电子部件对起落架和舱门进行解锁，然后依靠重力将舱门和起落架放下。 

 

图 5-35 起落架备用放下系统 

起落架备用（重力）放下系统独立于正常收放系统。如图 5-36 所示，当打开备用（重力）

放下控制机构的接近门时，接近门位置电门向起落架选择活门内的重力放下电磁活门发送信

号，通过选择活门内的旁通活门将正常收放系统中的所有液压部件连通回油。拉起备用（重

力）放下控制机构内的手柄可操纵该系统。通过钢索，起落架重力放下装置将对起落架上位

锁机构解锁。起落架在空气动力和自身重量作用下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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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6 典型飞机起落架备用放下系统 

如图 5-37 所示，某些飞机采用另一种类型的起落架备用放下系统。备用放出起落架电门

是一个弹簧加载在正常位的电门，位于起落架控制面板上。当备用放起落架时，打开保护盖

将电门放到放下位，28V 热电瓶汇流条向备用放出组件内的电马达供电，马达驱动共轴的液

压泵，液压泵将来自液压油箱的液压油增压后，首先供向舱门释放作动筒，使舱门先打开，

随后再供向起落架释放作动筒，使起落架在空气动力和自身重量作用下放下。 

 

图 5-37 另一种典型飞机起落架备用放下系统 

 

5.3.4  地面防收安全措施 

 

当飞机在地面时，起落架必须安全锁定在放下位，如果起落架意外收上，会对飞机造

成严重损伤。常见的起落架防收措施有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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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落架手柄不能直接扳动

起落架手柄在收上、放下或关断位置时，都有卡槽使之固定，任何时候，都需要拉

出起落架收放控制手柄才能扳动，防止由于维护人员的误碰而作动起落架。 

图 5-38 起落架控制手柄及手柄锁 

2. 起落架控制手柄带锁定功能

现代飞机的起落架控制手柄通常带有锁定功能。如图 5-39 所示，当飞机在地面时，手

柄锁电磁线圈断电，起落架控制手柄被锁定在放下位。当飞机在空中时，起落架控制手柄锁

电磁线圈通电解锁，这样可允许飞行员将起落架控制手柄扳到收上位。如果电磁线圈在起飞

以后失效，飞行员可按压手柄锁超控按钮进行解锁，将手柄移动到收上位。 

图 5-39 起落架控制手柄及锁电磁线圈 

3. 地面机械锁

在一些机型的起落架锁连杆上带有地面锁定销插孔，插入锁定销可以防止起落架意外收

回。有些飞机在下位锁作动筒使用安全套筒，起到与锁定销相同的作用。为防止设备受损和

人员受伤，在起落架相关区域工作前需确保插入地面锁定销或安装安全套筒。 

在飞机起飞前，务必取下相关地面锁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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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0 起落架地面机械锁 

 

5.4  转弯系统 

 

5.4.1 前轮稳定距 

 

前轮接地点与前起落架轴线之间的垂直距离称为前轮稳定距，适当的前轮稳定距可以使

前轮在飞机滑行时保持稳定。为了使飞机在地面滑行时可以更灵活地转弯，也需要前轮具有

稳定距。 

1. 典型飞机前轮稳定距获得方式 

 

图 5-41 波音某机型的前起落架减震支柱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是其主要的支撑部件，减震支柱吸收飞机着陆和滑行颠簸时产生的冲

击能量。如图 5-41 为典型波音飞机的前起落架结构，可见减震支柱的中心线与地面垂直，并

且轮轴位于起落架中心线后方，以此获得前轮稳定距。 

如图 5-42 所示，在某空客飞机的前起落架中，减震支柱向前倾斜，并且轮轴位于减震支

柱中心线上，这种设计可以提供前轮稳定距，使机轮自由的回到中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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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空客某机型的前起落架减震支柱 

 

5.4.2 定中机构及前轮摆振 

 

1. 典型前起落架定中机构 

 

图 5-43 典型前起落架定中机构 

现代民用飞机通常采用凸轮式自动定中机构。它安装在前起落架减震支柱的内部，由上、

下凸轮组成，分别连接在内筒和外筒上。当减震支柱内筒伸出时，上下凸轮啮合，确保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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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架在收回过程中及放下接地前均保持在定中位置。图 5-43 所示为典型的前起落架内部定

中凸轮在地面断开和空中啮合的两种情形。 

2. 前轮摆振 

飞机在滑跑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摆振现象，即前起落架内筒绕外筒自由旋转运动与起落

架系统的结构变形耦合作用引起的自激振动。摆振会对轮胎和起落架结构造成损伤。 

为消除前轮摆振现象，各机型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下图为某型飞机的前轮转弯系统，该

系统中带有防摆振活门，当前轮发生摆振时，依靠液压油流经防摆振活门产生的热耗作用将

摆振的能量消耗掉，达到消除摆振的作用。 

 

图 5-44 前轮防摆振活门 

 

5.4.3 前轮转弯及主轮转弯 

 

1. 转弯系统分类 

现代民航飞机都配备前轮转弯系统，在某些带有多轮起落架系统的大型喷气式飞机上，

还配备有主轮转弯系统。例如波音 B777 和 B747 等，同时配备有前轮和主轮转弯系统。在一

些老式低速飞机上，往往使用尾轮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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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5 转弯系统 

在飞机起飞或者着陆高速滑行阶段，机组可以通过驾驶舱方向舵脚蹬控制前轮转弯系统。

使用方向舵脚蹬只能控制前轮偏转一个较小的角度，一般不超过 10°。 

 

图 5-46 方向舵脚蹬 

现代民航飞机通常还配备有转弯手轮。在飞机低速滑行或较大角度转弯时，操纵转弯手

轮可以使前轮最大偏转到 80°。在某些机型上，也称其为转弯手柄。 

 

图 5-47 转弯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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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轮转弯系统

现代民航飞机均配备前轮转弯系统，以改进地面操作和起飞着陆时控制方向的性能。通

常使用驾驶舱转弯手轮和方向舵脚蹬对前轮转弯进行控制。 

一些小型飞机采用直接驱动式前轮转弯系统，在此类系统中，方向舵脚蹬与前起落架直

接通过机械方式相连。 

图 5-48 直接驱动式前轮转弯 

大型飞机由于重量太大，无法使用上述直接驱动式前轮转弯，所以使用液压驱动间接

式前轮转弯系统，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由机械操纵，液压驱动。在此类系统中，驾驶舱发出的转弯指令通过钢索传输

至转弯控制活门，转弯控制活门将液压力输送至转弯作动筒。 

    第二种由电动操纵，液压驱动。在此类系统中，驾驶舱发出的转弯信号通过导线传输至

控制电路，控制电路通过伺服活门将液压力输送至转弯作动筒。 

转弯作动筒有双作动筒和齿轮齿条两种形式，这两种作动筒均可用于机械操纵和电动

操纵系统。本节以机械操纵双作动筒驱动和电动操纵齿轮齿条驱动为例进行介绍。 

1）机械操纵双作动筒驱动前轮转弯系统 

如图5-49 所示，来自转弯手轮或方向舵脚蹬的转弯输入通过一个钢索回路到达计量活

门。正常情况下，液压系统A 为前轮转弯提供压力。如果A 系统失效，在地面，机组通过

操作备用前轮转弯电门到“备用”位，提供一个信号到PSEU，PSEU操作起落架转换活门

将供向前轮转弯的压力源转到B 液压系统。 

当飞机在地面时，方向舵脚蹬可以提供输入信号到前轮转弯系统。当飞机在空中时，来

自 PSEU 的信号使旋转作动筒作动，方向舵脚蹬无法将信号送至前轮转弯系统。 

转弯手轮或方向舵脚蹬输入使加法机构离开中立位，转弯计量活门移动，向前轮转弯作

动筒提供压力从而实现前轮转弯。当前起落架机轮位置同转弯手轮或方向舵脚蹬位置一致时，

计量活门回到中立位，切断起落架转弯作动筒的供压。 

拖行飞机时可通过拖行活门对前轮转弯系统释压，因此不需要将液压系统 A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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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9 机械液动式前轮转弯系统 

2）电动操纵齿轮齿条驱动前轮转弯系统 

如图 5-50 所示，前起落架旋转筒是一个可自由旋转的齿形筒，安装在减震支柱内部，并

与转弯作动筒通过齿条啮合。当计算机接收到手轮或脚蹬发出的转弯指令后，发出电信号，

通过转弯伺服活门控制液压油路，用于驱动转弯作动筒。转弯作动筒的前后运动带动旋转筒

转动，再通过上、下扭力连杆驱动前轮进行转弯。在此过程中，位置传感器向计算机反馈前

轮转弯角度，实现闭环控制。 

在前轮转弯系统中安装一个电选择活门和一个机械选择活门，用于飞机在空中时切断前

轮转弯系统的供压。电选择活门受控于计算机，飞机在空中时，计算机将其关闭；机械选择

活门受控于前起落架位置状态，前起落架收上后，活门关闭。 

在拖行飞机时，可通过拖行手柄发出电抑制信号，脱开前轮转弯系统。 

图 5-50 电控液动式前轮转弯系统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起落架系统 

255 
 

3. 主轮转弯系统 

大型飞机一般还需配备主轮转弯系统，该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飞机转弯时主起落架承

受的侧向载荷以及因主轮侧滑而造成的轮胎刮擦损伤。通过增加主轮转弯功能还可以有效减

小飞机所需的转弯半径。现代民航客机的主轮转弯有两种形式： 

1）主起落架采用小车架转向梁（如图 5-51 所示），当前轮进行大角度转弯时，主起小车

架上的后两个机轮可以配合转弯。在正常情况下，由转弯作动筒将转向梁和固定梁锁定在同

一直线上。 

 

图 5-51 小车架转向梁 

2）主起落架采用整体转向架进行转弯，整体转向架也被称为旋转小车架。 

如图 5-52 所示，在采用整体转向小车架的起落架上，当飞机滑行速度小于一定值（例如

15 节）时，主起落架转弯功能自动激活。当滑行速度大于一定值（例如 20 节）时，主起落

架转弯系统自动定中。 

当指令传感器探测到前起落架进行转弯时，将电信号传输至电子控制组件，再由电子控

制组件操作液压控制模块中的伺服活门，将液压力传输给主起落架转弯作动筒。当前起落架

朝某一方向转动一定角度时，可转向的主起落架朝相反方向转动一个相对较小但与前起落架

转动成比例的角度。 

对于波音 B747 这种起落架数量较多且配备多轮起落架的机型，其主起落架就配备了上

述的整体转向架系统，以减小转弯时轮胎侧壁摩擦产生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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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2 转向小车架 

 

5.5 机轮和轮胎 

 

5.5.1 机轮功能 

 

在现代飞机上，机轮用于提供航空器在地面滑行、转弯、起降和承重功能，特别是在起

飞和着陆阶段，机轮需要承受巨大的载荷。机轮发生损伤可能会导致飞机严重受损以及机组

和乘客受伤，因此轮胎的性能和维护至关重要。 

轮胎的使用寿命根据飞机起降次数计算，一个轮胎大约可以进行 150 次起降。在某些极

端情况，例如刹车系统故障，可能导致新装机轮胎在第一次降落后就需要更换。 

轮胎必须能在不同温度下正常工作。在起飞阶段，轮速可以在 60 秒内由 0 加速至 220

节，此时轮胎可以达到 110℃；在高空飞行时，轮胎温度可以降至零下 20℃。 

大型飞机需要很多机轮，以避免任何一个机轮上的载荷过大。例如:波音 B747 有 18 个机

轮；空客 A340-300 和 MD 11 有 12 个机轮。在重着陆和硬着陆时，机轮承受的载荷可达正常

情况的两倍。  

 

图5-53 机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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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轮毂类型与构造 

1. 轮毂类型

轮毂组件通常为锻铝合金构件，部分机型轮毂组件为铸铝合金构件或镁合金构件，其设

计理念是在确保组件安全、使用功能、使用寿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减少结构重量，以获

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 

大型喷气式飞机的轮毂一般都是铝合金制成，这种材料的优点是结构强度高重量轻。有

些飞机的轮毂使用镁合金制成，这种材料比铝合金轻，但容易腐蚀。 

早期飞机的机轮是一个整体结构，类似于现在汽车的轮子。这种构型可以把轮胎直接压

过轮辋。由于现代飞机的轮胎太硬，无法直接压到轮辋上，一般需要有内侧和外侧两个半

轴组合施压固定。 

机轮的轮毂由内侧和外侧半轮辋通过高强度连接螺栓和自锁螺帽固定在一起。在飞机运

行过程中，有时会因承受的高拉伸载荷而使连接螺栓失效或断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轮辋

中的应力分布发生变化，剩余的螺栓可能会过载。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一个连接螺栓丢失，则

应按照维修手册中的说明进行维护。通常情况下，必须更换机轮并检查轮辋。 

在轮辋的外半部分和内半部分之间有封严装置，充气活门安装在轮辋的外半部。当轮胎

充气时，密封圈可以防止两半轮辋之间的气压泄漏。  

图5-54 内外侧轮辋组成的轮毂 

2. 轮毂构造

刹车动盘由钢制的驱动键驱动。主轮驱动键由螺栓固定在主轮内侧，并与刹车动盘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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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配合来驱动刹车动盘。 

隔热罩用于防止在正常刹车过程中刹车热量损坏轮胎，但隔热罩无法将高温与轮毂和轮

胎完全隔离。在中断起飞过程中需要进行高能刹车，刹车盘的温度可能会升高到1000℃以上。 

当机轮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轮毂内侧的易熔塞会自动释放轮胎压力。在某些飞机上，

易熔塞称为热释放塞。易熔塞的中心部分填充有熔点低的合金，当机轮温度升高到熔点时，

合金熔化并且轮胎自动放气。通常，刹车盘的高温传递到易熔塞需要一段时间，该时段长

短取决于刹车吸收的能量。在执行高能刹车后，易熔塞熔化放气前，飞机还可以滑行约10

分钟。 

轮胎充气活门可带有直接读取压力的指示器或通过独立的压力传感器将压力信息发送

到轮胎压力指示系统。 

飞机机轮都有锥型滚柱轴承。轴承通过保护封严和隔离管以防止灰尘和水进入。 

图5-55 机轮部件 

3. 轮辋检查

在正常使用期间，所有轮辋需要进行目视检查，并定期返厂完成更详细的检查。 

近距离目视检查时，在胎圈底座和连接螺栓周围区域可能会发现裂纹。另外还需要检查

是否有连接螺栓丢失，轮辋是否有腐蚀痕迹等异常状态。经过数次起落循环后，如果目视检

查显示轮毂有损坏，则将机轮组件返厂进行更详细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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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航空轮胎的构造和维护 

1. 轮胎类型

飞机轮胎依据以下参数进行分类： 

1）额定速度； 

2）额定载荷； 

3）帘线层等级； 

4）类型； 

5）尺寸。 

额定速度值表征轮胎的最大速度能力，额定载荷表征轮胎的最大承载能力。在飞机运行

期间，即使在临界条件下，也不得超过额定速度和额定载荷。 

最初，业内将飞机轮胎和轮辋分为9种不同类型，但现在仍使用的类型只有3、7和8。 

3型轮胎是低速轮胎，用于地速小于256千米/小时（160英里/小时）的螺旋桨飞机。与其

他轮胎相比，这些轮胎相对于轮辋直径的截面宽度更大，这样可以降低压力，改善缓冲和漂

浮性能。 

7型轮胎属于高速轮胎，是喷气式飞机上使用的标准轮胎，地面速度可高达每小时225英

里。 

8型轮胎属于超高速轮胎，额定速度为450千米/小时（280英里/小时），它们常被用于军

用飞机上。 

图5-56 飞机轮胎 

2. 轮胎规格

反映轮胎规格的三个主要指标包括：截面宽度、轮辋直径和轮胎外径。 

3型轮胎的规格主要采用两种指标：截面宽度和轮辋直径。例如，塞斯纳172轮胎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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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15厘米（6英寸），轮辋直径为15厘米（6英寸）。 

7型轮胎的规格一般也只用两种指标：轮胎外径和截面宽度。例如，空客A320的主轮轮胎

的外径为124厘米（49英寸），截面宽度为43厘米（17英寸）。 

8型轮胎和一些7型轮胎的规格需采用三种指标：轮胎外径、截面宽度和轮辋直径。例如，

波音B747的主轮轮胎的外径为124厘米（49英寸），截面宽度为48厘米（19英寸），轮辋直径

为51厘米（20英寸）。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轮胎外形尺寸均以英寸为单位，也有些轮胎的外径和截面宽度以毫

米为单位。 

对于部分机型的机轮，轮胎在胎圈区域会有特殊设计。由于不同的轮胎在胎圈区域的

设计和规范会不一样，需要注意适用性。 

图5-57 轮胎规格 

3. 轮胎标识

飞机轮胎须有永久性标记。如图5-58所示，轮胎标有制造商名称、设计类型、制造国、

序列号和零件号等。在轮胎上除了标有轮胎尺寸，还有一些其他轮胎标记，包括：额定载荷、

有无内胎、适用规范、帘线层额定值、错位角度和额定速度值。 

轮胎强度的一个指标是帘线层等级。当轮胎帘线层由棉绳制成时，帘线层的等级与帘线

层的数量相同。现如今的帘线层是由更结实的材料制成，这意味着使用较少的帘线层便具有

与原来相同的强度，且整个层数额定值大于实际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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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8 轮胎标识 

4. 轮胎构造 

飞机轮胎的设计与轿车、卡车轮胎大不相同，汽车轮胎和卡车轮胎具有相对恒定的负载

和速度。飞机轮胎的设计要求必须能在着陆时承受很高的载荷，并能承受高速运行的应力。 

飞机轮胎的主要部件是：胎圈、胎体、胎面和侧壁。 

胎圈由嵌入橡胶中的高强度钢丝构成。轮胎里可能有一个、两个或三个钢圈，用来固定

胎体，确保轮胎牢固地安装在轮辋上。胎圈必须非常坚固，因为所有的负载和刹车力都将集

中在此处。轮胎胎体由多层橡胶涂层尼龙帘线制成。胎面是轮胎外圆周上的磨损面，它是由

一种特别合成的橡胶制成，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耐久性。广泛使用的花纹胎面由一个或多个模

压在其表面的花纹或沟槽制成，可以确保在不同的跑道条件下提供良好的抓地力，并改善胎

面磨耗，提高方向稳定性。合适的胎面花纹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滑水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大

多数飞机轮胎在彻底报废前可以翻新10次左右。侧壁从胎面延伸到胎圈区域，是一层柔韧的、

抗风化橡胶，用于保护胎体。 

 

图5-59 轮胎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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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斜交轮胎 

斜交轮胎是一种常见的无内胎轮胎。如图5-60所示，胎体由橡胶涂层和尼龙帘线层制成，

可以看到帘线层中的绳索呈对角线排列，相邻帘线层的绳索相互交叉，平衡了胎体的受力。

胎体层包裹了钢丝圈，并延伸到轮胎侧壁，这层称为帘线层。 

底胎是一层特殊合成橡胶，下胎面在胎面和胎体之间具有良好的附着力。胎面胶是一层

或多层尼龙织物。胎面钢丝圈用来抵消在高速运行期间将胎面从胎体中拉出的离心力。 

内衬是无内胎轮胎内侧一层3毫米厚的低渗透橡胶，飞机的轮胎通常都是无内胎的。内衬

就像一个内置管，它将渗入胎体层的气体量降至最低，但是不可避免的，依然有部分气体会

从内衬中渗出，因而轮胎会有排气孔。 

排气孔位于下侧壁，它们通常被标记为绿色或黄色。排气孔允许这些气体进入大气并

防止帘线层分离。如果分离的气体没有被释放出来，积聚的压力可能会使胎体层分离。 

平衡标记是侧壁上的一个红点，它标志着轮胎最轻的部分。在机轮装配过程中，红点

位于充气阀附近。 

图5-60 斜交轮胎 

2）子午线轮胎 

子午线轮胎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其印在轮辋上的规格名称中，在直径前面有一个“R”。

子午线轮胎的胎体框架由胎体帘线层和胎面帘线层构成，其中胎体帘线层与钢丝圈成90°缠

绕，通常不超过10 层；胎面帘线层缠绕在胎体帘线层外面，与胎体帘线层成90°，层数也在

10 层以下。由于胎体帘线层数少，因此子午线轮胎的胎壁较薄，抗穿刺能力比斜交线轮胎差。

由于子午线轮胎具有较强的胎面帘线层，轮胎高速滚动时由离心力产生的轮胎膨胀量小于斜

交线轮胎，加之轮胎侧壁较薄，使得子午线轮胎在滑跑时发热量小，因此获得良好的速度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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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1 子午线轮胎 

5. 轮胎勤务

飞机轮胎使用过程中最重要的维护项目是：轮胎气压控制。由于重着陆、高利用率和较

大的刹车速度，以及急转弯和跑道坡度所带来的高地面接触压力，飞机轮胎需要频繁维护。 

轮胎在运动过程中会使得侧面交替弯曲，橡胶化合物和胎体帘线暴露在弯曲和剪切力下，

这些都会引起内耗和热量。所以，飞机轮胎产生的热量比任何其他轮胎都多。橡胶是一种很

好的隔热材料，因此轮胎中产生的热量都会慢慢散失。但轮胎在再次使用前依然需要时间冷

却。 

轮胎内壁橡胶不是完全气密的，这就要求必须每天检查飞机轮胎气压。使用校验的量具

可以准确发现轮胎低压状态。正确充气的轮胎在承载时，其压缩变形量约为32%，此时可提供

良好的胎面磨损。如果轮胎充气过度，压缩变形量小于32%，会导致中心胎面过度磨损。如果

轮胎充气不足，压缩变形量达到32%以上，会导致胎肩过度磨损，当轮胎压缩变形量超过45%

时，则会产生超过正常水平3倍的热量。低充气比高充气更严重，它会产生过度的应力、导致

帘线层分离和胎体的弱化。 

每天或每次飞行前需要检查轮胎气压。应该在冷胎的状态下测量胎压，即至少在飞行后

两小时以上。在压力检查期间，机轮必须接触地面而不能在千斤顶上。如果轮胎没有载荷，

胎压需降低4%左右。轮胎充气压力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胎压每3℃变化约1%。在15℃的

环境温度下，如果轮胎压力为1 380kPa（200psi），那么当温度升高到45℃时，轮胎压力约

为1 520kPa（220psi），如果温度降低到9℃则轮胎压力约为1 350kPa（196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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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2 不同勤务压力对轮胎的影响 

轮胎充气勤务使用氮气，并遵循以下原则： 

如果有可用的氮气，则不能使用压缩空气给轮胎充气。空气中有20％的氧气，如果过

热或刹车燃烧，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没有氮气可用，可以使用压缩空气进行补充或进行

全面勤务。如果使用了空气，必须在技术本中进行记录，并且必须参照维护手册在轮胎使用

后的一段时间内维护清除。 

 

图5-63  轮胎充气 

    因为同一轮轴上的其他轮胎会为充气不足的轮胎提供支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目视

检查无法判断轮胎是否充气不足，需要借助压力表对轮胎压力检查。部分飞机轮胎上的充气

活门会自带有一个压力表来显示胎压，也有部分飞机装有轮胎压力指示系统，胎压检查更加

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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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4 胎压指示 

6. 机轮维护 

执行机轮拆换工作，在拆轮轴螺母前必须先释放轮胎压力，防止爆胎。 

由于机轮在存放时已经被释压，所以在安装机轮后，务必参考维护手册充气至标准压力。

如果刹车过热，则应始终从前部或后部靠近机轮，而切勿从侧面靠近机轮，因为如果发生轮

胎爆破，零件会从侧面飞出。 

 

图5-65 机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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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轮胎的目视检查 

出于安全和轮胎经济性的原因，定期检查轮胎至关重要。轮胎检查项目包括：轮胎是否

损坏以及是否达到正常的磨损极限。 

在有中心沟槽的轮胎上，当中间沟槽在10厘米及以上长度不可见时，便达到了正常磨损

极限。在没有中间沟槽的轮胎上，当跨过胎面中心线的两个沟槽中任何一个在10厘米或更长

区域内不可见时，则达到了正常磨损极限。达到正常磨损极限的轮胎最多可以继续使用15个

起落，但是必须要在记录本中进行记录，提醒外站人员，非必需情况时无需更换机轮。 

 

图5-66 轮胎磨损检查 

如果轮胎未正确充气，会出现异常磨损。过度充气会加速胎面磨损，而充气不足会增

加胎肩磨损。 

 

图5-67 轮胎不正常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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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胎面区域的V字形小切口是由于飞机降落在带沟槽的跑道上造成的损伤。带有

V形切口的轮胎可以继续使用，直到达到正常的磨损极限。 

有些切口比常见的小切口要严重的多，这些切口是由停机坪上的异物造成的。当切口

深度超过标准时，必须将轮胎拆下。维修手册中包含了确定需要更换轮胎的切口标准，例

如： 

1）如果切口不深于最近沟槽的底部，则轮胎可以继续使用； 

2）如果切口比最近的沟槽底部深8毫米以上，或者如果沟槽不再可见，切口距表面4毫

米以上，则必须拆下轮胎； 

3）如果切口不深于最近沟槽的底部，则切口的长度并不重要； 

4）如果切口比最近沟槽的底部更深，则切口的长度决定是否应拆下轮胎； 

5）如果沟槽边缘上的切口超过20毫米或胎面上的深度超过60毫米，则应拆除轮胎； 

6）如果两个切口之间的距离小于150毫米，则也应卸下轮胎； 

以上标准仅为典型飞机轮胎，每种机型的标准略有不同，维护检查时需参考各自机型

的维护手册。 

 

图5-68 切口检查 

检查时可能发现轮胎胎面部分缺失（如图5-69所示），暴露出胎体层。胎皮脱落的原

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没及时检查到较小的切口，然后发展成带状导致脱落。 

如果在胎面形成的磨损区域外观比较平整，这是由于在干燥的跑道上机轮被锁定或未

转动造成的。如果轮胎没有磨损到沟槽底部并且没有出现摆振，则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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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9 胶皮脱落 

如图5-70所示，在湿跑道上机轮被锁定或未转动可能导致胎面形成类似橡胶熔化的扁

平区域。 

轮胎鼓包通常出现在侧壁，表明帘线层分离或胎面分离。轮胎鼓包是由于胎面局部过

热引起的，如果发现有凸起或鼓包的轮胎，必须更换。 

图5-70 轮胎熔化/鼓包 

对于胎肩磨损严重，虽然胎面中心仍然还存有花纹的轮胎，也应该更换新轮（如下图

中胎肩过度磨损的例子）。 

外来物损伤通常会在胎面区域产生切口或孔洞。损伤主要是由不清洁或未清扫的跑道

和滑行道引起的。如果异物仍在机轮上，不要将其移除。对于由于外来物损伤的轮胎应立

即放气然后拆下，防止爆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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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1 外来物损伤和胎肩过度磨损 

8. 轮胎存储 

轮胎应存放在阴凉、干燥并避免阳光直射的场所。存放期间应避开荧光源、电动机、电

池充电器、电焊设备和发电机等设备，防止其产生臭氧导致橡胶老化，并避免与石油、汽油、

航空煤油、液压油或类似碳氢化合物接触。在搬运中也需特别注意。 

轮胎应直立放置或置于轮胎架上，并防止异物扎伤轮胎。不要将轮胎放在有污染物的地

面或运输工具台面上。 

 

5.5.4 机轮装配 

 

1. 机轮拆装 

任何轮胎和机轮组件的拆卸应按照飞机制造商的程序说明完成。安全程序旨在保护维护

人员，并且使飞机部件处于可用状态。遵守所有安全程序，防止人身伤害和飞机零部件损坏。 

飞机轮胎和机轮组件，尤其是已损坏或过热的高压组件，应视为易爆物。当轮胎温度仍

高于环境温度时，切勿接近此类轮胎。冷却后，以朝向轮胎肩部的倾斜角度接近损坏的轮胎

和机轮组件。 

从飞机上拆卸不可用或损坏的轮胎前，必须先放气。站在远离阀芯弹射路径的一侧，使

用气门芯/放气工具给轮胎放气。如果气门芯脱落，由内部轮胎压力推动可导致严重的人身伤

害。 

为接近其他部件进行维护时，可在未放气的情况下拆卸处于适航状态的轮胎和机轮组件。

例如，更换完刹车组件前，拆下可用状态的机轮。 

在安装机轮时，轮轴螺母不要拧得过紧。否则刹车过程中轮毂温度升高会沿轮轴方向膨

胀，压紧轴承，使轴承的摩擦力大大增加、发热量增大，进而导致轴承产生的阻滚力矩也急

剧增大。严重时，还可能使轴承、轮轴等零件熔焊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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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2 机轮拆装 

2. 轮胎装配 

机轮组件的主体结构包括两半式轮毂组件和外胎两大部分，以及安装于轮毂组件上的释

压阀、易熔塞（也称为热熔塞，安装于主轮内侧半轮毂上）、充气活门、隔热装置（安装于

主轮内侧半轮毂上）、传递刹车转矩装置（安装于主轮内侧半轮毂上）、转动装置（轴承组

件或齿轮组件）、密封件、刹车配合导向装置（安装于主轮内侧半轮毂上）、配重平衡块、

连接件（螺栓/垫片/螺母或卡环等）等主要功能附件。 

 

图5-73 轮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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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为机轮组件装配的简单程序： 

1）组装内侧半轮毂和外侧半轮毂 

在内侧半轮毂上分别安装半轮毂圈、热熔塞、驱动键罩和驱动键、隔热罩、充气阀组件；

在外侧半轮毂上安装平衡配重块。 

2）组装轮毂和轮胎 

（1）安装轮毂封圈：润滑轮毂封圈后，将封圈装在内侧半轮毂组件的封圈槽上，使其均

等地环绕在轮毂上，并检查以确保封圈没有扭曲。 

（2）用防咬剂彻底润滑螺栓头部和螺纹部分，并润滑垫片和螺帽的承压面。将垫片套在

螺栓上，注意应使垫片的凹面朝向螺栓头。并将带垫片的螺栓头部朝下放入组装工装的套筒

内。将内侧半轮毂放在工装上，并使所有的螺栓穿过半轮毂上的螺栓孔。 

（3）用干净的抹布将轮胎与轮毂接触的胎圈部位擦干净，将轮胎放在装胎机的滑轨小推

车上。调整装胎机上内侧半轮毂的角度与高度，使半轮毂的中心与轮胎胎圈的中心位置刚好

对准。转动小推车上的轮胎，使轮胎上的红点（轻点）对准轮毂上规定位置，小心地将轮胎

套在半轮毂上，注意不要让轮胎接触到封圈。 

（4）操纵装胎机使半轮毂和轮胎回到朝上的位置。将与内侧半轮毂序号相同的外侧半轮

毂配合面朝下放在轮胎上。小心地调整外侧半轮毂的方向，使所有的螺栓穿过外侧半轮毂螺

栓孔。在螺栓上放上润滑过的垫片。注意使垫片凹面朝向螺帽的承压面。 

（5）操纵装胎机将外侧半轮毂向下压，使螺栓从外侧半轮毂的螺栓孔中伸出两到三圈螺

纹。用手将螺帽套在螺栓上，并用手拧到不能转动。拧紧螺帽时必须严格按下列步骤操作：

第一次以十字交叉的顺序拧紧至规定力矩, 第二次最终力矩拧紧至规定力矩，其中前四个螺

帽以十字交叉拧紧，其余螺帽按顺时针方向拧紧。小心地操纵装胎机将机轮组件放到地上，

将机轮充气笼内准备充气。 

3）机轮充气。 

在轮毂的气门杆上装上新的气门芯，用符合规范的氮气将机轮充气到压力值。用肥皂水

检查气门杆、安全阀、热熔塞有无漏气，如有漏气应及时排除故障。如果没有漏气，测量轮

胎气压，并在轮胎上用粉笔记录下时间和充气压力值。 

将机轮静置24小时后用相同的气压表再次测量轮胎的气压，可以接受机轮的压力下降少

于5%。如果压力下降超过5%，则要检查渗漏过大的原因，并排除故障。 

4）安装轴承锥和磙子、油脂封严和挡油圈。按需用红色的油漆在释压阀的位置喷上防滑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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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刹车系统 

 

5.6.1 刹车系统部件及工作 

 

现代飞机上最常用的刹车包括：单盘式刹车、双盘式刹车和多盘式刹车。 

小型通用航空飞机通常采用单盘刹车，在活塞壳内有一个旋转的动盘。液压作动活

塞，在动盘的两侧产生适量的摩擦，实现减速刹车效果。 

 

图5-74  刹车 

如图5-75所示为双盘式刹车，结构与单盘式刹车类似。双盘刹车使用两个旋转动盘，

在刹车时，使用双盘制动，在两个旋转圆盘之间产生更大的摩擦。 

 

图5-75 双盘式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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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飞机使用的是多盘刹车，整个刹车系统由液压驱动。多盘刹车的主要部件有：活

塞壳、扭力筒、刹车动盘和静盘。 

 

图5-76  多盘式刹车 

1. 刹车作动活塞 

活塞是锻造的铝合金零件。液压软管提供控制液压到活塞，活塞将刹车压力转换为刹车

盘载荷。 

出于安全原因，飞机必须有正常刹车系统和备用刹车系统。如图5-77左侧所示的某型飞

机，有7个活塞与正常刹车系统一起工作，另外7个活塞与备用刹车系统一起工作，整个系统

有一个自动选择活门。当选择活门内部弹簧把滑块推到右侧时，将会关闭正常刹车输入，并

连接备用刹车输入到活塞壳体。当施加正常刹车时，液压将克服弹簧力，推动滑块关闭备用

刹车输入，将正常刹车液压输入连接到活塞壳体。 

在右侧展示的构型中，正常刹车和备用刹车液压同时连接到往复活门，往复活门输出连

接到刹车组件。如果正常刹车系统故障，则滑块移动，备用刹车液压油路连通，此时可切换

至备用刹车工作。 

活塞壳体还具有排气阀、磨损指示器孔、温度传感器和自封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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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7 刹车作动活塞 

2. 供压接头 

自封式接头完成刹车组件进口的密封，快速断开装置完成供压管路的密封，通过指示销

可以确定两者之间的正确衔接。采用这种自封接头的优点是，对于维修车间已经完成了加油

排气的活塞壳体，在其装机后无需对刹车组件再次排气。 

 

图5-78  供压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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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扭力筒 

扭力筒通常由锻钢制成，将定盘的扭矩通过花键轴传递到活塞壳体，一端连接承压背

盘。 

 

图5-79  扭力筒 

4. 刹车毂组件 

刹车盘由交替的动盘和静盘组成，它们是由碳或钢制成的。在刹车过程中，动盘和静盘

在压盘和压环之间挤压。在某些刹车毂上，压环也被称为背盘。压盘由液压活塞作动，压环

与扭力筒连接。当有刹车压力时，动盘和静盘之间的摩擦产生刹车效果；当释放刹车压力时，

自动调节器中的弹簧将压盘返回到正常位置，此时动盘可以自由转动。 

 

图5-80 刹车盘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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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钢制刹车相比，碳刹车的优势在于重量更轻（约为钢制的三分之一）、更耐磨，并且

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 

由于碳刹车可以吸收更多的能量，因此在中断起飞后，其温度限制可达2 500～3 000℃

之间。而对于钢刹车，此限制值介于1 500～2 000℃。 

虽然碳刹车生产成本比钢刹车要高，但是碳刹车盘可以回收。一般情况下，两个旧的碳

刹车盘可以制成一个新盘。整个碳刹车盘有金属驱动块，驱动块铆接在定子的内圆周和转子

的外圆周上，在安装刹车毂到轮轴上和将机轮安装到刹车毂上时，金属驱动块可以保护碳刹

车盘。 

 

图5-81 碳刹车结构 

钢刹车盘由动盘和静盘组成。在切口A-B上可以看到衬片铆接在钢制静盘上。内衬由一

种特殊的耐磨材料制成。钢制动盘是分段式结构，用于防止因整体受热而导致结构弯曲。 

 

图5-82  钢刹车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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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刹车指示销 

通常情况下检查刹车组件的磨损程度不需要拆下刹车和机轮，只需通过观察两个磨损指

示销伸出支架的长度。随着刹车盘的磨损，两个指示销伸出的长度会逐渐减少。当磨损指示

销露出的末端与支架平齐时，说明刹车组件已经完全磨损。 

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在检查之前还须确保刹车冷却，并设置停留刹车，然后根据手册

要求确定指示销长度在标准范围内。一般情况下，飞机每完成20～30次着陆，刹车指示销磨

损1毫米。 

 

图5-83 刹车磨损指示销 

6. 刹车系统工作 

飞机刹车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以确保其安全工作。在地面可实施的刹车包括：正常刹

车、备用刹车和停留刹车。在空中，当起落架收回时，收上刹车将停止机轮转动。除此之外，

还包括防滞系统和自动刹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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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4 刹车系统介绍 

在某些早期的飞机上，由钢索直接操作刹车，也有一些飞机使用一种便于实施的低压刹

车系统。低压刹车系统有一个类似于泵的主缸，一个液压油箱为主缸提供液压油，刹车脚蹬

的操纵力在主缸内产生一个液压压力，用于完成刹车操作。 

图5-85 钢索直接操作刹车与低压操作刹车 

现代飞机普遍采用动力刹车。在动力刹车中，脚蹬操作刹车计量活门，刹车计量活门

将来自脚蹬的输入进行放大，提供更大的刹车压力。 

部分飞机采用如图5-86所示的机械钢索控制刹车系统。驾驶舱的脚蹬通过机械钢索传输

输入信号到轮舱的刹车计量活门。每组脚蹬的左脚蹬操作左侧刹车，右脚蹬操作右侧刹车。

机长的左侧和右侧脚蹬分别通过连接杆与副驾驶相应脚蹬连接。所以操作机长侧或副驾驶侧

的单个脚蹬时，另一侧对应脚蹬也会随动。当脚蹬移动时，带动前扇形盘转动，前扇形盘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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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钢索运动，两套独立的钢索系统传递脚蹬的位移信号到刹车计量活门。 

为确保刹车系统正常工作，一般安装两套互相独立的刹车系统，分别由正常刹车计量活

门和备用刹车计量活门供压。 

 

图5-86 机械钢索控制刹车系统 

也有部分飞机（例如空客 A320）使用电控液压刹车系统，在此类系统中，刹车脚蹬传感

器组件探测脚蹬位移量，并发送电刹车信号到电液伺服活门，电液伺服活门将电信号转换为

成比例的刹车压力。 

 

图5-87 电控液压刹车系统简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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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停留刹车 

停留刹车系统用于飞机停放时设置刹车。 

液压系统增压时，可以设置停留刹车。当所有液压系统释压时，还可以通过刹车储压

器保持停留刹车。 

大多数波音飞机采用机械停留刹车系统。如图5-88所示，停留刹车手柄位于中央操纵台，

手柄通过连杆与弹簧加载的棘爪连接，脚蹬摇臂有一个锁销。在图中可以看到摇臂、棘爪和

锁销的关系，此时，停留刹车位于释放位。 

设置停留刹车时，首先踩压脚蹬，然后拉动停留刹车手柄。当脚蹬被踩下时，摇臂旋转

并通过扇形盘和钢索打开刹车计量活门，设置刹车。当拉动停留刹车手柄时，棘爪向上移动

顶住锁销，将刹车脚蹬锁定在踩下位置，设置停留刹车。 

当停留刹车设置完成后，微动电门会被激活。此时，停留刹车活门将关闭正常防滞刹

车的回油管路，确保储压器提供的刹车压力能够保持，在操纵台上，一个红色的停留刹车

灯点亮。当再次踩脚蹬时，弹簧拉动停留刹车连杆，将停留刹车手柄恢复到释放位置即可

解除停留刹车。 

图5-88 机械停留刹车系统 

在某些飞机上（如空客A320飞机），通过转动停留刹车手柄电控设置停留刹车。当转

动手柄后，电信号将打开电控活门，并提供液压到刹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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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9 空客A320停留刹车手柄 

 

5.6.3 防滞刹车 

 

1. 介绍 

大型飞机需要防滞系统来提高刹车效率，同时更好的保护轮胎。如果在着陆时机轮被锁

定，在1到2秒内将会发生爆胎，进而造成大的经济损失,并可能危及飞行安全。实践证明，实

施最大刹车力时，滚动的机轮比抱死的机轮刹车效果更好。 

滑动是指在实施刹车时，轮速和地速的差值。滑移率是在机轮运动中滑动所占的比例，

可用公式表示为： 

滑移率 =
𝑉（飞机）− 𝑉（轮）

𝑉（飞机）
 

当机轮滑移率=0时，飞机没有拖胎，而机轮滑移率=1时，飞机处于完全拖胎状态，轮胎

将受到极大的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实验表明，在干跑道上，当刹车轮速比飞机速度低10%至

15%时，会产生最大的制动摩擦。在湿跑道以及有结冰、积雪和泥浆的跑道上，摩擦力降低，

滑移率增加，最终可能导致锁轮。如果在飞机滑行时能很好地控制机轮的滑移率，将得到最

高的刹车效率，且具有控制精度高的优点。现代伺服技术的发展，为电子式防滞系统的使用

打下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实现手段。防滞系统可以更快速的探测并修正滑动状态，经过多年

的发展，防滞已经从避免爆胎的简单系统，发展到在所有跑道条件下都可以优化刹车效率的

复杂系统。    

2. 原理 

图5-90左侧是一个简单的刹车控制环路示意图。刹车脚蹬通过传输系统操作刹车计量活

门。防滞控制电路接收轮速传感器的轮速信号以及参考速度信号或飞机速度信号，控制防滞

活门，限制系统输送到刹车的压力。 

图5-90右侧的图表中，显示了飞机速度/参考速度和刹车时间之间的关系，以及刹车压力

和刹车时间之间的关系。 

当实施刹车时，刹车计量活门发送最大计量刹车压力到防滞活门。最大计量刹车压力低

于系统压力,并且始终具有恒定值。轮速的减速率比参考速度的减速率快，滑移率随着刹车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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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增加而增加。防滞控制电路发送调节信号到防滞活门，调节刹车压力，使飞机保持最优

的滑动状态,即10%～15%滑移率。 

如果机轮在潮湿或结冰地面，滑动的可能性将增大，也就是参考速度信号和轮速信号之

间的差异持续增加。防滞控制电路发送刹车释放信号到防滞活门，减少刹车压力，以释放刹

车。当刹车释放后，轮子再次转动起来,直到达到10～15%滑移率。此时，刹车压力再次增加

以保持最佳的滑移率。 

 

图5-90 防滞刹车系统原理 

3. 防滞功能举例 

在某型空客飞机上，如果刹车机轮的速度大于0.87倍飞机速度时（例如：飞机正在刹车

减速，飞机速度为100节、轮速为89节），防滞系统不工作并且飞行员可以增加刹车压力。如

果刹车机轮的速度小于0.87倍飞机速度（例如：飞机速度为100节、轮速为85节），防滞系统

激活，减小刹车压力调节滑移率降至13%。 

如果机轮在潮湿或结冰的地面转动，调节功能将无法阻止滑移率增加到13%以上。当滑移

率大幅增加时，机轮接近锁定状态。防滞系统发送一个刹车完全释放信号，使机轮开始转动，

待滑移率正常后重新调节刹车压力。 

当飞机速度降低到一定值（例如10节）时，防滞系统自动关闭，避免在飞机低速急转弯

时，防滞系统释放内侧转动较慢机轮的刹车影响飞机转弯系统。在防滞系统关闭时，飞行员

可以实施全刹车压力来停止飞机。 

除此以外，防滞系统还带有接地保护功能，用于接地时释放刹车，防止接地瞬间爆胎。

飞机着陆瞬间速度较大，轮速却接近于零，防滞系统将此现象判断为100%的打滑或锁轮，将

发送一个完全释放信号到刹车，确保在着陆时即使飞行员使用刹车脚蹬施加了刹车，所有刹

车仍然是完全释放的。在飞机主轮接地后，当机轮转动速度达到刹车允许速度时，接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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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断开。 

5.6.4 自动刹车 

自动刹车系统可以在不需要飞行员踩刹车脚蹬的情况下，使飞机在选择的减速率下停止。 

自动刹车系统可以降低着陆和实施刹车之间的延迟。研究表明，在着陆后飞行员平均需

要花费2～5秒来踩刹车。而自动刹车系统在飞机着陆且减速板伸出后，自动施加刹车，将延

迟时间减少到小于1秒。减少延迟时间可以缩短飞机着陆时对跑道长度的要求，在正常的着陆

速度下，每提前一秒实施刹车，飞机的制动距离就会减少约60米。 

飞机着陆时，减速板伸出将增加40%～80%的阻力，并且减少升力使机轮承受更大载荷,从

而在轮胎和跑道之间获得更好的摩擦力，提升刹车效果。 

图5-91 自动刹车 

图5-92所示为着陆时的自动刹车，分为四个阶段：刹车系统开始工作、上坡道、自动

刹车和下坡道。 

在“上坡道”阶段，刹车压力平稳的上升，直到达到预先选择的减速率。 

在“自动刹车”阶段（未使用反推），恒定的刹车压力维持恒定的飞机减速率。 

在“下坡道”阶段，当减速板收回后或飞行员踩刹车时，“下坡道”阶段激活，刹

车压力开始平滑的下降。 

在着陆期间，飞行员可通过踩刹车脚蹬从自动刹车切换到人工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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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2 着陆期间的自动刹车 

如果在刹车时使用反推，自动刹车系统将减少刹车压力，以便反推和刹车的总和达到

预先选择的减速率。 

 

图5-93 反推应用期间的自动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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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维护介绍 

 

5.7.1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起落架识别 

 

图 5-9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主起落架 

吸收着陆载荷并在飞机在地面停放时支持大部分飞

机重量； 

将刹车的力量传递到飞机结构。 

② 主起落架机轮 
承受大部分机身重量； 

提供飞机移动。 

③ 前起落架机轮 
承受前机身重量； 

提供飞机移动。 

④ 前起落架 
吸收着陆载荷并在飞机停放时支持飞机前部重量； 

提供飞机在地面转弯。 

①主起落架 

④前起落架 ③前起落架机轮 ②主起落架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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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主起落架部件识别（一）： 

 
图 5-9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收放作动筒 提供主起落架放下和收上的动力。 

② 主起落架下位锁机构 

主起落架下位锁机构将主起落架保持在放下锁定位； 

在主起落架下位锁机构上安装起落架安全销可确保

外力不使主起落架开锁，防止主起落架意外收上。 

③ 主起落架压缩传感器 向空/地系统提供主起落架减震支柱压缩位置信号。 

④ 阻尼器 
主起落架阻尼器在飞机高速滑行和使用重刹时减弱

内筒和外筒之间的振动。 

⑤ 减震支柱 
主起落架减震支柱吸收着陆力并将垂直载荷传递到

飞机结构。 

⑥ 主起落架舱门 

主起落架舱门在主起落架收上时遮盖机翼上的减震

支柱开口。 

主起落架舱门有下列部件： 

 — 外侧门 

 — 中门 

 — 内侧门 

⑥主起落架舱门 ②主起落架下位锁机构 

④阻尼器 

⑤减震支柱 ③主起落架压缩

传感器 

①收放作动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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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主起落架部件识别（二）： 

 
图 5-9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减震支柱充油活门 减震支柱勤务时用于加液压油。 

② 轮胎充气嘴 轮胎勤务时用于充气。 

③ 刹车组件 
在着陆和滑行过程中，主起落架机轮刹车组

件利用液压力，通过摩擦使飞机减速或停下。 

④ 减震支柱充气活门 减震支柱勤务时用于充气。 

④减震支柱充气活门 ①减震支柱充油活门 

 

③刹车组件 

 

②轮胎充气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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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前起落架部件识别： 

 

图 5-9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前起落架下位锁机构 

前起落架下位锁机构将前起落架保持在放下锁定位。 

在前起落架下位锁机构上安装起落架安全销可确保

外力不能使前起落架开锁，防止前起落架意外收上。 

② 前起转弯释压手柄 
将前轮转弯系统释压。因此不需要为拖行飞机而将 A

液压系统释压。 

③ 转弯作动筒 转弯作动筒产生动力来转动前起落架机轮。 

④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吸收着陆力并将垂直载荷传递到

飞机结构 

⑤ 扭力臂 

在没有转弯指令时，防止前起落架内筒在外筒中过度

旋转，起到减摆作用。 

传递转弯动力。 

⑥ 前起落架压缩传感器 
两个前起落架压缩传感器向空/地系统提供前起落架

减震支住压缩位置信号。 

⑦ 前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前起落架作动筒提供前起落架放下和收上的动力。 

⑤扭力臂 

①前起落架下位锁机

构 

④前起落架减震支柱 

 ②前起转弯释压

手柄 

③转弯作动筒 

⑥前起落架压缩

传感器 

⑦前起落架收放

作动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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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主轮舱部件识别（一）： 

 

图 5-98 

号 名称 功能 

① 主起落架上位锁机构 在起落架收上后将其保持在收上位。 

② 主起落架传压筒 

在放下和收上顺序中，传压筒提供时间延迟。

这使在主起落架作动筒作动之前使主起落架

开锁。 

③ 易碎接头 

爆胎的轮胎在收进轮舱时会打破易碎接头，任

一个易碎接头破损，主起落架收放系统就卸

压，防止爆胎的轮胎收进轮舱损坏轮舱中的部

件。 

④ 
主起落架减震支柱 

勤务表 

在减震支柱镜面高度检查和减震支柱勤务时

提供镜面高度标准。 

⑤ 轮舱叶片密封系统 
主起落架叶片密封系统在主起落架收上时围

绕外侧机轮形成气动密封。 

⑥ 自动刹车往复活门 

两个自动刹车往复活门选择自动刹车压力或

正常计量压力中的最高值并把它输送到刹车

装置。 

①主起落架 

上位锁机构 

②主起落架传压筒 

④主起落架减震支柱勤务表 ⑤轮舱叶片密封系统 ③易碎接头 

⑥自动刹车往复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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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主轮舱部件识别（二）： 

 

图 5-9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自动刹车压力控制组件 

自动刹车压力控制组件在自动刹车操作过程中

使用来自防滞／自动刹车控制组件的输入来调

节 B 液压系统的压力供向正常刹车系统。 

② 选择活门 
起落架选择活门控制来自转换活门的液压压力

流向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的收放管路。 

③ 转换活门 
起落架转换活门将供向起落架的压力，由 A 液

压系统转换到 B 液压系统。 

④ 防滞活门 防滞活门松开刹开压力来防止机轮拖胎打滑。 

⑤ 刹车储压器充气活门 用于刹车储压器勤务充气。 

⑥ 刹车储压器压力表 用于在勤务该储压器时观察储压器压力。 

⑦ 停留刹车关断活门 

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关闭来防止刹车储压器压力

经过正常防滞活门泄漏。 

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发送信号操纵停留刹车指示

灯。 

⑧ 刹车计量活门组件 
刹车脚蹬机构的运动控制刹车计量活门并向刹

车装置传送计量的刹车压力。 

④防滞活门 

②选择活门 

③转换活门 

⑧刹车计量活门组件 

①自动刹车 

压力控制组件 

⑦停留刹车关断活门 

⑤刹车储压器 

充气活门 

⑥刹车储压器 

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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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右后机身部件识别： 

 
图 5-100 

 

 

 

 

 

 

 

 

 

 

 

 

 

 

 

序号 名称 位置 数量 功能 

① 刹车储压器 
右后翼身整流

罩 
1 

刹车储压器在没有其他压力源时，提

供刹车压力到正常刹车液压系统。 

当液压系统不供压时也作为停留刹

车系统的压力源。 

①刹车储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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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前轮舱部件识别： 

 

图 5-10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锁作动筒 

在放下和收上顺序的开始松开前起落架锁机

构。 

在前起落架运动到完全放下或收上位置时锁

定锁机构。 

② 前轮刹车止动片 
两个前轮刹车止动片利用与前轮胎的摩擦使

前起落架收入轮舱后停止转动。 

③ 传压筒 

在放下和收上顺序过程中，传压筒提供时间延

迟以使前起落架在前起落架作动筒作动之前

开锁。 

④ 前轮舱门 
前起落架舵门打开以使起落架收放。关闭时气

动封严前起落架轮舱减小飞行阻力。 

⑤ 转弯角度限制线 
显示机轮转弯何时到 78 度。当牵引杆与红色

限制线对齐时机轮转弯角度处于 78 度。 

⑥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勤务表 在减震支柱镜面高度检查和减震支柱勤务时

⑨活门总管 ②前轮刹车止动片 ①锁作动筒 

③传压筒 

④前轮舱门 

⑤转弯角度限制线 

⑥前起落架减震支柱勤务表 

⑦前起落架减震支柱

充油活门 

⑧前起落架减震支柱

充气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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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5-102 

 

提供镜面高度标准。 

⑦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充油活门 减震支柱勤务时用于加液压油。 

⑧ 前起落架减震支柱充气活门 减震支柱勤务时用于充气。 

⑨ 活门总管 控制放下和收上液压油液到达锁作动筒。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刹车储压器压力指示器 在驾驶舱指示刹车储压器压力。 

② 起落架控制手柄 控制主起落架和前起落架的放下和收上。 

③ 起落架主位置指示 起落架位置灯向驾驶员显示起落架的状态。 

④ 起落架人工放下手柄 
在 A 液压系统压力失效或正常放下系统失效时，用于

人工放下起落架。 

⑤ 停留刹车手柄 设置停留刹车。 

⑥ 停留刹车指示灯 
指示停留刹车状态，设置停留刹车后，该红色指示灯

点亮。 

⑦ 脚蹬 

前轮转弯控制； 

人工刹车； 

设置停留刹车。 

⑧ 转弯手轮 控制前轮转弯。 

⑨ 起落架辅助位置指示 起落架位置灯向驾驶员显示起落架的状态。 

⑤停留刹车手柄 

⑥停留刹车指示灯 

②起落架控制手柄 

③起落架主位置指示 

①刹车储压器压力指示器 

④起落架人工放下手柄 

⑨起落架辅助位置指示 

⑧转弯手轮 

⑦脚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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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尾撬部件识别： 

 

图 5-103 

 
 

5.7.2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常见维护 

1）典型飞机停留刹车操作程序：  

〖1〗警告 

①警告：确保所有起落架都安装起落架安全销，否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确保人员和设备远离飞控舵面，反推和起落架，在液压系统增压时，这些部

件可能意外作动，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尾撬 
用于飞机起飞时抬头角度过大的情况下，保护安定面

隔框和机身尾部结构。 

①尾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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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护准备工作 

 

 

 

 

 

 

 

 

 

 

 

 

------------维修工作单卡----------- 

图 5-104 

①确认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 

②确认所有机轮前后挡轮挡。 

③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 供电。 

④A、B液压系统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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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2）典型飞机轮胎气压勤务程序： 

〖1〗警告与告诫 

①警告：确保所有起落架都安装起落架安全销，否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必需使用可调节压力的气源给轮胎充气，如果气源压力不可调，会导致人员受

伤和设备损坏。 

③告诫：确保直接读数气压表是被正确校准的，并具有被认证的刻度。如果该表不精确，

轮胎充气压力将不正常。这将导致轮胎损坏。 

④告诫：气压表与充气嘴一定要垂直对准，不然会把充气嘴的气门芯顶歪或顶坏，使轮

子漏气。 

 
图 5-106 

 

图 5-105 

------------维修工作单卡----------- 

① 检查液压刹车压力指示表压力指

示在 19.3MPa（2 800psi）～22MPa 

（3 200psi）。 

② 同时踩下机长或副驾的两个脚蹬

到止挡位。 

③ 向后拉停留刹车手柄。 

④ 松开机长或副驾的两个脚蹬。 

⑤ 确认停留刹车灯点亮。 

⑥ 确认刹车组件已刹上。 

 

 

减压阀和压力表 直读式气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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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护准备工作 

〖3〗操作步骤 

图 5-107 

------------维修工作单卡---------- 

①等待轮胎温度降至环境温度。

②确认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

③确认所有机轮前后挡轮挡。

图 5-108 

------------维修工作单卡--------- 

 测量轮胎气压

①拧下充气口的防尘帽。

②将气压表垂直地顶在充气口。

③读取轮胎压力读数。

④记录轮胎压力读数并与轮胎压力

标准进行比较，按需采取相应措施。

⑤用渗漏液对轮胎气门嘴进行渗漏

检查。 

⑥去除多余渗漏液，盖上防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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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轮胎检查程序： 

〖1〗警告与告诫 

①警告：确保所有起落架都安装起落架安全销，否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不要用工具或其他物体戳轮胎。损坏的轮胎会爆炸并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2〗维护准备工作 

图 5-109 

图 5-110 

------------维修工作单卡---------- 

①确认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

②检查轮胎气压，确保轮胎气压符

合要求。 

------------维修工作单卡----------- 

 轮胎充气

①将减压阀安装在气瓶上。

②将管路和轮胎气门嘴连接在一起。 

③打开气瓶开关并调节出口压力。

④缓慢打开充气阀开关开始给轮胎

充气。 

⑤关闭充气阀，取下充气嘴。

⑥检查轮胎压力。

⑦气门嘴渗漏检查，盖防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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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污染 

正常磨损 非正常磨损（低压） 

非正常磨损（超压） 

图 5-111 

------------维修工作单卡--------- 

①检查轮胎漏气、擦伤、不正常磨损

和磨平。 

②检查轮胎是否有污染物。 

---保持轮胎清洁。轮胎上不能有滑油、

液压油、燃油、飞机清洗剂或者各种油

脂，如果有这些或其他潜在的有害化学

物质溅到轮胎上的可能，应将轮胎覆

盖。 

---如果轮胎受到污染，用肥皂液清洁。 

---如果轮胎表面出现柔软、海绵状或

有凸起的情况，则应尽快更换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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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飞机起落架减震支柱勤务程序（例：主起落架）： 

〖1〗警告与告诫 

①警告：确保所有起落架都安装起落架安全销，否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警告：给减震支柱放气前，要确保人员和设备远离机翼下方。当给一个减震支柱放气

时，翼尖会下降，这样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侧壁割伤 

胎肋丢失 

胎面磨平（拖胎） 胎面褶皱 

胎面丢失 

磨损见线 

图 5-112 

胎面扎伤 

分层\鼓包 胎槽裂纹 

------------维修工作单卡-------- 

③出现以下情况需更换轮胎： 

---胎槽、胎面、侧壁上出现扎伤或者

裂纹超标。 

---胎面、胎肩或胎侧区域出现气泡、

凸起或帘布层分离的迹象。 

---局部磨平可见胎面加强层 

---其他导致轮胎损伤的情况 

④检查轮胎磨损区域 

---在三个相距相等的点上测量胎槽

的深度 

---如果胎槽的平均深度小于等于

0.79 mm（1/32 英寸），则必须在下次

方便维修时更换轮胎 

---如果轮胎任何区域磨损见胎体帘

布层，则轮胎不可用，必须更换。 

---如果轮胎任何区域磨损见胎面加

强层，则必须在下一次方便的维修时

更换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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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警告：减震支柱完全放气前，不要拆下放气活门本体，否则气压会将活门本体吹出并

导致人员受伤。 

④告诫：只能使用指定牌号的油液灌充起落架减震支柱，如果使用错误的油液，将会导

致封圈损坏。 

⑤告诫：如果油液滴落在轮胎上要马上清除干净，否则油液会导致轮胎性能下降。 

〖2〗维护准备工作 

 

 

 

 

 

 

 

图 5-113 

------------维修工作单卡---------- 

①确认所有起落架安全销已安装。 

②给主起落架减震支柱放气。 

---从充气活门上拆下防尘帽。 

---拧松充气活门旋转螺帽不超过 2

圈，确保放气速度缓慢。 

---待所有气体放出后，将充气活门旋

转螺帽完全拧松。 

提示：当减震支柱完全放气时，尺寸

“X”为 0.81 英寸到 1.11 英寸。 

③按需给主起落架减震支柱放油。 

---从充油活门组件上拆下防尘帽。 

---放一个19升 (5加仑)的油盆在重

游活门组件下方，接住流出来的液压

油。 

---安装放油设备到充气活门组件上 

---用扳手拧松放油活门并保持住，

直到减震支柱内的油完全放空。 

---拆掉放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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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加油车 

放油管 

图 5-114 

------------维修工作单卡----------- 

① 主起落架减震支柱充油。 

---取下充油活门组件上的防尘帽。 

---连接起落架减震支柱充油车的加油管

到充油活门上。 

---确认防尘帽已从充气活门上取下。 

---确保充气活门旋转螺帽完全拧松。 

---连接放油管到充气活门，放油管末端

放入放油桶。 

---松开充油活门。 

---用装有指定牌号液压油的充油车给减

震支柱加油，直到从减震支柱充气活门

处流出的油液里没有气泡。 

---停止加油。 

---拧紧充油活门，拆掉加油管。 

---在充油活门组件上安装防尘帽。 

---从充气活门上拆掉放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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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飞机起落架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警告：确保所有起落架都安装起落架安全销，起落架意外收上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

坏。 

②警告：不要让皮肤接触高压气体。 

③警告：减震支柱完全放气前，不要拆下放气活门本体，否则气压会将活门本体吹出并导

致人员受伤。 

④警告：不要将轮胎过度充气。如果将轮胎充气过度，将导致机轮故障。这将导致人员受

伤和设备损坏。 

⑤警告：确保人员和设备远离飞控舵面，反推和起落架，在液压系统增压时，这些部件可

能意外作动，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⑥警告：只能为轮胎充入氮气。如果轮胎被充入空气，轮胎内的空气在过热时就会变为含

充气管 

主起落架减震支柱勤务标牌 

图 5-115 

------------维修工作单卡----------- 

② 主起落架减震支柱充气。 

1）在充气活门上安装充气管。 

2）将充气管与高压气瓶连接。 

3）确认充气活门旋转螺帽已拧松。 

4）打开高压气瓶，并拧开气压表进气阀

门，给起落架减震支柱充气。 

5）给起落架充氮气直到勤务高度达到

大概 89 毫米（3.5 英寸），或者 11 200KPa

（1 700PSI）。 

6）关闭气压表进气阀门，关闭气瓶，读

取气压表上数值，对照勤务曲线。 

7）给减震支柱充气或放气直到它的尺

寸“X”对应的气压值落在勤务标牌的勤

务曲线上。 

8）拧紧充气活门旋转螺帽并施加力矩

到规定值。 

9）拆下充气管。 

10）用泡沫水检查充气活门渗漏。 

11）装上充气活门防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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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气的爆炸性混合物。轮胎爆炸会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⑦告诫：只能使用指定牌号的油液灌充起落架减震支柱，如果使用错误的油液，将会导致

封圈损坏。 

⑧告诫：如果油液滴落在轮胎上要马上清除干净，否则油液会导致轮胎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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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飞机燃油系统 
 

 

 

6.1 燃油系统概述 

 

6.1.1 燃油特性 

 

飞机燃油系统主要使用两种类型的燃油，涡轮发动机使用的航空煤油和活塞发动机使用

的航空汽油。 

航空煤油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具有足够低的冰点。冰点，就是燃油开始产生冰晶的临界温度点，飞机巡航高度外

界的大气温度较低，如果燃油的冰点不够低，极易造成燃油内部产生冰晶，导致燃油流速减

慢，影响发动机的正常供油。航空煤油的冰点必须低于-40℃。 

二是具有合适的闪点。闪点是燃油和外界空气形成的混合气体与火焰接触时立刻燃烧的

最低温度。闪点过低，燃油的稳定性变差，飞机容易发生火情。闪点过高，燃油点燃困难，

容易造成发动机熄火。 

三是具有合适的汽化性能。航空燃油和其他液体一样，环境压力降低会导致燃油汽化，

飞行高度越高，环境压力越低，越容易导致燃油汽化。较高的燃油汽化性有利于在寒冷环境

或者空中启动发动机，但是汽化性过高会造成燃油在汽化过程中的损失增加。因此，飞机燃

油需要具有合适的汽化性能。 

四是具有良好的润滑性。燃油除了燃烧，还用于润滑燃油系统里的活动部件（例如油泵），

为了保证燃油系统的正常工作，燃油的润滑性能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是具有较差的吸水性能。航空燃油必须不容易保持水分，以减少燃油的污染。如果水

分在油箱中聚集，会孳生微生物，导致油箱结构腐蚀。 

航空汽油具有足够低的冰点（-60℃以下）和较高的发热量，良好的汽化性能和足够的

抗爆性。航空汽油有两种常见牌号，一种为95号，含有四乙基铅，主要用于有增压器的大型

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另一种为75号，水白色无铅汽油，主要用于无增压器的小型活塞式航空

发动机。 

 

6.1.2 安全措施 

 

1.燃油系统工作的安全程序 

燃油系统工作的安全程序包括三个部分：防火、灭火和保障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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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是移除产生或者支持起火的因素，燃烧三要素包括可燃物、助燃物和着火源。在

飞机燃油系统维护过程中，不得出现暴露火源，不得吸烟，在做氧气瓶的加注或者更换工作

时，不能进行加油或者抽油工作。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火情，工作现场要有可用的灭火器。关于灭火，以及灭火瓶类型等

相关的防火内容，在第13章进行详细介绍。 

     除了起火危险外，在燃油系统工作还有其他潜在的风险：过量吸入燃油蒸汽会影响人

体健康，甚至使人失去意识；接触燃油还会对皮肤和眼睛造成伤害，工作时需严格遵守安全

规定。 

 

图6-1 安全程序 

2.安全区域 

工作中发生燃油泄漏或产生燃油蒸汽均容易导致起火甚至爆炸，为保证安全，在进行相

关工作前，必须划定安全区域，需要注意的是，安全限定区域永远是禁烟区；飞机加油的一

侧必须开阔无遮挡无阻拦，确保安全监视和起火时的逃生路线；飞机加油期间，燃油车的朝

向，必须能确保其快速撤离现场。 

 

图6-2 飞机加油的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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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库内通常使用安全标识和警示带标记安全区域；机库内禁止吸烟；如果油箱打开，需

要额外的警告标识和信号提示维护人员；另外，通常不在机库内进行加油工作，如果加油工

作必须在机库完成，那么整个机库都是安全限定区域。 

通过对安全限定区域的划定，标识以及现场的警告等，人员可以更好的意识到现场状况，

从而降低发生火情的可能性。 

3.燃油渗漏 

燃油渗漏的发生主要有两种原因，加油时渗漏或飞机损伤引起渗漏。加油渗漏通常发生

在通气油箱开口处，或失效的燃油加油口、加油管道以及油车部件上；飞机油箱遭受外来物

撞击也有可能导致燃油渗漏。 

燃油发生渗漏后，必须立刻对溢出或渗漏的燃油进行处理。 

1）首先停止加油或止住渗漏； 

2）然后往渗出的燃油中加入粘合剂，使影响区域不再扩大，如果大量燃油溢出还需立

刻通知消防部门。 

 

图6-3 燃油渗漏 

4.火源 

飞机附近不得出现暴露火源，不得吸烟，以减少起火风险。但是在飞机附近还有很多其

他热源，可能点燃燃油蒸汽。 

加油工作期间，飞机发动机必须关车。通气油箱的开口处下部或者附近，汽车发动机也

不能启动。 

火花也可能点燃油气混合物，以下情形均可能产生火花： 

1）电路切换； 

2）甚高频传输； 

3）气象雷达工作； 

4）金属物（比如工具）的碰撞； 

5）静电释放。 

其中静电积累的过程是看不见也无法被人体感知到的，只有在静电释放产生火花的时

候，人才能感受到高能电击。在加油过程中，静电也会积累，为了防止静电释放产生火花，

加油车和飞机都必须有效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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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油车和飞机接地 

5.油箱进入 

进入油箱前，必须对油箱彻底通风，并使用专用的气体测量设备检查油箱内的油气浓度。

如果油气浓度过高，禁止人员进入。使用气体测量设备时，在油箱内按照说明安装气体测量

探头，设备本体必须在危险区之外，因为气体测量设备不是防爆设备。 

在进入油箱工作时，为了防止人员受伤和设备受损，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人

员需穿着油箱防护服、不带金属的软底鞋并佩戴全面式面罩。全棉的油箱接近防护服和软底

鞋可以防止产生火花，全面式面罩防止维护人员吸入燃油蒸汽。只有在确保了油箱是对人体

健康无危害的情况下，才能不戴全面式面罩进入油箱。在油箱内工作需使用防爆工具和防爆

对讲机。 

 

图6-5 油箱进入的防护 

对于不同区域的油箱，进入方式存在差别，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1类油箱，这种油箱有直接接近门，但是人不能完全进去，只能把头和肩膀伸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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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油箱，这种油箱的直接接近门足够宽大，人员可以完全进入。 

3类油箱，没有直接的外部接近门，但是有内部开口，人员可以从内部开口进入，这些

开口足够宽大，可以用于营救油箱内人员。 

为了确保进入油箱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应向油箱内输送新鲜空气，并设置专门的安全

观察员。 

 

图6-6 进入油箱维护 

6.1.3 燃油系统的介绍 

 

燃油系统分为两大部分，飞机燃油系统和发动机燃油系统，通常以发动机供油关断活门

作为分界，活门上游为飞机燃油系统。飞机燃油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储存燃油：飞机油箱中存储着飞机完成飞行任务所需的全部燃油，包括紧急复飞和着陆

后的备用燃油。 

可靠供油：飞机燃油系统需在各种规定的飞行状态和工作条件下保证安全可靠地将燃油

供向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APU）。 

调节重心：通过燃油系统可以调整飞机横向和纵向重心位置，横向重心调整可保持飞机

平衡，减小机翼机构受力；纵向重心调整可减小飞机平尾配平角度，减小配平阻力，降低燃

油消耗，增加经济性。 

冷却介质：燃油可作为冷却介质，用来冷却滑油、液压油和其他附件。 

飞机燃油系统包括燃油存储、供油、加油/抽油和指示四个主要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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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燃油存储系统 

6.2.1 燃油箱类型及构造 

1.油箱类型

飞机油箱的主要作用是存储飞行所需的燃油，按功能不同可将油箱分为主油箱、辅助

油箱和特殊油箱。 

主油箱是飞机上直接向一台或多台发动机供油，并且在每次飞行过程中持续保持所需燃

油储备的油箱。主油箱的功能是直接供油，在飞行过程中不能被排空。在某些飞机上，主油

箱又被称为供油油箱。 

辅助油箱指为增加飞机航程而安装在飞机上以提供额外燃油的油箱。飞机飞行过程

中，辅助油箱中的燃油可以耗尽。辅助油箱可安装在飞机的中央翼盒或前后货舱内，通过

专用的供油管路和通气管路与飞机燃油系统相连。在飞机内配置辅助油箱时，应注意其对

飞机重心的影响。 

特殊油箱是指不以存储燃油为主要用途的油箱，主要包括通气油箱和配平油箱。 

图6-7 油箱分类 

2.油箱构造

按构造不同可将油箱分为软油箱、硬油箱和结构油箱。 

软油箱由耐油橡胶、专用布等材料制成，主要用于老式飞机，现代民航飞机很少采用。 

硬油箱通常由铝锰合金制成，具有较好的防腐性能，油箱内部的隔板可以减少燃油晃

动并提升油箱强度，目前此类油箱主要用于大型飞机的辅助油箱。 

结构油箱利用机身、机翼或尾翼的结构件直接构成，油箱本体就是飞机结构的一部分，

并在接缝、结构紧固件和接近口盖等处进行密封，此类油箱可以充分利用飞机机体内的容积，

减少飞机重量，所以广泛应用于现代民航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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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结构油箱及其密封 

现代民航飞机的结构油箱主要分布在大翼和中央翼盒内，分别称为大翼（机翼）油箱和

中央油箱。不同机型采取不同的布局方式，常见的双发飞机和四发飞机的油箱布局如图6-9

所示。此外，为了保证安全，防止起火，发动机吊架上方的机翼区域通常为“无油干舱”。  

 
图6-9 飞机油箱布局 

为了便于维护，所有的油箱在设计上需要允许人员可以接近或进入，例如，可以通过大

翼下表面的油箱盖板进入大翼油箱进行检查或维护工作。接近盖板设置的方式基于大翼的内

部结构，使人能够通过它接近油箱的所有区域。如果油箱大到可以让人整体进入，那么通常

油箱还会有内部开口，内部开口的存在，可以减少外部接近面板，从而减少潜在渗漏点的数

量。 

 

图6-10 油箱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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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通气系统 

油箱通气系统的目的是对飞机油箱进行通气，防止在加油或供油的过程中，油箱和外

界环境的内外压差过大，损坏飞机结构。在加油时，油箱内的空气可以通过通气油箱排至

外界大气；在供油时则相反。 

飞机上的油箱通过通气管连接到通气油箱，空气可以自由进出通气油箱。在飞行中，冲

压作用会在油箱内建立正压，可以减少高飞行高度情况下的燃油汽化。 

如果加装了辅助油箱，通常不直接连到通气油箱，而是通过管路和其他油箱连通，进行

通气。 

图6-11 通气油箱 

典型的飞机油箱通气系统如图6-12所示，左大翼油箱和中央油箱通过通气管连接至左侧

通气油箱，右大翼油箱连接至右侧通气油箱，分别通过通气油箱的通风口完成油箱通气功能。

通气管道顺着大翼布设，通常会采用特殊设计达到减重的目的。例如，通常情况下是Z型的

桁条，会被设计成U型，贴在上大翼表面，实现通气功能。在机动飞行时，飞机姿态倾斜，

浮子活门可以防止燃油进入通气管道，少量因为飞机姿态突然变化进入通气管路的燃油还可

以通过单向活门返回油箱。某些大型飞机的油箱可能设有2条或更多的通气管道，保证高速

加油时的通气量。 

过压保护装置可以在油箱通气系统出现故障（例如通气管路堵塞）时，将多余的压力进

行释放。通气口附近通常设置火焰抑制器（致密金属网状结构），防止外部的火焰或热量进

入飞机油箱，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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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油箱通气系统 

6.2.3 氮气发生系统 

 

1.概述 

对于配备中央油箱的飞机，在执行中短途飞行任务时，中央油箱往往不加满或不需要加

油，油箱底部容纳的部分剩余燃油在热源（如空调系统组件等）的加温下，温度升高，产生

燃油蒸汽，当燃油蒸汽浓度达到合适的爆燃浓度时，若油箱内出现电火花等高能点火源就有

可能发生爆炸。氮气发生系统的目的是减少中央燃油箱内气体中氧气的浓度，达到不支持燃

烧的水平，防止发生上述现象。 

典型的氮气发生系统如图6-13所示，来自气源系统的引气经过活门、臭氧转换器、热交

换器和空气分离组件后，产生的富氮空气输送至中央油箱，富氧空气排出机外。在某些机型

上，富氮空气还被输送至大翼油箱。 

 

图6-13 典型氮气发生系统 

2.主要部件 

1）臭氧转换器 

臭氧转换器通过催化处理把臭氧转换成氧气，从而除去发动机引气中的臭氧，以保护空

气分离组件，防止臭氧降低空气分离组件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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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臭氧转换器 

2）热交换器 

热交换器是一个铝合金片状、单通道、全通型空气-空气热交换器。其主要功能是使用

冲压空气对发动机引气进行降温，并将降温后的空气供向空气分离组件。 

 
图6-15 热交换器 

3）空气分离组件 

空气分离组件铝合金壳体内的渗透纤维膜用于分离空气，壳体外部包裹绝缘隔热海绵橡

胶避免组件过热。在系统工作时，组件内部上千层聚合物纤维膜将热交换器降温后的引气进

行分离，分离出的氧分子、二氧化碳分子和水组成富氧空气，通过氧气排放口排出组件，剩

余的富氮空气供向中央燃油箱。 

 

图6-16 空气分离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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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燃油箱的检查及油箱杀菌 

 

1.燃油箱检查 

燃油箱的检查，主要从2个方面进行，微生物污染检查和油箱渗漏检查。 

1）微生物污染检查 

在油箱内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细菌会在油液中大量孳生，燃油中的碳氢化合物和溶解在

燃油中的其他物质，为各种细菌的孳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细菌一般生活在水油分界面，合适

的温度会加速细菌的繁殖，25～30℃是细菌的最佳生长温度。 

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会造成油品下降，形成暗色泥状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会对燃油系统造

成较大影响，例如堵塞燃油泵入口、油滤、传感器等，造成相应系统的故障，污染物如果不

及时清理，还会造成油箱的腐蚀，微生物腐蚀是结构油箱腐蚀的主要形式。 

为了消除微生物污染对燃油系统的影响和对燃油箱的腐蚀，必须破坏细菌的生存环境，

控制其繁殖速度，目前主要主要的方法是减少燃油中的水分。 

燃油内是否发生了微生物污染，可以通过检查分析燃油箱的燃油油样和目视检查油箱内

部两种方法来确定。 

（1）油样检查分析法 

在目视检查油样时，任何颜色，气味的异常都是燃油出现微生物污染的征兆，尤其是油

样中出现浑浊、沉淀物、悬浮物、絮状物、和强烈的硫磺气味时。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也

可以把油样送到检验室进行专业分析，测定每毫升油样中的菌落数，以确定污染的等级。 

 

图6-17 油样检查 

（2）油箱目视检查法 

每次进入油箱进行维护，都是目视检查油箱是否发生微生物腐蚀的机会。此时，仔细检

查容易出现污染的燃油箱底部区域，如果发现存在固形物，不论什么颜色，都意味着油箱已

经发生了微生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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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 油箱目视检查 

2）油箱渗漏检查 

油箱在飞机飞行中要承受多种载荷，材料会变形和相对蠕动，紧固件会因变形而松动，

密封材料也会因为附着面的变形，蠕动而剥离，老化变质最终失效。结构材料因受力而产生

裂纹或因腐蚀而损坏时，就会发生燃油渗漏。渗漏是燃油箱的基本故障之一。 

 

图6-19 油箱渗漏检查 

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燃油外部渗漏点之后，还必须找到内部的渗漏点。燃油通常都是沿着

紧固件与其孔之间的缝隙渗出，或者是沿着零件之间的间隙渗出，外部渗漏点和内部渗漏点

可能不在一个地点。渗漏检查一般采用目视检查，检查中可以利用颜色、荧光、气泡、氦气

等方法使渗漏点更加明显，准确。 

（1）气压发泡法 

气压发泡检查法操作容易，是检查油箱渗漏的推荐方法。在油箱渗漏区域对应的油箱内

部涂上发泡剂（肥皂水），一个维护人员在外面使用带喷嘴的气源向渗漏区域喷射，另一个

维护人员在油箱内寻找起泡区域，从而找到渗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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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气压发泡法 

（2）染色剂法 

染色剂法是使用掺有染色剂的油替代发泡剂，把染色剂涂在油箱渗漏区域，然后把油箱

抽真空。等待一定的时间，进入油箱内，检查内漏点。如果在染色剂内掺入荧光剂，就更便 

于在黑暗中找到渗漏点。 

（3）氦气法 

氦气法和吹气法的原理，操作相似，在吹气法的基础上，氦气法探测的灵敏度更高。氦

气法的测漏原理是：在外漏点处，用压力罩形成一个压力空间，把氦气充入压力罩。在压力

作用下，氦气能沿着渗漏通道进入到燃油箱，在燃油箱内，通过探测氦气浓度，就可以确定

内渗漏点的位置。 

 
图6-21 氦气法 

长期的维护工作经验表明，有些轻微的渗漏不必马上处理。渗漏的程度被分成了四级：

微渗，渗漏，严重渗漏，流淌渗漏。以一定时间内，渗漏燃油沾湿的表面区域大小作为分级

标准。当燃油箱发生渗漏时，首先完全擦干渗漏区域，用压缩空气吹干难以擦到的区域，再

把掺有红色染料的滑石粉撒在渗漏区域，当燃油渗出，润湿了滑石粉之后，就会变成红色，

这样湿润的区域就更容易被看见。在一定时间之后，根据湿润区域的大小，对渗漏程度进行

定级，然后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微渗一般不需处理，但要时常检查其渗漏是否扩大。渗漏

的临时处理方法与微渗相同，但在下次飞机停场时必须处理。严重渗漏必须马上处理（或作

临时性修理），临时修理后应能达到微渗或渗漏的标准。流淌渗漏必须马上修理，并且修理

后不能有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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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渗漏定级 

2.油箱杀菌 

当通过目视检查油样发现燃油出现微生物污染的迹象时，应采用精度更高的分析法确定

微生物污染的等级，根据污染的程度，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轻度污染，确定污染为轻度污染后，定期监控油液污染状况，监控间隔由此次污染的具

体程度来确定，一般在1-12个月之间。 

中度污染，若油液污染程度为中或者高度污染，应该在10天内再次检查，以确认污染程

度。如果确定是中度污染，应对油箱进行生物杀菌处理。 

根据维护程序，向油箱内加入含一定浓度杀菌剂的燃油，杀菌剂的浓度要严格控制，浓

度过高会引起油箱腐蚀，浓度过低会使细菌产生抗药性。不能从重力加油口直接倾倒杀菌剂，

不建议采用预防性杀菌处理。让系统在添加了杀菌剂的燃油中浸泡一段时间，增强杀菌效果。

再把燃油放掉，加入新的燃油，也可以把含有杀菌剂的燃油供向发动机燃烧。在生物杀菌处

理后10天以内、至少5次飞行后，再次检查油液的污染程度，并根据检查的结果采取进一步

措施。 

高度污染，若确认油样为高度污染，则必须对油箱进行物理清洁，并在物理清洁后，进

行生物杀菌处理。 

将燃油箱里的燃油全部放出，过滤，并用杀菌剂处理。进入油箱，用手工清理的方式，

清除所有的微生物污染物，彻底清洗油箱。不建议采用压力清洗法，因为该方法可能会导致

油箱密封的损坏。检查油箱的腐蚀程度，按需根据结构修理手册进行修理。再对油箱进行生

物杀菌处理。在生物杀菌处理后10天以内、至少5次飞行后，再次检查油液的污染程度，并

根据检查的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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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供油系统 

 

6.3.1 重力供油、动力供油、辅助供油、交输供油、配平供油 

 

1.重力供油 

重力供油适用于发动机安装位置低于油箱的小型飞机，其系统结构较为简单，不需要燃

油泵进行增压，供油活门打开后，燃油依靠重力供向发动机。重力供油方法简单，但可靠性

低（尤其在飞机飞行速度和方向变化较快时）。此外，采用动力供油系统的飞机，主油箱燃

油泵必须设置旁通装置，在所有油泵均失效时，仍然可以依靠虹吸作用供油。 

 

图6-23 重力供油 

2.动力供油 

现代民航飞机通常采用动力供油方式，保障发动机和APU可靠工作，燃油泵为供油系统

提供动力。在发动机或APU火警时，应立即切断相应的供油。 

每个油箱通常有两个或更多的燃油泵，保证在一个油泵失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稳定供

油。图6-24为典型的动力供油系统，每个油箱内有2个增压泵，除此之外，在大翼燃油泵和

中央燃油泵未运转时，APU燃油泵可以向APU提供可靠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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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典型动力供油系统 

为了增加航程，现代飞机的燃油系统油箱数量较多，而且容量较大，这样就难以将它们

都安装在飞机重心附近。为了在燃油消耗过程中减小飞机重心的变化量，以及考虑机翼结构

受力的影响，各类飞机都制定了油箱供油顺序。目前普遍采用的供油顺序是：先消耗机身中

央油箱内的燃油，然后再消耗两翼油箱内的燃油。因为中央油箱靠近飞机重心，对飞机重心

变化影响不大，同时可充分利用大翼油箱内燃油对机翼的卸载作用，减小机翼根部所受的弯

矩。常见的供油顺序控制方法有以下三种： 

1）不同油箱燃油泵的输出压力不同 

在中央油箱内安装输出压力较高的燃油泵，大翼油箱内安装输出压力较低的燃油泵，所

有油泵均运转时，由于中央燃油泵输出能力强，所以中央油箱内的燃油首先被消耗。当中央

油箱内燃油排空后，关闭中央燃油泵，此时大翼油箱继续向发动机供油。有些机型的中央油

箱和大翼油箱采用相同的燃油泵，但是在大翼燃油泵出口管路上安装压力释放活门，降低其

输出压力，此类系统设计理念与上述相同。 

2）燃油泵出口处单向活门打开压差不同 

采用此种控制方法的燃油供油系统，各油箱安装相同的燃油泵，但在油泵出口处安装打

开压力不同的单向活门，中央燃油泵出口的单向活门打开压力低，左、右大翼燃油泵出口的

单向活门打开压力高。所有油泵均运转时，中央燃油泵出口的单向活门首先打开，此时由中

央油箱供油。当中央油箱内的燃油接近排空时，油泵出口压力降低，此时左、右大翼燃油泵

的供油压力打开其出口单向活门，继续向发动机供油。 

3）计算机控制 

在四发（或更多）飞机上，往往燃油箱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此时需要更为复杂的供油顺

序控制，此时通常由计算机完成。 

3.辅助供油 

辅助供油系统的主要部件是引射泵，其基本结构如图6-25所示。引射流进入引射泵后，

在引射喷嘴处产生低压，将油液从入口吸入，与引射流共同从油液出口排出。引射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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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尺寸小、重量轻、可靠性高、结构简单、工作不需要用电、可以放在油箱任何地方，布置

方便。 

 

图6-25 引射泵 

辅助供油在飞机燃油系统中的主要功能是将淤积在油箱最低点的水送至燃油泵入口处，

然后供向发动机，这样可以实现燃油箱除水。油箱燃油泵提供引射泵工作所需的引射流，以

实现油箱内油液的转移。除此之外，在某些飞机上，还可以通过引射泵将中央油箱或通气油

箱内的燃油向大翼油箱传输。 

辅助供油系统依靠引射泵进行油液传输，而引射泵的工作必须依靠燃油泵产生的引射

流，所以控制引射流就可以决定引射泵的通断，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控制燃油泵的开关或者

在引射流管路上安装控制活门。 

4.交输供油 

现代飞机的供油系统通常被交输活门分为左右两侧，正常情况下交输活门保持关闭，两

侧独立供油。 

交输供油系统可用于保持飞机的横向稳定。在飞行中，由于发动机燃油消耗量不同或发

生某些故障而导致左右大翼油箱油量相差过大时，就需要进行交输供油，重新建立飞机的横

向平衡。 

如图6-26所示，右大翼油箱内剩余燃油明显多于左大翼油箱，此时打开交输活门，并关

闭左大翼燃油泵，右大翼燃油泵继续运转，双发同时消耗右大翼油箱内的燃油，直到两侧大

翼油箱油量一致，重新打开左大翼燃油泵，确认燃油泵运转后，关闭交输活门，发动机回到

两侧独立供油状态。 

 

图6-26 交输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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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平输油 

配平输油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在飞行过程中，通过将燃油向前或向后传输调整飞机重心，

减少飞机在飞行中的空气阻力，最终达到节省燃油消耗的目的。 

 

图6-27 配平油箱位置 

在飞机巡航时，升力、重力、推力和阻力同时作用在飞机上，其合力会使机头向下偏转。

为了抑制机头下俯，通过调节水平安定面，产生机尾向下的力，可使机身恢复水平姿态。水

平安定面产生额外向下的力需要飞机产生更多的升力进行补偿，最终增加飞行阻力。 

配备配平输油系统的飞机，通过把燃油从前部油箱往后传输到水平安定面油箱，可以实

现这个向下的力，因为飞机总重不变，这个过程不需要额外的升力。 

然而，把燃油传输到尾部，会把飞机的重心向后移动，导致飞机稳定性降低。因此，配

备配平输油系统的飞机，其重心必须严格控制。 

 

图6-28 空气动力与飞机重心 

在飞机加油过程中，通过对各油箱加油顺序的控制，使飞机重心在加油过程中不会发生

大的变化，即飞机加满油时的重心位置与零燃油时的重心位置大致相同，与飞机的重心后限

有足够的距离，确保飞机在起飞和爬升过程中，具有足够的操纵稳定性。飞机进入巡航阶段

后，将前部油箱的燃油向后传输到配平油箱，飞机的重心随之后移，减小飞机的纵向静稳定

性和配平阻力。随着飞机燃油消耗，燃油控制系统再将配平油箱中的燃油向前传输，保持飞

机重心在限制范围内。飞机下降前，将配平油箱内燃油向前传输，飞机重心向前移，恢复飞

机的纵向静稳定性，提高飞机着陆时的操纵稳定性。 

 

6.3.2 燃油泵 

 

现代飞机的燃油泵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重量轻、尺寸小、工作可靠、寿命长、并能满足

发动机低压大流量的用油需求。目前采用最多的是电动离心泵，如图6-29所示，其核心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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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叶轮，在工作时，电动机带动叶轮高速旋转，将外部的机械能传递给燃油，转化为燃油的

压力能和动能。 

 

图6-29 叶轮泵 

相较于普通电动离心泵，飞机的燃油泵对增压性能和防火安全性具有更高的要求。飞机

在高空飞行时，油箱内压力降低，油泵叶轮中心处的压力会更低，不但会导致油液中溶解的

气体析出，还会造成燃油蒸发加剧，析出大量蒸汽。油泵进油口存在气泡，会降低油泵的供

油能力。因此，燃油泵的主叶轮前通常会设置一个扇轮，与主叶轮同轴转动，用于分离油泵

入口处燃油中的气泡，改善油泵工作状态。 

燃油泵的主叶轮与泵的电动马达之间通常采用双层封严，防止燃油或燃油蒸汽渗入马达

引起火灾。 

燃油泵通常安装在燃油箱底部，周围的隔板（翼肋或隔框）为油泵提供一个稳定的吸油

空间。隔板底部开有向油泵一侧开启的单向活门，确保油液只能向油泵流，防止飞机机动飞

行时油泵无法正常供油。 

大部分飞机油泵的吸油管路和供油管路上均设有单向活门。维护人员既不用进入油箱，

也不用放油，就可以在飞机外部完成燃油泵电马达的拆换，提高了燃油系统的维护性。 

 

图6-30 典型飞机燃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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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加油、抽油系统 

 

6.4.1 重力加油、压力加油 

 

现代民航飞机的加油方式有两种：重力加油和压力加油。为了保证安全，执行加油工作

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飞机加油工作在开阔的场地执行，便于紧急情况下加油车撤离和消防车接近，并且按要

求设置警示标志； 

加油过程避免高能热辐射，确认周围飞机没有打开气象雷达； 

加油车需配有过滤装置，控制燃油中杂质的含量； 

加油过程中油车与飞机均有效接地，严格控制加油压力和流速，防止静电积累，发生危

险； 

加油现场配备可用的灭火设施，维护人员应知晓燃油溢出后的紧急处理方式。 

1.重力加油 

重力加油通常用于小型飞机，加油口盖位于主油箱顶部，加油人员需登上机翼，打开重

力加油口盖，将燃油直接加入油箱中。 

重力加油有如下缺点： 

1）加油速度慢，加油时间长； 

2）燃油容易洒出，当加油口盖打开时，人员在翼上行走需格外小心； 

3）工具容易从加油口掉入油箱，雨水、冰雪、灰尘也可能通过重力加油口进入油箱造

成污染； 

4）加油时难免会冒出燃油和燃油蒸汽，一旦遇到火星就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图6-31 重力加油 

因为上述缺点，现代民航飞机通常只将重力加油作为一种辅助应急加油手段保留，用于

机场没有可用加油车等特殊情况。如图6-32所示为典型飞机的重力加油口分布，中央油箱和

配平油箱没有重力加油口，需要通过交输传油将燃油从主油箱导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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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 典型飞机重力加油口位置 

2.压力加油 

压力加油系统主要由机翼前缘的加油站（通常位于右侧机翼、部分机型位于左侧机翼）、

加油管路和加油活门组成。加油时，将油车的管路连接到飞机加油站的压力加油口，燃油在

油车油泵的压力驱动下，由加油口盖进入飞机加油总管，再通过各加油管路上的加油活门加

入相应的油箱内。由于加油速度快、抗污染性好、安全可靠等优点，现代民航飞机通常使用

压力加油。 

 

图6-33 典型飞机压力加油系统 

加油控制面板通常位于大翼前缘的加油口附近，或者在地面不需要借助梯子就能接近的

地方，某些机型的驾驶舱内也有加油控制面板，但是功能相对有限。 

在常见的加油控制面板上，通常有各加油活门的控制电门、各油箱的油量指示、测试电

门和指示灯光等，加油人员可以通过面板控制压力加油系统。 

为了保障安全，压力加油系统通常还带有加油安全关断功能，即油箱油量接近或到达满

位后，自动关断相应的加油活门，防止燃油过满溢出。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燃油系统 

326 
 

 

图6-34 加油控制面板 

    典型飞机的压力加油有三种模式：人工加油、自动加油和超控加油。 

1）人工加油 

将加油车油管连接到飞机压力加油口后，通过电门打开相应油箱的加油活门，通过灯光

指示或油箱内油量变化可确认加油活门正常打开，外部输油管的燃油通过加油管路和加油活

门进入相应油箱。 

在人工加油过程中，加油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油箱的油量，当油量达到需求时，通过操作

电门关闭相应的加油活门。 

2）自动加油 

为了减少人员的工作量，可以使用自动模式加油，在自动加油前，通过加油面板上的油

量预选器输入每个油箱所需油量，预选器可以是拨杆电门、旋钮电门或者拇指转轮。设置完

成后，预选值发送给计算机，计算机控制需要加油油箱的活门打开，并监视传感器反馈的油

量信号，当油箱达到所需的加油量时，自动控制相应的加油活门关闭。 

在某些机型上，计算机还具备油量分配计算功能，在加油前只需输入飞机加油总量，计

算机自动完成各油箱的油量分配计算。 

3）超控加油 

加油活门通常为电控液动式，即电门或计算机向活门电磁线圈通电，接通内部油路后，

依靠油车供油压力克服弹簧力，作动活塞，将活门打开。如果加油活门电磁线圈失效导致活

门无法打开，可以在加油时人工按压超控按钮，加油活门依然可以打开，此时加油人员需实

时监视油箱油量，达到需求油量后松开超控按钮，完成加油。 

应注意的是，执行超控加油时，系统无法完成加油安全关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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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5 典型电控液动式加油活门 

 

6.4.2 应急放油、抽油系统、交输传油 

 

1.应急放油 

应急放油系统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即使飞机在起飞时出现故障的极端情况下，也具有足够

的爬升能力，以保证其应急返场着陆。配备应急放油系统，既能保证飞机的全重着陆能力，

也能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如单发失效）拥有快速爬升跃障的能力。另外，设置应急放油系

统可使飞机以较少的燃油量着陆，减少飞机着陆后起火爆炸的危险。 

为了确保安全，CCAR25部中对应急放油系统有以下要求： 

1）应急放油系统及其使用无着火危险； 

2）放出的燃油应避开飞机的各个部分； 

3）燃油和油气不会进入飞机的任何部位； 

4）应急放油对飞行操纵性没有不利影响； 

5）对于涡轮发动机飞机，必须具有措施，防止将起飞着陆所用油箱内的燃油应急放到

小于从海平面爬升到3 000 米（10 000 英尺），然后再以最大航程速度巡航45分钟的需用

油量； 

6）应急放油活门（应急放油阀）的设计，必须允许飞行人员在应急放油过程中的任何

时刻都能关闭放油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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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6 应急放油 

配备应急放油系统的飞机，加油和应急放油共用一条主管路，即加油/应急放油总管，

如图6-37所示。当飞机处于应急放油模式时，加油活门关闭，应急放油隔离活门、应急放油

活门打开，应急放油泵、超控/应急放油泵将油箱中的燃油供向加油/应急放油总管，并经应

急放油喷嘴排出机外。 

通过控制面板上的应急放油预位电门、应急放油活门控制电门和剩余油量选择旋钮完成

系统操控。 

 
图6-37 应急放油系统 

2.抽油系统 

飞机抽油系统的工作与加油相反。在执行某些维护工作，需要将油箱内的燃油排空时，

可以使用抽油系统将油箱内的燃油通过加油站排出飞机。 

抽油活门安装在加油总管和供油总管之间，打开活门可以将两条管路连通，以完成抽油

工作。飞机抽油有两种方式：压力抽油和吸力抽油。 

压力抽油依靠油箱燃油泵提供动力完成，可以确保快速抽油。如图6-38所示，油箱内的

燃油被燃油泵送至供油总管，再通过抽油活门进入加油总管，最终通过加油口排出机外，主

要操作程序如下： 

1）把油管连接到加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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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抽油活门； 

3）打开需要抽油油箱的燃油泵； 

4）按需打开交输活门； 

5）当油箱的燃油抽空后，关断燃油泵； 

6）关闭抽油活门； 

7）把油管从加油口脱开。 

 

图6-38 抽油系统 

吸力抽油利用地面油车产生吸力，从飞机油箱中抽走燃油。除不需要使用飞机燃油泵外，

其余操作程序与压力抽油相同。吸力抽油的主要缺点是很难控制对单一油箱进行吸油、吸油

花费时间更长并且不是所有油箱都可以进行吸力抽油，所以通常不使用吸力抽油。 

3.交输传油 

为了防止燃油被微生物污染，一般在飞机所有油箱都需排空时使用抽油系统，如果只有

单一油箱需要排空，通常使用交输传油系统，将此油箱内的燃油传输至其他油箱内。 

交输传油的工作原理与压力抽油类似，打开需要排空油箱的燃油泵，燃油被油泵送至供

油总管（按需视情打开交输活门），通过抽油活门进入加油总管，再打开其他油箱的加油活

门，就可以完成油箱间的交输传油工作。 

 

6.5 燃油指示系统 

 

6.5.1 油量指示 

 

油量指示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机组和维护人员提供飞机各油箱的载油状况，燃油量通常

以公斤或磅为单位，显示在加油控制面板和驾驶舱显示器上。油量探测的核心元件为安装在

油箱内的油量传感器，由于现代民航飞机油箱较大且形状不规则，为了探测准确，每个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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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安装多个油量传感器用于探测油面位置，例如波音B737NG每个大翼主油箱12个油量传感

器（油箱组件）、中央油箱内8个，空客A320每个大翼主油箱14个油量传感器，中央油箱内5

个。燃油量计算机使用油量传感器探测的体积值与燃油密度相乘得出燃油重量。有些机型使

用专用的密度计探测燃油密度，有些机型使用补偿器探测燃油介电常数，再通过介电常数计

算密度值。 

除显示之外，燃油量信息还用于燃油泵自动工作逻辑控制、飞行管理系统等。 

 

图6-39 典型飞机油量显示 

常见的燃油量传感器有浮子式和电容式两种。 

浮子式油量传感器也称为机械式，当油箱内油面变化时，传感器浮子随油面浮动，感

受油面高度变化，从而把油量变化转换成机械位移信号，计算机使用此位移信号计算油量体

积。浮子式油量传感器会因浮子连杆的摩擦、卡滞、运动部件间的间隙和温度波动等原因造

成指示不准确，精度较低。 

现代飞机更多的使用电容式油量传感器，电容式油量传感器包含两个同心极板，极板面

积一定，位置相对固定。因此其电容量由受极板间物质的介电常数决定，即燃油和空气。极

板上有开孔，允许燃油自由进出，因燃油和空气的介电常数不同，极板间的介电常数随着油

面的升降发生变化，计算机根据传感器反馈的电容值计算油量体积，此类传感器的探测精度

较高。 

 

图6-40 油量传感器计 

油尺作为燃油量探测系统的机械备份，当燃油量指示系统失效时使用。大翼油箱由于形

状不规则往往需要两个或者更多的油尺，中央油箱形状较为规则，通常只需要一个油尺。 

目前较为常见的油尺有两种：滴油油尺和磁力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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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油油尺通常在较老式的飞机上使用，油尺有一个伸进油箱内的刻度杆，通过锁定销锁

定在大翼下表面。当内管开口到达油面之后，燃油进入内管，从滴孔流出，此时进行油量读

取。 

现代飞机上通常使用的磁力油尺可以在不放出燃油的情况下测量油量。磁力油尺的刻度

杆安装在一个密封的管型壳体内。管型壳体的外部环绕一个浮子，浮子随油面上下浮动。浮

子内部和刻度杆顶端各有一个磁铁，一旦两个磁铁吸住，就可以进行读数。 

 

图6-41 油尺 

6.5.2 温度指示 

 

    现代民航飞机的巡航高度很高，由于外界低温，油箱内的燃油也有可能降至极低的温

度。燃油温度过低时会析出冰晶和石蜡，堵塞供油管路和油滤，同时燃油黏度的增大导致供

油阻力增大。由于燃油还具有冷却其他油液或部件的功能（例如发动机滑油和飞机液压油可

以通过燃油冷却），在发生某些故障时，油箱内燃油温度会异常升高，产生爆炸的风险。除

此之外，为得到更准确的油箱油量值，也需要燃油温度数据进行补偿计算。 

综上所述，燃油系统需要设置温度指示装置，便于监控燃油温度。通常在飞机的主油箱

内安装燃油温度传感器，将温度传输给计算机用于驾驶舱显示和系统控制。如图6-42所示为

典型飞机的燃油温度显示。 

 

图6-42 燃油温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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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压力指示 

燃油系统油泵的具体输出压力值通常不需要在驾驶舱进行显示，但是由于油箱中燃油用

完或油泵故障等原因导致油泵出口压力降低的情况需要被监控。 

通常在油泵的出口油路上安装压力电门，用于油泵出口低压时在驾驶舱发出警告。对于

配置有中央油箱的飞机，最常见的情况是中央油箱内的燃油排空后，中央燃油泵出口低压，

此时如果缺少燃油润滑的中央油泵依然在运转，就有可能产生火花引起油箱爆炸。这种情况

下，某些机型的供油逻辑电路会自动关断中央油泵，还有些机型会在驾驶舱发出警告，提示

机组或维护人员关断油泵。 

图6-43 典型飞机燃油泵低压指示 

6.6 典型飞机燃油系统维护介绍 

6.6.1典型飞机燃油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燃油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燃油系统驾驶舱及电子设备舱部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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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4 燃油系统驾驶舱及电子设备舱部件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燃油控制面板 

控制各油箱燃油泵的工作 

指示燃油泵工作状态 

指示燃油温度 

控制交输供油 

② 燃油指示CDS 指示各燃油箱燃油量 

③ CDU 燃油系统自检测试接近面板 

④ FQIS  
FQIS计量油箱中燃油的重量，通用显示系统

（CDS）和加油面板指示燃油量。 

 

2）飞机燃油系统油箱部件识别： 

 

图6-45 燃油系统油箱部件识别 

②燃油关断活门 

⑥释压活门 

④加油控制面板 ③抽油活门 ⑤机械油尺 

①油箱接近面板 

 

①燃油控制面板 

④FQIS 

②燃油指示CDS  

③C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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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油箱接近面板 
燃油箱接近面板用一个夹紧环安装在机翼底部蒙

皮上，用于接近燃油箱内部。 

② 燃油关断活门 

发动机燃油关断活门控制向发动机的供油； 

发动机起动手柄和防火电门控制发动机燃油翼梁

活门； 

APU燃油关断活门控制向APU的供油。 

③ 抽油活门 
在油箱抽油或倒油时，该活门人工打开以便抽油

和倒油。 

④ 加油控制面板 

所有油箱都可以从右机翼的加油控制面板加油。

加油控制面板包括下列部件： 

－ 加油面板 

－ 加油总管 

－ 加油接头 

－ 加油关断活门（3） 

⑤ 机械油尺 人工测量燃油量。 

⑥ 释压活门 
在油箱中正压或负压过大时，释压活门可以防止

对机翼结构造成损伤。 

 

 

3）飞机燃油系统机翼前后梁区域部件识别： 

 

 

图6-46 燃油系统机翼前后梁区域部件 

 

 

①燃油泵 

③交输活门 
②引射泵 

④燃油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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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燃油泵 

左右主油箱增压泵从中央油箱给发动机供油总管

供油； 

中央油箱增压泵从中央油箱给发动机供油总管供

油。 

② 引射泵 

排水引射泵从每个油箱的最低点排水，以防腐蚀。

中央油箱，1号主油箱和2号主油箱增压泵控制排

除水引射泵的操纵。 

③ 交输活门 油箱油量不平衡时，提供交输供油。 

④ 燃油温度传感器 
测量一号主油箱燃油温度在驾驶舱燃油面板显

示。 

 

4）飞机燃油系统接近面板及油箱内部部件识别： 

 

图6-47 燃油系统接近面板及油箱内部部件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油量传感器 

油箱组件计量燃油的重量。燃油量处理器给油箱

组件提供普通低阻抗激励信号。油箱组件给处理

器返送一个高阻抗信号，该信号是与整个油箱的

燃油重量成比例的。 

② 油箱接近面板 
燃油箱接近面板用一个夹紧环安装在机翼底部蒙

皮上，用于接近燃油箱内部。 

③ 浮子活门 
飞机巡航和降落阶段，浮子活门打开，保持通气

油箱和主油箱之间的气压平衡。 

①油量传感器 

②油箱接近面板 ③浮子活门 
④补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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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补偿器 

补偿器修正燃油比率的偏差。燃油量处理器组件

给每个补偿器提供低阻抗信号。补偿器给处理器

返回一个高阻抗信号。该信号与燃油的电容成比

例。 

 

5）飞机燃油系统排水活门部件识别： 

 

图6-48 燃油系统排水活门部件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排水活门 

排水活门用于排出各油箱 

－ 水沉淀 

－ 油箱余油 

－ 杂质  

② 中央油箱排水活门 

排水活门用于排出中央油箱 

－ 水沉淀 

－ 油箱余油 

－ 杂质  

 

 

 

 

 

 

 

①排水活门 

②中央油箱排水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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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机燃油系统NGS部件识别： 

 

图6-49 燃油系统NGS部件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SM空气分离组件 把空气中氧气分离，使空气变为富氮空气。 

② 气滤 过滤空气中的杂质，净化空气。 

③ 高流活门 
模式一：为中央油箱提供低流量富氮空气。 

模式二：为中央油箱提供高流量富氮空气。 

④ BDU自检组件 为NGS系统提供自检。 

⑤ 可用性指示器 

G绿灯-正常； 

B蓝灯-降级使用，记录但不需维护； 

A橙色-系统失效，不能工作； 

灯全灭-指示器故障，需BDU自检故障代码。 

 

 

 

 

 

 

①ASM空气 

分离组件 

②气滤 

③高流活门 

④BDU自检组件 
⑤可用性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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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①驾驶舱 P5 燃油控制面板燃油泵控制电门置

于“ON”位，确认中央油箱燃油泵工作，相

应电门上面的“LOW PRESSURE”保持灯灭；

左 右 主 油 箱 燃 油 泵 工 作 相 应 “ LOW 

PRESSURE”灯灭。 

 

 

① 

 

 

 

① 

6.6.2 典型飞机燃油系统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燃油系统常见维护工作 

1）飞机油箱燃油泵接通操作： 

〖1〗警告与告诫 

警告：确认燃油箱结构完整且有足够燃油，否则燃油泵发热易引起油泵爆炸，造成设备

损坏，人员受伤。 

〖2〗操作前检查 

 

图6-50 

〖3〗操作步骤 

 

 

 

 

 

 

 

 

 

 

 

 

 

图6-51 

 

 

① 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电。 

 

② 确认结构油箱完整，油箱内部燃油 

大于1675LB。 

 

③ 场地通风良好。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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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① 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电。 

------------维修工作单卡----------- 

 

① 驾驶舱交输活门打开，确认交输活门位置

指示灯为暗亮。2号主油箱加油活门打开。

1号油箱燃油泵控制电门设置在“ON”位。

确认1号主油箱“LOW PRESSURE”灯灭，

燃油泵工作。 

 

② 在P19加油面板把二号油箱加油活门打

开，活门位置指示灯亮。 

 

③ 人工打开抽油活门。 

 

④ 监控1号油箱燃油量，到目标值或“LOW 

PRESSURE”灯亮后关闭燃油泵。 

 

 

 

 

 

 

 

2）飞机倒油操作（NO1油箱倒油至NO2油箱）： 

〖1〗警告与告诫 

警告：燃油泵工作时，监控低压指示灯，如果燃油泵“LOW PRESSURE”灯持续点亮，马

上停止燃油泵工作。否则，燃油蒸汽会被点燃并发生油箱爆炸。 

〖2〗操作前检查: 

 

 

 

 

 

 

 

 

 

 

 

 

 

   图6-52 

〖3〗操作步骤 

 

 

 

 

 

 

 

 

 

 

 

 

 

 

 

 

 

 

 

 

 

图6-53 

① 

④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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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① 用放油工具放泄左、右主油箱和中央油

箱的燃油各约1升。 

 

② 用塑料或玻璃容器的试杯从油箱中取

样。目视检查试杯中的燃油，确认无水

分、冰、杂质。若有明显上述物质，则

继续放油直至燃油品质符合标准。 

 

③ 撤下放油工具，检查燃油排放口，确认

活门关好，无燃油泄漏。 

 

① ② 

③ 

 

3）飞机燃油放沉淀操作： 

〖1〗警告与告诫 

警告：放油区域具备防火设施设备且良好通风，否则燃油有燃爆风险。 

〖2〗操作步骤 

 

 

 

 

 

 

 

 

 

 

 

 

 

 

 

 

 

 

图6-54 

 

2.飞机燃油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 遵守手册中所有的安全程序。 

② 油箱工作区域必须使用防爆设备，配备灭火设备、张贴“禁止烟火”“禁止打电话”、

“禁止拍照”等警告标记。 

③ 工作人员必须穿戴棉质防静电服。 

④ 在给燃油箱加油放油期间，禁止操作高频、甚高频通信设备，否则可能造成火灾或

人员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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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飞机气源系统 
 

 

 

7.1  气源系统的作用和分类 

 

7.1.1 气源系统的主要功用 

 

气源系统使用增压空气作为动力源，并对增压空气的压力、温度进行调节后送向飞机的

气源用户： 

1）发动机启动； 

2）空调和增压； 

3）机翼防冰； 

4）水箱增压； 

5）液压油箱增压。 

气源系统的用户可以更为广泛。例如，某些机型液压系统中的气动液压泵、飞控系统中

的缝翼气动马达。气源用户系统主要利用气源的高压特性和高温特性，所以压力和温度应尽

可能保持恒定，以确保用户系统工作稳定。 

 

图 7-1 气源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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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气源系统的类别 

 

现代客机的气源有发动机压气机引气，辅助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 APU)引

气，以及地面气源等。多种供气来源确保了气源系统的可靠性。 

发动机压气机不仅可以为燃烧室提供压缩空气，还能供气给气源系统（这路供气称之为

发动机引气（Engine Bleed Air, EBA）。飞机在空中时除发动机外，辅助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 APU）也可以在一定高度下为气源系统提供引气。飞机在地面时，可以通过地

面高压接头，连接外部高压气源车给气源系统供气。部分飞机还使用了电动离心增压器作为

气源。 

 

1.发动机引气 

现代民航客机上涡轮发动机的高压压气机都是由若干级组成，引气级数越大，引气压力

越高。发动机普遍采用两级引气的布局，以保证发动机在高低功率时引气压力均能符合需求，

同时降低发动机的油耗。 

发动机在低功率时，压气机低压级不能产生足够高压的引气来供用户使用，所以从高压

级引出气体保证压力充足；而发动机在高功率时，低压级引气已经足以满足用户需求，此时

如果仍然使用高压级引气将导致燃油消耗高而且难以调节压力与温度，所以就需要转换为低

压级供气。一般将这两级命名为低压级(Low Pressure, LP)和高压级（High Pressure, HP)，

有的机型也称之为中压级（Intermediate Pressure, IP）和高压级。 

 

 

图 7-2 发动机引气 

 

2.APU引气 

APU通过 APU 引气活门和单向活门为气源系统提供引气。APU 引气活门也被称为 APU引

气负载活门，由驾驶舱中的一个电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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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APU 引气 

3.高压地面气源 

当飞机自身气源不可用时，在地面可以连接地面气源车供气。地面气源车通过 3英寸高

压接头连接到飞机（3英寸是地面气源接头的国际标准尺寸）。 

 

4.电动离心增压供气 

波音公司 B787 飞机取消了传统的发动机引气系统，采用电动离心增压器作为空调系统

的增压气源。外界空气经过电动离心增压器之后，压力和温度都会升高，再经过系统的调节，

最终对下游空调系统供气。 

 

7.1.3 气源系统的主要部件 

 

飞机气源系统一般包括活门、控制计算机、管路、传感器等部件。气源系统通过这些部

件实现压力调节、温度控制及故障监控等功能。 

 

图 7-4 气源系统的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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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气压力调节部件 

大部分现代飞机的气源系统设计类似（如图 7-4所示），图中可以看到发动机、APU和

高压地面接头均可以通过管路供气到各个用户。 

正常飞行时由发动机提供引气。不同阶段下，发动机的功率会不断变化，而功率变化将

导致发动机引气压力和温度的变化，为了保证压力和温度的相对恒定，发动机气源系统会在

管路上安装压力调节装置来保持恒定压力，这种调节装置称之为引气活门或者压力调节活

门。 

两级供气的发动机，一般在高压级安装可以控制的高压活门（High Pressure Valve，

HPV），在低压级安装单向活门防止引气反流。因为高低压引气的压力不同，只要高压活门

打开，就会导致低压级单向活门关闭，反之，高压活门关闭后，低压级单向活门即可打开供

气。 

部分发动机的 HPV带有调压或限压能力，而低压级的单向活门没有调压功能，所以当低

压级供气时，引气压力依靠单向活门下游的引气活门进行调节。HPV出现故障后，一般都可

以人工锁定在关位放行飞机。 

 

图 7-5 引气调节 

因为 APU工作转速恒定，所以大部分 APU引气系统不需要专用的压力调节活门，只需安

装关断活门（称为 APU引气活门）用于打开或关闭 APU 引气，关断活门的下游还有一个单向

活门用于阻止发动机或地面气源车供气时的反流。 

部分机型的 APU引气同样可以进行调节，例如 A320飞机的 131-9A型 APU，虽然引气活

门只有开位与关位，但 APU负载压气机的进口导向叶片角度是可调节的，通过控制导向叶片

角度调整 APU的引气量。 

 

2.温度调节 

气源系统的温度必须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如果发动机推力增加，那么引气温度就会升

高，反之则降低。预冷器可以通过热交换的方式来降低发动机引气温度，预冷器的冷却空气

来自发动机风扇气流（也称为外涵道气流），最终的冷却效果取决于风扇冷却空气的流量和

环境温度。风扇空气活门是调节冷却气量的装置，通过它实现热引气温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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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配 

引气通过气源管路输送至各用户或部件。根据管路的位置，分别命名为： 

1）吊架引气管路 

2）左右机翼引气管路 

3）APU引气管路 

4）交输引气管路或交输引气总管。 

交输引气总管通常位于机身内，连接左右机翼的引气管。交输引气总管上安装有交输引

气活门，用于隔离或连接左，右机翼气源管路。 

渗漏探测系统负责监控引气管路的渗漏情况。 

 

图 7-6 引气分配 

4.交输引气系统 

发动机直接将引气供给相应侧的机翼管路，左右侧的引气管路再通过交输引气系统连接

在一起。 

交输引气系统不仅包含交输引气管路，而且还包括一个或多个交输引气活门。交输引气

活门通常为电马达作动活门，无需依靠引气压力即可开关。大部分机型的交输引气活门既可

以人工操作，也可以自动操作。A320飞机采用两个电马达，分别用于自动控制和人工控制，

B737 飞机只有一个电马达通过电路方式实现自动控制与人工控制，B737 称之为隔离活门

（isolation valve）。为了提高飞机的放行裕度，交输活门同样可以人工锁定，根据放行

需要，可以将交输活门锁定在开位或者关位。 

 
图 7-7 交输引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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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气源系统的控制与监控 

 

7.2.1 气源系统的控制与监控 

 

气源系统的控制可以通过驾驶舱气源控制面板人工控制，但是现代民航客机一般都通过

气源控制器自动控制。 

每个发动机引气系统都有独立的气源控制器，其作用是接收引气压力、温度及渗漏探测

器的信号，从而监视气源系统的状态并控制气源系统的活门开关，比如根据引气压力高低控

制 HPV开关，根据飞机状态控制交输活门的自动开关等。 

 

图 7-8 控制与监视 

1.压力与温度监控 

通常在引气活门下游安装压力传感器，在预冷器下游安装温度传感器，气源控制器可以

据此给出超压或者超温保护，同时机组也可以在驾驶舱显示组件上读取实时的压力与温度

值。 

 

图 7-9 压力与温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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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渗漏探测 

引气管道的渗漏将会导致过热情况出现，引气过热探测传感器可以对此予以监测。监测

的区域包括： 

1）吊架； 

2）机翼引气管路； 

3）机身引气管路； 

4）APU引气管路。 

如果检测到由于渗漏引起的过热，则通过气源控制器向驾驶舱发送信号，并点亮相关引

气系统的故障灯。渗漏发生后，受影响的引气系统将通过气源控制器自动关闭或人工关闭。 

 

图 7-10 渗漏探测 

3.指示 

气源系统的信息显示在驾驶舱里。空客 A320 的相应信息可以显示在 ECAM 上（如图 7-

11 所示），所有气源系统性能参数都显示在 BLEED 页面（引气页面），有的机型将这个页

面称为 ECS页面（环境控制系统页面）。对于 B737，压力指示是显示在 P5空调面板压力表

上。 

 
图 7-11 引气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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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典型飞机气源系统维护介绍 

 

7.3.1 典型飞机气源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气源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气源系统发动机部件识别： 

 

 

 

 

 

 

 

 

 

 

 

 

 

 

 

 

 

 

 

 

 

图 7-1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引气调节器 控制压力调节关断活门。 

② 第 5 级引气单向活门 
第 5 级引气单向活门防止第 9 级引气进入第 5 级

引气口。 

③ 压力调节与关断活门 

控制发动机引气。 

以下是压力调节关断活门的控制功能： 

—关闭引气 

—调节发动机引气压力（正常压力为 42psi） 

—限制发动机引气的温度（450℉/232℃）。 

④ 高压级引气活门 控制从第九级高压压气机来的引气流。 

⑤ 高压级调节器 控制高压级活门。 

⑤高压级调节器 

④高压级引气活门 
②第 5 级引气单向活门 

①引气调节器 

③压力调节与关断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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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气源系统吊架部件识别： 

图 7-1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450℉（232℃）恒温器

450℉（232℃）恒温器通过控制压力调节关断

活门的开度来调节引气温度。 

当发动机引气温度超过 450℉（232℃）时，

450℉（232℃）恒温器关小压力调节关断活门

（PRSOV）。

②
390℉（199℃）预冷器控制

活门传感器
控制预冷器控制活门的开度。

③ 490℉（254℃）超温电门

490℉（254℃）超温电门避免引气总管出现过

热情况。

当温度超过 490℉（254℃）时，超温电门关闭

压力调节关断活门。

④ 预冷器
在发动机引气进入引气总管之前，预先冷却发

动机的引气。 

⑤ 预冷器控制活门 控制流过预冷器的风扇气流流量。

④预冷器 ①450℉（232℃）恒温器 

②390℉（199℃）预冷器控制活门传感

器 

③490℉（254℃）超温电门 

⑤预冷器控制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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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机气源系统机身部件识别： 

 

 

 

 

 

 

 

 

 

 

 

 

 

 

 

 

 

 

图 7-14 

 

4）飞机气源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7-1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引气总管 

将从各个气源系统来的引气输送给各用户系统。 

隔离活门将总管分隔成两个独立系统（左和右）。 

提供与地面气源的连接。 

② 地面气源接头单向活门 
地面气源接头单向活门将外部压缩空气源连接

到气源总管并防止气源总管气流流出。 

①引气总管 
②地面气源接头单向活门 

①空调/引气控制面板 

②气源管道压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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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7.3.2 典型飞机气源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气源系统常见维护 

1）飞机地面气源接通和断开操作程序：  

〖1〗警告与告诫 

警告：不要向气源系统提供超过 60 PSI 的压力。如果提供的压力过高，会导致人员受伤

和设备损坏。 

警告：当 2 号发动机的运转功率高于最小慢车功率时，不要断开飞机的地面气源。如果

2 号发动机的运转功率高于最小慢车功率，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2〗操作前检查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 供电。 

②接近地面气源勤务接头。 

 

 

图 7-1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空调/引气控制面板 

接通气源； 

交输供气； 

引气跳开指示。 

② 气源管道压力表 指示左右引气管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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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 地面气源断开 
 
①如果一台或两台发动机都在运转，确保
人员设备远离发动机危险区域。 
 
②关闭地面气源。 
 
③将地面气源勤务管道从地面气源勤务
接头上脱开。 
 
④将 P5-10前头顶板上的隔离活门电门置
于 AUTO 位。 
 
⑤监控 P5-10前头顶板上的双管道压力指
示器。确保管道压力指针移动且压力指示
为 0PSI。 

 

------------维修工作单卡----------- 
 

◆ 地面气源接通 
 
①将地面气源勤务管道连接到地面气源
勤务接头。 
 
②启动地面气源。 
 
③将 P5-10 前头顶板上的隔离活门电门
置于 OPEN 位。 
 
④监控 P5-10 前头顶板上的双管道压力
指示器。确保管道压力指针移动且压力指
示不超过 60PSI。 

 

 

 

 

〖3〗操作步骤 

 

 

 

 

 

 

 

 

 

 

 

 

                                                                  图 7-17 

 

 

 

 

 

 

 

 

 

 

 

 

 

 

 

 

 

 

 

                                                                    图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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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①飞机接通电源。 

②启动 APU，确保 APU 稳定运转在工作

转速。 

------------维修工作单卡----------- 
 

◆ APU 引气接通 
 
①将 P5-10 前头顶板上的 APU 引气电门
置于 ON 位。 
 
②将 P5-10 前头顶板上的隔离活门电门
置于 OPEN 位。 
 
③监视 P5-10 前头顶板上的双管道压力
指示器。确保管道压力指针移动且压力指
示正常。 
 
 

------------维修工作单卡----------- 
 

◆ APU 引气断开 
 
①确认气源用户系统关闭。 
 
②将 P5-10 前头顶板上的 APU 引气电门
置于 OFF 位。 
 
③将 P5-10前头顶板上的隔离活门电门置
于 AUTO 位。 
 
④监视 P5-10前头顶板上的双管道压力指
示器。确保管道压力指针移动且压力指示
为 0PSI。 
 

2）飞机 APU引气接通和断开操作程序： 

〖1〗警告与告诫 

警告：在给气源系统增压前，必须首先隔离气源用户系统。如果没有隔离气源用户系

统，它们会工作并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还会导致气源系统失压。 

〖2〗操作前检查 

 

 

 

 

 

 

 

 

                                                                     图 7-19 

〖3〗操作步骤 

 

 

 

 

 

 

 

 

 

 

                                                                     图 7-20 

 

 

 

 

 

 

 

 

 

 

 

 

                                                                     图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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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气源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 不要向气源系统提供超过 60 PSI的压力。如果提供的压力过高，会导致人员受伤和

设备损坏。 

② 当 2 号发动机的运转功率高于最小慢车功率时，不要断开飞机的地面气源。如果 2

号发动机的运转功率高于最小慢车功率，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③ 在给气源系统增压前，必须首先隔离气源用户系统。如果没有隔离气源用户系统，

它们会工作并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还会导致气源系统失压。 

④ 不要拆卸管道内有气压的管道卡环，否则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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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飞机空调与增压 

 

8.1 概述 

 

8.1.1 系统功用 

 

如今，出于经济性考虑，飞机主要在高空飞行。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人类是无法在

这种环境中生存的。在海拔 12 000米（40 000英尺）的高度，温度大约为-56℃且空气压

力极低，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氧气保证人类生存。因此，必须有相关系统保护机组和乘客抵抗

严寒和死亡的威胁。 

空调系统确保客舱内有合适的压力以维持生命，为客舱提供通风，并使其温度保持在舒

适的范围。 

例如在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一架没有空调的飞机停放在地面上，对于机上的乘客来

说，高温不仅影响舒适性，而且还有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同时，飞机上的设备也有出

现过热的风险。 

综上所述，空调系统主要用于调节温度，给整个机舱提供通风，并在高飞行高度时对相

关区域进行增压。 

 

图 8-1  空调系统功能 

 

1.空调系统的功能 

空调系统调节后的空气必须满足以下五条物理特性: 

1）新鲜； 

2）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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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适的温度； 

4）合适的湿度； 

5）合适的压力。 

    民航法规对机上空气质量以及客舱新鲜空气供应量的最低限度都有明确要求。在

CCAR25部中规定了飞机设计的基本要求。民航法规规定，平均每人每分钟可接受的新鲜空

气供应量为大约每分钟 0.25公斤（标准海平面高度）。因此，依据此规定，必须根据飞机

上的人数，在每 3到 5分钟更换一次整个机舱内的全部空气。这意味着，在一架客舱容量

接近 800立方米、500个乘客座位的大型客机上，1分钟内至少需要更换 160立方米的空

气。 

 

图 8-2 新鲜空气的规定 

空气必须是清洁的，不能含有任何有害气体。空调系统安装有空气过滤器用于保持空气

清洁，并内置有臭氧转换器，用于在高飞行高度时滤除臭氧。 

空气温度必须在一个舒适的范围内。大多数飞机的温度调节范围在 18-30℃之间。 

 

图 8-3 清洁度和温度 

飞机空调系统也需要对机舱内的空气湿度进行调节。湿度与空气温度关系密切，温暖的

空气比寒冷的空气能容纳更多的水。当飞机接近地面时，外界空气的湿度大温度也较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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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需将温度调低就会产生水滴，为了防止部件和活门结冰，也为了防止座舱内产生雾和水滴，

需要将这些水与空气分离。然而，在高空飞行时，飞机周围的空气又会非常干燥，导致人们

在长途飞行时感到不适。 

 

图 8-4 空气的湿度 

空调系统还负责座舱增压控制。 

增压系统需要在乘客舒适度和飞机结构设计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让乘客舒适的最佳条件

是将座舱增压到与地面状况相似的值，这就要求飞机结构承担非常大的内外压差。对于飞机

结构，最佳的状态是完全无增压，即内外压力一致，这对乘客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 

法规规定，将机舱增压至海拔 2 400米（8 000英尺）的高度是合理的，我们称之为座

舱高度 2 400米（8 000英尺）。为了进一步提高舒适性，波音 B787与空客 A350，以及部分

公务机都设计为巡航飞行时座舱高度仅为 1 900 米（6 000英尺）。 

 

图 8-5 增压 

 

2.增压区域 

空调系统为整个客舱、驾驶舱、货舱以及电子设备舱提供增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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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机身区域使用压力气密框隔开，无需空调系统提供增压。未增压的区域包括：起落

架舱、雷达罩和机尾。 

 

图 8-6 增压区与非增压区 

民航客机的机舱分为客舱和机组工作的驾驶舱。 

通常情况下，驾驶舱与客舱的温度可以分别进行调节。驾驶舱有大量电子设备工作产生

热量，机组又需要在此长时间工作，所以需要较低温度的空调气。 

 

图 8-7 飞机机舱分驾驶舱与客舱 

飞机客舱一般会分为几个不同区域单独调温，越大的客机分区越多。例如，波音 B737NG

和空客 A320 飞机只分为前、后客舱区域单独调温。而在某型宽体飞机的客舱中，有多达 6

个客舱区域，以字母命名，相比上层客舱 U/D区，主客舱包含的 ABCDE五个区域中乘坐的旅

客更多，通常温度会设置得更低（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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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大/小飞机分区调节温度 

 

8.1.2 系统组成 

 

气源系统向空调系统提供需要的空气。 

空调系统的组成包括： 

1）温度控制系统； 

2）座舱空气分配系统； 

3）通风与加热系统； 

4）设备冷却系统； 

5）座舱增压。 

进入空调系统的空气首先经过组件活门，通过组件活门后，空气被两个或多个相同的

组件冷却，并在此区域进行温度和湿度的基本调节，空调组件为本系统的核心。 

然后，空调系统将经过处理后的冷却空气与气源系统的热空气混合，为机舱提供调温

空气。空调系统也为驾驶舱面板、电瓶和电子设备架的冷却提供必要的通风空气。 

空调气进入座舱后，通过调节外流活门开度确保飞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其座舱压力

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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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系统组成 

 

8.2 座舱温度控制 

 

8.2.1 温度控制系统工作 

 

影响座舱温度控制的参数包括： 

1）外界温度； 

2）太阳辐射； 

3）座舱隔热； 

4）来自设备的热量； 

5）来自乘客的热量； 

6）以及提供给座舱的空气温度和速率。 

区域温度控制系统可以补偿上述参数对飞机各区域温度的影响。各区域的供气来源往往

不同。驾驶舱通常直接从空调组件中获得新鲜的冷空气，而客舱区域的供气则来自空调组件

和再循环系统的空气。由于使用了客舱再循环空气的原因，混合组件及客舱供气温度往往比

驾驶舱供气温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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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系统布局 

1.温度调节 

空调系统的组件活门用于调节来自气源系统的空气流量，因此也被称为流量控制活门。

空气通过组件活门后进入空调组件，空调组件对热的引气进行冷却和除水。冷却后的空气流

入混合组件。混合组件将来自空调组件的冷空气与客舱再循环空气混合。使用再循环空气主

要是考虑到经济因素。因为在同样的客舱流量下，使用再循环空气后，需要的空调组件流量

将更低，以此减少发动机的供气量，达到节省燃油的目的。 

离开混合组件后，冷却空气与未经冷却的“热路”空气混合，通过“热路”上的配平空

气活门可以对最终输送至座舱的空气温度进行调节。  

在地面时，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空调装置向混合组件提供调温空气，这个装置通过地面

低压接头与混合组件连接。此时即使不使用空调组件也能完成座舱温度调节功能。 

空调组件通过两步调节输送到客舱区域空气的温度：组件控制器调节离开空调组件的冷

空气温度；区域控制器调节与冷空气混合的配平空气流量。区域控制器通过比较客舱的实际

温度和机组人员选择的区域温度来完成温度调节。每个客舱区域都有自己的控制回路。 

区域控制器计算冷空气的温度命令，并将此信息发送给组件控制器。在某些机型，区域

控制器与组件控制器集成为一部计算机。 

 

图 8-11 温度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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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平空气系统

由配平空气系统实现座舱的分区温度调节功能。 

每个区域有一个或多个电动配平空气活门，该活门控制热空气的流量。配平空气活门开

度的变化导致热空气流量变化，从而控制区域供气管道内的温度。 

配平空气流量的变化不仅会改变温度，还会改变配平供气管道内的压力，从而影响通过

其他配平空气活门的流量。为了减少这种影响，配平空气系统有一个压力调节活门。配平空

气压力调节活门在配平供气管道内维持一个稳定的压力，它还具有关断功能以隔离配平空气

系统。例如，当系统出现故障时，调压活门关闭以关断系统。当配平空气压力调节活门关闭

时，所有配平空气活门也关闭。 

组件活门负责系统流量调节和关断控制，当所有组件活门都关闭时，配平空气系统也停

止工作，此时座舱失去温度调节功能。 

图 8-12 配平空气系统 

8.2.2 主要部件位置 

空调组件位于机腹整流罩内。B737NG或A320机型的混合组件位于前货舱后壁板。空调

控制面板位于驾驶舱头顶板。在驾驶舱头顶板上也有相应的系统指示。组件和区域控制器

位于电子设备舱内。地面低压接头位于机身下部的一个盖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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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空调系统主要部件位置 

 

8.2.3 控制与监控 

 

机组通过空调控制面板控制空调系统。空调控制面板一般包含组件电门、区域温度选择

旋钮、空调流量控制电门和热空气控制电门。部分机型还安装有通风控制面板，用于控制通

风系统和再循环系统等。 

空调系统的供气管道、客舱以及组件出口的温度等参数可以通过面板上的指示器来监控。

当相应座舱区域温控系统出现故障时，相应的区域温度灯点亮，为机组提供警告。 

 
图 8-14 空调控制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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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制冷系统工作及部件 

 

飞机上可以使用三种冷却装置，包括： 

1）热交换器； 

2）蒸发循环机； 

3）空气循环机。 

 

图 8-15 冷却装置 

 

1.冷却原理 

航空蒸发循环制冷系统与地面制冷设备中的蒸发压缩式制冷循环工作原理一致，是利用

制冷剂的相态变化来带走空气中的热量，它可使系统中的空气温度在进入座舱前显著地降

低。早期蒸发循环制冷系统采用氟利昂作为制冷剂，后来人们发现氟利昂对环境破坏较大，

现在采用对臭氧没有破坏作用的四氟乙烷作为氟利昂的替代品。 

蒸发循环制冷系统的主要部件包括压缩机、冷凝器、制冷剂容器、热膨胀阀和蒸发器等，

压缩机是蒸发循环制冷系统的核心元件，其作用是将来自蒸发器的低压气态制冷剂增压，变

为高压气态，高压制冷剂经管道流入冷凝器，通过冷凝器向外散热液化成高压液体。高压液

态制冷剂流向热膨胀阀，经膨胀后，变为低压液态制冷剂，流入蒸发器。在蒸发器内，低压

液态制冷剂蒸发吸热，变为低压气体，将热空气降温为冷空气，供向座舱。 

这样，制冷剂在蒸发循环系统内往复循环，利用其相态的变化，不断从蒸发器吸收热量 ，

然后将热量输送到冷凝器散发出去。 

在螺旋桨飞机、没有安装 APU的飞机和其它老旧飞机上安装有蒸发循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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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热交换器和蒸发循环机 

空气循环机使用来自引气系统的空气。热的增压空气流入压气机，并通过压气机增加其

压力和温度。热交换器接收来自压气机的热空气，并与流过热交换器的环境空气进行热交换，

使来自压气机的空气温度降低，但保持其压力不变。空气通过热交换器后流入涡轮，热的高

压空气通过涡轮膨胀和冷却。涡轮和压气机安装在同一根轴上，因此空气循环机是由涡轮驱

动的。最后，冷空气被送入混合组件。空气循环机被应用在大多数喷气式飞机上。 

 

图 8-17 空气循环机 

 

2.冷却组件概述 

冷却组件的功能是将引气冷却到组件控制器给出的命令值。冷却组件主要包括: 

1）组件活门，它是整个组件的开关； 

2）臭氧转换器，安装在组件活门上游； 

3）热交换器，通常有两个单元，初级热交换器和主级热交换器； 

4）空气循环机，它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件； 

5）旁通活门，也叫做温度控制活门。 

冷却组件还包括一个冲压空气系统，该系统包括冲压空气管道、冲压空气进口和出口门。 

冷却组件传感器感应组件内的温度，确保对组件进行控制和监控。防冰活门用于组件防冰功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空调与增压 

366 

能，打开活门可以消除水分离器中的结冰情况。在水分离器的下游，安装一个组件单向活门，

防止空气反流进入组件。每个组件都由一个组件控制器进行控制。 

图 8-18 冷却组件部件 

3.空气循环机及旁通活门

空气循环机的主要部件是：压气机、涡轮和风扇。 

热空气首先从组件活门流向初级热交换器进行冷却。然后空气进入压气机进行压缩，以

增加空气的压力和温度。接着空气流向主级换热器，空气温度再次被降低，但压力保持不变。

随后空气进入涡轮膨胀，降低压力和温度。最后空气进入座舱。 

 为了调节组件的温度，在其内部安装有一个涡轮旁通活门。在一些机型中该活门也称为

温控活门。这个活门决定了进入涡轮的空气流量。流入涡轮的空气越多，涡轮转速越高，冷

却效果越好。 

在有些飞机上，有专门的涡轮旁通活门，其目的是当飞机飞行高度较高时，将一部分空

调气绕过涡轮，这样可以避免空调气过冷，也能更有效的对客舱增压。 

还有的飞机空调系统设置了压气机旁通单向活门，当空调系统接通时，压气机转速较低，

故其下游压力较低，此时部分气流就可以旁通压气机供向涡轮，从而让涡轮更快的带动整个

空气循环机，实现空调系统的快速启动。 

也有部分飞机，整个空气循环机可以被旁通活门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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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空气循环机及旁通活门 

 

4.冲压空气 

冷却组件内的温度可以通过旁通活门来调节。另外，调节流过热交换器的冲压空气 

流量可以影响热交换器的效率，从而影响冷却组件的温度。 

热交换器有一个冷却空气进口和一个冷却空气出口。冲压空气被当作冷却空气使用，进

气口被称为冲压空气进口，而出气口被称为冲压空气出口。 

 

图 8-20 冲压空气系统 

冲压空气通过管道引入，在其进口和出口都装有可以调节开度的门，其开度将会影响热

交换器的冷却效果，当门全开时，热交换器的冷却效果最好。 

组件出口温度由冲压进气门、冲压排气门和旁通活门的位置决定。 

冲压空气进口是 NACA 型进气道。冲压进气门的移动增加或减少了 NACA 工作区域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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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进而增加或减少了通过热交换器的冷却气流。冲压排气门也是可调的。 

冲压空气进口门和出口门由电作动器驱动。在作动器上通常集成有电位计和限位电门，

为组件控制器的控制和指示功能提供数据。 

当飞机静止在地面或低速飞行时，冲压效应较弱，此时组件内的风扇可以增加冷却空气

的流量，以保障热交换器的冷却效率。风扇通常与压气机和涡轮安装在一个轴上，当组件工

作时风扇就会运转。 

图 8-21 冲压进气/排气门 

8.2.5 座舱空气分配 

1.混合组件

来自空调组件的冷空气进入混合组件腔（也称增压室），然后分配到飞机的不同区域。

混合组件是一个大腔室，像是一个带有多个进气口和出气口的大管道。 

混合组件将来自空调组件的冷空气与来自客舱的再循环空气混合，并将混合空气通过主

供气管道输送到不同的飞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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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混合组件 

客舱区域需要供气。来自混合组件的空气沿着水平布置在机身上的主供气管道流动，然

后通过垂直布置在机身上的立管，最终通过相应舱内的出口进入座舱。驾驶舱通过单独的管

道供气。 

 

图 8-23 混合组件的位置 

2.客舱空气分配 

客舱空气分配管道（如图 8-24），空气首先进入位于客舱地板下两侧的主供气管道。从

主供气道出来后，位于窗户之间的立管将空气从行李架的上方和下方送出。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空调与增压 

370 
 

 

图 8-24 客舱空气分配 

另一种分配设计（如图 8-25），空气首先通过大的立管送入客舱顶部，然后通过主供气

管道进行分配。 

 

图 8-25 空气分配 

在一些飞机上，旅客有独立的供气系统。该系统也称为“加斯帕（gasper）”系统，位

于行李架下部。在这个系统中，可以通过调整空气出口来改变空气的流量和方向，空气来自

于正常座舱供气或单独的供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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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6 旅客独立出气口 

 

3.再循环系统 

除空调组件外，混合组件还接收一部分客舱排出的空气，这个系统称为再循环系统。该

系统对来自空调组件的气流提供补充，因此空调组件不需要每次都运行在高流量模式，从而

降低飞机的工作成本。 

当再循环系统工作时，气流流过混合组件和座舱，再循环风扇将座舱内排出的部分空气

从地板底部区域吸出，并使用空气过滤器进行清洁，之后将其返回到混合组件。 

 

图 8-27 某型飞机再循环系统 

典型的再循环系统主要部件包括：空气滤、电动再循环风扇以及防止空气反流到地板下

部区域的单向活门（如图 8-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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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8 再循环系统部件 

 

4.驾驶舱供气 

由于驾驶舱内人员负责整个飞行安全，必须确保他们工作在更好的环境条件下。驾驶舱

区域主要从空调组件获得新鲜空气。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确保驾驶舱只接收新鲜空气：一种

方法是在空气进入混合组件之前直接从空调组件中抽取空气；第二种方法是驾驶舱的空气来

自混合组件，但通过调整驾驶舱供气管道的位置，确保其只能得到新鲜空气。 

 
图 8-29 驾驶舱供气 

驾驶舱有许多窗户并且同蒙皮的接触面较大。在飞行中，驾驶舱会变得很冷，在地面上，

有时驾驶舱又会变得很热。因此驾驶舱内需要一个带有许多空气出口的空气分配系统以减少

这些影响。驾驶舱的空气由主供气管道分配，主供气管道被分成更小的立管。立管为多个不

同的出气口提供空气。在一些出口，机组可以调节气流的方向和流量，以尽可能地优化他们

的工作环境；其他一些出气口只能调节空气流量，例如窗户上方的空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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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0 驾驶舱供气出口 

对于部分驾驶舱出气口，可以使用单独的电加热器以提高舒适度。客舱的部分区域也安

装有电加热器，防止在飞行中这些区域温度过低，例如在登机门的地板上装电加热板，避免

巡航时门的封严条结冰。 

 

图 8-31 驾驶舱供气加热器 

 

5.冲压空气和地面供气 

在部分飞机上，安装有一个应急冲压空气进口。在飞行中，当所有空调组件失效时，它

能提供新鲜的外界空气到混合组件。当应急冲压空气进口打开时，通过一个单向活门将外界

新鲜的空气引入混合组件。在混合组件内，新鲜空气与再循环的客舱空气混合并分配到不同

的飞机区域。应急冲压空气进口有一个电作动筒，它使进口挡板伸入外界气流中。 

当飞机在地面时，可以通过地面接口从外部空调车向混合组件提供空调空气，以减少对

飞机空调组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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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2 应急冲压空气进口和地面供气 

 

8.2.6 座舱通风与加热 

 

在飞机上有几种不同类型的通风系统。厨房和厕所通风系统可以散热、除湿和移除污浊

的空气。货舱通风系统可在必要时完成换气功能，例如，货舱运送活物。除此之外，还有一

个独立的设备冷却系统。 

对于货舱通风，不同的货舱可分为四种不同的通风类型： 

1）无通风的货舱； 

2）没有加热的通风货舱； 

3）通风并加热的货舱； 

4）空调货舱。 

 
图 8-33 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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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通风的货舱 

无通风的货舱是密闭的，客舱内空气无法进入这种类型的货舱，于是这种货舱在飞行中

会非常冷，正因如此，这类货舱通常只能用于运输货物和行李，不能运送活的动物。 

 

图 8-34 无通风的货舱 

 

2.通风的货舱 

在货舱通风系统中，客舱空气通过排气格栅进入货舱。空气通过压差或风扇从货舱内抽

出，然后通过活门排出机外。 

在一些飞机上，前货舱还可以通过设备冷却系统排气进行通风。 

 

图 8-35 通风的货舱 

波音飞机的货舱通风系统中安装有两个电马达驱动的隔离活门（如图 8-36所示）。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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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活门是打开的，客舱空气可以通过货舱流向外流活门。如果货舱出现火警，必须关闭这

些活门以阻隔气流。为了增加空气流动，可以安装供气扇和排气扇。这种类型的通风系统应

用于大多数货舱。 

 

图 8-36 波音飞机上通风的货舱 

在空客飞机上的货舱通风系统（如图 8-37）。供气扇吸入客舱空气，然后空气通过进口

隔离活门和左侧壁上的空气进口进入货舱。货舱排气由排气扇和出口隔离活门吸出，通过后

壁板上的两个顶部出口排出。 

对于加热并通风的货舱，引入客舱配平空气加入到进口隔离活门之前的通风管路，对货

舱进行辅助加热。 

对于调温货舱，直接引入空调组件出口冷空气到进口隔离活门之前的通风管路，对货舱

提供冷空气进行温度调节。 

 
图 8-37 空客飞机上通风的货舱 

 

3.货舱通风控制 

为了控制货舱通风系统，驾驶舱里有一个货舱通风控制面板，位于头顶板。机组或维护

人员可以通过隔离活门电门控制货舱隔离活门和风扇，按入电门后，关闭灯熄灭，系统被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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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并且货舱通风控制器打开隔离活门。当控制器接收到来自两个隔离活门的全开信号时，风

扇开始工作。 

货舱通风控制器监控隔离活门的位置。如果隔离活门与电门位置不一致，控制器关闭两

个活门，并停止供气扇，点亮隔离活门按钮上的故障指示灯。货舱通风控制器也发送数据到

ECAM显示器，以便机组监控故障。 

 

图 8-38 货舱通风控制器 

 

4.厕所和厨房通风 

因为厕所和厨房内的空气含有异味，所以必须将其排出。本节以典型的厕所厨房通风系

统为例进行介绍，该系统包括有一个通风管道和排气扇。排气扇将空气从厕所和厨房中抽走，

并输送到外流活门区域。整机通电后，风扇开始运转，当客舱和机外的压差足够大时，风扇

自动停转。客舱内的空气通过厕所门上的格栅进入厕所，之后，空气通过天花板上的管道被

抽出。客舱分配系统中一个单独的管道为厕所提供少量新鲜的空调空气。厨房通风系统与之

类似。 

在部分飞机上，还安装有备用风扇，以防止正常风扇故障后导致客舱异味。 

 
图 8-39 厕所和厨房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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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设备冷却 

 

现代飞机使用许多计算机、电子显示系统和其他电子系统，且大多数设备位于驾驶舱和

电子设备舱内。这种集中式的电子和电气部件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因此，在飞机上需要

设备冷却系统，用于保持这些部件的温度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防止其损坏。 

典型的设备冷却系统是通过一个管道和若干小孔将空气吹向电子部件周围并贯穿电子

部件。可以使用客舱空气、来自组件的空调空气或从飞机外部来的空气冷却电子设备。电子

设备的热量被冷却空气直接输送到机外或地板下部区域，地板下区域的热气通过外流活门排

到机外，有的飞机还可将其用于前货舱辅助加热，提高经济性。 

综上所述，热空气可以直接排到机外、输送到地板下区域或用于加热前货舱。有的飞机

设备冷却系统还可以将冷却空气保持在一个封闭环路内，并由蒙皮热交换器冷却后重复使

用。 

设备冷却系统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也可通过驾驶舱控制面板上的电门人工控制。 

 

图 8-40 设备冷却系统 

 

1.系统部件 

通过电控活门，可以使设备冷却系统工作在不同的模式，这些活门负责系统的关断控制，

在部分飞机上，它们的开度也可以调节。 

在冷却系统中有两个风扇用来输送空气。即使一个风扇不工作，另一个风扇也能保证系

统正常运行。有的系统还安装有蒙皮热交换器，以提高冷却效率。蒙皮热交换器是一个位于

飞机蒙皮下的管道或管道系统，本质为空气-空气热交换器。当飞机在高空飞行时，热气通

过这个管道并由寒冷的蒙皮进行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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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 蒙皮热交换器 

在设备冷却系统中，安装有若干活门，以处理烟雾等异常情况。 

下图所示系统安装有一个超控活门，当它打开时，舱内和机外的压差迫使面板和设备附

近的冷却空气迅速排出机外。在部分飞机上，还有一个空调进口活门，可以提供空调气来冷

却设备。 

图 8-42 带空调进口活门的设备冷却系统 

2.自动操作

在地面时，根据环境温度的高低，设备冷却系统通常有两种自动工作模式。第一种被

称为机内排气模式，即排气进入地板下部区域或进入前货舱。第二种模式称为机外排气

模式，即排气到机外。

机外排气模式通常在地面使用，电子设备由飞机外部的空气冷却，两个风扇通过蒙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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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活门送入空气，之后，空气由抽气活门排出飞机，所有其他活门关闭。当外部温度很低时，

设备可能会被冰或湿气损坏，此时蒙皮进口活门关闭，舱内空气将会代替外界空气冷却设备。 

 

图 8-43 设备冷却-机外排气模式 

机内排气模式通常用于巡航、起飞和降落期间。在这种模式下，蒙皮进口和抽气活门关

闭，使用客舱空气完成设备冷却。空气流经电子设备，然后进入地板下区域或到前货舱。 

在自动操作模式下，设备冷却系统计算机接收所有必要的数据，以确保设备冷却系统以

最佳和最安全的方式运行。 

 

图 8-44 设备冷却-机内排气模式 

 

3.超控操作 

当设备冷却系统出现部件故障或探测到烟雾时，就需要超控操作。在这些异常情况下，

驾驶舱机组人员从控制器得到指示，人工操作冷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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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5 超控操作 

如果出现部件故障，例如一个风扇损坏，那么低流量探测器就会探测到冷却空气低流量

状态。探测器向设备冷却系统计算机发送信号，之后，驾驶舱机组人员在 ECAM 或 EICAS显

示器上获得一个告诫信息。某些型号的飞机上还会点亮故障指示灯。 

遇到进气系统故障后，可以按压供气超控电门，此时将关闭蒙皮空气进口和抽气活门，

同时供气扇停止工作。设备通风冷却气流将仅由排气扇驱动，依靠内部循环来散热和通风

（如图 8-46示例）。 

 
图 8-46 超控模式-故障情况 

如果烟雾探测器探测到烟雾，驾驶舱内发出烟雾警告，有的飞机还会点亮故障灯。当发

生这种情况时，为了安全起见，设备冷却系统必须设置为超控排烟模式，用以将带有烟雾的

空气排出机外。将头顶面板的供气和排气超控电门按压到超控模式。这种模式下供气风扇关

闭、排气风扇继续运转并打开抽气活门，有的飞机上还会打开空调进口活门便于更好的吹除

烟雾。其余活门关闭，避免烟雾进入其他区域。客舱压差及排气风扇使含有烟雾的空气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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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外。飞机在地面，当冷却空气太热或供气扇不能正常工作时，地面人员呼叫喇叭会向地

面人员发出警报。 

图 8-47 超控模式-烟雾情况 

4.液体冷却系统

在多电飞机中，很多部件需要较大的电力驱动，例如中央油箱增压泵马达，液压泵马达

等。电网电源无法满足它们的工作，所以一些部件就使用专用的变压整流组件产生所需要的

电力进行部件驱动，这些变压整流组件通常称为公共马达启动控制器（Common Motor Start 

Controller，CMSC）或自动变压整流组件（Auto Transformer Rectifier Unit，ATRU）,这

些组件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使用传统的气流冷却已无法满足要求，所以在这些多电飞机

上，就需使用效果更好的液体冷却系统。如图 8-48所示为新一代飞机使用的液体冷却系统。 

图 8-48 液体冷却 E/E 部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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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座舱增压 

 

为给飞机提供一个舒适的座舱环境，除了对座舱空气的温度、湿度、流量进行调节

外，还必须保证座舱空气的压力符合要求，这对于高空飞行的飞机尤为重要。 

从满足机上人员的生理需要来说，在任何飞行高度上，座舱压力如能始终保持相当于

海平面的大气压力则为最佳；从飞机结构来说，由于高空飞行时座舱内外的压差很大，座

舱结构必须十分牢固，因而会大大增加飞机的结构重量，此外，气密座舱一旦在空中损

坏，会形成爆炸减压而危及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必须兼顾这两方面的要求，合理选择

座舱压力随飞机飞行高度而变化的规律。 

 

8.3.1 压力控制系统工作及部件 

 

1.压力控制系统工作 

大气压力随着海拔的增加而降低。现代喷气式飞机在大约 9200～12000米（30 000～40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人类通常只可以承受 3 000 米（10 000英尺）高度以下的压力。

因此，飞机需要增压座舱来满足人在高空的正常活动。 

座舱压力通常用座舱压力高度或座舱高度来表示。民用飞机的航空法规将飞行过程中最

大的座舱高度限制在 2 400 米（8 000英尺）。这是可接受的环境条件和由于座舱增压而施

加在机身上的结构应力之间的折衷方案。 

大气压力通常以百帕斯卡为计量单位。但是通常情况下，习惯使用 psi 作为计量单位。

例如，座舱内的绝对压力和外界环境压力之间的压力差，称为压差或△p，以 psi 为单位，

压差是表征座舱增压产生结构应力的参数。 

 
图 8-49 飞行剖面座舱高度及压差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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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在地面且舱门打开时，环境压力和机舱压力是相同的。 

假定飞机在 20 分钟内爬升到 12 000 米（40 000 英尺），表明飞机的平均爬升速率为

600米/分钟（2 000 英尺/分钟），这也被称为垂直速度。与此同时，座舱高度只需爬升到 2 

400 米（8 000 英尺），表明座舱高度平均变化率为 120 米/分钟（400 英尺/分钟），这称为

座舱速率或座舱垂直速度。（如图 8-50 所示）座舱以 120 米（400 英尺/分钟）的正爬升速

度爬升，表示座舱内的压力同步降低。当座舱变化率为负时，代表座舱压力增加。 

 

图 8-50 座舱速率 

座舱压力在飞行中一直在变化，而人的耳朵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补偿内耳的压力，所以座

舱高度变化率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通常来说，正座舱速率不应超过 150 米/分钟（500 英

尺/分钟），负座舱速率不应超过 90米/分钟（300英尺/分钟）。 

 

图 8-51 座舱高度变化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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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力控制系统部件 

如图 8-52 所示，增压座舱从空调系统获得恒定的气流。座舱内的压力由一个或多个外

流活门通过调节排气量进行控制，大部分飞机的外流活门位于后部机身下方，也有部分飞机

在机身前部和后部各有一个外流活门。客舱内的空气还会通过余水孔和机外通风口离开座

舱，比如厕所通风口等。当进入座舱的空气量和离开座舱的空气量相同时，座舱压力和座舱

高度是稳定的。 

影响座舱压力的另一个参数是飞行高度，因为它决定了外流活门处的压差。为了保证座

舱高度不超过人体舒适的 2 400米（8 000英尺），飞机飞的越高，座舱内外的压差也就越

大。如果外流活门保持在同一开度，就会增加排出外流活门的空气流量。因此，要保持座舱

高度在同一水平，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必须驱动外流活门逐渐关小。 

在某些机型上，当只有一个组件工作时，即使完全关闭外流活门也不能保持舒适的座舱

高度，故需降低最大飞行高度。 

 

图 8-52 压力控制系统部件 

 

8.3.2 座舱增压安全装置 

 

民用航空法规要求增压系统必须具有保护功能。当系统出现故障或出现极端环境条件时，

它们必须防止损坏飞机并且避免对机上人员造成伤害。当座舱高度过高、压差过大或压差为

负时，保护功能必须启动。 

当座舱高度超过正常值时，根据不同的高度，将会产生三种效应： 

1）在到达 3 000 米（10 000英尺）（例如 2 900米（9550英尺））之前，一个驾驶舱警

告将提醒机组人员戴上氧气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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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4 300米（14 000英尺）时，客舱氧气面罩会自动释放； 

3）在 4 600米（15 000英尺）时，外流活门会自动关闭。 

 

图 8-53 座舱高度过高 

当压差增大时，飞机结构承担的应力也随之增大。为了防止结构损坏，飞机必须带有座

舱压力保护装置，包括正释压活门、负释压活门和压力均衡活门等。正释压活门可以安装在

后承压隔框区域，也可以位于后部机身。当压差超过最大允许值时（飞机类型不同，允许的

最大值也不同，但一般都在 58.6kPa（8.5psi）以上），活门克服弹簧打开。当压差低于这个

值后，活门可以再回到关闭状态。 

负压差意味着座舱内的压力低于环境压力，负释压活门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当环境

压力高于机舱压力时，活门打开。在某些没有单独负释压活门的飞机上，一般也会有安全活

门完成此功能。 

在飞机内部不同的增压区域之间也可能出现压差。例如在密封的货舱和地板之间，为了

防止壁板损坏，在这些舱内装有均衡活门。这些活门是弹簧加载的挡板活门，当出现一个小

的压差时，均衡活门将打开。当压力快速变化（例如出现爆炸减压）时，较小的均衡活门无

法完成均压功能，因此，整个面板被吹出它们的框架以均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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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4 压力均衡活门和压力均衡爆破板 

8.3.3 指示与警告 

 

在驾驶舱可以监控增压系统的相关参数，图示为某型飞机增压系统相关面板，可以显示

增压系统的压差、变化率和座舱高度数据，同时还显示了外流活门的状态。 

 

图 8-55 增压面板 

正常飞行时民航飞机的座舱高度一般都控制在 2 400米（8 000英尺）以下（部分机型

如波音 B787客机会把座舱高度控制在 1 900 米（6 000英尺）以下），如果出现增压系统故

障，座舱高度可能会意外升高，也就意味着座舱内压力下降，空气稀薄，此时需要机组尽快

予以处理。座舱高度警告系统可以在座舱高度大于 3 000米（10 000英尺）（有的机型为 2 

900米（9 550英尺））时给出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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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座舱增压检查 

 

飞机需要定期对机身的气密性做检查，另外在完成某些部件的更换后，比如风挡、门封

严等可能会对机身的气密性产生影响的部件，也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查。检查的方法一般有两

种： 

1.动压试验 

整个机身结构气密性检查一般采用此方式。将飞机所有舱门关闭后，使用 APU引气通过

空调组件将座舱压力增到一定值后，关闭空调并计算飞机座舱压力下降率，与手册标准进行

比对。这种方式下座舱压力会逐渐变化，所以称之为动压试验。 

2.静压试验 

更换完可能对气密性产生影响的部件后一般采用此方式进行试验。将飞机所有舱门关闭

并增压到某个压力值后，调节外流活门的状态让飞机座舱压力保持不变，然后对相关区域进

行检查，观察是否有漏气现象。这种方式下座舱压力会保持恒定，所以称之为静压试验。 

 

 

 

8.4 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维护介绍 

 

8.4.1. 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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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温度控制面板 提供温度控制系统的控制和指示功能。 

② 空调/引气控制面板 

提供空调制冷系统的控制和指示。 

空调/引气控制面板有以下部件： 

－冲压空气门全开灯 

－左/右组件电门 

－组件断开灯 

－跳开复位按钮 

③ 座舱压力控制面板 

控制增压系统。 

座舱压力控制面板有以下部件： 

－模式选择旋钮 

－带有显示的着陆高度选择器 

－带有显示的飞行高度选择器 

－人工模式肘节电门 

－后溢流活门位置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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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电子设备舱部件识别： 

 

图 8-57 

④ 座舱高度面板 

监控增压系统状态 

座舱高度面板上有以下部件： 

－座舱高度/压差表 

－座舱升降速度表 

－警告喇叭切断电门 

⑤ 设备冷却面板 提供设备冷却系统的控制和指示。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空调附件组件 
空调附件装置（ACAU）用于作为空调系统和飞机系

统之间的接口。 

② 座舱温度控制器 
座舱温度控制器（CTC）控制座舱区域的空调空气

的温度。 

③ 座舱压力控制器 
当增压系统处于自动模式或备用模式工作状态时，

座舱压力控制器控制座舱压力。 

④ 设备冷却排气风扇 将设备冷却系统中的热空气排出。 

⑤ 设备冷却空气滤 

在冷却空气流进设备冷却系统之前，设备冷却空气

滤对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过滤，防止电气和电子设

备受到污染。 

⑥ 设备冷却供气风扇 
将外界冷空气吸进设备冷却系统，冷却飞机驾驶舱

和电子设备舱的电子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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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空调舱部件识别： 

 

图 8-5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再循环风扇 

再循环风扇对客舱空气进行循环，将空气再次供

给到客舱中，以达到减少油耗，提高飞机经济性

的目的。 

② 空调分配总管 
分配总管将空调空气通过立管和顶部分配总管

输送到客舱。 

③ 热交换器 热交换器对进入空气循环机的引气进行散热。 

④ 集气/扩压组件 
集气/扩压附件使冲压空气流过热交换器并将冲

压空气排出。 

⑤ 空气循环机 
空气循环机通过空气在涡轮中膨胀来降低空气

温度。 

⑥ 水分离器 
在空调组件空气进入分配系统之前，水分离器收

集并去除空气中的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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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机身部件识别： 

 

图 8-59 

⑦ 
冲压空气进气组件控制

器 

飞机巡航时，当空气循环机的压气机出口温度高

于或低于 230℉（110℃）时，控制器不断地改变

冲压空气进气调节板的位置，当空气循环机的压

气机出口温度接近 230℉（110℃）时，控制器不

发出控制信号。 

⑧ 低温限制（35℉）控制器 

低温限制（35℉）控制器根据水分离器出口温度，

控制低温限制（35℉）活门，以防止水分离器结

冰。 

⑨ 流量控制与关断活门 流量控制和关断活门控制到空调组件的流量。 

⑩ 涡轮进气过热电门 监测空气循环机涡轮进口的过热情况。 

⑪ 压气机排气过热电门 监测空气循环机压气机出口的过热情况。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地面空调接头 
地面空调车通过地面空调接头给飞机空调系统输

送空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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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典型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常见维护 

1）飞机地面空调车连接操作程序：  

〖1〗警告与告诫 

警告：确保机身上有空调气的出气口。如果没有出气口，客舱将会增压，这会导致人

员受伤。 

告诫：飞机空调冷却组件和地面空调气源不能同时工作。如果同时使用地面空调气源，

飞机空调冷却组件无法控制空气温度，同时还会导致设备损坏。 

 

〖2〗维护准备工作 

 

 

 

 

 

 

 

 

 

 

 

 

 

 

 

② 冲压空气进口作动筒 
冲压空气进口作动筒移动冲压空气进口导流门和

冲压空气进口调节板。 

③ 冲压空气进口门组件 
冲压空气进口门组件控制进入冲压空气系统的外

界冷却空气流量。 

④ 冲压空气管道 

冲压空气进气管使冷却空气从冲压空气进口流入

热交换器。 

冲压空气排气管使气流从热交换器排出到机外。 

⑤ 正释压活门 
正向压力释压活门防止飞机内部超压损坏飞机结

构。 

⑥ 后外流活门 控制排出飞机机体的气流流量和流出速率。 

⑦ 负释压活门 

负压释压活门防止过大的负压差（飞机外部气压

大于飞机内部气压）损坏飞机结构，可防止飞机

快速下降期间结构损坏。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供电。 

②确认 P5-10 前头顶板上的左空调组件电

门和右空调组件电门置于 OFF位。 

③确认再循环风扇电门在 OFF位。 

④确认至少一个旅客登机门打开。 

⑤确认后外流活门打开。 

 

 

 

 

图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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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步骤 

 

 

 

 

 

 

 

 

 

 

 

 

 

 

 

 

 

 

 

 

 

 

 

 

 

 

 

 

 

2.飞机空调与增压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警告：确保机身上有空调气出气口。如果没有出气口，客舱将会增压，这会导致人

员受伤。 

②告诫：飞机空调冷却组件和地面空调气源不能同时工作。如果同时使用地面空调气

源，飞机空调冷却组件无法控制空气温度，同时还会导致设备损坏。 

③警告：后外流活门由马达作动。后外流活门在地面工作时，不要将手和工具插入活

门，否则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④告诫：确保断开飞机电源。设备通风系统不工作时，接通飞机电源会使电子电气设

备过热，这会导致设备损坏。 

 地面空调气源接通 

①接近地面空调接头。 

②确认地面空调接头里的单向活门可以自

由移动。 

③将地面空调气源管道连接到地面空调接

头。 

④启动地面空调气源，确认空调气压力不

超过 0.5psi，温度不超过 71℃。 

 

 

 

 
图 8-61 

 地面空调气源断开 

①关闭地面空调气源。 

②将地面空调气源管道从地面空调接头上

断开。 

③关闭地面空调接头接近面板。 

 

 

 

 

图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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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飞机氧气系统 

 

9.1 飞机氧气系统 

 

9.1.1 氧气系统的作用、类型及安全要求 

 

 

1．氧气系统的作用 

1）不同高度用于呼吸的空气参数变化 

现代飞机普遍飞行在高空中，这是飞机最经济的飞行方法。但是大气的基本组成（以体

积来计算）：78％的氮气、21％的氧气、1％的其他气体，在这些气体成分中氧气最为重要。

当飞机飞行高度不断增加时，海拔高度也随着增加，大气气压和密度则逐渐变小，空气中维

持生命必需的氧气量也随之下降。然而对于更适合在地表大气环境中生活的人类，必须确保

正常呼吸量保持不变。假如在 5000 米高度时进行正常呼吸，由于大气内可用的氧气量将比

在海平面的可用氧气量大约减少一半，在这个高度人类几乎很难活下去。如果是在 10000

米的高空正常呼吸，吸入的可用氧气将更少，几乎只有海平面的四分之一。现代飞机一般在

最大设计巡航高度 12000 米（约 39000 英尺）飞行，所以必须给客舱增压，否则任何人在飞

行时都得穿太空服。  

2）客舱失压对人体的影响 

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座舱增压系统始终维持座舱高度在无需使用供氧设备也能使机舱

内所有人员有一个较舒适的环境，客舱高度一般控制在不高于 2400 米（8000 英尺）。飞机

一旦在高空中出现释压，高度越高，对人体产生的负面影响越严重，甚至可能造成无法存活： 

① 在 3000 米的高空，可以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弥补氧气量的不足； 

② 在 4000 米的高空，会出现高原反应，比如感到疲惫和困倦； 

③ 在 4500 至 6000 米之间，会使人失去注意力及部分记忆并出现幻觉。持续一段时间

后，肌肉发麻并且意识模糊； 

④ 在超过特定临界点之后，人体将在极短时间内失去意识。 

海拔高度越高，人体出现上述状况所需时间越短。例如：当飞机在 12000 米高度飞行时，

座舱突然快速减压，人体出现上述不良状况反应的时间大约只需要 15 秒。 

3）飞机氧气系统的作用 

为了确保机组成员和旅客的生命安全，当飞机座舱增压系统在空中飞行中失效时，飞行

员会选择快速下降至安全高度以弥补氧气量的供应，在这期间则由飞机氧气系统提供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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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以防止人员失能。飞机氧气系统还可以在其他紧急情况、医疗急救或有特殊运行及需求

时按需提供氧气。 

2．氧气系统的类型 

飞机氧气系统包含机组氧气系统、旅客氧气系统和手提便携式氧气系统，这三部分在大

多数飞机上都是各自独立的系统。机组氧气系统采用高压氧气瓶单独为驾驶舱区域提供氧

气，并确保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可以按需随时使用氧气。旅客氧气系统采用化学氧气发生器制

氧或高压氧气瓶供氧，在客舱、厕所、乘务员工作区和机组休息区（如有）都安装有氧气面

罩，当出现飞机释压、氧气面罩自动脱落或人工超控放下后，该系统向客舱的乘务人员和旅

客提供氧气。但有些大型客机也采用高压氧气瓶调压后由分配管路同时为飞行机组和旅客供

氧。便携式手提氧气瓶分布于整个飞机的不同地方，由乘务员向有需要的人员提供氧气。 

3．氧气系统的安全要求 

日常生活中气态纯氧的种类很多，但在飞机上适用的纯氧只有一种，即“航空呼吸用

氧”。“航空呼吸用氧”是一种非常干燥、几乎没有水分、纯度至少为 99.5％的特殊氧气。

医用氧气也是一种纯氧，但由于该类型的氧气通常含有水分会在高空低温状态下结冰并阻塞

氧气系统的管路，因此不能在飞机上使用。工业氧气通常存在杂质且容易被污染，所以禁止

用于呼吸。 

  
航空氧气瓶 医用氧气瓶 工业氧气瓶 

图 9-1 氧气的类别及特征 

1）氧气是一种危险气体，本身无色、无味、不可燃烧，但是它会助燃，而且随着浓度

的增加助燃效果会更加剧烈，如果发生氧气火灾很难扑灭。在对氧气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和勤

务过程中，维护人员必须严格遵循安全规章。任何带有侥幸心理的违规操作都有可能造成飞

机和机载设备的损坏导致财产的损失，甚至人员伤亡等非常严重的后果。 

2）维护氧气系统时要时刻牢记，在打开氧气瓶上的人工关断活门时，速度要非常缓慢。

否则，快速释放出来的氧气沿着空的氧气管道快速流动时，遇到关闭的阀门会导致局部压力

增加，压力能会迅速转化为热能，如果压力持续增加，将会产生更多的热量。导致爆炸等严

重后果。在关闭氧气瓶关断活门时用手拧紧即可，牢记不要大力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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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事氧气系统工作时要先洗手，确认氧气系统工作区域内没有易燃物（如燃油、滑

油、液压油、润滑脂等碳水化合物），确保工作人员的衣服、鞋、帽以及设备工具均无油脂。

滑油、润滑脂和其他碳氢化合物是可燃物。当高纯度的氧气与滑油和润滑脂等碳水化合物相

互接触时将引起爆炸，最终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4）在维护氧气系统时应禁止使用清洁液和防冰液等易燃易爆材料，严禁通断地面电源，

停止燃油和液压系统的加油和维修工作，停止周围机加工作业，禁止开启产生电磁波的设备。 

 

图 9-2 氧气的安全操作规程 

 

9.1.2 机组氧气系统 

 

1．机组氧气概述 

飞行机组氧气系统只向驾驶舱内的机组人员提供氧气，并且保证驾驶舱机组人员根据需

要可随时使用氧气。机组氧气系统包括一个或者多个高压氧气瓶，气瓶通常储存在驾驶舱地

板下方、电子设备舱或者货舱。每个瓶体上都有一个氧气压力调节器，调节器将高压氧气调

压后输送给分配总管，再通过面罩本体上的稀释供氧调节器为机组供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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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机组氧气系统 

2．机组氧气系统的组成 

机组氧气系统主要由高压氧气瓶、人工关断活门、压力调节器、压力直读表、低压供氧

活门、分配总管、稀释供氧调节器、面罩以及用于瓶内超压安全释放的高压易碎片和机外释

放指示器等组成。有些飞机还加装了充氧面板组件。 

 
图 9-4 机组氧气系统简图 

3．机组氧气瓶 

航空高压氧气瓶为具有不同规格的深绿色瓶体，使用合金钢或复合纤维材料缠绕铝合金

内胆制造技术制成。供飞行机组使用的高压氧气瓶一般安装在电子设备舱或货舱特定的架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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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氧气瓶组件由下列部件组成： 

① 人工关断活门 

② 压力直读表 

③ 超压安全释放装置和排放管（通往机身蒙皮处） 

 

图 9-5 机组氧气瓶组件 

通常每个气瓶在常温 21 摄氏度下储存的氧气压力高达 12.8 MPa（1850 PSI），容量最

大 3200 升。每个机组氧气瓶都有人工关断活门和压力直读表。人工关断活门用于缓慢开启

或关闭氧气瓶，氧气瓶上的压力直读表指示气瓶内的实际氧气压力。 

4．机组氧气超压释放 

为了防止氧气瓶超压爆炸，瓶体的安全释压装置会在压力超过门槛值后打开，通过连接

到飞机外部蒙皮的释压排放管将氧气排到机外。安全释压装置主要是由一个安全易碎释压盘

来实现，在温度或压力过高并超过门槛值时安全易碎释压盘将破裂。这种情况一般在瓶内压

力大约 18 MPa（2600PSI）时发生，以防止造成氧气部件和飞机严重损伤。当瓶体的安全释

压装置被打开时，飞机蒙皮表面的绿色释放指示器也将被吹掉。 

对于有选装多个氧气瓶的氧气系统，每个氧气瓶都连接在同一排放管道上。如果绿色释

放指示器被吹掉，必须读取每个瓶子的压力表，以确定是哪一个气瓶发生了超压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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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机组氧气超压安全释放装置 

5．机组氧气分配 

1）机组氧气通过总管送到驾驶舱。整个氧气供气系统的氧气压力由供氧活门和压力调

节器来调节并保持恒压。为了减少高压管道的长度，压力调节器通常装在氧气瓶附近。 

 
图 9-7 氧气分配 

2）机组使用氧气时的减压和调压可以通过一步来完成。比如在有些空客飞机上，机组

氧气系统减压调节器通常直接安装在氧气瓶上。 

 

图 9-8A 压力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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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组使用氧气时的减压和调压也可以通过两步来完成。比如有些波音飞机机组氧气

系统，首先由安装在每个瓶子上的减压器将压力降低到一个中间水平，然后由压力调节器将

压力在进一步调节到可用的压力。 

 
图 9-8B 减压器和压力调节器 

4）通常情况下，波音飞机的机组氧气系统的激活无需额外操作，而空客飞机则必须操

作控制整个机组氧气系统的供氧电门才能打开供氧活门将氧气输送到驾驶舱。如下图所示构

型的机组供氧活门由驾驶舱氧气控制面板的机组供氧电门控制。 

 
图 9-9 电磁线圈控制的供氧活门 

6．机组氧气指示系统 

1）每个氧气瓶上各有一个机械式压力直读表用于实时指示瓶体氧气压力，氧气瓶出口

压力传感器将感受的管道压力发送给驾驶舱。此外，部分机型在充氧面板附近还会有一个压

力表，用于显示气瓶压力传感器提供的氧气压力。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飞机氧气系统 

402 

 

图 9-10A 机组氧气瓶压力指示（单一气瓶） 

2）如果装有多个氧气瓶，每个气瓶的压力可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氧气瓶的压

力信号通过电压平均组件转换为平均值，驾驶舱的机组氧气压力指示数据来源于压力传感器

或电压平均组件所收集的平均压力信息。现在大多数飞机的氧气压力值在 EICAS 状态页或

ECAM 门/氧气页上显示，正常情况下指示为绿色，低压时变为琥珀色。 

 

图 9-10B 机组氧气瓶压力指示（多个气瓶） 

7．机组氧气面罩 

1）机组氧气面罩本身就是一个全脸快戴式面罩。机组人员可在 5 秒内单手将面罩罩在

头部，面罩可以覆盖口鼻和眼睛，即使佩戴眼镜也不会影响面罩的使用。面罩由下列部件组

成： 

① 系紧-供气气管 

② 面罩 

③ 稀释供氧调节器 

④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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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全脸快戴式面罩及存储盒 

当机组人员需要使用氧气面罩时，拇指和食指同时压住面罩的红色释放手柄，将其从存

放盒中取出。在氧气压力的作用下，面罩系紧气管充气膨胀方便机组人员佩戴。用于面罩头

带流量指示的“黄十字”在其充气时会瞬时显示。将氧气面罩充气并戴在头上，调整合适的

头部及面部位置后松开手柄。 

当松开红色释放手柄后，系紧气管立即卸压，面罩紧紧地套在机组人员的头部。 

2）稀释供氧调节器工作模式： 

稀释供氧调节器有三种工作模式：正常供氧、100% 纯氧供氧、应急供氧。 

① 正常供氧工作模式：调节器在正常位时，使用者可在一定的客舱的高度（不同机型

略有差异）以下呼吸面罩氧气与驾驶舱空气的混合气体，超过了这一客舱高度，调节器就提

供 100%纯氧。 

② 100% 纯氧供氧工作模式：调节器选择在 100% 位，使用者可在所有的客舱高度范

围内呼吸到纯氧气。 

③ 应急供氧工作模式：人工将应急供氧按钮到应急位（部分构型还需设置调节器至

100%位等），这种情况下可以持续正压力提供纯氧，因此在该模式下机组呼气会感到有点不

适应。旋转测试和应急过压旋钮时面罩瞬间过压供氧，过压供氧的气流声音也可用于测试面

罩麦克风。 

④ 当飞机高高度飞行，或驾驶舱出现烟雾及其他有害气体时，需要使用过压供氧模式

给机组人员供氧。 

⑤ 存放盒内装有快速脱开装置的话筒缆线，以便与相应的面罩话筒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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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稀释需求调节器 

 

9.1.3 旅客氧气系统 

1．旅客氧气概述 

1）旅客氧气系统向客舱旅客座椅、厨房、乘务员座位、顶部机组休息区和洗手间供氧，

但只能在座舱增压失效、氧气面罩自动脱落或人工超控时，旅客氧气才被允许使用。飞机在

正常巡航高度时，座舱高度基本保持在 2440 米（8000 英尺），部分飞机如 B787、A350 等

座舱高度保持在 1830米（6000英尺）。假设客舱突然释压，人体通过正常呼吸是无法完全

弥补在 4300 米（14000 英尺）以上高空的氧气损失,所以当客舱高度超过 4300 米（14000

英尺）时，旅客氧气系统将被激活使氧气面罩自动放出，用于旅客吸氧。正常速率的客舱释

压无需额外供氧。 

 

图 9-13 客舱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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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大多数飞机上，旅客氧气系统的激活启用方式是相同的，但供氧方式可能不同。

旅客氧气系统的供氧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化学氧气发生器供氧；另一种是与机组氧

气系统类似的高压氧气瓶供氧。旅客氧气面罩安装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方的旅客服务组件

(Passenger Service Unit，PSU)内。当旅客氧气系统被激活时，氧气面罩就会从头顶的氧

气存储盖板上掉落下来，供旅客使用。如旅客氧气系统已自动启动但部分旅客服务组件面罩

存储盖板并未打开时，可人工作动驾驶舱释放电门使面罩掉出。 

 
图 9-14A 旅客氧气-系统简图 

3）对于民航客机，在紧急情况时必须确保客舱内每个人都有氧气面罩可用。这就意味

着在每个旅客座位、所有的洗手间内、厨房区域、以及每个乘务员工作站都会有氧气面罩。

由于可能会存在成人携带儿童一同乘机，因此部分旅客座位上方的氧气面罩数量要比座位数

量多一个。存放在服务组件里的氧气面罩如果被放出后，由其拉绳悬吊着。当拉下面罩戴在

脸上时，面罩拉绳会带动释放绳，使服务组件开始供氧（化学式系统则开始制氧反应）。 

 
图 9-14B 旅客氧气-旅客服务组件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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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氧气系统 

在化学供氧系统中，氧气存储组件通常称为应急氧储存盒，储存盒的盖板由电控打开。

每个盖板都有自己的控制电磁锁。当飞机座舱高度上升到 4300 米（14000 英尺）（不同飞

机的压差电门设置值会不同）时自动通电解锁，或者在接通驾驶舱氧气系统控制面板上的旅

客供氧电门时也会通电解锁，使盖板打开并放下氧气面罩。每个应急氧气储存盒内都装有氧

气面罩和化学氧气发生器。当应急氧储存盒盖板打开、面罩脱落后，还需要旅客用力拉动面

罩上的释放绳，激发化学氧气发生器，使其产生化学反应并生成氧气，供给面罩使用。 

化学氧气系统在驾驶舱一般没有压力指示。每个氧气发生器上的热敏指示器正常颜色为

橙黄色，用来指示其处于正常状态和检查氧气发生器是否已启用。一旦化学氧气发生器开始

工作，由于所产生的热量使橙黄色变为黑色，则表明整个组件需要完成更换工作。 

 
图 9-14C 旅客氧气-化学式氧气组件  

3．气体式氧气系统 

在所有旅客气体式氧气系统中，氧气源储存在高压氧气瓶中，与机组氧气系统相类似。

每个旅客上方的氧气存储组件依然被称为旅客服务组件 PSU 面板，氧气面罩盖板的打开与放

下控制原理跟上文中化学式氧气系统类似。对于部分飞机的氧气面罩盖板还可以被氧气压力

作动，这种构型的面罩盖板作动压力和面罩的氧气压力来自同一氧气接头。 

 

图 9-15 气体式氧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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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体式系统通过使用流量控制组件将高压氧气降低到一个可用的水平。该系统通常

安装一个或多个流量控制组件。以安装三个流量控制组件的氧气系统为例，这些控制组件主

要有 4 个用途： 

①提供关断功能，如果系统不工作，就会切断氧气。 

②可以激活系统，自动激活的信号来自于集成在流量控制组件中的压力电门。 

③在系统激活时，产生氧气压力打开 PSU 盖板。 

④将氧气压力降低、调节至适合呼吸的水平。 

 

图 9-16 流量控制组件 

2）客舱内的氧气分配环管将每个 PSU 与流量控制组件连接起来。环管还将输送来自于

流量控制组件启动的氧气，气动打开 PSU 盖板。这点与之前的氧气系统不同，不过大多数飞

机氧气系统的 PSU 盖板依然是由电磁线圈控制打开的。 

 

图 9-17 流量控制组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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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系统被激活时，从流量控制组件流出的高压氧气推动气膜，将活塞向下推动。带

有挂钩的锁板向左移动使 PSU 盖板解锁打开，氧气面罩掉下。PSU 盖板打开后，流量控制组

件将氧气流量调节到可用的水平。 

 
图 9-18 系统激活开门 

4）在氧气面罩刚掉落时，面罩内并没有供氧，直到至少一位旅客用力拉动面罩拉绳，

拖动与之连接的释放钢索，使安全销拔出后，流量控制组件才开始为氧气面罩提供氧气。 

5）当用力推动面罩上方的任一关断活门手柄到 UP 时(关断活门关闭)可关闭相应面罩的

供氧。 

 
图 9-19 供气至氧气面罩 

6）当客舱发生紧急释压时，机上所有旅客和乘务员都必须迅速获得氧气。在一些大型

飞机上，座位离氧气瓶很远的旅客获取氧气的时间会出现延迟。因此，在环管管道上安装一

个或多个放气释压活门。当管道里的气压达到一定值时，放气释压活门会被推开几秒钟，排

出管道里原有的气体或积聚的气体，确保在旅客使用时供氧管道内氧气的清洁。在分配管路

上还有另一个活门（通风活门）。这种活门可以防止由于意外造成管路局部压力积聚，如果

流量控制组件出现轻微的泄漏，通风活门还可以防止面罩意外打开。大多数构型的通风活门

在正常情况下处于关闭位，当氧气系统被激活时该活门打开 15 到 25 秒之后再关闭，放掉管

道中的空气，确保供给氧气面罩的是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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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 放气释压活门与自动通风活门 

7）旅客气体式的氧气系统装有多个高压氧气瓶，每个氧气瓶的关断活门各自独立控制。

电压平均组件接收来自每个瓶体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息，并将平均压力信息发送到驾驶舱氧

气控制面板上显示。并联的两个流量控制组件(Flow Control Unit，FCU)控制到旅客氧气管

路的氧气流速，也可确保在一个独立装置失效时依然有氧气流动。FCU由高度压力电门自动

控制，将驾驶氧气面板的 PASS OXY电门放到 ON位可人工控制 FCU打开。重置电磁线圈可在

客舱高度低于安全限度时设定 FCU到关闭位置，也可将氧气面板上的 PASS电门放置到 RESET

位置以重置 FCU。两个 FCU都有高度补偿机构，如果客舱高度增加可相应增加氧气气压和气

流。每个服务组件内的气态氧气总管设置有关断活门，其手柄通常位置是向下(关断活门打

开)。当需要关断时可将手柄向上扳起使关断活门保持关闭切断供向面罩的氧气气流。 

 

图 9-21A 旅客氧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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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目前飞机旅客氧气系统还有一种构型，由储存在旅客服务面板、乘务员工作站和厕

所特定位置的 21 MPa（3000 PSI）铝制高压氧气瓶供氧。氧气瓶有小、中、大 3 种尺寸，

每个氧气瓶可以给 1 至 6 名旅客提供氧气，选用哪种尺寸的氧气瓶取决于该区域需要用氧

的旅客数量。每个旅客服务组件内的氧气面罩可供该区域内旅客使用；旅客服务组件旁边的

绿色 LED 灯亮时指示氧气供向氧气面罩；氧气瓶由易碎密封片密封，易碎密封片还能起到超

压保护功能。当用力拉动掉落的氧气面罩，面罩此时并没有立即被供氧，直到至少一位旅客

戴上面罩并呼吸时，激发装置击穿易碎密封片的密封，氧气瓶的氧气才开始流动。压力调节

器将 21 MPa（3000 PSI） 减少到 110.3 kpa（16 PSI），然后供到低压总管。氧气控制器

再根据呼吸传感器控制低压总管下游的控制活门，让氧气供向氧气面罩。氧气瓶只能单次使

用，一旦使用后必须更换。 

 

图 9-21B 旅客氧气系统 

 

9.1.4 便携式氧气系统 

 

1．便携式氧气概述  

现代飞机上除了机组氧气系统和旅客氧气系统外，还有另一种氧气系统——手提便携式

氧气系统。便携式氧气设备通常储存在驾驶舱和客舱出口附近，提供独立于固定系统的便携

氧气，用于紧急情况、急救和一些有特殊要求的人员。此外，呼吸保护设备（Protective 

Breathing Equipment，PBE）除了能提供氧气以外，还能为使用者的眼睛提供保护。当客舱

出现烟雾或有害气体时，使用者戴上 PBE 便可以安全地进出烟雾区域进行相关急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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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飞机便携式氧气系统的布局 

2．便携式氧气瓶  

便携式氧气瓶也叫手提氧气瓶，存放在客舱的不同位置，氧气瓶配有可随意使用的面罩

用于急救救护或作为便携式设备携带。氧气瓶包括气瓶本体和头部设备。氧气瓶的容量通常

为约 310 公升 (11 立方英尺)，最大灌充压力为 12.41 MPa（1800 PSI）。下列是气瓶头部

设备的基本组成： 

①人工关断活门，用于控制氧气流量。 

②气瓶压力直读表。 

③高压易碎片（如果温度升高导致压力增加，高压易碎片裂开，氧气通过释放管道释压）。 

④压力调节器，将高压氧气的压力调节降低到一个合适呼吸使用的水平。 

⑤安全释压活门，当压力调节器调压失效时提供保护。 

⑥充氧活门，可以对氧气瓶灌充氧气。 

 
图 9-23 便携式氧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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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式呼吸设备（Protective Breathing Equipment，PBE） 

保护式呼吸设备 PBE 类似于防烟面罩，真空包装的 PBE 存放于驾驶舱和客舱专用储存盒

内，储存盒上有可用性指示器来显示 PBE 的可用状态。PBE 由面罩本身、内口罩和氧气发生

器组成。存储盒上的指示器对湿度敏感，如有发现指示器的颜色发生改变时，必须拆下该

PBE 送修并更换新件。如果出现烟雾、火焰和有毒气体，可以使用保护式呼吸设备（PBE）

提供约 15 至 20 多分钟的氧气（具体参见储存盒上 PBE 制造商的使用指南标牌），其主要

用途是： 

① 保护使用者的眼睛和呼吸系统  

② 防止缺氧（直到客舱高度 7620 米/25000 英尺） 

③ 可以让使用者通过发音薄膜进行通话 

 

图 9-24 保护式呼吸设备（PBE） 

4．便携式氧气瓶面罩 

便携式氧气瓶有两种面罩：一种是全脸防烟面罩，这种面罩有一个需求调节器确保使用

者呼吸时只吸入氧气，防止吸入烟雾或有毒气体。但由于全脸防烟面罩在应急时不方便使用。

另一种面罩是连续流量氧气面罩，主要用于急救。氧气瓶头部组件装有面罩的接头，如需使

用时，在连接好面罩与瓶的接头后打开氧气瓶关断活门就可使得氧气瓶向面罩供气。 

 
图 9-25 全脸防烟面罩和连续流氧气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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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构型 

目前B787飞机的手提便携式氧气系统使用间断供氧系统。控制电源由3节 AA (1.5V DC)

电池供电，电磁线圈活门控制从调节器到面罩的氧气流量，氧气控制器根据呼吸传感器控制

电磁线圈活门。人工打开手提氧气瓶关断活门后，只有当使用者吸气时才能让电磁线圈活门

打开，氧气开始流向面罩；如果停止吸气，间隔一定时间后活门会自动关闭，下一次吸气时

活门再打开供氧，直到手提氧气瓶的氧气用完。 

 
图 9-26 手提便携式氧气系统 

 

9.2 典型飞机氧气系统维护介绍 

 

9.2.1 典型飞机氧气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机组氧气系统部件识别 

 

图 9-27 

氧气面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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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机组氧气瓶 飞行机组氧气瓶给飞行机组提供氧气。 

② 机组瓶压指示 氧气面板显示机组氧气瓶的压力。 

③ 氧气面罩储存箱 存储机组氧气面罩。 

④ 机组氧气面罩 飞行机组氧气面罩给每个机组成员提供独立调节的氧气源。 

 

2．飞机旅客氧气系统部件识别 

 

图 9-2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氧气发生器 旅客氧气系统使用化学发生器制造氧气。来自发生器的氧气流经供氧

软管供给旅客氧气面罩。 

② 旅客氧气控制电门 在氧气系统控制面板上可由机组人工激活旅客氧气的保护电门。 

③ 压力电门 由压力电门操纵自动放下（座舱高度大于 4300 米或 14000 英尺）。 

④ 旅客氧气面罩 旅客氧气面罩给旅客和客舱乘务员提供应急用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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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机应急氧气系统部件识别 

 

图 9-2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防烟面罩（PBE） 在驾驶舱或客舱烟雾情况下，为机组人员提供应急用氧以便机

组人员指挥旅客快速撤离。 

② 便携式氧气瓶 为生病旅客或其他特殊需要的人员提供应急用氧。 

 

9.2.2 典型飞机氧气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氧气系统常见维护 

1）机组氧气面罩操作检查： 

〖1〗 警告与告诫 

① 进行氧气系统部件的拆装时使用不带油污的工具，禁止油液、油脂、污垢或其他易

燃材料接触氧气系统部件。否则暴露在富氧环境可能会引起火灾或爆炸，造成人员

伤害和设备损坏； 

② 手动打开和关闭气瓶关断活门（最大 25 IN-LB），如果将氧气瓶上的阀门拧紧到

25 IN-LB 以上，会损坏关断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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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护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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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步骤 

 

 

2）客舱氧气面罩操作检查： 

〖1〗警告与告诫 

① 进行氧气系统部件的拆装时使用不带油污的工具，禁止油液、油脂、污垢或其他易

燃材料接触氧气系统部件，否则暴露在富氧环境可能会引起火灾或爆炸，造成人员

伤害和设备损坏。 

② 旅客氧气发生器工作时会产生高温，接触时小心，否则会被烫伤。维修时不要拉旅

客氧气发生器瓶拉绳，否则氧气发生器会工作产生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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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护准备 

 

〖3〗维护步骤 

 

2．飞机氧气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飞机氧气系统维护的安全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① 拆装氧气系统部件用干净、无油污的工具。 

② 使用安全销，防止误操作使氧气发生器工作；防止被旅客氧气瓶高温烫伤。 

③ 高压气瓶需慢开慢关。 

④ 遵守手册其它一些相关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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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设备与装饰 

 

10.1 主要设备概述 

 
飞机上的设备和设施主要位于飞机的驾驶舱、客舱以及货舱。机舱设备和设施可以为

机组和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并且用于装卸和存放货物，以及在紧急情况下

保证乘务员和机组的安全。（如图10-1所示） 

 

图10-1  设备设施主要位置 

1－驾驶舱； 2－客舱； 3－货舱； 

 

10.1.1 驾驶舱座椅及主要设备 

 

驾驶舱设备设施的设计需要重点考虑机组人员操控飞机时的安全性、便捷性以及舒适

性等特点。A320飞机驾驶舱座椅的基本构型是：一个正驾驶座椅、一个副驾驶座椅和一个

第三乘员座椅。部分机型还可以选装可折叠的第四乘员座椅。（如图1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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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驾驶员座椅 

正驾驶和副驾驶座椅安装固定在驾驶舱地板之上，两个座椅采用镜像对称设计，可通

过相同的电动或手动方式进行垂直、水平、俯仰等调节。另外，为了进一步提高舒适性，

还可对驾驶员腰垫的前、后、上、下方向，以及内外扶手角度进行手动调节。座椅上一般

采用高强度的五点式安全带，以确保机组人员承受得住飞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过载。座椅

后背上有一个控制手柄，可用于锁定安全带伸缩装置。（如图10-3所示） 

 

图10-2  驾驶舱座椅位置 

1－正驾座椅； 2－副驾座椅； 3－第三观察员座椅；4－第四观察员座椅 

 

图10-3  正副驾驶座椅 

1－正驾座椅； 2－副驾座椅； 3－座椅轨道；4－止动销；5－水平控制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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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员座椅 

观察员座椅通常采用可收纳式设计，可以向上折叠以及水平移动。从收藏位打开座椅

时，需要按压座椅解锁手柄。若要检查头枕后部跳开关面板，首先要解锁头枕，并将其向

下折叠。座椅下部存放有救生衣。（如图10-4所示） 

 

图10-4  观察员座椅 

1－头枕解锁； 2－背垫； 3－救生衣储存盒；4－头枕； 

5－肩带；6－安全带锁定手柄；7－座椅锁定手柄；8－安全带；  

 

10.1.2 客舱主要设备与装饰 

 

客舱设备设施主要分部在公共区域和座位区域。 公共区域设备设施包括客舱乘务员座

椅、厨房、卫生间以及一些辅助设备。座位区域设备设施主要包括头等舱旅客座椅、经济舱

旅客座椅、头顶行李箱、旅客服务信息组件。现代飞机客舱布局可以根据航空公司需要选用

不同构型。国内航空公司选用最多的三种构型：一种构型客舱前部为头等舱，客舱后部为经

济舱（如图10-5所示）；另一种构型全部为经济舱构型（如图10-6所示）；另外国际航线宽

体客机，一般采用三舱布局构型，包括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 

 

图10-5  两舱构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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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全经济舱构型示意图 

1.乘务员座椅 

乘务员座椅包括：铝制结构、坐垫、背垫、头枕、储物盒和安全带。当不使用乘务员

座椅时，弹簧可将其收起。座椅坐垫可以被拆卸下作为漂浮设备使用。座椅下方的储存盒

里有救生衣和应急手电筒。（如图10-7所示） 

 

图10-7  乘务员座椅 

2.厨房  

飞机上的厨房用于为机组和旅客提供食物和饮料。根据飞机所选构型的差异，厨房的

位置和数量也不相同。厨房通常装有烤箱、热水器、咖啡机、冰柜、储物柜、餐车和垃圾

桶等。（如图10-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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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厨房 

3.卫生间 

不同的机型因载客量不一样，卫生间数量设置也不一样。厕所内通常设有马桶、洗手

池、镜子、烟雾探测器、垃圾桶、自动灭火瓶、氧气面罩等。（如图10-9所示） 

 

图10-9  卫生间 

4.旅客座椅 

旅客座椅安装在客舱地板结构的座椅轨道上。旅客座椅主要包括：座椅结构架、坐垫、

靠垫、头枕、扶手、安全带、折叠小桌板、书报夹和救生衣存放袋。每个座椅下方有一个救

生衣，储存在救生衣存放袋里。座椅下方安装有行李挡杆，当座椅下方存放行李时，挡杆可

防止行李向前滑动。座椅扶手处有座椅调节按钮，用于调节座椅靠背角度。（如图10-10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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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0  旅客座椅 

5 头顶行李箱 

头顶行李箱为蜂窝复合结构，位于旅客座椅上方，由松紧螺套将箱子固定在飞机结构

上。不同位置的头顶行李箱的长度和宽度不同。每个头顶行李箱有一个向上或向下开启的

门。要打开此门，按压锁手柄。每个铰链组件上有一个机械作动器协助门操作，并将门保

持在打开位。（如图10-11所示） 

 

图10-11  头顶行李箱 

6.旅客服务组件 

每排座椅上方都有对应的旅客服务组件，当客舱布局调整时，必须同时调整旅客服务

组件与座椅位置相对应。每个旅客服务组件包含阅读灯、服务呼叫面板、空调出风口、安

全带指示、旅客氧气面罩和氧气发生器。（如图10-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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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2  旅客服务组件位置 

1－旅客服务组件（PSU）； 2－顶部装饰板； 3－行李架； 

4－遮光板；5－上部装饰板；6－下部装饰板；  

 

10.1.3 货舱主要设备与设施 

 

现代飞机货舱一般位于客舱地板下方，通常分为: 前货舱、后货舱和散货舱。前后货

舱可以装载标准集装箱和货盘打包货物。散装货舱一般装载旅客行李箱以及小件打包货物

（如图10-13所示）。部分机型还可以在前后货舱选装半自动货舱装载系统，地面勤务人员

可通过货舱门旁的控制面板进行操作（如图10-14所示）。除此以外，货舱还有固定散装货

物的货网、绳索和固定点等设备。 

 

图 10-13  货舱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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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4  半自动货舱装载系统 

1－传输部件； 2－控制面板； 

 

10.2 应急设备 

 

当飞机发生紧急情况时，应急设备可为机组人员和乘客提供有效的救助和自救，保障

人员安全。应急设备分布在驾驶舱和客舱的不同位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驾驶舱和客

舱逃生设备、疏散信号设备、应急医疗设备、漂浮和救生设备、消防设备和其他杂项设

备。（如图10-15和10-16所示） 

 
图 10-15  驾驶舱应急设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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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6  客舱应急设备分布 

 

10.2.1 驾驶舱和客舱逃生设备 

 

驾驶舱和客舱的应急出口包括正常登机口、翼上紧急出口、驾驶舱逃离窗、驾驶舱逃

生口。逃离滑梯是客舱应急出口逃生设备，逃生绳是驾驶舱逃生的设备。当逃生设备有故

障时，影响飞机撤离效率，将影响运行（售票数和值机座舱安排）。 

在驾驶舱需要紧急疏散的时侯，机组可以打开滑动窗，使用位于其上方的逃生绳进行

撤离。而部分现代飞机取消了滑动窗设计，采用固定方式安装曲面玻璃，以减小风阻。通

常，此类飞机会在驾驶舱右侧的头顶设置一个应急出口，用于飞行员逃生。例如:A350、

B787、C919等。（如图10-17所示） 

 
图 10-17  C919 逃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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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舱每个舱门都配有一个逃离滑梯（如图 10-18所示）。滑梯表层为尼龙材料，内部

装有气瓶。气瓶内灌充二氧化碳和氮气的混合物。飞机关门后，乘务员会预位滑梯，当飞

机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直接打开舱门，此时系留组件被拉扯，使滑梯包自动跌落，继而

自动展开充气。 

当滑梯预位手柄设置在预位状态时，梯带杆将滑梯包组件连接到地板固定件上。一旦

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撤离时，将客舱门手柄提起，舱门在阻尼以及应急释放作动筒的作用下

快速打开，逃生滑梯会自动展开并自动充气。逃生滑梯从展开到使用位正常应在3秒之内完

成。 如果逃生滑梯展开后没有自动充气，可以拉一下红色人工充气手柄进行充气。当飞机

在水面迫降时，可以拆下滑梯作为救生船使用。逃离滑梯应定期检查充气压力， 同时还应

定期按照手册要求进行滑梯释放试验，检查活门工作情况及有无切口、撕裂、刺破等现

象。 

 

图 10-18  逃生滑梯 

1－滑梯预位手柄； 2－扶手； 3－开门手柄；4－滑梯人工充气 

 

10.2.2 疏散信号设备 

 

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快速疏散乘客，由机长同步使用旅客广播和应急撤离信号向全机

发布撤离指令。 

撤离信号系统一般包含撤离信号的发布、灯光提示、音响提示和撤离声响指示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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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模块。机组人员通过驾驶舱应急撤离电门发出撤离信号，撤离指示灯亮，蜂鸣器/扬声

器发出警告音响，开始疏散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客舱乘务面板处同样设置有应急撤离指示

灯、蜂鸣器/扬声器和声响提示抑制按钮，同样可以发出撤离信号。 

客舱地板有荧光指示条，可以在缺少照明的紧急情况下指引乘客安全撤离飞机。 

 

10.2.3 应急医疗设备 

 

1.应急医疗箱 

应急医疗箱由医疗中心配备，用于对旅客或机组人员意外受伤或者医学急症的应急医

疗处理，箱内装有抢救药品。（如图10-19所示） 

图10-19  应急医疗箱 

2.急救箱 

急救箱用于对旅客或者机组人员受伤的止血、包扎、固定等应急处理。（如图10-20

所示） 

 

图10-20  急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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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生防疫包 

卫生防疫包由医疗中心配备，用于清除、消毒客舱内具有潜在传染性的血液、尿

液、呕吐物等，并在护理可疑传染病病人时提供个人防护。（如图10-21所示） 

 

           图 10-21  卫生防疫包 

 

10.2.4 漂浮和救生设备 

 

1.救生衣 

救生衣通常放置在座椅下方储存袋里，向下拉动充气拉环，气瓶可以快速释放二氧化

碳，给救生衣充气。若气瓶失效或者救生衣气压不足时，可以使用嘴往救生衣内充气（如

图10-22所示）。救生衣上安装有灯光组件，当救生衣遇水后，灯光会自动点亮。通常机组

救生衣为红色，旅客救生衣为黄色。 

救生衣应定期检查， 检查项目有:印在救生衣或用标签贴在救生衣上的全部使用说明

是否清晰；救生衣的外包装有无裂缝、撕开、有孔、接缝开胶和一般变质情况；所有二氧

化碳气瓶都是在使用期内的，并且当它们的寿命已到期时必须送回制造厂家进行检查和试

验， 在气瓶的底座上贴一个说明出厂日期或气瓶生产有效期的标牌，每次检查中，必须检

查这个标牌。在运行中，如果旅客座椅下方救生衣出现过期或丢失的情况，则该座椅不能

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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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2  救生衣 

2.救生船 

救生船是机组和乘客在海上待救的漂浮救生设备，一般储存在最靠近应急出口的行李

架上，某些选装构型会安装在客舱天花板上。救生船由可充气的船体、充气组件、救生包

和尼龙存储包四个系统组成。船体为两个独立的气囊，两个气囊中间夹着织物船甲板。充

气组件包含气瓶、充气活门、充气软管、引射泵。 

救生船上还配备有定位装置、浮力装置、锚、救生绳、推进设备、避雨设备、手电

筒、呼救信号发生器等装置，救生船可以人工展开并自动充气。根据民航法规要求，执行

跨水运行时必须配备足够救生船。（如图10-23所示） 

 

图10-23  救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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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消防设备 

 

1.手提式灭火瓶 

手提式灭火瓶主要分布在驾驶舱和客舱，方便机组及时取用。（如图10-24所示）飞机

上的手提式灭火瓶有海伦灭火瓶和水类灭火瓶两类。海伦灭火瓶的主要成分是卤代烃，瓶

体为红色，执行灭火瓶检查时，应确认压力标识位于绿区，称重标签的有效期未到期。水

类灭火瓶的主要成分是水，瓶体为绿色，执行灭火瓶检查时，应确认铅封完好。详细内容

参见第13章13.3.2 “便携式（手提）灭火瓶 ”。 

 

图10-24  手提式灭火瓶 

2.防火手套 

防火手套是由耐热材料制成的。如果发生火灾时可以处理过热的设备。（如图10-

25所示） 

 
图10-25  防火手套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设备与装饰 

 433 

3.防烟面罩（PBE） 

在客舱或驾驶舱有烟雾和危险气体时，防烟面罩(又称保护性呼吸装备，英文简称PBE)

可供机组人员使用，防止有害气体吸入人体。防烟面罩存储在专用存贮箱内（如图10-26所

示），详细内容参见第9章9.1.4“便携氧气系统”。 

 

图10-26  防烟面罩 

4.应急斧头 

应急斧（也称消防斧）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切开面板、窗户和结构，以便进入客舱和撤

离使用。应急斧手柄为绝缘材料。（如图10-27所示） 

 

图10-27  应急斧 

 

10.2.6 其他杂项设备 

 

飞机上还有如下设备，用于保障紧急情况下的旅客人身和财产安全。 

1.紧急定位发射器（ELT） 

紧急定位发射器（ELT）是飞机上的应急通信设备，分为固定式与便携式两种。具有自

动向卫星发送定位信号的功能，可用于飞机发生事故后的紧急定位，以帮助完成搜救工作。

固定式ELT安装在飞机尾部，便携式ELT通常安装在客舱内。 

ELT由发射机、电池、天线等组成，电池是一个氯化银或氯化镁原电池，正常情况下电

池是一个干燥的惰性电池，不会触发电路工作，ELT的天线沿着发射机方向折叠并用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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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绑带固定。当飞机遭遇剧烈撞击或触水ELT装置会自动开启，绑带松脱使天线展开，继而

发射121.5/243MHz 信号，持续时间一般不少于24小时，国际卫星搜救组织的卫星系统可以

接收到该应急信号（如图10-28所示）。 

 

图10-28 便携式ELT 

2.便携式氧气瓶 

便携式氧气瓶内充有氧气，安装在客舱不同位置，以便为机组和乘客提供氧气和急救

治疗，（如图10-29所示)。检查时应确认压力指示位于标准范围内。例如，指针位于红

区。详细内容参见第9章9.1.4“便携氧气系统”。 

 

图10-29  便携式氧气瓶 

3.应急手电 

驾驶舱和客舱均设有应急手电筒。应急手电由电池供电，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只需要

拿出手电筒，手电筒会自动点亮。当放回手电筒到支架上时，会自动熄灭。 (如图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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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10-30  应急手电 

4.扩音器 

扩音器一般用夹子固定在行李架上，由电池供电，用于紧急情况下指挥旅客撤离。

（如图10-31所示） 

 

图10-31 扩音器 

5.旅客氧气面罩释放工具 

当客舱氧气面罩无法自动放出时，乘务员可以使用氧气释放工具释放氧气面罩。（如

图10-32所示） 

 
图10-32  旅客氧气面罩释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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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应急设备清单 

 

客舱内存放有应急设备清单，用于维修人员和乘务员进行应急设备的检查，下图为某

公司波音飞机配备应急设备清单。(如图10-33所示) 

图10-33  应急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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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典型飞机设备与装饰维护介绍 

 

10.3.1 典型飞机设备与装饰系统部件识别 

 

飞机机上设备与机上装饰，可以为机组和旅客提供舒适的飞行感受，并可用于行李货物

的存放和装卸。在紧急情况下，某些设备还可以保护机组和旅客的人身安全。机上设备包括

驾驶舱设备、客舱设备和货舱设备等，以下介绍几种机上设备。 

 

1.飞机设备与装饰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驾驶舱设备与装饰识别（一）： 

 

① 

 

 

 

 

 

 

 

 

 

 

 

 

 

 

 

 

 

 

 

 

 

 

 

 

 

⑥机长/副驾座椅 

①P5头顶板 

②P7遮光板 

③P1仪表板 

④P2仪表板 

⑤P3仪表板 

⑦P9板 

⑧P10中央操纵台 

⑨P8板 

 

⑩侧壁储物格 

⑪机组氧气面罩 
③ ④ ⑤ 

⑧ 

⑦ 

⑨ 

图10-34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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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驾驶舱设备与装饰识别（二）：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P5头顶板 
P5头顶板分为前顶板和后顶板，用于机组和维护

人员监控飞机各系统状态。 

② P7遮光板 用于遮光，遮光板上装有MCP面板、EFIS面板等。 

③ P1仪表板 用于机长在飞行时监控飞机飞行参数。 

④ P2仪表板 用于机组在飞行时观察发动机参数 

⑤ P3仪表板 用于副驾在飞行时监控飞机飞行参数。 

⑥ 机长/副驾座椅 机长／副驾驶座椅为飞行机组提供可调座椅。 

⑦ P9板 安装CDU，中下DU，音响警告组件。 

⑧ P10中央操纵台 用于控制发动机、扰流板、襟翼、安定面等。 

⑨ P8板 用于机组在飞行时设置通讯、导航参数等。 

⑩ 侧壁储物格 用于存放防烟眼罩、石棉手套、遮光夹板等。 

⑪ 机组氧气面罩 向机组提供氧气。 

图10-35 

②P18跳开关面板 

⑤观察员座椅 

⑥麦克风 

①逃生索收纳盒 

③防烟面罩 

④应急手电 

③ 

④ 

⑦P6板 

⑧海伦灭火瓶 

⑦ 

⑧ 

④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设备与装饰 

 439 

3）飞机客舱设备与装饰识别（一）：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逃生索收纳盒 
逃离索可使飞行机组人员通过2号窗安全地轻移到

地面。 

② P18跳开关面板 用于飞行和维修时拔出或闭合跳开关。 

③ 防烟面罩 驾驶舱出现火警时使用。 

④ 应急手电 应急情况下使用。 

⑤ 观察员座椅 观察员座椅为额外机组人员提供机组岗位。 

⑥ 麦克风 用于机组与外部进行通话。 

⑦ P6板 P6板是跳开关面板。 

⑧ 海伦灭火瓶 驾驶舱出现火警时用于灭火。 

①行李架 

②旅客服务组件 

③后厨房 

⑨旅客座椅 

⑧乘务员站位 

⑤登机门/勤务门 ⑥厕所 ⑦前厨房 

图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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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机客舱设备与装饰识别（二）：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行李架 存放行李和客舱应急设备。 

② 旅客服务组件 

旅客服务组件（PSU）为旅客提供下列功能： 

 － 紧急氧气 

 － 提示信息 

 － 呼叫电门 

③ 后厨房 飞行时提供餐食服务。 

④ 登机门/勤务门 提供人员进出飞机。 

⑤ 厕所 旅客服务。 

⑥ 前厨房 飞行时提供餐食服务。 

⑦ 乘务员站位 提供乘务员座位和灯光控制。 

①救生筏 

⑩逃生滑梯 

②海伦灭火瓶 

③便携式氧气瓶 

④防烟面罩 

⑤扩音器 

② ③ ④ ⑤ 

⑥急救箱 

⑦卫生防疫包 

⑧应急医疗箱 

⑨水灭火瓶 

⑥ 

⑧ ⑦ 

⑨ 

图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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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飞机货舱设备与装饰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救生筏 紧急情况下使用。 

② 海伦灭火瓶 客舱发生火警时灭火。 

③ 便携式氧气瓶 提供紧急供氧。 

④ 防烟面罩 客舱出现火警时使用，防止吸入烟雾。 

⑤ 扩音器 应急情况下，机组人员使用。 

⑥ 急救箱 应急情况下，机组人员使用。 

⑦ 卫生防疫包 应急情况下，机组人员使用。 

⑧ 应急医疗箱 应急情况下，机组人员使用。 

⑨ 水灭火瓶 客舱发生火警时灭火。 

⑩ 逃生滑梯 

逃离滑梯帮助旅客和机组在紧急情况下撤

离飞机。如果飞机在水中降落，可从飞机

上断开逃离滑梯，并将它们用于漂浮设

备。 

②侧墙装饰板 ①396盖板 

③货舱阻拦

网 
图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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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9 

 

10.3.2 典型飞机设备与装饰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在维护与操作机上设备时，需要按手册进行操作，防止发生意外故障导致人员损伤或

财产的损失。 

1.飞机设备与装饰系统常见维护 

1）登机门/勤务门滑梯预位和解除预位操作程序： 

 

 〖1〗警告与告诫 

①警告：人员、设备和其他物品要远离滑梯释放危险区域，否则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

备损坏。 

②警告：确保束缚杆安装在束缚杆固定器中。如果束缚杆未安装在束缚杆固定器中，

逃生滑梯可能会意外释放。导致人员受伤或设备损坏。 

 

   〖2〗维护准备工作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396盖板 作为前货舱释压板 

② 侧墙装饰板 

衬里为货舱提供一美观、防水、防火隔

层。 

飞机在飞行中，隔热层保持货舱内物品温

热。 

③ 货舱阻拦网 防止货物堵在门区域。 

C 

 

①确认从机身到机身外侧33英尺

（10米）和从门前6英尺（2米）到门

后6英尺（2米）的区域内没有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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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0 

图10-41 

〖3〗操作步骤 

 

 

 

 

 

 

 

◆ 滑梯预位操作 

①从客舱内部关闭登机门/勤务门 

②检查滑梯充气瓶压力指示在绿区 

③将滑梯组件下方的束缚杆从束缚

杆固定器上取下 

④将束缚杆放在逃离滑梯地板锁钩

内，确认固定牢靠 

⑤将预位警告带（橙红色）拉下跨

过门观察窗，以警告飞机外面人员。 

 

 

 

 

 

◆ 滑梯解除预位操作 

①将束缚杆从地板锁钩中取出 

②将束缚杆安装在滑梯组件下方的

束缚杆固定器中 

③将预位警告带（橙红色）安装在门

观察窗上方，提醒机外人员已解除滑

梯预位。 

 

 

 

 

② 
⑤ 

① 

③④ 

①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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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设备与装饰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人员、设备和其他物品要远离滑梯释放危险区域，否则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②确保束缚杆安装在束缚杆固定器中。如果束缚杆未安装在束缚杆固定器中，逃生滑梯

可能会意外释放。导致人员受伤或设备损坏。 

③拆下滑梯组件盖子前，先在滑梯充气瓶上安装安全销。如果没有安全销，逃生滑梯可

能会意外充气。如果滑梯意外释放，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④当逃离滑梯被安装到飞机上时，销钉必须被取下以使滑梯会在紧急情况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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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水与污水 

11.1 水系统 

11.1.1 系统介绍 

水系统负责为厨房和厕所提供饮用水和盥洗用水，满足机组和乘客的生活需要。饮用

水储存在饮用水箱中，水箱通常位于飞机下部的货舱区域。为了减轻水箱重量，大部分飞

机上的水箱由复合材料制作。饮用水系统水箱的数量及其容量取决于飞机的尺寸和乘客数

量。 

水箱通过供水管路为厕所和厨房供水。每个厕所和厨房都安装有供水关断活门，当活

门下游相应的厨房和厕所供水管路失效后，确保能够人工切断供水，而不会影响到其他厨

房和厕所的正常工作。 

在如图11-1所示的水系统中，当选择加/放水控制手柄到加水位时，控制电路作动打开

加/放水活门和溢流活门。此时，加/放水活门和水箱底部相通，而溢流活门和水箱上部相

通。加水车提供压力，开始为水箱加水。当水箱加满时，水箱满信号发出，所有的活门自

动关闭，完成加水工作。同理，当选择加水/放水控制手柄到放水位时，控制电路打开加/

放水活门、溢流活门和所有的放水活门。此时，水箱内的饮用水在重力作用下通过活门排

放到机外。 

图11-1 某典型飞机电动操纵活门水系统原理图 

电动操纵的活门可以通过控制电路实现活门的开、关。如果出现控制电路失效，维护

人员也可以通过操作活门本体上的手柄，人工选择打开或者关闭活门完成加水、放水工

作，电动操纵活门的手柄如图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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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水系统电动操纵活门及手柄 

11.1.2 系统工作 

1. 饮用水箱增压 

由于饮用水用户的实际位置比水箱的位置要高，为了确保将水箱中的水输送到用户，

必须对饮用水系统进行增压。在大多数飞机上，水箱增压系统使用气源系统提供的高压空

气对水箱进行增压。当气源系统引气压力不足时，飞机上安装的饮用水系统专用空气压缩

机开始工作，压缩周围空气给水箱增压。对于未安装气源系统的飞机，通常使用专门的增

压泵来给饮用水系统增压。 

在供气管路上安装有气滤，用来防止污染物通过增压空气进入饮用水系统。当空气压

力低于水箱压力时，单向活门可防止水和空气反向流动。 

 

图11-3 水箱增压系统工作原理 

在水箱上方安装有一个压力电门，用来监控水箱上方空气的实际压力，如图11-3所

示。当水箱空气压力低于一定值时，压力电门闭合，空气压缩机开始工作。当水箱空气压

力高于一定值后，电门断开，空气压缩机停止工作。释压活门用来保护水箱，防止过压造

成的损坏。当水箱压力超过一定值时，释压活门打开，释放水箱的压力，防止损坏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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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勤务面板上安装有一个磁吸式临近电门。当维护人员打开面板时，电门会断开，

空气压缩机停止工作，防止在水勤务期间空气压缩机持续工作，如图11-4所示。 

 

图11-4 磁吸式临近电门 

2. 供水系统 

来自饮用水箱的水经过厕所供水关断活门进入厕所供水系统。之后，供水分配管路将

其分为三路：第一路直接供给厕所马桶，供冲洗厕所使用；第二路通过水加热器供给热水

龙头，分配给厕所面盆使用；最后一路供给面盆冷水龙头。厕所供水关断活门是厕所供水

的总开关。当厕所供水系统失效后，可以人工关断该活门，隔离该厕所的供水系统。 

 

图11-5 厕所供水关断活门 

3. 水加热器 

在每个厕所水龙头的热水供水管路上，安装有水加热器，可以为面盆提供热水。水加

热器装有电加热元件，使用飞机电网供电给水箱加热。如图11-6所示，将开关电门打开

后，指示灯点亮，加热器元件通电工作。在水加热器上安装有恒温器，用来控制加热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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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当水箱温度达到预设的温度后，水加热器停止工作。过热电门用于防止恒温器失效后

的系统持续加热。水加热器上的释压活门用于防止水加热器出现压力过大的情况。 

另外，水加热器上还安装有一个温度选择电门，可以在三档(“LOW”、“MED”、

“HIGH”)范围内调节加热器热水。 

 

图11-6 水加热器的工作原理 

4. 饮用水勤务 

实际工作中，由于维护和清洁的需要，经常需要排放水箱、厨房和厕所管路的余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外界温度较低时，为了防止水系统结冰损坏管路，也需要彻底放出水

箱和管路内的水。放水过程中，需要使用APU引气对饮用水系统增压，使得管路彻底排放干

净。不同的机型，飞机上放水活门手柄的数量也可能不同。 

 

图11-7 水勤务面板 

饮用水勤务面板通常位于机身下部，主要用来给飞机加水或者放水。水勤务面板的内

部有一个带有保护盖的快卸式加水接头。保护盖确保快卸式加水接头的清洁，防止污染物

污染加水接头。打开保护盖后，维护人员就可以将加水管连到快卸式加水接头上，进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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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勤务。 

如图11-8所示，飞机加水时，勤务人员拉动加水/放水控制手柄到加水位，相应电路同

时打开加/放水活门和溢流活门。此时，加水车通过加/放水活门及管路与水箱连接在一

起，水箱上部的空气通过管路及溢流活门与外界大气相通。启动加水车上的供水泵后，饮

用水通过加/放水活门进入水箱，水箱上方的空气通过溢流活门排放到外界大气。 

图11-8 某典型飞机水系统加水勤务 

5. 水量探测系统

现代飞机饮用水系统的水箱上安装有水量传感器。水量传感器用电容式探头测量水箱

的水量。水量传感器把水箱的水量信号传递给水量发射器，水量发射器传递信号给客舱的

乘务员面板，并通过面板上的水量指示器指示水箱中的水量。 

图11-9 水量探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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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飞机的水系统装有预选水量系统，乘务员可以根据旅客人数和航程灵活的选择

加水量。加水过程中，水量控制组件从水量传感器获取实际水量信号，并通过客舱乘务员

面板上的选择器获取预选水量值。 

当实际水量等于或大于预选水量时，水量控制组件自动关闭加水和溢流活门，乘务员

面板和水勤务面板上的“FULL”灯同时点亮。如果加水和溢流活门没有自动关断，地面操

作人员也可以选择人工关断加水和溢流活门。 

 

图11-10 乘务员面板水量选择操作界面 

11.2 污水系统 

11.2.1 系统介绍 

污水系统从厕所和厨房区搜集使用过的废水，并将其排放到机外或者污水箱。污水系

统有两个子系统：灰水处理系统和厕所污水系统。厕所污水系统用于搜集厕所马桶产生的

污物，并通过重力或者压差作用下将其排放到污水箱内。灰水处理系统将厕所面盆和厨房

产生的污水通过排放桅杆排出机外。但是在新型飞机上，为了环保的需求，取消了排放桅

杆的设计，所有的污水全部通过管路搜集到污水箱内部。 

污水箱通常位于货舱区域，一般飞机上装有一个或者两个污水箱。污水箱的数量和大

小取决于飞机的最大载客人数。虽然马桶的布局可以改变，但是污水箱的位置在同一机型

上是相对固定的。如图11-11所示的飞机，污水箱位于散货舱的后壁板内，而旁边较小的为

饮用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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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饮用水箱和污水箱 

为了防止污水系统结冰，排水桅杆和部分污水管道都是电加热的。当飞机接通电源

时，电加热将自动开始工作。在飞机通电或者刚断电后，不要直接用手接触排水桅杆，防

止电加热产生的高温对人体造成伤害。 

 

图11-12 排水桅杆的加热 

11.2.2 系统工作 

1. 真空马桶系统 

真空马桶系统的作用是将马桶里的污染物利用压差输送到污水箱中。真空马桶系统主

要由真空发生系统、马桶组件、污水箱以及相应的维护和指示部件构成。 

如图11-13所示，在接收到冲洗电门的按下信号后，冲洗控制组件开始控制冲洗的顺序

和时间。首先，冲洗控制组件打开真空发生器，使污水箱上部空气的压力逐渐变小；其

次，冲洗控制组件打开电磁操作的清洗活门大约1秒钟，通过清洗活门将饮用水系统的水通

过喷射环喷入马桶。最后，冲洗控制组件打开由电动机控制的冲洗活门大约4秒钟，使污物

在压差作用下进入污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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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水从马桶流回到饮用水系统，在冲洗活门的附近安装有防虹吸活门。如果冲

洗活门失效在打开位置，可以使用人工关断活门将其关闭，防止客舱释压。 

 

图11-13 真空马桶系统工作原理 

一个高度压力电门监控飞机的飞行高度。当飞行高度在约4 876米(16 000英尺)以下并

且冲洗电门被按下时，真空发生器就开始工作。它通过降低污水箱上方空气的压力，利用

压差将污染物输送到污水箱。当飞行高度大于海拔约4 876米(16 000英尺)以上时，飞机内

外压差足以输送污染物到水箱，此时真空发生系统会停止工作。 

在真空发生系统的抽气管路上安装有水分离器，如图11-14所示。水分离器的作用是去

除真空发生器工作时吸入的液体，保证只有气体才能够排到机外。在水分离器上装有滤

网，如果发生堵塞导致真空发生器无法工作的情况下，维护人员可以更换滤网。 

 

图11-14 某型飞机的水分离器 

2. 污水勤务 

地面人员可以从下部机身的污水勤务面板来接近真空马桶系统。污水勤务面板上装有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水和污水 

453 

 

污水管接头和排放活门手柄。另外，还装有一个冲洗接头用于勤务结束后进行水箱的冲

洗。 

在污水管的排放口上通常装有一个排放堵盖。排放堵盖上装有一个安全活门，这个安

全活门可以防止排放活门故障后造成的污染物泄漏。在排放污水之前，必须将管道从污水

车连接到排放口，然后再打开安全活门。 

要排放污水箱的水，必须拉动相应水箱的排放活门手柄。通过钢索打开排放活门。当

拉动手柄时，排放活门就会打开，污水通过重力作用流到污水车里。在排放活门打开的同

时，监控活门位置的临近电门就会断开真空发生器的供电，以防止其在勤务期间工作。 

 

图11-15 污水勤务面板 

当污水箱完全排放时，必须用清水对污水箱进行冲洗，首先将污水车的水管连接到勤

务面板上的冲洗接头上，然后启动污水车上的供水泵进行冲洗。冲洗结束后，将所有的管

路断开，口盖和盖板关闭，结束污水勤务工作。 

3. 冲洗马达马桶 

大多数飞机使用的是真空马桶系统，还有一类飞机上使用的是冲洗马达马桶。冲洗马

达马桶的基本组成如图11-16所示。 

 

图11-16 冲洗马达马桶的组成部件 

冲洗马达马桶由马桶、污水箱、冲洗手柄、叶轮泵和滤网等部件组成。当按下冲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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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后，安装在马达组件上的高压电机驱动叶轮泵高速转动。叶轮泵抽吸污水箱中的水，进

行厕所冲洗，而后将污水返回污水箱。滤网的作用是清除污染物，防止影响叶轮泵工作。 

马桶实际工作中，当操作冲水手柄时，内部的电门启动一个10秒的定时器电路，激活

控制继电器。控制继电器通电，电机接收三相交流电源，开始运行。当松开冲水手柄时，

电路会保持继电器继续通电，直到定时器电路失效。10秒后控制继电器断开，马达停止工

作。 

污水箱里的液体是消毒剂、染料和除臭剂组成的混合物，这使得厕所可以使用大约100

次。在此之后，必须从勤务面板中排放污水箱的污水。 

在冲洗马达马桶下方，有独立的勤务面板用来进行马桶勤务。维护人员需要打开位于

污水箱底部的排放活门来进行马桶勤务。当污水箱排污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对污水箱进行

冲洗。冲洗结束后，根据飞机型号为污水箱添加一定量的化学溶液。 

另外一种勤务方法是只给水箱加水，然后通过马桶加入浓缩的化学物质。需要注意的

是，冲洗马达马桶使用的化学溶液有腐蚀性。勤务过程中，确保化学溶液不会接触到皮肤

或眼睛。如果发生液体泄漏，需要立即清理所有溅出的液体，以防止溶液腐蚀飞机结构。 

11.3 典型飞机水和污水系统维护介绍 

11.3.1 典型飞机水和污水系统部件识别 

1. 飞机饮用水系统部件识别 

飞机的饮用水系统主要由供水系统和水量指示系统组成。如图11-17所示，饮用水系统

的主要部件有饮用水箱、水量发射器、排水活门、供水关断活门、饮用水勤务面板、水加

热器、水量指示面板、生活用水排放桅杆等主要部件。 

 

图11-17A 飞机饮用水系统的主要部件 

①饮用水箱 

②水量发射器 ⑤水加热器 

③前排水活门 

④供水关断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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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7B 飞机饮用水系统的主要部件 

飞机饮用水系统主要部件的作用如表11-1所示。 

表11-1 飞机饮用水系统主要部件及其功能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饮用水箱 向卫生间和厨房提供饮用水 

② 水量发射器 探测水箱水量信息，提供给乘务员面板指示水量 

③ 前排水活门 前厕所排放活门可排放前厕所供水管路内的水 

④ 供水关断活门 

厕所供水关断活门可将水流与厕所部件隔离： 

在OFF位，切断所有卫生间供水 

在TOILET ONLY 位，水只供向马桶 

在SUPPLY ON 位，水供向水龙头和马桶 

在FAUCET ONLY 位，水只供向水龙头 

⑤ 水加热器 为旅客提供温水 

⑥ 水量指示面板 指示水箱水量 

⑦ 生活用水排放桅杆 排放卫生间洗手台、厨房生活用水 

⑧ 饮用水勤务面板 
为饮用水系统加水；排放水箱和部分饮用水系统管

内的水 

2. 飞机污水系统部件识别 

如图11-18所示，飞机污水系统主要包含LCM、污水箱、真空发生器、污水排放球形活

门、连续水位传感器、点水位传感器、真空发生器高度电门、污水量指示面板、污水箱勤

务面板等部件组成。 

⑧饮用水勤务面板 

⑦生活用水排放桅杆 

⑥水量指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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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8A 污水系统的主要部件 

 

图11-18B 污水系统的主要部件 

飞机污水系统主要部件的作用如表11-2所示。 

表11-2 飞机污水系统主要部件及其功能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LCM 
逻辑控制组件（LCM）测量污水箱内污水水位，当污水

箱已满时，LCM 停止真空污水系统的工作 

②污水箱 

③真空发生器 

④污水排放球形活门 ⑤连续水位传感器 

⑥点水位传感器 

①LCM 

⑨污水箱勤务面板 

⑦真空发生器高度电门 

⑧污水量指示面板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水和污水 

45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② 污水箱 存储来自厕所马桶的污物 

③ 真空发生器 
除去污水箱中的空气，当按压冲水电门且飞机低于约4 

876米(16 000英尺)时，真空抽气机工作 

④ 污水排放球形活门 勤务时人工打开，排放污水箱污物 

⑤ 连续水位传感器 连续水位传感器测量污水箱内污物水位 

⑥ 点水位传感器 
点水位传感器通过电容的变化来感受污水箱中水位的变

化，将污水箱已满还是未满信号给LCM 

⑦ 真空发生器高度电门 

控制抽真空抽气机的工作，当飞机高度高于约4 876米

(16 000英尺)时，真空发生器高度电门断开，断开的电

门使真空发生器不能工作 

⑧ 污水量指示面板 

污水量指示器显示污水箱内污水水位。当两个点水位传

感器都发送水箱已满信号时，指示面板下方的LAVS INOP 

指示灯点亮 

⑨ 污水箱勤务面板 提供污水勤务接近 

11.3.2 典型飞机水与污水系统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 飞机水与污水系统常见维护 

1）飞机的加水勤务： 

〖1〗警告与告诫 

警告：饮用水勤务面板需盖好，否则可能导致空气压缩机不能正常工作。 

告诫：冬季时，航后水箱、供水管路的放水工作需确保水被完全排放干净，否则可能

导致管路余水结冰，航前无法进行水箱加水勤务工作。 

〖2〗维护准备 

 

图11-19 加水勤务的维护准备工作 

----------维修工作单卡--------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电。 

②饮用水水车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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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护步骤 

 

图11-20 加水勤务的维护步骤 

2）飞机的放水勤务： 

〖1〗警告与告诫 

警告：饮用水勤务面板打开后必须盖好，否则将导致空气压缩机不能正常工作。 

告诫：冬季时，航后水箱、供水管路的放水工作需确保水被完全排放干净，否则可能

导致管路余水结冰，航前无法进行水箱加水勤务工作。 

〖2〗维护准备 

 

图11-21 飞机放水勤务的准备工作 

〖3〗维护步骤 

----------维修工作单卡------- 

① 打开饮用水勤务面板，连接饮

用水车加水管。 

② 打开“FILL/OVERFLOW”活门，

开始加水至

“DRAIN/OVERFLOW”有溢水流

出。 

③ 关闭“FILL/OVERFLOW”活门，

关闭饮用水勤务面板。 

④ 在后乘务面板确认饮用水箱水

量指示。 

----------维修工作单卡------ 

① 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

电。 

② 饮用水不能直接排放至地面，

需有排放水盛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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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2 飞机放水勤务维护步骤 

2. 水与污水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飞机水与污水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如下。 

① 污水箱的消毒剂有剧毒，消毒污水箱时，需要小心处理消毒水，以免对人员造成损

害。 

②因为污水系统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病菌，尽量不要同时进行污水系统部件和饮用

水系统部件的拆装工作。 

③ 污水系统拆下部件应放置于封口袋内，以免造成污染。 

---------维修工作单卡------ 

① 打开饮用水勤务面板，打开

排水活门。 

② 打开厨房水龙头。 

③ 打开卫生间供水关断活门。 

④ 前卫生间排水活门手柄置于

开位。 

⑤ 排水后，如果不立即加水，

需要拔出水加热器的跳开关。 

⑥ 水完全排干后，将上述活门

的位置恢复，航前复位跳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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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飞机电气系统 

 

12.1 电源系统概述 

 
12.1.1 电源系统的作用、类型、构成和典型布局 

 

1. 电源系统的作用 

现代飞机几乎所有系统都需要电源。电源对机载设备的供电主要包括： 

用于电子设备供电，如飞机系统计算机、飞机上的各种传感器和控制组件等； 

用于加温设备和电加热的防冰系统供电，如厨房的烤箱、咖啡机、热水器等设备的加温，

防冰系统的大气数据探头（皮托管和总温探头) 、水系统管道和驾驶舱风挡供电加热以防止

其结冰； 

用于飞机灯光照明设备供电，在驾驶舱中提供足够的亮度照亮面板和地图等工作区域，

在客舱可为乘客提供舒适和安全的照明环境，以及飞机外部灯光照明供电等；  

用于飞机其他系统工作，由电动马达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来驱动燃油泵和液压泵、作动

相应活门马达到指令位置或带动部件运动（如加油活门或货舱的集装箱驱动机构) 。 

 

图 12-1 电源的作用 

波音 B787飞机是现代最先进的民航飞机之一，又称为多电飞机。该飞机的电源系统除

了具备像传统飞机的电源系统一样的供电功能外，还能给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置的起动、

客舱增压、电刹车和机翼电防冰等系统供电。 

2. 电源类型和构成 

飞机电源系统由主电源、应急电源和二次电源组成，有的还包括辅助电源。主电源由航

空发动机传动的发电机、电源控制保护设备等构成，在飞行中给飞机系统供电。 

当航空发动机不工作时（如地面勤务时），主电源也不工作，这时靠辅助电源供电。飞

机蓄电池、外接地面电源或辅助动力装置发电机（一种小型机载发动机、发电机和液压泵等

构成的动力装置）是常用的辅助电源。飞行中当主电源发生故障时，蓄电池或应急发电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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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应急电源，给飞机重要系统供电。 

飞机电源系统按供电结构可分为并联供电和单独供电。机载用电设备要求较高的供电质

量，电压调整精度、频率调整精度、交流电压波形正弦度、电压浪涌和尖峰等都有一定的技

术标准。通常一台发动机上有 1～2 台发电机，因此多发动机飞机上装有许多台发电机。由

于直流电源主要参数为电流和电压，发电机电压相同即可并联，实现并联供电比较简单。而

交流电的主要参数还包括频率，相位，相序等，飞机交流电源系统各个发电机驱动源不同，

导致发电机产生的电流相位，频率不同，要实现并联供电还需监控各发电机的相位，频率，

电压的差异并将这些参数的差异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因而实现交流并联供电比较复杂，但并

联供电电源容量大，负载的波动对电源电压和频率的影响较小，故电能质量高，且不易中断

供电。 

飞机电源系统按电源类型可以分为交流电源与直流电源，直流电源由最初的低压直流发

展到了现在的高压直流,交流电源经历了恒速恒频、变速恒频、变速变频这几个发展阶段。 

1）直流电源系统 

（1）低压直流电源系统 

自 1914 年飞机上第一次使用直流发电机以来,飞机直流电源系统经历了九十年的发展

过程，其额定电压由 6 伏、12 伏，逐步发展为 28 伏的低压直流电源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主电源由直流并励发电机、电压调节器、反流切断器和过电压保护器等构成。额定电压

为 28.5 伏，额定功率有 3、6、9、12 和 18 千瓦等数种。由变流机把低压直流电变换为交流

电作为二次电源。 

（2）高压直流电源系统 

随着功率电子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稀土永磁材料的发展，70 年代开始研制额定电

压为 270 伏的高压直流电源系统。这种电源系统兼有低压直流电源系统和交流电源系统的

优点：效率高，重量轻，并联和配电简便，易实现不中断供电，抗干扰能力强，不需要恒速

传动装置，因而简单、经济、维护方便，但电路开关器件、电能变换装置、功率转换装置及

无刷直流电动机比较复杂。 

2）交流电源系统 

（1）恒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 

交流电源是由恒速传动装置和交流发电机构成的 400 赫兹、115/200 伏三相交流电源系

统。额定容量有 20、30、40、 60、 90、120 和 150 千伏·安等几种。它用变压整流器作二

次电源，应急电源由飞机蓄电池或应急交流发电机构成。有的飞机上还有辅助动力装置作为

辅助电源。上个世纪 40 年代开始使用恒速恒频电源系统，后广泛应用由组合传动发电装置

构成的恒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这种电源系统容量大、重量轻、工作可靠，适合于性能高、

用电量大的飞机，如轰炸机、中远程运输机和歼击机等。飞机交流电的频率是 400 赫兹，比

一般市电频率高得多。电源频率高可减小用电设备中的变压器、扼流圈和滤波电容等电磁和

电气元件的体积；电动机转速高、重量轻，能满足陀螺仪等高速电动机的要求。频率与发电

机的转速有关。飞机上多用三相交流电，因为三相系统的电机利用率高、体积小，异步电动

机的工作也可靠。 

（2）变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 

由航空发动机直接传动的无刷交流发动机和频率变换器构成主电源的 400 赫三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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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系统。二次电源、应急电源和辅助电源与恒速恒频交流电源系统的相同，恒速恒频电源

系统中的恒速传动装置属精度机械，使用维护困难，制造成本较高，自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

末功率半导体器件出现以后，人们开始研究用电子变频器来代替。变频器有两种：一种是交

-直-交型;另一种是交-交型。交-直-交型先将发电机的变频交流电经整流电路变为直流电，

再用逆变器变为 400 赫兹交流电，故这种电源系统又称为具有直流环节的变速恒频电源系

统。 交-交变频器直接将发电机产生的多相变频交流电切换成 400 赫兹三相交流电。1972

年第一套 20 千伏·安变速恒频交流电源装机使用，主要用在先进的歼击机上。这种电源系

统电能质量高，运动部件少，使用维护方便，可以构成无刷起动/发电双功能系统。 

（3）变频交流电源系统 

变频交流电源系统是最早在飞机上使用的交流电源系统。变频交流电源系统中，交流发

电机是由发动机通过减速器直接驱动的，因而输出的交流电频率随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而变

化。它主要用于装有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和涡轮轴发动机的飞机或直升机上，并称之为窄变频

交流电源系统。 

（4）混合电源系统 

由低压直流电源和变频交流(有时为恒频交流)电源构成主电源。应急电源用蓄电池，二

次电源用变流机或静止变流器。某些运输机和直升机上加温和防冰等设备用电量很大，它们

的工作与电源频率无关，可以使用变频交流电。变频交流电源系统由航空发动机传动的变频

交流发电机和调压保护器构成，比较简单。由低压直流电源系统供电给飞机上主要用电设备，

且常用起动/发电机。有的飞机上用恒频交流电的设备较多，则使用由恒频交流电源系统和

低压直流电源系统构成的混合电源系统。 

 

图 12-2 交、直流电分配 

民航飞机交流电源系统主要由四个交流电源供电，分别是左、右发动机驱动的 IDG、一

个 APU起动发电机、外接电源。除了上述交流电源外飞机另外还有一个备用交流电源。飞机

的直流电源包括三个变压整流器组件（Transformer Rectifier Unit，TRU）将 115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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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变为 28 伏的直流电、以及来自于电瓶、电瓶充电器的直流电源。电源系统可进行发电、

供电及控制等功能，系统有自动和人工控制两种方法，机内自测设备和备用电源可使系统保

持较高可靠性。发电机控制组件（Generator Control Unit，GCU）对系统进行监控以控制

和保护整体驱动发电机（Integrated Drive Generator，IDG）；辅助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APU）的发电机控制组件（APU Generator Control Unit，AGCU）和起动控制

组件（Start Converter Unit，SCU）一起工作以控制和保护 APU起动机发电机；汇流条电

源控制组件（Bus Power Control Unit，BPCU）控制和监控外部电源以及整个电网的供电构

型、保护飞机电网以防电源超过限制；静变流机向交流备用汇流条提供 115 伏的单相交流

电；备用电源控制组件（Standby Power Control Unit，SPCU）控制直流和备用电源的分配；

断路器受控于 GCU信号，闭合时可允许电源供给汇流条。 

飞机主要交流电源及其供电能力如下： 

1) 左/右发整体驱动发电机IDG，（90 千伏·安)  

2) APU起动机发电机（低于9 753.600米（32 000英尺）时90千伏·安，9 753.600米～

12 496.80米（32 000～41 000英尺）之间降为66千伏·安) 。 

3) 地面外部电源（90 千伏·安)  

如图 12-2 中所示，可以看出交流汇流条的电源来源主要有外部电源、APU 起动机发电

机和整体驱动发电机 IDG。直流汇流条的电源来源主要有来自三个变压整流器组件

（Transformer Rectifier Unit，TRU）（将 115 伏交流电变为 28 伏直流电）、电瓶及电瓶

充电器。在失去正常电源时，备用电源系统将给飞机重要系统提供最少 30 分钟的备用交流

和直流电源，以保证飞行安全。备用直流电由电瓶提供，备用交流电由静变流机使用电瓶电

源产生单相交流电源。SPCU控制备用交流和直流电源的分配。 

3. 电源系统的控制 

现代飞机对电源系统的控制主要包括了发电机转速控制、发电机的励磁控制、发电机调

压控制、发电机输出控制以及发电机并联控制、汇流条控制等，下面我们针对现代主流飞机

使用的定频交流发电机，介绍一下电源系统的控制。 

1）发电机转速控制:现代飞机大部分使用 400 赫兹的恒频交流电，交流电的频率取决于

发电机转子转速，发电机通过发动机附件齿轮箱由发动机 N2 转速驱动，在飞行过程中，发

动机 N2 转速是会变化的，因此，我们就需要将发动机附件齿轮箱输出的可变转速转化为恒

定转速输出给发电机转子。 

所以现在普遍使用的恒频交流发电机（一般称为综合驱动发电机 IDG）由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发电机部分和恒速传动装置（CSD）,CSD的作用就是将发动机附件齿轮箱输出的可变

转速转化为恒定转速输出给发电机转子。在 CSD 内部有一个转速合成装置，它接收两种转

速，一种是附件齿轮箱传递过来的，另一种是 CSD内部的由 IDG高压滑油驱动的液压伺服马

达提供。转速合成装置会将两种转速相加，发电机的控制组件根据发动机转速来调节液压伺

服马达转速，进而控制两者的和保持为所需的稳定转速，然后输出给发电机转子部分。 

发电机控制组件（GCU）可以通过恒速传动装置（CSD）来调整 IDG的转速。在发电机转

子上安装了一个永磁体，永磁体的磁场随转子转动，一组线圈会切割磁力线并输出电流，这

一部分组件也叫作永磁体发电机（PMG）,PMG 电流会输出到 GCU,GCU 测量 PMG 电流的频率，

就可以得到转子的转速。如果转速不满足需求，GCU就会发送一个转速控制信号给到液压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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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马达的液压伺服活门，通过调节伺服活门的开度，来控制高压滑油流入液压马达的流量，

调节液压马达的转速，进而调节 CSD的输出转速。大部分现代飞机使用 400 赫兹的交流电，

CSD的输出转速为 24 000 转/分钟。 

2）发电机励磁控制：交流发电机发电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线圈切割磁力线来产生电

流。但是依靠永磁体的磁场强度，不足以提供足够功率的电流给飞机使用，所以发电机通过

一系列的励磁来产生足够的磁场。如图 12-3所示 

发电机的励磁控制也是由发电机控制组件 GCU 完成的。发电机的 PMG 电流提供给 GCU

后，GCU会根据发电机转速和来自电源控制面板的发电机工作信号，来闭合 GCU 内部的发电

机控制继电器（GCR）,PMG电流会通过 GCR给到一个 GCU内部的一个变压电路，经过电压调

节后，作为励磁电流传回发电机。励磁电流会给发电机静子上的一组电磁线圈通电，并产生

一个固定的电磁场，然后转子上中部的一组线圈随转子转动，会切割磁力线产生电流，该电

流经过变压整流后会给转子顶部的电磁线圈供电。 

最后转子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一个强力的电磁场，并随转子转动，静子顶部的一组

输出线圈就会切割该磁力线，并产生电流。该电流就是发电机的输出电流。 

所以发电机励磁过程的关键点就是 GCU 需要闭合 GCR,让 PMG 电流作为励磁电流返回发

电机，飞机控制 IDG是否发电就是通过控制 GCU内部的 GCR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电源控

制面板上关闭 IDG,就是断开 GCR来切断励磁，此时虽然发电机转子会继续跟随发动机转动，

但是因为没有励磁电流，发电机也无法发电。 

3）发电机调压控制：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也是由 GCU 控制的。发电机的输出电流，经过

传输电路，送到输出控制接触器之前，有一个调压点（POR）,POR电压会传输给 GCU，GCU会

监控 POR电压，并根据输出电压，控制上文提到的励磁电流要经过的变压电路，进而调节励

磁电流的电压，励磁电流的电压越高，则 IDG输出电压越高。这样，就可以控制 IDG的输出

电压。如果当 IDG输出过压，而 GCU无法通过调节变压电路稳定电压时，GCU就会断开 GCR,

来切断发电机的励磁。 

4）发电机输出控制：发电机的输出电流要经过发电机控制接触器（波音飞机上称为 GCB,

空客飞机上称为 GLC）传输到飞机汇流条去，控制发电机控制接触器就可以控制发电机的输

出。 

发电机控制接触器一般由 GCU和供电控制电路（或供电控制组件）共同控制，GCU主要

监控发电机本身的状态，当发电机的输出正常可以给飞机供电时，GCU会提供地信号给发电

机控制接触器。而供电控制电路主要监控飞机电网的构型和需求，当飞机电网的供电逻辑需

要该发电机供电时，供电控制电路提供电信号给发电机控制接触器，之后发电机控制接触器

闭合，发电机给汇流条供电。不同飞机使用不同形式的供电控制方式，比如 B737 和 A320使

用继电器电路来进行供电控制，A330/340 飞机通过电接触器管理组件（ECMU）进行供电控

制，A350飞机通过电源分配中心（EPDC）来进行供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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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励磁控制，调压控制和输出控制 

5）发电机并联控制：一般来说，交流发电机通常采用单独供电的，因为不同发电机发

出的电，频率、相位不可能完全保持一致。所以电源系统的供电控制电路会防止不同发电机

同时给一个汇流条供电。如果要切换电源，就必须先切断原本供电的发电机，再接通新的供

电来源，就会产生短暂的断电，可能会对部分用电设备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部分新式飞机在电源转换时允许交流发电机短暂的并联供电，这项功能叫做无间断

的电源转换（NBPT）功能。以空客 A330 飞机为例，该功能是由电接触器管理组件（ECMU）

控制的，在电源转换时，ECMU 会监控原供电发电机和即将供电的发电机的电压、频率、相

位，并会给信号到它们各自的发电机控制组件进行调节，找到频率相位一致的时间点，在这

个时间点，先控制新供电的发电机连接到汇流条，进行短暂的并联供电，然后再切断原供电

发电机的连接，这样电源转换期间就没有短暂的断电。 

6）汇流条控制：飞机电网由不同的汇流条组成，汇流条按电流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交流

汇流条和直流汇流条，分别给飞机设备提供交流电和直流电。按作用不同又主要可以分为主

汇流条和备用汇流条（空客飞机上称作重要汇流条）等，主汇流条给飞机上大部分设备供电，

而备用汇流条给一些最重要的，飞行必不可少的设备供电，因为在电网应急构型下，应急电

源供电功率比较小，不能提供飞机所有设备，所以应急电源只给备用汇流条供电而不给主汇

流条供电。部分飞机上还设计有一些特殊的汇流条，比如 A320 飞机上的电瓶汇流条用于给

电瓶充电等。 

飞机电网中汇流条之间的连接由接触器控制，电网的控制电路或控制组件通过控制这些

接触器来管理飞机电网构型。传统飞机普遍使用继电器电路来管理电网，新式飞机则普遍安

装专门的组件来管理，如 A330飞机的 ECMU,A350飞机的 EPDC等。 

4.驾驶舱控制面板和显示 

    电源系统人工控制主要是通过位于驾驶舱头顶面板上的电源控制面板来完成的。如下图

12-4 这种构型，电瓶和厨房电源组件（飞机上的位置编号为 P5－13）用来将电瓶电门接通

后使得电源电源连接到电源汇流条上、显示交流和直流部件或汇流条见电源参数、对厨房使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电气系统 

466 

用厨房电源电门供电或断电，选装的娱乐系统电门可以控制 IFE 系统(In-flight 

Entertainment)及旅客座椅电源。整个面板也有 BITE 功能，提供直流和备用电源系统故障

指示、监控直流和备用电源系统以及在存储器中的故障信息，如有故障信息时可在 LED字母

数字显示器上显示。 

 

图 12-4 电源参数显示面板 

①LED字母数字显示屏幕可显示直流参数（安培，伏特）、交流参数（安培，伏特，频

率）、以及最多两行的维护故障信息。选择器和维护电门控制在字母数字显示器的显示内容。 

②琥珀色的电瓶放电灯 BAT DISCHARGE将在电瓶出现电流输出大于 5 安培超过 95 秒，

或电流输出大于 15 安培 25 秒，或电流输出大于 100 安培超过 1.2 秒时点亮，此时主警告灯

和信号牌上的ELEC灯将与电瓶放电灯一起亮。当输出电瓶电流低于限制值1秒后该灯熄灭。

但是，在使用直流电源来起动 APU时，主警告灯和 ELEC信号牌不亮。 

③琥珀色的 TR UNIT 灯指示变压整流器组件 TRU故障。当任一 TRU在地面故障，或 TRU1

在飞行中故障，或 TRU2和 TRU3在飞行中故障出现时，TRU组件灯 TR UNIT亮。 

④琥珀色的 ELEC灯指示直流电源或备用电源系统故障。可使用 BITE查找故障，该灯只

在飞机处于地面状态时才有可能点亮。 

⑤面板上竖向的白色线条将面板分成左右两个区域以便进行数据读取区分。位于左边的

直流表选择器有七个旋转选择位置，除了测试位置之外，每个位置都表示一个直流电源或直

流汇流条；当将选择器置于任一 TR 位置或任一 BAT 位置时，在字母数字显示器上显示电压

（直流伏）和负载（直流安培）；当将选择器置于 BAT BUS 或 STBY PWR位置时，只显示电

压。位于右边的交流表选择器也有七个旋转选择位置，除了测试位置，每个位置代表一个交

流电源或交流汇流条；字母数字显示器显示三个发电机的电压（交流电压）、负载（交流安

培）、输出频率（CPS频率）；当选择在备用电源、地面电源和变流机位置时，字母数字显

示器只显示电压和频率。必须将选择器置于测试位才能用面板上的维护电门对直流和备用电

源系统进行自检 BITE。维护电门是一个瞬时按钮电门，BITE功能只能在地面使用。 

⑥电瓶电门是一个两位电门。黑色电门保护盖放下时可将电门保持在 ON 位使得电瓶接

通，如需将电门置于 OFF 位时则必须先抬起保护盖。当将电瓶电门置于 ON 位时，主电瓶给

电门热电瓶汇流条、电瓶汇流条、静变流机、交流备用汇流条、直流备用汇流条、P5－13字

母数字显示器供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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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电源系统监控 

一些现代民航飞机在驾驶舱显示屏还有相应的电源系统页面，如图 12-5 所示。在此页

面上，可以显示当前主要供电源的供电品质，比如：电压、频率、电流和负载等；还可以显

示当前供电构型，比如：汇流条的得电情况、电源设备的工作情况等；并且，如果有电源系

统有故障，在电源系统页面上也可以直观的显示出来。 

5. 电源系统的典型布局 

电源系统部件大多在 EE舱中，如主电瓶、主电瓶充电器、 辅助电瓶、辅助电瓶充电器、

发电机控制组件GCU、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BPCU、电源分配面板（Power Distribution Panel，

PDP）、起动变流机组件 SCU，外部电源面板位于机身右侧靠近机头，面板上有交流电源插

座。IDG位于发动机和附件齿轮箱的前部，APU起动机发电机在 APU齿轮箱上。 

传统飞机电源系统的回路由金属机身作为地线，这种布局减少了电缆数量，机体重量减

轻，简化了线路的安装和维护工作，使整个系统安全可靠。现在比较先进的飞机，比如 B787

飞机，整个机体使用复合材料制造，那么就没有办法使用机体来实现地线的功能。所以，B787

飞机有一个特殊的系统，称为回流网络系统，通过在飞机内铺设大量的地线回路，来实现原

来由金属机体来实现的地线功能。 

 

12.2 交流电源 

 

12.2.1 交流电源介绍 

 

1.交流电来源 

1） 在空中，正常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产生交流电(当发动机运转时，安装在该发动

机附件齿轮箱上的发电机就可以开始发电)。 

2）辅助动力组件 APU 上的发电机通常用作地面的备份电源或在空中用于电源补充，工

作时相当于单台发动机的发电机所产生的电源。 

3）在地面，飞机正常通过前轮区域的外接地面电源接口连接使用外接地面电源。单个

外电源能够提供 90 千伏·安的电能，能保证飞机上大多系统的用电。 

4）应急发电机一般由液压马达或冲压空气涡轮驱动。在飞行中如果主要电源故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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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发电机可以自动工作给飞机重要系统供电以保证飞机安全着陆。应急发电机一般至

少可以提供 5 千伏·安的电源。 

5）当没有其它交流电源可用时，静变流机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为非常重要的交

流设备供电，以满足在着陆阶段用电的需要，使飞机安全着陆。 

 
图 12-6 交流电源 

2. 交流电源系统工作 

典型飞机的交流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系统，正常使用电压 115／200 伏，400 赫兹。 

 
图 12-7 B737NG 飞机交流电 

由上图可以看出，系统有四个电源来源分别是整体驱动发电机 1（IDG 1）、整体驱动

发电机 2（IDG 2）、APU起动发电机(Starter-Generator，SG)及地面外接电源（External 

Power）。整个电源系统控制由在驾驶舱中的电源控制面板上的开关来控制，整个电源系统

的控制逻辑是完全由控制面板的人工选择来控制，最后人工选择的构型即是当前飞机的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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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型。系统设计确保交流电源有两个可独立供电的交流转换汇流条（非－并联），这就意味

着两个电源不能同时给同一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如果只有一个电源供电时，两个交流转换

汇流条之间的断路器 BTB 会连通使得两个交流转换汇流条接通并同时得电。汇流条电源控

制组件 BPCU控制断路器 BTB在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将左右交流转换汇流条连接在一起： 

① 失去到左或右转换汇流条的电源 

② 外部电源是唯一电源 

③ APU电源是唯一电源 

每个交流转换汇流条在获得电源后将电源分配给下游其他交流用户（如主汇流条、TRU

变压组件、厨房、地面勤务汇流条等）： 

1)两个地面勤务汇流条由继电器控制电源的选择，当同侧的交流转换汇流条有电、或者

在有外接电源连接飞机时将前服务员面板的地面勤务电门置于 ON 位，每个地面勤务汇流条

便可得电。 

2)主电瓶充电器从地面勤务汇流条 2 得到电源，辅助电瓶充电器从地面勤务汇流条 1得

到电源。 

3)差动电流保护传感器（Differential Protection Current Transformer，DPCT）给

相应电源的控制组件提供电流信息，电源控制组件（如 GCU、AGCU、BPCU）使用该电流数据

用于对系统调节、保护和指示，如果电流不在限制内，控制组件将打开相应的断路器。 

4)主汇流条从同侧的交流转换汇流条得到电源，BPCU 控制主汇流条卸载继电器在出现

电源超限时断开主汇流条得电。如果厨房电源超过限制，BPCU 也会打开厨房卸载继电器使

得交流转换汇流条停止向厨房供电。 

5)交流转换汇流条 1在正常情况时还给交流备用汇流条供电。 

6)如果没有正常的交流电供应时，静变流机将直流系统得到电源（电瓶或电瓶充电机）

转换为 115 伏、400 赫兹的单相交流电供给交流备用汇流条。 

 

12.2.2 交流电源部件 

 

1. 交流电源部件的功用 

1）目前除了少数最新适航的干线飞机采用 230/400 伏外（如 B787、A350 等），其余机

型交流电的电压为 115/200 伏、频率为 400 赫兹、相位差为 120 度的三相交流电，交流电源

的来源和控制部件主要有： 

①机载的交流发电机（现代民航飞机的交流发电机大多安装在发动机或APU的附件齿轮

箱上，当发动机或者APU启动好后，发电机由附件齿轮箱驱动发电） 

②静变流机（系统失去正常交流电时产生备用交流电） 

③应急发电机（紧急情况时产生应急电电源） 

④发电机控制组件(对发电机的电源进行控制和保护) 

⑤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控制交流电源向电网的接入） 

⑥电源选择电门及显示面板（选择使用电源并指示参数和异常信息） 

2）如下图所示，地面电、发电机和 APU发电组件（P5－4）用来控制交流电源的接入和

指示汇流条的供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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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电源系统监控 

①蓝色的地面电源可用灯 GROUND POWER AVAILABLE在连接好地面电源插头且电源质量

符合时点亮。地面电源电门控制外部电源给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详见外部电源的介绍。 

②琥珀色的转换汇流条关断灯 TRANSFER BUS OFF有两个。每个交流转换汇流条各有一

个灯，当该侧的交流转换汇流条没有电时，该灯点亮。 

③琥珀色的电源关断灯 SOURCE OFF有两个，灯亮时用来指示交流转换汇流条没连接到

选定的电源上，但此灯不能指示相应的交流汇流条供电被断开。左电源关断灯与 IDG 1（含

GEN1电门）、APU发电机（含左 ADU GEN电门）和外部电源（含地面电源电门）有关，右电

源关断灯与 IDG 2（含 GEN2电门）、APU（含右 APU GEN 电门）及外部电源（含地面电源电

门）关联。 

④蓝色的发电机断开汇流条灯 GEN OFF BUS 在相应的发动机发电机控制断路器

（Generator Control Breaker，GCB）打开时点亮，表明该侧 IDG不是正在使用的电源；当

GCB闭合时灯熄灭，表明该侧 IDG产生的电源接入电网。 

⑤每个发动机发电机电门对其 IDG电源进行人工控制，此电门是一个三位、由弹簧保持

在中立位置的电门，ON 和 OFF位都是瞬时位置。当发电机电门瞬时置于 ON位时，如果该 IDG

电源质量良好，电源系统将打开汇流条当前已接电源的断路器、闭合自己 IDG 的发电机断路

器 GCB，则该 IDG就可提供电源了。 

⑥蓝色的 APU发电机断开汇流条灯 APU GEN OFF BUS用来指示当 APU正在运转、但其

发电机不是系统正在使用的电源或没有接入电网。即当 APU 运转且发电电源质量良好时，

APU电源断路器（APU Breaker，APB）打开该灯将点亮，当 APB闭合或关停 APU后该灯熄灭。 

⑦APU 发电机电门对 APU 发电机电源的接入进行人工控制。因为有两个汇流条断路器

（Bus Tie Breaker，BTB），所以有两个电门，该电门的使用与发动机发电机电门相同。具

体控制在 APU的起动发电机电源控制中详细介绍。 

⑧汇流条转换电门可对 BTB、直流汇流条继电器，以及 TRU3 转换继电器进行控制。电

门有两个位置（自动和关断），通常由黑色保护盖将电门保持在自动位。在自动位 AUTO时，

BTB、直流汇流条继电器和 TRU 转换继电器按需自动工作；在关断位 OFF 时，直流汇流条继

电器和 TRU3 转换继电器不能接通，而 BTB的使用取决于在电门作动前的电源供应状况。具

体在交流电控制部分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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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恒速装置（Constant Speed Drive，CSD）

1) 恒速装置 CSD 的功用

飞机上发电机的驱动大多由发动机的 N2 转子通过齿轮箱提供，转子的转速在慢车和起

飞功率的比例大约是 1：2，那么在不同功率下的转速直接驱动发电机产生的电源频率将在

280 到 560 赫兹之间。很显然，若直接采用发动机的转速将无法满足飞机系统对交流电 400

赫兹恒定的频率需求，因此发电机就需要一个恒定的输入速度，通常是 24000 RPM。这意味

着发电机的转速要在发动机低功率范围内提高、在高功率范围内降低。这就是恒速装置 CSD 

（简称恒装）的基本功能，增加或减少发电机的输入速度： 

在低速区，如发动机慢车时，这被称为正差动运行； 

图 12-9 正差动工作方式 

在高速区，如起飞功率时，这被称为负差动运行； 

图 12-10 负差动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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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速和高速区域之间，恒速装置只是将输入速度传输到输出端，这称为直驱运行。虽

然 CSD在直驱运行时下看似很微观，但它依然需要在短时间内加速或减速。实际上，在巡航

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是负差动运行的工作方式，即发动机的运行速度通常需要在恒速装置中降

低以便驱动发电机。 

 
图 12-11 发电机驱动部分 

2) 恒速装置 CSD 的部件 

（1) 恒速驱动器包含以下速度转换部件： 

①一个差动游星齿轮系，可以增加或减少速度； 

②一个液压马达-泵的组合，产生补偿的速度； 

③一个速度控制电路，用于速度转换的控制。 

（2) 除了速度转换的部件外，CSD亦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①滑油系统它为液压元件提供冷却和润滑所需的滑油； 

②脱开装置，允许在飞行过程中脱开 CSD的输入轴； 

③用于系统监控的几个部件。 

对于现代飞机的大部分发电机，CSD 机构已与发电机驱动器结合一个新的组件-整体驱

动发电机 IDG。这类设备的驱动轴与发动机附件齿轮箱上相应的接口通过快速连接/拆卸环

(Quality Attach And Detach，QAD)连接。QAD环也用于其它部件，实现快速更换。 

 

图 12-12 恒速发电装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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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转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轴向差速器，因此恒速驱动器也被称为轴向齿轮驱动（Axial 

Gear Drive，AGD）驱动器。差动齿轮将扭矩从输入转到输出，并以液压马达的附加速度增

加输入速度。由差动齿轮增加的额外速度是由液压马达产生的，其速度和旋转方向由泵产生

的液压控制。在 IDG 剖面图中，可以看到两个相同的液压系统马达-泵单元，这两个小单元

一起工作组成了一个大单元，使得效率提高。 

3）恒速装置 CSD 的脱开和复位机构 

恒速装置 CSD设有与齿轮箱传动轴输入脱开的设置，由内部的齿形离合器、蜗轮蜗杆机

构、电磁铁、复位机构四个部件组成。控制 CSD脱开的齿形离合器由复位弹簧保持在啮合位，

并将传动输入轴的转矩传递到恒装的差动齿轮来驱动发电机工作。当人工作动驾驶舱脱开电

门使 CSD内的电磁铁通电，电磁铁上的卡销被电磁铁吸入解除了对蜗块的锁定，使蜗块在弹

簧的作用下上升并与蜗杆相接触。这时由于蜗杆的旋转，使离合器的左半部分克服弹力而向

左移动，逐渐带动齿形离合器分离至脱开，使得蜗轮不再被驱动。由于惯性刚脱开的蜗杆还

会继续旋转进而确保了离合器能够完全脱开。如果 CSD的输入转速太低，则蜗杆可能不能完

全与离合器分开，这种情况会造成离合器驱动齿损坏等破坏性结构的损伤。因此当发动机转

速小于慢车转速时，不能作动 CSD 的脱开电门。恒速装置 CSD一旦脱开后在空中不能复位，

只有在地面发动机停止运转后方可进行人工拉动复位环使得卡销再次锁定蜗块，此时便由复

位弹簧复位了蜗杆和离合器机构。对于部分构型的 CSD有自动脱开功能，当其内部滑油温度

高于门槛值时，自动实现脱开功能（此种情况无法在位复位，需更换 CSD并返厂送修）。 

 

图 12-13 恒速发电装置 B 

3. 恒速恒频交流发电机 

现代民航典型飞机上有两个整体驱动发电机 IDG，在飞行中是交流供电的正常电源，每

个 IDG 可以提供 115/200 伏、400 赫兹、最大 90 千伏·安功率的交流电源。整体驱动交流

发电机是一个三相无刷机构，包括激励器转子（电枢）、主发电机转子（磁场绕组）、永磁

发电机（Permanent Magnet Generator，PMG）转子、主发电机（激励器）定子、PMG定子和

中线电流变压器（Neutral Current Transformer，NCT）。永久磁铁发电机(PMG)是由一个

永久磁铁转子和 PMG定子组成。当发电机运转时，发电机控制组件 GCU将 PMG转子在 PMG定

子上产生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GCU使用该直流电源激励发电机，同时控制激励电源和 IDG

主发电机的输出电源；GCU 根据电源质量或人工输入信号来控制发电机控制断路器 GCB（具

体的发电详见发电机控制组件部分）。GCU在 IDG 上的中线电流变压器（NCT）(发电机和接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电气系统 

474 

地之间)、差动电流保护传感器（DPCT）和发电机和发电机控制断路器之间三个地方监控 IDG

输出电源的质量。 

IDG使用独立滑油系统对内部的液压机械（恒速传动）调压控制以给发电机提供恒速驱

动。IDG内部的滑油泵提高滑油压力来驱使内部的 CSD稳定工作，润滑、冷却后的滑油供给

位于发动机风扇的空气冷却器和机匣上的滑油冷却器，滑油的温度降低后流回到 IDG 内部

对 IDG 冷却来形成一个循环。空气/滑油冷却器使用发动机风扇空气降温，内部有旁通机构

在散热器堵塞时旁通；滑油冷却器使用发动机燃油来降低 IDG滑油的温度，如若堵塞则高压

旁通活门打开。IDG回油系统的压差指示销监控回油滤上游和下游的压力，当压差到达门槛

值后指示销弹出可提供目视指示；内部的温度保护功能防止在使用冷滑油进行发动机起动时

出现错误的压差指示。当燃油/滑油冷却器有高压燃油渗入导致 IDG内部压力突增时，IDG壳

体释压活门打开以防止 IDG 壳体破裂，这部分释压的油液最终通过发动机余油系统排出机

外。在进行滑油量检查之前保证发动机至少停车 5 分钟，按压通气活门 15 秒来给 IDG通气

以卸掉在壳体内集结的压力，确保读取到的油量处于指示窗标牌正常位置。通气活门是一个

弹簧保持在关闭位以确保 IDG内部的压力的活门。 

位于驾驶舱的传动灯 DRIVE 灯在 IDG 滑油压力低于最小使用限制或存在欠频状态时点

亮。驾驶舱的脱开电门可以在发动机起动手柄置于慢车位时实现人工脱开 IDG，电门保护盖

和系统逻辑防止 IDG的意外断开。当将电门置于脱开位时，电磁线圈通电并从输入传动轴上

脱开 CSD。脱开的 IDG 只能在地面、发动机停止转动时方可复位。IDG内部的热断开机构在

滑油温度太高时自动断开 IDG 的 CSD 部分，发生热断开后必须拆下 IDG 送修才能将热断开

复位。IDG输入轴也有剪切段，当力矩太高时断开。这可防止因 IDG故障而损坏发动机附件

齿轮箱。IDG脱开后，对应的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和频率都应显示为零；如发电机电压和频率

不为零则表明恒装没有完全脱开，这时恒装可能已经损坏。 

 
图 12-14 发电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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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电机控制组件 

GCU 控制并监控电源质量。在收到驾驶舱电门输入并且监控发电机电源良好时，GCU 提

供信号闭合断路器。起动变换组件 SCU 控制 APU 发电机的电压，AGCU 与 SCU 一起保证 APU

发电机电源良好。AGCU 监控电源的质量。APU 电源质量不好时会使 AGCU断开 APU 电源断路

器 APB。发电机控制组件一般有超压欠压、过频欠频、相间电流不平衡、发电机二极管故障、

相序、过流、差动故障、欠速保护和失效在安全模式的功能。独立于操纵正常控制和保护电

路的 GCU 内部测试模块（BITE）是由逻辑电路板和指示灯组成，BITE 时无需其他 GCU 的输

入或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的信号。BITE 功能包括发现和识别电源通道中的 LRU 故障、在内

部非易失存储器（Non Volatile Memory，NVM）中储存故障信息、前面板灯可显示故障信息

以及在通电及按压测试电门时进行 GCU的自检。 

如下图民航典型飞机的 GCU为例，其功能主要有： 

1)控制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和汇流条断路器BTB 

2)提供/控制给IDG发电机的激励 

3)保护电源系统和 IDG 电气参数不在限制 

4)控制在驾驶舱电源面板组件上的指示 

5)可做BITE自检进行故障隔离 

6)AGCU和GCU可互换，但当GCU安在AGCU位置时本体上的IDG故障灯不会点亮 

 

图 12-15 控制组件功能介绍 

当发动机运转时，附件齿轮箱将驱动 CSD以转动 PMG转子，PMG定子的三相绕组中便产

生交流电，该交流电供给 GCU 内部的电压调节器（Voltage Regulator，VR），VR将交流电

变压并整流成直流电，直流电在发电机控制继电器（Generator Control Relay，GCR）在闭

合位时进入激励器磁定子绕组中产生稳定磁场，转动的激励器转子（电枢）受到磁场的作用

产生三相交流电，转子中的旋转整流器将交流电再次转换成直流电供给到主发电机转子绕组

产生旋转磁场，旋转磁场使得主发电机定子中产生交流电。GCU时刻监控着发电机的电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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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电压和频率在电源质量限制范围内时便可闭合 GCB 使得 IDG 产生的交流电向电网输

出。图中电压调节器输出的电流始终由 GCR控制向激励器输出，从而控制整个交流电源的产

生。如果下列任何信号都会使得 GCR 打开，发电机的激励电源将断开：  

① 发电机电门在关断位（OFF） 

② 发动机防火电门在防火位置 

③ GCU 保护功能触发 

④ 发电机传动断开（欠频保护） 

GCU根据电压、电流和频率不同状态指令 GCB和 GCR的作动最终控制整个发电机来保护

电源系统。当 GCR断开时 GCB也会断开，出现欠速时 GCU也会指令 GCB断开。 

1）超压和欠压保护 

GCU监控调节点（Point Of Regulation，POR）处的每个相电压。电压故障时会指令发

电机控制继电器（GCR）和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打开。当相电压超过 130 伏时进行超压

保护，当最低相电压低于 101 伏持续超过 7 秒时进行欠压保护。GCU 以相断开（馈电线没

连接）或 IDG激励电路短路作欠压信号。 

2）频率保护 

电源的正常频率是 400 赫兹，GCU时刻监控 PMG的频率。若 IDG在正常工作时发生人工

断开或热断开，GCU会探测到欠频状态。GCU还使用来自显示组件（Display Electronic Unit，

DEU）的 RTL（Ready To Load）信号来判断是否有发动机欠速或发电机欠频。在频率出现异

常时断开 GCR和 GCB： 

① 如果出现频率高于 425 赫兹超过 1.5 秒或 435 赫兹超过 35 毫秒； 

② 如果出现频率低于 375 赫兹超过 1.5 秒或 355 赫兹超过 150 毫秒。 

3）相电流不平衡保护 

GCU监控 IDG电流变压器的三相，如果任何两相间的电流不平衡超过 140 安培、时间超

过 6.3 秒，就会发生不平衡相保护，断开 BTB、GCR和 GCB。 

4）发电机二极管失效保护 

GCU使用励磁回路的电流脉冲来监控 IDG中的旋转整流器是否发生二极管短路，如果电

流超过 5安培，则 GCU 断开 GCR和 GCB。 

5）相序保护 

GCU在 POR处监控相序。如果出现相序问题，GCU禁止 GCB的闭合。 

6）过流保护 

GCU监控发电机供向电网的电流： 

如果输出电流大于 274 安培超过 300 秒时，GCU 指令 BPCU 断开飞机的次要的负载（卸

载）。BPCU 首先断开厨房负载；如果超限情况仍存在，则断开主汇流条；如果还有超限，

GCU断开 GCR和 GCB。 

如果输出电流大于 340 安培超过 5 秒时，GCU 指令 BPCU 开始卸载；如果过流仍存在并

超过 0.1秒，GCU断开 GCR和 GCB。 

7）差动故障保护 

差动保护是由于被保护元件（或区域）两侧电流出现较大差异而动作的保护装置。GCU

监控、比较 NCT 和 DPCT 的 3 相电流，GCU 会在任意一相差动电流超过 20 安培达到 7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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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断开 GCR和 GCB。 

8）欠速保护 

当发动机起动手柄在慢车位且发动机转速不低于慢车时，GCU从 DEU获取 RTL信号。如

果有 RTL 信号，则在出现欠频和欠压故障时使得 GCR 和 GCB 断开。对于由于欠速导致的欠

频，只有 GCB被断开。即使 RTL信号消失，GCR仍将保持在闭合位。对于 IDG 电源接入电网

时的发动机正常关车便是一个发电机欠速状态的例子。 

9）GCU故障安全模式 

GCU 在出现自身内部故障时可提供保护，即启动故障安全模式：  

① GCR 和 GCB断开  

② BTB 保持闭合 

③ GCU 前面板上的 GCU FAULT灯亮 

④ P5 面板上 GEN BUS OFF灯亮 

10）GCU 自动闭合 

当飞机在进入空中模式时，火警手柄在正常位、BTB1处于断开位、GCB出现断开而 APU

此时是飞机的唯一交流电源（GCB2和 BTB2也断开）且 APB出现跳开，GCU1探测到这些条件

都存时会给 GCR 和 GCB1 提供闭合指令。这种情况在空中只出现一次，当过渡到地面模式时

电路复位。 

5.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汇流条控制组件 BPCU 与发电机控制组件 GCU 相互交联信息。BPCU监控电源系统的断路

器位置，协调 GCU给断路器 GCB提供开关控制信号，并和 GCU一起控制汇流条断路器 BTB位

置。另外，BPCU可以直接闭合 EPC，而 BTB的闭合由 BPCU通过 GCU执行。BPCU 也控制到主

汇流条和厨房的电源，如果电源负荷太高，BPCU断开厨房和主汇流条卸载继电器。如果 BPCU

失去控制和保护能力，失效－安全设计可使电源系统在 BPCU 故障的情况下保护电路。BPCU

进入失效－安全状态时将使得： 

① 打开外电源断路器（External Power Contactor，EPC），使外部电源面板上的不

在使用灯 NOT IN USE 熄灭 

② 使 P5面板上的地面电源可用灯 GRD PWR AVAILABLE熄灭 

③ 断开到厨房和主汇流条的电源 

④ BPCU给 GCU2 提供失效－安全信号，给 GCU1的信号会有 200 毫秒的时间延迟 

⑤ 如果汇流条连接在断开时，GCU2会闭合 BTB2 

⑥ 如果转换汇流条 1需要电源，GCU1闭合 BTB1 

⑦ 使 BPCU前面板上的 BPCU故障灯亮 

⑧ 抑制加油电源控制继电器的使用 

BPCU对外接电源的控制功能有如下四个方面： 

1）控制。当下列所有发生时，BPCU闭合 EPC： 

① P5板上的地面电源电门在 ON位 

② 外部电源电压和频率正确 

③ 内部锁销（EF）有连续性 

④ 没有触发保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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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 BTB间没有电源 

如果下列任一发生，EPC断开 

① 外部电源质量不好 

② 地面电源电门在 OFF位 

③ 触发保护逻辑 

④ 断开外部电源插销 

⑤ 内部锁销没有连续性 

⑥ 有另一电源的接入时使得 EPC跳开 

2）电流保护。当使用外接电源时如果出现过流，BPCU 断开 BTB2；如果过流仍然存在，

则断开 BTB1；如果仍无法解决问题，BPCU最终断开 EPC切断电源的供应。 

使用中如果 BPCU 发现存在相电流不平衡则断开 EPC；但对于出现的相序错误，BPCU不

会闭合 EPC。 

BPCU使用电流信号对厨房和主汇流条进行卸载。 

3）电压保护。如果出现过压或欠压现象，BPCU将使得 EPC在断开位。BPCU 监控外部电

源面板上 E和 F的电压和极性，如果存在故障条件则保持 EPC在断开位并防止闭合。 

4）频率保护： 

如果存在欠频（低频率），BPCU打开 EPC或阻止 EPC闭合。 

如果存在超频（高频率），BPCU打开 EPC或阻止 EPC闭合。 

 
图 12-16 汇流条控制组件功能介绍 

6. 应急交流电源发电设备 

当所有的主要电源都失去后，飞行员仍需要一些必要的设备来操控飞机安全着陆，因此

最重要的配电设备不是基本的配电设备，而是应急配电设备。如机长侧的主仪表、发动机和

警告指示以及主要的通讯系统都是最重要的设备，这些重要的设备在所有主电源失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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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则切换到应急电源。 

 

图 12-17 应急电源 

飞机电瓶能提供足够的电能，是长期有效的应急电源。电瓶输出的电不仅可以经 24 伏

直流汇流条供给直流应急汇流条，还可供向静变流机转换成 115 伏交流电后供给交流应急

汇流条。单个电瓶至少可以供电时长约为 30 分钟。 

对于 B737NG 飞机，交流备用汇流条的正常电源来源于交流转换汇流条 1。如果转换汇

流条 1 没电时，静变流机是其备用电源。静变流机使用直流电源给备用负载提供 115 伏、

400 赫兹的单相交流电。静变流机遥控电路断路器（Remote Control Circuit Breaker，

RCCB）控制给静变流机提供电瓶电源，当电瓶电门在 ON 位或者备用电源电门位于 BAT（电

瓶）位置，静变流机便可得到电源。 

对于远程飞行中无法快速备降的飞机来说，额外的应急发电机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情况

下的航路运行称之为延程飞行或简称 ETOPS（Extended Range Operation With airplane）。

应急发电机必须由独立于发动机的电源驱动。 

 
图 12-18 冲压空气涡轮 

由冲压空气涡轮直接驱动称为空气驱动发电机（Air Driven Generator，ADG)； 

由液压马达驱动则称为恒速电机发电机（Constant Speed Motor/Generator，CSMG) 。 

飞机的应急发电机可直接供 115 伏交流电到交流基本汇流条和应急汇流条，并通过基

本变压整流器（Essential TR) 供 28 伏直流电到直流汇流条。其发电原理跟前面所述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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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基本相同。 

7. 发电机控制断路器，辅助电源断路器和汇流条断路器 

每个断路器机构都有一个闭合和断开线圈，两个线圈在一个断路器芯上工作。当断路器

达到指令位置时，控制触点断开并解除指令电源。永磁铁将断路器保持在作动位置。断路器

有两种形式的触点：主要的和辅助的。主触点将交流电传送到转换汇流条。断路器的通断决

定着电路中的电源连通形式。 

在 B737NG 飞机的电源分配面板主要有三种断路器：汇流条断路器 BTB、辅助电源断路

器 APB和发电机控制断路器 GCB。 

 
图 12-19 断路器 

1） GCB 控制发电机电源的接入和断开。以左发的 IDG1的人工控制为例： 

当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发电机控制组件 GCU1给 GCB1提供闭合指令： 

控制电门 1瞬时到 ON位 

①防火电门在正常位 

②电源质量 OK 

③GCU 有来自 DEU 的 RTL 信号或探测到 IDG 电源质量处于良好状态 20 秒（当发动机转

速不低于最小慢车速度，且发动机起动手柄在慢车位置时，GCU接收 RTL信号） 

④汇流条断路器 1（BTB 1）打开 

当 IDG的电源质量良好，GCR处于闭合位，并将发电机控制电门置于 ON位时，BTB会从

GCU得到打开断开信号。GCU监控 BTB位置，只有在 BTB 1打开时闭合 G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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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任何下列条件发生时，GCU1指令 GCB1断开： 

① GCU 发现欠速状态（发动机停车） 

② 发动机有灭火信号 

③ 电源超过限制 

④ 发电机控制电门 1瞬时到 OFF位 

⑤ GCU 收到来自 BPCU断开的信号 

GCB的自动闭合，同 GCU的自动闭合功能。 

2）APB控制 APU的电源接通情况。AGCU使用来自驾驶舱 APU发电机电门闭合或断开的

人工作动信号控制 APB。如果电源参数超限，AGCU的保护逻辑也会指令 APB断开。 

当下列所有条件同时满足时，AGCU给 APB提供闭合信号： 

①任一 APU发电机电门在 ON位置 

②GCU设置 BTB和 GCB位置，以防两个电源给一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 

③起动机发电机电源输出质量良好 

④AGCU有来自 APU 电子控制组件（Electronic Control Unit，ECU）的 APU准备加载

（RTL）信号 

⑤外部电源接头（EPC）断开 

当有指令闭合 APB 时，BPCU给 GCU提供信号断开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BPCU也给

外部电源接头（EPC）提供断开信号。 

当下列任一信号出现时，AGCU给 APB提供断开指令： 

① 选择另一电源（BPCU给 GCU提供断开信号） 

② 两个 APU发电机电门在 OFF位置 

③ 给 AGCU的 RTL信号消失 

④ APU 电门在 OFF位 

⑤ APU 灭火信号 

⑥ 电源质量超出限制 

3）BTB 确保了一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一次只能有一个电源来源。正常情况下，每侧的交

流转换汇流条由对应侧的发电机供电，此时 BTB处于断开位；如果有导致单侧的交流转换汇

流条出现掉电的情况时 BTB闭合，使得对侧的交流电可以交输到本侧交流转换汇流条。 

BPCU 监控汇流条转换电门位置用于 BTB 控制。当汇流条转换电门位于自动 AUTO 位置

时，BTB 自动操纵（电门通常由黑色保护盖加载在 AUTO，如需作动必须打开保护盖扳动）。

当将电门置于 OFF关断位置时，GCU和 BPCU根据电网电源状况和空地逻辑对 BTB进行控制： 

①如果每个交流汇流条都从相关的 IDG供电，将两个 BTB 锁定在断开位（不能闭合）。 

②如 IDG同时给两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则同侧的 BTB断开（停止汇流条转换到另一

侧交流转换汇流条）。 

③如果一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从其 IDG 供电，而另一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从 APU 或外部电

源供电，与 IDG相关的 BTB断开并锁定在断开位。 

④在地面上，如果两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从 APU 起动机－发电机供电，BTB 位置不改变。 

⑤在地面上，如果两个交流转换汇流条从外部电源供电，BTB位置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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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类型的交流发电机 

B787 飞机的发电机取消了传统发电机的 CSD 机构，采用变速变频（Variable Speed 

Variable Frequency，VSVF)、更大的发电能力和更高的能量效率的发电机。B787 也是目前

最典型的多电、电气化程度最高的客机，采用了分布式固态配电技术、电空调、电热除冰、

电刹车等技术，电源系统需要的能量大于传统飞机。B787 飞机整个电源系统由 2 台发动机

驱动的 4 台 250 千伏·安的变频交流起动/发电；由辅助动力装置 APU 驱动的 2 台 225 千

伏·安的变频交流发电机；1 个空气冲压涡轮系统驱动的一台 50 千伏·安发电机组成，发

电量为以前飞机的四倍，总发电功率为 1 400 千伏·安。在正常飞行过程中，VFSG 是为飞机

供电的主要发电机，而 APU和 RAT 作为备用电源。这 4个 VFSG在发电机断路器 GCB的控制

下提供 4个独立的 230 伏交流电。一旦一个 VFSG失效，受该发电机供电的所有用户设备都

将失去电源。所以为了保证供电的可靠性，这 4 个 230 伏 交流电源之间的供电断路器 BTB

由电源汇流条控制组件 BPCU控制，确保汇流条始终有电。 

 
图 12-20 B787 的电源系统 

 

12.3 直流电源 

 

12.3.1 直流电源介绍 

 

飞机上有三种不同的直流电来源：直流发电机、变压整流器(或 TR装置)和电瓶。 

直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是由其他机械设备的转动带动发电机电枢在磁场中不断地做切

割磁感线运动以产生感应电动势，最终将输入的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直流发电机最主要的部

件是定子和转子。定子是固定、静止的，包括机壳和磁极，磁极用来产生磁场；转子可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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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电枢铁芯呈圆柱状，由硅钢片叠压而成，表面有槽，槽中放置电枢绕组。换向器是直流

电机特有组成部分，实际上由许多弧形导电滑片与两个线圈两端相连组成，电滑片之间用云

母片相互绝缘并随着线圈转动。两个固定不动的电刷紧压在换向器滑片上，并与外电路相连

接。电枢绕组由许多线圈组成来减小直流发电机输出脉动，绕组中的这些线圈均匀地分布在

电枢铁芯的槽内，线圈的端点接到换向器的相应的滑片上。线圈和换向器的滑片数目越多，

产生的直流电脉动就越小。这当然也给制造上带来困难。直流发电机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大

小与定子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和电枢的转速成正比。中小型直流发电机输出的额定电压并不

高，为 28 伏、115 伏、230 伏、460 伏。大型的直流发电机输出的额定电压在 800 伏左右，

高电压的直流发电机属于高压特殊发电机组的范围，目前民航飞机很少装有高压直流发电

机。 

各机型的变压整流器 TRU功能都很相似。TRU将来自交流配电系统的三相 115 伏的交流

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系统的 28 伏特直流电源。飞机正常运行时的直流电源都来自于变压整

流器 TRU。 

目前大部分机型选用镍镉型蓄电瓶，安装在电子舱中。电瓶 24 伏的直流电用于直流电

源供给或通过静变流机转化为交流电供给重要的交流电用户。电瓶作为飞机的备份电源主要

用于地面启动 APU 或在飞行中失去其他电源时作为应急电源给飞机重要系统供电，电瓶会

在电源系统正常运行时充电。 

 

图 12-21 直流电源 

以 B737NG飞机为例，直流系统包含 3个变压整流组件（TRU）、电瓶充电机和电瓶。对

于正常运行中的飞机，直流电源的来源由 TRU将三相 115 伏的交流电转换为 28 伏的直流电

供应。备用电源控制组件 SPCU 提供直流分配系统主要的继电器的人工和自动控制，同时监

控交流和直流汇流条电源以控制继电器进行主要电源和备用电源的选择。 

TRU没有外部控制且 TRU的件号是一样的。工作时的参数可在电瓶和厨房电源组件面板

上将选择器置于任一 TR 位置位时字母数字显示器上读取显示电压（直流伏）和负载（直流

安培）；在有充足冷却气流的情况下，每个 TRU可以提供 75 安培的电流；在无法充分冷却

的情况下，TRU可以提供 50 安培的电流。TRU1从 1号转换汇流条得电，输出至 1号直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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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条；TRU2从 2 号转换汇流条得电，直接输出到 2号直流汇流条。TRU3 的输出主要为电瓶

汇流条供电，其通常从 2号转换汇流条得电；在 2号转换汇流条没电的情况下，由 1号转换

汇流条通过转换继电器作为备用电源向 TRU3 供电。如图 12-22 所示 TRU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可以在 P5-13 板的 LED 显示屏上读取。当出现任一 TRU在地面故障、或在空中 TRU1故障，

或者在空中 TRU2和 TRU3都故障时，琥珀色的 TR UNIT 灯点亮以指示 TRU出现了故障。 

 

图 12-22 直流电源分配 

电瓶充电机是热电瓶汇流条和电门热电瓶汇流条的主要供电源。电瓶充电机将从交流地

面勤务汇流条得到的 115 伏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输出。如图 12-22 所示电瓶充电器有两种

工作模式： 

    1）在电瓶充电模式中，每个电瓶充电器提供恒定电流、可变电压的电源给电瓶完全充

电。由电瓶充电器内部逻辑电路计算超充量，总的充电时间少于 75 分钟。 

电瓶充电机的充电有主模式和过充模式两种状态。在电瓶容量降低并且直流汇流条负载

需要充电机提供大于 26安培的电源时充电机的主充电模式开始，电瓶内的电量开始增加，；

当电瓶充电一段时间后电瓶充电机的输出电流小于 26 安培，电瓶主充电模式停止并转入相

应的过充模式，直到电瓶电压不低于充电机电压时充电机输出电流逐渐降至 0 安培，此时充

电机再次向电瓶充电，这个过程循环重复执行 7次使得电瓶充分充电；当电瓶过充完毕后充

电机进入变压整流模式，并输出 27.5V的恒压直流电。当电瓶电压再次小于 23 伏时，电瓶

充电器又进入充电模式。电瓶充电机本体有两个绿色的状态灯在其正常工作时点亮，相应的

灯在出现部件故障或异常时熄灭。电瓶充电机在有下列任何情况时不能进入充电模式： 

①加油站盖板打开 

②APU起动 

③备用电源电门在 BAT位 

④备用电源电门在 AUTO位、电瓶电门在 ON位，但直流汇流条 1和交流转换汇流条 1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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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 

⑤电瓶过热 

2）在变压整流（TR）模式（电瓶被充满）下，主电瓶充电机给热电瓶汇流条和转换热

电瓶汇流条提供恒压的直流电源，主电瓶也会由主电瓶充电机充电以保持电瓶电量最大。辅

助电瓶充电机始终不直接给直流汇流条供电，但当辅助电瓶充电机在 TR 模式下时辅助电瓶

依然接受较小的充电。这种模式下，每个充电机可提供最大 65安培的电源。 

 

12.3.2 电瓶的构造和种类，电瓶的维护 

 

1. 电瓶的构造和种类 

按照电瓶极板活性物质不同，飞机电瓶可以分为铅酸电瓶，镍镉电瓶和锂离子电瓶三种。

早期的航空器主要使用铅酸电瓶，但由于内阻高、放电性能差和重量大等原因逐渐被镍镉电

瓶取代。现代喷气式飞机使用的电瓶大多数都是镍镉电瓶，与用于小型飞机及汽车的铅酸电

瓶相比，这种电瓶由于它自身内阻小、寿命长、放电性能平稳等许多优点，被安装在大型波

音和空客等主流机型上。虽然这类镍铬电瓶维护成本低、低温性能好，然而在充放电过程中

依然需要特别小心，以保证安全可靠的运行。随着技术改革、苛刻的性能要求和运行特性使

得飞机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飞机需要采用电流更大重量更轻的电瓶，而锂离子电瓶作为新

型电瓶的典型代表就被应用在波音 B787飞机上。 

  

图 12-23 航空电瓶（左侧为镍铬电瓶，右侧为锂电子电瓶)  

 

图 12-24 锂电瓶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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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瓶内部结构 

以最常见的镍镉电瓶为例，一个镍镉电瓶内部包含 20 个独立的单体电池。正常情况下，

每个单体电池产生 1.2 伏特的电压。因为所有的单体电池都是串联的，所以整个电瓶的额定

电压为 24 伏特。充电结束时，单个电瓶的电压上升到 1.5 伏。当电瓶完全放电时，放电电

压降至 1.0 伏。 

镍镉电瓶按内部结构是否带有释压阀可分为阀控式和密封式两种，由于阀控式较为常见，

本书仅介绍阀控式电瓶。一个镍镉电瓶内部包含 20 个独立的单体电池。单体电池主要由极

板，电解液，隔膜，释压阀等部分组成。 

1)极板 镍镉单体电池内部有正极板和负极板，两种极板均由多片极板构成极板组，正

极板活性物质为为三价镍的氢氧化物(NiOOH),负极板为镉（Cd） 

2)电解液 电解液为30%的氢氧化钾（KOH）的碱性水溶液，因此镍镉电瓶也称为碱性电

瓶。镍镉电瓶的电解液不参与化学反应，而是作为电离子的导体，起到导电的作用； 

3)隔膜 隔膜由多孔多层的尼龙和玻璃纸组成，尼龙主要是为了防止正负极板接触造成

短路，玻璃纸可以防止正极板化学反应产生的氧气流到负极板与镉反应，如果镉与氧气反

应会产生大量的热，造成热击穿； 

4)释压阀 也叫通气阀或排气阀，它的工作原理和高压锅上的压力阀类似，阀电瓶正常

工作时释压阀关闭，避免电解液漏出造成腐蚀，当电瓶内部压力过大时释压阀被顶开，使

气体排出，当压力恢复正常后关闭。拧开释压阀后可以添加电解液或蒸馏水。 

 

图 12-25 镍镉单体电池的构造 

3. 电瓶的安装构型 

飞机电瓶有两种不同的构型类型： 

大多数飞机使用第一种电瓶构型类型，它们由 1 个至 3 个电瓶一起工作来保证直流电

的备份，所有电瓶均接入主电网，并在 APU的启动时能同时提供电源。电瓶的数量主要取决

于必须储存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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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6 飞机电瓶安装-1 

第二种构型是：1 个电瓶提供应急电源，称为主电瓶；另一个电瓶不参与飞机的电网，

主要用于 APU启动，因此称为 APU电瓶。 

 
图 12-27 飞机电瓶安装-2 

4. 电瓶的保护 

为了保护电瓶及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现代民航飞机都设计了相应的均衡电路、过充放

电路、过温保护线路来防止电瓶过充或过放电，过度充放电或超温都会对电瓶的正负极造成

永久伤害。 

有些型号的电瓶带有温度保护开关。当电瓶温度高于 65.5℃时会断开电瓶充电电源。由

于镍镉电瓶在低温时具有充电不足或放电过快的现象，部分型号的电瓶带有低温敏感开关和

加温装置，当温度低于-2℃时接通加温电路，高于 5℃时断开。各型号电瓶触发超温保护和

低温保护的温度值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可参考部件维护手册。 

     空客 A320飞机装有电瓶充电限制器 BCL（BATTERY CHARGE LIMITER），BCL主要功能

是控制电瓶充电和供电，以及判断电瓶工作状态并保护电瓶。当电源控制面板上的电瓶电门

处于按入位时，BCL 首先会判断飞机供电和电瓶的状态，如果电瓶汇流条电压大于 27 伏特

而电瓶电压低于 26.5 伏特，BCL使电瓶接触器吸合，使电瓶连接到电瓶汇流条来进行充电， 

当电瓶充满电后，BCL控制电瓶接触器断开；如果电瓶汇流条电压小于 5伏特,BCL 也会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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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接触器吸合，使电瓶连接到电瓶汇流条，此时电瓶给飞机供电；BCL还通过电流计监控电

瓶工作状态，如果电流过大，BCL会断开电瓶接触器，并点亮电瓶电门上的故障灯。 

 
图 12-28 A320 电瓶控制和保护（以 1 号电瓶为例） 

5. 电瓶的维护 

镍镉电瓶必须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才能提供足够的电量。电瓶属于时控件，时控件即装机

使用到了规定时间必须拆下送至内场车间进行详细检查的部件。检查项目包括电瓶容量和电

解质液面高度等。车间维修人员需按照维护手册和适航要求对电瓶进行检查或进行修理，以

确保电瓶的可靠运行，比如适航标准明确规定，当电瓶容量低于额定容量的 85%时不允许装

机使用 。如果发现电瓶故障，可以通过更换单体电池等方式进行维修。 

电瓶维护注意事项： 

1) 在低温天气下，电瓶的电量会消耗的更快，因此维护手册勤务章节里低温天气勤务

里也包含电瓶相关内容，当电瓶温度低于-15℃时要求将电瓶拆下飞机送至室内； 

2) 电瓶重量大，A320的电瓶重达 25.5公斤，拆卸过程中注意安全，务必避免磕碰到

飞机其他部件，以及避免造成人员受伤。 

3) 内场维护分解电瓶时必须使用手册规定的工具，工作人员不应佩戴金属饰物，手表

避免触电； 

4) 在内场车间充电时注意正负极不能接错，必须监控电瓶温度，当电瓶温度上升过快

时停止充电； 

5) 镍镉电瓶调节电解液高度时必须使用蒸馏水或脱矿水，不能有杂质，铅酸电瓶调节

电解液高度时需要添加硫酸，稀释硫酸过程必须将浓硫酸缓慢倒入水中，添加电解

液必须添加到指定高度 

6) 镍镉电瓶和铅酸电瓶工作车间应分隔开，工具不能混用，电瓶也必须分开存放。 

另外在使用电瓶时注意： 

1) 尽量避免连续太多次的 APU启动尝试，否则会导致电瓶过热降低电解质性能，甚至

熔化塑料隔膜而损坏电瓶。 

2) 禁止对飞机上的电瓶放电到电压低于 22 伏，否则电瓶中单体电池的极性可能会逆

转导致电瓶无法充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能拆下返厂充电或更换新电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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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9 镍镉电瓶组件及单元 

 

12.4 起动发电机 

 

12.4.1 直流起动发电机，交流起动发电机 

 

1. 功能简介 

大多数现代飞机主电源的恒频交流电是采用了 CSD 或 IDG 来实现恒速恒频进而产生所

需要的电源。这种发电机功能单一，不能在“电动”和“发电”两种状态下工作。对于这类

飞机的发动机起动一般都需要由地面气源车、APU 或从发动机交输引气来获得起动机的驱动

空气，这既让机载设备的重量增加，也带来了燃油消耗增大的缺点。因此需将起动机和发电

机整合来优化飞机结构布局。起动发电机的优点主要是实现了一机两用：发动机起动时，起

动发电机工作用于起动状态来驱动发动机的运转；发动机起动完后，起动发电机转为发电工

作状态。这样的功能整合，不仅减少了机载设备数量，同时也使得飞机总重减小。在某些大

型运输机上的 APU发电机已不使用 CSD，采用了交流起动发电机（如 B737-800 型飞机) 。

波音 B787 飞机的主电源系统取消了 CSD机构，即主发电机和 APU发电机都采用了交流起动

发电机-每台发动机有 2台 250 千伏·安三级式起动发电机以及 2台 225 千伏·安由 APU带

动的 SG，有效减轻了机载设备的重量并降低了发动机的燃油消耗量。 

发电机基本构型都具有南、北磁极的可旋转磁铁装置，形成所谓的磁极对。旋转的磁极

对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在定子线圈中感应产生交流电压。当磁铁完全旋转一圈时，一个完整

周期正弦波交流电就生成了。如果磁铁完全旋转一圈需要 1 秒钟，电压的频率就是 1 赫兹。

频率不仅受转子转速的影响，还受旋转磁极对数的影响。从下面公式中可以看出，对于给定

的频率，除了必要的输入速度 n，还取决于磁极对的数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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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0 交流发电机 

大多数飞机的发电机配备了两个磁极对，为了产生 400赫兹频率的交流电，必须需要有

12 000转/分钟的输入速度。但也有使用输入速度为 24 000、8 000或 6 000 RPM的发电

机，这意味着磁极对的数量从 1到 4不等。对于输入速度可变的发电机，例如在 A380 或一

些螺旋桨飞机，它们被称为 VFG的变频发电机，由于输入速度是可变的，因此输出交流电的

频率也是变化的。 

2.直流起动发电机 

飞机直流起动发电机是其电源系统直流电的供电设备，正常飞行时由发动机机驱动其处

于发电工作模式并向用电设备供电。在飞机起动时，由直流电供电使它工作在电动机模式带

动飞机发动机的转动。直流起动发电机用于负载相对较小的飞机。工作简图如下： 

 

图 12-31 直流启动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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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流起动发电机 

交流起动发电机和交流发电机结构基本相同，是一台三级无刷同步发电机，地面和空中

都可以工作。不同的是在起动发电机的轴上安装有解算器，类似于旋转变压器的一种工作方

式，能将转子转角转换为与转角成一定函数关系的电压信号用作电动状态时的控制信号。在

发动机的起动初期中带动发动机的运转，发动机正常运转后转为飞机系统的电源。以 B737-

800飞机 APU的交流起动发电机为例，本体有三个转子装在一根轴上，每一个转子都有一个

定子绕组装在起动发电机壳体上，下列是转子－定子对： 

1) 永磁发电机（PMG)  

2) 励磁机 

3) 主发电机 

 

图 12-32 交流启动发电机 

发电模式与交流发电机相同。对于起动模式，为了获得高效的电动机转动电源，在 APU

的控制系统中增加了两个部件：起动电源组件 SPU 和起动转换组件 SCU。SPU 将来自飞机交

流汇流条或地面电源的 115/400 赫兹交流电或电瓶的 28V 直流电转换为 270 伏的直流电供

给 SCU，SCU 对来自 SPU 的 270 伏直流电进行转换成三相变频交流电和单相\三相恒频交流

电供给起动发电机 SG 的三相定子绕组和励磁单相绕组，使起动发电机产生电磁力矩。当 APU

的主电门移到 START 位时，APU 的控制计算机 ECU 发送指令给起动转换组件 SCU，为起动发

电机的主发电机定子绕组提供变频三相交流电，同时也为起动发电机的励磁机励磁绕组提供

单相交流电；SG 转轴上的解算器用于为 SCU 提供转子位置检测信号；供到励磁绕组上的单

相交流电将产生交变磁场使得励磁机转子绕组上感应出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经过旋转整流

器整流后为主发电机的转子绕组供电。此时，起动发电机的主发电机定子和转子绕组都产生

了磁场，在这两个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转子获得了转矩使起动发电机的转轴开始转动，

并带动 APU 的涡轮轴也开始旋转。随着转子的转速逐步升高使得 APU 转速超过额定转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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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CU 探测到 APU 持续增速正常、无其他故障然后指令 SCU 对起动发电机 SG 停止供电；

当 ECU探测到 APU转速到达额定转速 95%时，ECU认为 APU起动完成并发出 RTL 信号给飞机

系统。当 APU的发电机电门瞬时接通到 ON位置时，起动发电机 SG进入发电模式，其工作原

理与普通的无刷交流发电机完全一样。这时由 PMG 的定子电枢电压为交流励磁机和位于发

电机控制组件 AGCU中的调压器供电。其余的工作原理与前面介绍的发电机原理完全相同。 

4. 控制和保护 

飞机上使用的起动发电机一般由其本体的滑油系统对它润滑、冷却。位于风扇机匣的空

气冷却器使用发动机气流可对起动发电机的滑油进行冷却，另外可以使用热交换原理实现燃

油对滑油的冷却。当出现过载、缺相、短路、过压、欠压、漏电、三相不平衡、过热、轴承

磨损、发电异常等异常时，一般都有对应的控制组件对起动发电机予以保护或提供驾驶舱报

警。对于用于发动机的起动发电机一般还会设置脱开电门，在一些特殊情况时以使得其停止

运转，避免对飞机系统或其本身造成更大的损坏；脱开后的起动发电机只有飞机在地面发动

机完全停止运转后才能进行复位。对于内部高温导致的自动脱开只能返厂送修。日常维护时

要注意对起动发电机做正确的滑油勤务。 

典型飞机的起动发电机，发电模式与交流发电机相同，电动模式如本小节第三步所述，

当 ECU 收到进气门完全打开信号后反馈信号给 SCU，SCU 通知 SPU 提供 270 伏直流电，SCU

转换 270 伏直流电为交流电驱动起动发电机。在 70％转速时，ECU 断掉来自 SCU 的起动信

号，当起动信号断开后，SCU 和 SPU 使起动－发电机断电。SPU 转换 115 伏交流电或者 28V

直流电为 270 伏直流电，电源来源为 28 伏直流电瓶或者 115 伏交流转换汇流条 1。需要注

意的是 B737NG飞机的 SCU有调节 APU起动发电机的电源输出和在 APU起动时控制起动发电

机的驱动两个功能。SCU和 AGCU一起控制和调节 APU 的起动发电机。APU发电机的 GCR和电

压调节器在 SCU内部。SCU在 APU起动时使起动发电机工作在电动机模式以起动 APU。 

起动发电机用来起动 APU，也可在 APU正常运转时产生交流电供飞机在地面使用，在空

中，起动发电机作为 IDG的备用发电机向飞机系统供电。其余控制原理和方式同发动机的发

电机。 

 

12.5 外部电源 

 

12.5.1 外部电源的作用、特点 

 

1. 外部电源的作用 

大多数双发飞机的 APU 和外接电源都可以对整机电源系统供电。飞机在地面时使用地

面桥载、电源车、配电箱等外部电源提供的电源，以便减少燃油的损耗、降低碳排放量，实

现环保、节能的目标。根据各机型的不同需求需要选择符合该机型的地面电源。一般情况下，

1个外部电源就可以给飞机提供完整的电源分配，足以满足飞机在地面时系统用户的所有需

求。而在大型四发飞机上，单个电源并不足以正常供应整个飞机的电源网络，因此需要 2个

甚至多达 4个外部电源连接到飞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个电源就足以满足飞机在地面时

基本设备的所需电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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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3 波音 747 的地面电源 

例如如上图中四发飞机，当 1号外部电源接触器闭合时，提供完整的配电。这是因为在

这个配电系统中，总汇流条和配电系统的跳开关通常是闭合的。需要注意的是，飞机电气系

统的突然启动可能会造成问题，甚至是危险情况。因此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也就是只有

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按照专门的检查单来操作外部电源的接通。 

2. 外部电源的连接 

飞机停在正确的位置并挡好轮档后，此时可以连接一个外部电源。外接电源有两种：  

1) 固定电源，主要用于维修机库附近，或者靠近廊桥 

2) 移动电源车，这种类型用于没有固定电源的停机坪上 

大多数机型飞机的插座位于前轮区域，插座由 4 个粗大的销钉和两个较短的销钉组成，

粗大的销钉为 A、B、C 三相交流电源提供连接，并为公共中性连接提供接地。此外还有两个

较短较小的的销钉用于控制连接。外部电源连接的插头包含与插座本体、与销钉匹配的插销。

外部电源的插头连接到飞机外部电源插座上时需将插头完全推入对应的插座，防止电弧和过

热。因为不完整的电气连接会产生过热。在一些飞机上，还安装有一个支撑电缆重量的电缆

固定带，防止电源插头脱落。 

 
图 12-34 地面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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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737NG 飞机为例，在地面可不启动发动机和 APU，由外电源向飞机提供交流电，还

能使电瓶充电机给电瓶充电。外电源系统部件包括外电源插座、外电源断路器（EPC）和汇

流条控制组件（BPCU）。地面电源的电门位于驾驶舱 P5-4板，作动该电门到 ON位时便可将

已经连接好的外电源通过 EPC 和 BTB 接入飞机电源系统。前服务员面板上的电门可以使交

流和直流地面勤务汇流条从外电源得电。交流电源经过两个地面勤务转换继电器，直流电源

经过地面勤务汇流条继电器。BPCU 使用来自前服务员面板的信号来控制这些继电器。打开

外电源面板接近盖板可以接近外电源接入面板，该面板主要由一个外电源插座和控制指示灯

构成： 

1)外电源插座有六根销钉，其中 3根钉分别连接交流电的三相电（销钉 A、B、C）、1

根钉用于地线（销钉 N）、两根短钉用于给 BPCU 的内锁逻辑（销钉 E、F）； 

2)白色的外电源未使用灯 NOT IN USE点亮表明地面电源没有接入地面勤务汇流条和转

换汇流条。这个指示灯在 E和 E销钉被连接好（外电源插头接好）、地面勤务继电器没有

闭合并且 EPC断开时点亮； 

3)琥珀色的外电源连接指示灯 EXTERNAL POWER CONN在外电源插头插上并且外电源已

可以供电时点亮。该灯亮并不表示外电源品质正常。 

4)位于驾驶舱 P5-4板处的蓝色地面电源可用灯 GRD POWER AVAILABLE由 BPCU向该指

示灯提供电源，当插头处的销钉 E、F 连接好和外电源品质正常时该灯点亮。 

3. 外电源的准备 

当外部电源可用时，必须仔细遵循检查单进行检查，确保所有系统都处于正常的切换状

态，然后才能连接电源，以防止意外甚至危险情况的发生。通用的检查单提示了飞机在地面

停放时提供外部电源的必要步骤。 

 

图 12-35 检查单 

1)外部电源连接后，所有电源系统开关必须处于正常位置，保证正常供电。在一些飞

机上，电瓶必须先关闭，然后再打开。 

2)确保液压系统没有被增压，电动泵和发动机驱动泵关断。但是对于发动机泵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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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门一般是设置在接通位的，为的是发动机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使得卸荷阀门断电。 

3)为了防止飞行控制装置或起落架的意外作动，需检查所有控制手柄的位置是否正确、手柄位

置必须与舵面或系统当前的实际位置一致。 

4)防止触发发动机的点火和启动程序，确保所有燃油泵关闭。这样可以减少了电源负

载，延长燃油泵的寿命。 

5)空调系统关闭，以防止客舱增压。当电子设备接通时，设备冷却必须开始工作。这

是为了防止位于驾驶舱和电子舱的电器部件过热。 

6)氧气开关放在关断位。防止机舱内氧气面罩的意外泄漏。 

7)在地面时，关闭所有的电加温系统。因为如果没有气流，设备会因过热而损坏。 

8)风挡玻璃的刮水器必须关掉，以免刮蹭干燥的玻璃表面。 

9)所有的外部灯，特别是大功率的着陆灯和滑行灯都必须关掉。主要原因是如果没有

气流，这些灯有可能会损坏；这些灯也可能导致附近工作的人员失明。此外，如果打开所

有外部灯光可能会因为高功耗启动而导致外部电源意外掉电。 

10)飞机在地面期间，应急出口灯电门一般保持在OFF位。如果在ARM位，紧急出口灯可

能会自动打开并持续放电，所以必须关闭。 

4. 外部电源的断开 

给飞机断电之前必须做好相应的检查。一般是按照合适的检查单检查确认完成后才能被

允许给电路断电。 

首先，所有的电源负载应该是处于最小，因为这可以减少外部电源继电器的损耗。 

其次，注意必须关掉电源的用电系统。当正常交流电源丢失时，这类系统会自动切换到

电瓶电源，这样就会给用电系统或主飞机电瓶放电，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最后，主电瓶和应急电源开关也必须关闭。 

当不再需要外部电源时，可以将外部电源从飞机上断开。这时，外电源面板上的外部电

源“NOT IN USE”灯亮。 

 
图 12-36 断开外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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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面勤务汇流条

1) 地面勤务汇流条的介绍

外部电源除了给飞机整机供电，还可以单独供电给地面勤务汇流条、给飞机的加油和相

应的勤务工作提供电源，如客舱电子舱照明灯光供电、客舱勤务电插座供电和货物装卸系统

供电。地面勤务汇流条与地面电源相连，通常由正常电源供电。地面勤务汇流条也可以通过

地面勤务或维护汇流条开关直接切换到地面电源，这个开关通常安装在舱门附近的一个面板

上。 

图 12-37 地面勤务汇流条 

2) 只要外部电源插上飞机并品质良好，就可以接通地面勤务汇流条。当地面勤务开关

(在本例中称为维护汇流条开关)扳到 ON 位时（B737NG 飞机前乘务员面板处有地面电源电

门) ，只要外部电源可用，它就会激励地面勤务继电器，并将地面勤务汇流条连接到外部电

源。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地面勤务系统由外部电源供电，但是要求维护汇流条的开关需一直

保持在 ON位，直到外部电源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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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8 地面勤务汇流条供电状态 

3) 地面勤务汇流条的断开

    当外电源面板上的外部电源“NOT IN USE ”灯点亮时，可以断开外部电源供电。首

先，关闭地面电源车的供电，这将切断外电源插座上的直流电源，使外部电源继电器断电。

这确保了断开外电源之前，电源继电器总是先断开 4 个销钉与插头的接触。 

图 12-39 外电源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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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面勤务汇流条的转换

在波音飞机上，地面勤务汇流条也有类似的转换，通常由主交流电源供电。当地面勤务

按钮/电门被按下时，它被转换到有外部电源的外接电源插头供电。对于 B737NG 飞机的两个

地面勤务汇流条由继电器控制电源的选择，当同侧的交流转换汇流条有电、或者在有外接电

源连接飞机时将前服务员面板的地面勤务电门置于 ON 位，每个地面勤务汇流条便可得电。

地面勤务汇流条还给电瓶充电器供电，充电器充当变压整流器 TR 为所有连接到电瓶和热电

瓶汇流条的用户提供电源，也对电瓶充电。 

图 12-40 B737NG 外部电源介绍 

12.6 其它电器设备 

12.6.1 变压器、整流器、静变流机 

1. 变压器

变压器是用来改变交流电电压大小或电流的电气设备。变压器连接输入端的部分称为初

级，连接输出端的部分称为次级。变压器由线圈和铁芯组成。常见的变压器有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线圈，其中一个线圈连接输入端，叫做初级线圈，其余连接输出端的线圈称为叫做次级

线圈，另外还有的变压器只有一个线圈，但具有多个抽头，比如自耦变压器。为了提高电路

的导磁性能，线圈中间设有铁芯。铁芯通常由含硅量较高，表面涂有绝缘漆的热轧或冷轧硅

钢片叠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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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主要应用电磁感应原理来工作。具体是：假设初级线圈匝数为 N1，次级线圈匝

数为 N2，当变压器初级线圈一侧施加交流电压 U1，流过初级线圈的电流为 I1,则该电流在

铁芯中会产生交变磁通，使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发生电磁联系，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交变磁

通穿过这次级线圈就会感应出电动势 U2，其大小与线圈匝数以及主磁通的最大值成正比，

线圈匝数多的一侧电压高，线圈匝数少的一侧电压低，当变压器次级线圈开路时，初级电压

与次级电压之比（称为变压比）等于初级线圈匝数和次级线圈匝数之比，即 U1/U2=N1/N2,

从而实现电压的变化。变压器输入和输出的功率相同，功率计算公式为 P=U×I，可以得出

U1×I1=U2×I2,继而可以算出 I1/I2=N2/N1,即初级电流与次级电流之比等于次级线圈匝数

和初级线圈匝数之比。另外，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频率保持一致。 

图 12-41 变压器的基本原理 

2. 整流器

把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的过程称为整流，常见的整流电路有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单相全

波整流电路，桥式整流电路等。 

结构最简单的整流电路是半波整流电路,主要部件就是二极管 D,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

特性,当输入电压处于正半周期时,二极管导通,有电压输出,当输入电压处于负半周期时二

极管截止，电压输出为 0，负载上获得了单一方向（上正下负）的电压。半波整流是以"牺牲

"一半交流为代价而得到整流效果的，该电路的效率非常低（计算表明，整流得出的半波电

压在整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即负载上的直流电压大约相当于次级线圈输出电压 E的 45%）因

此常用在高电压、小电流的场合。 

图 12-42 单向半波整流电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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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整流电路的结构作一些调整，可以得到一种能充分利用电能的全波整流电路。如

下图所示，全波整流电路核心部件为 D1,D2两个二极管。 

全波整流电路，可以看作是由两个半波整流电路组合成的。变压器次级线圈中间需要引

出一个抽头，把次级线圈分成两个对称的绕组，假设次级线圈输出电压为 E，从绕组引出大

小相等但极性相反的两个电压为 Ea,Eb。 

图 12-43 全压整流电路结构 

全波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可用图 11-44所示的波形图说明。图 12-44（2）中在 0～π

期间内，Ea对 D1为正向电压，D1导通，在负载上得到上正下负的电压；Eb对 D2为反向电

压，D2 不导通。图 12-44（3）中，在π-2π期间内，Eb对 D2为正向电压，D2 导通，在负

载上得到的仍然是上正下负的电压；Ea对 D1为反向电压，D1不导通。如此反复，由于两个

整流元件 D1、D2 轮流导电，结果负载电阻上在正、负两个半周作用期间，都有同一方向的

电流通过，如 12-44（1）电压所示的波形曲线图所示，因此称为全波整流。全波整流不仅利

用了正半周，而且还巧妙地利用了负半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整流效率（负载电压 U约为次

级线圈输出电压 E的 90%，比半波整流时大一倍）。 

全波整流电路需要变压器有一个使两端对称的次级中心抽头，这给制作上带来很多的麻

烦。另外，这种电路中，每只整流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变压器次级电压最大值的

两倍，因此需要选择能承受较高电压的二极管来构建该电路。 

图 12-44 全压整流电路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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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整流电路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整流电路。这种电路，只要增加两只二极管连接成“桥”

式结构，便具有全波整流电路的优点，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点。 

图 12-45 桥式整流电路结构 

桥式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E为正半周时，对 D1、D3为正方向电压，D1，D3导通；

对 D2、D4为反向电压，D2、D4 截止；电路中构成 E、D1负载、D3通电回路，在负载上形成

上正下负的半波整流电压。E为负半周时，对 D2、D4加正向电压，D2、D4导通；对 D1、D3

加反向电压，D1、D3截止；电路中构成 E、D2、负载、D4通电回路，同样在负载上形成上正

下负的另外半波的整流电压。如此重复下去，结果在负载上便得到全波整流电压。其波形图

和全波整流波形图是一样的。桥式电路中每只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等于变压器次级电压的

最大值，比全波整流电路小一半！ 

图 12-46 桥式整流电路工作原理 

以上介绍的均为单相整流电路，但是在飞机上电源为三相供电，因此把交流电转为直流

电需要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基本三相整流电路结构如下图，主要部件为六个二极管，其中 VD4、

VD5、VD6 三个二极管组成共阴极，阴极联成一点 d， 另外三个二极管 VD1、VD2、VD3 构成

共阳极，阳极联成一点 e。RL为负载，输出电压 Ud=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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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7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构成 

在波形图中，ϕa，ϕb，ϕc，ϕd，ϕe分别指 a,b,c,d,e点的电位。共阴极二极管的导通规

律为阳极电位最高对应的二极管导通。相位为 wta< wt <wtb范围内时，a点电位 ϕa 最高，

VD4导通；相位为 wtb < wt <wtc时，b点电位 ϕb 最高，VD5导通；相位为 wtc < wt< wta

时，c点电位 ϕc 最高，VD6导通，每个二极管各导电 120°，d点电位为 ϕa，ϕb，ϕc 三相交流

电电位波峰连线。 

图 12-48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d点电位波形图 

共阳极二极管的导电规律为：阴极电位最低的一个二极管导电。一个周期内，当相位在

wtc'< wt <wta’之间时，c点电位 ϕc 最低，VD3导通；当相位在 wta’< wt <wtb’之间时，

a点电位 ϕa 最低, VD1 导通；当相位 wt > wtb’时，b点电位 ϕb 最低，VD2导通。e点电位

是 ϕa，ϕb，ϕc 三相交流电电位波谷连线。 

图 12-49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e点电位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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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电流方向为： 

1)0 ～ wta期间，ϕc最高，VD6导通,ϕb最低， VD2导通,电流方向：c—VD6—d—RL—

e—VD2—b； 

2)wta ～ wtc’期间，ϕa最高，VD4导通，ϕb最低VD2导通，电流方向：a—VD4—d—RL—

e—VD2—b； 

3)wtc’～ wtb 期间，ϕa最高，VD4导通，ϕc最低，VD3导通，电流方向：a—VD4—d—

RL—e—VD3—c； 

4)wtb ～ wta’期间，ϕb最高，VD5导通，ϕc最低，VD3导通，电流方向：b—VD5—d—RL—

e—VD3—c； 

5)wta’～ wtc期间，ϕb最高，VD5导通，ϕa最低，VD1导通，电流方向：b—VD5—d—RL—

e—VD1—a； 

6)wtc ～ wtb’期间，ϕc最高，VD6导通，ϕa最低，VD1导通，电流方向：c—VD6—d—RL—

e—VD1—a（周期结束）； 

7)wtb’～ wta 期间，ϕc最高，VD6导通，ϕb最低，VD2导通,电流方向：c—VD6—d—RL—

e—VD2—b（开始新周期）。 

   图 12-50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电流方向和输出波形 

  通过分析输出波形可以得出，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在输入信号周期内（即相位在 0～2

π内），电压波形会发生六次周期性改变而形成 Ucb,Uab,Uac,Ubc,Uba,Uca六段曲线，这

样的周期性改变我们称之为脉动，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出脉动频率是输入信号的 6 倍。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出与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出对比，三相桥式整流

电路的脉动频率提高后电压幅值的变化大大减小。交流电整流之后会产生谐波导致电网效

率降低，甚至产生浪涌电压或浪涌电流导致烧毁用电设备，所以实际应用中交流电整流后

还要用滤波器进行滤波，电压幅值变化小有助于减小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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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1 不同整流电路输出波形对比 

现在大部分飞机采用六相全波整流电路。并且把整流器与变压器一起整合为变压整流器。

飞机的变压整流器组件（TRU) 将输入的三相 115 伏交流，400 赫兹电源变成 28 伏直流电，

供给主直流系统负载。如图所示为典型的 Y/△Y型连接的全波整流电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

A，B，C采用 Y型接法，次级线圈为两个三相绕组，a,b,c采用 Y型连接，a’,b’,c’采用

△连接，这三个线圈构成变压器。图 12-52中 12 个二极管构成六相全波整流电路，六个相

之间的相位相差 60°该电路整流之后的脉动频率为飞机交流电压频率的 12 倍，即 4 800 赫

兹，其输出波形脉动频率高，输出质量提高，更容易进行滤波。 

图 12-52 Y/△Y 型连接的六相全波整流电路 

下图为 A320的变压整流器，简称 TR，TR也是采用的 Y/△Y 型连接的六相全波整流电

路，A320上有 3个 TR，本章节以 1号 TR为例。1号 TR的功能是把 1号交流汇流条的交流

电转换为 28伏直流电后向 1号直流汇流条供电，内部包含变压整流模块，电流测量模块，

小电流探测模块，过热探测模块以及继电器等部件。在 TR次级线圈的输出部分设有电流感

应线圈，TR次级线圈输出的交流电会产生电磁场，该磁场会在电流感应线圈上产生感应电

流，电流测量模块通过测量感应电流的大小来计算 TR的输出电流，并将电流值信号提供给

系统数据采集集中器（System Data Acquisition Concentrator，SDAC）用于 ECAM

（Electronic Centralized Aircraft Monitoring）显示，电流感应线圈还负责提供信号

至小电流探测模块，如果感应电流过小，小电流探测模块输出逻辑信号“1”至或门

（OR），或门输出为逻辑“1”，2号直流汇流条给保护继电器断电线圈供电，使保护继电

器开关向上吸合，TR断路器因失去地信号而断开与 1号直流汇流条连接。当 TR过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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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热探测模块输出逻辑信号“1”至或门，或门输出为逻辑“1”，保护继电器断电线圈可

以由过热探测模块通过整流电路或 2号直流汇流条供电，使保护继电器开关向上吸合，TR

同样会断开供电。当过热或小电流的条件消失后，TR不会自动复位。在飞机通电的情况

下，维护人员可以通过按压复位按钮，或通过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Multifunction 

Control Display Unit，MCDU）控制中央故障显示组件（Centralized Fault Display 

lnterface Unit，CFDIU），向保护继电器复位线圈供电，使 TR断路器重新接地，如果 TR

供电正常，则 TR断路器线圈吸合，TR重新给直流汇流条供电。 

图 12-53 变压整流器内部结构 

3. 静变流机

静变流机是一种特殊性质的电器设备。其主要作用是在飞机失去正常交流电源后，静变

流机把电瓶提供的直流电通过内部的电子电路转化成为交流电，供给飞机上必须使用交流电

的重要设备，保证应急状态下的飞行安全。 

如图 12-54 所示，B737 飞机的静变流机可以将直流电转换为 115 伏、400 赫兹的单相

交流电，供给飞机的备用交流汇流条，保证飞机的备用交流汇流条不断电。飞机正常飞行时，

备用交流汇流条由飞机电网供电，静变流机不工作。飞机失去交流电后，静变流机自动工作，

供电给备用交流汇流条。 

图 12-54 B737NG 飞机的静变流机 

如图所示，静变流机的基本组成包括直流电源、逆变器和滤波网络。其中，直流电源是

静变流机的输入来源。 

逆变器为一个能把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的逆变电路，是静变流机的核心组件，由控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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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可以进行能量转换的功率转换电路组成。 

滤波网络分为输入滤波网络和输出滤波网络。输入滤波网络的功用是可以隔离输入的直

流电电网的瞬变，以及防止逆变器反向对直流电网可能产生的噪声干扰。输出滤波器则用于

过滤高频谐波，保证输出正弦波不失真。 

图 12-55 静变流机电路模块 

12.6.2 开关、继电器、电路断路器 

1. 开关

开关是飞机上重要的电路控制装置，其作用是接通、断开控制电路中的电流，或者让控

制电路在不同的工作逻辑之间进行转换。民航飞机常见的开关主要有扳动开关、按钮开关和

旋转开关等。 

1) 扳动开关

扳动开关又称扳钮开关或电门。扳动开关主要由手柄、弹簧、活动触点和固定触点等组

成，通过改变活动触点和固定触点的相对位置来实现对电路的控制。扳动开关通过手动控制

来实现开关位置的变化。 

图 12-56 扳动开关 

实际飞机上的扳动开关有两位开关和三位开关两种。图 12-57 所示的开关为一个典型

的备用磁罗盘照明灯三位开关，开关用来控制备用罗盘灯的开关和亮度。当开关在 OFF 位

时，备用罗盘灯熄灭；当开关在 DIM位时，备用罗盘灯暗亮；当开关在 ON 位时，备用罗盘

灯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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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7 典型的三位电门 

2) 按钮开关

按钮开关是飞机上常见的另外一种开关，主要由按钮帽、复位弹簧、常开触点和常闭触

点等组成，其基本构成如图 12-58 所示。其中，常开触点代表该按钮在常态下处于断开状态，

常闭触点代表该按钮在常态下处于接通状态。操作人员通过按钮帽改变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

的位置来实现对系统的控制。 

1—按钮帽  2—复位弹簧    3-4 常闭触点 4-5 常开触点

图 12-58 典型的按钮卡关 

3) 旋转开关

旋转开关绝大多数为电位计型旋转开关，其主要组成如图 12-59所示。旋转开关主要由

旋钮、接线片、滑针和电阻丝组成。通过旋钮位置的改变，滑针和电阻丝的相对位置发生改

变，接入电路的电阻值亦发生改变。通过接入电阻值的变化，旋转开关给控制系统发出不同

的控制信号。 

图 12-59 旋转开关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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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跳开关

飞机上的跳开关（Circuit Breaker）简称为 CB，是现代飞机通用的一种电路保护设备，

它是一种小型按钮式的保险电门，用于电路过载时的保护。 

图 12-60 跳开关额定电流 

传统跳开关有两大优势：1很容易复位。2 可以人工进行拔出或者按入跳开关来复位电

路 ，这对我们的维护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图所示，跳开关里面有两块金属片，当电流超过最大额定电流时，电路发热，跳开关里面

的两个金属片会受热变形使跳开关弹出，从而断开电路连接，起到断流保护电路的作用。 

在跳开关上还有会标识不同的数字如图 12-60 所示，这些数字代表了跳开关工作的额定电

流，当实际流过跳开关的电流超过这个阈值时，根据电流超限的大小，跳开关会立刻跳出或

经过延迟后跳出。只有当双金属片恢复到原状时才可以复位，所以一般情况下建议在 CB 跳

出后等 2 分钟再复位。在 A320 上重要系统的跳开关，如接在应急汇流条上的系统的跳开关

都集中在头顶面板上 49VU，便于飞行员监控。其他系统的跳开关集中在 120VU 上，按照系

统重要性和可能使用的频率又具体分为 121VU，,122VU，123VU，124VU，125VU，一般情况下

客舱设备的跳开关集成在前后厨房天花板上的 2000VU 和 2001VU。另外在电子舱里主要有

三块跳开关面板，分别为电瓶舱里的 103VU，105VU，左侧电子舱里的 106VU。 

图 12-61 跳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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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路断路器

电路断路器利用电磁铁来操纵活动触点，以控制电路的接通、断开或转换的电磁控制装

置，主要远程控制大功率电路(工作电流大于 25 安培)的工作。 

电路断路器由线圈、铁心、衔铁、触点等基本元件组成。如图 12-62所示，线圈通电后，

产生磁场，铁心、衔铁被磁化后相互吸引，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电路处于接通的

状态。线圈断电后，铁心内部的磁场消失，衔铁不再被吸引，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

电路恢复断开的状态。 

图 12-62 电路断路器的工作原理 

3. 继电器

继电器是自动控制系统中应用极广的开关电器。与接触器相比，继电器的触点所控制的

电路功率小，能够在自动与遥控装置中实现电路的断开与闭合，继电器对实现飞行控制的综

合自动化起着主要作用。 

继电器具有灵敏度高、动作迅速、体积小、重量轻、寿命长，不易受电磁干扰等优点。

继电器主要用于远程控制小功率电路(工作电流小于 25 安培)的工作。 

图 12-63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如图 12-63 所示，根据电生磁原理，线圈通电后，会产生一个磁场，

根据通电电流的大小，产生的磁场大小不同，当施加的电压达到其作动电压值时，电磁吸力

便大于弹簧力，衔铁作动，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后，触点在返回弹簧的作用下返回，触点断

开。调整螺钉可以用来调整返回弹簧的弹力，从而改变接通电磁继电器所需要的电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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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配电系统 

12.7.1 主交流配电系统、主直流系统、应急配电系统 

目前，绝大多数飞机供电网络是交流、直流和应急供电系统相融合的供电系统，大型民

航客机很少有单独的交流网络或者直流网络，而是交流、直流网络通过一系列的继电器、接

触器整合在一起，因此也造成飞机供电系统比较复杂。 

飞机上用于把电能输送到各种负载的公共点称为汇流条 (BUS)，汇流条可以是直流汇

流条，也可以是交流汇流条。而飞机配电系统就是以多个汇流条为基础，采用导线及电缆等

将电能按照预定的路径分配到飞机的各个部位。 

常见大型民航飞机上有两种典型的配电方式，一种是只有一个电源中心的集中配电方式，

另一种是包含几个电源中心的分布配电方式。集中配电方式结构简单可靠，操作维护方便，

但配电导线重量大，安装于驾驶舱的中心配电装置集中了所有的控制开关和保护电器，几乎

所有配电导线都要经过驾驶舱，复杂而笨重，目前的大、中型飞机普遍采用这种配电方式。

但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新型飞机已经开始逐步采用分布配电方式。 

（1）在中央集中配电方式中，飞机只有一个电源中心，用跳开关作为保护器件，用开

关或接触器控制负载的工作，每个负载都有专用的供电导线和控制导线，电能从电源中心经

过安装在驾驶室的控制开关和保护跳开关 CB 向负载输送，如图 12-64所示。  

图 12-64 中央集中配电系统 

（2）在分布式配电方式中，飞机上除了一个电源中心外，还有若干个分中心，每个电

源分中心由电源二次分配组件 (secondary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 SPDU) 和远程电

源分配组件（remote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 RPDU）进行控制，如图 12-65所示。负

载的通断用固态电源控制器 SSPC 进行远程控制。由于采用了负载的总线控制和电子跳开

关 ECB，电源馈线不需要到驾驶舱，这种配电方式控制设备和控制逻辑复杂，但大大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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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导线的重量。目前在新一代大型飞机如 B787 上采用了这种配电方式。 

图 12-65 分布式配电系统 

不管是集中式配电系统，还是分布式配电系统，绝大多数飞机供电网络都采用交流、直

流和应急供电系统相融合的供电系统。大型民航客机很少有单独的交流网络或者直流网络，

而是交流、直流网络通过一系列的继电器、接触器整合在一起，因此也造成飞机供电系统比

较复杂。 

图 12-65为典型的大型飞机配电网络。飞机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主要由发动机驱动发

电机、APU发电机和外部电源给交流电源分配系统供电，交流电源分配系统通过变压整流器

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供电给直流电源配电系统，电瓶处于充电的状态。当飞机失去交流

电源后，电瓶开始放电，并且供电给直流电源配电系统，静变流机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

供电给交流电源分配系统。因为电瓶的容量有限，静变流机只能供电给部分交流电源分配系

统的汇流条。 

图 12-66 典型的大型飞机配电网络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电气系统 

512 

1. 交流配电系统

交流配电系统由交流电源、交流汇流条和电路断路器共同组成。飞机上交流系统的主要

电源有发动机驱动发电机、APU发电机和外部电源等。汇流条的主要作用是给用电设备供电，

汇流条在飞机上是个虚拟的名称，实际在飞机上根本就没有汇流条这个设备。根据重要程度

的不同，电网的汇流条分为转换交流汇流条、主交流汇流条和备用交流汇流条，有一些飞机

还会有厨房汇流条来给客舱的厨房设备供电。主要电源把交流电直接供给到转换交流汇流

条，然后飞机其他汇流条再从转换交流汇流条取电，转换交流汇流条就像发电厂输出的主电

网。主交流汇流条从转换交流汇流条得电，主交流汇流条一般给飞机一些大负载设备或重要

性相对较低的系统设备供电，比如：液压电动泵、客舱娱乐系统等；备用交流汇流条在飞机

由主要电源供电时，从转换交流汇流条得电，在主要电源无电或应急构型时，备用交流汇流

条可以由飞机的静变流机或应急发电机供电，一般飞机一些重要的系统设备由备用交流汇流

条供电，比如：驾驶舱备用仪表、大气惯导计算机等；所以，在飞机由主要电源供电的时候，

转换交流汇流条、主交流汇流条和备用交流汇流条都会得电，但飞机失去主要电源供电的情

况下，只有备用交流汇流条可能有电。 

交流电源系统的供电可以分为单电源供电和多电源并联供电这两种形式，多电源并联供

电需要复杂的调节和保护设备，因此大多数双发动机的飞机使用单独供电的方式进行供电，

飞机电网主要通过断路器来实现单电源供电方式。 

典型单电源供电的交流电源分配系统如图 12-67所示。发动机驱动发电机、APU发电机

和外部电源为交流分配系统供电，飞机电网的主要汇流条有转换汇流条、主交流汇流条、厨

房汇流条和备用交流汇流条组成。汇流条控制组件通过控制电路断路器 GCB、APB、EPC、BTB

的通断来构型电网，防止并联供电。 

图 12-67 单电源配电系统 

   1) 外部电源供电构型

   当外电源供电时，汇流条控制组件首先断开 GCB1、GCB2、和 APB，防止并联供电。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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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控制组件闭合 EPC、BTB1 和 BTB2,外部电源供电给 1#转换汇流条和 2#转换汇流条。转换

汇流条得电后，分配电到主汇流条、厨房汇流条和备用交流汇流条，交流汇流条通过变压整

流器给直流分配系统供电，飞机电网全部得电。 

2) APU供电构型

当 APU供电时，汇流条控制组件首先断开 GCB1、GCB2和 EPC，防止交流电源并联供电。

然后闭合 APB、BTB1和 BTB2,APU发电机供电给 1#转换汇流条和 2#转换汇流条。转化汇流条

得电后，分配电到主汇流条、厨房汇流条和备用交流汇流条，交流汇流条通过变压整流器给

直流分配系统供电，飞机电网全部得电。 

3) 1台发动机驱动发电机供电构型

1 台发动机启动好后，汇流条控制组件首先断开 APB,EPC和对侧发动机的 GCB，防止交

流电源并联供电。其次，汇流条控制组件闭合 BTB1和 BTB2。由启动好的发动机同时给两个

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然后整个飞机电网得电。 

4) 2台发动机驱动发电机供电构型

2 台发动机启动成功后，汇流条控制组件关断 BTB1 和 BTB2，2 台发动机驱动发电机分

别给 2 个转换汇流条供电，飞机电网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由 1#转换汇流条供电，另一

部分由 2#转换汇流条供电，这种供电构型是飞机在空中最常见的构型。 

5) 备用交流汇流条的供电

飞机交流电网工作正常时，备用汇流条转换继电器处于断开的状态，备用交流汇流条从

1#转换汇流条得电。当飞机交流电网供电异常时，备用汇流条转换继电器接通，备用交流汇

流条通过静变流机获得由飞机电瓶转化的交流电。不管飞机处于何种供电构型，备用交流汇

流条都一直有电。因此，飞机上使用交流电的重要设备都连接在备用交流汇流条上。 

6) 厨房汇流条的卸载

厨房汇流条通过厨房汇流条断路器由转换汇流条供电。厨房汇流条上连接的都是大功率

的厨房用电设备（如烤箱，热水器、咖啡壶等），这些设备的不工作对飞行安全没有任何影

响。因此，当飞机电网供电不足以维持正常用电时（如过载），汇流条控制组件会断开厨房

汇流条断路器以切断厨房的供电；如果仍然存在过载，过载发电机的 GCB 将断开，并且相

应的汇流条断路器(BTB)锁定在断开位置，这将使过载发电机的交流转换汇流条断电，保证

飞行安全。 

另外，大多数飞机的电源控制面板上安装有厨房汇流条的切断开关，驾驶员也可以选择

人工方式切断厨房汇流条的供电。波音 B787飞机的厨房汇流条切断电门如图 12-68所示。 

图 12-68 B787 飞机厨房汇流条切断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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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多电源供电的飞机一般都是安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飞机，在飞机两侧各安装有两台

发动机，四台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都可以向电网并联供电，这就需要这四台发电机发出的

交流电的电压、频率、相位和相序都相同，发电机的监控组件 GCU监控发电机发出的交流

电的参数，自动控制 GCB闭合来实现发电机的并联供电。与单电源供电飞机相比，多电源

供电的飞机除了安装有相应的电路断路器 GCB、APB、EPC、BTB，还安装了系统分离断路器

（Split System Breaker，SSB）。在发动机的发电机向飞机电网并联供电时，相应的

BTB、GCB和 SSB都是闭合的。同样，如果有一台发电机的交流电参数无法满足并联供电的

条件，相应的 BTB也会断开，这样就由并联供电方式转换成了单电机供电方式。当飞机由

双外接电源或者是 APU 的双发电机供电时，SSB会断开，这样就与单电源供电构型是一致

的。 

 
图 12-69 多电源配电系统 

2. 直流配电系统 

1) 直流供电系统的基本构成 

大多数飞机的直流电源系统的供电来自于飞机的交流供电系统，TRU转换交流电给直流

配电系统的汇流条供电，电瓶充电机连接在飞机的交流汇流条上，给电瓶充电。当飞机交流

汇流条断电后，电瓶开始放电，供电给直流汇流条，保证直流汇流条的供电正常。直流电源

配电系统的基本构成如图 12-70所示。 

 
图 12-70 直流电源配电系统的基本组成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飞机电气系统 

515 

2) 直流供电系统网络 

典型的飞机直流系统基本配电网络如图 12-70 所示，直流配电系统主要由热电瓶汇流

条、开关热电瓶汇流条、电瓶汇流条、直流备用汇流条和直流汇流条共同组成。 

(1) 热电瓶汇流条 

热电瓶汇流条直接和电瓶相连，所有飞机上不能断电的设备由热电瓶汇流条供电。常见

的不能断电的设备有时钟等。 

(2) 开关热电瓶汇流条 

开关热电瓶汇流条的通断受驾驶舱电瓶电门的控制，电瓶电门处于 ON位时，R5继电器

闭合，当飞机交流配电系统有电时，开关热电瓶汇流条从电瓶充电机得电，飞机交流配电系

统没有电时，开关热电瓶汇流条由电瓶供电。 

(3) 电瓶汇流条 

电瓶汇流条既可以由变压整流器 2 供电，也可以由电瓶供电。如图 12-71 所示，R3 继

电器闭合后，电瓶汇流条由变压整流器 2供电，R4继电器闭合后，电瓶汇流条由电瓶供电。

电瓶汇流条是飞机上重要的直流汇流条。 

 
图 12-71 典型的直流配电系统 

(4)直流备用汇流条 

直流备用汇流条是飞机上最重要的汇流条之一。直流备用汇流条既可以由 1#直流汇流

条供电，也可以由电瓶供电。 

(5)直流汇流条 

飞机交流配电系统有电时，1#和 2#直流汇流条通过变压整流器获得交流电。当飞机交

流配电系统没有电时，1#和 2#直流汇流条断电。1#和 2#汇流条通常供电给客舱等不重要的

设备。 

3. 应急配电系统 

飞机的应急配电系统主要有应急电源和应急汇流条组成。常见的大型飞机的应急电源主

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电瓶，第二种是冲压空气涡轮驱动的应急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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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应急供电系统由电瓶供电时，可以为飞机提供 28 伏直流电和 115 伏交流电。在飞

机电源系统正常构型下，应急直流汇流条由直流主汇流条供电，应急交流汇流条由转换交流

汇流条得电。当飞机电源系统处于应急构型，应急直流汇流条直接由电瓶供电，而应急交流

汇流条则通过静变流机将电瓶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给飞机应急交流汇流条供电。 

如果飞机装有冲压空气涡轮如图 12-72 所示，正常状态下，冲压空气涡轮处于收上状

态。当飞机在空中处于应急构型（飞机主电网失电或飞机主液压系统故障等）时，冲压空气

涡轮会自动放出，空气流驱动涡轮叶片转动，应急发电机直接产生交流电供给飞机的交流应

急汇流条使用；同时，应急发电机产生的交流电通过变压整流器转换为直流电供应给应急直

流汇流条使用，保证应急状态下飞机应急电网的供电。 

对于不同的飞机，冲压空气涡轮驱动应急发电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驱动应急发电

机发电；还有一种是冲压空气涡轮驱动应急液压泵产生液压，然后由液压去驱动应急发电机，

这样就可以通过控制进入到应急发电机的液压流量来控制应急发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控制

应急发电机发电的频率。应急发电机发出的交流电供给应急变压整流组件，应急变压整流组

件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供给应急直流汇流条。冲压空气涡轮驱动应急发电机受飞机空速的影

响，当冲压空气涡轮无法驱动应急发电机发电的时候，应急直流汇流条和应急交流汇流条，

分别由电瓶和静变流机供电。 

 
图 12-72 冲压空气涡轮 

 

12.8 典型飞机电源系统维护介绍 

 

12.8.1.典型飞机电源系统及部件识别： 

 

1.B737NG 飞机外部电源统部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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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BPCU）提供下列

功能： 

－ 外部电源接触器（EPC）控制 

－ 交流分配汇流条保护 

－ 外部电源监控和保护 

－ 驾驶舱指示 

－ 汇流条和厨房卸载 

－ 地面勤务电源控制 

－ 加油站电源 

－ 机内测试设备用于故障隔离。 

② 外部电源接触器 
外部电源接触器将 115 伏交流，400赫

兹，三相外部电源连接到汇流条上。 

③ 
交流系统，发电机和 APU 组

件 

交流系统，发电机和 APU组件提供人工

控制和外部电源指示。 

④ 前乘务员面板 前乘务员面板提供地面勤务电门。 

⑤ 外部电源面板 
外部电源面板是为连接外部交流电源

并提供电源使用指示。 

 

  

①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②外部电源接触器 ③交流系统，发电机和 APU 组件 ④前乘务员面板 

⑤外部电源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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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737 飞机发电机驱动系统部件识别： 

 

图 12-7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空气／滑油冷却器 

空气／滑油冷却器首先使用发动机风

扇空气降低 IDG滑油的温度。 

如果冷却器堵塞，空气／滑油冷却器

内部旁通打开。滑油从空气／滑油冷却器

出来后流到 IDG滑油冷却器。 

② 整体驱动发电机 

整体驱动发电机（IDG）是交流电源的

正常电源。每个可以提供 115／200伏，交

流，400赫兹电源。可以提供最大 90 千伏、

安的功率。 

③ 快速装卸盘 
快速装卸盘（QAD）将整体驱动发电机

（IDG）安装在发动机附件齿轮箱上。 

④ 发电机驱动和备用电源组件 
发电机驱动和备用电源组件提供交流

发电机驱动系统的指示和控制。 

 

  

④发电机驱动和备用电源组件 

①空气／滑油冷却器 

②整体驱动发电机 ③快速装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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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737 飞机交流电源系统部件识别： 

 

图 12-7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发电机控制组件 1 

发电机控制组件（GCU）有下列功

能： 

－ 控制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

和汇流条断路器（BTB） 

－ 提供／控制给整体驱动发电机

（IDG）发电机的激励 

－ 保护电源系统和整体驱动发电

机（IDG）电气参数不在限制内 

－ 控制在 P5－5 和 P5－4 组件上

的电源系统 

－ 对机构内测试设备进行故障隔

离。 

② P18面板 
P18 面板有三块子面板，具有控制

飞机系统负载电路跳开关断路器。 

③ P6面板 
P6 面板有六块子面板和备用电源

控制组件，具有控制飞机系统负载电路

④电源分配面板 1 ⑥电源分配面板 2 

⑦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⑧发电机控制组件 2 ⑨APU 发电机控制组件 ①发电机控制组件 1 

⑤APU 起动变流机组件 ③P6 面板 ②P18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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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开关断路器。 

④ 电源分配面板 1 

电源分配面板 1包括断路器和电源

汇流条。断路器给电源分配系统提供来

自电源的 115伏交流，三相电源。 

断路器也闭合或断开 28 伏直流电

源系统的控制和指示电路。 

⑤ APU起动变流机组件 

APU起动变流机组件（SCU）有两个

功能： 

－ 调节 APU起动发电机电源输出 

－ 在 APU起动时，转动 APU。 

⑥ 电源分配面板 2 

电源分配面板 2包括断路器和电源

汇流条.断路器给电源分配系统提供来

自电源的 115伏交流，三相电源。 

断路器也闭合或断开 28 伏直流电

源系统的控制和指示电路。 

⑦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BPCU）监控

汇流条转换电门位置，用于汇流条断路

器（BTB）控制。 

⑧ 
发电机控制组件 2 

 

发电机控制组件（GCU）有下列功

能： 

－ 控制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

和汇流条断路器（BTB） 

－ 提供／控制给整体驱动发电机

（IDG）发电机的激励 

－ 保护电源系统和整体驱动发电

机（IDG）电气参数不在限制内 

－ 控制在 P5－5 和 P5－4 组件上

的电源系统 

－ 对机构内测试设备进行故障隔

离。 

⑨ APU发电机控制组件 

APU 发电机控制组件（AGCU）使用

输入信号控制辅助电源断路器（APB）的

位置。 

APU 发电机控制组件（AGCU）和起

动变流机组件（SCU）为起动发电机和系

统载荷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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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737 飞机直流电源系统部件识别： 

1) B737飞机直流电源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12-7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P6面板 

P6 面板有六块子面板和备用电源控制

组件，具有控制飞机系统负载电路跳开关

断路器。 

② P18面板 
P18面板有三块子面板，具有控制飞机

系统负载电路跳开关断路器。 

③ 
电气仪表、电瓶和厨房电源组

件 

电气仪表、电瓶和厨房电源组件包含

下列指示： 

－ 电瓶充电器灯 

－ TR组件灯 

－ ELEC灯 

－ LED字母数字显示。 

灯亮表明在直流电系统中有故障。使

用直流仪表选择器和字母数字显示查看直

流系统数据。当将电瓶电门置于 ON位时，

电瓶给汇流和电源系统部件通电。 

④ 发电机驱动和备用电源组件 
发电机传动和备用电源组件可对备用

电源系统进行人工控制和指示。 

 

  

①P6 面板 ②P18 面板 
③电气仪表、电瓶和厨
房电源组件 ④发电机驱动和备

用电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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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737飞机直流电源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 12-7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1 

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1（TRU 1）从 1

号交流转换汇流条得电。变压器整流器

组件 1（TRU 1）输出直接连接到 1号直

流汇流条。 

② 电瓶充电器 

电瓶充电器从交流 2号地面勤务汇

流条得电。 

电瓶充电器是热和转换热电瓶汇

汇流条的主要供电电源。 

③ 静变流机 

静变流机是交流备用汇流条的备

用电源。交流转换汇流条 1是正常电源。 

静变流机使用直流电源给备用负

载提供 115伏，400赫兹，单相交流电。 

一旦电瓶电门在 ON 位置，或者备

用电源电门位于 BAT（电瓶）位置，静

变流机得到电源。 

④ 电源分配面板 1 电源分配面板 1包括断路器和电源

②电瓶充电器 

⑦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3 ⑧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2 ①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1 

⑥电源分配面板 2 

⑤电瓶 ④电源分配面板 1 ③静变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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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流条。断路器给电源分配系统提供来

自电源的 115伏交流，三相电源。 

断路器也闭合或断开 28 伏直流电

源系统的控制和指示电路。 

⑤ 电瓶 电瓶可提供备用交流和直流电源。 

⑥ 电源分配面板 2 

电源分配面板 2包括断路器和电源

汇流条。断路器给电源分配系统提供来

自电源的 115伏交流，三相电源。 

断路器也闭合或断开 28 伏直流电

源系统的控制和指示电路。 

⑦ 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3 

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3（TRU 3）通常

从 2号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如果失去

正常电源，1 号交流转换汇流条通过变

压器整流器组件 3 转换继电器提供备

份。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3（TRU 3）的主

要用途是作为电瓶汇流条的电源。 

⑧ 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2 

变压器整流器组件 2（TRU 2）从 2

号交流转换汇流条供电。变压器整流器

组件 2（TRU 2）输出直接连接到 2号直

流汇流条。 

5.B737 飞机备用电源系统部件识别： 

1) B737飞机备用电源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12-78 

①备用电源控制组件 ②电气仪表、电瓶和厨房
电源组件 

③发电机传动和备
用电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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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备用电源控制组件 

备用电源控制组件（SPCU）可以提供电瓶和备

用汇流条电源的人工和自动选择。 

SPCU 给 P5－13 上的电源仪表、电瓶和厨房电

源组件提供直流系统的故障数据。 

SPCU也控制电源系统的某些电源分配继电器。 

② 
电气仪表、电瓶和厨房电源组

件 

电气仪表、电瓶和厨房电源组件提供监控备用

电源系统控制，以及继电器故障数据。 

③ 发电机传动和备用电源组件 

发电机传动和备用电源组件上琥珀色的备用

电源关断灯在下列任何一个汇流条失去电源

时点亮： 

－ 交流备用汇流条 

－ 直流备用汇流条 

－ 电瓶汇流条（当电瓶电门在 ON位时）。 

2) B737飞机备用电源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 12-7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电瓶充电器 

电瓶充电器从交流 2号地面勤务汇流条得电。 

电瓶充电器是热和转换热电瓶汇汇流条的主

要供电电源。 

③  电瓶 电瓶可提供备用交流和直流电源。 

③ 遥控电路断路器 

静变流机遥控电路断路器（RCCB）给静变流机

提供电瓶电源。 

当备用电源控制组件(SPCU)指令闭合时，RCCB

闭合。这使静变流机从电瓶获得电源。 

①电瓶充电器 ②电瓶 ③遥控电路断路器 ④静变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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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静变流机 

静变流机是交流备用汇流条的备用电源。交流

转换汇流条 1是正常电源。 

静变流机使用直流电源给备用负载提供 115

伏，400赫兹，单相交流电。 

一旦电瓶电门在 ON 位置，或者备用电源电门

位于 BAT（电瓶）位置，静变流机得到电源。 

6.B737 飞机交流电源载荷分配系统部件识别： 

1) B737飞机交流电源载荷分配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12-8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备用电源控制组件 

备用电源控制组件（SPCU）可以提供电瓶和备

用汇流条电源的人工和自动选择。 

SPCU给 P5－13上的电源仪表、电瓶和厨房电

源组件提供直流系统的故障数据。 

SPCU也控制电源系统的某些电源分配继电器 

② P6 面板 
P6 面板有六块子面板和备用电源控制组件，

具有控制飞机系统负载电路跳开关断路器 

③ P18 面板 
P18 面板有三块子面板，具有控制飞机系统负

载电路跳开关断路器。 

2) B737飞机交流电源载荷分配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①备用电源控制组件 ②P6 面板 ③P18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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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PU发电机控制组件 

APU发电机控制组件（AGCU）使用输入信号控制

辅助电源断路器（APB）的位置。 

APU发电机控制组件（AGCU）和起动变流机组件

（SCU）为起动发电机和系统载荷提供保护。 

② 发电机控制组件 1 

发电机控制组件（GCU）有下列功能： 

－ 控制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和汇流条断

路器（BTB） 

－ 提供／控制给整体驱动发电机（IDG）发电

机的激励 

－ 保护电源系统和整体驱动发电机（IDG）电

气参数不在限制内 

－ 控制在 P5－5和 P5－4组件上的电源系统 

－ 对机构内测试设备进行故障隔离。 

③ 电源分配面板 1 
电源分配面板 1 内卸载继电器控制到主汇流条

和厨房汇流条的电源，以防止电源过载。 

④ 电源分配面板 2 
电源分配面板 2 内卸载继电器控制到主汇流条

和厨房汇流条的电源，以防止电源过载。 

⑤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BPCU）控制卸载继电器。

当 BPCU 给其断电后，卸载继电器断开。有时自

动断开主汇流条电源，以防止电源过载。有三种

形式的卸载： 

－ 构型卸载 

－ 指令卸载 

①APU 发电机控制组件 ⑥发电机控制组件 2 

⑤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④电源分配面板 2 ③电源分配面板 1 

②发电机控制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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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载卸掉。 

⑥ 发电机控制组件 2 

发电机控制组件（GCU）有下列功能： 

－ 控制发电机控制断路器（GCB）和汇流条断

路器（BTB） 

－ 提供／控制给整体驱动发电机（IDG）发电

机的激励 

－ 保护电源系统和整体驱动发电机（IDG）电

气参数不在限制内 

－ 控制在 P5－5和 P5－4组件上的电源系统 

－ 对机构内测试设备进行故障隔离。 

 

12.8.2 典型飞机电源系统维护介绍 

 

1 典型飞机电源系统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 B737NG飞机电源系统常见维护操作 

(1）B737NG飞机电瓶上电断电操作程序： 

 〖1〗警告和警戒 

警告：使用电瓶给飞机上电前，请确认飞机状态为可以上电状态，否则会造成人员触电

危害或者飞机部件损伤。 

   〖2〗维护准备 

 
〖3〗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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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B737NG地面电源通断电操作程序： 

〖1〗警告与警戒 

警告：使用地面电源给飞机上电前，请确认飞机状态为可上电构型，否则会造成人员

触电危害或者飞机部件损伤。 

警戒：雷雨天禁止使用地面电源给飞机上电 

〖2〗维护准备 

图 12-83 

◆使用电瓶给飞机通电 

①把电瓶开关由 OFF位放到 ON位。 

②把直流选择旋钮放到 BAT位。 

③检查电瓶电压显示大于 23V DC 

注：如果显示电瓶电压小于 23V DC，

应立即断开飞机电瓶供电。 

注：不能使用电瓶长时间给飞机供电，

长时间放电会造成电瓶电压过低。 

 

 

图 12-84 

◆电瓶断电操作 

注：飞机主电瓶断电前，请确认惯导

已经放在 OFF位，否则会造成飞机主

电瓶 

长时间放电，对电瓶造成损伤。 

①把电瓶开关有 ON 位放到 OFF 位，

等待 10 秒钟，电瓶放电灯无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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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操作步骤 

①确认飞机为可上电状态。

②检查当前飞机是否有人员工作，并与

之确认可以上电。

③如果使用地面电源车，电源车接近时

注意与飞机的间隔。

④检查驾驶舱各红色开关、按钮和跳开

关都在正常位。 

⑤检查外接电源特性是 115V AC/28V 

DC/400HZ功率 90KVA。 

⑥检查地面电源插头是否完好

⑦检查飞机地面电源插座是否完好

图 12-85 

图 12-86 

◆地面电源通电操作

注：插上地面电源插头前，确认地面

电源处于无电状态。 

①把地面电源插头插入飞机地面电

源插座，系好放掉落绑绳。

②接通地面电源，检查飞机地面电

源面板上连接灯（琥珀色）和未

使用灯（白色）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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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①进入驾驶舱，确认地面电源有效

灯点亮。 

②把电瓶开关放到 ON位。 

③把地面电源开关放到 ON位 

④确认左 SOURCE OFF、右 SOURCE 

OFF、左 TRANSFER BUS OFF和右

TRANSFER BUS OFF灯熄灭。 

图 12-87 

◆地面电源断电操作 

注：断开外接电源供电前，需确认当

前飞机处于待断电构型。 

①把地面电源开关放到 OFF位. 

②地面电源有效灯依旧亮。 

③确认左 SOURCE OFF、右 SOURCE 

OFF、左 TRANSFER BUS OFF和右

TRANSFER BUS OFF灯点亮。 

④把电瓶开关放到 OFF 位。 

图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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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B737NG飞机 APU通断电操作程序： 

〖1〗警告与警戒 

警告：如果飞机正在加油，请遵守加油注意事项，否则会造成人员伤害。 

当外接电源或 APU给飞机供电，备用液压泵会工作 4秒，可能会使方向舵和反推移动，这样

可能会造成该区域人员受伤。 

警戒：检查 APU 进气门是否有结冰，损伤或周围是否有异物，否则会造成部件损坏。 

     〖2〗维护准备 

 

 

①在地面电源接口面板确认连接灯

（琥珀色）、未使用灯（白色）点亮。 

关闭地面电源供电，解开防脱落绳

索，拔出地面电源插头。 

②关好飞机地面电源舱门。 

 

图 12-89 

①检查 APU进气门无卡阻，附近无异

物和人员。 

②确认飞机构型为可上电构型。 

③检查飞机上是否有工作人员，并与

之确认是否可以启动 APU，是否可

以上电。 

 

图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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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操作步骤 

 

 

 

2) B737NG飞机电源系统常见安全注意事项： 

①违规操作电源系统可能造成自己、他人触电或部件损坏。 

②飞机电源系统通电可能会造成飞机舵面运动。 

③电源系统部件工作可能会造成高热。 

 

 

◆APU发电机通电操作 

①把电瓶开关放在 ON位。 

②检查 BUS TRANS电门在 AUTO位，按手

册要求启动 APU。 

③APU启动好后，确认 APU GEN OFF BUS

灯点亮。 

④把左、右 APU供电开关打到 ON位。 

⑤确认 APU GEN OFF BUS灯熄灭。 

⑥确认左 SOURCE OFF、TRANSFER BUS OFF

灯熄灭。 

⑦确认右 SOURCE OFF、TRANSFER BUS OFF

灯熄灭。 

 
图 12-91 

◆APU发电机断电操作 

①把 APU 供电开关打到 OFF位。 

②确认 APU GEN OFF BUS灯点亮。 

③确认左 SOURCE OFF、TRANSFER BUS 

OFF 灯点亮。 

④确认右 SOURCE OFF、TRANSFER BUS 

OFF 灯点亮。 

图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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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防火系统 
 

13.1 防火系统基本概念 

 

13.1.1 防火系统的功能和组成 

 

燃烧是一种放热发光的化学反应，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任何燃烧都需要一定的条

件，即燃烧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氧气和着火源。 

针对燃烧的发生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的原理，防火工作的实质就是采取一切可行措

施，避免三个条件的充分形成，防范于未然；而灭火原理则是针对已经形成燃烧的三个条

件，用灭火工具或灭火剂，破坏三个条件的继续结合，或降低燃烧条件的三个指标中的一

个或多个，熄灭火焰。 

完整的飞机火警保护系统分为火警探测系统和灭火系统两大部分。 

火警探测系统是对发动机和机体潜在的着火区域的火警温度、过热温度、烟雾浓度和

高压热空气泄漏等状况进行监控，一旦监控数据达到警告值，就发出目视和声响警告，并

且指出火情的具体部位。 

灭火系统则是根据火警警告部位，由驾驶员(或自动)控制启动灭火系统，迅速有效地

实施灭火。 

飞机“火区”部位的划分是由飞机制造厂根据适航相关规定设置的，不同类型的飞

机，“火区”划分也有差异。即使相同的"火区"划分，其具体的防火系统配置也各有不

同。就大多数飞机而言，防火系统的组成如图 13-1 所示。 

 

图13-1 飞机重点防火区域（也称之为“火区”） 

 

洗手间烟雾探测/灭火瓶 

洗手间烟雾探测/灭火瓶 

电子舱烟雾探测 

货舱烟雾探测/灭火瓶 

发动机火警探测/灭火瓶 

货舱烟雾探测/灭火瓶 

APU火警探测/灭火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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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常见火警类型 

 

为了选择 有效的灭火剂，我们需要掌握火的种类。根据燃烧物质的不同，我国

早将火划分为A、B、C、D四种： 

A类火是一般可燃物的燃烧，例如木头、纸、布等。 

B类火是液体燃烧，例如滑油、燃油等。 

C类火是可燃气体燃烧。 

D类火是易燃金属燃烧，例如铝和镁等。 

随着火灾情况的变化，这种分类已经不能满足消防要求，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对

火灾分类的修订，并结合我国国情，新国标GB/T4968-2008火灾的分类增加了以下两种

火的划分： 

E类火是带电火灾，即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F类火是烹调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客舱、洗手间及驾驶舱刚开始着火时一般都是A类火；发动机与APU着火一般都是B

类火；根据所装货物的不同，货舱着火可能是A类火、B类火或C类火。一般来说，只有

在A、B、C三类火未能及时成功灭火的情况下，飞机上才有可能出现D类火。 

 

图13-2 火的种类 

 

13.1.3 常用灭火剂 

 

常见的灭火剂有水、卤代烷、二氧化碳、干粉和泡沫灭火剂，但是飞机上主要使用以

下两种： 

1.水灭火剂 

水是扑灭A类火的 佳灭火剂，水不但可以起到降温和隔绝氧气的作用，更重要的原因  

是水使可燃物变湿后可以有效防止复燃。但是水灭火剂 大的缺点是有导电性以及会出现

大 面积的残留污染。  

基于水灭火剂的上述优缺点，其只能装在手提灭火瓶中由机组人员使用，一般将其安

装在客舱或者货机的货舱。 

2.卤代烷灭火剂 

卤代烷灭火剂（也称作为海伦灭火剂)是扑灭B类火与C类火的 好选择。对于A类火来

说，在刚开始燃烧时，卤代烷灭火剂同样有效，但相对水灭火剂而言，当卤代烷灭火剂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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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完后，A类火很容易发生复燃。 

卤代烷灭火剂的主要优点有： 

第一、只需少量的卤代烷即可实现良好的灭火，这得益于卤代烷灭火剂本身及它与可

燃物发生化学反应后的新生成物质均能有效的隔绝氧气，这种效应称之为“化学效应”。 

第二、卤代烷不具有导电性同时也不会影响视线。 

第三、卤代烷微毒且灭火后无残留物。 

卤代烷灭火剂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是这种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所以在1994年时全球达

成共识，将从发达国家开始逐步禁用该灭火剂。现阶段地面已经基本禁止使用该种灭火

剂，但在没有发现可替代的有效灭火剂前仍允许其在飞机上使用。 

除上述两种常用灭火剂外，干粉灭火剂可用于飞机机库以及飞机轮舱刹车片的灭火，

少量飞机也在货舱使用干粉灭火剂，但是因为残留物清除难度大，不能用于驾驶舱和客舱

的灭火。 

 

13.2火警探测原理 

 

火警和过热探测系统通常由位于监控区域的探测传感器、位于电子舱的火警控制盒

（也简称控制盒）和位于驾驶舱的警告系统三部分组成。 

探测传感器主要依靠监控温度上升或探测烟雾来发现火情。通常来说，飞机在发动

机、APU、轮舱及引气管路附近使用温度敏感元件进行温度过热探测；而在一些难以确定着

火源或面积较大的监控区域，如货舱、电子舱、洗手间等一般使用烟雾探测器来监测烟雾

及火警的发生。 

 

图13-3 火警探测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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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探测器原理及警告系统 

 

1.火警探测传感器 

1）点式火警探测器 

点式探测器也称为单元体型探测器，只能探测一个点或者较小区域的过热情况。其原

理较简单，一般使用双金属热敏开关，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双金属片的变形使得触点通

断情况变化并触发警报。这种探测器通常用于引气管路的渗漏探测，但在较大的防护区

域，所需探测器的数量太多并会导致如有探测器故障时很难找出具体的故障件，这种情况

就不宜使用点式探测器。 

 

图13-4 点式（单元体型）火警探测器 

2）连续型火警探测器 

连续型火警探测器可以监控如发动机等较大区域的火警而且效果良好。实际运用中还

经常将不同区域的若干个连续型火警探测器再串联起来进行监控，以实现更大面积的火警

探测，这种串联在一起的连续型火警探测器称为感温环路。感温环路的探测原理和单个连

续型探测器的探测原理相同。 

根据感温环路的构成和工作原理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气体型感温环线、电阻型感温

环线和电容型感温环线，这些感温环线外观相似但工作原理不同。 

 
图13-5 连续型火警探测传感器（气体型感温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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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体型感温环线： 

这种环线为一端封闭另一端连接到响应器的金属密封细管，内部灌有惰性气体，在管

子中心还有一根金属线，这根金属线有低温吸入氢气高温释放氢气的特点。当探测到温度

升高时，管内气体压力增大，使得响应器内部的监控电门接通，从而给控制盒提供火警警

告信号。 

当环线漏气时，因内部气压下降，则处于常接通状态的监控电门会断开，从而给出环

线故障信息。 

(2)电阻型感温环线： 

这种环线由金属外壳、金属芯线及两者之间的半导体构成，随着环境温度的增加，半

导体的电阻下降，当降到门限值时，半导体变为导体，芯线与外壳导通，从而给出警告信

号。电阻型感温环线探测系统结构简单，探测范围大，但这种探测元件在结构受损时容易

产生虚假信号。 

 

图13-6 连续型火警探测传感器（电阻型感温环线） 

（3）电容型感温环线  

电容型感温环线由若干段感温元件连接而成，每个感温元件的外管为不锈钢，内装一

根中心电极(导线)，外管与中心电极间的电介质是对温度敏感的填充材料，构成圆筒形电

容器 电容型感温环线通以半波交流电，感温环线可以充电和存储电能，其存储的电荷随温

度的升高而增大，即电容值随周围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当达到警告温度时，电容值增大到

某数值，其充电或放电电流的大小达到报警值，并驱动警告信号装置报警。 

电容感温环线的优点是当筒形电容的某处出现短路时，不会产生虚假信号；缺点是必

须用变压器提供交流电。 

2.烟雾探测器 

烟雾探测器通常用于货舱、洗手间及部分机型电子舱的火警探测。 

民航客机上常用的烟雾探测器有以下两种： 

一种为光电式烟雾探测器，它利用光穿过烟雾时会发生折射的特点来探测烟雾。 

第二种为电离式烟雾探测器，这种探测器采用少量的放射性材料，当两极加上电压后

使探测器室内的空气电离，这样就会有一定的电流流过探测器。当含有烟雾的空气通过探

测器时，烟雾的微小粒子附着在离子上，使离子浓度降低，则通过探测器的电流下降，从

而根据电流值来判断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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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光电式与电离式烟雾探测器 

3.火警控制盒 

火警控制盒通常具有以下功能：从火警探测器接收状态信号，并可以识别出正常或者

警告信号，当接收到报警信号后，控制盒激活输出信号到警告系统给出火警警告。根据探

测器原理的不同，控制盒还可以识别部分探测器的故障状态，另外，控制盒还可以完成火

警探测系统的测试。 

控制盒可通过测量输入电阻来识别传感器的状态。例如大多数双金属热敏开关探测器

的原理为当热敏开关处于开位时控制盒识别为正常状态，当热敏开关处于闭合位时控制盒

识别为报警状态。监控区域越大，所需的双金属热敏开关越多，所有的热敏开关并联连

接，于是任何一个热敏开关闭合即可触发报警状态。控制盒对感温环路或者烟雾探测器的

信号识别也是类似原理。 

4.火警警告 

当火警探测传感器探测到火警，相应系统的火警警告即被触发。警告包括头顶面板的

红色火警灯、连续谐音、主警告灯和ECAM或EICAS信息。 

在识别火警具体信息及区域后，为了避免连续谐音对飞行员的干扰，飞行员可通过按

压主警告灯按钮消除连续谐音警告，然后根据ECAM或者EICAS的操作提示信息采取必要的处

理措施。为确认火警状态，红色火警灯和故障信息无法通过主警告灯按钮消除，将一直保

持显示直到火警消失。 

 
图13-8 火警警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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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障探测 

双金属热敏开关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当其失效在开路状态后，纵然遇到火警时也无法

再给出火警警告；而当其失效在闭合状态时就会给出持续的假火警信号。无论出现上述哪

种情况，控制盒都无法发现热敏开关实际已经是故障状态，这对飞机来说就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 

其他类型的一些火警探测器，例如气体型探测环路，其结构比双金属热敏开关复杂，

控制盒可以发现这类火警探测器的故障情况。当控制盒发现探测器故障后，可以给出故障

信息并防止假火警信息的出现。这类探测器虽然已优于双金属热敏开关，但是一旦失效后

就无法继续探测火警以确保发动机或APU的持续安全操作，所以现代民航客机的发动机和

APU一般还需采用双环路布局。 

6.双环路系统 

为了实现单个火警探测传感器故障后仍能进行监控，绝大部分机型重要区域的火警系

统通常都采用双环路布局。也就是在火警系统中布有两套相同的火警探测器以及双通道构

型的火警控制盒。只有当两套探测器同时探测到火警时才会触发火警警告，这种“与”逻

辑可以有效避免单个探测器失效在警告状态后假火警的出现。 

双环路探测系统通常为两个并联安装的连续型探测环路或者两个并联安装的烟雾探测

器组成。这种双环路的火警探测系统出现单环路故障时，控制盒可以识别并将故障环路隔

离，后续依靠剩下的无故障环路继续进行有效的火警监控。单环路故障发生后控制盒会在

中央警告显示器上给出对应的故障信息，但是一般不会触发火警灯和谐音警告。例如图13-

9所示机型触发的ECAM警告信息为：ENG 1 LOOP B FAULT（左发动机火警探测B环路故

障），但是没有其余警告。 

综上可知，双环路火警系统在单环路失效时不会导致火警警告功能丢失，这样就可以

允许放行飞机继续飞行直至返回基地后再予以维修。但是当双环路均故障后，整个火警警

告系统彻底失效，此时飞机就必须排故后才能放行。 

 
图13-9 双环路系统出现单环路故障示意图 

7.火警测试 

火警操作测试是机务常见的维护工作之一，例如在每次发动机或APU启动前均需要进行

该项测试。通过火警操作测试可以确保火警探测系统工作正常，该测试是由控制盒模拟火

火

警

控

制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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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或过热状态并检查所有探测器的连接情况，测试正常时驾驶舱可以出现火警警告并点亮

对应指示灯。 

如果测试未通过，则表明火警探测系统某些部位出现故障或者探测器的线路连接有问

题。此时有的机型需要在对应控制盒进行测试来判断故障原因；而安装有中央维护计算机

系统的飞机，当火警操作测试未通过后，可以再使用中央维护计算机系统测试，以经济快

捷的方式读取故障代码明确故障原因。 

 

图13-10A 火警控制计算机前面板测试按钮 

 

图13-10B 通过中央维护计算机测试各火警系统 

 

13.2.2 各区域火警探测系统 

 

1.发动机火警探测系统 

作为飞机的“心脏”，发动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动机火警探测系统通常采用双环

路连续型火警探测环路（一般称之为LOOP A与LOOP B），感温环路采用电阻型或气体型感

温环线。 

发动机/APU控制盒 

电子舱烟雾 

控制盒 

货舱烟雾 

控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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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动机高温管路及各类油管众多，所以需要防护的区域较多。每台发动机通常需要

设置若干组的双环路火警探测环线： 

风扇探测元件安装在附件齿轮箱附近，设置一组或两组火警探测环路，探测由于整体

驱动发电机（Integrated Drive Generator，IDG）或发动机驱动泵（Engine Driven 

Pump，EDP）失效导致的火警以及燃、滑油渗漏导致的火警。 

核心探测元件一般安装在核心机匣，设置一组或两组火警环路环绕核心机布局，主要

用于探测热气渗漏。 

在发动机顶部吊架防火墙下面也有一组火警探测环路，用于该区域引气管路的渗漏探

测。 

 

图13-11 发动机火警探测传感器位置示意图 

发动机火警环路无故障时，需要LOOP A与LOOP B均探测到火警后才会在驾驶舱触发全

部火警警告。 

非常明显的一个警告就是预位电门的红色警告灯点亮，按压这个电门可以实施发动机

的火警预位（实现燃油、液压油的切断、电源的切断以及引气的切断）。不同机型的火警

预位电门结构有所不同，比如空客飞机的火警预位电门为带保护盖的按钮，波音飞机、

ARJ21飞机等使用的是灭火手柄。为便于两名飞行员均能快速实施预位操作，预位电门通常

设置在头顶面板或中央操纵台。有的机型发动机火警警告还包括发动机主电门处的红色警

告灯，例如B737MAX飞机和空客A320飞机就在每台发动机启动电门处分别设置了红色的

“FIRE”灯，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发动机火警时误关正常发动机的危险情况。 

除上述火警灯外，还会出现连续谐音、主警告灯及ECAM或EICAS上的警告信息。ECAM除

了警告信息外还会给飞行员提示需要采取的处理措施。 

核心探测元件 

风扇探测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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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2 典型飞机发动机火警警告现象 

2.APU火警探测系统 

APU其实就是一台小型的发动机，所以在运转时也必须有火警探测系统持续监控。 

APU火警探测环路一般也是双环路构型，根据机型的不同，可能位于防火墙，也可能环

绕APU本体安装在防护罩内。虽然其部件数量及位置与发动机有差别，但是工作方式及探测

原理通常与发动机相同，在驾驶舱的警告效应也与发动机类似。 

因APU地面运转时，可能出现驾驶舱无人的情况，所以APU火警探测系统通常还需要有

如下特性： 

飞机在地面发生APU火警时需要在前轮舱或主轮舱附近给出相应的声音及灯光警告以提

醒地面人员。大部分机型还需在轮舱附近安装APU应急关车的电门，部分机型的APU还可以

实现自动关车甚至自动喷射灭火瓶功能。 

 

图13-13 轮舱附近APU应急关车手柄/电门 

3.轮舱火警探测系统 

当机轮刹车处于过热状态并收入到轮舱时有爆胎风险，需要使用轮舱火警探测系统来

B737飞机主轮舱

APU关车手柄 

A320飞机前轮舱附

近APU关车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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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机组人员采取必要的措施。 

前轮无刹车系统，故前轮舱无需火警探测。有的飞机主轮安装有刹车温度指示/警告系

统，一般也无需安装火警探测系统。但也有部分机型既有刹车温度指示系统也有轮舱火警

探测系统，其基本架构为在每个主轮舱内都装有电阻型的单环路感温环线来监控火警，一

旦探测到火警，驾驶舱会触发相应警告。波音B787客机在主轮舱过热后，还可以自动调节6

号与9号扰流板，让冷却气流进入轮舱。 

4.引气管路渗漏探测系统

为了监控热引气管路渗漏，沿热气管路需要安装过热探测传感器。常用的有两种过热

探测传感器： 

1）点式的热敏电门； 

2）连续型的电阻式探测环路，根据机型及探测区域的不同，可使用单环路或双环路布

局。 

图13-14 引气渗漏过热探测 

当过热探测传感器检测到温度过高时，控制盒输出信号在驾驶舱中会触发对应的警

告。如图13-15所示机型，探测元件探测到引气渗漏后，触发气源面板左发引气电门

FAULT灯，以此提示机组需要按压此电门以关闭这路引气，ECAM上同样会出现对应的警告

信息并伴随提示机组的操作措施。 

图13-15 某典型飞机管路引气渗漏警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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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舱烟雾探测系统 

货舱烟雾探测系统通常包括烟雾探测器、控制盒和货舱火警控制面板。 

烟雾探测器主要有以下两种布局方式： 

1）飞机的货舱烟雾探测器，一般直接安装于天花板，这样烟雾会直接进入探测器触发

报警。具体的烟雾探测器数量取决于货舱大小，如图13-16所示的机型，前货舱安装了两个

烟雾探测器；后货舱相对较大，为了更全面的监测，在两处各安装了两个烟雾探测器。 

 

图13-16 小型货舱烟雾探测系统示意图 

2）大型飞机的货舱非常大，如果采用烟雾探测器直接探测环境烟雾，则需要安装探测

器的数量太多，故这类货舱通常采用在天花板安装若干取样管口，然后利用气源系统供气

的文氏管产生低压，从而将所有取样管口的空气吸入到位于中心位置的少量烟雾探测器

中，实现了只用少量烟雾探测器实现大范围监控的效果。 

 

图13-17 大型货舱烟雾探测系统示意图 

货舱烟雾探测器触发警告的逻辑与其余双环路构型的火警探测系统类似，即只有安装

在同一位置的两个探测器都探测到烟雾，或者一个探测器故障后另一个探测器探测到烟雾

才会触发报警，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假警告。 

烟雾探测器 

气源系统引气 

天花板取样口 
天花板取样口 

烟雾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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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洗手间烟雾探测系统 

洗手间同样需要烟雾探测系统。当洗手间的废弃物燃烧或者设备过热时，这个系统可

以给机组报警以便尽快实施灭火。每个洗手间只需一个烟雾探测器，安装于天花板或者位

于天花板后部的排气通风管路。部分机型的控制盒会集成在烟雾探测器内，当探测到烟雾

后，控制盒输出信号点亮洗手间内的警告灯并触发音响警告，客舱乘务员座椅附近及驾驶

舱的ECAM或EICAS上也会有相关警告信息。 

洗手间烟雾探测系统通常可以通过中央维护计算机系统进行测试，也有部分机型的洗

手间烟雾探测器在本体上有测试按钮直接按压测试。 

 

图13-18 洗手间烟雾探测系统 

7.电子舱烟雾探测系统 

电子舱烟雾探测系统虽然不是必需的，但安装这套系统可以帮助机组快速判断烟雾来

源。 

 
图13-19 电子舱烟雾探测系统 

如图13-19所示，电子舱烟雾探测系统通常会有一个位于电子设备冷却出口管路的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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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这个探测器送出信号到控制盒并触发警告，警告包括驾驶舱头顶面板上的烟雾灯

以及ECAM警告。一旦出现电子舱烟雾后，机组需要开始排烟操作，例如逐步卸载供电的发

电机以便隔离烟雾源。部分飞机的操作还包括监控中央操作台有无烟雾飘出以判断真假故

障，以及操控电子舱通风系统的相应活门将烟雾吹出电子舱。 

 

13.3灭火系统 

 

飞机上发生火情后，为了确保安全必须以 快的速度灭火，灭火系统通常采用便携式

灭火瓶（也称手提灭火瓶）以及在特定区域安装的固定式灭火瓶。一般来说，在大部分飞

机上，发动机、APU、洗手间及货舱均安装有固定式灭火系统，客舱、驾驶舱均安装有手提

灭火瓶。 

 

13.3.1 固定式灭火系统及工作原理 

 

除洗手间自动释放灭火瓶外，其余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工作方式和组成部件基本相同，

主要部件包括：灭火瓶、释放活门（含爆炸帽）、管路、喷嘴和控制及监控的相关电路。 

1.灭火瓶 

灭火瓶通常为球形不锈钢瓶体，内灌液态海伦灭火剂，通过氮气加压到4100kPa

（600psi），这个压力可以保证喷射时灭火剂能完全释放。灭火瓶的尺寸和重量依据保护

区域的大小设置，通常来说货舱使用的灭火瓶 大，有的重量甚至超过20KG。发动机的灭

火瓶重量通常为10KG，APU为5KG。 

为了确保灭火瓶内的灭火剂充足，飞机定期检查时需要对灭火瓶称重。称重检查前需

要将释放活门拆下后进行，读取的重量应与瓶体标签上的重量一致，否则说明灭火瓶已经

发生了泄漏。 

 

图13-20 典型灭火瓶 

2.释放活门 

灭火剂经释放活门放出，释放活门由释放口和一个位于其内部的电控爆炸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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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灭火瓶只有一个释放活门，但是也有多个区域共用一个灭火瓶的情况，这种

灭火瓶就需要装多个释放活门。 

如图13-21所示，该灭火瓶可用于前后货舱的灭火，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灭火瓶有两个释

放活门，其功能和释放方式相同，只是喷向了不同的货舱。正常状态时释放活门内部有一

个易碎片将灭火瓶密封，一旦爆炸帽爆炸将爆裂易碎片，然后灭火剂喷出。为了避免破裂

的易碎片堵塞释放管路，在释放活门内部需装滤网用于挡住碎片。 

顾名思义，易碎片很脆弱，较剧烈的震动和撞击都可能使其破碎，因此在拆卸释放活

门或者搬动灭火瓶时必须小心。 

 
图13-21 灭火瓶释放活门构成 

3.爆炸帽 

在释放活门内部有一个爆炸帽，内有大约400mg炸药，属于C类爆炸物，在维护时需尤

为注意。当爆炸帽的电流达到设定值时即可发生爆炸，从而爆裂易碎片产生释放。 

 

图13-22 爆炸帽 

4.爆炸帽维护注意事项 

爆炸帽的爆炸通常由释放电路控制，但是静电也能使其误爆炸，这可能会导致工作区

域人员的严重受伤。所以在维护时需要遵守以下要求： 

释放活门在位 拆下释放活门 

滤网 完好易碎片 破裂易碎片 

已爆炸状态 未爆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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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持有相应资格授权人员才可以维护C类爆炸物。 

2)任何时候拆下爆炸帽的电插头后，都需要立即在爆炸帽上安装防静电堵盖。在维护

需要拆下释放活门或者灭火瓶时，也需要拆下爆炸帽，爆炸帽的储存和运输均需要使用特

制的容器。 

3)爆炸帽为时寿件，当爆炸帽生产寿命达到10年（生产日期在爆炸帽本体可见）或者

装机寿命达到6年（装机日期在灭火瓶本体可见），均需要更换爆炸帽，具体更换时限可以

参照各机型的维护手册。 

5.灭火瓶压力监控 

除洗手间的自动释放灭火瓶外，其余固定式灭火瓶均安装有压力电门，当这个电门感

受到灭火瓶内压力下降到特定值时，会在驾驶舱火警控制面板上点亮指示灯（如点亮DISCH

灯）。通过灭火瓶上的直读表也可以检查压力，直读表上的压力会受温度影响而变化。 

绝大部分灭火瓶都可以对压力电门的指示功能进行检查。常见的检查方式有两种： 

一种为直接按压保持压力电门本体的按钮，即模拟低压状态从而在驾驶舱点亮指示

灯。 

另一种需要使用一个内六角工具，将此工具插入压力电门的小孔中并转动一定的角

度，即可模拟低压状态进行检查。 

6.超压释放功能 

当灭火瓶所处区域出现气源管道破裂热气流出或发生火警，导致周边环境温度增加，

灭火瓶内压力也随之增加，灭火瓶会有爆炸风险。所以大部分固定式灭火瓶都有超压释放

功能。安装在燃烧区域的灭火瓶可直接通过易碎片来完成超压保护功能，例如在有的飞机

的货舱内或发动机内，当其灭火瓶内压力增加到大约11.7MPa（1700psi）时（大约是正常

压力的3倍），易碎片破裂，卤化烃（海伦）通过喷嘴释放到燃烧区域。 

灭火瓶不位于燃烧区域情况时，就需要有单独的释压活门。例如大部分机型的APU

灭火瓶都不是安装在APU舱内，当灭火瓶环境温度超过安全值时，其单独的释压活门的

热保险融化，灭火剂就会进入单独的排放管路， 后通过机身外部的一个圆孔喷出机

外。正常情况时该圆孔被一个红色圆片覆盖，灭火瓶超压释放后，会将此红色圆片吹

掉。（如图13-23） 

 

图13-23 APU灭火瓶超压释放 

维护人员日常绕机时检查红色圆片的在位情况就很容易获知灭火瓶的状态。当然如果

APU舱 

灭火剂喷出机外 

红色圆片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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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瓶已经释放，其压力电门也会在驾驶舱点亮相应的警告灯予以提示。 

根据上述原理，可以容易理解，如果灭火瓶通过爆炸帽释放到APU舱内部，那么红色膜

片就不会吹掉（因为超压释放活门并没有打开）。这样维护人员在机外检查时就无法知晓

此灭火瓶已经释放。所以，有部分飞机在机身上会增加有一个黄色膜片紧挨着红色膜片。

红色膜片仍然连接到单独的超压释放管路，而黄色膜片连接到正常释放管路。如果灭火瓶

通过正常释放管路排放，这个黄色膜片被一个小活塞顶掉给出提示，然后活塞可将管路密

封，灭火剂不会从此处排到机外。 

维修人员在绕机检查时，发现无红色膜片，可以知悉该灭火瓶很有可能已经超压释

放；发现无黄色膜片，可以知悉该灭火瓶很有可能已经释放到保护区域。 

 

图13-24 APU灭火瓶正常灭火释放示意图 

7.系统操作 

固定式灭火系统的工作方式通常都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隔离。在灭火之前，需要隔离送向燃烧区域的可燃物或者助燃物。 

发动机在灭火前按压预位电门，可以切断供电，关断燃油、液压油并关断引气活门避

免烟雾从发动机进入空调系统；APU的预位电门可以切断供电及燃油并关断引气；部分货舱

虽然无预位操作，但是当货舱烟雾探测器探测到烟雾时，计算机就会切断货舱的通风，即

切断助燃物氧气同时也可避免烟雾进入空调再循环系统。 

第二步是实施灭火。预位电门按压或者拉出灭火手柄后，爆炸帽的点火电路进入待命

状态，然后就可以从火警控制面板的人工释放按钮来释放灭火瓶（部分机型的APU在地面也

会自动释放）。 

按压灭火瓶释放按钮或者转动灭火手柄后，爆炸帽被加热，内部火药爆炸，易碎片破

裂，氮气压力把海伦灭火剂从灭火瓶里推出。释放管路输送海伦灭火剂到各喷嘴确保覆盖

燃烧区。因为灭火剂释放后瓶内压力下降，压力电门点亮火警控制面板上的琥珀色释放

灯。机组人员通过观察ECAM/EICAS信息消失、预位电门灯灭和发动机主电门的FIRE灯灭，

可以确认火被扑灭。 

APU舱 

活塞 

黄色圆片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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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5 预位电门/预位手柄的灭火实施示意图 

8.点火电路 

为保证灭火瓶爆炸帽点火供电的可靠，现代民航客机大部分固定式灭火瓶均采用热电

瓶汇流条直接供电。这意味着纵然整机处于断电状态，爆炸帽依旧有电。所以在对爆炸帽

进行维护时，必须要拔出点火电路的跳开关才能有效断电。部分灭火瓶的爆炸帽还会采用

两组电路同时供电，此时就需要拔出两个跳开关，才能确保断电彻底。 

 

图13-26 点火电路 

9.爆炸帽电路测试 

爆炸帽电路故障后会导致紧急情况时灭火瓶无法释放灭火，这也是为什么爆炸帽采用

两组供电的原因。纵然如此，为了尽早发现电路故障，灭火系统还会设计一个爆炸帽测试

电路。图13-26所示机型为爆炸帽测试与火警警告测试结合使用，但也有的飞机采用单独的

爆炸帽测试面板。在两种构型中，都必须按压并保持测试按钮对爆炸帽线路进行测试。如

热电瓶汇流条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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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测试通过，对应的爆炸帽灯点亮；如果爆炸帽电路断路，则无法点亮对应指示灯。 

按压测试按钮时，一个微小电流会给爆炸帽供电，这个电流必须足够低，才能确保它

不会导致火药爆炸。在某些飞机上，这个测试电路的电流会直接点亮爆炸帽指示灯，所以

更换爆炸帽指示灯泡时需要注意，如果所换灯泡件号错误，就可能导致测试时电流增大并

使得爆炸帽火药真实爆炸。 

10.洗手间自动释放灭火瓶 

洗手间自动释放灭火瓶的原理及结构较为简单，该灭火瓶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废纸箱内

火情。 

 
图13-27 洗手间灭火瓶 

灭火瓶喷管末端塞有易熔金属，当废纸箱出现火情后，刚好使得废纸箱上部的灭火瓶

喷管易熔金属熔化（一般熔点为78℃），然后灭火剂直接喷入废纸箱扑灭火焰。 

根据上述原理可知，该灭火瓶不需要爆炸帽电路，一般也不需要驾驶舱监控，所以在

该灭火瓶本体无电插头。日常维护时只需要检查该瓶本体的压力直读表，定检或者更换该

灭火瓶时需按照手册要求称重检查。 

 

13.3.2 便携式（手提）灭火瓶 

 

根据需要，手提灭火瓶通常安装在飞机客舱乘务员座椅附近，有的机型也会在驾驶

舱、电子舱和货舱设置手提灭火瓶。 

1.客舱及驾驶舱手提灭火瓶 

手提灭火瓶通常都使用卤代烷灭火剂，部分机型会选装水灭火瓶。卤代烷手提灭火瓶

里灭火剂一般是液态BCF（Halon1211）灭火剂，并预充气压到690kPa（100psi）。通过灭

火瓶上的直读表可以检查压力情况（指针位于绿区说明压力正常）。为了防止误释放，手

提灭火瓶平时卡在托架上或带有安全销，使用时需从架上取下并按压手柄，其灭火范围长

达4米，持续喷射时间大约6秒。 

位于废纸箱上部 

直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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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8 手提灭火瓶 

2.货舱手提灭火瓶 

仅B类和E类货舱安装有手提灭火瓶，为便于取用通常将其放置在货舱门附近。 

相比客舱的手提灭火瓶，货舱手提灭火瓶内灌的灭火剂更多，重量更大，这种灭火瓶

的喷口还带有软管，这样操作更方便，喷射范围更广。 

使用货舱卤代烷手提灭火瓶前，需要将释放手柄处的安全销拔出，然后按压手柄，即

可将灭火剂从软管喷口喷向燃烧区域。 

水灭火瓶内装的水混有防冻剂，并由气体加压，日常通过直读表确认压力正常，其使

用操作方法和海伦灭火瓶相同。 

 

图13-29 货舱手提灭火瓶使用方法 

3.手提灭火瓶的检查 

手提灭火瓶需要定期检查以确保其能可靠使用，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1）目视检查托架是否有损伤； 

2）检查下一次翻修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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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灭火瓶未被使用。 

通过检查压力表指针处于绿区及安全销在位可以确认灭火瓶未被使用。当发现指针不

在绿区范围或者安全销未正确安装的情况，需要更换灭火瓶；当然，如果检查发现灭火瓶

已到翻修日期（也称之为到寿日期），同样需要更换。翻修日期标记在灭火瓶外的标签

上，这个标签上也标注有使用说明、灭火剂种类及灭火瓶重量。 

 

图13-30 手提灭火瓶的检查 

 

13.4典型飞机防火系统维护介绍 

 

13.4.1 典型飞机防火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防火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防火系统驾驶舱区域部件识别： 

 

 

 

 

 

 

 

 

 

 

 

 

 

 

 

④发动机/APU火警控制面板 

②音响警告组件 

③货舱火警控制面板 

⑤火警灯 

①空调/引气控制面板 

图13-31 

安全销 

压力表 

托架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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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防火系统电子舱区域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空调/引气控制面板 

当左右机翼和机身的过热探测器元件探测过热

信号，空调/引气面板上的琥珀色左、右机翼机身

过热灯点亮。 

空调/引气面板上的过热测试电门用于测试机翼

机身过热探测系统。 

② 音响警告组件 
当发动机、APU、货舱、主轮舱探测到火情时，警

铃响起向机组提供火警听觉警告。 

③ 货舱火警控制面板 

货舱火警控制面板监测火警探测系统：货舱烟雾

/过热，货舱烟雾探测器的故障状态，货舱灭火瓶

爆炸帽状态，货舱灭火瓶是否释放。 

货舱火警控制面板可以设定工作模式（烟雾探测

器单回路工作或双回路工作），操作货舱灭火瓶

释放。对货舱灭火瓶爆炸帽进行测试，对底部货

舱火警探测系统进行测试，对故障探测电路进行

测试。 

④ 发动机/APU火警控制面板 

发动机/APU火警控制面板监视发动机过热/火

警，APU火警，轮舱火警，灭火瓶是否释放，发动

机/火警探测系统故障。 

发动机/APU火警控制面板可以设置工作模式（单

回路工作或双回路工作），操纵灭火瓶释放，灭

火瓶爆炸帽进行测试，对灭火探测系统进行测

试，对故障探测电路进行测试，中止警铃响。 

⑤ 火警灯 
当发动机、APU、货舱、主轮舱探测到火情时，

红色火警灯点亮向机组提供火警视觉警告。 

①发动机和APU火警探测组件 ②舱体过热探测控制器 

图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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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机防火系统货舱区域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发动机和APU火警探测

组件 

发动机和APU火警探测组件通过探测器监测发动机

过热或火警和APU火警。 

② 舱体过热探测控制器 
舱体过热探测控制器通过监测探测器来感应轮舱

和机翼机身区域的过热或火警状态。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货舱烟雾探测器 烟雾探测器监测前后货舱的烟雾和温度。 

② 货舱灭火瓶 

灭火瓶装有高压氮气增压的Halon（卤代烃）灭火

剂。 

货舱出现火警时，向货舱喷灭火剂灭火。 

③ 货舱电子组件 
货舱电子组件监测前、后底部烟雾探测器状

态。 

③货舱电子组件 ②货舱灭火瓶 

①货舱烟雾探测器 

图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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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机防火系统大翼和发动机区域部件识别： 

5）飞机防火系统主轮舱区域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发动机火警探测器 监测发动机区域的过热和火警。 

② 翼身过热探测器元件 监测气源分配系统管道的过热状态。 

①发动机火警探测器 ②翼身过热探测器元件

图13-34 

②轮舱过热探测器元件①发动机灭火瓶

③APU远程控制面板

图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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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机防火系统机身尾部区域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发动机灭火瓶 

发动机灭火瓶内装有灭火用的 Halon（卤代烃）

灭火剂。 

发动机出现火警时，向该发动机喷灭火剂灭

火。

② APU远程控制面板 

在地面 APU 发生火警时，APU 远程控制面板给

出视觉和音响警告。 

控制面板也可以用于对 APU 进行灭火。

③ 轮舱过热探测器元件 过热探测器元件监测主轮舱的过热状态。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PU火警探测 

器 
APU火警探测器监测APU舱的火警。

② APU灭火瓶 

APU灭火瓶装有灭火用的Halon（卤代烃）灭火

剂。 

当APU发生火警时，向APU舱喷灭火剂灭火。 

②APU灭火瓶①APU火警探测器

图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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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13.4.2典型飞机防火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防火系统常见维护

1）飞机APU火警测试操作程序：  

〖1〗警告 

①P6-2跳开关面板带有高电压，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接近P6-2跳开关面

板时要小心。 

②确保所有人远离发动机和APU。灭火瓶意外释放会导致人员受伤。

〖2〗维护准备工作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

②确认P6-2跳开关面板上的A(22)跳开

关和A(23)跳开关闭合。 

③将P6-2跳开关面板上的A(19)跳开关

拔出。 

图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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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3〗操作步骤 

 APU火警/过热测试

①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门

扳到火警/过热位并保持。 

②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APU火警手

柄灯点亮。 

③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

告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两个红色火

警灯点亮。 

④确认音响警告组件响起火警铃声。

⑤确认右主轮舱后壁板上的APU地面控

制面板喇叭响，红灯连续闪亮。 

⑥松开测试电门。

⑦确认P8-1板的APU火警手柄灯灭。

⑧确认P7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告

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两个红色火警

灯熄灭。 

⑨确认音响警告组件不再响起。

⑩确认APU地面控制面板喇叭不响，红

不亮。 

图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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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 

〖3〗操作步骤 

 

 

 

 

〖3〗操作步骤 

 

 

 

2）飞机发动机火警测试操作程序： 

〖1〗警告 

①P6-2跳开关面板带有高电压，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接近P6-2跳开关面

板时要小心。 

②确保所有人远离发动机和APU。灭火瓶意外释放会导致人员受伤。

 APU火警探测故障/不工作测试

①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门

扳到故障/不工作位并保持。 

②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APU火警探测

 不工作灯和故障灯点亮。 

③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

告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点亮。 

④松开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

门。 

⑤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APU火警探测

⑥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

告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熄灭。 

 APU灭火瓶爆炸帽测试

①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爆炸帽测试

电门扳到1位并保持，确认APU爆炸帽灯

亮。 

②将 P8-1 火警控制面板上的爆炸帽测

试电门扳到 2 位并保持，确认 APU 爆炸

帽灯亮。 

图13-40 

图13-39 

 不工作灯和故障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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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维护准备工作 

〖3〗操作步骤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

②确认P6-2跳开关面板上的A(22)跳开

关、A(23)跳开关和A(24)跳开关闭合。 

③将P6-2跳开关面板上的A(19)跳开关

拔出。 

 发动机火警/过热测试

①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门扳

到火警/过热位并保持。 

②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1号发动机火

警手柄灯、2号发动机火警手柄灯、1号发

动机过热灯和2号发动机过热灯点亮。 

③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告

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两个红色火警灯

点亮。 

④确认音响警告组件响起火警铃声。

⑤松开测试电门。

⑥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1号发动机火

警手柄灯、2号发动机火警手柄灯、1号

发动机过热灯和2号发动机过热灯熄灭。 

⑦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

告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两个红色火

警灯熄灭。 

⑧确认音响警告组件不再响起。

图13-41 

图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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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操作步骤 

〖3〗操作步骤 

3）飞机货舱火警测试操作程序： 

〖1〗警告 

①P18-3跳开关面板带有高电压，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接近P6-2跳开关面

板时要小心。 

发动机灭火瓶爆炸帽测试 

①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爆炸帽测

试电门扳到1位并保持，确认发动机爆

炸帽灯亮。 

②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爆炸帽测

试电门扳到2位并保持，确认发动机爆

炸帽灯亮。 

 发动机火警探测/不工作测试

①将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门

扳到故障/不工作位并保持。 

②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故障灯点

亮。 

③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

告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点亮。 

④松开P8-1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

门。 

⑤ 确认P8-1火警控制面板的故障灯熄灭

⑥ 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主告诫灯、通

告牌的过热/探测指示灯熄灭。 

图13-43 

图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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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维护准备工作 

 

 

 

 

 

 

 

 

 

 

 

 

 

 

 

 

 

〖3〗操作步骤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 

②确认P18-3跳开关面板上的C(16)跳

开关、C(17)跳开关、C(18)跳开关和

C(19)跳开关闭合。 

 

    

 

 

①按压并保持货舱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

试电门。 

②确认货舱火警控制面板上的前货舱烟

雾灯、后货舱烟雾灯、2个爆炸帽灯和灭

火瓶释放灯点亮，探测故障灯熄灭。 

③确认音响警告组件火警铃声响起。 

④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红色火警灯点

亮。 

⑤按压机长或副驾的火警灯。 

⑥确认P7遮光板上的两个红色火警灯熄

灭。 

⑦确认音响警告组件不再响起。 

⑧松开货舱火警控制面板上的测试电

门。 

⑨确认货舱火警控制面板上的前货舱烟

雾灯、后货舱烟雾灯、2个爆炸帽灯和灭

火瓶释放灯熄灭。 

图13-45 

图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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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防火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跳开关面板带有高电压，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接近跳开关面板时要小心。 

②确保所有人远离发动机和APU。灭火瓶意外释放会导致人员受伤。 

③不要触摸爆炸帽上的销钉。静电放电会导致灭火瓶突然释放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④给灭火瓶爆炸帽盖上保护盖。如果不盖上保护盖，灭火瓶会突然释放，造成人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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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飞机防冰排雨 
 

14.1 飞机除防冰系统 

 

14.1.1 冰的形成与危害 

 

1.冰的形成 

飞机结冰是指飞机机体表面某些部位聚集冰层的现象。空中飞行时主要由云中过冷水

滴或降水中的过冷雨碰到飞机机体后形成，也可由水汽直接在机体表面凝华而成。飞机在

云中长时间飞行易导致结冰。 

飞机在地面时遇到以下气象条件时也能结冰：外界大气温度在5℃以下，存在可见潮气

（如雨、雪、有雾且能见度低于1.5公里等）或在跑道上出现积水、雪水、冰雪的气象条

件；或者外界大气温度低于10℃，外界温度达到或低于露点温度的气象条件。 

2.飞机结冰的危害 

飞机外部结冰，特别是机翼表面结冰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根据众多风洞试验数据，直

径1至2毫米、仅食盐大小的细小冰粒，按每平方厘米一个的密度稀疏分布在机翼上表面，

会使 大升力系数损失22%至33%，这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除影响飞机升力外，空速管、静压口等大气数据采集装置结冰后，还会使飞行员无法

获知准确的空速和高度信号，进而导致一系列错误操作， 终也可能出现严重后果。起飞

以及进近阶段，当飞机在雨中运行或者风挡结冰状态下运行时，飞行员的视线也会大受影

响，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表14-1 冰和雨的负面影响 

结冰/雨水位置 负面影响 

机翼结冰 破坏气动外形、增加飞机重量 

发动机结冰 进气道流场改变，引起发动机喘振 

螺旋桨结冰 结冰一般位于桨叶根部，导致螺旋桨效率降低 

不规则结冰导致不规则振动，发动机固定架变形损坏 

大气数据探头结冰 空速、高度数据错误，导致机组错误操作 

风挡结冰或雨水堆积 影响机组视线，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水系统结冰 管路爆裂，无法继续使用 

经调查表明，航空史上已有多起严重事故经调查表明与飞机结冰有直接关系： 

1992年，全美航空405号航班福克F28飞机由于飞机除冰液有效时间短，飞机等待起飞

过程积冰，起飞时飞机机翼失去升力在跑道尽头坠落。事故造成飞机全毁，27人遇难。 

1994年，美鹰航空4184号班机在芝加哥国际机场外盘旋等待降落时，由于机身结冰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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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飞机失速并往右倾斜， 终飞机连续翻滚并坠毁于罗斯蓝（Roselawn）的一处农地（大

豆田）上，机上68人全部罹难。 

2009年2月12日，美国一架机型为庞巴迪DASH8的客机，因机翼和舷窗积冰，机组处置

不当，导致坠毁。 

3.结冰对飞机性能的影响举例 

下面以机翼举例来详细说明结冰对飞机性能的影响：  

通常，云层里面没有冰，但有过冷的水滴。当这些水滴撞击飞机时，它们会从液态水

变成固态冰。如果液滴的温度在0℃到-10℃之间，那么在机翼表面就会结透明冰。慢慢的

冰就会开始在前缘累积。但并不是所有的液滴都会立即冻结，有些液滴会在机翼表面上向

后移动并在后机翼表面结冰。在这种结冰条件下，飞行时间越长，结冰层就越大越厚。 

 

图 14-1 透明冰结冰机理(温度在 0℃到-10℃之间) 

当液滴温度低于-10℃时，机翼表面主要产生霜冰。此外冰的形成是从水滴撞击机翼表

面的前缘开始的。但这些非常冷的液滴会仅在机翼前缘立即冻结，并形成霜冰层。当飞机

在这种条件下高速飞行时，霜冰层累积形成的是角状冰块。 

 
图 14-2 霜冰层结冰机理（温度在-10℃以下） 

这两种类型（表面透明冰和霜冰）的冰也可以同时出现，进而对飞机会产生各种负面

影响： 

1）降低升力； 

2）增加重量； 

3）增加阻力等。 

综上所述，冰对飞机的影响总是负面的，甚至会非常危险。因此，飞机必须尽量避免

在结冰条件下飞行，并按需使用除防冰系统来保证飞行安全。 

 

14.1.2 结冰探测 

 

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考虑到发动机性能和经济性的因素，部分除冰系统不会一直处

于工作状态（例如：利用发动机热引气的防冰系统）。为保证飞行安全，机组需要及时知

悉飞机是否进入结冰运行区，以便及时飞离或启动除冰系统。为此，获得准确的结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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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就变得非常重要。现代民航客机一般通过不同类型的结冰探测器来获知结冰信息。 

1.目视结冰探测器 

目视结冰探测器也称作探冰棒，其结构简单，一般安装在机外易被飞行员观察到的地

方。为了便于夜间观察，在部分探测器上还安装有照明装置。 

如图 14-3 所示，部分飞机的结冰探测器安装在两个前风挡之间，以便两个飞行员都能

观察到。如果飞行员看到此探测器上存在结冰，那么飞机的其他部位也可能存在结冰情

况。这时飞行员需要按压头顶面板相应电门，接通机翼及发动机防冰系统。 

 

图 14-3 目视结冰探测器 

2.电子式结冰探测器 

电子式结冰探测器通常为振动式原理，正常通电时探测器以较高频率振动。当探测器

结冰后振动频率会降低，从而判断飞机进入结冰区。此类结冰探测器通常安装在大气数据

探头附近。当探测到结冰信号后，它会在驾驶舱中触发相关信息提示机组接通热引气防冰

系统，有的飞机接收到此信号后还可以自动激活热引气防冰系统。 

 

图 14-4 电子式结冰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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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4-4 所示，为了更准确的判断飞机是否仍处于结冰区域，在电子式结冰探测器内

部会有加温元件：当结冰探测器探测到结冰后，在给驾驶舱提供结冰信息的同时，也会短

时触发探测器自身的加温以便将冰融化。如果融化后再次结冰则说明飞机仍处于结冰区

域，将继续加温循环；如果融化后再无结冰则说明飞机已经飞离结冰区域，探测器会将此

信号送出，以便关闭热引气防冰系统。 

3.放射性同位素结冰探测器 

放射性同位素结冰探测器是利用结冰之后从放射源抵达计数器的β粒子（电子）数量

减少的原理工作的。 

如图 14-5 所示，放射性同位素结冰探测器的核心元件是放射源和计数器，除此之外还

有加温元件、屏蔽罩、圆柱体、平板、外壳和电插座等。当安装到飞机上时，探测器的平

板与机身齐平，圆柱体延伸到飞行的气流中。 

放射性同位素结冰探测器使用的反射性材料为钇或锶，它们都放射出β粒子。当延伸

到气流中的圆柱体上结冰后，冰层吸收部分β粒子，使β粒子计数器接收到的β粒子数量

减少。若冰层厚度达到冰层灵敏度时，经放大器变换后发出结冰信号，并推动执行元件接

通本身的加温电路。飞机飞过较长结冰区域时，结冰信号灯会周期性闪亮。放射性同位素

结冰探测器装于空中客车 310、前苏联的安 24 和国产的运 7飞机上。 

 
图 14-5 放射性同位素结冰探测器 

在维护工作中要充分认识放射性物质的特性。在放射源附近工作是允许的，但长时间

接触放射源或操作不当，都会对人体造成损害，因此必须遵守安全技术规范。在使用维护

中应特别注意下列几点： 

1）铅对放射性物质具有屏蔽作用，是封存放射源的合理容器，对探测器进行安装、运

输等工作时，必须给探测器套上铅防护罩； 

2）在近距离对探测器进行校验等工作时，应尽量缩短工作时间，或者在探测器与工作

人员之间放置一块 lcm 厚的有机玻璃作为屏障； 

3）严禁随意拆下放射源和分解辐射片； 

4）当探测器到期、损坏或报废时，应送回制造厂或交专门的危险品保管部门，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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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乱放或自行销毁带放射源的探测器。 

除上述常见的结冰探测器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探测器。例如波音 B787 飞机采用的是在

结冰探测器内部安装“干”、“湿”传感器，计算机根据这两个传感器的数据可以探测到

非常微小的水滴（ 小可达 40 微米），从而进一步判断飞机是否结冰。 

 

14.1.3 飞机除防冰系统的分类 

 

飞机的结冰保护可以细分为除冰与防冰。顾名思义，除冰的含义是允许结冰出现后再将

冰层予以去除；防冰的含义是该系统需持续工作以预防结冰。 

飞机除防冰通常包括以下五种方法：热引气除防冰、电加温防冰、机械能除冰、液体除

防冰以及电脉冲防冰。 

1.热引气除防冰 

热引气防冰系统的优点是热源充足，常用于大面积区域的防冰。 

涡扇发动机飞机会从压气机进行引气，一般用于大翼前缘、水平安定面前缘及发动机进

气道唇口的防冰。活塞式飞机一般使用发动机排气的热交换器产生的热空气进行防冰。 

2.电加温防冰 

电加温防冰通过给加温元件通电，将电能转化为热能进行防冰。电加温防冰主要用于不

允许结冰而且耗电功率不大的部件，如大气数据探头、水系统和风挡等。 

3.机械能除冰 

机械能除冰系统也称之为气动带除冰或者膨胀管除冰。这种方式通过压缩空气使橡胶气

囊短时间内充气膨胀，从而使冰层破裂，冰块被气流吹走。为了获得足够的除冰效果，飞行

员必须等到冰层达到一定厚度后才能启动系统。通常情况下，橡胶气囊会反复充气，以此确

保除冰效果。这种除冰方式的优点是消耗的能量较小，其缺点是改变了翼型增大了阻力，现

代民航客机基本不再采用这种除冰方法。 

4. 液体防冰 

液体防冰主要是用液体酒精作为防冻液喷射到螺旋桨或者风挡玻璃用以防冰，一般早期

直升机用的较多。但它有一定缺点，比如防冰时间短，防冰液耗量大导致飞机重量增加等，

这项技术一般用于早期飞机，现代民航客机已经不再使用。 

5.电脉冲除冰 

电脉冲除冰系统将脉冲线圈安装在金属蒙皮下方，使用瞬间放电技术在金属蒙皮上形

成电磁涡流场，从而产生瞬态电磁力，该电磁力导致蒙皮快速振动并使冰层发生形变而破

裂或者脱落， 后由气动力和惯性力将残余的积冰去除。这项技术主要运用于俄罗斯的伊

尔系列飞机，我国和美国等航空大国也在进行研究。 

 

14.1.4 飞机除防冰系统的工作及主要部件 

 

飞机除防冰系统可按区域划分为机翼前缘除防冰、发动机进气道除防冰、螺旋桨防冰、

大气数据探头防冰、风挡加温与水系统防冰等。 

1.机翼防冰系统（也称作大翼防冰系统） 

机翼防冰面积较大，故大部分民航客机均使用热引气防冰方式实施机翼防冰。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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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包括驾驶舱的控制电门、机翼内的防冰活门、防冰管路以及用于监控防冰系统工作情

况的压力或温度传感器。当防冰活门打开时，热空气进入防冰管道并通过多孔管的小孔喷

入机翼前缘，使前缘区域升温，阻止结冰。热空气 终会通过结构件的下部出口排到机

外。波音 787 飞机因为无引气系统，也就无法提供热引气防冰，故这种飞机的机翼前缘防

冰采使用的是加热垫，即在缝翼内安装了加热垫，靠电加热来防冰。 

当飞机在地面时，因为无外界冲压空气冷却，此时接通机翼防冰极可能导致机翼前缘

过热损坏。有的飞机如 B737NG、B737MAX 会在防冰管上安装过热保护电门，在地面探测到

防冰管路过热后会送出电信号关闭防冰活门。另外有的飞机如 A320，在地面打开机翼防冰

活门后,会通过一个 30 秒延时继电器来确保地面工作时间不超过 30 秒。 

 

图 14-6 典型飞机机翼防冰系统部件 

部分飞机机翼防冰系统的接通与断开依靠机组操作驾驶舱电门在 ON 位或者 OFF 位实

现。但也有部分飞机机翼防冰系统控制电门有 AUTO 位，在 AUTO 位时，机翼防冰系统可以

通过电子式结冰探测器探测到结冰信号后自动开始工作。 

 

图 14-7 机翼防冰控制电门（无自动位/带自动位） 

2.发动机进气道防冰 

发动机进气道唇口通常使用发动机压气机热气来进行防冰。热气经过防冰活门与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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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入唇口， 后从位于唇口下部的出口排出机外。 

如图 14-8 所示，发动机进气道防冰系统包括驾驶舱的控制电门、防冰活门与监控传感

器。与机翼防冰系统类似，无电子式结冰探测器的飞机控制电门为 ON/OFF 位，如果选装了

电子式结冰探测器的飞机可以设置 AUTO 位。 

发动机防冰活门的工作模式通常设计为电磁线圈通电时关闭，断电时打开，这样可以

确保电控信号故障后，活门会失效在打开状态，仍然可以有效完成防冰功能。这种设计被

称之为失效安全模式。 

 
图 14-8 发动机进气道防冰系统 

为了进一步提高发动机防冰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在一些新型的发动机上，采用双防冰

活门。如图 14-9 所示，两个发动机防冰活门串联安装，电磁线圈断电时活门打开。每个航

段一个防冰活门工作，另一个防冰活门一直处于断电打开状态。两个防冰活门轮流工作，

既避免了单一防冰活门长时间工作线圈容易过热的情况，又能实现如果一个防冰活门失效

后（根据失效安全设计，失效后一般都处于打开位），还可以通过另一个活门正常完成发

动机防冰通断的功能。 

 

图 14-9 发动机进气道双防冰活门构型 

3.螺旋桨防冰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飞机防冰排雨 

 
 

572 

 

螺旋桨多数采用电热能除冰系统。电热能除冰系统主要由驾驶舱控制和指示、定时控

制组件以及加温电阻丝和线路等三大部分组成。 

当结冰探测器探测到结冰条件后，机组人工接通螺旋桨除冰电门，飞机电源通过定时

控制组件给电阻丝加温。当紧贴螺旋桨表面的冰层融化后，冰层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脱落，

定时控制组件里的接触器断开，加温电源中断。为了使桨叶的除冰效果满足不同气象条件

的需要，加温有"正常"和" 大"两种不同的方式。通常一个加温周期为 90s ，在"正常"方

式，前 11s 加温，后 79s 断电；在" 大"方式，各组电阻丝会交替加温 90s 。这种间歇

性加温除冰方法优点是突出的，既可以防止冰层融化后的水流至没有加热的桨叶区域并重

新结冰，又可以节省加温电能。但也有明显的缺点，即从螺旋桨脱落的冰块有可能打到机

身蒙皮。因此，大多数螺旋桨除冰系统在探测到存在结冰条件后，一般是对整个螺旋桨桨

叶前缘全面积和全时段加热，以防止出现结冰。（如图 14-10） 

 

图 14-10 螺旋桨防冰 

4.大气数据探头防冰 

探头加热系统使用电加温对皮托管、静压口、全温探头和迎角传感器进行防冰，以避

免因探头结冰堵塞后导致机组接收到错误的大气数据而可能出现的误操作。 

在飞机运行时需要大气数据持续准确，故整个运行阶段都不允许探头结冰，因而大气

数据探头加温一般使用计算机或者通过继电器电路自动控制加温。当发动机启动后或者飞

机在空中时，计算机或者继电器电路即可接通探头加温系统持续防冰。 

为了地面测试方便，这种飞机的探头加温电门一般为 AUTO 位（由计算机/继电器电路

自动控制加温）与 ON 位（地面测试时人工接通加温或者计算机故障后机组人工接通加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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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典型飞机的探头加温自动控制 

未选装自动模式的飞机，在启动发动机后需要机组人工接通探头加温。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探头加热发生故障，可能导致从探头得到不可靠的大气数据，这种

情况会非常危险。因此，当出现加热电流过低等探头防冰故障时，中央警告系统会给出相

应指示。例如 B737 飞机会点亮控制面板上对应的指示灯，而空客 A320 飞机会给出 ECAM 信

息。 

5.风挡加温 

现代民航客机的风挡加温系统都采用电加温的方式。风挡加温既可以防止风挡玻璃外

表面结冰也能防止其内表面出现水雾，有效避免机组视线受到影响。 

大部分飞机驾驶舱的所有风挡玻璃都带加温功能，也有部分机型仅前风挡加温，侧窗

无加温功能。通常加温系统都由加温元件、温度传感器、控制计算机与驾驶舱控制按钮组

成。 

与大气数据探头加温类似，风挡加温通常也为自动模式，当发动机运转或飞机在空中

时，由控制计算机给出加温指令。但是与探头加温所不同的是，风挡玻璃内部既有加温元

件，还有温度传感器用以限制风挡温度过高，避免风挡损坏。大部分飞机风挡会安装两个

温度传感器：一个为正常温度传感器，另一个为未接入线路的备用温度传感器（有的飞机

还会有第三个温度传感器专门用于过热保护）。 

 

图 14-12 风挡内正常传感器工作图 

传感器工作逻辑为：正常状态下只有正常温度传感器接入电路，当温度低于 37℃时，

计算机控制加温电路接通开始加温；但是当正常温度传感器达到 43℃时，为防止风挡过

热，计算机会让加温电路断开以停止加温。如果加温电路故障未能断开，则风挡温度会继

探头加

温控制

计算机 探头 

内部加温电阻 

风挡加

温控制

计算机 
风挡 

加温电阻 

正常传感器 

备用传感器 

28V DC 计算机供电 

115V AC 加温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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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升高，达到过热断开温度（一般为 60℃左右）时，正常温度传感器（或者专门的过热传

感器）给计算机信号再次断开加温且在驾驶舱触发相应的故障警告，后续温度再低于 37℃

后也不会再接通加温。 

温度传感器位于风挡内部，当传感器故障后无法单独更换，而只能更换整个风挡玻

璃。此项工作经常会因为飞机停场时间不足或者航材、工具等原因无法及时完成。此时可

以将未接入电路的备用传感器接入电路，并将已经故障的正常传感器从电路中断开，这将

确保风挡加温可正常工作且无需立即更换风挡玻璃。 

 
图 14-13 风挡内备用传感器工作图 

6.水系统加温 

水系统防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水系统管路爆裂或者水系统管路、接头、活门等结冰导

致水系统无法正常使用。一般来说在清水供水管、加水接头、灰水管路及其排放桅杆、污

水系统加水接头等处均设置了电加温防冰，并且部分飞机的水箱也采用了电加温防冰。只

要飞机上电，水系统加温就开始工作。为了防止超温，大部分水系统加温元件均带有超温

保护传感器或恒温器。 

日常维护时，注意不要触摸水系统加温部件，避免因为恒温器故障后的高温部件造成

人员受伤。 

 

图 14-14 水系统部分加温部件 

风挡加

温控制

计算机 
风挡 

加温电阻 

正常传感器故障 28V DC 计算机供电 

115V AC 加温供电 

备用传感器 

水系统接头 

水系统接头 

恒温器 

恒温器 

排放桅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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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飞机排雨系统 

 

在雨雪天气，为了保证驾驶舱视线不受影响，飞机风挡需要有排雨系统。 

小型通航低速飞机的风挡玻璃材料为聚丙烯塑料，容易被刮伤，所以这类飞机通常采

用风挡打蜡的方式来防止雨水影响视线。大型民航客机速度更高，需要使用较为复杂的排

雨系统，通常使用的方法有：风挡雨刷、喷排雨剂和采用厌水涂层。 

 

14.2.1  风挡雨刷 

 

飞机雨刷和汽车雨刷工作方式类似。一般在左右机组正前方风挡均有雨刷，每个雨刷

由独自的电马达驱动（有少部分飞机会使用液压作动方式驱动雨刷）。 

电马达驱动雨刷通常会使用转换器将电马达的高速低扭矩转换为低速高扭矩来驱动雨

刷，转换器还可以实现左右雨刷同步及停止位的控制。 

与汽车雨刷控制类似，飞机雨刷电门一般有三个位置：停止、高速和低速，有的飞机

还会增加一个 INT 或 TIMER 位置（间歇位，约间隔 7 秒刷动一次）。 

测试雨刷时，需要视情在风挡玻璃上洒水，避免干摩损坏玻璃。此外，如果飞机速度

过快时（一般在 370 千米/小时以上）也不能操作雨刷，否则太高的气动力会损坏雨刷。 

 

图14-15 风挡雨刷系统组成 

 

14.2.2  排雨剂 

 

研究发现，水滴与玻璃的接触角度会明显影响水是否会停留在玻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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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玻璃上，水和玻璃之间的接触角约为 20 度。这导致水滴容易留在风挡玻璃上，

降低能见度。 

当把接触角度增加到 60 度以上时，水滴就很难留在风挡玻璃上，而是会被气流吹走或

很容易被风挡雨刷刮走。通过使用排雨剂，就可以获得超过 80 度的高接触角。 

 
图 14-16 水与玻璃接触角对视线的影响 

在驾驶舱里排雨剂以一定压力储存在排雨剂罐里。当按下头顶面板上相应的控制电门

时，在短时间内会打开一个活门，将液体喷到风挡玻璃上。部分飞机还通过连接热引气到

排雨剂喷射管路中，用以避免黏性排雨剂堵塞喷口。 

 

图 14-17 排雨剂系统示意图 

排雨剂只能大雨环境使用。如果在干的风挡玻璃或者小雨情况使用，带有黏性的排雨

剂会覆盖在风挡表面，导致可见度更差。 

虽然在大雨天气下，排雨剂的效果很好，但是因为排雨剂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大，很多

国家和地区已经限制排雨剂的使用。因此大部分飞机已经取消了排雨剂系统或者对此系统

喷口 

排
雨
剂 

热引气 

28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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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改装。 

 

14.2.3  防水涂层（也叫厌水涂层） 

 

风挡玻璃还可以覆盖防水涂层，代替排雨剂系统。这种涂层可以把水和玻璃的接触角

增加到 100 度左右。在日常维护时，排雨剂需要经常添加，而防水涂层只需按照手册要求

清洁即可，无需额外的维护工作，所以有的资料也将防水涂层称为“永久性防水涂层”。

但是，所谓永久性并非无限寿命，随着雨刷的日常使用，防水涂层也会磨损。如果机组反

馈能见度降低时，可以拆下风挡在附件车间重新涂上涂层。 

 

图 14-18 防水涂层示意图 

 

14.3 典型飞机防冰排雨系统维护介绍 

 

14.3.1 典型飞机防冰排雨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防冰排雨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防冰排雨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①风挡玻璃加温控制面板 

②皮托管加温控制面板 

③机翼\发动机进气道 

热防冰控制面板 

图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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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风挡玻璃加温控制面

板 

窗户和动压加热控制板 P5-9 包括系统控制和指示的调

节电门和灯。 

窗户加热电门控制窗户加热控制组件和窗户加热系

统。 

② 皮托管加温控制面板 

窗户/动压加热组件有下列作用：  

－控制到探测器防冰系统的电源  

－提供探测器防冰系统状态指示给机组 

③ 
机翼\发动机进气道

热防冰控制面板 

防冰面板有这些作用： 

－机翼防冰系统控制和指示 

－发动机进气整流罩防冰系统控制和指示 

 

2）飞机防冰排雨系统机身区部件识别： 

 

 

 

 

 

 

 

 

 

 

 

 

 

 

 

 

 

 

 

 

 

 

图 14-2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升降舵探测器 采用电加温防冰。 

② 排水桅杆 采用电加温，飞机通电后自动加温。 

③ 
机翼前缘热防冰控

制活门 
引发动机压气机热气至机翼前缘防冰管进行机翼防冰。 

④ 发动机进气道防冰 引发动机压气机热气至发动机进气道防冰管进行进气道

①升降舵探测器 

②排水桅杆 

③机翼前缘热防冰控

制活门 ④发动机进气道

防冰活门 

⑤TAT 探测器 ⑥AOA 探测器 

⑧风挡雨刷 

⑨大气数据探测器 

⑦风挡加温控制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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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活门 防冰。 

⑤ TAT 探测器 采用电加温防冰。 

⑥ AOA 探测器 采用电加温防冰。 

⑦ 风挡加温控制组件 

窗户加热控制组件有下列作用：  

－感受窗户温度  

－必要时，输入电流给窗户加热系统  

－控制电流到窗户加热传导涂层，阻止热振动  

－控制 P5-9 窗户加热状态指示  

－包含 P5-9 过热和电源测试的线路  

－自检 

⑧ 风挡雨刷 提高飞行员雨天视觉。 

⑨ 大气数据探测器 采用电加温防冰。 

 

14.3.2. 典型飞机防冰排雨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防冰排雨系统常见维护 
1）飞机风挡加温测试：  

 

〖1〗警告与告诫 

① 警告：皮托管加温时，温度会很高。禁止接触加温中的皮托管，以免造成烧伤。 

② 告诫：加温时，皮托管管套须从皮托管取下，以免造成皮托管套烧蚀。 

 

〖2〗维护准备 

 

 

 

 

 

 

 

 

 

 

 

 

 

 

 

 

 

 

 

①使用红外线测温仪 COM-1572 或

其它测温设备在风挡加温传感

器附近进行风挡温度测试。 

②如果风挡温度高于 43℃，可使用

冷水或置于阴凉处进行降温。 

 

 

 

图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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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3〗维护步骤 

 

 

 

 

 

 

 

 

 

 

 

 

 

 

 

 

 

 

 

 

 

 

 

 

 

 

 

 

 

 

 

 

 

 

 

 

 

 

 

① 将皮托管加温 A\B 电门置于 ON 位。

② 依次把四个风挡加温电门置于 ON

位，确认相应风挡加温 ON 灯亮，P7

板上两个主告诫灯灭。 

③ 等待约 4 分钟，确认风挡被加温至

32℃--49℃。 

④将 OVHT/PWR 电门置于 OVHT 位 1 秒。

确认 OVHT 灯亮、MASTER CAUTION 灯

亮、ANTI-ICE 灯亮；70 秒后，ON 灯

灭，风挡温度开始下降。 

⑤ 把风挡加温电门置于 OFF 位 1 秒后

马上置于 ON 位。确认相应 OVERHEAT

灯灭，ON 灯亮，风挡开始加温。按压

主告诫灯，主告诫灯灭，ANTI-ICE 灯

灭。 

⑥ 等待 4 分钟，把 TEST 电门置于 PWR

位，确认风挡加温 ON 灯亮。 

⑦ 松开 TEST 电门，把风挡加温电门置

于 OFF 位，复位主告诫灯，确认

OVERHEAT、ANTI-ICE 灯都灭。将皮

托管加温电门置于 OFF 位。 

 

 

 

70 秒后，绿色 ON 灯灭 

图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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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2）飞机除冰： 

〖1〗警告与告诫 

① 除冰/防冰液是危险的。穿上防护服，避免将其沾到皮肤或眼睛里。 

② 禁止直接对着 APU 或发动机进气道、排气口、管道和皮托管静压口喷射除冰剂。 

③ 在除冰/防冰液聚集之前必须去除残留液，残留液会聚集在飞机气动静止区域，这些残

留液会阻碍重要飞行控制系统的移动。这会引起系统损伤、危险的飞行状态。 

④ 不要在大翼或水平安定面上行走。其表面的冰或雪是危险的，能使维修人员跌倒导致

人员受伤或飞机损坏。 

⑤ 不要把液体流直接对向飞机表面，要形成一个斜的角度以防损坏飞机表面。不要用高

压喷射吹除飞机表面上的冰雪。 

⑥ 在涡旋生成器附近的大翼和尾翼表面除冰雪时要小心。如果不细心，会造成涡旋生成

器损坏。 

⑦ 不要在有除冰/防冰液的区域起动发动机。除冰/防冰液进入发动机压气机会造成压气

机失速和发动机喘振。 

⑧ 不要直接对着皮托管、静压孔及全温探测管进口喷射除冰/防冰液。 

 

〖2〗维护准备 

 

 

 

 

 

 

 

 

 

 

 

 

 

 

 

 

 

 

 

 

 

 

 

①

① 按需将飞牵引机到除冰机位。  

② 在除防冰之前确认空调组件关闭 

③关闭所有舱门及窗户。 

④空速管、静压孔、迎角传感器等

应安装上保护罩或保护套。 

 

 

 

图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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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3〗维护步骤 

 

 

 

 

 

 

 

 

 

 

 

 

 

 

 

 

 

 

 

 

 

 

 

 

 

 

 

 

2.飞机防冰排雨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 遵守手册其它一些相关安全规定。 

② 加温系统维护测试时，根据工卡拔出跳开关防止不必要的加温对系统部件造成损害。 

③ 接近皮托管、引气管、前缘缝翼防冰管和发动机进气道防冰管等部件时，防止烫伤。 

④ 起飞前取下皮托管、AOA 探测器等部件的管套。 

① 除冰确保液体流的在飞机表面的冲

击力不超过 345 KPa(50 psi)。 

② 飞机放行之前维修人员必须仔细检

查飞机机翼上表面无冰雪霜。其中

飞行控制舵面为重点检查区域。 

③ 检查所有去除残留液区域的排水

孔，确保干净没有被残留液堵塞。 

④ 所有探头和转感器上必须没有冰，

雪，或霜。除冰后，确认它们上面没

有潮湿，潮湿随后可能结冰，可喷洒

除冰/防冰液来保护。 

⑤ 确保迎角探头上没有冰，或雪。确保

迎角探头可以自由移动。 

⑥ 机身及垂尾表面一定不能有冰雪，

这样可以减少气动阻力和飞机的重

量。 

⑦ 确认各裸露控制钢索没有积冰。 

⑧ 确认发动机进气道无积冰。 

 

 

50psi MAX 

图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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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灯光系统

15.1 外部灯光和内部灯光

15.1.1 概述

灯光系统是飞机必不可少的一个系统，无论是大型飞机还是小型飞机，无论是军机还是

民航客机，都离不开灯光系统。灯光系统给飞机各个运行阶段，如滑行、起飞、巡航、降落

等提供灯光照明和指示，满足不同的功能需要，保障飞机的飞行安全。

灯光系统主要分为机外灯光，机内灯光和应急灯光。

机外灯光，顾名思义是指安装在飞机外部的灯光，主要包括航行灯、着陆灯、滑行灯、

大翼照明灯、防撞灯等，主要用于在夜间或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给飞机的飞行安全提供必要的

机外照明。

机内灯光，包括驾驶舱灯光、客舱灯光、货舱灯光、勤务舱灯光，主要给旅客提供舒适

的照明环境，也为机组和地勤人员提供工作或维修所需的照明。

应急灯光，当飞机处于应急状态下主电源失效时，给飞机上的机组和旅客提供应急照明

以及后续的应急撤离指示。

图15-1 灯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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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外部灯光

外部灯光用于识别、指向，有助于飞机的安全运行，主要包括大翼照明灯（探冰灯）、

位置灯（航行灯）、防撞灯、着陆灯、滑行灯、转弯灯、航徽灯等。在驾驶舱前顶板有外部

灯光控制电门，用于控制飞机的外部灯光。(如图15-2所示)

图15-2 外部灯光及控制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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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翼照明灯

又称为“探冰灯”，用于照亮大翼前缘和发动机进气道，有利于在夜间飞行时能看到大

翼前缘和发动机进气道结冰的情况。大翼照明灯安装在机身左右侧大翼前高于大翼处，大翼

照明灯的控制电门在驾驶舱灯光面板上。(如图15-3所示)

图15-3 大翼照明灯

2.着陆灯

着陆灯是在夜间和能见度差时，保证机组人员在起飞和着陆期间能看清跑道的灯光设备。

着陆灯是聚光灯，具有非常窄的光束，并且略微向下照射，因为它们要在起飞和着陆期间照

亮跑道。着陆灯分为固定着陆灯和可收放着陆灯两种。固定着陆灯安装在每个大翼的翼根处，

可收放着陆灯安装在机身下部或者安装在大翼根部下方（如图15-4所示）。现代民航飞机有

的只安装了固定式着陆灯，有的只安装了收放式着陆灯，也有飞机同时安装了这两种着陆灯。

图15-4A 固定着陆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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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B 可收放着陆灯

3.航行灯

航行灯也称为导航灯或位置灯，用于航行中提供飞机的位置、飞行方向和姿态。航行灯

是红色、绿色和白色的白炽灯泡或LED灯。航行灯安装在飞机的每个翼尖处，一般规定左翼

尖装红灯，右大翼装绿灯，尾部装白灯。通常航行灯必须具备穿透力强、亮度高、寿命长等

特点。LED灯以半导体为光源。具有发光效率高、驱动电压低、体积小、便于集成、寿命长

等特点。LED照明逐步成为飞机照明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先进的现代飞机监控LED航行灯的

工作时间，达到规定的工作时间后，会点亮寿命灯或给出信息，提示维护人员更换相应的航

行灯。（图15-5所示）

图15-5 航行灯

4.防撞灯和频闪灯

防撞灯和频闪灯主要显示飞机的轮廓，引起周围其他飞机、人员和车辆警觉和注意，防

止飞机之间或飞机与其他障碍物发生碰撞。机身顶部和底部各安装一个红色防撞灯，防撞灯

在打开之后会以一定频率闪烁。每个大翼翼尖和飞机尾部各安装一个白色频闪灯，可发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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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白色闪光。（如图15-6所示）

图15-6 防撞灯和频闪灯

5.滑行灯

滑行灯一般安装在前起落架减震支柱上（如图15-7所示）。机组会在滑出机位和脱离跑

道滑行时打开滑行灯，用来照亮飞机前方滑行道。部分机型采用滑行灯和起飞灯一体式设计

例如A330,一个灯泡中有两组灯丝，低功率灯丝点亮滑行灯，在滑行时使用；高功率灯丝点

亮起飞灯，在起飞时使用。

图15-7 滑行灯

6.转弯灯

转弯灯部分机型位于起落架减震支柱上，部分机型的转弯灯位于大翼翼根的前缘，靠近

机翼－机身整流罩，邻近固定着陆灯。分别提供对机头前方两侧照明。用于照明滑行道、跑

道边缘。（如图1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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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转弯灯

7.航徽灯

航徽灯又叫标志灯，作用是照亮垂直安定面上喷涂的航空公司航徽标志。航徽灯一般安

装在两侧水平安定面的上表面。航徽灯可用驾驶舱灯光控制电门来控制。（如图15-9所示）

图15-9 航徽灯

15.1.3 机内灯光

1.驾驶舱灯光

驾驶舱灯光主要为驾驶舱提供整体区域照明、局部区域照明、仪表和面板整体式照明和

信号指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仪表和面板灯

面板灯用于给驾驶舱面板上的电门，选择器和指示灯提供灯光。

仪表灯给驾驶舱中的仪表板提供背景灯光，各白炽灯或发光二极管是并联的，主要用在

夜间或者光线比较暗的时候，能够方便机组或者维修人员准确识别面板上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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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号指示灯

信号指示灯包括红色的主警告灯，琥珀色的主警戒灯以及与各个系统工作状态相关的指

示灯，红色灯代表需要立即处理的特情，琥珀色灯代表有特情但无需立即处理，蓝色灯代表

临时系统的正常操作，绿色灯代表备用系统的正常操作，白色灯代表电门处于非正常位置或

是维护状态。通过灯光的颜色可以判断出飞机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根

据故障等级主警告灯或者主警戒灯点亮，给机组或维修人员视觉提醒，同时会伴随相应的故

障信息或故障旗，以及音响警告。

3）仪表灯

仪表灯用于向仪表面板提供照明。备用仪表板灯用于在正常电源失效时向重要仪表板和

仪表提供照明以使飞机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安全着陆。

4)区域灯和飞行机组灯

用于提供驾驶舱整体照明或局部区域照明，包括面板和控制台泛光灯、跳开关面板灯、

备用罗盘灯、顶灯,以及地图灯和航图灯等，可以通过相应的电门或旋钮来调节灯光的亮度，

个别灯光还可以调整照射范围。

5）主明暗测试电门

主明暗测试电门有暗亮(DIM)、明亮（BRT）和测试(TEST)三个位置。当该电门处于测试

(TEST)位时，所有驾驶舱信号灯和仪表面板上的一些功能灯调至最大亮度。当电门置于明亮

（BRT）位时，工作中的指示灯调至最大亮度;当电门置于暗亮(DIM)位时，工作中的指示灯

调至暗亮。主变暗和测试（MD&T）系统可以完成对驾驶舱信号牌和按键电门的灯光测试，可

以通过此测试来判断当前驾驶舱信号灯功能灯是否正常，也可以根据现场光线强度，通过调

节该电门将信号牌和按键电门的灯置于明亮或暗亮模式。（如图15-11所示）

图15-10 驾驶舱灯光

图15-11 主明暗测试电门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灯光系统

590

2.客舱灯光

客舱灯光用于客舱的一般照明，以及厕所、厨房和乘务员工作区域照明。这些客舱灯光

大部分可在乘务员面板上进行操控。大部分客舱灯光都由灯管、镇流器、控制电门三部分组

成，亮度可以由控制电门调节。（如图15-12）为典型窗灯电路原理示意图。

图15-12 窗灯电路原理示意图

1）窗灯

窗灯也称侧壁板灯，指的是安装在侧窗上方横贯客舱前后的灯光照明系统，它提供客舱

的大面积照明，是客舱内部的主光源。传统的窗灯使用荧光灯，其镇流器组件安装在灯管的

支架组件内。镇流器组件除了向其自身的灯管供电外，还给相邻灯管组件内的灯管提供电源。

通常如果两个相邻的窗灯故障或闪烁，则镇流器组件故障的概率较高。如果只是单个窗灯故

障，则该灯管可能故障。窗灯可由乘务员面板进行操作控制。（如图15-13 所示）

图15-13 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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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顶灯

顶灯安装于行李架上方，用于给客舱过道和行李架上方区域提供照明。传统顶灯主要有

两种类型，分别是箱型灯和嵌入式灯。箱型顶灯为荧光灯和白炽灯组件，嵌入式灯为荧光灯，

箱型顶灯安装在行李架舱的顶部，嵌入式灯安装在前后天花板内。顶灯镇流器组件中的逻辑

电路可利用来自于乘务员面板的输入信号来调节亮度等级。

在2010年以后波音使用了天空内饰的灯光系统，其中使用的是LED光源，相比于传统型

荧光灯或白炽灯，其寿命要长的多，还更节能，稳定性更高。整套系统主要由乘务员面板ACP、

线路和灯组件组成。线路总体分为两类，一类为通讯线路，控制灯组件的明暗和颜色，另一

类为供电线路。如图15-14 所示。

图15-14 天空内饰灯光

3）阅读灯

阅读灯安装于旅客或乘务座位头顶上方的服务组件中，主要是白炽灯泡或LED灯。它们

的控制电门安装在灯附近或在座椅控制手柄上。当客舱内灯光强度影响阅读时，可以按压开

关按钮，打开阅读灯，为旅客阅读提供良好的照明度，并且阅读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这就

更加的人性化。（如图15-15所示）

图15-15 阅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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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客告示灯

旅客告示灯用于向旅客和乘务员提供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请回座位指示，由请勿吸

烟灯电门和系好安全带灯电门控制。当两个电门位于接通位ON或断开位OFF时，所有的旅客

告示灯亮或熄灭，并伴随一个低谐音。当请勿吸烟和系好安全带灯电门位于自动位AUTO且后

缘襟翼极限电门在放下位时，系好安全带灯和请回座位灯亮，并伴随一个低谐音。当请勿吸

烟和系好安全带灯电门位于自动位AUTO 且起落架手柄放在起落架放下位时，系好安全带灯，

请勿吸烟灯和请回座位灯均亮，并伴随一个低谐音。旅客氧气系统与旅客告示灯系统之间有

一个交连信号，当请勿吸烟和系好安全带灯电门位于自动位AUTO且氧气指示继电器激励时，

系好安全带灯和请勿吸烟灯亮，并伴随一个低谐音。（如图15-16所示。）

图15-16 旅客告示灯

5） 厕所灯和指示灯

厕所灯和指示灯用于当旅客在厕所时提供照明和指示，有一个白炽灯和一个荧光灯。厕

所中的荧光镜灯可工作在明亮或暗亮方式。厕所门未锁时工作在暗亮方式，厕所门上锁时工

作在明亮方式，同时在临近通道上的厕所占用灯亮。

6） 旅客和厕所呼叫灯

旅客和厕所呼叫灯用于告诉乘务需要帮助，旅客和厕所呼叫灯为白炽灯。旅客和厕所呼

叫灯有蓝色、粉红和琥珀色的灯罩，用以代表不同的人员和不同区域的呼叫。当旅客按压了

旅客服务组件上或座椅扶手上的呼叫按钮时，前后出口位置符上的蓝灯亮，高谐音，旅客服

务组件上的呼叫灯亮；为断开呼叫灯，必须按压旅客服务组件上的呼叫按钮。当旅客按下厕

所的呼叫按钮时，前后出口位置符上的琥珀色灯亮，高谐音，厕所呼叫灯亮，为断开厕所呼

叫灯，必须按压厕所呼叫灯。当机组呼叫另一个成员时，粉红色灯亮。（如图15-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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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7 旅客和厕所呼叫灯

3.货舱和勤务舱灯

货舱灯和勤务舱灯主要是为地面服务人员和地面维修人员设置，货舱照明主要包括前、

后和散货舱照明。勤务舱灯主要包括前轮舱、主轮舱照明，空调舱照明，电子设备舱照明，

APU舱、尾舱照明等。货舱灯为白炽灯泡或LED灯，控制电门一般在货舱门框上，当货舱门打

开且货舱灯电门接通时，货舱内部灯亮。在货舱门关闭后，即使电门接通灯也不会亮。轮舱

灯、空调舱、电子舱灯、APU舱灯都可为地面维修人员提供良好的照明条件。（如图15-18

所示）

图15-18 货舱和勤务舱灯

15.1.4 应急灯光

应急灯光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为机组和乘客提供紧急照明和指示撤离路线。应急灯光主要

包括客舱区域应急照明，逃生通道照明，应急出口位置标识和出口外部照明等。应急灯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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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采用独立充电电池供电 。

应急灯光可以使用驾驶舱的应急出口灯电门或乘务员面板上的应急出口灯电门控制。驾

驶舱应急出口灯电门一共三个位置：① ON接通位，人工打开全部应急灯光。②OFF断开位，

应急照明系统关闭，防止自动工作。③ ARM位，使系统处于预位状态，当飞机失去了正常照

明电源时，全部应急灯光由独立充电电池供电并点亮，B787应急灯电池组件应至少提供15

分钟的照明，具体时间因机型而异。乘务员板上的应急出口灯电门有两个位置：①接通位，

人工打开全部应急灯光。②正常位，应急灯光系统受驾驶舱电门控制。飞机整机断电前，需

要检查驾驶舱应急灯电门必须放在OFF断开位且乘务员板上的电门必须在正常位，这样可防

止应急灯工作而造成电池放电。

应急灯光的出口标识灯在旅客门、勤务门、机翼上应急出口、走廊接近天花板处指示出

口的位置。走廊灯用于照明全部走廊区域。地板接近灯照明地板以向旅客和机组指示出通向

所有出口的方向，门外撤离灯向环绕飞机的出口区域提供照明，门外撤离灯安装在飞机的外

表面，每个出口门的后面。（如图15-19 所示）。

当前787采用先进的无线应急照明系统控制组件（WCU）来控制应急灯，主WCU建立一个

无线网络给标准WCU发送指令和接受反馈状态。在OFF位时，所有WCU监控充电电源和通讯,

如果监控不到115VAC，应急照明系统不会点亮；在ARMED位时，每个WCU监控115VAC。如果没

有115VAC，主WCU命令所有WCU点亮应急灯，如果主WCU与标准WCU通讯中断，在没有115VAC

时，每个WCU会点亮其所控制的应急灯；在ON位时，主WCU命令所有WCU点亮应急灯；如果线

路损坏，主WCU命令所有WCU点亮应急灯。可通过按压主乘务员开关面板上的测试按钮测试所

有应急灯光是否正常，当应急灯系统存在故障时，该电门上的红色LED灯会常亮，否则测试

完后会自动熄灭。

图15-19 应急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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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典型飞机灯光系统维护介绍

15.2.1 典型飞机灯光系统部件识别

1.飞机灯光系统部件识别

1）灯光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驾驶舱（前往后看）

⑤顶灯

⑥顶灯④备用灯泡

驾驶舱（后往前看）

①地图灯

②飞行文件包灯 ③跳开关面板灯

图15-2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地图灯 地图灯用于向机长和副驾驶提供可调节的灯光。

② 飞行文件包灯 飞行文件（工具）包灯可在驾驶舱中提供灵活的照明。

③ 跳开关面板灯 跳开关面板灯向P6和P18跳开关板提供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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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灯光系统客舱部件识别：

客舱（前往后看）

②顶灯

①出口标识灯

④窗灯

③走廊灯

⑥旅客告示灯

⑤地板荧光条

图15-21

④ 备用灯泡箱 存放常用备用灯泡。

⑤ 顶灯 顶灯用于整个驾驶舱的照明。

⑥ 顶灯
用于整个驾驶舱的照明。

提供驾驶舱应急照明。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出口标识灯 出口标识灯接通时指示出口的位置。

② 顶灯 顶灯用于提供客舱走廊和行李架上方区域的照明。

③ 走廊灯
走廊灯用于照明全部走廊区域，在紧急情况下应急灯可使旅

客和机组看清走廊。

④ 窗灯 窗口灯用于提供驾驶舱行李架下方区域内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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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光系统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④尾部防撞灯

⑤前位置灯

⑥大翼防撞灯

⑦后位置灯

⑨固定着陆灯

⑩转弯灯
⑧可收放着陆灯

③外部应急灯①大翼照明灯 ②防撞灯

⑪滑行灯 外部灯光

图15-22

⑤ 地板荧光条
地板荧光条在客舱断电时照亮地板以向旅客和机组指示出

通向所有出口的方向。

⑥ 旅客告示灯

旅客告示灯用于向旅客和乘务员提供相邻指示：

－ 请勿吸烟

－ 系好安全带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大翼照明灯
大翼照明灯用于照明大翼前缘，使飞行员在夜间可看到大翼

前缘结冰的情况。

② 防撞灯（红色） 用于使飞机在空中或地面更容易被发现。

③ 外部应急灯 环绕飞机的出口区域提供应急照明，便于夜间紧急撤离。

④ 尾部防撞灯 尾部防撞灯（白色）用于使飞机在空中或地面更容易被发现。

⑤ 前位置灯 位置灯用于向在其它飞机或地面的人员表示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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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灯光系统货舱及勤务舱部件识别：

①前轮舱灯

②货舱灯③空调舱灯

④主轮舱灯

舱灯

图15-23

－ 飞机的位置

－ 方向

－ 姿态

左前位置灯为红色。右前位置灯为绿色。

⑥
大翼防撞灯

（白色）
大翼防撞灯（白色）用于使飞机在空中或地面更容易被发现。

⑦ 后位置灯

位置灯用于向在其它飞机或地面的人员表示下列信息：

－ 飞机的位置

－ 方向

－ 姿态

后位置灯为白色。

⑧ 可收放着陆灯 用于在起飞和着陆期间帮助飞行员看清跑道。

⑨ 固定着陆灯 用于在起飞和着陆期间帮助飞行员看清跑道。

⑩ 转弯灯 用于使飞行员在滑行中观察跑道和滑行道。

⑪ 滑行灯 用于使飞行员在滑行中观察跑道和滑行道。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前轮舱灯 前轮舱灯用于提供飞机前轮舱照明。

② 货舱灯 货舱灯提供货舱照明以便于维护人员和地面人员。

③ 空调舱灯 空调舱灯用于向维护人员提供飞机空调舱的照明。

④ 主轮舱灯 主轮舱灯用于提供飞机主轮舱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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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典型飞机灯光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灯光系统常见维护

1）灯光测试操作程序：

①警告：不要触摸灯座或灯的金属端。灯通电时，会导致触电。

②警告：扳动电门会导致相应系统工作，系统的突然工作会导致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害。

③告诫：在进行维护之前，先断开灯的电源。没有拔出相应跳开关，会导致在安装灯罩时

损坏线路。

图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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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5

2.飞机灯光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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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仪表指示系统 

 

16.1 电子仪表概述 

 
16.1.1 航空仪表的功能 

 

在各种型号的民航飞机驾驶舱中可以看到多种航空仪表，它们的功能是用于显示飞机

实时的飞行参数和发动机以及其它系统的参数。因此如图16-1所示，航空仪表按功能可以

分为飞行仪表、发动机仪表和其他系统仪表。 

飞行仪表主要用于显示飞行数据和导航数据，它们位于正、副驾驶的仪表板上；发动

机仪表安装在中央仪表板上，用于显示发动机系统相关参数；其他系统仪表是飞机上其他

系统或设备中使用的测量仪表的统称。 

 
图 16-1 飞机仪表的分类 

16.1.2 航空仪表的基本 T 型布局 

 

一般飞机驾驶舱内的仪表都遵循 T 型布局。T 型布局指飞行 关键的仪表姿态指示器

（Attitude Director Indicator，ADI）位于 T 型正中间，用于显示飞机的横滚和俯仰姿

态；显示飞机气压高度的高度表，位于整个 T型布局的右侧；显示飞机相对于空气的运动速

度的空速表，位于 T 型布局的左侧。水平状态指示器（Horizontal Situation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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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位于 T型下部，用于显示飞机的纵轴相对于磁北的夹角，即磁航向。另外垂直速度表、

空速表和温度表分布在 T 型仪表两侧。垂直速度表显示飞机飞行过程中在垂直面上的速度，

代表了飞机爬升或下降的快慢；空速表显示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飞行速度；温度表显示飞机外

界的实际温度。如图 16-2 左侧所示，典型大型客机的仪表板都遵循 T 型布局。 

现代飞机使用电子仪表系统，由液晶显示器替代传统机械仪表来显示飞机参数。电子仪

表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 T 字布局，位于飞行员正前方的显示器称为主飞行显示器，在该

显示器的正中央显示飞机的姿态，左侧为空速指示，右侧为高度指示，显示器的下部为航向

指示。 

 
图 16-2  T 型布局仪表 

16.1.3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介绍 

 

现代飞机电子仪表系统主要由显示组件(Display Unit，DU)、显示计算机和相应的控制

面板组成。如图 16-3 所示，不同飞机制造商使用不同的名称：如电子仪表系统（Electronic 

Instrument System，EIS）或者通用显示系统（Common Display System，CDS）等。 

 

图 16-3 电子仪表系统 

与机械式仪表相比，电子仪表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 

1）集成度高，电子仪表把多种参数集成在一个显示组件上显示，减少了仪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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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示灵活多样，参数可以通过数字，图形来表示，并可以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3）容错能力强，当一台显示组件故障时可以将它显示的参数转换至其他显示组件显示。 

 

图 16-4 新旧显示系统差异 

如图16-5所示，现代飞机上电子仪表系统一般可以分成两个子系统：电子飞行仪表系

统（Electronic Flight Instrument System ，EFIS）和发动机指示和中央警告系统。

EFIS系统一般由四个显示器组成，每侧有两个显示器分别是主飞行显示器（Primary 

Flight Display，PFD）和导航显示器（简称Navigation Display，ND）,用于显示飞机的

主飞行数据和导航数据。发动机指示和中央警告系统位于中央仪表板，用于显示发动机参

数及其它各个系统参数和警告信息，该系统部分飞机称之为电子中央飞机监控系统

（Electronic Centralized Aircraft Monitoring，ECAM），而部分称之为发动机显示和机

组警告系统（Engine Indicating and Crew Alert System ，EICAS）。 

 

图 16-5 电子仪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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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显示备份原则 

 

在早期的飞机上，为了防止因为某个仪表故障而造成无法显示重要的飞行数据，故这些

仪表均有备份。如图 16-6 左侧所示，备用空速表和备用高度表显示备份空速和高度，备用

地平仪显示备份姿态，备用磁罗盘显示备份航向。上述备用仪表均为机械式仪表，无需供电

并由独立的传感器来提供信号，当飞机的电子飞行仪表系统故障或断电时飞行员将依靠备份

仪表和目视规则来飞行。如图 16-6 右侧所示，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飞机的备份仪表采用电

子综合备用仪表，该仪表可以显示姿态、空速、高度和仪表着陆等重要飞行参数，并可以在

应急情况下由电瓶供电。电子综合备用仪表一般来说不显示航向，备份航向仍然由备用磁罗

盘来提供。 

 

图 16-6 备份仪表 

现代电子飞行仪表系统一般采用六个显示组件（DU）和两部显示计算机的构型（有的飞

机装有三部显示计算机）。六个显示组件以两个显示组件为一组（正驾驶前面两个显示器为

一组，副驾驶前面两个显示器为一组，中央仪表板两个显示器为一组），互为备份。当一组

中一个显示器故障，另外一个显示器会自动显示优先级高的页面。比如主飞行页面（PFD）

的显示优先级高于导航页面（ND），当 PFD 显示器故障，PFD 页面会自动显示到 ND 显示器上。

两部显示计算机是多余度设计，其中一部计算机就可以让六个显示正常工作。在两部显示计

算机都工作正常的时候，每部显示器计算机给三个显示器提供显示数据，当其中一部显示计

算机故障，另外一部正常的显示计算机自动替代故障的显示计算机，同时给六个显示器提供

显示数据。 

16.1.5 显示器亮度调节 

 

飞机上显示器的亮度控制通常由亮度控制旋钮完成。在现代飞机的显示系统中，每个显

示器都有独立的亮度控制旋钮。旋转亮度控制旋钮可以调节相应显示器的亮度，一般亮度控

制旋钮放置在中立位置，相当于显示器处于中等亮度状态。如图 16-7 所示，左侧飞机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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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旋钮有关闭位，可以彻底关闭显示器，而右侧飞机亮度控制旋钮无关闭位，旋钮旋到

暗位置显示器依然通电，只是亮度显示为 暗。 

 

图 16-7 电子仪表系统亮度控制 

 

16.2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 

 

16.2.1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组成、显示及功能： 

 

1.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组成：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是电子仪表系统的一部分。如图 16-8 所示，通常包含四个显示器和

两个 EFIS 控制面板。电子飞行仪表系统显示飞行所需的飞行数据和导航数据，分为主飞行

显示器 PFD 和导航显示器 ND。 

 

图 16-8 EFIS 组成 

如图 16-9 所示，主飞行显示器上显示 重要的飞行数据，如飞机的姿态，空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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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等，一般 PFD 上采用如下布局：中央姿态球显示飞机姿态；左侧空速带显示空速；右侧

高度带显示气压高度；底部航向带显示航向。 

 

图 16-9 PFD 

2.主飞行显示器（PFD）的显示及功能 

1）姿态指示 

固定的飞机图标位于 PFD 姿态球的中心，PFD 中间的姿态球指示飞机的姿态信息，即飞

机的俯仰角和横滚角。 

飞机俯仰角刻度位于姿态球中间，刻度零点也代表空地线。当飞机俯仰角变化时，整个

刻度带会上下移动，固定的飞机图标中心点所对应的刻度值即为飞机俯仰角，如图 16-10 飞

机的俯仰角为抬头 2.5 度。 

飞机的横滚角刻度位于姿态球顶部，俯仰刻度上方的三角形指针是横滚角指针。当飞机

横滚角变化时，横滚角指针连带整个姿态球会发生偏转，指针所对应的刻度即为飞机的横滚

角，姿态球偏转方向和飞机实际横滚方向是相反的，如图 16-10 飞机横滚姿态为向右横滚 20

度。 

2）空速指示 

主飞行显示器上左侧显示的数据是飞机的空速。空速通过飞机相对大气运动所产生的气

压来计算，该气压也被称为动压。空速会影响飞机的升力、阻力和机动性。空速在可移动的

刻度带上读取，中间是固定的空速指针，空速以节为单位，如图 16-10 显示当前空速为 317

节。 

指针上小箭头显示当前空速的变化趋势。如图 16-10 显示飞机正在减速，10 秒后将会达

到 310 节。正常飞行时，马赫数显示在空速带下方。马赫数是空速和音速的比值，图中马赫

数是 0.67。速度带还显示空速的限制，如 大速度区域和 小速度区域。这些限制区域在

空速带上用红色或琥珀色标注（图右侧是飞机在起飞期间典型的空速带指示）。 

3）高度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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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的气压高度是通过飞机外部的大气静压计算而来的。气压高度显示于右侧可移动

的刻度带上，高度带中间是固定的气压高度数值显示区域，同时也作为高度带指针使用。气

压高度以英尺为单位，如图 16-10 显示当前高度为 21 300 英尺。显示的气压高度基于 EFIS

控制面板上选择的气压基准值计算，气压基准值所对应的高度为气压高度的零点，确定了高

度零点，大气数据计算机才可以计算气压高度。气压基准值显示于高度带下方。垂直速度指

示位于高度带右侧，通过指针和数值显示，以英尺/每分钟为单位，指示飞机以 700 英尺/每

分钟的速度下降。 

4）航向指示

主飞行显示器下方为航向带，一般为磁航向，在南北极附近自动转换为真航向，部分飞

机也可以人工进行磁航向和真航向转换。航向指示有可移动的刻度带和中间固定的指针组成

（如图 16-10 航向带指示当前航向为 325 度）。主飞行显示器上还会显示其他一些信息，如

仪表着陆系统信息和自动飞行模式等。 

图 16-10 主飞行显示器参数显示 

3.导航显示器（ND）显示及功能

导航显示器显示飞机的导航信息，可通过 EFIS 控制面板选择不同的显示模式。导航显

示器上显示的所有信息来自于飞机的各个导航系统。如图 16-11 所示，各个模式一般都包含

以下基本信息： 

1）飞机的航向，显示于罗盘刻度盘顶部（如下图航向为 300 度）

2）一个小的飞机符号，正常显示于屏幕中央用于指示飞机位置

3）飞机的航路信息，可能是飞行计划航路或无线电导航系统的航道

4）飞机的地速、真空速、风向和风速信息，显示于 ND 左上角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仪表指示系统 

608 

图 16-11 ND 显示 

16.2.2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控制面板 

1.EFIS控制面板对主飞行显示器的控制

飞机遮光板上安装有两块 EFIS 控制面板，分别用于控制本侧 EFIS 显示。控制面板可以

分为 PFD 显示器控制和 ND 显示器控制。如图 16-12 分别是两种典型飞机的 EFIS 控制面板。 

EFIS 控制面板上的 PFD 控制功能主要是气压基准值的设置，左右两侧可以选择不同的

气压基准值。气压基准值的单位为百帕斯卡(HPA)或英寸汞柱（IN HG），另外可以通过拔出基

准值设置旋钮进入标准模式，标准模式固定以标准海平面大气压作为基准值。 

图 16-12 EFIS 控制面板 

2.EFIS 控制面板的导航显示器模式选择

如图 16-13 所示，在 EFIS 控制面板上，可以通过模式选择电门选择不同的 ND 模式，通

过范围选择电门选择不同的 ND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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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3 ND 控制 

模式选择电门用于选择不同的 ND 模式，提供特定飞行阶段所需的信息。如图 16-14 所

示，仪表着陆系统（ILS）模式提供仪表着陆系统的信息，ILS 系统包括水平航向信标和垂直

下滑信标两个子系统，主要显示飞机与下滑面和跑道中心线的偏差。 

 

图 16-14 仪表着陆系统模式 

如图 16-15 所示，甚高频全向信标（VOR）模式提供飞机相对于 VOR 航道的位置偏差。 

 

图 16-15 甚高频全向信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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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6-16 所示，导航或者地图模式显示飞行计划的航路，引导机组按照既定的飞行计

划控制飞机偏航。 

 

图 16-16 导航/地图模式 

如图 16-17 所示，弧度（ARC）模式也显示飞行计划航路，但它只显示前方的地图，一

般主要用于查看气象雷达系统提供的气象信息。 

 
图 16-17 弧度模式 

如图 16-18 所示，计划（PLAN）模式以飞行计划里下一航路点作为地图中心，并且地图

顶端固定为正北方向，飞机显示为一个可动的飞机图标。 

 

图 16-18 计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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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6-19 所示，右侧是另一种典型飞机的 EFIS 控制面板，可以选择的模式与左侧的

EFIS 控制面板是基本相同的，但仪表着陆系统（ILS）模式被称为进近（APP）模式，导航

（NAV）模式被称为地图（MAP）模式。在选择类似弧度（ARC）模式时，需要按压模式选择

电门的中间 CTR 按钮，在这种面板上被称为扩展模式。 

 

图 16-19 EFIS 控制面板构型区别 

3.EFIS 控制面板的 ND 范围选择 

通过范围选择电门可以选择 ND 不同的地图范围，ND 地图范围以海里为单位，选择的地

图范围显示于 ND 上。如图 16-20 所示，选择了 ND 的 大显示范围，即 320 海里（部分飞机

EFIS 控制面板 大范围选择 640 海里）。 

 

图 16-20 ND 范围选择 

 

16.2.3 电子飞行仪表系统（EFIS）转换 

 

现代飞机电子仪表系统都有转换功能，以确保部分组件故障的情况下机组可以看到 重

要的显示内容。不同飞机的仪表系统转换有不同的设计思路， 但是基本都可以分为显示计

算机的转换和显示器的转换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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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示计算机的转换 

显示计算机的转换分为自动转换和人工转换。电子仪表系统通常安装有两部显示计算机

（个别飞机安装三部显示计算机，其中有一部处于备份状态）,正常每部显示计算机提供三

个显示器的图形信号。当任意一个显示计算机故障时，另一个显示计算机会自动转换提供全

部显示器的显示。我们称为显示计算机的自动转换。 

如图 16-21 所示，在头顶板左侧有一个显示源选择开关，机组人员通过开关进行显示计

算机的转换，当转到 ALL ON 1 位置时，可以人工控制由 1 号显示计算机提供全部显示器，

转到 ALL ON 2 位置时,2 号显示计算机将提供全部显示器。我们称为显示计算机的人工转

换。 

 

图 16-21 显示计算机的人工转换 

2．PFD、ND 显示器的转换 

显示器的转换也分为自动转换和人工转换。如图 16-22 所示，因为外侧显示器 PFD 要比

内侧显示器 ND 显示的参数更加重要，所以当外侧显示器故障时，PFD 会自动转到内侧显示

器。同理，中上显示器显示的发动机主参数也比中下多功能显示器上显示的参数重要，当中

上显示器故障时，发动机主参数显示会自动转到中下显示器。我们称为显示器的自动转换。 

 

图 16-22 显示器的自动转换 

如图 16-23 所示，显示器的人工转换通过显示选择面板来实现。如下图所示，当主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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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显示器开关放至外侧主飞行显示（OUTBD PFD）位置时，外侧显示器强制显示 PFD 的内容;

放至内侧主发动机（INBD ENG PRI）位置时，内侧显示器显示主发动机显示器（PED）的内

容；当放至内侧主飞行显示（INBD PFD）位置时，内侧显示器显示 PFD 的内容;当放至内侧

多功能显示（INBD MFD）位置时，内侧显示器显示多功能显示器（MFD）上的内容;当下显示

器开关放至主发动机（ENG PRI）位置时，中下显示器显示主发动机显示器（PED）的内容;

放至 ND 位置时，中下显示器显示 ND。 

 

图 16-23 显示选择面板 

 

16.3 电子中央监控系统 

 

16.3.1 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的概述 

 

传统飞机通过点亮头顶面板的故障灯，显示故障旗等方式来显示异常状态，我们称之

为本地警告。现代飞机增加了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的警告方式我们称为

中央警告。中央警告会根据飞机异常状态生成对应的文字信息，并通过主提醒灯、驾驶舱

的扬声器提醒机组，如图16-24 所示。 

 

图 16-24 电子中央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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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本地警告和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的功能 

 

1.本地警告 

1）本地警告的功能 

本地警告直接由各个系统的核心计算机或者传感器来控制。当飞机有相关的故障时，机

组人员和维护人员将会在驾驶舱看到本地警告。 

如图 16-25 所示，本地警告在驾驶舱中会有 3种类型的显示： 

（1）头顶面板上系统故障指示灯 

（2）显示器或者仪表中显示的故障旗标志 

（3）显示器上超限参数的显示，这表明某个参数值已超过正常的操作限制 

 

图 16-25 本地警告 

2）本地警告的第一种形式： 

头顶面板上系统故障指示灯。现代飞机大多采用“暗舱”理念，在正常操作状态下，头

顶面板上系统故障灯都是熄灭的，当出现本地警告（如系统故障灯亮）或系统处于非工作状

态（如关断状态或者备份状态）时才会点亮，这样机组人员可以非常容易监控到飞机出现的

不正常情况。 

如图 16-26 所示，飞机制造厂商设计的故障灯均带有颜色，不同颜色的灯代表飞机异常

情况的等级： 

（1）红色灯：提醒机组人员飞机故障对飞机当前的安全和操作有直接的影响，需要立

即采取纠正措施，例如图中发生火警时红灯亮的情况。 

（2）琥珀色灯：提醒机组人员当前故障对飞机的操作有影响，需要采取纠正措施，但

是该措施可以延迟执行，例如图中发电机故障时琥珀色灯亮的情况。 

（3）白色灯：表示系统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如关断或者备份，例如图中近地警告系

统（EGPWS）面板上的 OFF 灯是系统的部分功能处于关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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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6 本地警告的第一种形式 

3）本地警告的第二种形式： 

如图 16-27 所示，“故障旗”这个名字来自传统机械仪表，当电源或信号缺失时，会有

类似于旗帜的一块红色金属片跳出以提醒机组人员注意，因此称为故障旗，这个名称一直沿

用到现代飞机上。电子仪表系统的故障旗是一些系统无法提供信号用于显示时，出现在 PFD、

ND 或备用仪表上的琥珀色或红色的字符。 

 

图 16-27 故障旗 

4）本地警告的第三种形式： 

如图 16-28 所示，当系统参数超限，比如发动机的滑油压力或飞机的超速等超限参数始

终以红色径向线或红色带显示在指示器上。 

 

图 16-28 超限参数的显示 

2.中央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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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警告的功能 

如图 16-29 所示，中央警告的功能是飞机出现故障时，警告系统触发相关的警告信息，

显示在显示器的固定区域提醒机组人员。机组人员无需持续监控头顶面板或者指示器上的本

地警告，大大减轻了机组的工作量。中央警告的表现方式包括：警告信息的显示、主提醒灯

和音响警告。 

中央警告向机组人员提供有关当前故障的信息。在空客机型上，称为电子中央飞机监控

系统（ECAM）；在中国商飞或者波音机型上，它被称为发动机指示和机组告警系统(EICAS)。 

 

图 16-29 中央警告 

2）警告级别的分类 

如图16-30所示，根据警告信息的重要程度和需要采取措施的紧急程度，中央警告分为

三个警告级别:  

（1）定义为 A 级或 3 级的警告信息：对应于 紧急情况，需要机组人员立即采取纠

正措施，对飞行安全有直接的影响。 

（2）定义为 B 级或 2 级的告诫信息：对应于重要的不正常情况，需要尽快采取纠正

措施，对飞机的操作有影响，但对飞行安全没有直接影响。 

（3）定义为 C 级或 1 级的咨询/告诫信息：一级告诫信息对应于一些可能导致系统

功能降级或者使余度减少的故障情况，对飞机的操作和飞行安全都没有直接影响。 

 

图 16-30 警告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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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提醒灯 

主提醒灯由红色的主警告灯和琥珀色的主告诫灯组成。如图 16-31 所示，主警告灯和主

告诫灯位于遮光板的左右两侧。当主提醒灯亮时，机组人员需要按压主提醒灯，使主提醒灯

熄灭（这一步骤称为复位主提醒灯），以便新的警告发生时主提醒灯可以再次点亮提醒机组

人员。 

 

图 16-31 主提醒灯 （主警告灯和主告诫灯） 

4）音响警告 

不同的警告类型所触发的警告音是不相同的。当出现级别 A 或 3 级警告时，将触发

连续不断的警告音、急促的铃声或者警笛声；当出现级别 B 或 2 级告诫时，将触发单谐音

警告或者蜂鸣声（如图 16-32 所示）；当出现 C 级别或 1 级咨询/告诫信息时，将不会触发

任何的音响警告。 

 

图 16-32 音响警告  

16.3.3 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的组成 

 

1.ECAM 系统组成（如图 16-33 所示） 

1）两个飞行警告计算机（Flight Warning Computers，FWC）：FWC是ECAM系统的核心

计算机，直接从飞机系统计算机采集对应于红色警告的数据，也接收两个数据采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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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ata Acquisition Concentrators，SDAC）的琥珀色警告数据，每个FWC 对这些

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和生成相应的警告信息发送给显示管理计算机（Display Management 

Computers，DMC），并控制相应的主提醒灯和触发音响警告。 

2）两个数据采集组件（SDAC）：它们接收飞机系统的数据，将其送给DMC; 并将琥珀色

警告信号的数据进行集中处理，送到飞行警告计算机产生警告。 

3）三个显示管理计算机（DMC）：是收集各种模拟、离散和数字输入信号，经处理后输

出到显示器显示，并进行系统监控和所有工作的协调控制。  

4) ECAM控制面板：它提供ECAM 的控制，主要用于状态页或系统页的选择以及显示器

亮度调节等。  

 

图 16-33 ECAM 系统 

2.EICAS 系统组成 

如图 16-34 所示，在 EICAS 飞机上，一些中央警告功能由显示管理计算机执行，这些计

算机称为 EFIS/EICAS 接口组件（EIU）。对于中央警告的其他功能，是通过模块化的电子警

告组件来完成。不同的警告子功能都是由警告组件中的模块卡完成，每张模块卡都由两个独

立通道来实现，从而提供完全的冗余度。 

 
图 16-34 EICA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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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的显示和工作模式 

 

电子中央监控系统显示由中央仪表板上的上部和下部两个显示器组成。 

1.上部显示介绍 

上部显示器称为发动机警告显示器（Engine Warning Display，EWD）或者主 EICAS 显

示器。如图 16-35 所示，主 EICAS 显示器位于左侧，EWD 位于右侧，两个显示器显示的内容

有很大的相似性。两种上部显示器都有一个用于显示警告的固定区域和飞机系统部分重要参

数的显示区域。固定飞机参数信息包括： 

• 发动机主参数 

• 机载的燃油量 

• 襟翼和缝翼的位置 

 

图 16-35 上部显示器 

如图 16-36 所示，新一代飞机已经没有专用的 EICAS 的显示器，EICAS 的页面将正常显

示到左内侧显示器上，并且它一直是半屏显示。但是它显示的内容和传统飞机上的内容基本

一致。 

 

图 16-36 新型飞机的电子中央监控系统的显示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仪表指示系统 

620 
 

 

2.下部显示介绍 

下部显示器称为系统显示器（System Display，SD）、次级显示器或辅助显示器。如图

16-37 所示，次级或者辅助显示器位于左侧，SD 位于右侧。 

 

图 16-37 下部显示器 

1）系统页面的自动显示 

不论哪个系统，只要出现警告/告诫信息时，该故障所对应的系统页面会自动显示（前

提是该故障所对应的系统设计有相关的系统页面）。 

2）系统页面的人工显示 

机组人员和维护人员通过相应控制面板上的系统按键来人工选择系统页面，不同的显示

选择面板有不同的系统选择按键。 

如图16-38左侧所示，安装EICAS的飞机，有多个系统按键可以选择不同的系统页面

（如电源系统、燃油系统、客舱环境控制系统、液压系统、门和起落架等系统）。手动选择

EICAS维护页面的任意按键，相关系统页面将会显示在EICAS的下显示器，但是EICAS维护面

板上的按键没有任何的按键灯，再次按下系统页面的按键，EICAS相关页面消失，下显示器

变为空白。 

如图 16-38 右侧所示，安装 ECAM 的飞机，通过按压 ECAM 控制面板上的系统按键，可以

选择不同系统页面（如引气页、空调页、座舱压力页、电源页、飞行控制页、门页和机轮页

等）。手动选择 ECAM 控制面板的任意按键，按键上的灯将会在控制面板上点亮。ECAM 控制

面板上的“ALL”键是一个自动翻页的功能按键，按压保持“ALL”键系统页面将以一定的速

度逐一显示，当显示到所需的系统页面时，松开按键即停留到该系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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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8 系统页面 

3.电子中央监控系统警告举例 

1）如图 16-39 所示，对于 ECAM 一级警告，我们在 ECAM 上显示器的警告信息区域可以

看到琥珀色的告诫信息（图中为 FWC 1 FAULT），主提醒灯没有点亮，也没有任何的音响警

告。 

 

图 16-39 ECAM 一级警告 

2）如图16-40所示，对于ECAM二级警告，我们在ECAM上显示器的警告信息区域看到琥

珀色告诫信息（图中为NAV ILS 1+2 FAULT）出现，伴随有琥珀色主告诫灯亮，并有单谐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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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0 ECAM 二级警告 

3）如图16-41所示，对于ECAM三级警告，我们在ECAM上显示器的警告信息区域看到红

色警告信息（图中为发动机着火）出现，伴随有红色主警告灯亮，并有连续不断的警告音

响。 

 

图 16-41 ECAM 三级警告 

 

 

16.4 数据记录与信息管理 

 

16.4.1  飞行数据记录系统 

 

航空法规要求所有大型民航飞机都安装飞行数据记录器FDR，它记录重要的飞行数据完

成如下的四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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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厂用来改进设计工艺； 

• 航空公司工程技术部门用于判断飞机的故障原因； 

• 评估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或培训飞行员； 

• 飞行事故后查找原因，进行事故分析。 

早期的 FDR 只记录了 6个参数：时间、航向、高度、空速、垂直加速度和按下通话开关

时产生的脉冲信号。新型飞行数据记录器可以记录几百个参数，如：时间、航向、高度、空

速、航迹、瞬时位置、发动机参数、驾驶舱警告等（早期和新型 FDR 数据的对比如图 16-42

所示）。 

 

图 16-42 早期和新型飞行数据记录器数据对比 

如图16-43所示，飞行记录器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存储设备来记录所需的参数。一种是

磁带式飞行数据记录器，另一种是固态式飞行记录器。目前飞机大多选用后者。 

 

图 16-43 飞行数据记录器 

飞行记录器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可以记录飞机 近 25 小时的飞行参数。有的民航客机

把飞行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集成在一起，称为数字式语音数据记录器（DVDR）。 

记录器机匣为合金钢，外表颜色通常为橘红色，这种颜色的设计更容易在事故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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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保存数据，记录器具有防火（1 100℃），抗震抗压（2t 冲击力、1 000G 重力加

速度 ），防海水和各种液体浸泡的能力。 

如图16-44所示，飞行数据记录器前面板有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水下定位信标（ULB）。当

飞行记录器落入水中，水下定位信标的电池与水接触会自动发送37.5KHz的声波信号，搜救

人员通过声呐探测该信号并确定声源的方位和距离，借此找到飞行记录器。ULB能够在水下

持续发射至少30 天（新一代飞机90天）， 大工作水深6 096米（20 000英尺），探测范围

为 2 134～3 658米( 7 000～12 000英尺)。 

水下定位信标维护时，应注意以下事项：按规定时间检查和更换水下定位信标的电

池，避免将电池极性装错，否则水下定位信标会损坏；每次检查和更换电池时，都应注意

密封圈是否老化、变形，表面是否光洁，以防漏水或电池受潮；除规定的标签外，不允许

把任何其他的标签贴在水下定位信标的壳体上。 

                           

图 16-44 水下定位信标 

如图16-45所示，飞机在空中或者当发动机滑油压力传感器提供发动机滑油压力高的信

号时，飞机记录器自动开始记录。在驾驶舱内有一个测试开关，地面人员利用它可以对飞

行数据记录器进行测试；现代飞机可以通过中央维护系统在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MCDU）

上进行测试。所有来自飞机系统的数据发送给飞行数据采集组件，该组件将数据进行格式

转化后输出到飞行数据记录器。此外，FDR还存储航班号和飞行日期，它由飞行管理计算

（FMC）或飞行数据输入面板提供,这些数据由机组人员手动输入。 

 

图 16-45 FDR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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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飞机状态监控系统 

1.飞机状态监控系统概述 

飞机状态监控系统（Airplane Condition Monitoring System，ACMS）的主要功能是

实时监控发动机、APU和飞机系统的参数，对收集的各种参数进行处理，生成多种报告。维

护人员根据这些实时参数或者报告来监控参数的变化趋势，预测飞机系统的工作情况，以

便能及时有效的分析和判断故障；特别是一些重复性的复杂故障，可通过分析ACMS数据来

确定故障原因。 

如图16-46所示，ACMS报告维护人员可以通过MCDU检索和查看，可以在飞机打印机上打

印，也可以通过空地数据通讯系统发送到地面主控制中心。ACMS系统是客户化的，飞机营

运人可以创建各公司独有的报告。 

 

图16-46 ACMS功能 

2.ACMS组成 

如图16-47所示，ACMS系统组成部件有:数据管理组件、数字式ACMS记录器(DAR) 、其

他数据接口。数据管理组件负责收集、存储和处理各种飞机系统数据。这些数据有多种存

储介质，可以存储在数据管理组件内的存储器、可更换的PCMCIA（Personal Computer 

Memory Ca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卡或数字式ACMS记录器中。维护人员可以定

期，也可以在发生故障或事故后提取存储介质中的数据。由于数字式ACMS记录器(DAR)和

PCMCIA卡功能基本相同，大多数民航客机只选择其中一种介质来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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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7 ACMS 系统组成 

16.4.3 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是将飞机系统的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信息管理

系统将大部分传统计算机改变为模块化的电路卡及电路卡内安装的功能软件，减少了部件并

减轻飞机重量，还使设备变得更加紧凑,更加集中,便于故障隔离维修。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了

机载网络平台，飞机各个系统在该平台上进行数据采集、传输、处理、计算和存储。利用机

载网络平台传输数据减少了信息传输的路径和延时，有利于信息的综合利用。 

如图 16-48 所示，信息管理系统主要交联有：飞行管理计算系统、推力管理计算系

统、数据通信管理系统、综合显示系统、飞机状态监控系统(ACMS)、中央维护系统(CMS)和

飞行数据记录系统(FDR)。 

 

图 16-48 信息管理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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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警告系统 

 

16.5.1 高度警告系统 

 

高度警告系统的作用是飞机到达或离开预选的目标高度时，发出视觉和音响信号提醒

机组人员。如图16-49所示，高度警告系统是将来自大气数据计算机的气压高度与自动飞行

方式控制板上选择的目标高度进行比较，当偏差在正负一定范围时内产生警告提醒机组人

员。例如一些典型飞机，在当飞机爬升或者下降距离选择的目标高度300米（900英尺)处高

度警告触发，当高度差小于100米（300英尺）时，高度警告停止。高度警告的警告信息是

由一个短促的警告音频和一个视觉警告（高度警告灯或者PFD高度带上高度读数窗出现闪

烁）组成。 

高度警告系统由高度计算装置，高度设定装置和高度偏差计算装置组成。高度计算装

置一般为大气数据计算机，高度设定装置一般为自动飞行方式控制面板的高度选择旋钮，

高度偏差计算装置为自动飞行系统的核心计算机或者中央警告系统的核心计算机；在早期

的飞机上，由独立高度警告计算机来计算高度偏差。 

在人工操纵期间，飞机爬升或下降接近预选目标高度时，高度警告系统根据设计逻辑

触发高度警告，使机组人员控制飞机接近并平稳地到达预选高度。 

在自动飞行工作期间,自动驾驶保持飞机按机组人员在方式控制板（MCP/FCU/GP）上设

定的预选目标高度飞行，当出现气流变化使飞行俯仰姿态发生改变时，飞机靠自身的纵轴

稳定性就可以修正飞机的姿态，但会偏离预选目标高度。当偏离值超过一定范围时高度警

告系统发出警告提醒机组。 

由于高度选择工作方式期间，高度警告的功能被抑制，所以机组人员按照飞行程序改

变飞行高度不会触发高度警告。在飞机进近着陆期间飞行员需要集中注意力，为了避免外

部干扰机组人员，高度警告功能也被抑制。 

 

图 16-49 高度警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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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超速警告系统 

 

超速警告功能是飞机的当前空速超过设计的 大安全速度时，提供目视和音响警告来提

醒机组人员。超速飞行非常危险，会使飞行安全性下降并且造成结构损伤甚至解体，所以现

代飞机都有一个独立的超速警告系统。 

在早期飞机上，安装一个显示空速的仪表称为马赫-空速指示器。马赫-空速指示器用于

显示飞机实际的空速值，在仪表上速度极限用红白色相间条纹的 VMO/MMO（VMO 是允许 大

操作速度；MMO 是允许 大操作马赫数） 指针指示。大气数据计算机(ADC)计算出所需的指

示空速(IAS) 、校准空速(CAS) 和马赫数(MACH) 等大气数据参数，发送到马赫-空速指示

器。马赫-空速指示器内部设有 大操作马赫数、 大操作速度探测装置。当空速高于 VMO

或 MMO 时，马赫-空速指示器将触发超速警告。 

在新一代综合显示系统的飞机上，飞机实际指示的空速显示在主飞行显示器（PFD）左

侧空速带上，速度带读数框内的数字表示飞机当前空速值。速度限制在 PFD 的空速带上用

红黑相间区域来显示，当飞机超速时该数字变为红色。大气数据计算机(ADC 或者 ADIRU)计

算出所需的指示空速(IAS) 、校准空速(CAS) 和马赫数(MACH) 等大气数据参数,由 ADC 或

者 ADIRU 直接触发超速警告。 

如图 16-50 所示，当出现超速警告时，除了仪表或者 PFD 上的显示，还有驾驶舱扬声器

发出的警告音响。对于安装中央警告系统 EICAS 或者 ECAM 的飞机，当出现超速警告时，警

告显示区域上显示“OVER SPEED”红色超速警告信息。 

飞机超速警告除了当前速度超过 VMO/MMO 这一种情况，还有飞机处于不同的构型时也可

能触发超速警告。例如在飞机着陆阶段起落架放出，飞机的速度就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个速

度称为放出起落架时的 大速度。当飞机的速度超出限制，飞机也会触发相关的超速警告。

这是超速警告的特殊情况之一。 

超速警告测试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完成：驾驶舱中马赫空速警告面板上的测试按钮或者

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MCDU）上进行测试。 

 
图 16-50 超速警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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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 失速警告系统 

 

1.失速警告介绍 

失速警告系统功能是飞机发生失速前向机组人员发出警告。飞机失速（Stall）是指飞

机或者机翼在迎角大于 大升力迎角时工作的情况，其特点为机翼上表面气流分离、升力急

剧下降，操纵失效。失速并非指飞机速度不足，而是升力不足。飞机只有在机翼产生足够的

升力时才能飞行，升力主要取决于机翼的翼剖面、空速和迎角。为了在空速下降时保持恒定

的升力，必须增加迎角，或者必须通过放出缝翼和襟翼来改变机翼的翼剖面。当迎角增加到

某一个角度时，气流不能紧贴机翼上表面流过，就会发生气流分离，这个迎角被称为 大迎

角（αmax）；如果迎角再继续增大，则气流严重分离会导致升力急剧下降，飞机出现失速现

象。如果没有足够的高度可供机组人员恢复，飞机有可能会坠毁。因此在失速发生之前，需

要尽早警告机组人员。 

在起飞、降落阶段，一方面飞机低速飞行，容易产生失速；另一方面由于起落架的放出，

导致飞机的构型和气动外形的改变，使得飞机的操纵性和稳定性降低，也容易产生失速。失

速警告系统将迎角传感器 AOA（也叫迎角探头）探测的实际迎角与飞机设定的 大迎角进行

比较，来触发失速警告。由于 大迎角取决于襟翼和缝翼的位置，因此也需要考虑它们的实

际位置。 

2.失速警告的部件（如图 16-51 所示） 

1）失速警告计算机，现代客机的失速警告由独立的失速警告计算机计算或者将失速警

告功能集成在其它系统中，比如主警告系统或自动飞行系统。出于冗余度设计，通常安装两

套失速警告系统，它们的探测是独立的。 

2）失速警告的测试组件，用于测试失速警告的抖杆马达和失速功能。在装有机载维护

系统的飞机上，维修人员通过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MCDU）进行测试。 

3）失速警告的抖杆马达：抖杆马达一般安装在驾驶杆的底部区域。当飞机出现失速情

况时，抖杆马达做动提示机组人员飞机失速。 

4）各种传感器和探头：主要是飞机的AOA探头，襟翼和缝翼的位置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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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1 失速警告部件 

3.失速警告的警告信息和保护 

当飞机出现失速情况时，速度带上会显示相关的操作速度或者抖杆速度，还有对应失速

的音响警告。对于安装中央警告系统 EICAS 或者 ECAM 的飞机，当出现失速情况，警告显示

区域显示“STALL STALL”红色信息。 

当飞机出现失速警告时，失速保护根据飞机机型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在某些小飞机上，当飞机出现失速警告时，驾驶杆上安装的推杆器自动接通推动驾

驶杆向前，飞机会执行低头的指令，以减少飞机的迎角。 

2）在波音飞机上，当飞机出现失速警告时，失速管理计算机启动驾驶杆上的抖杆马达

产生振动来模拟实际失速对飞行控制的影响，机组人员需要控制飞机来进行失速保护。 

3）在空客飞机上，当飞机出现失速警告时，由自动飞行系统给发动机的控制计算机发

送 大推力的指令，发动机的控制计算机控制发动机到 大推力来进行失速保护。空客的

保护由计算机全程执行，机组人员只需要监控相关的指令。 

 

16.6 典型飞机仪表指示系统维护介绍 

 
16.6.1.典型仪表指示系统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典型仪表指示系统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指示系统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指示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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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显示电子组件 DEU 从飞机相关系统收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转变成视

频信号，从同轴电缆送出。同轴连接器将信号分开，并

将其送到六个显示组件上。两个 DEU 给所有六个显示

组件提供数据。 

 

 

（2）典型飞机指示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仪表指示系统 

63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EFIS 控制面板 EFIS 控制板控制在显示组件上显示的信息。 

② 显示选择面板 
选择相关外侧和内侧、中上和中下显示组件上显示的

内容。 

③ 亮度控制面板 人工控制调节 6 块显示器的亮度。 

④ 主发动机显示 

下列是主要显示内容： 

— 自动油门限制信息，推动方式和 TAT 

— N1 

— EGT 

⑤ 主飞行显示 主飞行显示（PFD）显示下列指示： 

图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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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速 

－ 姿态 

－ 高度 

－ 航向 

－ 垂直速度 

－ 飞行模式 

－ 飞行指引仪指令 

－ 着陆指示 

－ 无线电高度 

⑥ 次发动机显示 

下列是主要显示内容： 

— 燃油流量 

— N2 

— 燃油流量/已用燃油，和燃油量 

— 机组警告信息 

— 滑油压力，温度和油量 

— 发动机振动值 

⑦ 导航显示 

下列是七个导航显示方式： 

— 计划方式 

— 扩展的和集中的地图方式 

— 扩展的和集中的 VOR 方式 

— 扩展的和集中的 APP（进近）方式 

下列是显示在 ND 上的某些指示： 

— 航向 

— 航迹 

— 地速 

— 真空速 

— 风 

— 航路 

— 气象雷达 

— TCAS 数据 

— GPWS 数据 

— VOR/ADF 指针 

— VOR 偏离指示 

— LOC 和 G/S 偏离指示 

⑧ 发动机显示控制面板 选择 MFD 显示内容 

2）典型飞机飞行数据记录系统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飞行数据记录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民航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仪表指示系统 

63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数据采集组件 
FDAU 接收数字、离散和模拟输入。FDAU 将这些

输入转换成串行数字数据。并将数据送到 FDR。 

（2）典型飞机指示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3）典型飞机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客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记录器／马赫空

速警告测试组件 

飞行记录器／马赫空速警告测试组件向飞行机组给出

记录器工作的目视指示。在这个面板上，可以人工给

飞行记录系统的供电。 

①飞行数据记录器测试面板

P5 后头顶板 

图 16-55 

图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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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记录器 
飞行记录器具有可以保存至少 近 25 小时飞行数据

的容量。 

16.6.2 典型飞机指示系统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典型飞机仪表指示系统常见维护操作步骤：

1）典型飞机 PFD/ND 人工转换操作步骤：

〖1〗维护准备工作 

①FDR 飞行数据记录器

后厨房头顶板 

图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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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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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飞机系统页面切换操作步骤：

〖1〗维护准备工作 

①系统页面切换操作前要给飞机通电。

②将两个显示选择组件 LOWER DU 电门的旋钮转到 NORM。

③确保中央上部显示装置显示发动机格式。

④将仪表转换组件的 DISPLAYS CONTROL PANEL 设在 NORMAL 位。

⑤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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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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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 DU 亮度调节开关操作步骤： 

〖1〗维护准备工作 

①DU 亮度调节开关测试操作前要给飞机通电。 

②将两个显示选择组件 MAIN PANEL DU 电门的旋钮转到 NORM。确保显示器组件上两个

外侧显示装置和两个内侧显示装置显示 PFD/ND 格式。中央上部显示器显示发动机格式。中

央下部显示组件显示发动机次级显示。 

③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2〗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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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型飞机失速测试操作步骤： 

〖1〗维护准备工作 

①失速测试操作前要给飞机供电。 

②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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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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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飞机仪表指示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失速警告系统测试时，人员与驾驶杆保持一定空间，防止测试时驾驶杆的抖动造成人

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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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自动飞行 
 

17.1 简介 

 

17.1.1 自动飞行系统概述 

 

自动飞行系统（AFS）已有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1873 年法国雷纳德(C．C．Renard)就

发明了无人多翼滑翔操纵系统，这是自动飞行系统的雏形。1914年，美国人斯派雷研制成电

动陀螺稳定装置，这是现代自动驾驶仪的核心组件。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三轴稳定的自动

驾驶仪研发成功，飞机开始使用三轴稳定的自动驾驶仪用于保持飞机自动平直飞行。20世纪

50年代，通过在自动驾驶仪中加入角速率信号的方法制成阻尼器或增稳系统，来改善飞机的

稳定性，自动驾驶仪进而发展成自适应自动驾驶仪，它能随飞行器特性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

结构和参数。 

当代的自动飞行系统以机载导航系统、飞行员输入的指令或执行机构反馈的信号为主要

信号源，以计算机为核心，以伺服作动系统为执行机构来实现自动飞行功能。系统接收驾驶

员输入指令或其他计算机输入信号，计算飞机控制指令，然后把控制指令输出到伺服作动系

统或显示系统，实现对飞机操纵舵面、发动机推力的自动控制及相应状态和指令的显示。现

在的民航飞机基本上都安装了自动飞行系统，减轻了飞行员操纵飞机所花费的体力和精力，

提高了飞机的飞行精度，保证了飞行安全。 

典型的自动飞行系统包括以下子系统，如图 17-1所示： 

—自动驾驶（A/P） 

—飞行指引（F/D） 

—自动油门（A/T） 

—安定面自动配平（STAB/T） 

—偏航阻尼（Y/D） 

自动配平子系统和偏航阻尼子系统也被称为飞机增强稳定系统。该系统提高了飞机的 

稳定性和操纵性，抑制荷兰滚，增加了飞行的安全性和旅客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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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自动飞行系统概述 

自动驾驶子系统：自动驾驶计算机根据设定的工作方式和其他输入信号来计算操纵舵面

的控制指令，该指令传送给舵面伺服作动系统来作动飞机舵面，以控制飞机的姿态，从而实

现对飞机的飞行轨迹和速度的控制。 

飞行指引子系统：自动驾驶计算机根据设定的工作方式和其他输入信号来计算飞行操纵

指令，该指令传送给机载显示系统，以飞行指引杆的形式来引导飞行员人工驾驶飞机。在自

动驾驶衔接时，飞行指引用于飞行员监控自动驾驶工作状态。 

自动油门子系统：自动油门计算机根据设定的工作方式和其他输入信号自动控制发动机

的输出功率，实现最佳飞行，减少飞行员的工作负担。 

安定面自动配平子系统：自动驾驶计算机根据不同的飞行阶段来自动控制水平安定面，

从而保证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俯仰稳定性。该子系统可细分为：自动驾驶配平（AP/T）、速度

配平（SPD/T）和马赫配平（M/T）。 

偏航阻尼子系统：偏航阻尼计算机根据飞行状态和其他输入，自动控制方向舵来抑制荷

兰滚并改善飞机绕垂直轴方向的稳定性，同时还具有协调转弯的功能。 

现代民航主流飞机都安装有飞行管理系统，飞行管理系统为飞机获得最佳飞行性能提供

导航和性能计算，并且为飞行员提供航线计划的制定和输入功能。飞行管理系统根据航线计

划和实际飞机位置，计算控制指令，最后传送给自动驾驶系统控制飞机按照航线计划飞行。

飞行管理系统还有飞行包络保护功能，飞行包络保护功能用于监控自动飞行的所有操作，从

而避免在自动飞行过程中出现影响飞机安全的飞行状态。 

 

17.1.2 系统工作 

 

飞机在空中飞行，因此可以在三个轴向上进行偏转，这三个轴分别为：俯仰轴（Y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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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滚轴（X轴）和偏航轴（Z轴），如图 17-2所示。 

自动驾驶通过升降舵控制俯仰通道来实现在 Y轴上的偏转，通过副翼控制横滚通道来实

现 X轴上的偏转，自动驾驶通过这两个通道来实现在 X、Y轴上的自动控制。 

自动驾驶还可以通过方向舵控制偏航通道来实现在 Z轴上的偏转，自动驾驶通过这个通

道来实现对飞机自动着陆的控制。 

在整个飞行阶段，偏航阻尼通过控制方向舵偏转来抑制荷兰滚。同时，俯仰配平通过控

制水平安定面来补偿飞机重心的变化及升力中心的变化。 

自动油门是唯一一个可以控制飞机沿轴运动的系统（可控制飞机沿着 X轴飞行），这种运

动也被称为平移运动。它通过控制发动机推力，从而在飞机 X轴上产生加速度。 

图 17-2 飞机三轴空间

17.1.3 自动飞行系统组成的发展 

1． 早期自动飞行系统——集成设计

   20世纪 60年代，由于飞机使用的都是模拟电路系统，所有自动飞行子系统都相互独立。

一个飞行指引计算机给出俯仰指令，另一个飞行指引计算机给出横滚指令，姿态显示器上

显示相应的指引杆。一个自动驾驶仪计算机给出俯仰指令，另一个自动驾驶仪计算机给出

横滚指令，用于相应的飞行控制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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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安装有两个独立的自动驾驶控制面板，飞行员在这两个面板上输入的参数以及同

时刻不同的飞机传感器参数都会传输至自动驾驶计算机和飞行指引计算机，这样计算机才能

计算出相应的输出信号。 

早期飞机的自动飞行系统中，甚至可以看到有独立控制面板的偏航阻尼系统和自动油门

系统。20世纪 70年代初期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集成计算机。如图 17-3所示，自动

驾驶计算机和飞行指引计算机被整合成了一个新的计算机，叫做飞行制导计算机（flight 

guidance computers）。由于对这些功能有了更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因此所有计算机都

安装了两部，并拥有两套偏航阻尼系统和自动油门系统。自动驾驶系统、飞行指引系统以

及自动油门功能共用控制面板。此外，现代飞行制导计算机还整合了一些新的功能，例

如：自动着陆功能。 

图 17-3 自动飞行系统组成的集成设计 

2． 中期自动飞行系统——数字设计 

模拟自动飞行系统集成之后，数字技术于 20世纪 80年代进入航空电子领域。 

从模拟系统到数字系统这一变化，使自动飞行系统部件的数量减少了 50%以上。这种缩

减在从空客 A300开始，以后生产的民航飞机上体现尤为明显。如图 17-4所示，所有的自动

驾驶计算机和飞行指引计算机被整合成了一个飞行控制计算机（FCC）。为了安全的需要，甚

至在有些飞机上安装有三部 FCC计算机，用以保证自动着陆功能的安全性。偏航阻尼计算机

可以是个单独的计算机，也可以将功能集成在完成飞行包络保护的飞行增稳计算机（FAC）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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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动油门计算机也被整合到用以自动完成发动机控制功能的推力控制计算机（TCC）中。

这些数字型飞机上还出现了更多的集成传感器和一个新的导航和性能计算系统。这个系统被

称为飞行管理系统（FMS）.有些飞机在驾驶舱中，阴极射线管或彩色液晶显示器取代了旧的

机电设备。例如，主飞行显示器（PFD）取代了旧的姿态指引仪（ADI）。 

 

图 17-4 自动飞行系统组成的数字设计 

3. 目前自动飞行系统——深度集成设计 

1990年以来，由于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简称 EFCS)的引入，使得更多的自动飞行部件能够

实现集成。这个系统被称为电传操控系统，该系统通过电信号来控制所有的舵面。因此自动

飞行系统只需要向电子飞行控制系统（EFCS）计算机发送数字信号即可。 

自动飞行计算机也被称为飞行管理制导和包络保护计算机（FMGEC- flight management 

guidance and envelope computer）。如图 17-5所示，这台现代化自动飞行计算机（FMGEC），

集成了飞行管理功能、自动驾驶仪功能、飞行指引的功能、自动油门功能、偏航阻尼功能以

及配平功能。飞行包络保护功能监控所有飞行操控系统的操作是否在安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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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自动飞行系统组成的深度集成设计 

自动飞行系统可以分成三个模块，如图 17-6所示： 

—控制计算机：系统核心组件。主要功能是系统衔接逻辑、工作方式的决断和工作指令

的计算，同时还有探测系统故障的 BITE功能。 

—输入设备：由驾驶舱控制面板、飞行管理系统和飞机传感器组成。驾驶舱控制面板是

飞行员与自动飞行系统交互的接口，飞行员通过驾驶舱控制面板输入控制指令给自动飞行计

算机或飞行管理系统。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ADIRU）、仪表着陆系统（ILS）和甚高频全向

信标机（VOR）等传感器系统为自动飞行系统提供飞机飞行相应的参数。 

—输出设备：自动飞行计算机把计算的指令信号通过输出设备传送给飞机舵面的伺服作

动系统和显示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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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自动飞行系统组成 

17.2 自动驾驶与飞行指引系统 

 

17.2.1 飞行指引系统基本工作方式、功能及工作模式 

 

1. 飞行指引系统功能介绍 

1） 概述 

主飞行显示器（PFD）或姿态指引仪（ADI）上引导飞行员飞行的飞行指引符号或指引杆

称为飞行指引。飞行指引分为两种工作方式：在自动驾驶未衔接时，飞行员按照主飞行显示

器或姿态指引仪上显示的飞行指引符号或指引杆，控制飞机按指令飞行；在自动驾驶衔接时，

飞行指引用于飞行员监控自动驾驶是否按飞行指引的指示控制飞机飞行。 

现代民航飞机上通过同一个计算机来完成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功能，并将自动驾驶和

飞行指引系统的控制集成在一个控制面板。计算机依据衔接状态与方式选择来确定适用的输

入信号和控制逻辑，计算出需要的飞机目标姿态，再把当前的飞机姿态与所需飞机姿态做比

较，得出姿态误差，计算机根据姿态误差计算出所需要的操纵指令，并把指令传送给飞机显

示系统，这样就可以在主飞行显示器或姿态指引仪上显示相应的飞行指引符号或指引杆，如

图 17-7所示。飞行指引显示与否，取决于飞行指引的工作方式是否选定或者是相应的工作方

式是否有效，否则飞行指引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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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 飞行指引的基本工作方式 

2）.飞行指引系统的显示 

飞行指引的指示显示在姿态指引仪（ADI）或者主飞行显示器（PFD）中。飞行指引的指

示由两个指令杆组成，一个是横滚指引杆，指引飞机在水平横滚轴的偏转指令，另外一个是

俯仰指引杆，指引飞机在垂直俯仰轴上的偏转指令。在不同飞机的显示设备上，指引杆显示

的方式会有不同。飞行指引杆指引飞行员纠正飞行姿态的偏差，即当飞行指引的横滚指引杆

移动向左侧，飞行员需要操纵驾驶盘左转，反之，飞行员需要操纵驾驶盘右转。当飞行指引

俯仰杆往上移动，飞行员需要拉驾驶杆，反之，飞行员则需要推驾驶杆。这种跟随飞行指引

的操作称为追杆操作，如图 17-8所示。有的飞机指引系统还具有偏航指引的功能。偏航指引

指飞机在起飞或着陆滑跑阶段自动显示的指引杆，该指引杆有提示飞行员在此阶段滑跑偏航

的情况，故称为偏航指引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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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8 飞行指引杆显示 

飞行指引系统另外一种显示控制指令的方式是使用 V型指引杆。如图 17-9所示，V型指

引杆是一种可以同时显示俯仰和横滚信息指引的指引杆。V 型指引杆的指引操作与十字指引

杆类似，当 V型指引杆显示在飞机符号的上方，飞行员需要拉杆操作；当 V型指引杆顺时针

偏转，飞行员需要操纵方向盘右转。当我们使用 V型指引杆时，在姿态指引指示器（ADI）或

者主飞行显示器（PFD）上的飞机符号会变成一个如下图所示的一个三角形符号。 

 

图 17-9 V型指引杆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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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显示器（HUD）系统包含有投影仪和显示屏，正如图 17-10所示。一个投影仪会投射

飞行重要信息到半透明的合成显示屏上。飞行时，这块半透明显示屏位于飞行员的视野正前

方，显示起飞和降落所需要的所有重要的飞行信息。合成显示器是半透明材料，因此飞行员

可以同时看见上面的飞行指引和实际要着陆的跑道。 

 

图 17-10 抬头显示器（HUD） 

2. 飞行指引系统的基本工作方式及模式 

如图 17-11所示，俯仰指引杆显示在 PFD上，飞行员通过俯仰指引杆的指示来完成飞机

在纵向剖面上的误差修正，例如高度误差或者偏离下滑道之类的垂直飞行路线的误差。横滚

指引杆也显示在 PFD上，飞行员通过横滚指引杆的指示来完成飞机在横向剖面上的误差修正，

例如航向误差或者偏离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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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1 飞行指引杆与飞机实际偏离的对照 

飞机维持预定姿态保持在预定航线中飞行，或当飞行员按照飞行指引计算机给出的指引

飞行时，飞行指引杆始终保持在居中的位置，如图 17-12所示。当自动驾驶接通并控制飞机

时，飞行指引杆通常显示在中间位置，这种设计可以让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监视自动驾驶系

统的工作性能。 

 

图 17-12 指引杆显示在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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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飞机低于所要求的目标高度。为了到达目标高度，飞行指引的俯仰杆会向上移动来

指引飞机抬头，飞机通过增加升力来达到更高的高度。当飞行员拉驾驶杆时，飞机抬头。

当飞机达到目标高度后，俯仰指引杆会回到中立位置。在飞机接近目标高度的过程中，俯

仰指引杆指引机头逐步降低抬头角度，以降低爬升速度，当达到目标高度后，俯仰指引杆

回到中立位置，如图 17-13所示。 

图 17-13 飞行指引的显示原则 

3. 飞行指引的失效警告

1） 显示

飞行指引杆只有在飞行指引系统开关电门打开，且飞行指引有效的情况下才会在显示屏

显示，如图 17-14所示。如果飞行指引电门选择在关闭位，指令杆会从姿态指引指示器（ADI）

或者主飞行显示器（PFD）上消失。 

图 17-14 飞行指引的显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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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告的控制原理 

飞行指引计算机电源失效或者出现故障时，飞行指引的故障旗会显示在姿态指引仪（ADI）

或者主飞行显示器（PFD），如图 17-15所示。若姿态指引仪（ADI）内指引杆发生机械卡阻时，

飞行指引故障旗也会出现在该显示器上。若飞行指引计算机和显示器之间发生的数据传输错

误，则主飞行显示器（PFD）上显示飞行指引故障旗。 

 

图 17-15 飞行指引的失效警告 

17.2.2 自动驾驶仪 

 

1. 自动驾驶仪横滚、俯仰和偏航功能： 

了解自动驾驶仪的横滚、俯仰和偏航功能前，要先了解自动驾驶仪的基本功能。自动

驾驶仪的基本功能指自动驾驶仪和飞机都处于正常情况下的控制功能，基本来讲就是稳定和

改变飞机的姿态，进而稳定和改变飞机的轨迹。具体功能如下： 

1） 自动保持三轴稳定，把俯仰角、偏航角自动保持在某一个期望的角度，倾斜角为

零，进行平飞。 

2） 飞行员可以通过模式控制面板的控制旋钮或其他控制面板来设定任意航向或俯仰

角度，使飞机自动改变航向并保持于该航向，或操纵飞机抬头或低头并保持设定的俯仰角

度。 

3） 自动将飞机保持在设定高度，进行高度保持飞行。 

4） 飞行员通过控制面板操作飞机自动爬升或下降到预选高度，并保持在这个高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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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5） 按甚高频全向信标机的无线电信标，使飞机进入 VOR 通道，并跟踪该航道飞行，

或按仪表着陆系统的水平航向道或垂直下滑道操纵飞机进近。 

6） 按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或其它导航系统信号，实现预定航路的飞行，保持航迹。 

人工控制飞机时，飞行员通过推、拉杆来控制升降舵的偏转。通过左、右转动方向盘

来控制副翼的偏转。通过踩左或右脚蹬来实现方向舵的偏转。自动驾驶通过三套控制回路来

控制飞机的方向舵，副翼和升降舵，从而实现对飞机三个轴的偏转控制。每套自动驾驶仪的

控制回路称为一个通道。控制飞机副翼的通道，称为横滚通道；控制飞机升降舵的通道，称

为俯仰通道；控制飞机方向舵的通道，称为偏航通道。三个通道即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

响应来完成对飞机的控制。 

不是所有飞机的自动驾驶仪都有三个通道，有的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只有俯仰和横滚通

道，而偏航通道由横滚通道和偏航阻尼器共同来完成。 

横滚通道的功能是自动驾驶仪根据飞行员在控制面板上的设定或飞行管理系统传送过

来的数据控制飞机的飞行横滚姿态、航迹、航向。自动驾驶仪通过控制副翼或扰流板来实现

在横滚轴上的偏转。 

俯仰通道的功能是自动驾驶仪根据飞行员在控制面板上的设定或飞行管理系统传送过

来的数据控制飞机的飞行俯仰姿态，飞行高度。自动驾驶仪通过控制升降舵或水平安定面来

实现俯仰轴上的偏转。 

偏航通道的功能在大多数飞行阶段是配合横滚通道来实现飞机的协调转弯。只有在进

近的时候，才会主动控制来实现航迹上的跑道校准功能。自动驾驶仪通过方向舵来实现偏航

轴的偏转控制。 

2. 衔接逻辑及工作机理： 

自动驾驶只能在起飞离地并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能衔接，非电传操纵的飞机自动驾驶一

般有两种衔接模式，一种是驾驶盘操纵（CWS）模式，另一种是指令（CMD）模式。 

如图 17-16 所示，自动驾驶工作在 CWS 模式时，方向盘或驾驶杆的力感觉机构把飞行

员的操作量转换为电信号，传送给自动驾驶计算机，计算机把电信号计算成控制指令，把该

控制指令传送给自动驾驶液压伺服作动器，通过控制液压伺服作动器控制舵面 PCU，进而控

制舵面作动。CWS 控制流程为：驾驶盘或杆操作机构→力传感器→自动驾驶计算机→液压

伺服作动器→舵面 PCU→舵面。 

自动驾驶工作在 CWS模式时，当飞行员不操作飞机操作机构时，自动驾驶保持飞机以

现有姿态飞行。如果飞行员需要改变飞机姿态，飞行员可以通过操控飞机操作机构来实现。

在模式上做比较，非电传的自动驾驶的 CWS模式与电传飞机的人工操纵模式类似。 

自动驾驶工作在 CMD模式时，控制指令由控制面板或飞行管理计算机发出，目标指令

传送给自动驾驶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控制指令，然后传送给自动驾驶伺服作动器，由伺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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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作动舵面 PCU，进而控制舵面作动。CMD控制流程：控制面板+飞行管理系统+飞机运动

参数→自动驾驶计算机→自动驾驶液压伺服作动器→舵面 PCU→舵面。 

 

 

电传操纵的飞机，在人工驾驶的时候，由飞机操纵机构传感器把飞行员操纵指令变成

电信号，电信号传送给飞行控制计算机，飞行控制计算机计算控制指令，传送给相应舵面的

液压伺服作动器，作动飞机舵面。电传操纵的飞机人工驾驶模式，其控制方式类似于非电传

操纵的 CWS模式，但飞行员的操作指令是直接传送给飞控计算机，而不是自动驾驶计算机，

电传操纵的飞机在人工模式时，自动驾驶计算机不参与飞行控制。 

自动驾驶衔接后，电传操纵的飞机，控制指令由控制面板或飞行管理计算机发出，目

标指令传送给自动驾驶计算机，计算机计算控制指令，传送给飞控相应舵面控制计算机，由

飞控计算机控制舵面偏转。控制流程：控制面板+飞行管理系统+飞机运动参数→自动驾驶计

算机→飞控计算机→舵面液压伺服作动器→舵面。 

若要实现自动驾驶的正常衔接，飞机必须满足安全操作的条件。监控这种安全操作条件

的电路被称为衔接互锁逻辑。 

如图 17-17所示，它通过闭合一个离合器来激活自动驾驶伺服作动系统和飞行控制系统

之间的链接。对于通过衔接杆来衔接自动驾驶的飞机而言，一旦互锁逻辑条件不满足，衔接

图 17-16 自动驾驶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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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会被锁定在“OFF”位。而在飞机其他系统中，类似这种杆是可以被自由扳动的，由此可见，

互锁逻辑在此处可起到抑制自动驾驶衔接的功能。 

衔接互锁逻辑通过“与”门电路来监控很多的输入信号，不同的飞机类型输入信号的数

量是不同的。 

电源系统向自动驾驶提供供电以保证自动驾驶的正常工作。另外，互锁逻辑会监控断开

电门是否被按压，还会监控驾驶杆上的人工配平电门是否被作动。俯仰和滚转姿态信号是否

有效。姿态信号来自于垂直陀螺和惯性基准系统（IRS），因此互锁逻辑会检测这些系统的有

效性。衔接互锁逻辑还会监控所有内部环路的传感器信号。对于飞行员来说，在 PFD 或 ADI

上可以监控姿态信息是否有效。大气数据计算机所提供的传感器信号也会被监控，因为它能

够为内部环路的速度适应性提供空速信号。如果大气数据计算机（ADC）可用，飞行员便可在

PFD 上看到相应的空速值。偏航阻尼系统也会受到互锁逻辑的监控，由于自动驾驶无法抑制

荷兰滚，所以偏航阻尼系统在自动驾驶衔接前必须处于接通状态。自动驾驶的伺服舵机需要

液压动力，因此液压系统也被监控。 

最后，自动驾驶在衔接前必须与舵面位置进行同步，也就是说在衔接前，所有自动驾驶

的输出信号必须为 0，才能避免自动驾驶衔接时所导致的舵面突然变化。当所有监控都有效

时，便可以通过衔接杆的作动来实现自动驾驶的衔接。 

图 17-17 自动驾驶衔接互锁逻辑 

自动驾驶接通后，衔接杆保持在衔接位。当“与”门输入的任何信号处于失效状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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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所谓的失去逻辑 1的状态时，例如按压驾驶盘上的快速断开电门，自动驾驶就会断开。

通过按压电门来接通自动驾驶的飞机上也会有类似的逻辑设计，如图 17-18所示。 

图 17-18 自动驾驶衔接互锁逻辑 A 

自动驾驶的脱开可以由人工脱开，或者故障导致脱开。 

1） 人工脱开： 

非电传操纵的飞机上，通过操作自动驾驶控制面板上的断开杆可以实现自动驾驶的断开。

但通常情况下，按压驾驶杆上的自动驾驶快速断开电门来实现自动驾驶的断开，通过按压自

动驾驶脱开电门来脱开自动驾驶的这种方式，称为自动驾驶正常脱开。 

以电传操纵系统为主的空客飞机上，有着类似的自动驾驶功能。即可通过按压相应的自

动驾驶按钮来完成自动驾驶的衔接。在设计上，左侧的自动驾驶被称为 No.1自动驾驶，并且

只有一个衔接电门。通过电门的按压，可将自动驾驶系统激活并输出信号给电传的飞控系统

来控制飞机飞行。对于此类的自动驾驶而言，由于电传的飞控系统已经替代了相应的 CWS功

能，因此“CWS”电门不再需要。 

自动驾驶衔接的状态下，通过再次按压自动驾驶的衔接电门或侧杆上的红色电门来实现

自动驾驶的断开。这个侧杆上的红色电门，在自动驾驶系统中可完成自动驾驶的断开功能，

而在人工操控飞机过程中也可实现控制优先权的获取功能，如图 17-1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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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9 自动驾驶人工脱开 

2） 故障脱开 

自动驾驶控制过程中，如果人工脱开自动驾驶或出现自动驾驶系统故障，自动驾驶脱开。 

自动驾驶脱开时，会有警告出现来告知飞行员需要进行人工控制飞机飞行。自动驾驶脱

开警告包括一个闪烁的红色警告灯和一个出现在主飞行显示器上的相关信息。在大部分飞机

上，还会伴随警告音的提示。当自动驾驶脱开时，可以通过按压驾驶盘或者侧杆上的快速断

开电门来复位自动驾驶的断开警告。另外，也可通过按压自动驾驶“OFF”警告灯来进行复位。

再次衔接自动驾驶也可以抑制相关的警告，如图 17-20所示。 

 

图 17-20 自动驾驶故障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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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组成及指令信号处理：

自动驾驶的工作本质是控制飞机，实现对飞机姿态、位置和速度的控制与稳定。自动

驾驶使用的不是简单的闭环反馈控制逻辑，而是由多个闭环环路组合而成的复杂反馈控制系

统。要实现自动驾驶的控制功能，一般由以下四个工作环路组成，这四个环路分别在自动驾

驶的不同阶段和方式下实现功能。 

1） 同步环路

同步环路保证在自动驾驶衔接时，系统输出为零，即保证自动驾驶的工作状态与当前

飞机的飞行状态同步。自动驾驶的同步环路由两部分组成，自动驾驶计算机的信号同步，确

保自动驾驶衔接时输出为零，以及作动器同步，确保作动器的位置与舵面位置同步。 

同步环路仅在自动驾驶未衔接时工作，一旦衔接自动驾驶系统，同步环路将停止。 

2） 舵环路

   自动驾驶衔接后，舵回路开始工作。作动机构或舵面的偏转信号反馈回计算机的环路称

为舵环路。舵环路的功能就是保证自动驾驶的输出和输入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减少铰链力矩

对作动机构工作性能的影响。对于电动作动机构来说，使用测速反馈改善作动机构的动态性

能；对于电-液作动机构，通过位置反馈来实现。 

3） 稳定环路

稳定环路就是控制飞机的角运动，通过控制飞机的姿态最终进入目标姿态。如果测量

的是飞机的飞行姿态数据，那么姿态测量部件和舵环路就构成了自动驾驶计算机；自动驾驶

计算机和飞机就构成了稳定环路，主要起到稳定和控制飞机姿态的作用。 

4) 控制环路

   控制环路主要控制飞机的航迹和速度，实现对飞机重心偏移即飞机运动轨迹的控制。

稳定回路加上测量飞机重心位置信号的元件以及表征飞机空间位置几何关系的运动学环

节，就组成了控制飞机质心运动的环路，既控制环路。飞机的位置、速度是控制环路的目

标值，由飞机运动方程可以得到飞机姿态与轨迹参数之间的关系。 

   同步环路在自动驾驶未衔接前工作，自动驾驶衔接后，舵环路、稳定环路和控制环路开

始配合工作，实现飞机运动参数的自动控制。 

   以自动驾驶的横滚通道控制飞机航向为例，介绍飞机的稳定环路和控制环路工作情况。

首先在控制面板设定所需航向，大气惯导计算机输出飞机航向，控制环路把设定航向与飞机

航向做比较，计算出航向偏差。自动驾驶计算机根据航向偏差计算出横滚角度，把横滚角度

传送给稳定环路作为目标指令参数。稳定环路把该横滚角度与实际横滚角度做比较，计算出

横滚姿态偏差，该偏差由自动驾驶计算机处理，计算出副翼偏转指令传输给舵环路。舵环路

作动副翼偏转，改变飞机的横滚姿态，即改变飞机侧向航迹；同时横滚角度参数输送给偏航

阻尼系统，生成协调转弯参数，使飞机的飞行航向产生改变，直到与目标航向一致，在工作

过程中，飞机的横滚角会逐渐减小，当达到目标航向时，横滚角为零。控制信号从控制环路

进入到稳定环路之前，需要通过姿态限制器，防止飞机的横滚和俯仰角过大，从而造成飞行

危险。 

所以，自动驾驶通过操纵舵面偏转来控制飞机的姿态，姿态改变，那么飞机的飞行轨

迹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4. 飞行控制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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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伺服马达控制方式 

小型飞机或者老式飞机上，使用电动自动驾驶伺服舵机去直接连接驾驶杆上的钢索系统。

一些更小的飞机还会用伺服马达去替代电动马达。伺服马达能够直接控制升降舵偏转，或者

通过液压动力装置的机械输入信号控制升降舵偏转。由于两侧的驾驶杆是随动的，所以自动

驾驶控制飞行控制系统的这种方式，也被称为并行操作，如图 17-21所示。 

 

图 17-21 自动驾驶伺服马达控制逻辑 

2） 液压马达整合方式 

自动驾驶的液压马达整合到液压动力装置中，是自动驾驶整合到飞行控制系统的第二种

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动力装置能够驱动舵面，并且能够通过控制活门输入杆完成对驾驶杆

的控制，如图 17-22所示。在这样的装置中，需要安装一个能够将自动驾驶的电信号转换成

相应比例的液压信号的组件。使用伺服活门或者转换活门将自动驾驶的电信号转换成相应比

例的液压信号，然后通过液压动力装置完成对舵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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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2 自动驾驶液压马达整合控制逻辑 

3） 专用液压马达控制方式 

最后一种整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专门用于自动驾驶的独立液压马达。这种情况多用于大

型商业飞机。这种独立的液压马达能够转动后钢索扇形盘，还可以控制液压动力装置的输入

杆及驾驶杆。当自动驾驶有 2部或者 3部时，液压伺服马达也必须有相同的数量以匹配自动

驾驶系统，如图 17-23所示。 

 

图 17-23 自动驾驶专用液压马达控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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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传飞控系统的飞机，就拥有这种飞控一体化的设计。自动驾驶系统的输出信号传

输给电子飞行控制系统（EFCS）系统，并由 EFCS 系统去控制液压动力装置，如图 17-24 所

示。相关的反馈信息是否能够反映在驾驶舱中，取决于不同的系统。 

 

图 17-24 自动驾驶飞控一体化控制逻辑 

5. 自动驾驶的安全等级 

1） 失效安全 

为了能够给旅客和飞行员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飞行环境，设计上必须保证自动驾驶系

统不会被错误的指令信号所影响。当自动驾驶系统探测到一个故障时，它就会断开，由飞行

员通过人工控制来完成接下来的飞行，如图 17-25所示。在这些故障中，最危险的故障是在

错误的时间出现舵面的完全反转，称为扳满舵。因为自动驾驶伺服舵机有所谓的限制权限，

只能够控制舵面平缓的作动。因此当危险出现时，就给了飞行员足够的时间来实现人工控制。

自动驾驶的这种安全等级被称为“失效安全”。 

 

图 17-25 失效安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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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效被动 

巡航阶段，由于高度足够的高，就算产生一个机头向下的指令，也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空

间来恢复姿态。但是如果在低空时，例如自动着陆时，自动驾驶就必须要避免出现扳满舵的

情况。因此需要加装第二部自动驾驶来实现这样的功能。在同一轴上的两个自动驾驶输出的

指令信号会一直做比较，当两个信号出现差值并达到一定的阈值时，两部自动驾驶就会完全

断开，如图 17-26所示，这种设计被称为“失效被动系统”。在非常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要让

飞行员立刻转为人工控制难度很大。因此这个“失效被动”的操作必须在较好的可见度环境

下才能够执行。 

 

图 17-26 失效被动逻辑 

3) 失效操作 

更高一级的安全控制，被称为“失效操作”。对于“失效操作”的自动驾驶系统而言，在

设计上加装了第三部自动驾驶。当出现不一致的指令信号时，就可以判断是哪一部自动驾驶

故障，从而断开故障的那部自动驾驶。断开故障的自动驾驶系统后，剩余的两部依然可以正

常工作，只是此时成为了“失效被动”状态。只有在自动驾驶通道没有公共故障源的情况下，

整个“失效被动”系统和“失效操作”系统才是可用的，如图 17-27所示。所以对于“失效

操作”系统，不仅传感器、计算机、电源、液压源和导线必须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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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7 失效操作逻辑 

4) 增强失效操作 

最后，再看另一种能够达到所需安全等级的方式。除了设计两个独立的自动驾驶系统以

外，还可以在一个自动驾驶系统中设计第二个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监控通道。如图 17-28所

示，监控通道也是完全独立的，通过比较指令的方式，来监控故障。这样就可以实现“失效

被动”的要求了。将两部自动驾驶系统都设计第二个通道，这样就可以实现“失效操作”功

能了。当出现故障时，相应的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部自动驾驶系统也可实现“失效被

动”功能。 

 

图 17-28 增强失效操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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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式通告 

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工作方式指示显示在飞行员的视野范围之内，早期的飞机设计中，

工作方式指示通常位于每个飞行员面前的仪表板上。该面板也被称为飞行模式告示组件（FMA）。

FMA 面板上每个工作方式都有独立的指示灯，已经接通的工作方式显示为绿色，预位的工作

方式显示为琥珀色，预位的工作方式表示它们已经被选中但是还没有接通。 

某些飞机的 FMA面板会用 LED灯通过相同颜色的编码来显示工作方式的名称。还有一

些飞机的 FMA使用可以改变位置的翻转标志牌来显示不同的工作方式，如图 17-29所示。

 

图 17-29 老式飞机工作方式告示牌 

现代飞机因为使用了屏显式驾驶舱，所以取消了 FMA面板，现代飞机把工作方式指示集

成到主飞行显示器（PFD）。工作方式显示在 PFD的上部，这个区域也被称为自动飞行工作方

式指示区。PFD 上的自动飞行工作方式指示区可以显示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俯仰模式、横

滚模式和自动油门的工作方式。该区域的第一行始终以绿色显示表示已经被激活或者接通了

的工作方式。第二行会显示预位的工作方式，预位的工作方式表示这些工作方式已经被设定，

但因为条件没有达到，尚未被激活。PFD 上的其它指示会显示自动飞行系统的运行状态。如

图 17-30所示，在空客飞机的自动飞行工作方式指示上，第四列显示自动驾驶系统的自动着

陆能力状态，最后的第五列，可以显示自动驾驶系统、飞行指引系统以及自动油门是否处于

激活状态的。而波音飞机上 PFD的 FMA仅三列，分别代表自动油门系统工作方式，自动驾驶

系统的横滚和俯仰模式，如图 17-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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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0 空客飞机工作方式告示牌 

 

图 17-31 波音飞机工作方式告示牌 

17.2.3 自动驾驶仪工作方式 

 

自动驾驶仪有两个独立的通道：俯仰通道和横滚通道。用于对飞机的飞行航迹和速度进

行控制。一般情况下，自动驾驶的工作方式在控制面板上选择，例如：航向选择、垂速模式

等，一些特殊的工作方式在条件满足后自动激活，例如：下滑道截获、航向截获等。俯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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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横滚通道在不同的工作方式下有不同的控制规律和控制参数。俯仰通道可以控制和保持

飞机的速度、升降速度、高度及俯仰角度等；横滚通道可以控制和保持飞机的侧向航迹、航

向角及倾斜角等。当一个俯仰通道和一个横滚通道的工作方式被同时选择，自动驾驶才能完

全操控飞机的飞行。有的飞机自动驾驶也可以只选择一个通道。比如，飞行员只选择了自动

驾驶俯仰通道工作方式，这种情况下，自动驾驶控制飞机的俯仰通道的飞行，飞行员人工控

制飞机的横滚通道的飞行。 

典型自动驾驶的俯仰通道的工作方式有：高度保持（ALTITUDE HOLD）、高度层改变（LEVEL 

CHANGE）、垂直速度（V/S）、垂直导航方式（V NAV）、进近下滑道（G/S）、复飞（GO AROUND）

等；横滚通道的工作方式有：航向选择（HEADING SELECT）、航向保持（HEADING HOLD）、航

迹选择（TRACK SELECT）、水平导航（L NAV）、VOR 方式、航向道方式（LOC）等。 

俯仰通道工作方式： 

高度保持方式：在 MCP 板选择

高度保持按钮，自动驾驶俯仰通道

会中断当前俯仰工作方式，执行高

度保持工作方式，保持飞机在当前

高度平飞,如图 17-32所示。 

                                 

高度层改变方式：在 MCP板选择

一个高于现在飞行高度的一个预选

高度，然后按压高度层改变按钮，自

动驾驶俯仰通道中断当前俯仰工作

方式，保持当前选择的空速改变飞机

飞行高度。如图 17-33所示。 

                                               

垂直速度方式：在 MCP板选择垂

直速度，并按压 V/S按钮，自动驾驶

俯仰通道中断当前俯仰工作方式，以

选择的垂直速度向上爬升或下降，如

图 17-34所示。 

                             

垂直导航方式：在 MCP板选择 V NAV 

按钮，自动驾驶俯仰通道中断当前俯仰工 

作方式，按照制定的航线高度计划控制飞 

机向上爬升或平飞或下降，如图 17-35所示。 图 17-35 垂直导航方式 

图 17-34 垂直速度方式 

图 17-33 高度层改变方式 

图 17-32 高度保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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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滚通道工作方式： 

航向选择方式：在 MCP 板使用航向选择旋

钮选择一个新的航向，并按压航向选择按

钮，自动驾驶横滚通道中断当前横滚工作

方式，控制飞机保持高度转向新选择的航

向，如图 17-36所示。 

水平导航方式：在 MCP板按压 L NAV按

钮，自动驾驶中断当前横滚导航工作方式，

控制飞机按照制定的航线水平计划，控制飞

机左转，平飞或右转，如图 17-37所示。 

17.2.4 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组成 

1. 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组成：

现代民航飞机由不同厂家制造，比如：空客、波音等，尽管会由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不

能使用相同的控制计算机、传感器和执行机构，并且可能总体结构也会有差异，但安装的自

动驾驶都基于偏差控制的闭环反馈控制原理。正因为这样，其组成可以概括为：自动驾驶计

算机、控制面板、传感系统和执行机构，如图 17-38所示。 

图 17-36 航向选择方式 

图 17-37 水平导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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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8 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组成 

自动驾驶计算机负责信号处理及指令计算，把飞机各个传感系统反馈的飞机实际运动参

数、控制面板设定的目标信号及飞机舵面反馈的位置信号进行比较和计算，输出符合控制规

律原则的伺服指令信号传送给执行机构和显示系统。该指令信号传送给执行机构用于自动驾

驶，传送给显示系统用于飞行指引。同时自动驾驶计算机集成了 BITE功能，能监控整个系统

工作状态并记录相应的故障。 

控制面板用于自动驾驶系统的衔接，飞行指引的接通与断开，飞行目标参数及工作方式

的设定，控制面板是飞行员控制自动驾驶与飞行指引的人机交互设备。 

执行机构就是自动驾驶的作动系统，执行机构接收自动驾驶计算机输送的控制指令，通

过计算，把舵面偏转角度传送给舵面伺服作动器，作动舵面。飞机舵面传感器再把舵面的偏

转角度反馈给自动驾驶计算机和飞控计算机。伺服作动器通常有电动或电-液两种。 

为了更好的理解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组成及功用，让我们来看看典型飞机的自动驾驶

和飞行指引系统，如图 17-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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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737NG飞机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组成： 

图 17-39  B737NG飞机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 

B737NG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是一款典型的非电传操纵自动驾驶系统，该系统的执行机

构使用了独立的伺服作动系统。 

飞行控制计算机(FCC)是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计算机，接收控制面板目标信号，负责信

号处理和指令计算，并输出作动指令给执行机构与显示系统，接收执行机构反馈的舵面位

置。 

模式控制面板和状态告示牌是飞机的控制面板，模式控制面板用于自动驾驶衔接、飞

行指引接通与关闭及目标参数、工作方式的设定；状态告示牌用于自动驾驶故障及脱开的灯

光告警。 

副翼、升降舵伺服作动器为飞机的执行机构，FCC计算机把横滚通道的控制指令传送给

副翼液压伺服作动器，作动副翼，实现横滚指令；FCC计算机把俯仰通道的控制指令传送给

升降舵液压伺服作动器，作动升降舵，实现俯仰指令。 

该型飞机还有安定面配平作动器、马赫配平作动器，安定面配平作动器用于控制水平

安定面来实现速度配平的功能，马赫配平作动器用于控制升降舵来实现马赫配平功能。 

2） A320飞机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组成，如图 17-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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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0 A320飞机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 

A320 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是一款典型的电传操纵自动驾驶系统。因为电传操纵系统的使

用，自动驾驶和飞控系统共用舵面伺服作动机构。 

飞行管理引导计算机(FMGC)和飞行增稳计算机（FAC）是飞机的自动驾驶核心计算机，飞

行管理引导计算机负责典型自动驾驶计算机的功能：接收控制面板的目标信号，进行信号处

理和指令计算，把计算的指令传送给执行机构与显示系统，执行机构根据指令作动相应舵面，

同时执行机构反馈舵面位置给飞行管理引导计算机。飞行增稳计算机的功能主要是控制方

向舵实现协调转弯、抑制荷兰滚以及方向舵行程限制的功能，同时飞行增稳计算机还具有

保护飞机飞行安全的包络保护功能。 

飞行控制组件（FCU）是飞机的控制面板，飞行控制组件用于自动驾驶衔接、飞行指引接

通与关闭及目标参数、工作方式的设定。 

副翼升降舵计算机（ELAC）、升降舵扰流板计算机（SEC）、刹车转弯控制组件（BSCU）是

飞机的执行机构，同时这些计算机也是飞机飞控系统、刹车转弯系统的主控计算机，人工把

杆操纵飞行时，ELAC和 SEC负责根据人工操纵的电信号作动副翼、升降舵和扰流板；自动驾

驶控制飞机飞行时，ELAC 和 SEC 接收 FMGC 计算机传送过来的指令信号操纵飞机飞行，并把

舵面偏转信号反馈给 FMGC计算机。BSCU计算机接收 FMGC计算机的指令信号，实现自动刹车

及地面滑行自动转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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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式控制面板： 

方式控制面板是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系统重要的人机交互设备，飞行员需要使用方式控

制面板衔接自动驾驶、接通和断开飞行指引、设定自动驾驶或飞行指引的工作模式及目标参

数。方式控制面板直接把这些参数和指令传送给自动驾驶计算机，自动驾驶计算机根据方式

控制面板的目标参数和指令来进行计算，实现飞行指引或自动驾驶的相应功能。如果方式控

制面板发生了故障，那么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功能也就丢失了。 

如图 17-41所示，现代典型飞机的方式控制面板都是双通道设计，提高了自动驾驶和飞

行指引功能的冗余度。飞机正常进入爬升、巡航、下降阶段时，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只使用

方式控制面板的一个通道，另外一个通道处于备份状态。当方式控制面板工作的通道发生故

障，飞行员还可以使用备份的通道来激活绝大多数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功能。为了提高进

近阶段的安全性，如果飞行员要使用自动着陆功能，方式控制面板的两个通道必须都工作正

常。方式控制面板的双通道设计，有的飞机是在同一个面板上集成两个独立的集成电路，有

的是在同一个面板集成两个独立的计算组件，并且这两个通道都由不同的电源供电，提高供

电安全性。 

 

图 17-41 方式控制面板内部组成 

老式的飞机上，通常将自动驾驶控制面板安装在中央操纵台；现代飞机上，正如 17-42

所示，通常将自动驾驶控制面板安装在遮光板上。自动驾驶控制面板上安装有飞行指引、自

动驾驶衔接开关和工作模式的选择电门。老式飞机的自动驾驶衔接开关是机械杆式，被称为

自动驾驶衔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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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2 驾驶舱控制面板 

自动驾驶控制面板上有两个自动驾驶衔接杆。正常飞行过程中，同一时间只能够接通一

部自动驾驶。当机长作为主飞行员时，仅左侧的自动驾驶（又称为自动驾驶通道 A）工作。当

副驾驶作为主飞行员时，仅右侧的自动驾驶（又称为自动驾驶通道 B）工作。但是在自动着

陆时，由于离地面较低，为了保证着陆的安全性及余度，两部自动驾驶会同时工作，此时通

道 A 为主通道，B 通道为热备份。进近过程中，A 通道发生故障，B 通道会自动替代 A 通道，

完成自动着陆的功能。 

如图 17-43 所示，自动驾驶面板上的两个自动驾驶衔接杆一共有三个位置。“OFF”位代

表自动驾驶系统未衔接。“CMD”位代表自动驾驶衔接，此时自动驾驶系统控制飞机飞行。放

在中间为“CWS”位，设置在这个位置时能激活把杆自动驾驶模式，在“CWS”模式下，飞行

员通过自动驾驶系统的执行机构来控制飞机飞行。 

图 17-43 老式飞机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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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737飞机作为节点，后期设计的飞机，自动驾驶控制面板上的衔接杆被衔接按钮所取

代。按钮上的指示灯能够清晰的表明哪部自动驾驶处于衔接状态。如图 17-44所示，在 B737NG

控制面板上安装了四个按钮，两个 CMD按钮，两个 CWS按钮。在爬升、巡航以及下降阶段，

CMD或 CWS按钮只能接通一个；在进近阶段，可以接通两个 CMD按钮。左边的 CMD A按钮或

CWS A按钮接通时，使用自动驾驶计算机 A和执行机构 A来控制飞机；右边的 CMD B按钮或

CWS B按钮接通时，使用了自动驾驶计算机 B和执行机构 B来控制飞机。当接通 CMD一个按

钮，相应 CMD按钮上指示灯亮，代表现在自动驾驶工作在 CMD模式，自动驾驶控制飞机飞行。

当接通 CWS模式，相应按钮上的指示灯亮，代表现在自动驾驶工作在 CWS模式，此时自动驾

驶处于半自动方式，自动驾驶根据飞机操作机构的力反馈信号控制飞机飞行。 

3. 控制部件 

早期的飞机上，自动驾驶系统和飞行指引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计算机，各自系统的计算

机独立完成指令计算和输出控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飞机自动化程度的

提高，现代民航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和飞行指引系统共用一个计算机。该计算机具有可靠性高，

运算精度高、速度快的特点。比如：B737NG 飞机的飞行控制计算机(FCC),A320 飞机的飞行管

理制导计算机（FMGC）等。飞行控制计算机接收传感系统传送过来的飞机运动参数及飞行员

的控制信号，按预定的逻辑与控制算法计算控制指令，通过执行机构控制飞机。自动飞行计

算机具有的功能是：处理飞行员输入指令及飞机运动参数、工作方式的控制及管理、生成不

同工作方式的控制指令、输出及管理各种控制指令、管理飞行控制系统各传感系统及伺服作

动器的余度、管理并监测飞行控制的硬件及软件、在地面及空中自动检测相关系统及部件、

与飞机其他相关系统计算机及部件的数据交换。 

自动飞行计算机的控制功能是进行控制指令的计算和输出，指令计算围绕内部环路和外

部环路来进行计算。 

1） 内部环路： 

自动驾驶系统通过两个独立的通道来控制飞机的自动飞行。一个叫做俯仰通道，另一个

叫做横滚通道。每一个通道通过所谓的内部环路来控制飞机的姿态。并且，每一个通道的内

图 17-44 B737NG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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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路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内部环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比较飞机实际姿态和目标姿态的不

同。如图 17-45所示，实际的姿态来自于飞机的姿态传感器，这种姿态传感器有可能是垂直

陀螺仪，也有可能是惯性基准组件（IRU）。目标姿态来自于飞行员的选择，或者或者外环路。

姿态误差信号，即外部环路实际姿态参数和目标姿态参数比较的结果，这个信号可用于控制

飞机的飞行舵面。内部环路还需要一个伺服马达来控制飞行控制舵面。伺服马达通常是液压

马达，也可以是电动马达或气动马达。在较高的空速下，舵面仅需要较小的偏转，便可实现

飞机的姿态变化。因此，在内部环路中，需要一个速度适配器，来根据大气数据系统提供的

指示空速进行舵面的调节。 

 

图 17-45 内部环路 

2） 外部环路 

内部环路指令可以来自于飞行员人工输入，也可以来自于自动驾驶外部环路的计算。外

部环路用于自动控制及稳定飞行路径。 

如图 17-46所示，在外部环路中可以看到理想飞行路径指令和实际飞行路径之间的差值。

这个差值的结果被称为路径偏离信号，这个路径偏离信号可由飞行员改为姿态指令信号，并

提供给内部环路使用。以自动驾驶横滚通道的飞行路径为例，这个控制属于航向功能。通过

比较由自动驾驶控制面板输入的预选航道参数和磁罗盘系统所计算的实际航道参数，来计算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自动飞行 

681 

航向误差信号。其他导航系统，如飞行管理系统或 VOR系统，发送的飞行路径误差信号，被

称为航迹误差。以俯仰通道的飞行路径控制为例，这个属于高度功能。它能够产生高度误差

信号。下滑道路径功能计算下滑道的实际偏离量。从外部环路进入到内部环路的信号必须

受到姿态限制器限制，以防止产生危险的俯仰和横滚现象。横滚的最大限制角度为 30度，

以保证飞机的安全及旅客的舒适性。在大部分的飞机上，飞行员可通过自动驾驶控制面板的

旋钮，将限制的最大值控制在 5度到 25度之间。俯仰的最大限制角度为向上最大 25度，

向下最大10度，以保证飞机的安全性及旅客的舒适性。 

图 17-46 外部环路 

自动飞行计算机计算控制指令时，依据输入信号（设定的工作方式、飞行管理计算

机、控制面板及飞机运动参数），先进行外部环路的计算；外部环路的输出就是目标姿态，

并把数据送到内部环路。内部环路依据外部环路输出的目标姿态、飞机实际姿态及姿态的变

化率等参数，遵循规定的控制算法计算相应的操作舵面偏转角度，再把偏转角度传送到自动

驾驶的伺服通道，由伺服通道传送给伺服作动器控制相应的舵面偏转，控制飞机的飞行。 

为了增加自动飞行的多余度和可靠性，现代民航飞机都安装有两套自动飞行计算机，

两套计算机互为备份。在爬升、巡航、下降阶段，同一时间只能衔接一套自动驾驶，如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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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驾驶已经衔接，再接通另一套自动驾驶，先断开之前衔接的自动驾驶，再接通后衔接的自

动驾驶。接通的这套计算机为主计算机，未接通的为从计算机，主计算机负责自动驾驶和飞

行指引的工作方式，计算、输出控制并发送给执行机构和显示系统，并将计算的模式、参数

同步到从计算机。 

 

17.2.5 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的运行操作 

 

现代飞机在爬升、巡航、下降、进近和复飞阶段，自动驾驶飞行指引系统根据所选择

的俯仰和横滚模式同时计算自动驾驶指令和飞行指引指令；在起飞阶段，自动驾驶飞行指引

系统只计算飞行指引指令；推力杆上的起飞/复飞（TO/GA）按钮既能衔接起飞方式的飞行指

引，又能衔接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复飞方式；在爬升、巡航、下降和进近阶段，自动驾驶

还能衔接在 CWS方式。如果接通双 CMD模式，自动驾驶能操纵飞机自动进近、自动拉平和自

动复飞。 

自动驾驶的衔接互锁条件满足，按压控制面板的任意一个 CWS按钮或 CMD按钮，自动

驾驶都会衔接。如果选择了 CWS模式，自动驾驶处于 CWS的横滚和俯仰模式；如果选择了

CMD模式，那么自动驾驶的工作模式的确定需要看飞机当前状态。 

1. 运行操作的介绍 

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使用同样的运行操作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滚转轴向，为横滚

模式，另一类是俯仰轴向，为俯仰模式。两类模式同时工作，称为共模，如图 17-47所示。 

从级别上来分，又可将自动驾驶划分成两个不同的级别。第一种是基础级别，当自动驾

驶衔接在 CWS模式和 CMD模式时，基础级别就开始工作。第二种是高级级别，这种级别一般

是由飞行员通过面板来选择的，并且只能在 CMD模式下起作用。对于飞行指引来说，只有高

级级别模式。 

基础级别通常使用自动驾驶计算机的内部环路，通过内部环路控制飞机的俯仰和横滚姿

态。当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基础级别会保持飞机的实际姿态在允许的范围内。若要改变飞

机的姿态，飞行员可以使用面板上的控制旋钮或者驾驶盘。 

CWS 使用过程中，只要飞行员持续对驾驶盘施加压力，自动飞行系统就会改变飞机的姿

态。当飞行员松开手轮后，基础级别会再次接管并保持飞机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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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7 自动驾驶与飞行指引的运行模式 

2. 工作模式的选择 

通过自动驾驶和飞行指引的控制面板，可以实现自动驾驶高级级别的选择和控制，如图

17-48 所示。对于飞行指引的操作，飞行员可以选择所有的飞行模式，对于自动驾驶系统而

言，只有衔接在 CMD模式时，才可以接通所有的这些飞行模式。 

当针对飞行指引系统选择了一种工作模式，然后再接通自动驾驶系统来控制飞机时，自

动驾驶系统会自动激活同样的工作模式。工作模式的选择是在面板上通过按下某些按钮或者

操作某些旋钮来完成。 

旧的飞机系统中一样可以找到这种旋转旋钮。自动飞行系统中包含以下这些横滚模式： 

航向选择模式，该模式允许飞行员在控制面板上选择任意一个设定好的航向。 

导航模式，用于控制飞机的飞行航道。现代飞机的飞行系统中，这种模式称为水平导航，

简称 L-NAV。该模式工作主要使用来自飞行管理计算机的转向信号。同时，还有其它可以跟

踪航迹的导航设备，包括 INS、VOR或者 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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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8自动驾驶与飞行指引的工作模式选择 

3. 飞行阶段的工作模式 

自动飞行系统中主要包含有两种俯仰工作模式：首先是高度选择模式或称为高度获取模

式，该模式用于控制飞机飞行到所选定的高度。其次是高度保持模式，该模式使飞机保持在

所定的高度上。也可以选择某个垂直速度模式，来完成飞机设定爬升或者下降所需速度的设

定。 

俯仰通道还可以控制飞机的飞行速度，飞机抬头的命令将降低飞机的飞行速度，飞机低

头的命令则可以增加飞机的飞行速度。飞机的飞行速度可以通过不同的操控模式来实现。第

一种是飞行高度层改变模式，该模式可以允许飞行员选择一个速度或者马赫数来爬升或者下

降到一个新的飞行高度水平。另一种是垂直导航模式，该模式下飞机的速度将由飞行管理系

统来控制。 

早期的自动驾驶系统中仅仅只有速度保持模式，在该模式下自动驾驶可以保持系统设定

的速度或者马赫数。 

进近模式属于横滚和俯仰通道中共同存在的工作模式，该模式的数据获取来自于两个

ILS 信号，下滑道信号用于俯仰控制，航向道信号则用于横滚控制。进近阶段可以由自动驾

驶系统或者飞行指引系统来完成，并且只有具备“失效操作”和“失效被动”的自动驾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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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才能完成相应的自动着陆功能。起飞模式是另一种共同存在的模式，该模式不是在控制面

板上选择的，而是通过起飞/复飞（TO/GA）电门来接通，该电门位于推力控制手柄。 

地面按压 TO/GA电门时，飞行指引的起飞模式被激活。注意，起飞期间，自动驾驶的控

制电门必须设置在关闭位。飞行进近过程中，如果飞行员不得不放弃着陆时，TO/GA 电门就

会被按下，这时就会启动复飞模式。 

从起飞开始计算，每一次完整的飞行都分为数个飞行阶段。如图 17-49所示，开始是起

飞阶段，起飞后达到不需要发动机处于起飞功率时的高度后，进入爬升阶段。接着是巡航阶

段，飞行中的大部分时间飞机处于巡航阶段，在降落之前会先进入下降阶段，该阶段飞机会

开始接近目的地机场。 

进近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着陆，假如因某些原因不能着陆，则必须选择复飞。起飞/复飞模

式一般通过 TO/GA开关来激活。这个阶段单通道自动驾驶系统不在接通状态，所以由飞行员

手动控制飞机，按照飞行指引的指示来控制飞机，飞行指引会指示出航道和起飞速度。 

爬升阶段，自动驾驶系统的俯仰通道通常用于控制飞机的速度，以安全经济的方式到达

所预定的巡航高度。滚转通道则会以 L-NAV模式跟随预定的飞行轨迹。当飞机到达巡航高度

时，巡航阶段就开始。自动驾驶系统的俯仰通道会工作在高度保持模式，滚转通道仍旧控制

飞机在预定的飞行轨迹。飞行下降阶段，自动驾驶系统的俯仰通道会再次更换为速度模式来

保障飞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而滚转通道则始终跟随由飞行管理系统或者其他导航系统所设

定计算出来的飞行轨迹。 

到达机场附近后，飞行员按下进近按钮，飞行进入进近阶段。自动驾驶系统航向道信号

和下滑道信号来控制飞机始终处于飞行航道的中心位置。当飞机抵达跑道上方大约 50 英尺

处，着陆阶段开始。这个阶段俯仰通道会以拉平的方式来减缓下降速度，而横滚通道仍然跟

随飞机的航向道信号。自动驾驶系统的偏航通道会用于辅助横滚通道的工作。 

进近或者着陆阶段因能见度差或者飞机、地面设备发生故障而导致飞机无法进近着陆

时，飞机必须复飞。飞行员按下推力手柄上的 TO/GA电门时，双通道自动驾驶系统会保持

飞机航向并调整机头向上以获得安全的爬升速度。这时自动油门系统会提供最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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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9 飞行阶段的工作模式 

 

17.3 偏航阻尼与增稳系统 

 

17.3.1  偏航阻尼器的作用与工作方式，系统组成 

 

1. 偏航阻尼器系统的功用  

偏航阻尼器系统（Yaw Damper－YD）属于增稳系统的一部分。偏航阻尼器系统在飞机

的整个飞行过程中，通过增加飞机绕立轴的阻尼，来改善飞机绕立轴的动态稳定性，并通过

减弱荷兰滚运动，达到提升乘客乘坐舒适度的目的。偏航阻尼器既可以工作在人工驾驶飞机

期间，也可以工作在自动驾驶衔接期间，此时与自动驾驶仪合用。 

2. 荷兰滚的原理 

在亚音速民航客机上，为了防止高速度飞行时机翼上表面的气流速度达到音速，采取

了将机翼后掠大约35
0
的设计，由此，引发了飞机航向稳定性差的特点，造成了不可避免的

荷兰滚运动。 

荷兰滚产生的原理，如图 17-50所示，荷兰滚周期中，在开始第一个位置时，受侧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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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飞机存在一个最大的右偏航角度，并开始偏航旋转向左。在第二个位置，飞机已经达到

0 偏航角，但偏航旋转仍然在继续，直至到达了左侧的最大偏航角，飞机再次开始偏航向右

侧旋转。继续向右侧偏航旋转，直至飞机回到了最开始的角度位置。因酷似荷兰人的滑冰动

作，故被称为“荷兰滚”。 

在一个完整的荷兰滚周期中，存在一个完整的、在偏航方向变化的正弦波。这个波信号

称为偏航率信号。一个完整的偏航率周期大约需要 4秒，即荷兰滚的频率为大约 0.25HZ。 

荷兰滚运动是一种连续的震荡。偏航阻尼器的功用是将飞机的荷兰滚运动减少到可接受

的程度。偏航阻尼器使方向舵的转向与偏航运动的方向相反。当偏航率为负值，对应的偏航

运动方向向左，方向舵转到右边，同理，当偏航率为正值，方向舵转向向左边，从而增大偏

航运动阻尼，减弱荷兰滚运动。 

 
图 17-50 偏航率信号 

３. 偏航阻尼器系统的组成 

偏航阻尼器系统由下列子系统构成： 

1） 偏航阻尼器计算机——用来计算方向舵的偏转指令。 

2） 偏航阻尼器控制板——用于衔接或断开偏航阻尼器系统。 

3） 偏航阻尼器指示器——用于给出位置指示，状态指示和警戒信息。 

4） 偏航阻尼器伺服系统——用于控制方向舵偏转。 

（1） 偏航阻尼器计算机 

如图 17-51所示，偏航阻尼系统中速率陀螺用于检测偏航方向的改变，偏航阻尼伺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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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用于移动方向舵，偏航阻尼器计算机用来计算方向舵的偏转指令。偏航阻尼计算机内部包

含电源组件，速度适应电路，带通滤波器电路，转弯协调电路以及内嵌式机载测试设备（BITE）。 

如今很多飞机上，不再使用专门的偏航阻尼计算机，而是将失速管理计算机和偏航阻尼

计算机的功能组合成一体，称为失速管理偏航阻尼器（Stall Management Yaw Damper-SMYD）。

失速管理偏航阻尼器使用来自飞机传感器的模拟和数字输入计算偏航阻尼指令。 

图 17-51偏航阻尼计算机  

（2） 偏航阻尼器控制板 

偏航阻尼器控制板用于衔接或断开偏航阻尼器系统。位于驾驶舱飞行操纵面板上。面板

上有偏航阻尼器的 ON/OFF 电门和偏航阻尼器的警告灯，如图 17-52 所示。若要衔接偏航阻

尼器系统（YDS），将飞行操纵面板上的偏航阻尼器衔接电门置于“ON”位。如果偏航阻尼器没

有探测到任何偏航阻尼器系统故障，2 秒钟后，偏航阻尼器警告灯将熄灭以表示偏航阻尼器

工作正常，否则偏航阻尼器警告灯点亮。任何时候系统断开，警告灯将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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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2 飞行操纵面板 

（3） 偏航阻尼器指示器 

偏航阻尼器指示器，用于指示在接收偏航阻尼器的指令后，方向舵偏转的方向和大

小，如图17-53所示。如果仅用方向舵踏板移动方向舵，指示器并不指示方向舵的移动。现

在大型飞机上，通常在EICAS或ECAM上显示位置指示，并伴随各类状态指示和警戒信息。 

 

图 17-53 偏航阻尼器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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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偏航阻尼器伺服系统 

飞行员可以通过脚蹬或者方向舵的配平功能来控制方向舵偏转。偏航阻尼器在整个飞

行过程中都是有效工作的，但是它不能干扰飞行员的控制输入。偏航阻尼信号一般是叠加到

飞行员的控制输入中。 

如图17-54所示，飞机的空速信号来自于大气数据计算机，为了调整方向舵的舵偏转量

能适应飞机的速度，偏航阻尼器计算机需要一个速度适应电路来进行调整。偏航阻尼器中也

包含有一个带通滤波器电路，该电路可以使计算机能够区分荷兰滚振荡信号与飞机正常转向

的信号。只有当偏航率信号的变化振荡与典型的荷兰滚频率在同一水平时，偏航率信号才可

以通过这个带通滤波器，该频率通常为0.25HZ。带通滤波器可以防止转弯时方向舵的恒定偏

转，但是它不能阻止在转弯开始和结束时候的方向舵偏转。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低

速飞行航程中，偏航阻尼器会增加一个转弯协调电路。该电路利用垂直陀螺仪的滚转姿态使

方向舵向偏转（即配合飞机转弯）。 

因为方向舵的偏转结果总是由偏航阻尼器与飞行员输入信号的总和决定的，该系统

又被称为串联偏航阻尼系统。偏航阻尼器的输入最大值被限制为最大偏转10度，该设计

使得飞行员可以超控偏航阻尼信号。偏航阻尼器作动时不产生脚蹬回输。

 

图 17-54 偏航阻尼伺服系统 

4. 飞行增稳系统 

不同于波音 737飞机的偏航阻尼系统，空客 320飞机引入飞行增稳计算机 FAC（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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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tation Computer）取代了偏航阻尼计算机，实现偏航阻尼、方向舵配平的功能，还

增加了方向舵偏转角度限制和飞行包线保护功能，如图 17-55所示。 

 

图 17-55 飞行增稳系统 

1) 偏航阻尼 

偏航阻尼包含了 4个功能，通过来自于飞行管理和制导计算机（FMGC）、升降舵副翼计

算机（ELAC）或 FAC的控制命令，控制偏航阻尼作动器驱使方向舵偏转，以实现：抑制荷兰

滚、飞行中协调转弯、发动机故障配平、执行偏航轴制导指令。 

2） 方向舵配平 

方向舵配平作动器通过来自方向舵配平选择器或 FMGC的配平指令，控制方向舵配平。

具有两种配平方式，通过 RUD TRIM选择器进行的人工配平以及通过 FMGC进行的自动配平。 

3） 方向舵偏转限制 

大气数据和惯性基准组件（ADIRU）提供的飞行速度，限制方向舵的偏转角度，防止过

度偏转带来飞机性能和结构的损害。 

4） 飞行包线保护 

飞行包线指飞机在不同高度、速度、迎角等限制条件下飞行时，保证飞机结构不受损

的最大载荷。通常以飞行速度、高度、过载、环境温度等参数为坐标，表示飞机飞行范围和

飞机使用限制条件的封闭几何图形，如图 17-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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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6 飞行包络保护 

FAC计算出飞机飞行时的特性速度、低能警告、迎角极限和风切变探测。 

（1) 采用 ADIRU、起落架控制和接口组件（LGCIU）、FMGC和襟缝翼控制计算机

（SFCC）的数据计算特性速度并显示在 PFD上。 

（2） 极限迎角和风切变探测传输给 FMGC。 

（3） 将推力低的信号发送给飞行警告计算机（FWC），使 FWC产生“SPEED SPEED 

SPEED”语音警告。 

17.3.2  自动配平系统 

 

１． 安定面配平的功用  

飞机上使用俯仰配平系统的目的，是使飞行员不需要持续控制升降舵依然能保持飞机的

纵向稳定。小飞机上的水平安定面是不能移动的，但在大型飞机上，为了提高平尾的平衡能

力，水平安定面在飞行中可以缓慢地改变其安装角，此类水平安定面称为安装角可变的水平

安定面。如图 17-57所示，飞机飞行时，由于速度的变化，重心的变化和气动外形的改变，

都会导致飞机力矩不平衡，因此，需要水平安定面的气动力必须始终能够补偿重力和升力变

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水平安定面会因需要而调整其角度（即进行配平）。 

手动飞行阶段，水平安定面的配平一般由飞行员通过驾驶盘上的配平电门来完成。而在

自动驾驶系统处于工作激活状态时，自动俯仰配平系统会自动进入配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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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7 俯仰配平系统 

2. 俯仰配平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俯仰配平系统内包含以下子系统，如图17-58所示： 

1） 人工配平-飞行员人工作动配平电门实现。 

2） 自动俯仰配平-当自动驾驶系统激活时启动。 

3） 马赫配平-防止由于马赫数的增加而导致的不正常的飞机低头。 

4） 迎角配平-防止在飞机高速飞行时产生大迎角。 

5） 速度配平-飞机在起飞和复飞期间保持飞机的速度稳定性。 

 

图 17-58 俯仰配平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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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配平 

人工俯仰配平又分为人工电配平和人工机械配平。人工电配平由飞行员使用安定面配

平电门进行电动操纵，人工机械配平由飞行员用安定面配平手轮进行人工操纵水平安定面。 

飞行员使用两个安定面配平电门进行主电动配平操纵，电门在每个驾驶盘的外侧，电

门控制安定面配平作动筒的电输入，并给飞行数据采集组件（FDAU）传送信号。当配平作动

筒工作时，带动齿轮箱。当安定面齿轮箱运动时，带动安定面起重螺杆，从而移动水平安定

面。齿轮箱也回传安定面前后钢索鼓轮。前钢索鼓轮的运动带动人工配平手轮和安定面指示

器指针指示。 

飞行员用操纵台上的安定面配平手轮手动移动前后钢索鼓轮。后钢索鼓轮移动齿轮箱

和起重螺杆。当螺杆移动时，水平安定面移动。安定面通过中立变换杆也给升降舵提供机械

输入。人工配平手轮的转动也带动安定面指示器指针指示。 

（2） 自动俯仰配平 

自动驾驶激活时自动俯仰配平会始终处于接通的工作状态。水平位置探测器会感受由

自动驾驶系统或者升降舵位置传感器测量出来的升降舵偏转量。当偏转量超过某一个设定的

升降舵偏转值数秒之后，配平计算机会启动安定面配平马达进行配平作动。 

俯仰配平马达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自动驾驶配平马达，也有可能跟其他配平系统共用一

个马达，若是这种设计，则需要再设计一个备用马达。当自动驾驶系统将升降舵的位置降低

到接近 0度时，即在新的安定面偏转力矩与升降舵偏转力矩即将相等时，配平系统会停止马

达的工作。如果手动操作驾驶盘上的配平电门，会导致自动驾驶系统脱开，这时配平系统会

自动恢复到人工配平，如图 17-59所示。 

 

图 17-59 自动驾驶俯仰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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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赫配平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升力中心会随着马赫数的增加而后移。升力中心后移会产生反操纵

状态，也就是会反过来导致马赫数继续增加。这种飞行中的下俯不稳定状态应该被避免。 

马赫配平系统的任务就是当马赫数增加时，以飞机的马赫数作为函数自动地调整水平安

定面的安装角或转动升降舵舵面，以补偿焦点后移所产生的低头力矩，自动平衡纵向力矩。

大气数据计算机提供计算的马赫数，配平计算机会根据飞机的气动特性计算出所必要的配平

指令。在图示 17-60中演示了随着马赫数的增加，水平安定面的位置跟随发生的变化。 

 

图17-60 马赫配平 

（4） 迎角配平 

迎角配平系统主要用于在高速飞行时减少飞机的诱导阻力。该系统通过限制飞机的最大

迎角来防止翼尖可能产生的高压差（气流分离）。其原理是通过使用迎角传感器来获得迎角数

据，并将飞机实际位置与设定的飞行包线相比较，如图 17-61所示。 

飞机迎角超过最大允许的极限值时，水平安定面前缘上移，使飞机低头，直到飞机迎角

姿态恢复到特定的飞行包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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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1 迎角配平 

（5） 速度配平 

速度配平系统可以在起飞和复飞时，即低空速高推力的情况下，保证飞机速度的稳定性。

速度稳定性的含义是，随着飞机空速的增加，飞机必须抬头进行调整，而随着飞机空速的下

降，则需要飞机低头进行调整。 

为了实现这个配平作动，速度配平系统需要得到大气数据计算机探测计算的实际空速，

从而能检测到空速变化。同时速度配平系统也会使用发动机推力信号来平衡配平阈值，如图

17-62所示。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自动飞行 

697 
 

 

图 17-62 速度配平 

 

17.4 自动油门/推力系统 

 

17.4.1  自动油门/推力系统基本工作方式，工作模式，系统组成 

 

1. 自动油门系统的功用 

大型飞机上通常装有推力管理系统（Thrust Management System-TMS）,TMS的核心组件

为飞行管理计算机或推力管理功能。其主要功能是进行发动机推力限制计算和自动油门（A/T）

方式管理。在现代大型运输机上，飞行管理系统进行推力的管理和控制，由自动油门系统与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协调配合执行。自动油门系统使用自动油门计算机接收飞机传感器的数据

来计算发动机的推力。 

自动油门系统的功能是自动地控制发动机的推力以满足需要的推力值。自动油门系统具

有两种不同的设计，如图 17-63所示。 

第一种是经典的自动油门系统，这种自动油门系统主要通过控制伺服马达来控制油门杆

的位置，进而通过油门杆下方的机械连杆来完成对发动机推力的控制。第二种是现代飞机常

用的电传系统，它直接向发动机的全权限数字发动机控制计算机（FADEC）发送数字信号。这

种自动油门系统无需油门杆的自动移动，该系统也称为自动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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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3自动油门系统 

2. 自动油门系统的工作模式 

现代飞机的自动油门系统可以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使用，因此也被称为全飞行状态自动油

门系统。该系统可以控制发动机工作在两种运行模式下，如图 17-64所示。 

第一种工作模式是推力模式，该模式自动油门系统会根据发动机类型的不同，选用 EPR

或 N1转速期望值控制发动机的压力比。 

另外一种工作模式是速度模式，该模式下自动油门系统用以控制飞机达到来自于飞行员

所输入的或者飞行管理系统计算机计算的飞机目标空速。 

 

图 17-64 自动油门系统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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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7-65所示，起飞阶段自动油门系统使用推力模式，所需的推力值是由推力解算器

计算得到。当发动机达到起飞推力时，自动油门电门会关闭所有针对推力控制的指令。这种

推力保持或者锁定功能是一种安全功能，它可以防止在起飞阶段发生意外的推力变化。 

 

图 17-65 自动油门系统起飞阶段工作模式 

3. 自动油门系统组成及基本工作方式 

经典的自动油门系统中包含一个自动油门计算机和一个电动伺服电机，自动油门计算机

会计算所选模式需要的油门位置。 

伺服系统和油门组件之间的离合器使自动油门系统能够驱动油门杆，不需要飞行员手

动控制。自动油门计算机内包含一个延迟环路，即油门杆会以 1度每秒或者 4度每秒的速度

移动，在几秒钟后达到慢车位置。 

起飞、爬升和复飞时，推力模式设置为最大推力。推力模式下的指令信号由推力解算

器给出，推力解算器通过推力极限限制来计算和比较发动机中 N1或者 EPR中的实际最高值 

速度模式下，飞行员首先要在控制面板上选择一个速度值。所选的值会显示在面板的

指示窗和空速指示器上。在面板上选择一个经过校准的空速或者马赫数作为所选定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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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所选择的速度会与来自于大气数据计算机计算校准后的实际空速相比较，若结果为正，

则驱动油门杆向前运动，若结果为负值，则驱动油门杆向后移动，如图 17-66所示。 

 

图 17-66 自动油门系统组成及工作方式 

 

17.4.2  自动油门/推力管理的运行操作 

 

1. 自动油门/推力管理系统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工作情况 

如图 17-67所示，在爬升阶段，根据自动驾驶系统或者飞行指引系统所选择的俯仰模式，

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可以在速度模式或者推力模式下工作。 

因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系统控制速度，当自动驾驶系统或飞行指引系统控制速度时，自

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便处于推力模式。  

自动驾驶系统和飞行指引系统不控制速度时，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就会处于速

度模式。 

从到达巡航飞行高度开始，直到下降阶段开始前，统称为巡航阶段。通常情况下，在巡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自动飞行 

701 
 

航阶段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控制飞机的速度，而在下降阶段，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

理系统会使用与爬升时相同的模式。 

自动驾驶系统俯仰通道工作在速度模式下，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用来控制推力。

在下降过程中，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控制油门杆工作在慢车位。 

如果俯仰通道处于其他的工作模式，则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将工作在速度模式

下。进近阶段，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会根据襟翼和起落架的位置控制飞机的进近速度。 

通常在距离跑道上方大约 50 英尺处称为进近阶段与着陆阶段的交汇处。在飞机拉平之

后，自动油门系统/推力管理系统会缓慢地将油门杆减速到慢车位。当飞机触地后，自动油门

系统/推力管理系统会自动脱开。 

因某些原因无法进近或者着陆时，飞机要进入复飞阶段。与起飞阶段相同，自动油门系

统/推力管理系统会激活推力模式，这时飞机发动机提供最大推力。 

 

图 17-67 自动油门系统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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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维护介绍 

 

17.5.1. 典型的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和自动油门系统及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 17-6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管理计算机 

飞行管理计算机（FMC）用于飞机的自动驾驶

系统的导航、性能和制导功能的控制，减轻飞行

机组的工作负荷。它还提供了对其它系统 BITE功

能的使用。FMC从其它飞机系统接收数据来计算

导航和性能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在共用显示器系

统上供飞行机组使用。 

② 飞行控制计算机 
飞行控制计算机（FCC）从几个系统获得输

入，如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和飞行管

①飞行管理计算机 

 

②飞行控制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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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算机（FMC），并输出指令到副翼和升降舵作

动筒。这些作动筒控制副翼和升降舵运动，从而

控制飞机的飞行航迹。 

 

2)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17-6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自动驾驶仪断开电门 
自动驾驶仪断开电门用于自动驾驶的人工脱

开。 

② 控制显示组件 

飞行机组使用控制显示组件输入飞行数据并

选择显示及工作方式。他们也使用 CDU 做 ADIRU 

的校准。你可以使用 CDU 对 FMCS 和其它系统进

行测试。 

③ 方式控制面板 

方式控制板（MCP）是驾驶员与飞行控制计

算机（FCCs）之间的基本接口，机组利用 MCP 可

完成如下功能： 

— 衔接自动驾驶仪 

— 打开飞行指引仪 

— 选择工作方式 

— 选择航道和航向 

①自动驾驶仪断开电门 

②控制显示组件 

④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 ③方式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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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目标速度和高度。 

④ 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 

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显示以下通告内容： 

－ A／P 警告 

－ A／P 断开 

－ 开始 BITE 测试。 

－ A／T 断开 

－ CWS 警告 

－ 空速警告 

－ FMC 上的警戒信息及 FMC 失效。 

前面板上有三个警告灯式的通告器。A／P 灯

的颜色可以是红色或琥珀色；A／T 灯可以是红色

或琥珀色，FMC 灯仅为琥珀色。有一个三位电门

用于灯的测试。 

 

3)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轮舱部件识别： 

 

 

图 17-7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副翼自动驾驶作动器 

A／P 作动筒的作用是将来自 FCC 的指令电信号

转换成液压控制的机械输出。作动筒的输出是副翼和

升降舵 PCU 的输入。由 PCU 控制舵面运动。 

仅用副翼作动筒 A 或副翼作动筒 B 就可实现对副

翼的控制。在双通道工作方式下，A、B 两个副翼作动

主起落架舱前壁板 

①副翼自动驾驶作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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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共同工作控制副翼。 

 

4)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尾锥舱部件识别： 

 

 

图 17-7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马赫配平作动器 

当飞机速度非常快时，升力中心将向后移

动。这将导致飞机开始下俯，称之为马赫翻转。

马赫配平作动筒的一个作用是在高速飞行时 

配平升降舵使飞机抬头以补偿马赫翻转。 

马赫配平作动筒的另一个作用是当飞机在

FCC 控制的中位偏移区域（FCNSE）控制升降舵。

当襟翼不在收上位，且任何一个发动机 N1 值大

于 20％时，此区域出现。这在起飞阶段可以增加

升降舵的运动量。 

② 自动驾驶升降舵作动筒 

A／P 作动筒的作用是将来自 FCC 的指令电

信号转换成液压控制的机械输出。作动筒的输出

是副翼和升降舵 PCU 的输入。由 PCU 控制舵面

运动。 

仅用升降舵作动筒 A 或升降舵作动筒 B 就

①马赫配平作动器 

②自动驾驶升降舵 

作动筒 

 

③中位偏移传感器 

 

④升降舱位置传感器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自动飞行 

706 
 

可实现对升降舵的控制。在双通道工作方式下，

A、B 两个升降舵作动筒共同工作控制升降舵。 

③ 中位偏移传感器 

水平安定面与升降舵协同工作来控制飞机的

俯仰姿态。对于水平安定面的每一个位置，都有

一个升降舵的位置使二者工作如同一个舵面，这

是中位偏移位置。升降舵中位偏移传感器提供一

个电位号，此电信号与升降舵中立基准位置成正

比。升降舵中位偏移传感器测量升降舵感觉定中

组件的运动。 

④ 升降舱位置传感器 
升降舵位置传感器测量升降舵下输入扭矩管

的运动。 

 

2. 典型飞机自动油门系统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自动油门系统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 17-7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自动油门计算机 

A/T 计算机为发动机推力的自动控制进行计

算。A/T 计算机向自动油门伺服马达传送指令以移

动油门杆。 

①自动油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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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飞机自动油门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17-7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模式控制面板 
在方式控制面板（MCP）上的电门和油门杆选

择或断开 A/T 方式。 

② 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 

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显示以下通告内容： 

－ A／P 警告 

－ A／P 断开 

－ 开始 BITE 测试 

－ A／T 断开 

－ CWS 警告 

－ 空速警告 

－ FMC 上的警戒信息及 FMC 失效。 

前面板上有三个警告灯式的通告器。A／P 灯

的颜色可以是红色或琥珀色；A／T 灯可以是红色

或琥珀色，FMC 灯仅为琥珀。有一个三位电门用

于灯的测试。 

③ 
TO/GA电门和自动油门脱

开按钮 

油门杆 TO/GA 电门向 A/T 计算机发送模拟离

散量。TO/GA 电门被用来选择起飞或复飞方式。

①模式控制面板 

 

②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 

 

③TO/GA电门和自动

油门脱开按钮 

 

④自动油门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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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TO/GA 电门被用来选择起飞方式。在

空中，若复飞方式已预位，TO/GA 电门选择复飞方

式。 

④ 自动油门伺服电机 

自动油门伺服马达从自动油门计算机接收数字

的模拟的离散输入。自动油门伺服马达使用这些输

入来控制移动油门杆的马达。 

 

3. 典型飞机偏航阻尼系统部件识别 

1) 偏航阻尼系统电子舱部件: 

 
图 17-7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失速管理偏航阻尼计算机 

失速管理偏航阻尼计算机（SMYD）使用来自

ADIRU 的惯性数据和来自飞机传感器的其它数据

来探测由荷兰滚和湍流造成的不期望的飞机的偏

航运动。SMYD 向主方向舵 PCU 发送指令以移动

方向舵来减小不期望的偏航。 

 

2) 偏航阻尼系统驾驶舱部件: 

①失速管理偏航阻尼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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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5 

 

 

 

图 17-7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偏航阻尼器指示器 

偏航阻尼器指示器指示由于 SMYD 1 主偏航

阻尼指令而使方向舵移动的情况。它并不指示由

方向舵踏板的输入而造成的方向舵的移动。指示

①偏航阻尼器指示器 

②偏航阻尼器衔接电门和断开灯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自动飞行 

710 
 

器仅仅连接到 SMYD 1。 

② 
偏航阻尼器衔接电门和断

开灯 

你可用一个在飞机操纵面板上的电门衔接偏

航阻尼器系统。对于主偏航阻尼，液压系统 B 必

须有压力，并且 FLT CTRL B 电门必须在 ON（接

通）位。 

偏航阻尼器断开警告灯在衔接电门的上方。

对于正常的偏航阻尼器的工作，灯熄灭。灯亮表

示飞机上已有电而偏航阻尼器没有衔接。 

 

3) 偏航阻尼系统垂直安定面部件: 

 

 
图 17-7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主方向舵 PCU 

这些偏航阻尼器部件在垂直安定面内的主方

向舵 PCU 上： 

— 偏航阻尼器电磁活门 

— 偏航阻尼器电动液压伺服活门（EHSV） 

— 偏航阻尼器作动筒 

— 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LVDT）。 

①主方向舵 P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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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17.5.2.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常见维护操作 

1）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衔接和断开操作程序：  

〖1〗警告与警戒 

警告：因为自动驾驶接通需要打开飞机液压，并且在测试过程中飞控舵面可能会作动，所

以在测试过程中确保飞机飞控舵面周围没有人员和障碍物。 

警戒：确认飞机自动驾驶系统、液压系统和飞控系统工作正常。 

 

〖2〗维护准备 

 

 

〖3〗操作步骤 

图 17-78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 供电。 

②飞机左、右惯导工作在 NAV 模式。 

③飞机左、右惯导校准完毕。 

④飞机左、右液压电动泵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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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图 17-79 

 

◆衔接自动驾驶 CMD 模式： 

①按压模式控制面板上的 CMD 按钮，衔接

自动驾驶。 

②在主飞行显示页面显示 CMD 模式。 

 

 

 

 

图 17-80 

 

◆自动驾驶 CMD 模式脱开操作： 

①按压在方向盘上的自动驾驶脱开按钮，使

自动驾驶断开。 

②自动驾驶脱开警告灯闪烁，连续告警音。 

③模式控制面板 CMD 灯灭。 

④主飞行页面 CMD 指示消失。 

◆再次按压自动驾驶脱开按钮，告警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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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 典型飞机自动油门衔接和断开操纵步骤： 

〖1〗维护准备 

 

 

图 17-81 

 

◆ 将飞机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关闭左、右液压电动泵。 

②将左、右惯导工作旋钮放到 OFF 位。 

③将外接电源放到 OFF 位。 

图 17-82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 APU 供电。 

②飞机左、右惯导工作在 NAV 模式。 

③左、右惯导校准完毕。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 册                                                    自动飞行 

714 
 

------------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操作步骤 

 

 

 

 

 

◆地面预位自动油门操作： 

①在 CDU 的 N1 LIMIT 页面输入 OAT 温度。 

②在模式控制面板把 AT 预位电门放在预位

位置。 

③在主飞行显示页面显示 ARM 自动油门预

位指示。 

 

 

 

 

 

图 17-83 

 

◆地面断开自动油门操作： 

①按压在油门杆上的自动油门脱开按钮脱

开自动油门。 

②在模式控制面板把 AT 预位电门自动回到

OFF 位。 

③自动油门脱开告警灯闪烁，单音提示音。 

④按压自动油门脱开警告灯，抑制警告。 

 

 

 

 

图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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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2.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注意事项： 

① 典型飞机自动驾驶衔接需要满足飞机惯导校准，飞机左、右液压系统有 2500PSI以上液压

压力的条件。 

② 自动驾驶衔接的时候，操纵舵面可能会作动。 

③ 自动油门在地面衔接的条件是在 CDU输入 OAT或者是进入自动油门测试模式。 

④ 抑制自动油门警告只需要按压自动油门脱开警告灯。 

◆ 将飞机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将左、右惯导工作旋钮放到 OFF 位。 

②将外接电源放到 OFF 位。 

 

 

图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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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通信系统 
 

            18.1  飞机通信系统概述 

 

18.1.1 通信系统概述与组成 

 

1.概述 

通信系统为飞机建立与地面或其它飞机间的通信联系，可分成三个部分：1）飞机内部通信

系统；2）无线电通信系统；3）事故调查系统。 

 

图18-1 系统概况 

飞机内部通信系统包含内话系统和客舱广播系统。内话系统包含：飞行内话、客舱内话和勤

务内话。飞行内话用于驾驶舱机组之间及驾驶舱机组与地面飞行内话插孔处的通信，客舱内话用

于驾驶舱机组与客舱乘务员及客舱乘务员之间的通信，勤务内话用于驾驶舱机组与飞机其他勤务

区域的通信。 

无线电通信系统包括：VHF系统、HF系统、SATCOM系统和ACARS系统，甚高频（VHF）通信系

统用于飞机和地面或飞机和飞机之间近距离通信；高频（HF）系统利用高频信号会被电离层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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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进行远距离通信；卫星通信系统(SATCOM)可以为机组提供全球通信，飞机上的乘客也可以

付费使用卫星通信；飞机通信寻址和报告系统(ACARS)利用VHF、HF或SATCOM系统在飞机和地面之

间传输关于飞行和维护数据等信息。 

 

图18-2 无线电通信系统 

事故调查系统包括话音记录器（CVR）和应急定位发射机（ELT）。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系统（CVR）

记录驾驶舱内全部语音信息，以便日后进行事故调查；应急定位发射机（ELT）可以在事故发生后

帮助救援人员确定失事飞机位置。 

 

图18-3 事故调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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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控制部件位于驾驶舱，主要包含无线电调谐面板(RMP)和音频控制面板（ACP）。无

线电调谐面板用于无线电通信系统的频率调谐；音频控制面板为耳机和麦克风选择不同的系统及

通道。事故调查系统的主要部件位于驾驶舱头顶板和客舱内。 

 

图18-4 B737NG飞机音频控制面板（a）和无线电调谐面板 (b) 

2.无线电原理 

无线电通信是将需要传送的声音、文字、数据、图像等电信号调制在无线电波上经空间或地

面传送至对方的通信方式。任何形式的通信都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需要交换的信息，第二

部分是传输信息的载体。载体可以是一张纸，比如信、或用于记录数字式数据的CD-ROM、或电话

线。飞机上的内话系统，客舱广播系统，话音记录器系统使用电缆作为载体来传输信息。 

      

图18-5 无线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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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线电频率划分 

无线电通信系统是利用无线载波进行通信，这种载波就是无线电频率或射频信号。载波使用

的频率分成8个频段： 

（1）甚低频（VLF）：频率范围在3-30KHz之间，这个波段仅用于军事通信系统； 

（2）低频(LF)：频率范围在30KHz到300KHz之间，用于公共无线电台和ADF导航系统，飞机通

信系统不使用这个频段； 

（3）中频（MF）：频率范围在300KHz到3000KHz（相当于3MHz）之间，用于公共无线电台和

ADF导航系统，飞机通信系统也不使用这个频段； 

（4）高频（HF）：频率范围在3MHz到30MHz之间，用于飞机远距离通信； 

（5）甚高频（VHF）：频率范围在30MHz和300MHz之间，飞机的VHF通信系统就工作在这个频

率范围，有效通信距离 大200海里，VOR和ILS等导航系统也工作在这个频率范围； 

（6）特高频（UHF）：频率范围在300MHz至3000MHz之间，即3GHz，该波段仅用于军事通信系

统和DME、ATC和GPS导航系统等系统； 

（7）超高频(SHF)：频率范围在3GHz到30GHz之间，卫星通信系统工作在这个频率范围，还有

导航系统中的气象雷达和无线电高度表也工作在这个频率范围； 

（8）极高频(EHF)：频率范围在30GHz到300GHz之间，飞机上没有任何系统工作在这个频段。 

图18-6 频带范围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3册                                                     通信系统 

720 
 

2)波长 

一个信号从初始状态到经历一个完整的循环后回到该状态所需的时间称为周期T。周期T和频

率f为倒数关系。 

波长是指无线电波在一个振动周期内传播的距离，电子浓度高的区域对应电压的波谷，而电

子浓度低的区域对应电压的波峰。波长就是两个波峰或波谷之间的距离，无线电传播距离是每秒

30万公里，对于1赫兹的频率，波长是30万公里。  

 

图18-7 波长 

3)无线电传播 

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传播特性是不一样的。VHF以空间波形式传播，也就是沿直线视距范围

内传播，不受电离层变化的影响，传播稳定，通信可靠。VHF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传播距离能达

到200海里。 

卫星通信系统使用SHF波段进行传播，其特点是传播距离远，通信效果好，缺点是通信费用

高。 

商业长途飞行需要远距离通信时可以使用高频通信系统（HF），利用高频电波在电离层与地

面之间来回反射的方式向前传播。高频通信系统优点是传输距离远，缺点是电离层不太稳定，会

影响通信效果。 

4)调制和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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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信系统天线尺寸为波长十分之一或更大时才能有效收发无线电信号，人的语音信号频率

大可达30kHz，对应波长为10km，如果直接用语音信号进行无线电通信，天线尺寸将达到1km，

这已经远远大于飞机尺寸。想要减小天线尺寸，就需要提高信号的频率。 

通常选择一个较高频率的信号作为载波，让包含信息的原始波（例如人的语音）与载波进行

混频后变成了合适传输的高频率信号，这一过程称之为调制。 

如果在接收一端能产生与载波相同频率的信号，接收天线接收到高频率信号后会再次与该信

号进行混频，就可以还原出包含了信息的原始波，这一还原过程称为解调。 

在调制过程中，利用载波的振幅变化来传递信息的方法称为调幅（AM），利用载波频率变化

来传递信息的方法称为调频（FM）。 

 

图18-8 无线电传播和调制 

3.部件 

1）音频部件 

飞机上进行通信时，需要两类基本的组件：麦克风和扬声器。麦克风可以把语音转换成电信

号，扬声器将电信号转换成语音信号并播放出来。 

飞机驾驶舱有不同类型的麦克风，比如话音记录器使用区域麦克风来记录驾驶舱环境声音信

息；手持话筒用于内话通信以及客舱广播；氧气面罩和吊杆耳机里也集成了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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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音频部件 

大部分大型飞机驾驶舱内的扬声器可以发出音响警报。吊杆耳机由听筒和话筒组成，旅客广

播喇叭安装在客舱天花板，可以播放旅客广播和娱乐节目。同时机组人员也可以使用手持电话进

行内部通信和客舱广播。 

 

图18-10 音频部件 

2）无线电发射 

无线电发射时，飞行员通过无线电调谐面板给振荡器设定一个载波频率，调制器将机组的语

音信号和载波频率调制到一起，通过功率放大器放大发射功率， 后由天线将射频信号发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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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1 无线电发射简图 

3）无线电接收 

接收无线电信号时，无线电调谐面板给接收机发送一个接收频率。接收机通过天线接收相应

频率信息并提供给解调器，解调器将射频信号内的音频信号恢复。恢复的音频信号送至音频放大

器， 后通过扬声器播放给机组收听。 

 

图18-12 无线电接收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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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线 

天线的功能就是接收或发射射频信号。不同系统的工作频率不一样，天线的安装位置和大小

也不一样。通常情况，天线的长度是波长的1/4时是 佳的。 

VHF系统的工作频率范围在118MHz-137MHz之间，波长范围是2.19至2.45米。因此天线的理论

长度应为55厘米到64厘米，由于差异不大，通常都使用长度60CM的天线。 

高频通信系统的工作频率范围是2MHz到30MHz，因此天线的长度应该在2.5-37.5米之间。由

于长度范围太大，而目前现代客机使用固定长度的高频天线，导致高频通信系统使用不同频率时

天线的阻抗会有很大差异，所以需要一个天线调谐耦合器来将天线阻抗与高频馈线的特性阻抗相

匹配。 

图18-13 天线安装位置

5）无线电电缆 

无线电传输电缆用于传输收发机和天线之间的射频信号，目前飞机上有两种无线电传输电缆：

一种是同轴电缆，传输频率 高能达到3GHz。内部是携带无线电射频电势的导体，也就是在其内

部存在一定静电场的导体，外部导体则接地，内外导体之间充满绝缘材料；另一种是波导管，用

来传送3GHz以上的电磁波，也可用于雷达频率信号的特殊馈线。这两种射频线只能由经过特殊培

训的人员依据维修手册进行施工，不正确的施工会导致系统出现故障。此外天线接头容易出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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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腐蚀的现象，需要注意检查。 

 

图18-14 射频电缆 

6）音频管理系统 

音频管理系统包含机组语音通信所需的全部功能。在现代飞机系统中，音频管理的相关计算

机（例如REU组件）连接机长、副驾驶和观察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和导航系统。REU组件为机组之

间提供飞行内话通信，通过客舱内话系统可以为机组和客舱乘务之间提供通信，通过勤务内话系

统可以让维修人员在飞机勤务区域与驾驶舱进行联系。此外，还可以让机组向旅客广播。REU还会

把所有的语音信号发给CVR系统作为话音记录器的语音记录内容。 

7）音频控制面板（ACP） 

每位机组都有一块ACP面板，通过ACP面板选择相应的通信对象。机长和副驾驶的ACP安装在

中央操纵台，观察员的ACP安装在头顶板上。根据飞机的构型不同，有些飞机还安装有第四部ACP。

飞机上为每位飞行员配备了耳机、吊杆耳机、手持话筒以及含麦克风的氧气面罩。注意，若使

用氧气面罩时，氧气面罩麦克风具有 高的优先权，当不需要使用氧气面罩时，需要将氧气面

罩正确放回到面罩盒内并确认氧气面罩正确安装。若未正确安装氧气面罩，会导致吊杆耳机不

能正常使用。 

驾驶舱还安装有扬声器，扬声器播放的语音信息与耳机收听到的语音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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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5 音频管理系统 

在ACP面板上可以单独选择接收或发射频道通道。按下相应的发射通道电门，电门上的灯会

被点亮，表示打开了相应的发射通道，同一时间只能选择一个发射通道。 

按压接收电门可以收听相应的接收通道的音频，并且通过旋转接收电门可完成接收音量的调

节，同一时间可以接收多个通道的声音。 

在ACP面板上，对于通信系统可以选择发射和接收功能，对于导航系统就只能选择接收功能

（例如某导航台发射的摩尔斯码声音）。 

通常情况下飞机安装三部VHF收发机，称为左中右收发机，或1、2、3号收发机。对于安装2

部HF收发机的飞机来说，称为左右收发机或者1、2号收发机。 

飞行内话电门可以为驾驶舱内飞行员之间提供通信，客舱内话电门可以实现驾驶舱和乘务员

的通信。 

当飞机在地面且选择勤务内话时，可以实现驾驶舱和飞机各个勤务点进行通话。PA电门可以

实现向乘客发送语音通知。SATCOM电门可实现通过卫星通信系统进行通信。 

接收导航系统的音频信息时，可通过接收到的摩尔斯码识别所选导航台，也可接收预录语音

来获取导航台的相关信息。 

ACP面板上标注NAV、ADF、MKR的圆形电门可用于接收地面VOR台、ILS台、DME台、ADF台及MKR

台的音频信息。当需要接收地面导航台的音频信息时，可通过导航音频选择旋钮来进行接收音频

类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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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旋钮放置在“V”的位置时则只能接收导航台所发来的预录语音信息，若放置在“R”的

位置时则只能接收导航台所发来的摩尔斯识别码，若放置在“B”的位置可同时接收上述两类信息。 

ACP面板上有一个“RT/IC” 的三位电门，叫做PTT电门（push to talk电门）。 

当这个电门扳至RT位置时，可用于飞行员无线电通信的发射功能。 

当这个电门扳至IC位置时，可用于飞行员飞机内话的发射功能。而中间位则是OFF位，可用

于接收相关音频信息。 

目前在飞机的音频控制面板的设计上功能大同小异。下图左边的ACP是波音飞机使用的，功

能和右侧空客ACP面板类似。 

除ACP面板上的PTT电门外，驾驶杆有PPT电门，以方便飞行员发送语音信息。某些构型飞机

的驾驶杆上的PPT可以按压并保持在飞行内话位，方便飞行员之间交流。 

 

图18-16 音频控制面板 

8）音频转换电门 

在某些飞机上还设计有音频转换电门。 

如果机长或副驾驶的AMU或者ACP出现了故障，可以通过音频转换电门将观察员相应的设备转

换给机长或副驾驶使用，通常转换电门位于头顶板。转换后，机长或副驾侧的飞行员需要使用观

察员的ACP来完成相应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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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7 音频转换开关 

9）静电放电刷 

飞机高速的飞行与空气的摩擦、穿过带电云团以及自身内部机械摩擦会产生静电并累积在机

身内，如果不及时释放静电会造成静电累积，累积到一定电荷下会造成放电现象，从而对飞机通

信甚至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放电刷就是利用尖端放电的原理，将电荷集中于机体外侧的尖端，使

其不断与空气发生小的放电过程，从而减少机身电荷累积。在实际维护过程中发现有放电刷丢失

或折断，需严格按照手册完成施工或保留放行，确保剩余放电刷数量能保障正常放电。 

图18-18 放电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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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数据总线、机载局域网、光纤通信基本原理及系统组成 

 

1.数据总线 

所谓总线是指用于联接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

的传输线束。而按照计算机所传输的信息种类来分类，可将总线划分为：控制总线、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其中数据总线是用来在CPU与RAM之间传送需要处理或者需要存储的数据。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数据是指广义上的数据，它可以是真正的数据也可以是指令代码或者状态信息，

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个控制信息。它是双向三态形式的总线，即可以将CPU的数据传送到存储器或者

是I/0接口等其他的部件，同时也能将其他部件的数据传送到CPU。目前在飞机上常用到的数据总

线包括：ARINC429总线、ARINC629总线、CAN总线、IEEE1394总线、AFDX总线和FC总线等。

 

图18-19   典型数据总线 

ARINC429总线协议是美国航空电子工程委员会(Airlines Engineering Committee)于1977

年7月发表并获得批准使用的，它的全称是数字式信息传输系统(DITS)。协议标准规定了航空电子

设备及有关系统间的数字信息传输要求。 

ARINC429广泛应用在民航客机中，ARINC429总线是面向接口型数据传输结构，总线上定义了

2种设备，发送设备只能有1个，而接收设备却可以有多个。发送设备与接收设备采用屏蔽双绞线

传输信息，传输方式为单向方式。信息只能从通信设备的发送口输出，经传输总线传至与它相连

的需要该信息的其他设备的接口。但信息决不能倒流至已规定为发送信息的接口中。在两个通信

设备间需要双向传输时，则每个方向上各用一个独立的传输总线，采用双极型归零的三态码方式，

在传输速率上分高低两档，高速工作状态的位速率为100Kb/s，系统低速工作状态的位速率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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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b/s-14.5Kb/s范围内。选定内容后的位速率其误差范围应在1%之内。高速率和低速率不能在

同一条传输总线上传输。ARINC429总线传输的基本单位是字，每个字由32位组成。位同步信息是

在双极归零码信号波形中携带着，字同步是以传输同期间至少4位的零电平时间间隔为基准，紧跟

该字间隔后要发送的第一位的起点即为新字的起点。 

按照ARING 429 总线规定，每个字格式（二进制或二-十进制）由32位组成：1-8位是标号位

（LABEL），它标记出包括在这个传送字内的信息的类型，也就是传送的代码的意义是什么。如传

送的是VHF信息，则标号为八进制数030；若是DME数据，则标号为八进制数201等。 

其中9-10位是源终端识别（SDI），它指示信息的来源或信息的终端，例如一个控制盒的调

谐字要送至3个甚高频收发机，就需要标示出信息的终端，即把调谐字输送至那个甚高频接收机。

11-28或29位是数据组（Data Field），根据字的类型可确定为是11到28还是11到29。它所代表的

是所确定的特定数据，如标号为030，则11到29位为频率数据，使用的是BCD编码数据格式，即位

11到29。29到30或31位为符号状态矩阵位（SSM），根据字的类型号为29或30到31。它指出数据的

特性，如南或北，正或负等状态。在甚高频系统内使用30到31位（BCD编码），32位为奇偶校验位

（P），它用于检查发送的数据是否有效。检查方法是当由1位到31位所出现的高电平的位数（即1

的数）的总和为偶数时，则在第32位上为“1”。如果为奇数，则显示为“0”。在发送每组数据

后有四位零周期，它是隔离符号，以便于发送下一组数据。 

 ARINC429总线具有结构简单、性能稳定、抗干扰性强、高可靠性等优点。 

ARINC629总线是波音公司为民用机开发的一种新型总线数字式自主终端存取通信(digital 

autonomous terminal access communications, DATAC)，这种总线技术在ARINC429的基础上开发

出来的，其总线传输率为2Mb/s，线性拓扑结构，基本能满足现代航空电子系统高速数据的传输要

求。它采用了双向传输，传输时采用曼彻斯特码II型双相电平码，而且还进一步使用了电流型耦

合器。同时，它不再采用集中式控制，因而无需总线控制器，不存在由于总线控制器失效而造成

全系统瘫瘓的问题。比较而言，ARINC629总线具有自主控制、可双向传输、连接简单、“插入式”

兼容等特点，因而在飞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机上信号处理、航空电子系统、动力系统、

飞机构架系统及自动驾驶仪通信的基础。可以说，ARINC629总线的推出将使用数据总线技术的发

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CAN (控制器局域网)总线是当前总线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总线，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

和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CAN总线是德国Bosch公司开发的一种串行数据通信协议，它是一种

多主总线。其通信介质可以是双绞线、同轴电缆或光导纤维，通信速率可达1Mbit/ s。CAN总线通

信接口集中了CAN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功能，可完成对通信数据的成帧处理，包括位填充、

数据块编码、循环冗余校验、优先级判别等工作。航空航天领域使用的总线系统要求具有很高的

实时性、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等，CAN总线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限制了它在这一领域的应用：①不

可预测性。CAN 总线采取多主竞发的形式，当遇到总线多个节点要求发送时，此时只有发送具有

高优先权帧的节点变为总线主站。在极端情况下，具有较低优先权的报文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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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无法抢占发送权，报文延迟时间不可预知。②信道出错堵塞。在节点有可能受干扰或其他原

因暂时或永久失效时，出错的主机会命令CAN收发器不断发送报文。该信息的格式等均合法，因此

CAN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处理这种情况。根据CAN的优先权机制，比它优先权低的信息就被暂时或永

久堵塞。③系统冗余支持。CAN 是单条总线，而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中，为满足苛刻的可靠性

要求多采用双冗余甚至多冗余总线的方式。CAN 本身并不包括像数据描述、站地址、连接导向协

议等项目，它只规范了ISO/0SI7层标准模型中的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因此必须通过开发CAN的较

高层协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IEEE1394总线，IEEE1394是由IEEE制定的一种高性能串行总线标准，又名火线(FireWire)。

IEE1394协议分为1394a、 1394b 等，其中1394b 可支持高达3.2Gbps 传输速率，并支持光纤传输。

IEE1394 作为商用总线，近年来发展迅速，不仅在工业和测控领域被广泛应用，而且已经逐步深

入到航空航天及军事应用领域。基于1394b的光纤总线系统具有计算能力强、吞吐量大、可靠性高、

易于扩展、维护方便、支持点对点通信、广播通信及支持热插拔等优点，为多模态传感系统、在

线实时检测和视频图像传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航空电子全双工交换以太网(AFDX: Avionics Ful1-Duplex Switched Ethernet ) 是基于标

准(IEEE802.3以太网技术和ARINC664 Part7)定义的电子协议规范，主要用于实现航空子系统之

间进行的数据交换。AFDX是通过航空电子委员会审议的新一代机载以太网标准，AFDX 允许连接

到其他标准总线如ARINC429和MIL-STD-1553B等。AFDX 是大型运输机和民用机载电子系统综合化

互联的解决方案。AFDX的传输速率可达100Mbps，甚至更高，传输介质为铜制电缆或光纤。AFDX

中没有总线控制器，不存在1553B中集中控制的问题。同时, AFDX采用接入交换式拓扑结构，使它

的覆盖范围和可支持的节点数目远远超过了1553B总线。 

光纤通道(Fiber Channel ，简称FC)是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ANSI) 的X3T11小组于1988年开

始制定的高速串行传输协议，将计算机通道技术和网络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全新概念的通信

机制。FC采用通道技术控制信号传输，在共享介质时采用基于仲裁或交换的信道共享冲突解决机

制和基于信用( Credit)的流量控制策略，信道的传输效率较高，适用于网络负载较重的应用系统

中。光纤通道的高带宽、低延迟、低误码率、灵活的拓扑结构和服务类型，支持多种上层协议和

底层传输介质以及具有流量控制功能，使得它能够很好地满足未来航空电子系统互连的要求。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数据总线具有通信速率快、可靠性好、抗干扰性好、兼容性高及可扩展

等优势。今后在飞机的设计及制造中，数据总线会越发显得重要。 

2.机载局域网 

1）机载局域网简介 

 现在 新式飞机普遍使用机载局域网络来进行飞机内部的数据交换。使用机载局域网是为了

减少飞机上的导线，以便减轻飞机重量。传统飞机上的数据传输，不论使用数字信号、模拟信号、

还是离散信号，都是点对点的传输方式，即两个组件要进行数据交换，则必须在两个组件之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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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连线，如果多个组件之间都有数据交换需求，则两两之间都要建立传输线路。随着新式飞机数

据交换需求越来越多，导线成了飞机重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减轻飞机重量，降低飞行成本，新式飞机就采用了机上局域网络的技术，建立机上局域

网络以后，各个飞机设备只需要把数据传输到局域网，所有需要该数据的设备都可以从飞机局域

网获得数据。因此所有设备只需要连接到飞机局域网即可，而不需要两两互连，这样就有效的减

少了飞机导线重量，并且还可以提高飞机内部数据的传输速率，因为局域网线较传统的数字信号

线拥有更高的带宽和传输速率。 

机载局域网一般包括两种设备，一种是类似于普通局域网中网络交换机的设备，负责数据在

局域网内的路由和传输。另一种是将飞机设备与网络连接的数据转换设备相连接，因为飞机上并

不是所有组件都有网线传输能力，具有该能力的组件可以直接连接到交换机，而不具备该能力的

组件就要通过数据转换设备连接到局域网。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和容错性，现代飞机一般都有两套独立的局域网，每一套都可以传

输所有飞机数据，这样就保证了即使一套网络失效，飞机设备依然可以有效传输数据。 

因为现代飞机的局域网设计各不相同，其中常见到的一种机载局域网是被称为电子全双工电

门以太网的局域网，简称AFDX网络。AFDX网络使用一种叫做AFDX电门的设备，作为网络的数据交

换机，并使用特殊的扭绞四芯电缆作为网线，也叫作AFDX电缆或AFDX网线。 

AFDX网络有A、B两套独立网络，所有飞机组件都会连接到两套网络，一套失效不会导致数据

丢失。 

 

图18-20机载局域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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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FDX网络组成 

AFDX的A、B两套网络各有7个AFDX电门，用于数据的路由和传输，飞机上的各个网络用户至

少在A、B网络各连接一部电门，有些重要设备还会在两套网络各连接两部电门，这样可以 大程

度保证不会因为个别电门失效，导致重要数据无法传输。 

因为有些飞机上组件，没有AFDX网线接口，所以AFDX网络设计有两种组件将这些设备的数据

转化为AFDX数据格式，并通过AFDX网线连接到AFDX电门。 

第一种组件叫做核心处理输入输出模块，简称CPIOM。CPIOM内部有一个核心处理模块和一个

输入输出模块，核心处理模块内可以安装不同的APP替代部分传统计算机，执行某些系统的处理功

能；输入输出模块用于AFDX网络数据格式和其他数据格式之间的转换。 

第二种组件叫做通用远程数据集中器，简称CRDC。CRDC只有一个输入输出模块，用于将没有

AFDX能力的飞机组件连接到AFDX网络。 

所以飞机上组件连接AFDX网络有三种方式： 

（1）拥有AFDX网线接口的组件直接通过AFDX网线连接到AFDX网络； 

（2） 部分没有AFDX网线接口的组件，先使用传统数据线连接到CPIOM，再通过CPIOM连接到

AFDX网络； 

（3）其余没有AFDX网线接口的组件通过CRDC连接到AFDX网络。 

现代飞机设计中，某些飞机上总共安装有21个CPIOM和27个CRDC，同样为了保证系统容错性，

每个组件至少会通过两个COPIM或CRDC连接到AFDX网络。 

其它新式飞机可能使用不同的局域网标准和数据格式，但是设计思路大致相似。 

 

图18-21 AFDX网络组成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3册                                                     通信系统 

734 
 

3.光纤通信 

光纤通信（Fiber-optic communication）也称光纤通讯，是一种利用光学玻璃纤维俗称光

纤（optical fiber）来传输数据的有线通信系统。 

�
图18-22 光纤的概念 

光纤通信系统主要包含一个发射器，它将电讯号转换成光讯号，再通过光纤传输。 

光纤缆由核心（core）、包层（cladding）以及外层的保护涂层（protective coating）组

成。核心由折射率（refractive index）较高的纤壳通常用高品质的硅石玻璃（silica glass）

制成(也有使用塑胶作为材质的光纤)。又因为光纤的外层有经过紫外线固化后的亚克力（又叫有

机玻璃，源自英文acrylic，化学名称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涂层，可以如铜线电缆一样布置在飞

机上，不需要太多维护费用。 

数字光纤通信系统基本由光发射机、光纤和光接收机组成。 

发送端的电端机（无线电波的发送和接收器，由电发射机、电接收机组成)把信息（如语音）

进行模/数转换，用转换后的数字信号去调制光发射机中的光源器件LD（激光二极管），则LD就会

发出携带信息的光波。即当数字信号为“1”时，光源器件发送一个“传号”光脉冲；当数字信号

为“0”时，光源器件发送一个“空号”（不发光）。 

光纤经低衰耗光纤传输后到达接收端。在接收端，光接收机把数字信号从光波中检测出来

送给电端机，而电端机再进行数/模转换，恢复成原来的信息。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光纤通信的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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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8-23光纤的组成 

光纤可以细到头发丝那样程度，可以大大减轻飞机的重量。光纤通信具有传输容量大，保密

性好，不产生火花等优点，在许多现代飞机上开始广泛使用。 

�

图18-24  飞机上光纤线缆 

 

18.2 空地语音通信系统 

 

18.2.1甚高频通信系统（VHF） 

 

1．甚高频通信系统简介 

 VHF通信系统用于短距离话音通信和数据交换，工作频率在118-136.975MHz之间，频道之间

的间隔为25KHz，一共760个频道。随着飞机数量不断增加，空域越来越繁忙，现有频道资源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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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因此现代飞机将频率间隔调整为8.33KHz，大约有2000个频道可供使用。需要注意的是

121.5MHz这个频率是国际规定的紧急频率，正常通信不可占用此频率。当ELT触发时，会通过这

个频率发射应急求救信号。 

图18-25甚高频通信系统 

2．系统部件 

当代飞机一般有三套独立的VHF系统，而商业运行 低要求必须有2套系统。VHF1用于机长侧

的语音通信，VHF2用于副驾侧的语音通信，VHF3一般用于ACARS系统的数据通信。但是VHF1或2故

障后，可以使用VHF3的语音通信功能。甚高频系统包含收发机和天线，收发机安装在电子舱内，

一般VHF1天线安装于机身顶部，VHF2和VHF3天线安装在机身下部。   

图18-26 甚高频通信系统部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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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甚高频通信工作流程 

一般飞机通过RCP（频率控制面板）调节VHF工作频率，ACP选择发射和接收通道及调整音量。

收发机既可以发射信息，也可以接收信息。正常使用时，先通过RCP调整到所需频率，在ACP上选

择VHF发射和接收通道。准备发话前需确认频道无通信，防止干扰同频段其他飞机的正常通信。通

过按压ACP面板上RT开关或侧杆上PPT电门进行语音发话，同时可以在耳机中听到自己的说话声音，

这就表示发射正常。如果耳机中没有声音，表示信号没有发送出去，可能是VHF故障导致。 

 

图18-27 甚高频系统 

4．无线电控制面板（RCP） 

波音飞机控制通信频率的组件被称为无线电控制面板RCP，通过面板可以调谐任一VHF和HF的

工作频率，选择相应系统后则对应的灯光会被点亮。正常情况下，机长控制VHF1和HF1，副驾驶控

制VHF2和HF2,观察员控制VHF3。RCP有两个频率显示窗，左边的频率显示窗显示当前使用的频率，

右边频率显示窗显示备份频率。通过显示窗中间的按键将备份频率切换到当前频率成为现在工作

频率，反之亦然。当选择VHF3的时候，若频率显示窗显示ACARS或DATA，表示VHF3正工作在数据模

式，ACARS频率不需要人工调节，若频率显示窗显示频率数值，则工作于语音模式。 

飞机上一般安装三部RCP，在任意RCP上调谐某个通信系统频率时，该频率会发送给其余RCP，

使三部RCP上该系统的当前使用频率保持一致。 

空客飞机控制通信频率的组件被称为无线电管理面板RMP，功能与RCP基本相同，不过当FMGC

调谐导航系统频率不可用时，在RMP上可以人工选择导航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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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8 无线电控制面板 

5．VHF通信举例 

首先在RCP上选择对应的VHF或HF系统，再调节频率调整旋钮。当备份显示窗上显示想要的频

率时，按压中间的切换按键，将所需频率切换到当前频率显示窗。在ACP上选择要使用的发射和接

收通道，准备说话前先听一下当前频率有没有人正在通信，防止干扰别人正在进行的通信。如果

没有，按压ACP上的RT电门或侧杆上的PPT即可进行发话。 

 

图18-29 VHF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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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高频通信系统（HF）工作及系统组成 

 

1．高频通信系统简介 

高频通信系统用于长距离通信，广泛安装在远程飞机上。 

地球周围高空被电离层包围，电离层可以反射高频电磁波，从而达到远距离传播的功能。但

是电离层容易受到太阳活动所发出的射线干扰，从而影响高频传输效果。随着科技发展，现在卫

星通信基本取代了高频通信。因为卫星通信距离远，通信效果好，并且不受自然灾害和天气影响。 

 

图18-30 高频通信 

2.高频系统部件 

通常情况下远程飞机会安装两部独立的高频通信系统。 

高频系统收发机位于电子舱，天线位于垂直安定面前缘内，耦合器安装在天线附近。在一些

早期的飞机上，还安装第三部高频系统，天线安装在大翼翼尖处，外形类似普通的直线型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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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1 高频系统部件位置 

3．高频工作简述 

高频收发机类似VHF系统的收发机，内部包括发射功能和接收功能，输出功率为200W-400W之

间。 

高频系统的工作方式和VHF一样，在相应的频率调节面板上，在2-29.999MHZ频率范围内，以

1KHZ或0.1KHZ的频率间隔进行频率的调节。 

通过按压调节面板上的AM按钮，可以切换HF的不同工作模式。 

第一次按压为调幅模式，再次按压就转换为单边带工作模式，所谓单边带就是利用普通调幅

波中的一条频率带来完成频率的调制。RMP上的灵敏度调节旋钮可以调整接收信号的灵敏度，某些

RMP上还有SQL旋钮，用来实现杂音的抑制。早期飞机HF频率调节面板是独立的，现代飞机上多数

调节功能与其他通信系统的频率调节功能集成在同一个面板上。 

高频天线发射信号前必须经过耦合器进行调谐。 

当调节一个新的频率后，短暂按压一次PPT电门后系统开始调谐，在调谐期间可以听到连续

的1KHZ的音频。早期飞机的调谐时间一般是10秒左右，现代飞机的调谐时间有所缩短。当天线耦

合器调谐完成后，1KHz调谐音结束。这时按下PPT电门便可正常进行通信，同时可以通过侧音来监

听高频通信系统是否正常完成信号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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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2 高频系统工作简图 

4．建立高频通信具体步骤 

1）在ACP上按压HF1的发射和接收按钮并调整好音量； 

2）在频率调节面板上按压HF1和AM； 

3）调节频率旋钮直到备份频率显示屏上显示所需频率； 

4）按压频率转换按钮，将所选的备份频率转换到当前在用频率的显示屏上； 

5）检查当前在用频率的通信是否繁忙，假设当前频率没有通信，按压PPT电门开始调谐耦合

器； 

6）调谐音结束后即可开始与所选频率进行通信。 

 

图18-33 高频系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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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 选择呼叫系统工作及系统组成 

 

1.选择呼叫系统介绍 

选择呼叫系统（SELCAL）向飞行员提供来自航空公司或者空管塔台地面站的呼叫信号。驾驶

员不必持续监听通信频道。每架飞机有不同的四字母代码用于选择呼叫，每个字母对应不同的单

音频信号，地面台站发出对应的音频呼叫飞机。当飞机收到对应本机SELCAL代码时，驾驶舱内会

出现灯光以及音响警告以提醒机组。 

 

图18-34选呼系统介绍 

2.系统部件介绍 

选择呼叫系统有下列部件： 

1）选择呼叫译码器 

HF和VHF收发机接收来自地面站的SELCAL音频信号，收发机将收到的音频送往SELCAL译码器。

如果这些音频信号与来自程序开关组件的代码相同，译码器则向选呼控制面板送出信号来点亮提

示灯，译码器也送出接地信号来吸合选择呼叫音响警告继电器。 

2）选择呼叫控制面板 

当选择呼叫译码器接收到呼叫信号时，向SELCAL控制面板送出地信号，该地信号点亮接收到

呼叫的收发机所对应的提示灯，按压提示灯开关可以复位译码器通道。部分飞机取消独立面板，

该功能集成到ACP中。 

3）选择呼叫程序开关组件 

SELCAL程序开关组件存储飞机的SELCAL代码。当飞机通电时，程序开关组件向SELCAL译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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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机SELCAL代码。 

4）选择呼叫音响警告继电器 

SELCAL译码器送出接地信号吸合音响警告继电器，吸合的继电器输出28伏直流电经REU给音响

警告组件。音响警告组件会产生高/低谐音，用于音响提示。 

 

图18-35 选呼系统部件 

 

18.3 数据通信 

 

18.3.1 飞机通信寻址和报告系统 

 

1.ACARS简介 

飞机通信寻址和报告系统(ACARS)是数据通信系统，可以实现飞机与航空公司操作中心AOC或

空管站之间的数据传输。ACARS根据飞机位置和航空公司选择的数据网络，使用VHF3、HF或者卫星

通信系统与地面传输信息。ACARS系统将数据发送给ACARS地面站，然后转发给航空公司AOC或者空

管站，这个方向的数据传输叫做下行数据链。反之，从地面传给飞机发的信息就叫上行数据链。 

ACARS在飞行过程中既可以自动发送和接收报告，也可以人工发送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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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动报告 

自动报告发送是根据飞机飞行进程来自动工作的，在不同飞行阶段可以自动发送多种报告，

具体如下： 

OUT报告：飞机所有舱门关闭并推出时发送推出报告； 

OFF报告：飞机离开地面，空地电门置空时发送起飞报告； 

ON报告：飞机着陆，空地电门置地时发送降落报告； 

IN报告：飞机停好，任意一个舱门被打开时发送到达报告。 

预计到达时间(ETA)在前120min、20min和7min自动发送预达报告。 

在每次飞行过程中，只要飞机状态监控系统ACMS监控到发动机有问题都会自动发送发动机报

告，例如EGT超限等等。 

 

图18-36 ACARS自动报告 

3.人工报告 

在飞机起飞前，地面会通过ACARS给飞行员发送执行航班的舱单报告，这是通过上行数据链

发送的。如果地面站希望通过语音通信与机组人员联系，则向飞机发送呼叫请求。这可以用来代

替旧的选呼系统。 

机组也可以通过下行数据链发送信息请求，例如机场通报、天气报文、机组或乘客人员信息

等等。航空公司也可以通过ACARS上行数据链发送通知，例如中转旅客登机口信息、机组下一班执

飞航班信息等等。中央维护计算机系统(CMCS)也可以将测试结果或维护报告通过ACARS系统发送到

航空公司维修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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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管站也可以通过ACARS向飞机发送指令，比如保持速度、调整航向等信息等。 

飞机与航空公司AOC站之间的数据传输称为AOC功能，与空管站之间的数据传输称为ATC功能。 

 

图18-37 ACARS人工报告 

4.ACARS操作 

ACARS计算机也叫做ACARS管理组件 (ACARS MU)，与VHF,HF,SATCOM进行交联。当ACARS系统

使用VHF3进行工作时，可以在RMP面板的工作频率窗口看见DATA或ACARS显示，因为ACARS会自动选

择所需频率，所以工作于数据模式时频率显示窗口不显示实际工作频率。 

如果飞机所处空域没有VHF地面站，ACARS将根据FMC或IRS提供的位置信息使用SATCOM或HF进

行数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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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8 ACARS操作一 

ACARS从中央维护计算机和飞机状态监测系统获取维修相关数据，从几个离散信号(例如空地

电门)获取飞机状态信息，并可以通过数据装载机进行软件升级。ACARS系统使用MCDU进行控制，

也可以通过打印机打印相关报告。在飞行过程中，可以查阅上行报告，也可以发送下行报告，还

可以向地面发送请求以获得更多帮助，这些都可以在MCDU的ACARS主菜单里进行选择。 

 

图18-39 ACARS操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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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CARS菜单的杂项页面中，可以查看世界不同地区的ACARS频率信息。所谓OOOI指的是：推

出登机门——Out of the gate；离地——Off the ground；着陆——On the ground；停靠登机

门——Into the Gate，工业上简称OOOI。 

这些OOOI是由ACARS管理单元通过飞机上各种传感器（例如舱门、停留刹车和起落架上的开

关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来确认的。 

OOOI状态选项提供有关OUT、OFF、ON和IN下行链接的信息，并允许检查和编辑状态。VHF和

SATCOM统计选项显示接收和发送报告的次数，参数页面提供对编码信息的访问。 

在每一飞行阶段的开始时刻，ACARS将一个数字报文发送到地面，其中包括飞行阶段名称、

发生时刻，以及其他诸如燃油量或始发地和目的地。 

 

图18-40 ACARS杂项页 

在ACARS维护页面，部件号选项可以查询ACARS系统的部件件号。状态选项可以查看ACARS系

统的系统状态，测试选项可以进行ACARS系统的各种测试，通信选项可以查看VHF、HF和卫星通信

的链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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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1 ACARS维护页     

      

18.3.2 卫星通信系统（SATCOM），VDL数据链通信 

 

卫星通信系统（SATCOM）是指利用空间的人造卫星作为中转站转发无线电信号，以实现

两个或者多个地球站的通信。SATCOM功能是通过卫星发出无线电信号接收和处理数据，它可

以为飞机寻址报告系统（ACARS）提供全球范围的数据传输，也可以为驾驶舱提供语音通信和

数据信息，还可以为旅客提供卫星通信服务。使用卫星通信系统和日常打电话类似，可以与

其它通信系统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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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2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SATCOM）有电子子系统和天线子系统两部分组成。电子子系统主要由卫星数据组

件（SDU）、无线电频率组件（RFU）、高功率放大器（HPA）组成，它们的作用是将话音/数据信

号和L波段无线电信号互相转换；天线子系统主要由低噪声放大器和双工器（LNA/DIP）、波束控

制组件（BSU）和天线组成，它们的作用是发射和接收无线电信号。卫星通信天线安装在机身上部，

它是高增益同时双向操作天线，即卫星信号同时进行发射和接收。 

目前可以应用于民航卫星通讯的系统包括：海事卫星系统、铱星系统，以及基于VSAT （甚

小口径天线）技术的Ku 和Ka 卫星通信系统等。国际民航组织建议的卫星通信系统包括铱星和海

事卫星，我国航空公司实施国际航线和高原机场运行的飞机大部分上安装的是传统海事卫星Aero 

H+系统，国产ARJ21和C919、以及国内非高原航线运输飞机大多选装了依星卫星系统。依星卫星系

统由66颗低轨道卫星组成；海事卫星inmarsat 二代、三代、四代系统空间段分别由4颗、5颗、3

颗轨道高度大约36000KM卫星组成。卫星运行速度和地球转动相对静止，也称同步卫星，可以覆盖

北纬75°-南纬75°之间的通信服务。全球有超过255个地面站对卫星进行必要的监控和数据传输。 

电子子系统中卫星数据组件（SDU）是卫星通信系统的核心，它来完成数据的处理和飞机地

面站数据的调制和解调；它存储所有卫星的位置和频率，根据飞机实时位置自动选择就近的卫星

连接；它还管理卫星端无线电信号的链接协议。它可以在多功能控制和显示组件（MCDU）的SATCOM

菜单中选择不同的功能或与维护有关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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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43 卫星通信系统组成 

卫星通信的发射过程：SDU将通信数据发送到RFU，RFU产生1.6G的载波频率与通信数据进行

调制，射频信号经过高功率放大器和低噪声放大器放大后发送至BSU和天线， 后传送给卫星。 

卫星通信的接收过程：接收到的信号从天线传到将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分开的双工器，天线

将接收到的信号送到双工器分解出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然后通过RFU传给SDU，在SDU中解调后分

发给相关系统。 

安全提示：卫星通信系统工作时天线辐射功率很强，所以当卫星通信工作时，天线附近不能

有人和金属部件，维护时请严格按照维修手册执行。  

 

18.3.3 数据通信管理系统 

 

数据链是地空数据通信系统的通称，该系统用于在机载设备和地空数据通信网络之间建立飞

机与地面计算机系统之间的连接，实现地面系统与飞机之间的双向数据通信。民用飞机可用的地

空数据通信方式有甚高频(VHF)通信、卫星通信、高频(HF)通信和S模式数据链(用于广播式自动相

关监视ADS- B)。数据链技术在民用飞机通信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相对于传统语音通信，

数据链能消除不清晰的话音和噪音，消除语音通信中方言引起的理解问题，减少了传输时间，能

够自动选择并登陆到合适的空中交通管制网络，按照标准化的清晰报文进行信息交流，包含比语

音通信更多的信息，提供完整、准确的数据可经由地面网络实时传送给相关部门，其技术优势使

数据链技术成为未来新航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手段。 

数据通信管理系统支持与数据链相关的各种应用，包括空中交通服务(ATS)、航空操作通信

(Air Operational Communications, AOC)和航空管理通信( Airline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s, AAC)。其中ATS通信由空中交通控制( Air Traffic Control, ATC)和飞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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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Fight Information Services, FIS)组成ATC通信又包括自动相关监视( 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 ADS)、管制员—飞行员数据链通信( Controller Pilot Data Link 

Communications, CPDLC)、关联管理(Context Management, CM)或空中交通服务设施通告(ATS 

Facilities Notification, AFN)。CM和AFN完成相似的功能, AFN应用于面向字符的飞机通信寻址

报告系统(ACARS)网络，CM应用于航空电信网(ATN)网络。 

通信管理功能可以通过独立的计算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集成在综合模块化航空电子(IMA)

的通用处理模块中的软件来实现，通过独立计算机实现时，控制设备通常称为通信管理组件(CMU)；

当通过软件来实现时，通信管理通过集成在IMA机箱中通用处理模块上的通信管理功能(CMF)软件

或其它设备中的通信管理功能(CMF)软件来实现。 

 

图18-44  数据通信管理系统典型架构 

通信管理的功能主要包括: 

（1）支持ATS、AOC、AAC等多种应用； 

  （2）支持多种数据链子网络的运行，包括高频(HF)数据链子网络、甚高频(VHF)数据链子网

络和卫星(SATCOM)数据链子网络； 

（3）作为终端系统产生和处理数据链路消息； 

（4）接收来自其他系统的各种应用消息，由CMU或CMF根据采用的不同协议(ACARS或ATN) 进

行处理后，通过数据链子网(VHF、HFSATCOM)发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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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收来自数据子网(HF、VHF、SATCOM)的ACARS和ATN消息，通过CMU或CMF进行处理后, 将

解析后的应用消息送往其它系统； 

（6）提供与飞机其它系统的接口，并与这些系统如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MCDU)、中央警告系

统、打印机、数据记录器和飞行管理计算机等进行综合，为机组实现安全飞行各种操作提供必要

的数据。 

数据链通信管理主要管理接入到飞机的不同数据链路网络，并支持与数据链路相关的各种不

同应用，包括航空公司的服务和空中交通服务。不同公司的通信管理功能的实现可采用不同的方

式，主要包括接口处理、消息处理、数据链协议处理、数据库、与飞机其它系统的平台功能处理

等。 

随着通信系统技术的发展，数据链技术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据链是空中交通管理高度

自动化的前提，也是保证空中交通安全有序的同时减轻驾驶员和管制员工作负担的有效手段。通

信管理是数据链处理的核心。它和飞机其他系统进行交联，支持飞机上的各种数据链应用，实现

数据链通信的网络管理、数据处理、信息处理等功能，在民用飞机航电系统及通信系统中变得越

来越重要。 

 

18.4 内话系统 

 

18.4.1音频管理组件；内话和广播系统工作原理及系统组成 

 

1.音频管理组件 

音频管理系统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个计算机音频管理组件（REU），管理所有音频信号

的传输；3个音频控制面板（ACP）,控制发射和接收以及音量的调节；管理驾驶舱供机组人员使用

的音响设备，如吊杆耳机BOOMSETS，头戴耳机HEADSETS，麦克风等；管理驾驶舱2个扬声器的音量

的控制。 

音频管理系统为机组人员提供以下功能：无线电通信（VHF，HF，SATCOM）、驾驶舱机组人员

之间的通信、以及包括机组呼叫系统的功能。 

2.飞行内话 

飞行内话系统供驾驶舱机组成员之间进行通信，和客舱、地勤等人员联络，并将话音信号送

到话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其主要功用为： 

 机长、副驾驶和观察员之间的内部通话； 

 机长、副驾驶对无线电通信发射机的选择、发射控制和音频输入； 

 机组成员对导航接收机音频信号的选择收听以及音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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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组成员与地勤人员之间的联络通话。 

平时我们在推/拖飞机时，就是使用飞行内话系统为机组人员员和维修人员提供通信。当维

修人员需要联系驾驶舱，通过按压位于外接电源面板上耳机插孔附近的呼叫按钮，此时驾驶舱的

音频控制面板上飞行（FLT）发射按钮灯上提醒灯闪亮，并伴有谐音以提醒驾驶舱地面正在呼叫。

飞行员按压FLT电门或将RT/IC电门放在I/C内话位，可以和维护人员进行语音交流；地面维护人员

通过飞机的外接电源面板上有一个飞行内话插孔，插入耳机进行和驾驶舱机组人员通信。 

图

18-45 飞行内话系统 

 3.旅客广播系统 

旅客广播（PA）系统为旅客提供相关的提醒信息，例如来自驾驶舱的安全提醒、来自客舱乘

务员的安全提醒、来自机载放音机的预录通知、登机音乐，娱乐系统等提醒和播放信息。为防止

同时进行客舱广播造成声音混淆，PA系统的音频输入设置了优先权，每次只能有一个音频信号被

处理。PA系统的控制计算机设计了优先逻辑对不同信号进行等级排序， 高优先级为驾驶舱机组

人员的PA，第二优先级是客舱前部乘务员的PA，第三优先级预录应急广播，第四优先级是机上的

娱乐系统音频（包括登机音乐）等。 

PA系统的计算机在波音飞机上是一个单独的组件：PA放大器；在空客飞机上属于客舱内部数

据通信系统（CIDS）的一部分。PA系统发生的谐音提示不通过优先逻辑控制，可以和其他通知一

起给出。当旅客按压呼唤铃的时候，乘务员会听到一声高谐音，当机组和乘务员互相呼叫时会响

起高低谐音，当禁止吸烟或系好安全带提示时会响起一声低谐音。 

旅客广播在如下两种情况下会自动增加音量：当任意一台发动机启动时，客舱扬声器会自动

增加一定音量；当客舱失压造成氧气面罩释放时，客舱扬声器也会自动增加一定的音量。对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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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或者空客飞机都遵循这个逻辑，两种机型只是增加音量的分贝数不一样。 

当驾驶舱机组人员要对客舱进行广播时，需要按压ACP面板上的PA按钮，某些构型的需按压

并保持住才能进行广播。配备手持电话的飞机可以使用电话直接进行客舱广播，旁通ACP的选择。

客舱广播时驾驶舱的机组人员可以听到广播，并且确认语音正确发送到客舱。 

当客舱乘务人员要对客舱进行广播时,需要使用客舱内的手持电话，按压手持电话上的PA功

能按钮，进行旅客广播。如果客舱扬声器正在进行娱乐系统的功能，由于优先逻辑的原因，旅客

娱乐系统将会暂停，客舱扬声器将会听到乘务员的旅客广播。 

 

图18-46 旅客广播系统 

18.4.2 客舱内话系统 

 

客舱内话系统用于客舱乘务员、驾驶舱机组人员和飞机各勤务内话点之间的内部通信。机组

人员在驾驶舱音频控制面板（ACP）上选择“客舱/勤务”内话功能，即可利用吊杆耳机或者手提

话筒和客舱或者地面勤务点通话。客舱乘务员在各个站位处的手持电话上选择相关的功能或者数

字按键，就可以建立和驾驶舱机组或者其他站位处的乘务员进行通话。 

当乘务员呼叫驾驶舱的时候，驾驶舱内的乘务员呼叫灯点亮，并伴随谐音提醒。机组按压音

频控制面板（ACP）上“客舱/勤务”按钮即可和乘务员进行通话，灯光提醒会自动熄灭。 

 

18.4.3 勤务内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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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内外前后都有勤务内话插孔用于维修人员之间联络，我们称为勤务内话。勤务内话是客

舱内话的一部分，使用前需要在ACP上按压勤务内话按钮，由于勤务内话插孔位置容易受到外部环

境腐蚀，如果无法进行通信，需仔细检查故障原因。驾驶舱头顶面板上的勤务内话开关（SEVICE 

INTERPHONE SW）置于ON时，则可在飞机各勤务内话点处进入勤务内话系统。当头顶板上的勤务内

话开关位于“OFF”位时，机上各勤务内话插孔只能收听勤务内话系统的音频。此开关在空中应置

于断开（OFF）位，以抑制飞机外部的杂音通过勤务内话的耳机插孔进入到驾驶舱，干扰驾驶舱正

常的通信系统。在地面时置于接通（ON）位，可保证在地面维护工作中与各维修点间的联络。 

 

图18-47 客舱内话系统 

 

18.5 话音记录系统及应急定位发射机（ELT） 

 

18.5.1 驾驶舱话音记录系统（CVR）工作原理、工作模式 

 

1.CVR概述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CVR）用于自动记录驾驶舱内的话音，包括机组人员与地面的通信话音、

机内通话和驾驶舱内的谈话。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持续记录全部驾驶舱人员的通信声音和驾驶舱环

境声音，这对于飞机出事后的调查至关重要。目前用于记录的载体有两种，一种是循环记录的磁

带，可以记录 后30分钟的声音信息，新的录音自动覆盖之前的录音；另外一种是数字式固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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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器，可以记录 后120分钟声音信息，新的录音自动覆盖之前的录音。现在民航客机主要安装后

一种，话音记录器与之前介绍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均称为“黑匣子”。 

2.话音记录系统的部件 

1）话音记录器通常安装在飞机尾部，它的前部安装一个水下定位信标（ULB），水下定位信

标单独安装电池供电，需要定期更换（水下定位信标的工作原理与飞行数据记录器FDR部分介绍的

ULB完全相同，详细内容请见FDR）。 

2）控制面板安装在驾驶舱头顶版上，用于对话音记录器系统组件进行控制和监测，探测驾

驶舱声音和谈话，并控制CVR抹音的功能。 

3）驾驶舱区域麦克风安装在控制面板上或单独安装在驾驶舱，它来记录驾驶舱。 

4） CVR控制开关，用于测试时在地面给CVR供电。  

 

图18-48 话音记录系统部件 

3.CVR工作模式 

记录模式：CVR记录4个音频通道信息，其中3个分别是机长、副驾驶和观察员的麦克风音频

信息，第4个音频通道记录的是驾驶舱区域麦克风接收的音频信息。 

抹音模式：为保护机组人员隐私，可以抹除录音信息。CVR抹除功能的条件是：飞机在地面

且设置停留刹车，按压控制面板上的抹除电门超过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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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VR供电工作原理和测试 

CVR的供电逻辑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飞机开始通电，CVR自动开始工作，飞机断电，CVR

停止记录；第二种是当任意一台发动机工作或飞机空地信号给出飞机在空中状态时，CVR自动工作，

当飞机着陆后发动机关车5分钟后CVR停止工作。 

CVR的测试通过按压控制面板上测试电门来检查CVR系统是否工作正常。针对不同供电逻辑的

飞机，测试的初始条件不同。第一种供电逻辑直接按压测试电门可以进行测试；第二种供电逻辑

在测试之前需要接通控制面板或者单独面板上的CVR供电开关，才可以进行测试。 

按压测试电门后开始测试，此时记录器会在四个通道上记录一个测试信号，仪表指针会偏转

到绿色区域或绿色灯闪亮，插上监听耳机可以监听测试音频。现代飞机也可以在多功能控制显示

组件（MCDU）里进行测试，具体测试步骤请参阅相关机型维修手册。 

 

图18-49 话音记录系统工作简图 

18.5.2 应急定位发射机工作原理 

 

应急定位发射机的英文全称为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ELT)，它安装到飞机上的作

用是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意外迫降到水中或机场以外的地方等），ELT发射机向卫星、其他飞机和

空中交通管制台发送无线电求救信号和飞机位置信息，帮助救援人员查找到需要救援的飞机。 

飞机上安装2种类型的ELT： 

1.机载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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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固定式ELT安装在机身后部上端,它连接到机载的专用发射天线。它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

式激活： 

1）自动方式：ELT内部探测到飞机在纵轴上出现至少5G的加速度（如大的碰撞等）； 

2）人工方式：机组人员通过驾驶舱ELT控制面板上的发射电门。 

2.人工便携式 

人工便携式ELT安装在飞机客舱的固定区域，一般来说救生筏里也有配备，它本体有自己的天

线。人工便携式ELT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激活： 

1）自动方式：ELT浸入水中（如飞机水上迫降）可自动激活； 

2）人工方式：机组人员在应急情况下通过ELT本体上的专用电门来激活。 

ELT可以通过无线电频率121.5MHz或者243MHz发送连续的至少48小时（现代飞机至少72小时）

的求救信号，来协助救援人员找到飞机的位置。121.5MHz和243MHz发射范围大约为200海里，有助

于救援人员缩小搜索范围。机载固定式ELT还可以通过机载天线发射一个406MHz的应急数字信号，

这个信号发送到专用的救援卫星，卫星接收这些信号计算出飞机的位置把这些数据发送到地面站，

地面站使用这些数据来识别飞机位置区域，这个信号发送时间可以持续24个小时。 

除非紧急情况下，不要给ELT系统接通电源，因为一旦接通，地面台就会收到求救信息，搜

救工作就会立即展开。关于各个机型的ELT测试，需要严格按照机型飞机维修手册进行。 

 

图18-50 应急定位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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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典型飞机的通信系统维护介绍 

 

18.6.1.典型的飞机通信系统及部件识别： 

 

1.飞机高频通信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高频天线耦合器 

高频天线耦合器使收发机的50Ω输出阻抗与

天线阻抗在所设频率上匹配。这使电压驻波比减

少到低于1.3：1。 

② 高频天线 高频天线用于发射和接收射频信号。 

③ 高频收发机 
高频通信收发机用来发射和接收通信的射频

信号。 

④ 无线电通信面板 
无线电通信面板提供选择的频率信息和控制

信号用于调谐高频收发机。 

⑤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向遥控电子组件（REU）发送下

列信号： 

-高频无线电选择信号 

-接收音量控制信号 

-按压通话（PTT）信号。 

 

 

 

⑤音频控制面

板 

④无线电通信面板 

③高频收发机 ②高频天线 

①高频天线耦

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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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甚高频通信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甚高频天线 
甚高频天线在甚高频频率范围内发射和接

收射频信号。 

② 甚高频收发机 
甚高频收发机用于发射和接收通信的射频

信号。 

③ 甚高频控制面板 
甚高频控制面板选择无线电频率用于调谐

甚高频收发机。 

④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向遥控电子组件（REU）发送

这些信号： 

-甚高频无线电选择信号 

-接收音量控制信号 

-按压通话（PTT）信号。 

 

 

 

 

 

 

 

 

 

 

 

 

①甚高频天线 ②甚高频收发 ③甚高频控制面 ④音频控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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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机应急定位发射机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应急定位发射机天线 
应急定位发射机天线用于发射甚高频和超

高频无线电信号。 

② 应急定位发射机 
应急定位发射机感受到速度过度改变时发

射应急信号。 

③ 应急定位发射机面板 
应急定位发射机面板用于应急定位发射机

的监控和测试。 

 

 

 

 

 

 

 

 

 

 

 

 

 

 

①应急定位发射机天 ②应急定位发射 ③应急定位发射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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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管理组件 

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管理组件

控制与甚高频收发机之间的上行数据链

的接收和下行数据链的发射。 

② 打印机 
打印机打印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

统的报告和信息。 

③ 音频警告模块 音频警告模块产生提醒谐音。 

④ 控制显示组件 
控制显示组件控制飞机通信寻址与

报告系统的运行和信息显示。 

⑤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向机组发送需要机组

注意的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的信

息。 

 

 

 

 

 

 

 

①飞机通信寻址与

报告系统管理组件 

②打印机 ③音频警告模块 ④控制显示组件 

⑤音频控制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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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飞机选择呼叫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选择呼叫译码器 

选择呼叫译码器完成下列功能： 

-监视来自甚高频和高频通信收发机的

音频信号 

-识别与其代码相同的选择呼叫信号 

-当有呼叫进来时，给出驾驶舱内的视觉

和听觉指示。 

②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提供选择呼叫系统的

目视指示和复位操作。 

③ 音频警告模块 
音响警告模块在驾驶舱内产生高/

低提醒谐音。 

 

 

 

 

 

 

 

 

 

 

①选择呼叫译码器 ②音频控制面 ③音频警告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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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飞机旅客广播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磁带播放机 
磁带播放机为旅客广播系统播放机

上音乐和预先录制好的通知。 

② 手提电话听筒 
手提电话听筒向旅客广播系统提供

音频输入。 

③ 旅客广播系统放大器 

旅客广播系统放大器可设置优先权、

放大并向飞机扬声器和系统发送音频信

号。它还向乘务员和旅客发送谐音信号。

④ 旅客广播系统话筒连接头 
旅客广播系统话筒连接头可连接旅

客广播系统话筒。 

⑤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向旅客广播系统放提

供通道和音量控制操作。 

⑥ 旅客信号面板 
旅客信号面板向旅客广播系统放大

器提供谐音信号指令。 

⑦ 旅客氧气电门 
旅客氧气电门向旅客广播系统放大

器提供增益控制信号指令。 

⑧ 扬声器 扬声器向客舱和厕所播放音频。 

 

 

 

 

 

②手提电话听筒 ③旅客广播系统放

大器 

④旅客广播系统话

筒连接头

⑤音频控制面板

⑥旅客信号面板 

⑦旅客氧气电门 ①磁带播放机 
⑧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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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飞机勤务内话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手提电话听筒 
手提电话听筒用于乘务员之间，或与飞行

机组，勤务人员进行通话。 

② 内话插孔 内话插孔可连接手提电话听筒。 

③ 勤务内话开关 
勤务内话开关控制外部勤务内话插孔上

话筒的输入。 

④ 

⑤ 

⑥ 

⑦ 

⑧ 

勤务内话插孔 

勤务内话插孔可连接头戴式耳机话筒，当

勤务内话开关打开，他们可以在相互之间，或

与机组和乘务员间进行通话。 

 

 

 

 

 

 

 

 

 

 

 

 

①手持电话听筒 ②内话插孔 ③勤务内话开关④勤务内话插

孔 

⑤勤务内话插

孔 

⑦勤务内话插孔 ⑧勤务内话插孔

⑥勤务内话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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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飞机机组呼叫系统/客舱内话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手提电话听筒 
手提电话听筒提供乘务员间相互通话和发布

通告。 

② 乘务员呼叫灯 乘务员呼叫灯用来提醒乘务员被呼叫。 

③ 音频警告模块 
音频警告模块用于在驾驶舱产生来自乘务员

呼叫的提醒谐音。 

④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提供乘务员呼叫的目视指示和

复位操作。 

⑤ 旅客信号面板 
旅客信号面板上ATTEND开关可以呼叫乘务

员。 

 

 

 

 

 

 

 

 

 

 

 

⑤旅客信号面板 ④音频控制面③音频警告模②乘务员呼叫
①手提电话听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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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飞机地面机组呼叫系统部件识别： 

 

 

 

 

 

 

 

 

 

 

 

 

图18-5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外接电源面板 

外接电源面板上按压PILOT CALL电门

时，飞行员呼叫信号将被送到旅客信号面

板上的“CALL”灯和音频警告模块。 

② 地面机组呼叫喇叭 

按压驾驶舱内“GRD CALL”开关时，

地面机组呼叫喇叭会响，松开开关，声音

停止。 

③ 音频警告模块 
音频警告模块用于在驾驶舱产生地

面机组呼叫系统的提醒谐音。 

④ 音频控制面板 
音频控制面板提供地面机组呼叫系

统的目视指示和复位操作。 

⑤ 旅客信号面板 

旅客信号面板上按压“GRD CALL”开

关时，地面机组呼叫信号通过综合飞行系

统附件盒内的继电器然后送到地面机组

呼叫喇叭。 

 

 

 

 

 

 

 

 

 

③音频警告模块 ①外接电源面板 ②地面机组呼叫喇叭 ⑤旅客信号面

板 

④音频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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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飞机飞行内话系统部件识别： 

 

 

 

 

 

 

 

 

 

 

 

 

 

 

 

 

 

 

 

 

图18-6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吊架式话筒插孔 

耳机插孔 

吊架式话筒插孔和耳机插孔连接吊杆

耳机。 

② 手持话筒插孔 手持话筒插孔连接手持话筒。 

③ 氧气面罩 
氧气面罩向遥控电子组件（REU）发送

音频。 

④ 音频控制面板 

-选择发射通道和接听通道 

-调节接收到的音频音量 

-键控话筒。 

⑤ 驾驶盘话筒开关 
驾驶盘话筒开关向遥控电子组件（REU）

发送键控音频信号。 

⑥ 

观察员耳机插孔 

观察员面罩话筒插孔 

观察员手持话筒插孔 

向观察员提供来往遥控电子组件（REU）

的音频信号。 

⑦ 外接电源面板 
外接电源面板提供连接飞行内话系统

的耳机插孔。 

①插孔： 

-吊架式话

-耳机 

②插孔 

-手持话

③氧气面罩 ④音频控制面⑤驾驶盘话筒开
⑦外接电源面

⑥-观察员耳机插孔 

 -观察员面罩话筒插

 -观察员手持话筒插

⑨扬声

⑧遥控电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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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遥控电子组件 

-遥控电子组件（REU）从音频控制面板（ACP）

获得控制和PTT信号。 

-遥控电子组件（REU）向音频控制面板（ACP）

发送时钟信号以便控制数据的多路复用性。

-遥控电子组件（REU）把音频信号送给每个

站位的头戴式耳机、耳机和驾驶舱扬声器。

⑨ 扬声器 
扬声器播放来自遥控电子组件（REU）

的音频信号。 

 

 

11.飞机话音记录器系统部件识别： 

 

 

 

 

 

 

 

 

 

 

 

 

 

 

图  18-6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话音记录器组件 

 

话音记录器连续记录； 

-时间 

-飞行机组通信 

-驾驶舱声音。 

② 时钟 
机长时钟的时钟数据通过ARINC429数

据总线送到话音记录器中。 

③ 驾驶舱话音记录器面板 

-监听记录的音频 

-抹除记录的音频 

-测试话音记录器系统。 

 

 

③驾驶舱话音记录器面①话音记录器组 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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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典型飞机机载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飞机机载系统常见维护 

1）飞机CVR地面测试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工作 

 

 

 

 

 

 

 

 

 

 

 

 

 

 

 

 

 

〖2〗操作步骤 

 

 

 

 

 

 

 

 

 

 

 

 

 

 

①

图18-63 

-----------维修工作单卡----------- 

◆CVR地面测试操作步骤 

①按压话音记录器控制面板上的TEST

电门约一秒半。确保在耳

机,COM-1614内听到音频；确保

STATUS灯点亮。 

 

 

 

①

图18-63 

-----------维修工作单卡----------- 

◆CVR地面测试操作步骤 

①按压话音记录器控制面板上的TEST

电门约一秒半。确保在耳

机,COM-1614内听到音频；确保

STATUS灯点亮。 

 

-----------维修工作单卡----------- 

①CVR地面测试前要给飞机供电。 

②确保飞行内话系统可使用，并将音

频控制面板音量电门设定到关闭

位置。 

③将耳机,COM-1614连接到飞行员头

顶板（P5）的话音记录器控制面板。

④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②

图18-62 

①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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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飞机地面/驾驶舱内话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工作 

 

 

 

 

 

 

 

 

 

 

 

 

 

 

 

 

 

 

 

 

图18-64 

-----------维修工作单卡----------- 

◆ 将飞机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从话音记录器控制面板拆卸耳机 

COM-1614. 

②飞机进行断电. 

 

 

 

① 

② 

图18-65 

-----------维修工作单卡----------- 

①操作前要给飞机供电。 

②确保P5顶板上的SERVICE INTERPHONE 电门

处在OFF位置。 

③将所有音频控制面板上音频监听电门放OFF

位，接通FLT INT话筒选择电门，确保灯亮；

按压FLT INT话筒选择电门的音量控制，确保

灯亮；将SPKR音量控制电门按压到ON，确保灯

亮；将SPKR音量控制电门逆时针转到中间位置

或者合适的音量 

④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③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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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18-66 

-----------维修工作单卡----------- 

◆地面对驾驶舱使用内话的操作步骤 

①将耳机连接到外部电源面板上的 

FLIGHT INTERPHONE 插孔内。 

②按压并保持地勤人员话筒上的PTT电

门，对着地勤人员话筒说话。 

③确保能够在驾驶舱清楚地听到扬声器

的语音。 

④松开地勤人员话筒上的PTT电门。 

 

 

 

 

③ 

④

①

②

图18-67 

-----------维修工作单卡----------- 

◆驾驶舱对地面使用内话的操作步骤 

①按压并保持飞行员驾驶盘上的PTT电门

到INT位置。 

②对着飞行员头戴式话筒说话。 

③确保能够在地勤人员耳机上清楚地听到

语音。 

④松开飞行员驾驶盘上的 PTT 电门。 

 

 

 

 

①④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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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机地面/驾驶舱呼叫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工作 

 

 

 

 

 

 

 

 

 

 

 

 

 

 

 

 

 

-----------维修工作单卡----------- ①

图18-69 

①地面\驾驶舱呼叫操作前要给飞

机供电 

②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维修工作单卡----------- 
① 

图18-68 

◆ 将飞机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将所有的ACP电门恢复到常规状态，

将所有话筒选择器电门按压到关闭位；

将所有的话筒选择器音量控制电门按

压到关闭位置；将SPKR音量控制电门按

压到关闭位置。 

②飞机进行断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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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图18-70 

◆驾驶舱呼叫地面的操作步骤： 

①按压并保持驾驶舱内P5头顶板上

的GRD CALL按钮。 

②确保能够听到前起落架舱区域内

的地勤人员呼叫喇叭响。 

③然后松开GRD CALL按钮。 

 

 

 

 

-----------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驾驶舱呼叫地面的操作步骤： 

①按压并保持驾驶舱内P5头顶板上

的GRD CALL按钮。 

②确保能够听到前起落架舱区域内

的地勤人员呼叫喇叭响。 

③然后松开GRD CALL按钮。 

 

 

 

 

① ③② 

图18-70 

① ③② 

图18-71 

-----------维修工作单卡----------- 

◆地面呼叫驾驶舱的操作步骤： 

①按压并保持前起落架舱区域外部电

源面板（P19）上的PILOT CALL按

钮。 

②确保能够听到驾驶舱内的提醒谐音

响。 

③确保 P5 顶板上的 CALL 灯亮。 

④然后松开飞行员呼叫按钮。 

 

 

 

③ ② 

①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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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线电通信测试注意事项：  

① 在飞机加油或放油期间,不得操作HF系统。这会造成人员伤害和设备损坏。HF系统传输时,

确保人员离垂直尾翼至少6英尺。HF天线的射频能量会造成人员伤害。 

② 确保飞机不接近任何大的金属结构。当飞机停在地面上时, 由于地面设备和结构,HF/VHF

通迅会因飞机位置而减弱或者因RF信号的衰减而被阻断。如果传送和接收的语音信号品质不符合

要求,将飞机移到更佳位置。 

图18-72 

-----------维修工作单卡----------- 

◆ 将飞机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对飞机进行断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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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导航系统 

19.1 导航基本概念 

19.1.1 导航的定义，各种导航参数 

1.概述

导航是一门研究飞机导航方法和导航设备的学科。导航飞行就是遵循事先的安排，引

导飞机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控制过程。 

现代飞机安装和使用了多种无线电导航设备。无线电导航是飞机机载设备接收来自地

面导航台或者空中卫星的信号，来帮助机组确定飞机实时位置的导航系统。 

航路导航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自动定向仪系统ADF、甚高频全向信标测距仪VOR/DME、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三类导航系统。 

终端区导航使用仪表着陆系统ILS，帮助机组成员准确的降落在能见度低的机场跑

道上。ILS仪表着陆系统包含两组子系统：航向道LOC和下滑道G/S。 

2.坐标

因为飞机是相对地球表面运动的，所以，导航系统利用地理坐标系中的经度和纬度来

表示飞机的位置。 

任何通过地球地心的平面与地球表面相交的交线称为“大圆”。不通过地心的平面与

地球表面相交的交线称为小圆，小圆总是小于大圆。通过地球地心且垂直于地轴的平面与

地球表面相交的交线称为赤道。平面与赤道平面相平行的小圆称为纬圈。包含地球轴线的

平面与地球表面的交线称为经圈。 

图19-1 纬圈，赤道和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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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上纬圈的纬度表示纬圈与地心的连线和赤道平面的夹角大小。也用来表示地

球的南北，在赤道上，纬度为0
0
。赤道以北（0

0
-90

0
）为北纬，北极（N）为90

0
。赤道以南

（0
0
-90

0
）为南纬，南极（S）为90

0
。 

经圈的一半叫经线（或子午线）。国际规定，以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子午仪

中心的经线为起始经线（本初子午线）。地球表面上的经度表示本初子午线与其它经线平

面夹角的大小。以起始经线（0
0
）为基准。起始经线以东为东经（0

0
-180

0
），以西为西经

（0
0
-180

0
）。 

 

 

图19-2 经圈和经度 

3.坐标系 

不同的导航系统中，基于实际需求，所选择的坐标系也各不相同，下面将介绍部分常

用坐标系： 

1)惯性坐标系 

惯性坐标系Oxiyizi选取地球中心为坐标原点，一根坐标轴选取沿地球自转轴方向，另

两根轴在地球赤道平面内，它们都不随地球自转而改变。称为地心惯性坐标系。 

地心惯性坐标系在惯性基准系统中作为惯性传感器（激光陀螺，加速度计）测量的参

考基准。 

2）地球坐标系 

地球坐标系Oxeyeze选取地球地心为坐标原点，一根坐标轴与地球自转轴重合，另外两

根坐标轴在地球赤道平面内，其中一根坐标轴指向本初子午线，另一根坐标轴指向东经90
0

方向，三轴构成右手坐标系。地球坐标系随地球自转而一起转动。地球自转角速度是地球

坐标系相对地心惯性坐标系持续旋转。 

3）地理坐标系 

地理坐标系Oxtytzt选取地球表面某一点或飞机重心为坐标原点，一根坐标轴指向东

方，另一根坐标轴指向北方，第三根坐标轴沿当前地垂线指向天顶，三轴构成右手坐标

系。地理坐标系随地球自转或飞机运动而一起转动。在惯性基准系统中，原点在地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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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用经，纬度表示。 

4）机体坐标系 

机体坐标系Oxcyczc选取飞机重心为坐标原点,一根坐标轴沿飞机纵轴线方向，指向前

方，另一根坐标轴沿飞机横轴向右，第三根坐标轴沿飞机立轴，指向上方。机体坐标轴系

固联于飞机，代表了飞机在空间的姿态，随飞机一起运动。 

5）平台坐标系 

平台坐标系Ｏxpypzp选取飞机重心为坐标原点,两个坐标轴在平台内同一平面內，且相

互垂直，第三根坐标轴与平台垂直，指向上方。平台坐标系既可以与地理坐标系重合，又

可以在水平面内与地理坐标系形成一定夹角。 

6）世界测地系 

WGS－84坐标系（World Geodetic System）选取地球质心为坐标原点，其地心空间直

角坐标系的Z轴指向国际时间局（BIH）1884.0定义的协议地极（CTP）方向，X轴指向

BIH1884.0的协议子午面和CTP赤道的交点，三轴构成右手坐标系，称为1984年世界大地坐

标系。WGS-84采用的椭球是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第17届大会大地测量常数，为

地球提供了一个椭圆模型，是一个国际协议地球参考系统（ITRS）。目前，GPS使用该标

准地球模型。 

4.导航的基本元素 

在了解导航各分系统之前，这里先介绍一些有关飞机导航的基础知识。飞机的运动是

围绕三轴运动的。例如飞机偏航，就是围绕飞机纵轴的运动。 

地球有两个北极，它们处在不同位置。一个是地理北极，这个方向叫做真北极，简称

TN。另外一个是磁北极，就是地球磁力线积聚的地方，这个方向叫磁北极，简称MN。真北

和磁北大概相距10°。真北和磁北方向之间的差值简称磁差。差值可以是东也可以是西。 

1）航向： 

飞机机头指向的方向被称为航向，简称HDG，航向的测量以正北为基准开始顺时针方向

旋转到飞机纵轴方向的夹角。由于存在磁北和真北两个基准，所以飞机的航向也分成真航

向和磁航向，分别简称TH和MH。例如在飞机磁罗盘上显示的90°，就是飞机的磁航向。 

 

图19-3 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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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迹： 

TRACK简称TK,是指飞机在地球表面飞行时，投影的轨迹指向。从真北或磁北方向开始

测量。如果外界无风，那么航迹和航向就是一致的。当外界有风的时候，航向和飞机投影

的轨迹不再一致，二者之间的差值简称漂移。 

 

图19-4 航迹 

3）方位角： 

方位角简称BRG，指飞机到目标物（例如导航台）之间的夹角。 

 

图19-5 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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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方位角，简称RB,以飞机纵轴为起点，顺时针旋转到飞机机头和地面导航台之间连

线的夹角。真方位角，简称TB，以地理真北方向为起点，顺时针旋转到飞机机头和地面导

航台之间连线的夹角。磁方位角，简称MB,以磁北方向为起点，顺时针旋转到飞机机头和地

面导航台之间连线的夹角。磁航向加上相对方位角等于磁方位角。 

4）偏流角： 

航向线与航迹线之间的夹角称为偏流角。飞行中，当遇到侧风时，飞机的实际航迹与飞

机的航向会出现不一致，航迹线偏向航向的右侧称为正偏流角，反之，则为负偏流角。 

5）偏航距离： 

指从飞机实际位置到飞行航段中两个航路点连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6）空速： 

飞机相对于周围空气的运动速度。 

7）地速； 

飞机在地面的投影点移动速度，地速是飞机相对于地面的水平运动速度。 

8）风速与风向： 

风速与风向指飞机当前位置处，大气的运动速度与方向，空速，地速和风速三者之间的

关系为：地速=空速+风速 

9）航路点： 

指飞机的飞行目的地，航路上可用于飞机改变航向，高度，速度等或向空中交通管制中

心报告的明显位置，叫做航路点。 

5.位置线 

无论是何种无线电导航系统，都是通过对无线电信号的处理来实现。接受并测量无线电

信号的某一电参量（如频率，相位，振幅和时间延迟等），根据相关电波传播特性，获得相

应的导航参数——位置，方向，距离，距离差等，对接收方而言，某导航参量为定值的点的

轨迹叫位置线。 

机载无线电导航系统可实现的位置线有直线，圆，双曲线等。因此，可以把导航系统划

分为测向系统，测距系统及测距差系统。 

测向系统，如全向信标，自动定向机的位置线是直线。 

测距系统，如测距机的位置线是平面上的圆。 

测高系统，如无线电高度表的位置线也是一个圆。此圆以地心为圆心，以地球半径与飞

机离地高度之和为半径，仅在地球表面看成是平面的范围内，才能把等高线看成是与地面平

行的直线。 

测距差系统，如利用测距差原理工作的奥米伽导航系统，罗兰系统等，其位置线为双曲

线。这类系统又称为双曲导航系统。 

6.无线电导航介绍  

目前民航飞机主要使用的飞机无线电导航系统和设备如下： 

自动定向仪系统包含：接收机、天线、控制面板和显示器。该系统接收来自地面全向

信标（NDB）台的无线电信号来计算飞机到地面台的方位角，方位角指针显示在驾驶舱的ND

页面和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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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系统包含：接收机、天线、甚高频导航控制面板和显示器。该系统也接收来自地面

的VOR/DME台（或单独的VOR台）的信号来计算飞机到地面台的方位角，显示在ND页面和RMI

上，同样这些方位角数据也可以用于自动驾驶系统。 

GPS系统包含：接收机、天线。该系统接收来自空中卫星信号用来确定飞机的位置、高

度。并可将位置高度等信息实时显示在CDU相关界面。GPS数据也用于EGPWS、RNP特殊运行

等其他系统。 

航向道LOC系统包含:接收机、天线和控制面板。该系统接收来自机场跑道附近的航向

道LOC天线阵发出的信号来计算飞机相对于航向道的偏离信号，如果飞机处于航向道的左

边，在驾驶舱PFD、ND（APP模式）、ISFD(空客飞机上为ISIS)显示品红色的向右的指令。

即可以用于指引机组人工驾驶飞机落地，也可用于自动驾驶系统。 

下滑道G/S系统包含：接收机、天线。该系统接收来自机场跑道附近的G/S下滑天线阵

的信号来计算飞机相对于下滑道的偏离信号，如果飞机处于下滑道的下边，在驾驶舱PFD、

ND的（APP模式）、ISFD(ISIS)显示品红色的向上的指令。可以用于指引机组人工驾驶飞机

落地，也可用于自动驾驶系统。 

指点信标系统包含：接收机和天线。在机场的跑道中心延长线上规定的距离安装了

内、中、外指点信标发射天线。当飞机飞越指点信标台的上空时，飞机机载天线接收到该

信号后，在驾驶舱综合显示系统的PFD上分别显示不同颜色的字符（IM\MM\OM），同时也可

以收听到不同的摩尔斯识别音调。机组成员就可以判断飞机处于那个信标台的上空，即知

道飞机距离跑道头的距离。 

 

19.2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

 

19.2.1 全静压系统 

 

1.全压系统 

全压系统应用于空速表。全压指飞机向前飞行时全受阻压力，即产生的动压和静压之

和。全压由一根正对着空气的全压管进行测量之后由全压管路输送至空速表，全压管也叫

皮托管，这个名字来源于法国科学家亨利·皮托，他是第一个计算空速的人。在军用飞机

上，皮托管安装于飞机机头位置。在小型民航飞机上，皮托管一般安装于机翼下面或机翼

前面。在大型民航飞机上，皮托管通常位于机身前部。所有皮托管的前部都有一个全压进

气管。管子的前缘必须处于良好的状态，以免干扰气流的流动。维护手册规定了哪些变形

是可以接受的，哪些变形需要更换皮托管。管内有一个挡板，防止水或异物进入皮托管。

管子最下面的排水孔将水和灰尘颗粒排到外面。排水孔必须始终保持畅通，以确保仪表指

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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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 皮托管内部结构 

在寒冷的天气下，皮托管上可能会结冰。为此皮托管有相应的防冰加温电路，防止在

飞行过程中结冰堵塞皮托管。请注意，如果飞机在地面上，当防冰电路通电时，管子会变

得非常热，触摸会导致烫伤。如果非驾驶时间，飞机停在地面上，必须套上专门的皮托管

套保护皮托管，防止水和昆虫等异物进入皮托管。皮托管套上配有鲜艳的飘带，提醒机务

或飞行员下次飞行前必须把它取下来。在某些机型上，静压孔和皮托管集成在一起。静压

孔由位于管路开口周围的小孔组成，并与静压系统相连。这种探头叫做全/静压管，它也以

一位德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为普朗特管。 

 

图19-7 普朗特管内部结构和皮托管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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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静压系统 

飞机上的高度表，空速表，垂直速度表，需要静压信号。这些指示器由金属、塑料或橡

胶制成的管路连接在一起，并且都连接到静压孔。静压孔是一个穿孔金属板，小孔可以让外

部静态空气压力进入静压管路。静压孔位于机身前部两侧平滑且气流平稳的区域，因为这些

区域无气流扰动，方便进行静压测量。 

静压孔可以直接安装在飞机机身前部，（如图 19-8所示），也可以安装在皮托管上。静

压孔区域必须始终保持清洁和平滑，以防止气流干扰导致静压测量错误。在飞机清洗或重新

喷漆期间，必须用盖子保护静压孔，以防止孔被堵塞。盖子颜色必须鲜艳，比如，红色，这

样会更容易识别。在下一次飞行前必须把盖子取下来。即使在静压孔周围有一个非常光滑的

区域，在飞行过程中测得的静态压力并不总是与飞机外部的实际压力相同。实测静压和实际

静压之间的这种差异被称为静压源误差，简称为 SSE。静压源误差取决于机身形状、飞机的

空速和攻角，襟翼和起落架。在过去，飞行员使用飞行手册中的图表来纠正指示。今天，大

气数据计算机自动计算一个修正系数来补偿静压源误差。 

 

图19-8 静压系统 

还有一种飞行情况会影响测得的静压，这就是侧滑机动。（如图19-9所示）在侧滑动

作中，由于冲压效应，气流在机身左侧产生高于正常的静压。此时机身右侧的静压降低。

为了补偿侧滑机动的影响，在飞机的两侧各安装一个静压口。两个静压口通过静压管路连

接在一起，这样可以平衡机身两侧管路到仪表的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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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 飞机侧滑对静压测量的影响 

 
图19-10 小型飞机全/静压系统 

能够在较高高度和用较大空速飞行的飞机需要额外的指示器，如马赫表、真空速表和

3.系统结构

小型飞机的全/静压系统结构简单，它只有一套空速表、高度表和垂直速度表。这3个

指示器由带有两个静压孔的静压系统提供。皮托管压力系统提供压力给空速表。大型飞机

的飞行 操作需要两名飞行员，这就需要两套仪表系统。第二套仪表系统由完全独立的皮

托管和静压系统提供。出于安全原因，飞机上装有一个静压选择开关，它允许正驾驶使用

副驾驶的静压系统。小型飞机上飞行员也可以找到这个选择开关，当正驾驶的仪表出

现故障时，正驾驶根据仪表飞行规则（简称IFR），利用该开关方便地切换至副驾驶的静

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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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指示器。通常在这些飞机上，由大气数据计算机（简称ADC）计算必要的数据，并将电

信号传送给相应的指示器。大气数据计算机使用正驾驶侧的全/静压系统。大气数据计算机

还使用来自温度探头和迎角传感器的输入。大气数据计算机计算的数据还提供给其他系

统，如自动飞行和警告系统。 

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气数据计算机可靠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80年代开始，大型客机

逐步使用大气数据计算机驱动的电子仪表来取代气动仪表及其管道。实现这种构型需要正

副驾驶各有一台大气数据计算机。皮托管静压孔的管路连接到大气数据计算机，再由大气

数据计算机计算数据后显示在仪表上。但是，这种基于计算机的大气数据系统需要电源，

当飞机电源故障时将导致大气数据仪表无法显示。因此，必须在飞机上安装备用的空速和

高度指示器。备用指示器由独立的皮托管和静压孔及全/静压管路提供气压信号。 

现代飞机普遍在静压孔或皮托管附近安装大气数据模块(ADM)，大气数据模块将空气压

力转换为数字信号。这节省了重量和维护成本，因为数据是通过电缆而非气路软管传输到

大气数据计算机。只有备用仪器仍需要气管来提供压力。大型飞机安装有三套独立的全/静

压系统，且通常将大气数据计算机与惯性基准系统集成到一台计算机中，我们将这台计算

机称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ADIRU）。 

 

图19-11 气压式备用仪表和电子式备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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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2 典型飞机的全/静压系统结构 

4.全/静压系统的排水接头 

皮托管或静压孔必须定期检查是否积水，如果水进入了全/静压管路后会影响气压，进

而导致指示波动，如果水在管路里结冰，就会堵塞管路。为了防止在全/静压系统中出现积

水，必须确保皮托管的排水孔是畅通的。如果水进入全/静压管路，则由位于管路最低点的

排水管收集。这些排水管长度较短，通常在最低点有一个弹簧阀，打开阀门即可排出管内

的积水。 

 

图19-13 排水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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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气数据仪表及大气数据组件 

导航的目的就是安全地引导飞机从一个指定地点到另一个指定地点的控制过程。大气

数据仪表为飞行员操纵飞机提供飞行参数支持。早期的大气数据仪表是机电伺服式仪表，

从原理上看，整个仪表是以电机为执行元件的伺服系统。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在飞行员便于

观察的位置，具备显示直观，显示简单的特点。现在，民航主流客机的驾驶舱舱显示仪表

为电子显示仪表。其特点是座舱以大屏幕的彩色电子化显示，给出多层次有机组合信息，

使显示清晰易懂。部分新型飞机使用LCD显示器，三套大气数据基准功能软件进行选举后输

出，实现系统多余度及资源共享，进一步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图19-14 备用大气数据仪表 

 

图19-15 主飞行显示器（P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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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惯性导航系统 

 

1.概述 

惯性导航系统是一种不依赖任何外界信息，不受天气或人为的干扰，也不向外部辐射

能量的自主式导航系统。惯性导航的工作原理是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利用安装在飞机上的

惯性敏感元件测量飞机相对于惯性空间的线性运动和角运动参数，在给定初始条件的情况

下，自动测量和计算飞机的各种导航参数。这些参数即可供飞行员使用，又发送给相关的

控制系统，以此来完成对飞机的人工或自动控制，从而引导飞机按预定的航路飞行。 

2.惯性传感器 

1）激光陀螺 

大多数飞机使用惯导平台（也称为惯性稳定系统）获得飞机姿态和航向的信息。惯导

平台的优点是它不仅提供姿态和航向数据，还可以提供飞机绕三个轴旋转和运动的所有信

息。绕三个轴的旋转由陀螺仪测量。计算机利用它计算俯仰和横滚姿态，航向和角速度以

及俯仰、横滚和偏航速率。沿飞机轴线的运动由加速度计测量。它们被称为x，y和z加速

度，并且由计算机根据这些值计算出沿三轴运动的速度。 

飞机上可以使用三种不同的陀螺组合来测量绕三轴的旋转。 

第一种是2个三自由度的陀螺仪的组合。一个陀螺仪测量沿X和Y轴的转动，第二个测量

沿Z轴周围的转动。惯导平台使用一个垂直陀螺仪来测量X和Y轴周围的转动和一个方向陀螺

仪来测量Z轴周围的转动。第二种是使用3个二自由度的陀螺仪，每个轴安装1个陀螺仪。这

两种组合，惯导平台都可以直接提供输出信号。第三种组合是使用3个速率陀螺仪，每个轴

安装1个。 

速率陀螺仪输出转动速率，需要一台计算机根据转动速率信号计算出飞机姿态。传统

速率陀螺仪是机械陀螺仪，但在现代系统中更多使用新式的非机械陀螺仪。非机械速率陀

螺仪有不同类型，最常用的是激光陀螺仪。激光陀螺使用旋转光束的测量来计算角速度。 

一束光束顺时针旋转，由阴极和阳极1之间的高压产生，并由3个反射镜反射。第二光

束由阴极和阳极2之间的高压产生，并进行逆时针旋转。当模块保持静止时，两个光束的传

播距离相同。当模块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时，顺时针方向的光束比逆时针方向的光束走得更

远。通过比较这两束光束，可以检测出行程时间的差异，从而计算出模块的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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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6 激光陀螺仪 

2）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可以测量飞机沿轴线的运动。不同的制造商可能使用三种不同的类型： 

（1）电解质加速计。 

（2）质子和弹簧加速度计。 

（3) 钟摆加速度计。 

所有3种类型都对沿轴线的加速度敏感。电解质加速计玻璃管中的电解液随着加速度移

动,使两个电阻R1和R2不再相等。质子和弹簧加速度计，质子随加速度逆着弹簧移动，质子

运动的距离取决于加速度的大小。钟摆加速度计钟摆随着加速度移动，直到加速度力等于

重力。 

 

图19-17 加速度计 

钟摆加速度计是现代飞机首选类型。它有一个重心在中心外的质子。质子的偏转通过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790 

 

传感器被转换成电信号。常用的传感器类型是电磁传感器。它由一个带有2个静态励磁线圈

和1个可移动输出线圈的变压器组成。随着加速度，输出线圈根据质子移动而产生输出电

压。该电磁传感器与我们常见的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简称LVDT）功能相同。 

将加速度直接转换成电信号的缺点是，可以精确测量的加速度范围相对较小，质子的

移动距离与施加的加速度不成正比，这意味着它的输出不是线性的，在某些加速度范围内

精度就会下降。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扭矩再平衡来解决。扭矩再平衡使偏转直接转化为磁

力，钟摆保持在中立位置，只作很小的运动，产生磁场的电流与加速度成线性关系，此磁

场产生的输出电压就用于表示加速度信号。 

利用加速度计输出的加速度，计算机通过积分计算可以计算出地速。地速再进行积

分，可以计算出飞机所行驶的距离以及飞机的当前位置。 

 

图19-18 加速度计功能 

目前广泛应用的惯性导航系统按照惯导平台组成的结构来分，可归纳为两种： 

1）平台式惯性基准系统 

2）捷联式惯性基准系统 

3.平台式惯导系统 

平台式惯性基准系统使用一个相对地面始终保持稳定的平台，在平台每个轴安装有1个

加速度计和1个陀螺仪。平台的位置总是与地球表面平行，和飞机姿态无关。因此加速度计

可以在不受地球引力影响的情况下测量飞机的加速度。 

位置稳定是由力矩马达完成，当陀螺检测到飞机姿态变化时，力矩马达接收来自陀螺

的信号，稳定平台位置。 

平台式系统会受到漂移和倾斜的影响。因此，需要计算机对此进行特定的补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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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计算漂移率和倾斜率，然后根据飞机的位置和地球的重力特征，控制平台的扭矩电机

调整平台位置，进而补偿漂移和倾斜对平台式系统的影响。 

平台式系统直接提供横滚和俯仰姿态以及平台航向信号。平台航向信号几乎与罗盘系

统的磁航向相同，故而可以直接使用。 

这些信号的数据来自各个位置传感器，通过测量平台相对于飞机机身的位置得到。所

以该系统只需要较低的计算机性能，主要用于老式飞机。 

4.激光陀螺惯性基准系统 

捷联式系统是当代新的惯性平台系统。捷联式系统所有的部件都固定在飞机结构上。 

飞机的姿态变化也会改变所有部件的位置。 

三个速率陀螺仪通常是激光陀螺仪，用来测量绕飞机轴线的转动速度。利用转动速

度，由计算机计算姿态。 

3个加速度计也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例如，在爬升过程中，由于重力的影响，X轴上

的加速度计即使在恒定的航速下也输出加速度，信号的校正是由计算机完成的。 

 

19.2.3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 

 

1.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U）系统组成 

飞机上的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由大气数据基准（ADR）和惯性基准（IR）

两个功能构成。其中惯性基准系统主要由惯性基准组件（IRU），惯性系统显示组件

（ISDU），方式选择组件（MSU）等几部分构成。 

1）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ADIRU）是惯性基准系统的核心部件，其主要功能是为飞机系

统提供姿态，航向，地速，位置和各种速度数据。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内部包含电源模块，电源模块提供独立的交流和直流电源，从

飞机交流转换汇流条获115V交流电和直流转换热电瓶汇流条获得28V直流电，115V交流电源

是正常电源。如果交流电源不可用，来自飞机电瓶的28V直流电源将向ADIRU提供电力。 

每个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内装有三个线性加速度计和三个激光陀螺。组件内的加速

度计的定向是沿飞机的X，Y和Z轴。这种定位确保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感受这三个轴上的

机体线性加速度。三个激光陀螺感受绕飞机X，Y和Z轴的横滚、俯仰和偏航转动角加速度。

加速度计和激光陀螺在一个捷联结构内。当飞机环绕或沿着X，Y和Z轴运动时，它们随飞机

一起运动。在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内的惯性基准处理器使用这些传感器信号来计算惯性

基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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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9 飞机三个轴 

2）惯性系统显示组件 

惯性系统显示组件（ISDU）如图19-20所示，能向ADIRU提供数据输入并显示来自ADIRU

的系统状态通告，导航和维护信息。 

系统显示电门（SYS DSPL）选择左或右ADIRU数据显示到ISDU显示器上。组件上的键盘

进行纬度/经度和航向数据输入。ISDU显示器是一个可显示数字和字母N，S，E和W的13字符

的显示屏。 

显示选择电门（DSPL SEL）选择来自ADIRU的数据并进行显示。DSPL SEL电门位置，如 

测试（TEST），航迹／地速（TK／GS），当前位置（PPOS），风速／风向（WIND），（HDG

／STS）（航向／状态）。地面维护时，若显示选择开关位放置HDG／STS位置，右显示器显

示故障代码，校准时显示剩余时间或信息代码。 

显示选择电门的中央是一个显示亮度调节（BRT）控制旋钮。使用该旋钮可调节ISDU显

示器和背景灯光的亮度。 

 

图19-20惯性基准系统显示组件（ISDU）面板 

3）方式选择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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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选择组件（MSU）用于选择IRS的工作方式，向ADIRU发送IR模式选择指令，它也同

时向飞行员给出ADIRS工作或故障状态的目视指示。 

MSU有两套方式选择旋钮。一套用于左ADIRU，另一套用于右ADIRU。每套方式选择旋钮

有四个位置，代表四种工作方式： 

（1）关断方式（OFF）—使ADIRU不工作 

（2）校准方式（ALIGN）—使ADIRU开始校准过程（不输出数据） 

（3）导航方式（NAV）—使ADIRU在完成校准后进入导航模式（也可以进入校准过程） 

（4）姿态方式（ATT）—使ADIRU进入姿态模式 

为防止机组误将ADIRU置入不期望的工作模式。当方式选择组件在NAV位置时，工作员

必须拉出电门按钮才能将它转入ATT模式。当选择器在ALIGN位时，必须拉出电门按钮才能

将它转入OFF位。其他位置的转换不需要拉出按钮。 

MSU有两套信号灯。一套用于左ADIRU，另一套用于右ADIRU。每套信号灯指示系统的工

作或故障状态，代表四种工作状态： 

（1）校准（ALIGN）—在ADIRU校准过程中，白色信号灯一直点亮。当ADIRU需要信息

时该信号灯会闪亮。 

（2）直流供电（ON DC）—当ADIRU有28V直流电源时，琥珀色信号灯一直点亮。 

（3）系统故障（FAULT）—当ADIRU的IR功能失效时，一个琥珀色信号灯一直点亮。 

（4）直流电源故障（DC FAIL）—当直流电源低于18V时，琥珀色信号灯一直点亮。 

 

图19-21惯性基准系统方式选择组件（MSU） 

2.系统工作模式 

在正常的运行中，惯性基准系统测量飞机绕三个轴的旋转角速度和线加速度，结合获

得飞机的初始数据，如当地的地垂线，真北方向，当前位置经纬度数据后，利用这些数据

计算出飞机的姿态，航向，地速，位置和各种速度数据。通过方式选择组件选择两套惯导

系统的工作方式： 

1）关断方式（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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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式下，惯性基准系统电源模块中没有交流和直流电源供应，系统不工作。 

2）校准方式（ALIGN） 

当方式选择电门从OFF位转换到ALIGN位或NAV位时，惯性基准系统进入校准程序。在校

准期间，计算出当地的地垂线，真北方向和当前位置纬度，但不能计算出当前位置的经

度。需要从FMC或ISDU输入起始位置。 

当校准方式完成后，将方式选择电门转换到NAV位，惯性基准系统自动地进入导航方

式。如果校准工作已经完成，但电门仍在ALIGN位，则惯性基准系统始终工作在校准方式，

必须选择导航位，系统才能进入导航方式。 

3.惯导校准过程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ADIRU）使用加速度计和陀螺感受地球的转动速率和重力，计

算当地的地垂线，真北方向和当前位置纬度，并估算出飞机停放的姿态角和航向角。由于

它不能计算出当前位置的经度。因此在校准完成前，必须输入当前飞机位置。目前大型飞

机，大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自动提供飞机的初始经纬度，如果GPS无法提供飞机初

始位置，则需要人工输入初始位置。 

惯性基准系统校准时间十分依赖当地的地理位置，校准时间会随着飞机所处纬度的升

高而增加。赤道上校准所用时间最小为5分钟，如果当前位置纬度在南北纬60度之间，校准

时间不会多于10分钟。当纬度在60度和70.2度之间，校准时间固定为10分钟。在较高纬度

地区，70.2度和78.25之间时，校准时间固定为17分钟。当纬度超过南北纬78.25度时，由

于地磁水平分量很弱，惯性基准系统将不能被校准，没有磁航向输出，只能采用真航向。 

惯性基准系统显示组件（ISDU）上可看剩余校准时间。将DSPLSEL电门置于HDG/STS

位，右显示器显示惯导系统被校准好的剩余时间。如果需要17分钟校准，前三分钟显示

15，3分钟以后，显示剩余校准时间的分钟数，直至数字倒数到零，然后进入导航方式。 

1）校准的基本条件 

校准期间，飞机在地面需要处于静止状态，若惯性基准组件检测到飞机移动，校准方

式自动结束。ISDU显示状态码3且在CDU便签栏内显示IRS MOTION信息。30秒后，惯性基准

组件再次检测飞机是否移动。若移动停止，新的校准将开始。此时，状态码3消失。按压

CDU上的CLR键可以在CDU便签栏内消除IRS MOTION信息。 

校准期间必须输入当前位置。如果校准过程结束而当前位置未被输入，则ALIGN指示灯

闪亮且在ISDU上出现状态码8，同时CDU便签栏内显示ENTER IRS POSITION信息。当输入初

始位置后，所有现象消失。 

2）初始位置的输入方法 

目前大型飞机起始位置的输入可分为自动输入和人工输入两种方式。如果GPS数据有

效，初始位置数据由GPS系统自动输入，如果GPS数据无效，则需要人工输入，新型民航客

机大多可以自动输入。部分飞机只能使用人工输入方式，通过惯性系统显示组件面板ISDU

或CDU页面进行输入。通常使用CDU进行初始位置的输入，而ISDU作为备份输入。 

（1）CDU输入法 

惯性基准系统当前位置可利用FMC CDU设置。按压CDU面板上的INIT／REF键显示位置初

始化（POS INIT）页，这个页面有5种方式输入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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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输入飞机最后的位置；第二种是输入登机门的位置；第三种是输入基准机场

位置；第四种是通过CDU键盘直接输入基准位置；第五种是输入GPS位置。 

（2）ISDU输入法 

惯性基准系统当前位置可利用ISDU键盘为ADIRU输入当前位置数据。 

纬度输入方法：按压N2或S8键来输入纬度。这时，字母N或S显示在ISDU左显示器上，

且ENT键上的灯点亮。按压键盘输入纬度数据。当你按压每一个键时，该数字出现在ISDU左

显示器的右端。以前输入的数据将向左移动一个位置。按压ENT键将数据送向ADIRU。ENT键

上的灯将熄灭。如果显示选择器在PPOS（当前位置）以外的其他位置，IRS显示屏将转换到

在你开始位置输入前显示的信息。 

经度输入方法：经度输入与纬度输入相近似。按压W4或E6键来输入经度。经度数据将

显示在ISDU右显示器上。 

如果键盘上输入的纬度超过90度；经度超过180度；分钟数值大于59.9，会导致按压

ENT键时CLR键指示灯点亮，此时按压CLR键来消除无效位置输入 

 

图19-22 CDU和ISDU数据输入面板 

4.惯导参数的显示 

惯性基准系统为飞行员提供很多重要飞行参数。主要有三种显示方式： 

1）正常显示：PFD和ND上显示各种信息数据，比如姿态，升降速度，航向/航迹，

风向/风速，地速，真空速和位置数据等。 

2）无计算数据显示：PFD和ND上显示的数据，刻度，指针消失，或以虚线表示，

来说明当前惯性基准系统处于无计算数据状态。 

3）无效显示：PFD和ND上以故障指示旗的形式显示无效的惯性基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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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3 典型空客飞机PFD和ND上的显示 

 

图19-24  典型波音飞机PFD和ND上的显示 

 

19.3 无线电导航系统 

 

19.3.1 甚高频全向系统 

 

1.自动VOR模式 
甚高频全向信标简称VOR，它的工作原理是由机载天线和接收机接收、解码并处理来自

地面VOR台发送的甚高频频段的全向和定向两种信号，然后确定飞机与VOR塔台的相对方

位。地面VOR台发射的全向信号是调频信号，在所有方向上相位相同，而发射的定向信号是

调幅信号，在不同方位相位不同，在VOR台磁北方向上，全向和定向信号相位相同，通过比

较全向信号和定向信号的相位差，可以计算出VOR塔台磁北方向到塔台与飞机连线的夹角，

再加上180度，可以得到飞机磁北方向到飞机与塔台连线的夹角，这个夹角即为VOR方位

角。利用VOR方位角，可以进行飞机的定位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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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5 甚高频全向信标简介 

常见的VOR地面台有两种：常规VOR台和多普勒VOR台。多普勒VOR台设备比较昂

贵，但在山脉、高楼大厦等可能导致信号反射的区域，仍能保持良好性能。 

 

图19-26 VOR信号台信号 

机载VOR接收机比较两种无线电信号，并根据两者的差异计算出飞机相对于VOR台的位

置。我们将VOR地面台向四周发射的电磁波信号称作射线，在下图的例子中，飞机位于240

度的射线上。这一角度是从地面VOR台处观察飞机得到的角度，这里0度射线的方向是磁北

方向。在驾驶舱中，在导航显示器ND和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显示的角度是机组在飞机上观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798 

 

察的飞机磁北方向到地面VOR台的角度，即VOR方位角。这个角度和射线相差180度，因此在

本例中，VOR的方位角是60度。 

在驾驶舱方位角和飞机航向是两个概念，在无线电磁指示器上显示VOR方位角叫自动

VOR模式。下图例子中，飞机的机头方向朝向磁北方向，这个叫做飞机的航向，此时飞机在

地面VOR的240度的径向上，即飞机处于地面VOR台的南偏西60度方向上。 

在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自动显示VOR方位角，并且在两个ND显示器上也可以显示，例

如下图中绿色的VOR指针。 

VOR系统目前依据安装位置和功能的区别分成航路VOR和终端区VOR。终端区VOR的的工

作频率为108.00-111.95Mhz,波道频率间隔为0.05 Mhz，且十分位为偶数，共有40个波道，

发射功率约50瓦，信号覆盖范围约25海里；航路VOR的工作频率为112.0-117.95Mhz, 波道

频率间隔也是0.05 Mhz共有120个波道，发射功率约200瓦，信号覆盖范围和飞机飞行高度

有关，最远可以服务约200海里。 

 
图19-27 自动VOR模式 

2.人工VOR模式： 

人工VOR模式需要机组成员人工操作，机组可以在MCDU或模式控制面板MCP上设置预选

航道(简称PSC),然后在ND上可以看到飞机所在的位置和预选航道的偏差指示，如下图所

示，这个偏差叫VOR偏差，用一个移动的偏差条表示。在早期的飞机上没有ND显示，在电子

水平位置指示器EHSI显示类似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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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8 人工VOR模式 

在下图中，飞机实际航向是273度，飞机处于地面VOR台的075径向上，因此在驾驶舱ND

上看到的飞机方位角为255度。飞机当前预选航道为225度。当实际径向和预选航道的偏差

大于10度或10度以上时，偏离刻度完全右偏。一个点的偏差相当于5度的差值。在ND显示器

的下方还显示导航台的三个字母的标识、频率、和向背台的指示。这里TO表示向台，FROM

表示背台。 

 
图19-29 VOR指示 

3.VOR系统的组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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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商用飞机一般选装了两套VOR，每一套都包含一个接收计算机，VOR接收机的频

率可以由飞行管理系统FMS自动调谐，也可由机组成员人工在导航控制面板输入。VOR的天

线安装在飞机垂尾，通常称为嵌入式天线。VOR接收机输出的方位角数据显示在ND和无线电

磁指示器上。同时也将数据传给自动驾驶仪、同时也可以提供给飞行管理系统用于飞机实

时位置的计算。另外，VOR接收机还可以输出音频数据。这样就可以通过摩尔斯音频识别

VOR台。大型机场的VOR台还传送语音交通信息和天气预报，简称ATIS，即自动终端信息服

务。 

不同的机型使用不同的控制面板来调节VOR的频率。下面以737NG飞机为例，介绍一下

VOR频率的调谐，737NG飞机上控制导航频率的组件叫做导航控制面板，正副驾驶各有一个

导航控制面板，位于后电子版两侧。导航控制面板左侧为当前调谐的频率，右侧为备用频

率，备用频率窗下方有频率调节旋钮，可以调节备用频率，当调节好备用频率以后，按压

中间的切换按钮可以将备用频率切换到当前频率窗激活。导航控制面板可以调谐VOR和ILS

系统的频率，但是没有系统选择开关，它是靠当前激活的频率值区分系统的。如果当前频

率窗激活了一个VOR频率，则调谐VOR系统，如果当前激活了一个ILS频率，则调谐ILS系

统。在108.00-111.95Mhz频段，十分位为偶数的频率属于VOR系统,十分位为奇数的频率属

于ILS系统，而在112.00-117.95Mhz频段，所有频率都属于VOR频率。在导航控制面板上也

没有1号和2号系统的选择开关，正驾导航控制面板固定调谐1号系统，副驾导航控制面板固

定调谐2号系统。所以，在737NG飞机上，1号VOR系统和1号ILS系统之间，同时只能工作一

部，同样，2号VOR和2号ILS系统之间，同时也只能工作一部。 

 
图19-30 VOR系统 

4.VOR测试 
VOR测试可以有三种方式，即操作测试、地面测试、系统测试。以最常用的操作测试为

例，现代飞机的VOR系统都设计了内置的自测试功能，因此，操作测试不需要外部测试设

备，机组成员和维修工程师都可以操作，选择一个本地的VOR台频率或者专用于测试的频率

（波音737NG使用108.00Mhz），检查导航显示器ND和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的指针是否正

确，同时收听有关电台的音频信息或ATIS信息。安装有中央维护系统的飞机可以在中央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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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系统的人机接口组件上进行测试。也可以在电子舱VOR接收机前面板测试。测试结果显示

在接收机的指示灯上，灯熄灭表示系统正常。地面测试一般需要调谐本地VOR台，并在显示

器上查看VOR指示；而系统测试则需要使用外部设备来测试信号。这三种测试在飞机维修手

册里有详细的介绍。 

 

图19-31  VOR测试 

 

19.3.2 ILS仪表着陆系统 

 

1.ILS功能简介 
仪表着陆系统简称ILS，提供精准的水平和垂直的位置数据，帮助进近的飞机准确的降

落在跑道上。该系统需要接收来自地面的航向道和下滑道天线阵发射的信号。接收机将数

据显示在电子飞行仪表系统的主飞行参数显示器PFD、导航显示器ND、综合备用飞行指示器

ISFD或综合备用仪表系统ISIS上。同时也将数据传输给飞行管理系统和自动飞行系统。 

 

图19-32 仪表着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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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向道系统LOC 
航向道简称LOC，安装在机场跑道边的航向信标天线阵发送90Hz和150Hz两种信号产生

的辐射场，在通过跑道中心延长线的水平平面内，形成航向道，用于飞机落地时的水平引

导。左波瓣发送90Hz信号，右波瓣发送150Hz信号。 

航向信标的工作频段为108.0-111.95Mhz,其中十分位为奇数，共有40个波道。飞机进

近阶段，若沿着跑道中心线飞行，将接收到相等的两种调制信号，如果飞机位于中心线的

左侧，则接收的90Hz的信号为主，定位指针会偏右，表示跑道中心线目前位于飞机偏右位

置。一个白色圆圈代表偏离了中心线1度。这些指示显示在PFD、ND和ISFD上。 

 

图19-33 航向道信号 

3.下滑道G/S: 
位于机场跑道附近的下滑信标天线阵也发送两个频率的波瓣信号，形成的辐射场形成

下滑面，上波瓣的信号为90Hz,下波瓣的信号为150Hz,在沿着跑道平面约2.5度到3度之间的

方向上，形成下滑面的中心线。 

下滑道的地面台位于跑道旁边约300米处,工作频率329.15—335Mhz的UHF波段，频率的

间隔为150Khz,共有40个波道。当飞机与下滑道中心线发生偏离时，在显示器上显示偏离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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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4 下滑道 

现代商业飞机都安装2套或3套的仪表着陆系统，每套系统都包含天线、接收机。除了

驾驶舱显示偏离刻度外，还将数据输出到自动飞行系统，用于引导自动驾驶自动着陆。航

向道和下滑道的天线安装在飞机雷达罩内，由于工作频率不一致，航向道天线比下滑道天

线体积大一些。在部分波音飞机如737NG上，位于垂尾顶部的天线既可以接收VOR信号，也

可以接收LOC信号。ILS系统会选择使用位于雷达罩内的前部LOC天线还是位于垂尾的顶部

LOC天线，一般来说，顶部天线的优势在于可以接收全方向发来的信号，前部天线的优势在

于接收前方发来的信号更加清晰准确。飞机在截获下滑道之前，初始对准航向道的阶段会

使用顶部天线，在截获下滑道以后，进入进近阶段会使用前部天线。 

 

图19-35 仪表着陆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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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仪表着陆系统的调谐： 
每一套仪表着陆接收机包含一个航向道接收组件和下滑道接收组件。在机组使用的航

图中只标示航向道频率，不标示下滑道的频率。但40组航向道和下滑道频率是一一配对

的，如下图所示，当机组选择了一个航向道频率的时候，配对的下滑道频率同时也传输到

下滑道接收组件。所以，一般LOC频率也就指代ILS频率。 

波音系列飞机ILS频率一般在导航控制面板上调谐。空客系列飞机ILS频率一般在MCDU

或无线电控制面板RMP上调谐。 

 

图19-36 仪表着陆系统的频率调谐 

5.仪表着陆系统的显示： 
现代飞机的仪表着陆系统显示在主飞行参数显示页面PFD和导航显示页面ND上，同时也

可以显示在机械式的备用姿态仪或集成的ISFD（或ISIS）。旧式飞机也显示在HSI和ADI

上。 

显示在PFD上的信息包含：地面LOC台的频率、识别代码、距离跑道的距离和航向道和

下滑道的偏离刻度。 

仪表着陆系统的主要显示为航向道和下滑道的偏差，航向道偏差用品红色的菱形符号

显示在白色的四点偏差刻度上。一个白圈代表偏离航向道一度。在进近的最后阶段，四点

刻度会变成二点刻度，此时一个白圈表示偏离0.5度。下滑斜度偏差同样由品红色菱形符号

显示在白色的四点刻度偏差上，一个白圈表示偏移0.3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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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7 仪表着陆系统显示 

此外，仪表着陆系统的偏离信号数据也提供给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自动飞行系统可以

利用这些数据控制飞机沿着航向道和下滑道的中心线上实现自动进近和着陆。自动驾驶系

统不需要看清跑道，机组成员需监控自动着陆并确保飞机位于航向道和下滑道中心线。 

着陆需要多大的能见度取决于机场设备和机载设备。国际民航组织根据飞机在不同气

象条件下的着陆能力，规定了三类着陆标准，使用跑道视距（RVR）和决断高度（DH）的两

个量来表示。 

 CAT1 类需要跑道视距800米，决断高度60.96米（200英尺）。 

CAT2 类需要跑道视距400米，决断高度30.48米（100英尺）。 

CAT3 类需要跑道视距200米，决断高度可以低于30.48米，准确的数值取决于跑道和飞行

的类型。当机组在规定的长度内没有看清跑道，必须在决断高度前复飞。决断高度也称为

最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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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8 着陆等级 

19.3.3 ADF自动定向仪 

 

1.自动定向仪简介 
自动定向仪简称ADF,是接收来自地面NDB台发射的190到1750千赫兹信号的无线电导航

系统，ADF接收机依据接收的信号计算飞机到地面台的相对方位角，显示ND和RMI上。ADF系

统同时也接收来自地面NDB台发送的音频广播信号，用于识别导航台。 

 

图19-39 ADF自动定向仪系统 

用于发送ADF导航信号的地面台称为无方向信标台，简称NDB,可以用于航路导航。同时

NDB台也安装了一些定位器，这些定位器通常和指点信标台MB一起安装，用于引导飞机进近

落地。这些定位器和NDB台类似，但是比NDB台功率低，天线也小一些。ADF台也可以用于发

送广播音频信号，可当作民用的调幅广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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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0 NBD台 

ADF自动定向仪系统包含：位于飞机机身顶部的接收天线和位于电子舱的接收机。ADF

的工作频率可以由FMS自动调谐，也可以通过机组成员在驾驶舱的ADF控制面板人工输入。 

ADF的方位角信号通常显示在导航显示器ND和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在EFIS控制面板

上设置了ADF显示开关按钮，用于控制ADF在ND上的显示。 

在飞机音频控制面板上，机组成员可以选择收听ADF台的识别音频信号。 

 
图19-41 典型的ADF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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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动定向仪原理： 
自动定向仪系统通过天线内两个子天线组件接收来自地面台的电磁波信号。环形天线

接收电磁波的磁场部分，并将信号传输给接收机。感应天线（垂直天线）接收电磁波的电

场部分，作为感应信号传输给接收机。接收机利用这两种信号来计算飞机的相对方位角，

并驱动飞机的ND和RMI上的指针指示出相对方位角。 

 

图19-42 相对方位角显示 

3.ADF天线 

 

图19-43 环形天线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809 

 

转动自动定向仪的天线，会改变接收信号的强度。因此，利用环形天线，就像家用收

音机的磁棒天线，可以找到电台的方位。环形天线接收电磁波的磁场部分，当线圈垂直于

电磁波来向时，线圈上感应的信号最小，ADF正是利用接收信号的最弱点现象来实现定向

的。 

在早期的旧式飞机上，导航员使用曲柄转动环形天线来收听导航台的音频信号。环形

天线机械连接到磁罗盘显示器上，机组通过观看磁罗盘上的刻度来确定飞机到导航台的方

位角。 

 

图19-44 早期飞机的环形天线 

使用环形天线接收信号的强度有两个最大值和两个最小值。环形天线有两个方向信号

最弱，相差180°，这样给定向带来一个盲点，为了去掉这个盲点，会使用第二种天线，即

感应天线，感应天线的方向性为圆形，它没有方向性。如果将两种天线类型的信号组合在

一起，则只有一个最弱点，这样就解决了定向盲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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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5 感应天线 

现代飞机的ADF天线采用固定集成设计，包含一个感应天线和两个环形天线（正弦和余

弦环形天线）。环形天线是不可以转动的，它的两个线圈互相交叉绕在十字形铁芯上。ADF

接收机将来自两个线圈的信号结合起来，计算飞机到地面台的方位角。 

 

图19-46 现代飞机的ADF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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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F控制面板和显示 
自动定向仪系统一般有两种工作模式，ADF和ANT模式。在ADF模式下，ADF既可以计算

飞机到地面台的方位角，也可以收听来自地面台发送的音频音；在ANT模式下，只有感应天

线在工作，这时候，只可以收听来自地面台发送的音频音，无法接收方位角信号。ANT模式

主要工作在地面台方位信号微弱的时候。此外，ADF还包含BFO和TONE调谐功能。当地面台

没有使用音频音调制识别码的时候，会通过传输中断载波来输出摩尔斯识别码，此时应使

用BFO或TONE功能。为了使得接收的识别码可以听，接收机内部设置了一个拍频振荡器（简

称BFO），在接收到的载波上叠加一个音调，以便收听识别音频。 

 

 

图19-47 ADF工作模式 

5．ADF操作 
在EFIS控制面板上有ADF的显示控制开关，左侧按钮选择ADF开启第一套ADF,右侧按钮

选择ADF开启第二套ADF。如果将按钮设置到VOR档位，则显示VOR的方位角。设置到OFF位为

关闭ADF和VOR在导航显示器的显示。方位角同时也显示在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同样RMI

上也有两个档位，ADF和VOR，分别显示ADF和VOR方位角。当来自地面台的信号弱时，指针

会指到3点钟位置。如果ADF失效，故障旗会显示在无线电磁指示器上。 

在大多数的现代飞机驾驶舱内，ADF的频率设置可以通过ADF控制面板或飞行管理系统

完成。飞行管理系统可以自动调谐ADF频率，机组也可以在ADF控制面板上人工输入频率。

部分飞机，要选择ANT模式，需要在输入频率后输入字母A。如果使用BFO功能，需要在频率

后面输入字母B。而要收听地面台的广播，需要在音频控制面板上选择ADF接收，并将音量

大小调节到舒适的收听水平。相对方位角显示在导航显示器ND和无线电磁指示器RMI上。如

果飞机安装了两套ADF,在导航显示器上可以看到两个指针，一号系统单线指针，二号系统

双线指针。如果接收来自地面台的信号太弱，指针会消失。如果监测到故障，显示琥珀

色ADF故障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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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  EFIS控制面板 

19.3.4 无线电高度表 

 

1.无线电高度表系统简介 
无线电高度表测量的是飞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这个高度称为无线电高度。该高度只

在762米（2500英尺）以下才显示，主要用于起飞、进近和着陆。所以该系统也被称为低量

程无线电高度表，简称LRRA。 

 

图19-49 无线电高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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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高度的测量方法如下：首先，收发机的发射机部分产生无线电信号，该信号通

过发射天线传输到地面，经地面反射回来，然后由接收天线接收。接收机可以比较发送信

号和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由于无线电高度信号以光速传播，根据信号传输时间和光速，可

以计算出信号传输的距离，该距离除以二再减去接收机到天线电缆的长度，可以得到飞机

到下方地面的高度，即无线电高度。 

2.无线电高度表系统组成 
现代飞机一般安装了两套无线电高度表，每一套都包含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和收发

机。收发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的频率范围为4200到4400Mhz,功率大约100毫瓦。收发天线安

装在飞机机身底部。收发天线是件号完全一致，可以互换。 

 

 
图19-50 无线电高度表系统 

3.无线电高度表显示: 
 无线电高度表系统的收发机将数据传输给飞机显示系统，通常显示在主飞行显示器

PFD上，旧式飞机也显示在传统的机械指示器上，此外，收发机还将数据输出给飞机其他系

统，例如增强型近地警告系统EGPWS、TCAS系统、气象雷达系统和自动飞行系统。 

在PFD上，当高度较低时，姿态球还会出现可升起的跑道标记，飞机下降时跑道标记向

上移动，当飞机接地时，跑道标记触及地平线。现代飞机除了在PFD上显示高度数值外，在

一些特定高度值还可以通过语音方式自动报告无线电高度，以提醒机组注意。不同飞机自

动报高度功能由不同的系统实现，如典型波音飞机飞机由近地警告系统提供自动报高度功

能，而典型空客飞机由飞行警告计算机提供自动报高度功能。 

当无线电高度表系统故障，会显示红色的RA故障旗。在旧式飞机上，ADI会安装跑道升

起符号的高度指示。当无线电高度下降到一定阶段后，跑道升起符号会出现在ADI的底部，

并在着地时到达飞机标志处。如果无线电高度表系统故障，升起的跑道将被RUNWAY故障旗

代替。 

老式飞机的无线电高度指示器以模拟的刻度显示高度。当飞机高度高过762米（2500英

尺），指针隐藏起来或磁带背景变黑色。如果系统出现故障，指示器出现红色的警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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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1 无线电高度表显示 

4.决断高度： 
无线电高度表系统允许机组在EFIS控制面板上设置决断高度，部分飞机决断高度也可

以在MCDU上设置，机组选择的决断高度通常显示在PFD上或无线电高度表的高度游标上。当

飞机的实际高度接近选定的决断高度时，会发生语音警告。同时高度带指示由绿色变成琥

珀色，并增加了DH标签。 

决断高度（DH）是指机组决定继续着陆还是复飞的最小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如果获

得足够的能见度，且根据飞机位置和进近轨迹来判断能继续安全的进近和着陆，可以继续

着陆，否则，必须进行复飞。 

另外决断高度的高低对于商业飞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也是很重要的。由于商用飞机的

重量很大，涡轮发动机的加速性差，而且是飞机在着陆构型下，阻力系数较大。因此如果

DH设置过低，一旦进近不成功，飞机很难安全地由进近转入复飞。而一旦DH设定过高，飞

机复飞的成功率会增加，但复飞的概率也会增加，就会影响到航班的准时性，航空公司的

经济效益和机场的指挥难度。所以对于DH的制定应该是可以保证各型飞机在最大着陆重量

下，在排除了气温、机场标高、风以及可能遇到单发的影响后可以执行复飞的最小高度，

这样才会将飞机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有效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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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2 决断高度 

19.3.5 测距仪系统 

 

1.DME简介 
测距仪简称DME,工作频率范围为962Mhz到1213Mhz，测量的是飞机到地面台的斜距。飞

机到地面台的真实距离取决于飞机的高度和此斜距。通常，当大型飞机的飞行高度在9000

米的时候，飞机到地面台的斜距在35海里以上时，所测的斜距和真实距离的误差大概在1%

内；飞机在下降阶段，距离地面台的斜距小于30海里，飞机高度降低至1000到2000米时，

误差也在1%,所以，通常这个斜距可以用来代替真实距离。只有飞机的飞行高度较高且飞机

距离地面台的真实距离较近时，斜距代替真实距离的误差会比较大。 

 

图19-53 测距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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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E系统向地面台发送询问信号并接收地面台发送的应答信号，根据询问信号和应答信

号的时间差来计算飞机到地面台的距离。此距离用海里来表示（1海里等于1.852公里）。

 

图19-54 测距仪 

2.DME调谐 

 

图19-55 DME地面台 

在民用导航设备上，DME地面台和VOR台或LOC台是匹配安装的。因此，不论是飞行管理

系统自动调谐VOR/LOC频率还是机组成员在MCDU上或在导航控制面板输入VOR或LOC频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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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E的工作频率同步自动调谐的。在航图上，地面VOR台有几种显示方法，显示VOR和DME台

连接在一起，并显示VOR台的频率或者在VOR频率前加上字母D。还有一种单独的VOR台称为

AROS VOR，没有匹配的DME台。 

3.测距仪系统组成 
DME系统包括位于电子舱内的询问机和位于机身底部的天线。天线用于发送询问信号和

接收地面台的应答信号。DME系统、ATC系统和TCAS系统的工作频率都在L波段范围，工作频

率比较接近，为了防止信号干扰，这几套系统不能同时工作，当其中一套系统发射信号的

瞬间，抑制其他系统工作。机载的ATC和DME天线件号一致，是可以互换的。 

 

图19-56 测距仪系统组成 

4.测距仪系统驾驶舱显示： 
在现代飞机上，测距仪的数值显示在ND和RMI上，如果接收的是来自和LOC台集成DME台

的信号，该距离显示在PFD上。当没有接收到任何应答信号，显示用绿色的破折号代替数

字。如果系统检测到DME出现故障，用琥珀色的DME故障旗框代替。如果接收的是来自和VOR

台集成DME台的信号,则DME距离显示于ND上，一般显示于ND左下角和右下角的VOR指针信息

区域。1号DME的距离会与1号ILS或VOR显示在一起，2号DME的距离会与2号VOR或ILS显示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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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7 DME显示 

19.3.6 GPS全球定位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简称GPS，是一种基于卫星的导航系统，能够以高精度计算飞机位置。 

它使用21颗主卫星和3颗备用卫星，轨道距离地球约10900nm,每颗卫星每12小时完成

一圈轨道飞行。 

图19-58 GPS简介 

每颗卫星持续性地发送包含发射时间的定位信号。飞机上的GPS装置通过比较信号接收

时间和发射时间来计算信号的传输时间。无线电信号以光速传播，通过传输时间可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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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飞机到卫星的距离。GPS系统芯片中存储着卫星的位置，根据空间中两点的距离公式可以

建立一个方程式，其中飞机的空间坐标是三个未知量。同时卫星定位信号包含的时间来自

于卫星时钟，而飞机GPS系统与之比对的是飞机时钟，那么飞机时钟和卫星时钟的时间差就

是第四个未知量。所以，当至少有四颗卫星可用时，全球定位系统根据到四颗卫星的距离

建立方程组，可以计算出飞机在空间中的位置和飞机时钟与卫星时钟的时间差，完成定位

和授时的功能。 

GPS提供两项服务： 

精密定位服务，简称PPS，仅用于军事用户。 

标准定位服务，简称SPS，用于民用领域。它使用1575.42兆赫的频率，平均定位精度

在15至25米之间。 

 

图19-59 GPS服务 

标准定位服务SPS15m的精度太低，不满足利用GPS进行自动着陆的要求，但可以通过差

分GPS（简称DGPS）来提高精度。 

DGPS在机场建立参考站。它根据自己精确的已知位置和由GPS信号计算的位置来计算位

置误差。该位置误差传递到飞机上用于调整飞机的GPS位置。用这种方法，精度可提高到3

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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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0 DGPS 

飞机上通常安装2套GPS。每个GPS都有一个顶部安装的天线，接收卫星信号。 

卫星信号被由天线传输到GPS组件，可能是天线附近的单独GPS组件，也可能是另一个

部件（如多模式接收机MMR）内部的GPS组件。GPS组件对信号进行处理，并将GPS位置发送

给飞行管理系统进行飞机综合位置计算。 

GPS在工作时有四种工作模式，分别是：获取模式，导航模式，高度辅助模式和悬

挂模式。 

1）获取模式：在获取模式下GPS系统寻找卫星信号，为了进行GPS数据计算，GPS

系统需要截获至少4颗卫星的信号。GPS系统会根据芯片中存储的卫星位置，去搜索卫

星信号，这个过程一般需要4分钟左右的时间。当飞机惯导校准好后，GPS可以利用惯

导传过来的飞机位置和高度，加快搜索卫星信号，获取模式的时间可以缩短到75秒左

右。 

2）导航模式：当GPS系统截获到四颗卫星（或者更多）的信号以后，将会进入导航模

式工作。在导航模式下，GPS系统根据卫星信号持续计算并输出GPS数据。为了保持导航模

式工作，GPS系统必需接持续接收到四颗（或者更多）卫星的信号。 

3）高度辅助模式：当在导航模式工作时，GPS系统只剩三颗卫星的信号可用，会进入

高度辅助模式。计算飞机位置需要飞机到四颗卫星的距离来建立方程组，现在只剩三颗卫

星，GPS系统会接收惯导传过来的飞机高度，再根据地球半径得到飞机到地心的距离，根据

飞机到地心的距离建立方程式补全到方程组之中，可以继续计算GPS数据。不过在高度辅助

模式下，GPS的精度会降低。 

4）悬挂模式：当在导航模式工作时，GPS系统卫星信号覆盖变差只剩两颗或者更少的

卫星信号可用，会进入悬挂模式。悬挂模式下，GPS系统暂停数据的输出，但是会利用惯导

传过来的飞机运动轨迹和姿态信号，继续保持对原有四颗卫星信号的追踪，当重新找回原

有的四颗卫星信号时，可以快速恢复导航模式工作。悬挂模式只能工作30秒，当30秒后依

然不能找回原有的四颗卫星信号，会进入获取模式重新搜索卫星信号。悬挂模式的意义在

于，当GPS系统短暂失去卫星信号时，不必回到获取模式重新搜索，而是可以快速恢复导航

模式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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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1 GPS系统组成 

目前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是以地面导航设备、雷达和语音通信为基础的。 

未来的空中导航系统，简称FANS，使用基于空间的导航，比如GPS，和卫星通信加强飞

机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联系。 

FANS也被称为CNS/ATM，即通信、导航和监视/空中交通管理，CNS/ATM这个名称体现了

系统的功能。 

图19-62 FANS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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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S使用ACARS数据链在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之间传输请求和报告。此数据链接称为

管制员和机组数据链，简称CPDL，相对于传统的语音通信，它降低了管制员和机组误解的

风险。 

由于可以自动传输重要的飞行数据，FANS还提高了空中交通管制管制员的交通态势监

控能力。这被称为自动相关监视功能，简称ADS。使用ADS以后，管制员可以减少飞机之间

的高度间隔，使更多的飞机可以在同一个空域飞行，并且可以相距更接近，从而提高空域

的容纳能力。 

关于FANS系统的组成。首先FANS使用飞行管理系统作为主导航系统，从飞行管理系统

获取本机的飞行计划和飞行数据。 

通信管理组件（简称CMU）提供通信系统和飞行管理计算机之间的双向数据链接，既用

于收发空中交通管制消息，比如管制员给的交通指令，也用于收发航空公司运行控制中心

（简称AOC）消息，比如新的飞行计划和天气报告。 

FANS功能的驾驶舱人机接口通过EFIS和ECAM显示器、打印机和MCDU实现。在MCDU上，

飞行员可以打开或关闭与空中交通管制的数据链，并可以在短时间内抑制ADS。 

一个新的控制组件是数据链控制和显示组件，简称DCDU。两个DCDU位于MCDU的正上

方，用于显示空中交通管制信息。 

在下图的例子中，DCDU屏幕显示了一条来自KZAK控制中心的信息，该控制中心希望飞

行员降低飞机速度。 

当来自空中交通管制的新信息到达时，遮光板上的两个DCDU信息灯亮起。 

 

图19-63 FANS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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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机载监视系统 

 

19.4.1 气象雷达 

 
1. 气象雷达功能与组成 

气象雷达的工作原理与回声相同，通过方向性很强的天线向飞机前方180度的区域发射

脉冲无线电波，它在传播过程中和大气发生各种相互作用。如大气中水汽凝结物（云、雾

和降水）对雷达发射波的散射和吸收；非球形粒子对圆极化波散射产生的退极化作用，无

线电波的空气折射率不均匀结构和闪电放电形成的电离介质对入射波的散射，稳定层结大

气对入射波的部分反射；以及散射体积内散射目标的运动对入射波产生的多普勒效应等。

气象雷达回波不仅可以确定探测目标的空间位置、形状、尺度、移动和发展变化等宏观特

性，还可以根据回波信号的振幅、相位、频率和偏振度等确定目标物的各种物理特性，例

如云中含水量、降水强度、风场、铅直气流速度、大气湍流、降水粒子谱、云和降水粒子

相态以及闪电等。此外，还可利用对流层大气温度和湿度随高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折射率随

高度变化的规律，由探测得到的对流层中温度和湿度的铅直分布求出折射率的铅直梯度，

并通过分析无线电波传播的条件，预报雷达的探测距离，也可根据雷达探测距离的异常现

象（如超折射现象）推断大气温度和湿度的层结。，并将分析结果显示在导航显示器上。

不同的回波信号强度会显示为不同的颜色。 

气象雷达的附加功能还可以显示地型轮廓，以及可以检测到湍流和风切变事件。 

 

图19-64 气象雷达功能简介 

典型的气象雷达系统由一个收发机、一个天线和一个控制面板组成。系统输出显示在

导航显示器上。天线组件位于雷达罩内，包括天线和天线底座。天线由方位电机驱动可正

负移动90度。还有一个仰角扫描电机用于保持天线水平姿态独立于飞机姿态。该功能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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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信号来自惯性基准系统或垂直陀螺仪。控制面板上的俯仰旋钮可以手动控制天线的俯仰

姿态。 

 

图19-65 气象雷达部件组成 

气象雷达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天线，天线用于发射和接收探测气象所需的窄波束。它

们是平板天线和抛物面反射天线。平板天线比抛物面天线效率更高，因此是现代气象雷达

系统中最常见的天线。平板天线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旁瓣信号比抛物线天线少，这些旁瓣

信号会导致出现干扰目标。气象雷达收发机产生雷达脉冲并分析回波。它发送到天线的脉

冲功率在老式系统中为60kw，在现代系统中为25w。脉冲被波导管引导到天线上，为了保持

较短的传输距离，收发机往往位于前压力隔板附近。 

 

图19-66 不同的气象雷达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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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象雷达控制与指示 

在气象雷达控制面板上，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操作模式。WX模式代表气象模式，可以

在导航显示器上看到彩色气象图像。红色区域表示非常强的暴雨，黄色表示中雨级别，绿

色表示小雨级别。在导航显示器上，还可以看到与飞机航向相关的气象位置以及气象位置

与飞机的距离。 

 
图19-67 气象雷达控制一 

气象雷达控制面板上的下一个模式，是气象加湍流模式（WX/TURB 模式）。在湍流

中，水分子往复运动，因此在飞机的纵向轴线上也有移动。这意味着，当目标向飞机移动

时，回波频率增加，而当目标远离飞机时，回波频率降低，这种效应也称为多普勒效应。

气象雷达根据回波频率变化计算出湍流区域，并以品红色显示在显示器上。 

 

图19-68 气象雷达控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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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上的第三种模式是地图模式（MAP 模式），它用来显示地面的地形。飞行员

用俯仰旋钮调整天线的俯仰水平，以获得最佳的显示效果，使用增益旋钮可以进行灵敏度

调整。注意，工作模式和俯仰选择会显示在导航显示器上。 

现代气象雷达系统的另一个功能被称为预警式风切变，简称PWS。风切变是非常危险

的，因为通过它的飞机，首先会遇到一股很强的向上垂直风向，这种向上垂直风向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会变成一股向下垂直风向。如果飞行员没有得到及时的警告，未能及时纠正上

升的升力，那么飞机在向上垂直风向期间将急剧抬头，并可能失速。若未失速，飞机也会

由于在短时间内气流变为向下垂直风向，而导致飞机姿态瞬间变为低头，并可能撞击地

面。 

风切变的探测与湍流相似，雷达在回波处理中采取搜索模式。如果较近的回波频率增

加，而较远的回波频率降低，则检测到风切变。当探测到风切变时，机组人员通常会得到

以下指示： 

一个风切变符号显示于导航显示器中，并在风切变关键区域有红色和黑色条纹，符号

边缘有额外的黄色色带，这显示了飞行员应该避免的航向。该警告伴随着一个红色风切变

信息在PFD和ND上，并且提供一个听觉警告， “Windshear ahead, go around”。 

 

 

图19-69 气象雷达控制三 

最后是气象雷达系统的测试模式。可以通过选择控制面板上的测试功能或使用中央维

护计算机进行测试。如果测试通过，系统在ND上显示测试模式图形，左侧显示测试通过消

息。如果系统中有故障，将没有测试模式图形显示，并在左侧显示WXR fail（WXR故障）消

息，此外，还会显示故障的L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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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0 气象雷达测试 

 

对于加油车和大型金属物体来说，在气象雷达工作时，安全距离应大于61米（200英

尺）至91米（300英尺），以防止出现闪爆等意外。注意，由于天线的扫描可能性，飞机前

方的安全区域为180度范围。  

 

图19-71 气象雷达测试 

如果需要在地面操作气象雷达系统，必须遵守重要的安全预防措施。这是因为气象

雷达的加热和辐射效应就像微波炉一样。因此，它可能对生命和设备造成危害，并可能在

飞机加油期间引发爆炸。必须始终遵守维护手册中规定的预防措施。对于现代气象雷达系

统，在气象雷达工作时，通常人员应保持远离气象雷达天线3米（10英尺）到4.5米（15英

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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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增强型近地警告系统（EGPWS） 

 

增强型近地警告系统（EGPWS）在飞机接近地形时提醒机组一种不安全状态，同时也提

供对风切变的警告。EGPWS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形数据库向机组给出改善了的地

形觉察。其做法为将飞机周围区域的地形信息详情给予显示，EGPWS也对机组的不安全下降

发出警告。 

 

图19-72 EGPWS功能简介 

传统近地警告系统（GPWS）在不安全情况下向驾驶员发出语音和目视警告，此警告持

续至驾驶员修正了险情后停止。当飞机高出地面小于746米（2450英尺）时进入工作。增强

的GPWS功能包含有一个全球地形数据库。EGPWC计算机将飞机位置和此数据库跟踪比较，发

现险情发出警告，这就是地形觉察（TA）功能。增强的GPWS功能也包含有一个机场数据

库，此数据库含有所有长于1066米（3500英尺）的硬表面跑道的地形信息，EGPWC将飞机位

置和跑道位置相比较，发现需要警告的场合，这就是地形净空基底（TCF）功能。 

1．GPWS模式的划分 

模式1—过大的下降率 

模式1可以在无线电高度表746米（2450英尺）至3米（10英尺）之间的一定情况下发出

警戒或警告，告示形式取决于无线电高度和下降速率。首先发出提醒告示，如果下降速率

不减少，则变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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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3 模式1-过大的下降率 

模式2—当贴近升高地形时迫近率（接近率）太大 

当向地形贴近的速率太大时，方式2将发出警戒和警告。当地形贴近率太大，GPWC发出

两次地形（TERRAIN）语音提醒信息，并在主飞行显示器（PFD）上显示拉起来（PULL UP）

文字。 

 

图19-74 方式2-贴近升高地形时接近率太大 

模式3—当飞机不在着陆形态下爬高中丢失高度太多（指起飞或复飞中） 

当起飞或复飞而襟翼没有在着陆形态（着陆形态为襟翼放下30单位以上）或起落架不

在放下位置时，方式3对较大的高度丢失提供警戒。当GPWS方式3警戒时，主飞行显示器上

有拉起来（PULL UP）显示。同时发出语音信息（DONT SINK）意为不要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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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5 模式3-当飞机不在着陆形态下爬高中丢失高度太多 

模式4—地形净空不够 

模式4是在襟翼或起落架不在着陆形态（着陆形态时襟翼应为放下30单位或以上）时飞

机过度贴近地形而发出警戒。在探测到起落架没有放下时，EGPWS发出警戒。方式4在低空

速时发出语音信息为“太低、起落架”（TOO LOW GEAR），或在高空速时发出语音信息

“太低、地形”（TOO LOW TERRAIN）。当起落架已放下但襟翼没有放到着陆形态时GPWC给

出警戒，模式4在低空速时发出语音信息“太低、襟翼”（TOO LOW FLAPS），或在高空速

时发出语音信息“太低、地形”（TOO LOW TERRAIN）。 

 
图19-76 模式4-地形净空不够 

模式5—低于下滑道的偏离太大 

当进近中起落架已放下飞机低于下滑道时，GPWC发出方式5警戒。模式5的警戒可以在

无线电高度304米（1000英尺）至9米（30英尺）之间发生，语音信息的间隔取决于高度和

下滑道偏离的大小。当飞机高度为304米（1000英尺）至9米（30英尺）而偏离过大时以上

时发出低音量的语音，当飞机高度低于91米（300英尺），且偏离大于2个点以上时发出中

等音量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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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7 模式5-低于下滑道的偏离太大 

模式6—无线电高度的语音报数 

模式6为飞机在起落架放下的下降过程，按预订高度提供语音报数。分别可提供如下几

种方式的语音报数：高度报数、最低高报告、接近最大高报告、侧斜角（滚转警戒）报

数。 

 

 

图19-78 模式6-无线电高度的语音报数 

模式7—风切变的警告 

当进近或起飞中具有水平和垂直风切变情况时GPWC发出模式7警告。风切变是大容积的

空气迅速改变流动方向的效应，最危险的风切变是下冲微暴。当飞机在地形附近，一个下

冲微暴使驾驶员没有时间去修正风切变的影响。 

飞机遭遇微暴时，其初始影响为增加空速和升力，由于增加升力，飞机增加高度。 

当飞机继续通过微暴时，其影响迅速改变为丧失空速和升力，此时飞行高度迅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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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GPWC发出的模式7警告为语音信息风切变（WINDSHEAR）。同时GPWC向显示电子组件

（DEU）送出一个离散信号，使主飞行显示器上显示红色的风切变（WINDSHEAR）信息。方

式7警告具有最高优先级。 

 

图19-79 模式7-风切变的警告 

2. 增强型近地警告（EGPWS）的增强模式 

模式1—地形察觉 

近地警告计算机比较飞机位置、襟翼和起落架位置、和地形净空去发现是否存在需提

醒或警告的状态。GPWC的存贮器内有一个全球地形数据库，GPWC将飞机位置和航迹与此地

形数据库比较，如果GPWC发现存在地形威胁，则发出警戒。如果GPWC发现飞机与地形冲突

之间仅有60秒钟时间了，则使得发出地形提醒，下列为提醒的告示：语音提醒信息注意地

形（CAUTION TERRAIN）、在导航显示器上显示地形信息（TERRAIN）。 

如果GPWC发现飞机与地形冲突之间仅剩30秒钟时间，则使得发出地形警告，下列为警

告的告示：语音信息，地形、地形、拉起来（TERRAIN、TERRAIN PULL UP）、在主飞行显

示器上红色拉起来（PULL UP）信息、在导航显示器上红色地形（TERRAIN）信息。 

模式2-地形净空基底 

地形净空基底（TCF）在飞机进近中下降过低时向机组发出警戒。TCF利用飞机位置和

跑道数据库对照发现是否进入警戒状态。 

GPWC的存贮器内有一个跑道数据库，跑道数据库是在地形数据库内。跑道数据库包含

有世界上长度1066米（3500英尺）的上的所有硬道面跑道的位置。TCF形成跑道周围地形净

空的包络，此包络的高度随离开机场距离的增加而升高，GPWC将飞机经纬度和无线电高度

与TCF包络数据相比较，如果飞机下降穿越了包络的基底，则GPWC发出警戒。即使飞机是在

着陆形态下，TCF也生成警戒信息。 

如果GPWC发现飞机低于地形净空基底（TCF），则发出提醒警戒：语音信息太低、地形

（TOO LOW TERRAIN）、在导航显示器（ND）上出现地形（TERRAIN）信息。 

如继续下降，则发生如下警戒：语音信息拉起来（PULL UP）、在导航显示器（ND）上

显示地形（TERRAIN）信息、在主飞行显示器（PFD）上显示拉起来（PULL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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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0 增强模式 

3. 近地警告系统部件 

1）近地警告计算机 

GPWC是近地警告系统的主要部件，计算机前面板上有三组发光二极管显示器表达内部

或外部故障，前面板上也有自检电门，此电门可进入6种方式的自检，其故障将由驾驶舱扬

声器宣告，或通过电门底下插座连接的耳机得知。 

 
图 19-81 近地警告计算机 

2）EFIS控制面板 

EFIS控制板让机组选定导航显示器（ND）上需要显示的信息。GPWS和下列控制相接

口：地形图（TERR MAP）电门、ND方式选择器、ND距离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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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2 EFIS控制面板 

 

 

图 19-83 近地警告面板 

19.4.3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地面管制台必须具有空中交通管制系统(ATC)，它监视并控制空中

交通。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地面雷达系统来提供相应空域内的飞机信息。地面ATC系统使

用两种雷达:一次监视雷达(PSR)和二次监视雷达(SSR)。一次监视雷达的地面网络系统可用

于终端监视和航路监视。PSR发射的信号遇到飞机被反射回来，被同一位置上的接收机接

收，从而确定距离。但是PSR的发射功率较大，不能显示目标的高度，不能识别目标。作为

二次监视雷达则需要机载设备一应答机，它与地面 SSR进行交流。应答机实际上就是一个

收发机，它能够接收并应答脉冲编码传输。SSR也是根据发射时天线所对准的角度来确定飞

机的方位，根据从发射询问信号到接收应答信号之间的时间差来计算目标的距离。但是由

于SSR发射的询问信号有模式的区别，机载应答机根据不同的询问模式，给出识别应答和高

度应答信号，由此可见,SSR恰好克服了PSR的缺点。 

民用航空器的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ATC）应答信号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即模式A、

3）近地警告面板

近地警告面板（GPWM）是机组和GPWS之间的接口，GPWM上有一个琥珀色的GPWS不工

作（INOP）指示灯，面板上还有三个电门：襟翼禁止电门、起落架禁止电门、地形禁止

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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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C和模式S： 

进行模式A信号发送时，应答机能够发送一个四位数的飞机识别码，地面管制人员能够

通过这个飞机识别码来确认飞机的识别信息。 

进行模式C信号发送时，应答机能够发送飞机的气压高度，地面管制人员能够通过这个

信息来确认飞机的气压高度。 

而S模式是一个最新的系统，它能够帮助地面管制系统在未来控制不断增加的交通量，

同时它也是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简称TCAS）所需要的。S模式应答器发送的应答信号，可

以包含飞机各种信息，用于回应来自空中交通管制地面站和其他飞机TCAS的询问。装备了S

模式应答机的飞机有一个唯一的飞机地址码，该代码由管理局在飞机认证期间给出，并设

置在航空电子舱的程序模块上。地面站或其它飞机可以利用这个地址码，对ATC进行选择性

询问。 

 

图19-84 ATC功能简介一 

空中交通管制员接收关于每架飞机的下列信息： 

1）以飞机符号表示的飞机位置和以一系列圆点表示的飞行轨迹。这些点显示了之前雷

达扫描时飞机的位置。 

2）在飞机符号旁边显示飞机识别码。 

3）对于定期商业航班，地面站自动将代码转换为航班号。 

4）在空中交通管制屏幕上，还可以看到飞机的气压高度，显示于飞机代码或航班号的

下方。 

5）飞行高度后的箭头表示飞机在爬升或下降。 

6）最后还可以显示飞机的地速。这是地面站计算机计算的，而不是从飞机上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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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5 ATC功能简介二 

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位于航空电子舱内。全球所有的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接收的询问

信号频率为1030兆赫，应答机的应答频率为1090兆赫。 

所有的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在飞机底部都有一个天线。它与测距机（简称DME）天线相

同，也可以与DME天线互换，因为它们的工作频段相同。 

S模式应答机也有一个顶部天线，允许和更高高度的其他飞机的TCAS通信。空中交通管

制应答机系统在驾驶舱内还有一个控制面板，也用于控制TCAS。 

现代商用飞机通常有两个独立的应答机，但同时只能工作一个。飞行员用一个开关选

择应答器进行工作。高度源开关用于选择哪一部大气数据系统为模式C提供气压高度信号。

代码显示窗口显示正在使用的应答机识别码，它可以在0000到7777之间选择，但为特殊功

能保留了3个特殊代码。飞行员可以使用下方两个选择旋钮选择由空中交通管制地面站给出

的识别码。当空中交通管制地面站要求确认飞机时，飞行员可以按下识别按钮。这将在地

面站屏幕上提供一个特殊的位置标识（SPI）。使用控制面板上的模式选择开关，飞行员可

以选择不同的操作模式。待命模式表示收发器已打开，但禁止应答，这是地面上的正常模

式。高度报告关闭模式下，应答器仅对模式A或模式S的询问做出响应，但模式C的高度报告

被禁止。在XPNDR模式，应答器完全工作，并回复所有询问。 

 
图19-86 ATC控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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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TC控制面板上的模式开关离开待命位置时，应答器将回复ATC询问。因此，必须注

意，切勿在地面上选择3个特殊识别码，因为它们是紧急代码，分别是：7500，用于识别劫

机事件；7600，表示无线电静默；7700，表示飞机处于紧急状态。按下面板上的test（测

试）按钮，可以在地面上对ATC应答器系统进行测试，在此测试过程中，各个组件都将进行

测试，但不会发送应答。可以在飞机维修手册中找到详细的测试步骤。 

 

图19-87 ATC控制二 

 

19.4.4 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TCAS） 

 
1. TCAS功能与系统组成 

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简称TCAS，作用是保护飞机防止相撞。 

TCAS系统会主动询问周围空域中装有ATC应答机的入侵飞机，入侵飞机的ATC应答机接

收到询问信号后会给出应答信号，不同模式的应答机应答信号中包含不同的信息，A模式应

答信号中包含入侵飞机的应答机代码，C模式应答信号中包含入侵飞机的高度，S模式的应

答信号中可以包含入侵飞机的24位地址码和TCAS避撞方案的协商数据等信息。如果入侵飞

机装有S模式应答机且开启了ADS-B(自动相关监控广播)功能，TCAS系统会自动监听S模式应

答机主动发射的ADS-B信号。TCAS系统收到该信号的S模式编码后将该机的24位地址码加入

到询问列表中，稍后TCAS会逐个地询问列表中的飞机，这样可以确保TCAS与入侵飞机建立

联系。对于S模式信息和A、C模式信息，TCAS计算机会使用与各模式相应的译码器进行译

码，获得计算所需的入侵飞机高度、高度变化率等信息。通过测量询问信号发出到接收到

应答信号的时间间隔，计算出入侵飞机的距离。通过方向性天线的定向性，获得入侵飞机

的方位信息。这样就获得了计算入侵飞机飞行轨迹的全部所需信息，为进一步的计算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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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本机的其他机载系统会连续地向TCAS计算机提供本机的飞行参数，如位置、俯仰

角、横滚角、飞行高度、最大空速等信息。TCAS计算机在对入侵飞机的参数和本机的参数

进行综合计算后，得到本机与入侵飞机的相对高度和速度。进一步通过计算判断出本机与

入侵飞机的飞行轨迹是否具有相互冲突的可能。根据入侵飞机对本机的威胁状况，将入侵

飞机分别归类为OT（无）威胁等级组、PT（接近）威胁等级组、TA（交通咨询）威胁等级

组和RA（决断咨询）威胁等级组，四个威胁级别组。TCAS的最大监视能力为30架飞机。 

TCAS在自己的飞机周围形成2个保护区：决断咨询和交通咨询保护区。这些区域根据目

标到达TCAS飞机最近的接近点（简称CPA）的时间而确定，这个保护区叫做TAU区域。TA和

RA保护时间随海拔高度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2133米（7000英尺）处，RA的接近时间为

25秒。TA的接近时间是40秒。如果目标飞机到达TA-TAU区域，TCAS会发出语音交通警告。

当目标飞机到达RA-TAU区域时，将同时提供视觉和听觉警报。 

 
图19-88 TCAS功能简介一 

不属于RA和TA的飞机被分为接近交通或其他交通。接近交通指距离在6海里半径之内且

相对高度小于365米（1200英尺）的飞机。其他交通指距离超过6海里或相对高度间隔超过

365米（1200英尺）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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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9 TCAS功能简介二 

典型的TCAS系统由以下主要组件： 

一个TCAS计算机，位于航空电子舱内，两个用于发送和接收的天线，一个在飞机顶

部，一个在飞机底部。最后是驾驶舱内的ATC/TCAS控制面板,该面板包含了ATC和TCAS系统

的控制功能。 

TCAS系统与其他飞机的ATC系统进行通信，因此它使用与ATC相同的两个频率。它以

1030兆赫的频率发送询问，并以1090兆赫的频率接收应答。TCAS天线由4个电子控制子元件

组成,这给了天线一个方向特性，这样计算机就可以计算出目标飞机的方向。 

 

 

图19-90 TCAS部件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840 

 

TCAS计算机还通过一个数据总线与自己的ATC通信。它还需要来自飞机其他系统的信

息，例如来自无线电高度系统的无线电高度和来自惯性导航系统的航向，姿态。 

TCAS计算机还向EFIS显示器等显示部件和语音警报扬声器提供视觉和听觉警告信号。 

 

图19-91 TCAS交联 

2. TCAS控制与指示 

为了检测交通威胁，TCAS不断向其他飞机发送询问信息。 

询问信息脉冲的强度在传输中发生变化，因此也被称为耳语和大喊询问。TCAS根据信

号强度识别目标的特征，例如距离和方向。 

当目标飞机ATC应答时，它被添加到TCAS目标列表中，以便进行持续跟踪。 

配备S模式ATC的目标飞机不会仅仅等待询问。它们可以选择打开ADS-B(自动相关监控

广播)功能，开启后会持续性发送信号，这也被称为广播信号。广播信号中包含它们自己的

飞机地址码。TCAS接收到广播信号后，这些飞机也会被列入目标名单。 

利用地址码，TCAS可以有选择地询问这架目标飞机的S模式ATC，并要求更多的信息。 

TCAS计算机使用接收到的数据来计算另一架飞机是否有碰撞威胁。如果是，它还会计

算避撞数据。 

避撞数据和对方的位置数据被发送到显示系统，如果达到警告级别，还会发出声音警

报。 

如果目标飞机也有TCAS，则两台TCAS计算机使用S模式ATC相互通信。两台TCAS计算机

都计算出一条经过交换和协调的避撞路径，以确保不会相撞。两架飞机之间也会建立空对

空模式S数据链，进行持续的避撞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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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2 TCAS工作过程 

TCAS指示主要显示于导航显示器上。按下EFIS控制面板上的交通或TFC按钮，可以看到

各个目标飞机的图标。 

要在ATC/TCAS控制面板上启动TCAS功能，模式开关应选择“TA ONLY”或“TA/RA”。 

当模式开关处于TA/RA位置时，根据该区域当前的交通状况，ND上可以显示4种类型的

符号，对应TCAS四种威胁级别。 

符号上方或下方显示飞机之间的高度间隔，以百英尺为单位。加号表示对方在本架飞

机上方，减号表示对方在本架飞机下方。 

右侧的垂直向上箭头表示对方以大于或等于152米/分钟（500英尺/分钟）的速度上

升，向下箭头表示对方以大于或等于152米/分钟（500英尺/分钟）的速度下降。 

 

 

 

 

决断咨询显示为一个红色实心正方形图标。在下图例子中，这个目标在304米（1000英

尺）以下，垂直速度小于152米/分钟（500英尺/分钟），距离约4海里。 

 

接近交通显示为一个带白色实心菱形图标。在下图例子中，目标在274米（900英

尺）以下，以152米/分钟（500英尺/分钟）以上的速度下降，距离约为10海里。

交通咨询显示为一个琥珀色的实心圆形图标。在下图例子中，目标在60米（200英尺

）以下，爬升速度超过152米/分钟（500英尺/分钟）。距离约为5海里。

主飞行显示器上还会显示TCAS计算的避撞方案。

其他交通显示为白色空心菱形图标。在下图例子中，目标与我们高度差426米（1400 

英尺），距离15海里。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842 

 

 

图19-93 TCAS显示 

当交通咨询（TA）出现时，驾驶舱可以听到语音提示TRAFFIC.TRAFFIC。此警报告诉机

组人员监视显示器上是否有威胁目标。 

在决断咨询（RA）期间，可能有两种听觉警报。分别是预防措施RA和纠正措施RA。 

当当前垂直速度和与威胁目标的高度间隔还在安全区间时，发出预防措施RA。这种情

况发生时，语音提示是MONITOR VERTICAL SPEED − MONITOR VERTICAL SPEED。该信息告诉

机组保持建议的垂直速度，建议的垂直速度区间在垂速带上以绿色显示。而红色范围内的

垂直速度，相撞的风险很高。 

 

 

图19-94 TCAS警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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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度间隔不安全时，纠正措施RA就会出现。听觉警报会告诉机组人员采取纠正措施

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例如： 

CLIMB，CLIMB意味着飞机必须在指示的绿色区域内以垂直速度爬升。 

A REDUCE CLIMB的声音警报告诉机组人员降低爬升速度。 

在控制面板上，可选择第二个TCAS模式，即TA ONLY模式。在此模式下，不计算决断咨

询的听觉或视觉警告。决断咨询的红色符号也不会出现在ND上。 

 

 

图19-95 TCAS警告二 

最后是TCAS的测试。测试方法可能因飞机类型而异，下图这个例子来自波音737NG飞

机。 

可以从ATC/TCAS控制面板或TCAS计算机前面板上的测试开关启动测试。如果测试通

过，显示器上将显示以下指示： 

青色TCAS test信息、红色TRAFFIC信息和所有四种级别目标的符号。 

如果测试失败， TCAS test FAIL将替换TCAS test信息，并且不显示任何目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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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6 TCAS测试 

 

19.5 导航备用仪表 

 

19.5.1高度表 

 

在所有T型布局飞机上都能在仪表板右侧的位置看到高度表。高度表是飞机上重要的仪

表，飞行员通过它判断飞机是否处于目标高度。飞行高度指的是飞行高度是指飞行器在空

中至某一基准水平面的垂直距离。飞机上有多种型号的高度表，在活塞发动机上，常见的

高度表有两根指针，长指针用于指示百英尺，短指针用于指示千英尺。现代大型商用客机

往往需要飞到9000米（30000英尺）以上，这就需要配备能显示3000米（10000英尺）以上

的高度表。目前大型商用客机上配备的高度表有多种型号，比如有的高度表会增加一根指

针来指示3000米（10000英尺）以上的高度，有的只保留一根指针指示百英尺，其余以数字

来显示，或者在电子仪表上直接显示高度的读数。 

高度表是以国际标准大气为条件来进行校准的。国际标准大气，是指为比较航空器性

能和设计仪表而在国际飞行活动中统一采用的已规定空气特性的大气。如图19-99所示，科

学研究表明，高度和气压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相应的方程来描述，其结果近似为高度每增加9

米（30英尺），气压降低1百帕。当飞机在300米（1000英尺）高空飞行时，外部静压约为

980百帕。高度表将该静压转换为300米（1000英尺）的指示，因此，指示高度等于实际高

度。但是，只有当海平面的压力真的是1013百帕时，指示高度才能和实际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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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7 不同型号的高度表 

海平面上的真实压力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并且在某些特定的地

点，比如在广州，它的真实压力才会恰好是1013百帕。其他区域有低压或高压。因为海平

面压力符合标准条件，当你从广州飞往上海时，高度表的读数是准确的，但如果换成其他

航线，高度表读数就会和实际高度不一致。 

 

图19-98 气压和高度 

由于实际的天气条件，上海的海平面气压为1000百帕。为了指示一千英尺的高度表需

要大约980百帕的静压。这意味着当飞机到达上海时，高度表显示为300米（1000英尺）

时，实际高度只有大约192米（600英尺）。为了解决不同海平面压力导致高度表读数有偏

差的问题，每一个高度表有一个气压设置旋钮。使用仪表上的气压设置旋钮，可以给高度

表一个新的气压基准。在气动高度表中，旋钮直接调节整个高度表机构，以设置新的参考

值。电子指示器在指示器内部或通过大气数据计算机进行校正。当你用气压设置旋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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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百帕时，高度表将显示192米（600英尺），因为基准和实际压力之间的差是20百帕。 

 

图19-99 气压基准对指示高度的影响 

现在假设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机场高度为24米（80英尺）。如果你设置了一个对应

于当地海平面气压的气压基准，那么在飞机着陆时高度计会显示地面高度为24米（80英

尺）。这个气压设置称为QNH，它是起飞和着陆时的正常设置。如果你调节气压旋钮，把机

场的实际压力设置为气压基准，落地时就会显示0英尺。此设置称为QFE，可用于替代QNH起

飞和着陆。 

 

图19-100 气压基准对指示高度的影响（续） 

当处于一个空域内的多架飞机设置了不同的气压基准时，飞行员和空管人员不能通过

高度表指示来判断飞机是否处于同一高度，这意味着空中交通管制无法实现高度分离。因

此，在巡航飞行中，所有高度表使用相同的标准气压设置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高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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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渡高度）的爬升过程中，必须选择1013百帕的标准设置。空中交通管制可以指挥飞机

在不同的高度进行飞行，使它们在垂直方向分隔开从而避免相撞。这个高度现在被称为飞

行高度层，它是由以英尺为单位的高度除以100计算出来的。在过渡高度层下降过程中，基

准设置被改回目的地的QNH或QFE，以便在着陆过程中获得正确的高度指示。 

 

图19-101 气压基准的切换 

在巡航飞行中，当海平面上的实际气压为1013百帕时，指示高度也是真实高度。当海

平面气压高于标准值时，实际高度高于指示高度，称为高压区。如果压力低于标准，则实

际高度低于指示值，称为低压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飞机的飞行高度都低于指示值，因

此必须非常仔细地监测地面障碍物（例如山峰），避免和飞机相撞。 

 

图19-102 气压对高度指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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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与海平面15℃的标准大气温度不一致时，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温度变化

会使大气膨胀或收缩，从而改变压力水平。如果温度高于标准大气条件，实际高度将高于

指示，如果温度低于标准大气条件，实际高度将低于指示。在冬季，必须更仔细地监测山

峰等障碍物的情况。 

 

图19-103 温度对高度指示的影响 

最后总结一下所有的海拔术语，在19-104图例子中，机场位于海拔826米（2712英尺）

的地方，所以它的海拔为826米（2712英尺）。如果将气压修正设置为当地海平面的实际压

力，在图中为1030百帕，则停放于机场地面的飞机的高度表指示为826米（2712英尺），称

为QNH。如果基准设为机场的实际压力，在图中为935百帕斯卡，你会得到一个高度表零英

尺的指示。这个设置被称为QFE。如果某架飞机上气压基准设置为QNH，在以1621米（5319

英尺）飞行高度通过机场，高度表显示该高度。如果使用QFE，则指示高度为794米（2607

英尺），如果气压基准设置为1013.25百帕斯卡（标准海平面），则指示高度为1524米

（5000英尺），相当于飞行高度层为50。 

 

图19-104 基准为QNH和QFE时高度表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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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空速表 

 

所谓空速，是指飞行器相对于空气的速度。根据测量方法上的差异，空速可分为真实

空速、指示空速、校准空速等几种。真实空速(True Air Speed) ，又称真空速，是表示飞

行器飞行时相对于周围空气运动的速度，其缩写形式为TAS。飞机在领航计算时所使用的空

速就是真空速。指示空速(Indicated Air Speed)，又称表速，它是根据测量得到的动压，

并按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空速与动压的关系而表示的速度值，其缩写形式为(IAS)。为了

飞行的安全，飞行员操纵飞机所依据的就是指示空速。校正空速(Calibrated Air 

Speed) ，是指示空速经过修正安装误差、仪表指示误差所得到的空速，其缩写形式为

(CAS)。 

已知动压“Q”就可以测量空速，因为Q等于速度“v”的平方乘以密度ρ的一半。而动

压是总压和静压之间的差，这种计算公式被称为伯努利原理。空速表，简称ASI，采用伯努

利原理，因为它使用压差计来获得总压和静压。气动空速表，可以在小型飞机上找到，也

可以在大型商用飞机上作为备用指示器，使用开口膜盒作为压差计。总压管路连接到开口

膜盒的内部，静压分配到指示器壳体，使其包围开口膜盒。这意味着开口膜盒的运动与动

态压力“Q”成正比气动空速表在通常以节为单位校准的刻度上显示指示空速或简称IAS。  

低速时，总压低，开口膜盒被压缩。中速时，所有机械部件均处于当前位置。高速时，总

压力高，开口膜盒膨胀。 

 

图19-105 空速表原理 

空速的极限，飞行员必须了解不同飞行情况下的空速限制。在小型飞机上，速度极限

在空速表刻度上用彩色范围和线标出。共有5中不同的符号会出现在空速表的刻度带上，分

别是：VSO，代表着陆构型下的失速速度，着陆构型意味着襟翼和起落架放下。VS1，代表

具有最大重量的清洁构型（需要解释一下概念）中的失速速度。清洁构型意味着襟翼和起

落架处于收上状态。VFE，代表襟翼放下的最大允许速度。VNO，代表巡航飞行的最大空

速。VNE，代表空速从未超过该值，所以这个值表示最大允许空速。绿色带覆盖区域的空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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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表示正常飞行空速范围，白色带覆盖区域是襟翼放下的飞行空速范围。黄色带是警戒范

围，这种速度只能在平稳的空气中使用，而不能进行大角度机动。在喷气式飞机空速表

中，你可以找到一个指示最大允许空速的指针。这是必要的，因为喷气式飞机的速度限制

不像活塞发动机飞机中的VNE那样是一个固定值。在低高度，极限取决于作用在飞机结构上

的动态压力，这个极限称为最大运行速度或简称VMO。它近似是恒定的，当考虑到IAS的压

缩性误差时，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略微增加。在较高海拔高度，极限取决于最大允许马赫

数或MMO。喷气式飞机的空速表由于受重量和襟翼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没有显示出低速极

限。只有在装有电子显示仪表的飞机上，才能在PFD的速度带上找到最低速度指示。最大速

度也显示在速度带上。此外，所有飞机都有超速和失速警告系统，这些系统是独立于指示

的。 

 

图19-106 空速极限的显示 

 

19.5.3  ADI 姿态指示器 

 

1.概述 

大型商业飞机的主要姿态显示集成在飞机的姿态指示器（ADI）或者主飞行显示器

（PFD）上。有些飞机使用电子姿态指示器（EADI），这是一个带有姿态指示器（ADI）图

像的显示器。主飞行显示器（PFD）和电子姿态指示器（EADI）显示的姿态信息来自于惯性

基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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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07 姿态指示器 

姿态指示器是一个复杂的机电指示器。在指示器中央有姿态显示和飞行指引指令杆，

因此被命名为姿态指示器。典型的姿态指示器在姿态球周围有很多其他指示。姿态指示呈

现在一个可以全向移动的姿态球上，姿态球中央位置能看到固定的飞机符号。自动飞行系

统控制飞行指引的俯仰和滚转指令杆。 

姿态指示器同时也综合转弯和侧滑指示。偏航速率陀螺控制转弯指针速率，沿纵轴显

示。侧滑指示器（也叫做侧滑仪小球，ball）显示合成重力的方向。下滑道指针显示飞机

在进近阶段是否高于或者低于下滑道。仪表着陆系统控制下滑道指针，将在导航章节有详

细介绍。上升跑道符号将在着陆进场的最后阶段出现。垂直移动显示飞机距离地面的高

度，叫做无线电高度。水平移动指示飞机位于航向信标波束中央的左侧或者右侧。当飞机

下降高度低于预选的离地高度时，DH（决断高度）灯亮，该预选高度叫做决断高度。此时

飞行员必须决定目视条件是否满足继续着陆。无线电高度表控制DH（决断高度）灯，将在

导航章节详细介绍。 

快慢指针提醒飞行员飞机速度是否符合预选最终着陆速度，称为V参考速度（V 

REF）。上满指示意味着飞机速度超过10节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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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08 姿态指示器显示 

除了侧滑仪小球（ball）和决断高度灯以外，上图所有显示都是被小电动马达或者力

矩表驱动。按压姿态指示器（ADI）上的测试按钮可以检测指示器功能是否正常。 

 

图19-109 姿态指示器测试按钮 

2.系统架构 

在本节中，将重点讲解在姿态指示器（ADI）上用于姿态指示的信号。信号由位于电子

舱内的一个远程垂直陀螺仪提供，垂直陀螺框架上的同步器将陀螺仪的俯仰和滚转角度转

换成电信号。当陀螺仪速度运行正常时，陀螺仪的有效信号将发送至姿态指示器（ADI）。

所有信号使用独立的导线传输，但是为便于识别原理图将会把所有导线合并成单根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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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10 系统架构I 

机长和副驾驶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姿态指示器，因此需要两个独立的垂直陀螺

仪。如果两个陀螺仪中的其中一个故障，则通过第三个陀螺仪转换恢复姿态指示。这个陀

螺仪能替代给机长侧或者副驾驶侧姿态指示器提供信号的故障陀螺仪。 

 

图19-111 系统架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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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陀螺仪提供的姿态信息并不仅仅用于姿态指示器。同时也提供给其他系统，例如

自动飞行系统和气象雷达系统。通常信号由机长侧垂直陀螺仪提供，如果安装第二套系

统，像第二套自动驾驶，则第二套系统的信号由副驾驶侧垂直陀螺仪提供。 

 

19.5.4 磁罗盘 

 

1.航向定义 

航向是飞机导航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显示在如下直读式罗盘和主仪表板上的遥感罗

盘。 

 

图19-112 磁罗盘 

 航向是飞机纵轴（也称为航向标线）和北极方向之间的夹角。真航向参考地理北极，

也称为真北（简写为TN）。磁航向参考地磁北极，也称为磁北（简写为MN）。真北和磁北

之间的夹角被称为磁差，实际的磁差取决于在地球上的实际位置。在一张标有相同变化位

置的等磁偏线的地图上，可以看到等磁偏线是不对称的，因为受到地球内部其他磁性物质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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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13 航向定义I 

   通常情况下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磁差，因为所有导航设备及跑道方向和地图上所有信

息一样都是基于磁航向。磁北位置一直在发生漂移，因此需要像跑道参考磁航向一样，每

间隔几年就要进行更新。  

 

图19-114 航向定义II 

罗盘只能通过水平磁场线来测量航向。正如在这里看到的，在靠近赤道地方的所有磁

场线都是水平的。在其他区域，磁场线降低至地球表面，这叫做倾角。 

 

图19-115 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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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倾角，磁场分为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在纬度50°时，水平分量强度衰减

50%。当纬度超过70°时，水平分量衰减至无法使用罗盘。在极地区域，必须使用方向性陀

螺或者惯性稳定系统。 

2.直读罗盘 

除一个灯泡外，直读罗盘没有任何电气部件，包括所有可以读出磁航向的部件。在商

业飞机中，它被称为备用磁罗盘。因为航向指示是基础T构型的一部分，即使在电源丢失的

情况下也必须可用。 

备用磁罗盘通常位于前风挡的中柱上，便于两个飞行员都能看到，并尽可能远的远离

电气设备的外围磁场。备用磁罗盘有一个带玻璃窗的外壳，玻璃窗的中央有一条竖线，称

为罗盘准线。罗盘准线显示可转动的罗盘刻度的航向。永磁铁驱动罗盘刻度与磁场方向一

致。 

备用磁罗盘内部充满液体用于抑制罗盘刻度的移动，膨胀装置补偿由温度变化引起的

流体膨胀。 

 

图19-116 直读罗盘I 

带有罗盘刻度的永磁体通过枢轴点轴承保持水平以测量磁场的水平分量，但是只有当

飞机水平且恒速飞行时才能正常工作。在改变速度或转弯时引起的飞机加速都会使磁铁偏

离水平位置。磁体也会受到地球磁场垂直分量的影响，从而导致指示在地球的北方偏下和

南方偏上位置。 

 

图19-117 直读罗盘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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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盘偏差 

直读罗盘会受到飞机内部磁场的影响，例如，飞机正常运行过程中处于工作状态的电

子设备。飞机的磁场改变磁北的方向，就是所谓的罗盘北。磁北和罗盘北之间的差值叫做

偏差。通过罗盘内部的可调小磁铁可以使偏差最小化，称为罗差补偿。 

 

图19-118 罗盘偏差 

4. 罗差补偿 

罗差补偿提供补偿磁铁的调整值。例如，当飞机大修或者飞机改装可能会影响到罗盘

指示的时候，必须进行补偿。补偿需要飞机在远离机场外围磁场的地面旋转360度，例如远

离建筑物。飞机转动期间可以识别出飞机磁场方向和强度，因为磁场方向和强度是常量，

尽管磁航向会改变方向。在补偿期间，记录飞机每转动90°的偏差值。通过使用非磁性工

具调节小补偿磁铁到正确的方向来进行修正。 

 

图19-119 罗盘偏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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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样还不能得到完整的补偿，因此当飞机在地面转动时，剩余罗盘误差应以30°

为间隔进行测量并记录在罗盘偏差卡中，以便飞行中使用。例如，当沿着磁航向120°飞行

时，在正常模式下罗盘应指示118°。 

4. 遥感罗盘系统 

定向陀螺仪（简写为DG）被用来消除直读罗盘存在的问题，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方向

指示，避免像加速所造成的短期效应影响。因为受地球运动影响会造成每小时最多15°的

方向偏移，所以定向陀螺仪方向必须定期修正。在老飞机或者小飞机上，飞行员必须在飞

机平飞且没有加速度时人工校准直读磁罗盘的方向。 

 

图19-120 遥感罗盘系统I 

后续研发出来不需要飞行员进行人工校准的遥感罗盘系统，它有一个接收定向陀螺仪

稳定航向信息的指示器。磁通阀自动测量磁场的方向，用磁场方向与指示器上显示的航向

进行比较，其差值通过一个扭力马达来调节定向陀螺仪的方向。当扭力驱动陀螺时，以最

大每秒2°的速率来改变定向陀螺仪的方向。 

磁通阀将磁场方向按比例转换成电信号。它有一个铁芯和3个感应线圈，可以产生强度

和方向取决于磁场方向的电信号。根据电气基本原理，当磁场强度变化时一个线圈只感应

一个电压。因此，磁通阀的铁芯经常被励磁线圈中的交流电饱和。 

饱和铁芯具有与空气相同的磁阻，所以磁场使用最短的路径旁通3个线圈。当铁芯没有

饱和时具有小于1/10000的空气磁阻，因此磁场使用更长的路径穿过铁芯和线圈。 

磁场的交替转换功能就像一个阀门，这就是磁通阀得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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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21 磁通阀 

磁通阀安装在远离飞机所有磁场的地方，例如安装在翼尖或大翼前缘或垂尾。剩余偏

差必须要补偿，例如可以通过远程补偿单元上的电位计来实现。 

磁通阀可以在其支架上摇摆，因此铁芯和感应线圈能在重力的作用下保持水平。在加

速过程中磁通阀摇摆，所以会受到垂直磁场的影响。因为磁修正电动机的扭矩有限，所以

短期扰动不会影响定向陀螺仪。 

飞行员可以通过一个强制同步信号器监控系统工作，因为它能显示出指示航向和磁通

阀信号之间的差值。当在0附近波动时，表明定向陀螺仪有正确稳定的方向且磁通阀提供修

正信号。只有长期扰动才会造成系统误差。 

 

19.5.5 ISFD（综合电子备用仪表） 

 

ISFD系统作为备用的综合导航组件，能够在驾驶舱显示屏故障的情况下向机组提供必

要的姿态、高度、空速、航向及仪表着陆等导航信息。必要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小型

的PFD。ISFD的出现能够很好地替代备用空速表、备用高度表和姿态指示器，所以在新一代

飞机上备用空速表、备用高度表和姿态指示器已经完全被ISFD系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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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22 ISFD系统图 

来自于电瓶汇流条的28伏直流电，通过专用的ISFD电瓶充电器给ISFD组件提供专用的

供电，以保证在应急供电状态下，ISFD仍然能够工作，为飞行员提供必要的导航信息。 

作为一个综合备用导航系统，ISFD所显示的姿态信息来自于组件本体的内部陀螺，由

陀螺来完成俯仰、滚转及偏航的计算。陀螺的工作原理与之前介绍到的ADI姿态指示器内部

陀螺工作原理一致。 

而所显示的高度信息和空速信息的最初输入信号则来自于备用的皮托管和备用的静压

孔。作为备用系统，为了系统的稳定性，备用皮托管和备用静压孔的气压信号会直接输入

到ISFD内部，并由ISFD直接计算出向对应的高度数值和空速数值，中间无需再经过ADM的转

换。 

左侧ADIRU中的IR功能向IES系统提供航向信息，IR系统在完成正常航向计算的同时也

会把结果输入值ISFD系统，以保证在备用系统工作时能够提供相应的航向信息。除了左侧

的ADIRU能够提供实时的航向信息以外，通过MCP面板还可以设置飞行的目标航向，设置的

方式与正常在PFD上设置目标航向的方式一致。 

在近进时，通过选择ISFD组件上的APP电门能够将仪表着陆的信息显示到ISFD的显示屏

上，包括航向道指点信标和下滑道指点信标。这些数据来自于MMR 1计算机。 

对于ISFD系统的显示屏来说，可以通过显示屏旁边的亮度选择电门进行选择，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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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感光孔进行自动调节。 

 

19.6 飞行管理系统 

 

19.6.1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基本功能，工作模式，系统组成 

 

飞行管理系统( FMS-F1ight Management System)是一个综合了多个机载电子系统的计

算机系统，提供飞行的时间距离、速度、经济剖面和高度的预测，可减小驾驶舱工作量，

提高效率，省掉许多以前通常由驾驶员执行的日常操作，使飞机既安全又经济地飞行。飞

机在FMS的控制下，可以实现全自动导航，可以以最佳的飞行路径、最佳的飞行剖面和最省

油的飞行方式完成从起飞到进近着陆的整个飞行过程。 

飞行管理系统包括导航功能、制导功能、性能计算功能等。导航功能是指用来确定飞

机当时位置，进行导航计算，以及导航台自动调谐管理等，完成飞机横向剖面的飞行管

理，引导飞机按照预定航线飞达目的地。包括:自动选择导航台、自动调谐以及IRS的校

准；从起飞机场开始，根据要飞抵的目的地机场选择航线；确定位置，距离目的地或飞越

航路点的距离; 预定到达的时间和速度等。 

制导功能是指飞机沿预选航迹飞行时，受到扰动或导航不确定性引起偏离预选航迹后

作出的一种决策。分为水平(横向) 制导和垂直(纵向)制导两种。水平制导是按照一定的控

制律对水平面内实际航迹相对预选航迹偏差进行控制。垂直制导是按照一定的控制律对垂

直面内实际航迹相对预选航迹偏差进行控制。 

性能计算是指在飞行过程中，计算飞机的相关性能指标，即飞机的飞行高度、速度、

爬升、下降、爬升速度和下降速度等，以获得最佳的垂直预选航迹，完成飞机的纵向(垂

直)剖面管理。 

飞行管理系统还可以用来计算每个飞行阶段的剩余时间。因此，飞行管理系统一共可

以完成俯仰、滚转、性能及时间四个参数的计算。 

飞行管理系统包括1或2个飞行管理计算机（简称FMC），并能够通过飞机上的两部CDU

或MCDU与飞行员进行数据的输入与查询，包括飞行员可以向MCDU输入初始参数，及可以从

MCDU上获取所需的剩余时间、燃油等信息。对于进行长距离飞行的飞机来说，一般情况下

会多加装一部CDU或MCDU作为备份。 

飞行管理系统将计算好的数据发送给EFIS系统用于显示，同时还会将数据发送给自动

飞行系统用于完成对飞机的自动控制。 

飞行管理系统与许多传感器相连，因此可以获得很多的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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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23 飞行管理系统 

 

19.6.2 FMCS工作原理，飞行计划的制定，导航功能的实现，性能的优化 

 

1. FMCS功能 

FMS主要是通过调取FMC计算机中的导航数据库和性能数据库的相关信息来完成工作指

令计算的。驾驶员使用MCDU(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直接可检索出储存的各种信息数据，并

能把飞行全过程的导航、制导、飞行计划和各种性能数据在CDU的屏幕上显示出来。驾驶员

只要向FMC输入飞机当前起飞机场、目的地机场，并输入待飞航线，FMC系统就能根据IRS和

无线电导航设备的信号，准确地计算出飞机在飞行中的即时位置，并能发出指令到自动飞

行控制系统，引导飞机到达目的地机场。 

2. FMCS水平导航 

FMC的功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计算水平导航数据，另一部分用于计算垂直导

航数据和时间。FMC计算机内部装有一个导航数据库，在导航数据库中存有用于飞行操作所

必需的导航数据，按照要求，此导航数据库必须每28天进行一次升级。通过这个导航数据

库，FMC就能够计算出在每一次飞行中，对于每一个飞行阶段，飞机应该所处的位置，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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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的飞行计划。在每一次计算飞行计划前，飞行员需要在MCDU中输入公司航路。 

例如：飞机计划从汉堡机场飞往伦敦希斯恩机场，就需要飞行员在MCDU中输入代表此

航路的公司代码HAMLHR1。FMC会将计算出的理想位置与飞机的实际位置做比较，两者之间

的差值会作为导航控制指令信号，由FMC发送至自动驾驶系统和飞行指引系统。自动飞行系

统的内部逻辑会根据这个差值信号去控制飞机向左或者向右飞行。FMC会利用导航传感器来

完成飞行当前位置的计算，其中主要的导航传感器包括：GPS、IRS等。 

飞机在地面时，当前位置是由IRS来提供的。但在IRS进行校准的时候，起始位置依然

是由FMC通过上一次断电前所存储的最后位置来提供。在飞行过程中，IRS的位置不断由GPS

来进行更新，如果GPS无法进行更新的话也可以由其他无线电导航系统来进行更新，例

如：DME、VOR、ILS等。FMC对无线电导航的频率进行自动调节，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更新

更加的及时有效。设计上FMC会选择最可靠的信号源来完成位置的计算，这样的话就可以保

证导航位置的精确度。飞机当前位置参数和飞行计划中理想的位置参数会被一起发送至导

航显示系统，因此在EFIS系统中可以看到飞机当前位置符号、飞行计划的数据以及其他导

航数据。 

 

 

图19-124 水平导航 

3. FMCS垂直导航 

垂直导航和性能计算的目的是在飞机飞行的各个阶段，包括爬升、巡航、下降，来计

算最佳的垂直剖面数据。FMC能够计算在各个飞机阶段中最佳的飞行速度和最佳的发动机推

力值，例如推力限制等。性能数据库中存储着所有必要的飞机数据和发动机性能数据。飞

机飞行的最佳速度的计算跟许多环境因素和飞机重量等参数有关，例如：由大气数据系统

提供的大气压力参数和温度参数。FMS通过飞行员输入的零燃油重量和燃油系统提供的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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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来计算飞机总重。最佳飞行速度又被称为经济速度，是FMC所计算出的最低运行成本

的速度。FMC需要获取飞机的成本指数和成本因素，来计算这一经济速度。成本指数是指飞

行相关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在飞行计划中，每一个飞行阶段的成本指数已

经被自动计算出来，计算出的成本指数显示在MCDU上，并且可由飞行员通过MCDU进行更进

一步的修正。成本指数是一个可变的参数，例如一架飞机的成本指数能够在0-999之间变

化，如果成本指数是50，那么燃油成本比时间成本更高、更值得关注。如果成本指数为0，

代表只关注燃油成本，那么飞行过程只计算最低燃油消耗。如果成本指数为999，代表只关

注时间成本，那么飞机计划只计算最大飞机速度。FMS计算出的最佳速度会被认为是目标速

度，并且将这个值发送给自动驾驶系统和飞行指引系统的俯仰通道，以及自动油门系统。

同时，FMC也会把推力限制数据给到自动油门系统。目标速度会以洋红色的三角形图标显示

在PFD上。以下所显示的是FMS的水平导航和垂直导航的基本功能。 

 

图19-125 垂直导航 

 

19.6.3 MCDU页面的使用 

 

1. 飞行计划的制定 

飞行员使用下列类型的数据对FMC进行飞行计划的制定：飞机的初始位置、航路结构、

性能数据。 

飞行员使用行选键（LSK）和功能键在下列这些页中输入并确认飞行计划数据：识别页

面、初始位置页面、航路页面、离场/进场索引页面、性能初始页面、N1限制页面及起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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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页面。 

 

 

图19-126 MCDU页面I 

2. 索引页面 

当飞机在地面且通电状态下，进入索引页面，便可查询飞机型号、发动机型号及软件

版本号。紧接着第二行，显示的是当前在用的有效期为28天的导航数据库版本号。 

另外还有一个导航数据库的版本号显示在下方，此导航数据库为备用导航数据库，若

要使用需由飞机员人工转换为当前在用状态。在两个导航数据库的有效期到期前一星期，

需要完成新版本的安装，安装后的新版本将替代之前的备用版本作为新的备用版本。 

3. 位置初始页面 

位置初始页面用于发送当前飞机位置给惯性导航系统，用以惯性导航系统的初始校

准。 

以下四种方式均可为惯性导航系统提供初始位置： 

1）飞机最后位置输入方式 

2）所在机场位置输入方式 

飞行员在识别页面中确认FMCS的操作飞行程序和数据库识别码；在初始位置页面中设

置基准的飞机初始位置，该数据是ADIRU进行校准所必需的，接近POS REF（位置基准）和

PSO SHIFT（位置偏移页）也是从该页进入的；航路页面用于制定一个飞行计划或从导航数

据库中设定一个公司航路，如果所输入的航路或公司航路没有起始离场或目的地进近则机

组还必须选择一个离场跑道和到达数据；离场/进场索引页面用于使选择离场跑道和标准仪

表离场（SID）数据，标准终端进场航路（STAR）、进近和目的地跑道也可在该页上选择；

性能初始页面用于输入作为FMCS计算垂直飞行剖面性能数据所必需的飞机和大气参数；N1 

限制页面用于选择由N1限制指针在发动机指示器上显示和用于自动油门的发动机推力限

制；起飞基准页面用于设置起飞襟翼构型，起飞速度（V1,V2,VR) 以及输入飞机重心等起

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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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在停机位位置输入方式 

4）人工位置输入方式 

例如：如果用飞机最后位置输入的方式给惯性导航系统提供初始位置。在MCDU上先将

飞机当前位置通过右侧的第一个行选键进行复制，复制到便签栏区域，再通过选择右侧第

四个行选键将便签栏里的位置输入进惯性导航系统。 

当初始位置输入惯导并且惯导系统校准完成后，所有的惯导系统立刻进入到导航模

式。 

4. 当前航路 

通常情况下，通过输入航空公司航路就可以创建一个飞行计划，例如：输入HAMLHR1。 

当输入HAMLHR1后，FMS通过导航数据库就可获知起飞机场为汉堡机场，目的地机场是伦敦

希斯罗机场，还可获知这两个机场之间所有航路点的信息。 

在MCDU中“当前航路”的显示页面上，第一页显示飞行计划中起飞机场的跑道信息以

及起飞后第一个要经过的航路点信息。 

第二页中显示剩余的航路点信息以及目的地机场的跑道信息。 

当飞行员确认无误后，通过相应的行选键进行激活。 

当飞机计划准备就绪后，可通过导航显示系统的计划模式进行检查。 

5. 性能初始页面 

性能初始页面能够显示飞机重量信息及成本指标信息。 

如下图所示，显示的飞机总重主要是用双通道重量和平衡系统来测量的。在此重量基

础上减去燃油重量，便可得到飞机的零燃油重量。如果零燃油重量无法计算时，飞行员必

须人工输入零燃油重量。 

 
图19-127 MCDU页面II 

6. 维护页面 

维护页面能够显示FMS系统的相关的维护信息，包括：飞行中的故障、MCDU测试、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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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离散值、FMCS-固定的输出、机型/发动机、软件选项、性能系数、IRS监控、LCD 

CDU。 

飞行中的故障主要用于记录其飞行中的故障和MCDU及与其相连的LRU的故障，它具有九

次飞行的存贮能力，FMC还存贮MCDU和FMC的地面故障； MCDU测试页面显示对MCDU显示器和

键盘的测试；传感器状态页面显示所有的向FMC传送数据的传感器的当前状态；离散值页面

显示向FMC传送数据的模拟离散的当前状态；FMCS-固定的输出功能显示FMCS向共用显示器

系统（CDS）和自动飞行状态通告器（ASA）的输出值；机型/发动机构型页面显示飞机和发

动机的构型。它还显示发动机燃烧室的类型及所选择的刹车项；软件选项页面显示在软件

选项数据库中的选项的状态；性能系数页面允许对性能系数的显示和输入以优化个体运营

者的飞机性能或飞机的特征；IRS监控页面显示由FMC计算的ADIRU位置误差率；LCD CDU页

面显示MCDU BITE页。 

7 数据装载 

由于导航数据参数更新周期的原因，FMS的导航数据库需每28天进行更新。 

例如当出现新的导航台、新的机场、导航台频率改变或者航路点位置改变等，都需要

进行更新，所以规定更新周期为28天。 

为了保证数据装载的顺利进行，飞机会安装机载式数据装载仪，若没有安装机载式数

据装载仪，也可通过便携式数据装载仪进行装载。 

如果飞机上安装有两部FMS系统，可在一部FMS系统的导航数据安装完成后，通过交输

软件的方式给另一部FMS系统进行传输。 

 
图19-128 机载数据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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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机载式的装载设备还是便携式的装载设备，不但可以完成FMC的软件安装，也可

完成其他系统的软件安装，例如：CMC系统，ACARS系统等。所以在进行安装软件前，需先

人工选择安装的对象。如下图所示，当需要在FMC2中安装导航数据库时，需在选择控制面

板上，选择FMC2。数据装载一般通过3.5英寸软盘进行安装。 

注意：装载程序必须严格按照装载工卡或维护手册进行。 

当使用便携式装载仪装载时，必须将便携式装载仪连接在驾驶舱内专用的接口上。 

注意，装载过程需严格按照维护手册中的程序进行。 

软件的交输操作是通过MCDU来完成的。在初始参考页面内，选择维护页面，进而完成

交输功能的选择。 

如下图所示，当飞机通电并且FMC2探测到有新版本被安装，此页面会自动弹出。 

通过查询当前导航数据库的版本号，进而可以选择将另一部FMC的导航数据库软件传输

至本部FMC，或将本部FMC的导航数据库软件传输至另一部FMC。 

注意，装载过程需严格按照维护手册中的程序进行。 

 
图19-129 便携数据装载 

 

19.7 典型飞机的导航系统维护介绍 

 

19.7.1典型的飞机导航系统及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导航系统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部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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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飞机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19-130 

 

 

（2）典型飞机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驾驶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

ADIRS） 

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有两个主要功能： 

－大气数据基准（ADR） 

－惯性基准（IR） 

ADR功能计算空速和气压高度。 

IR功能计算以下数据： 

－姿态 

－当前位置 

－地速 

－航向。 

①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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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3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惯性系统显示组件和

模式选择组件 

惯性系统显示组件（ISDU）与ADIRU有一个接口。可

以向ADIRU发送数字数据并显示来自ADIRU的数字信

息和维护信息。 

模式选择组件（MSU）向ADIRU发送IR模式选择指令。

它也同时给出ADIRS工作和故障的视觉指示。 

② 
导航／显示源选择面

板 

在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上的VHF导航电门是一个

三位电门。位置分别是：BOTH ON 1，NORMAL和BOTH 

ON 2。这个电门改变DEU用于ILS显示的数据来源。 

仪表转换组件上的IRS转换电门选择ADIRU向部件和

系统提供惯性基准（IR）数据。 

P5头顶板 

②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 

①ISDU\MSU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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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32 

 

 

（3）典型飞机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空速指示 

空速指示显示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ADIRS）空速，和来自飞机

系统的与空速有关的信息。马赫数、速度趋势向量、选定的速度

／选定的马赫数、起飞基准速度、着陆基准速度、限制速度等。 

② 姿态指示 

姿态显示区显示飞机的俯仰和横滚姿态。俯仰和横滚数据来自大

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 

下列是显示在姿态区域上的其他姿态： 

－ 飞行指引指令 

－ TCAS系统决断咨询 

－ 侧滑／横滚指示 

－ 俯仰限制指示 

－ 飞行航迹向量（FPV）。 

③ 高度指示 
高度指示显示大气高度，该高度来自大气数据惯性基准系统

（ADIRS），也显示来自各系统的其他相关高度信息。 

④ 
垂 直 速 度

指示 

垂直速度指示显示来自大气数据基准系统（ADIRU）的垂直速度。

垂直速度用白色指针指在速度尺上显示。 

⑤ 航向指示 航向指示可显示在主飞行显示（PFD）底部罗盘和ND的顶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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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33 

 

                                                                                                              

2）典型飞机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FMCS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FMCS电子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空速管 

空速管测量全压。一个支架使探头远离机身几英寸

以减小气流扰动的影响。一个底座内包含有电气和

气压接头。安装于底座和机身结构之间的衬垫形成

一个压力密封。 

探头内的防冰加热器用来防止探头结冰。加热器连

接到底座内的电气接头上。 

② 总温（TAT）探头 

大气总温探头（TAT）测量飞机外面的大气温度。传

感器开放的前端使空气流经并环绕感应组件并从探

头后部的口排出。 

③ 静压孔 
静压孔测量静止（周围环境）空气压力，静压孔平齐

地安装在机体蒙皮上。 

①空速管 ②大气总温探头 ③静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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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134  

 

（2）典型飞机飞行管理计算机系统FMCS驾驶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管理计算机 

飞行管理计算机（FMC）用于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的

导航、性能和制导功能的控制，减轻飞行机组的工

作负荷。它还提供了对其它系统BITE功能的使用。

FMC从其它飞机系统接收数据来计算导航和性能数

据。这个数据显示在共用显示器系统上供飞行机组

使用。 

①飞行管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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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35 

 

3）典型飞机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 TCAS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 TCAS 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19-136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CDU控制显示组件 

飞行机组使用控制显示组件输入飞行数据并选择显

示及工作方式。也可以使用CDU做ADIRU的校准和对

FMCS及其它系统进行测试。 

①CDU 

①TCAS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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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飞机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TCAS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19-137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TCAS空中警告和防撞系

统 

TCAS计算机是TCAS的主要部件，它控制如下功能： 

 — 监视 

 — 跟踪 

 — 咨询 

 — 空对空机动操纵协调 

TCAS计算机送出信号告诉驾驶员作下列机动操纵动

作之一： 

 — 保持当前飞行计划 

 — 进行机动操纵，防止和在此区域内的其他飞机

相撞。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TC\TCAS控制面板 

可用功能选择电门选择下列TCAS方式中的一种： 

 — 交通咨询（TA）方式，仅交通咨询的方式，它显

示出所有目标但是无解脱咨询。 

 — 交通和解脱咨询（TA/RA）方式，显示出所有目

标，这是TCAS的正常工作方式。 

①ATC\TCAS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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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3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PFD 

红线内的区域指示为解除活动冲突而避免进入的俯仰区。飞

机符号必须在TCAS 俯仰指令区外以确保飞行安全。测试时

也会显示。 

垂直速度刻度带,在 TCAS 措施通告期间，刻度带变为红色，指

示垂直速度值以避免冲突或脱离冲突区域。测试时也会显示

。 

②  ND 

TCAS在监视区内跟踪并评估周围飞机，在监视区内的飞机分

成4类： 

 — 解脱咨询（RA）群 

 — 交通咨询（TA）群 

 — 贴近交通 

 — 其他交通 

在ATC/TCAS控制板上有如下的控制和显示： 

 — 应答机选择电门 

 — 生效系统的显示 

 — 应答机识别码选择器 

 — 4位识别码 

 — 应答器方式选择器 

 — 识别电门 

 — 高度源选择电门 

 — 故障灯。 

①PFD 
②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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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S计算机对4种交通按如下显示： 

 — 其他交通用菱形白色空心框表示，高度读数也是白色 

 — 贴近交通用菱形白色实心块表示，高度读数也是白色 

 — 交通咨询（TA）用琥珀色实心圆表示，高度读数为琥珀

色 

 — 解脱咨询（RA）用红色实心方块表示，高度读数为红色 

 

（3）典型飞机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TCAS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39 

 

 

4）典型飞机近地警告系统GPWS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近地警告系统GPWS电子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TCAS方向性天线 

TCAS使用顶部和底部方向性天线，两个天线相同可

互换。发射询问信号、接收应答信号。方向性天线是

相控阵天线，它有4个阵列单元，每个单元用一种颜

色的插座。TCAS计算机向不同相位的阵列单元送去

发射的询问信号，因此使询问信号具有方向性。连

接天线电缆时，用相同颜色的同轴电缆对应相同颜

色的插座连接。 

①TCAS天线 

①TCAS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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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0 

 

 

（2）典型飞机近地警告系统GPWS驾驶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近地警告计算机（GPWC

） 

近地警告计算机（GPWC）将飞机的飞行剖面、襟翼和

起落架位置以及地形净空进行比较，以发现是否出

现需要警告的状态。近地警告系统（GPWS）在飞机接

近地形时提醒机组一种不安全状态。也提供对风切

变的警告。GPWS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可装载

软件数据库（TDB）向机组给出改善了的地形觉察。

将飞机周围区域的地形信息详情给予显示，GPWS也

对机组早期下降发出警告。有如下几种方式： 

方式1 — 大的下降率 

方式2 — 当贴近升高地形时接近率太大 

方式3 — 当飞机不在着陆形态下爬高中丢失高度

太多（指起飞或复飞中） 

方式4 — 地形净空不够 

方式5 — 低于下滑道的偏离太大 

方式6 — 当飞机下降中高度语音报数 

方式7 — 风切变的警告。 

①G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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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PFD 

GPWC发出的方式7警告为带有笛声的语音信息风切

变（WINDSHEAR）。同时GPWC向显示电子组件（DEU）

送出一个离散信号，使主飞行显示器上显示红色的

风切变（WINDSHEAR）信息。在其他方式，也有可能

在PFD上显示PULL UP信息。 

② ND 

导航显示器（ND）以下列模式显示GPWS系统数据：扩

展APP、扩展VOR、中央MAP、扩展MAP。 

GPWS对飞机前方的地形生成数字式地图，将其送往显

示电子组件DEU,在导航显示器（ND）上显示。显示器

利用不同颜色显示出地形高度相对于飞机高度的关

系。 

③ GPWM 

近地警告模件（GPWM）是机组和GPWS之间的接口，

GPWM上有一个琥珀色的GPWS不工作（INOP）指示灯，

板上还有三个电门： 

①PFD 
②ND 

④低于下滑道灯 ③G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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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典型飞机仪表着陆系统ILS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仪表着陆系统ILS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  19-142 

 

 

（2）典型飞机仪表着陆系统ILS驾驶舱部件识别： 

 

测试电门 

襟翼禁止电门 

地形禁止电门。 

④ 低于下滑道灯 
对方式5警戒，GPWC发出语音信息下滑道（GLIDE 

SLOPE）并且低于下滑道灯亮。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多模式接收机 

多模式接收机内含有一个ILS接收机和一个全球定

位系统（GPS）接收机组件。 

ILS接收机功能向不同的飞机系统提供航向道和下

滑道偏差。接收机电路将来自天线的RF信号输入送

到主处理器接收机将来自地面站的音频信号发送到

音频处理器。音频处理器将ILS音频传送到REU。 

①M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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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导航控制面板 

导航（NAV）控制面板向DME、MMR和VOR导航系统提供

控制和检测信号。导航控制面板有一个活动频率指

示器和一个备用频率指示器。显示在活动频率指示

器内的频率是导航无线电用于工作的频率。备用频

率指示器显示要使用的下一个频率。 

频率转换电门是一个瞬时作用电门。它将备用频率

指示器内的频率转换到活动频率指示。当按压该电

门时，活动频率指示器内的频率被转换到备用频率

指示器。 

② 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 

在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上的VHF导航电门是一个

三位电门。位置分别是：BOTH ON 1，NORMAL和BOTH 

ON 2。这个电门改变DEU用于ILS显示的数据来源。

在NORMAL（正常）位，MMR1为机长显示提供数据，MMR 

2为副驾驶显示提供数据。当选择BOTH ON 1（两个

全在1）时，DEU使用MMR 1作为机长显示和副驾驶显

④PFD 

①导航控制面板 

②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 

③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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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仪表着陆系统ILS天线部件识别： 

示来源。当选择BOTH ON 2时，MMR 2作为机长显示

和副驾驶显示来源。仪表转换组件上的IRS转换电门

选择ADIRU向其他系统提供惯性基准（IR）数据。 

③ ND导航显示器 

当ND通过EFIS控制面板选择APP模式时，航向道和下

滑道相关信息显示在ND上。下滑道偏差指针和刻度

显示在导航显示器的右侧。下滑道偏差指针为深红

色，刻度为白色。下滑道刻度是标准的四点刻度，每

点等于0.35度偏差。航向道偏差指示和刻度显示在

导航显示器的下部。航向道刻度为白色，航向道偏

差指示器为深红色。偏差刻度是标准的四点刻度。

每点等于1度偏差。航向道偏差指示器给出到跑道中

心线的左右偏差。 

④ PFD主飞行显示器 

下滑道偏离指针和刻度，当调到有效的ILS频率时，

显示航向信标LOC和下滑道GS。当ILS接收机接收到

航向道和下滑道信号时。指针显示航向道和下滑道

偏差。下滑道偏离指针和刻度显示在姿态显示器右

侧。该刻度是标准的四点刻度。每点等于0.35度偏

差。下滑刻度显示为白色，下滑道指针显示为深红

色。下滑道偏差没有扩展刻度。航向道偏差指针和

刻度显示在姿态显示器的底部。刻度是标准的四点

刻度。一点等于一度偏差。偏差指示给出到跑道中

心线的左右偏差。航向道刻度显示为白色，航向道

指针显示为深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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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4 

 

 

6）典型飞机全球定位系统GPS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全球定位系统GPS电子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GS下滑道天线 
下滑道天线也有两个元件。一个元件向MMR 1提供RF信号输入

，另一个元件向MMR 2提供RF信号输入。 

② LOC航向道天线 
航向道天线有两个元件。一个元件向ILS接收机1提供RF输入，

另一个元件向ILS接收机2提供RF输入。 

②LOC天线 

①GS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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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5 

 

（2）典型飞机全球定位系统GPS驾驶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多模式接收机 

多模式接收机内含有一个ILS接收机和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

）接收机。全球定位系统（GPS）利用导航卫星对飞机系统和

机组提供飞机位置。全球定位系统（GPS）计算数据为：纬度

、经度、高度、精确时间、地速。 

飞机上有两套GPS系统，1号天线接收的卫星信号后送到1号多

模式接收机（MMR 1），2号天线连接2号多模式接收机（MMR 2

）。MMR对飞机位置和精确时间进行计算，将此数据送给飞行

管理计算机系统（FMCS）和IRS主提醒组件。FMCS利用GPS或无

线电导航的定位数据和惯性基准数据一起去计算飞机位置。 

①M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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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6 

 

 

（3）典型飞机全球定位系统GPS天线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MSU 

MSU组件上的GPS故障灯，当两个GPS接收机都有故障时使得在

IRS方式选择组件上的GPS故障灯亮，或者当一个GPS接收机故

障时并且主提醒告示牌被压下时GPS故障灯亮。 

② IRS主提醒组件 

IRS主提醒组件接收从1号和2号GPS系统送来的故障数据。当两

个GPS接收机都有故障时使得在IRS方式选择组件上的GPS故障

灯亮，或者当一个GPS接收机故障时并且主提醒告示牌被压下

时GPS故障灯亮。 

①MSU 

②IRS主提醒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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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47 

 

7）典型飞机甚高频全向信标系统VOR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甚高频全向信标系统VOR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19-14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GPS天线 
GPS天线共两个，都装在机身顶部，GPS天线接收L频段信号，

将之送给多模式接收机。 

①GPS天线 

①VO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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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飞机甚高频全向信标系统VOR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19-149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VOR/MB 

甚高频全向信标／指点信标（VOR／MB）接收机有以下两部分

： 

 — VOR接收机 

 — 指点信标接收机。 

VOR／MB接收机使用RF信号计算地面站方位并解码莫尔斯码台

站标识符信号和台站音频信号。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导航控制面板 

导航（NAV）控制面板向 DME、MMR和 VOR导航无线电提供控制

和检测信号. 导航控制面板有一个活动频率指示器和一个备用

频率指示器。显示在活动频率指示器内的频率是导航无线电用

于工作的频率。备用频率指示器显示要使用的下一个频率。 

③ND 

①导航控制面板 

②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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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甚高频全向信标系统VOR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50 

频率转换电门是一个瞬时作用电门。它将备用频率指示器内的

频率转换到活动频率指示。当按压该电门时，活动频率指示器

内的频率被转换到备用频率指示器。 

② 
导航／显示源选择面

板 

在导航／显示源选择面板上的VHF导航电门是一个三位电门。

位置分别是：BOTH ON 1，NORMAL和BOTH ON 2。仪表转换组件

在P5顶板上。当将该电门移到BOTH ON 1或BOTH ON 2位置时，

该电门向显示电子组件（DEU）提供离散信号用于显示转换。

当该电门在BOTH ON 1位时，DEU使用来自VOR／MB接收机1的数

据用于显示。当该电门在 BOTH ON 2位时，DEU使用 VOR／MB

接收机2的数据用于显示。 

③ VOR在ND显示 

为了在机长和副驾驶辅助 EFIS 显示器上显示 VOR 数据，将 

EFIS 控制面板上的模式选择器设定在 VOR 位。当模式选择器

在 VOR 位置且在导航控制面板上有一个有效的 VOR 频率活动

时，VOR数据显示。VOR／ADF电门使导航显示方位指针显示 

VOR或 ADF台站方位。当该电门处于 OFF 位时，方位指针不显

示。用于方位指针1和 2的导航数据源以绿色显示在显示器的

左下角和右下角，该显示器同 时显示活动台站的频率或标识

符。 

VOR偏离杆和刻度，VOR数据显示在机长和副驾驶显示器上。 

VOR偏离杆显示为深红色。DEU使用来自 VOR／MB 接收机的 

VOR 方位和来自 DFCS 模式控制面板的方向输入来计算VOR 偏

离数据。 

①VOR\LOC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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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典型飞机指点信标系统MB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指点信标系统MB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19-151 

 

（2）典型飞机指点信标系统MB驾驶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VOR/LOC天线 
VOR／LOC天线接收的RF信号经过电源分配器，然后

到达VOR／MB接收机。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VOR/MB 

甚高频全向信标／指点信标（VOR／MB）接收机有以下两部分： 

 — VOR接收机 

 — 指点信标接收机。 

指点信标系统在VOR／MB接收机1内工作，指点信标接收机接收

75MHz信号。当飞机飞越机场跑道指点信标发射机时，指点信标

系统提供音频和视频指示。 

①VO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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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52 

（3）典型飞机指点信标系统MB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53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PFD  

当飞机飞越机场跑道指点信标发射机时，指点信标系统提供音

频和视频指示：. 

OM（深蓝色） — 飞越远台时亮 

MM（琥珀色） — 飞越中台时亮 

IM（白色） — 飞越近台时亮 

FT（白色） — 在测试时亮。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指点信标天线 
指点信标天线接收来自指点信标地面站的信号。并将此信号发

送到VOR／MB接收机1。  

①PFD 

①MB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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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典型飞机测距机系统DME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测距机系统DME电子舱部件识别： 

 

图19-154 

 

 

（2）典型飞机测距机系统DME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19-15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DME 

测距机（DME）系统提供飞机与地面站之间斜距（视线）距离

的测量。 

DME询问器调谐到252个频道并在DME范围内计算所有频道的距

离信息。以下是DME询问器的功能： 

 — 询问DME地面站 

 — 接收该地面站回复 

 — 接收音频识别信号 

 — 计算斜距距离。 

①DME询问机 

①PFD ①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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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测距机系统DME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56 

 

10）典型飞机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系统ATC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系统ATC电子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DME在PFD/ND显示 

左侧PFD显示DME1数据。右侧PFD显示DME2数据。DME距离显示

为白色字母和数字。 

DME距离显示在下列ND显示的右上角： 

 — 扩展和中央VOR 

 — 扩展和中央ILS 

将VOR／ADF1电门置于VOR1位可在ND左下角显示DME1。当VOR／

ADF2电门置于VOR2位时，DME2显示在ND的右下角。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DME天线 DME天线发射询问器输出信号并接收地面站回复和标识信号。 

①DME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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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57 

（2）典型飞机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系统ATC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19-158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TC 空中交通管制（ATC）地面站向机载ATC系统询问，ATC应答机向

地面站回答其询问，按所需格式的编码信息应答。ATC地面站使

用1030 MHz频率信号向ATC应答机询问，应答机则使用1090 MHz

频率信号作应答。ATC应答机也对其他飞机交通避撞系统（TCAS

）的 S 模式询问作应答。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TC/TCAS控制面板 

ATC/TCAS的控制板控制着ATC应答机和TCAS计算机。在

ATC/TCAS控制板上有如下的控制和显示： 

 — 应答机选择电门 

①ATC应答机 

①ATC/TCAS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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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系统ATC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59 

 

11）典型飞机无线电高度表系统RA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无线电高度表系统RA电子舱部件识别： 

 

 — 生效系统的显示 

 — 应答机识别码选择器 

 — 4位识别码 

 — 应答器方式选择器 

 — 识别电门 

 — 高度源选择电门 

 — 故障灯。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TC天线 

ATC 刀状天线接收从 ATC 地面台和其他飞机的空中警告和

防撞系统（TCAS）发出的1030 MHz询问信号，ATC应答机也通

过 L 频段天线发射1090MHZ应答信号。 

①ATC天线 

①ATC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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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60 

 

（2）典型飞机无线电高度表系统RA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19-161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RA收发机 

无线电高度表（RA）系统测量从飞机到地面的垂直距离。无线

电高度显示在驾驶舱内的显示组件（DU）上。无线电高度是利

用接收机发射机组件比较发射的信号和接收的信号来计算的。

R/T组件发射一个无线电信号，然后接收从地面返回的反射RF

信号来确定飞机的高度。R/T将计算的高度数据输出到两个

ARINC 429数据总线上并送到飞机上的使用系统。 

①RA无线电高度表 

①P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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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无线电高度表系统RA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62 

 

12）典型飞机自动定向机系统ADF部件识别： 

（1）典型飞机自动定向机系统ADF电子舱部件识别：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RA指示（PFD） 

无线电高度以白色显示飞机高度－20到2500英尺之间。无线电

高度在2500英尺以上时不显示。BITE检测导致RA收发机向驾驶

舱显示组件发送检测高度。检测高度显示是40英尺。在整个检

测过程中显示检测高度。当检测完成时，高度显示返回正常状

态。 

无线电最小显示（决断高度）在机长和副驾驶显示组件上。左

EFIS控制面板控制机长显示组件。右EFIS控制面板控制副驾驶

显示组件。 

当飞机的无线电高度与来自EFIS控制面板选定的无线电最小高

度值相同时，无线电最小高度警告出现。无线电最小高度警告

独立地在机长和副驾驶显示屏上出现。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RA天线 

RA系统使用四个天线来发射和接收无线电信号。每个RA收发机

有一个发射天线和一个接收天线。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相同

的且可互换。 

①RA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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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63 

 

（2）典型飞机自动定向机系统ADF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19-164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DF 

ADF 接收机可接收 190 KHz到 1750 KHz频率范围信号，并计

算出相对于地面台的方位。该接收机同时接收地面站识别音频

和 AM 广播。 

①ADF接收机 

①ADF控制面板 

②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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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飞机自动定向机系统ADF机身外部部件识别 

 

图19-165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DF控制面板 

ADF控制面板向ADF接收机提供调谐频率和系统模式选择。面

板上有两个频率显示窗。在显示窗上有显示系统是处于ADF模

式或天线（ANT）模式的指示器。控制面板有两个频率选择器

。每个选择器为它正上方的显示窗设定频率。模式选择器选

择ADF或ANT模式。在ADF位，接收机输出方位数据和台站音频

。在ANT模式，接收机只输出台站音频。检测电门在ADF模式

选择器上，快速按压该按钮可启动系统自检。 

② ND 

ADF方位数据可在VOR，APP和MAP模式下显示在导航显示器上

。可使用EFIS控制面板上的模式选择器为导航显示器选择显

示模式。VOR／ADF电门选择VOR系统或ADF系统作为显示在导

航显示器上方位指针数据的来源。要显示ADF方位，将EFIS控

制面板上的VOR1／ADF1电门设定到ADF1位。当飞机的无线电

高度与来自EFIS控制面板选定的无线电最小高度值相同时，

无线电最小高度警告出现。无线电最小高度警告独立地在机

长和副驾驶显示屏上出现。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ADF天线 

ADF天线接收来自地面站的电磁信号。垂直天线接收信号的电

场分量，环形天线接收地面站信号的磁分量。天线用12个螺栓

连接到飞机上。天线组件包含下列部件： 

 环形天线组件/垂直天线/ — 电子组件 

①ADF天线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899 

 

------------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19.7.2 典型飞机结构部件常见维护及安全注意事项 

    

1.典型飞机导航系统部件常见维护操作步骤： 

1）典型飞机惯导校准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工作 

 

 

 

 

 

 

 

 

 

 

 

 

 

 

 

 

 

 

 

〖2〗操作步骤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

电。 

②确认FMCS系统工作正常。 

◆打开惯导 

①在MSU上将模式选择器从OFF位转

到NAV位。 

②ON DC（直流有电）指示灯点亮5秒

钟。 

③5秒后，ON DC指示灯熄灭，ALIGN

指示灯点亮。惯导开始校准。 

图19-166 

 

图1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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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为ADIRU输入当前位置数据 

①按压CDU面板上的INIT／REF键

显示位置初始化（POS INIT）页。 

②通过CDU上的键盘在草稿栏输入

飞机当前的经纬度。 

③按压LSK 4R位置数据从草稿栏

移到SET IRS POS（设置惯性基准

系统位置）框中。 

④倒计时结束后，确认ALIGN指示灯熄

灭，此时惯导结束，进入NAV模式。 

 

 

 

 

 

 

 

 

 

 

 

 

 

 

 

 

 

 

 

 

 

 

 

 

 

 

 

 

 

 

 

 

 

 

 

2）典型飞机无线电高度表测试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工作 

 

 

 

 

 

 

 

图 19-169 

 

图 1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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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操作步骤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电。 

①在主电子舱E3架上找到RA收发机。 

②按压TEST电门，所有灯全亮红色。 

③LRU STATUS 灯变绿色，其它灯保

持亮红色。 

④所有灯熄灭 

⑤显示测试结果，XMIT ANT FAIL红

灯亮--发射天线故障，REC ANT FAIL

红灯亮--接收天线故障，LRU STATUS

红灯亮—RA收发机故障，LRU STATUS

绿灯亮—RA收发机工作正常。目前如

图所示的测试结果时，RA系统工作正

常。 

图19-170 

 

图1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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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3）典型飞机空中警告和防撞系统TCAS测试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工作 

 

 

 

 

 

 

 

 

 

 

 

 

 

 

 

 

 

 

 

 

 

 

 

 

①飞机由外接地面电源或APU供电。 

②完成惯导的校准并工作在NAV模

式。 

③确认以下系统工作正常：CDS、RA、

ATC. 

 

图19-173 

 

⑥在测试过程中，同时会在相应的PFD

上显示RA值为40。测试结束后显示恢复

正常。 

图1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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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2〗操作步骤 

 

 

 

 

 

 

 

 

 

 

 

 

 

 

 

 

 

 

 

 

 

 

 

 

 

 

◆ 具体测试步骤 

①在ATC/TCAS控制面板上，按压TEST

按键，启动测试。 

 

④在EFIS控制面板上，将距离圈设置

到10. 

⑤在EFIS控制面板上，按压TFC按键，

确认ND显示TFC. 

⑥在ATC/TCAS控制面板上，选择到

TA/RA位。 

图19-174 

 

图 19-175 

 



民用航空器维修基础系列教材第 3册                                                    导航系统 

904 

 

----------维修工作单卡---------- 

------------维修工作单卡---------- 

 

 

 

 

 

 

 

 

 

 

 

 

 

 

 

 

 

 

 

 

 

 

 

 

 

 

 

 

 

 

 

 

 

 

 

 

 

 

 

 

 

 

 

 

②确认在导航显示器（ND）上显示如下

数据：青兰色信息TCAS自检（ TCAS 

TEST），红色信息交通（TRAFFIC）。 

在9点钟位置出现琥珀色TA交通符号，

—200英尺相对高度，一个向上运动箭

头，离本机为2海里处。在11点钟位置出

现白色其他交通符号，+1000英尺相对

高度，没有垂直运动箭头，离本机为3.6

海里处。在1点钟位置出现白色接近交

通符号，+200英尺相对高度，一个向下

运动箭头，离本机为3.6海里处。在3点

钟位置出现红色RA交通符号，—1000英

尺相对高度，没有垂直运动箭头，离本

机为2海里处。 

 

③在PFD上显示TCAS系统俯仰指令。如

果测试正常，可以听到TCAS SYSTEM 

TEST OK的音频。 

 

图 19-176 

 

图 1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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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作单卡---------- 

 

 

 

 

 

 

 

 

 

 

 

 

 

 

 

 

 

 

2. 典型飞机导航系统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典型飞机气象雷达测试注意事项：  

①当飞机加油或抽油时，不要操纵气象雷达。当在飞机前方区域200英尺或更小范围

内有飞机加油时，不要发射RF辐射，这将导致爆炸。 

②确保当天线发射RF能量时，在它前方15英尺范围内没有人员，RF辐射将导致人员

伤害。 

③确保当雷达工作时在飞机前方180度距飞机200英尺区域内没有大型金属物

体。 

◆ 将飞机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在ATC/TCAS控制面板上，选择到STBY

位 

②关闭惯导 

③将外接电源放到OFF位。 

图 1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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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机载维护系统 

 

20.1  机载维护系统介绍 

 
为了保证飞行安全，缩短维修停场时间，提高维修效率，民航客机很早就进行了飞机

机载维护管理技术的研究，从失效监测和故障检测、机载内置自检测试装置(Built-in Test 

Equipment，BITE)，发展到如今使用的机载维护系统。机载维护系统可提高飞机安全性、降

低维修成本、提高使用率，是航空电子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民用飞机的机载维护系统随着航空机载设备的发展经历了以下演变。早期的飞机(如波

音737、MD-80)，维护人员通过按压计算机前面板测试按钮来进行测试并通过指示灯的颜色

判断其工作状态。20世纪80年代，电子计算机内置自检模块(BITE)的设计和使用指南首次颁

布，阐述了BITE的设计和使用原理，定义了中央故障显示系统的配置、功能和操作（如波音

757、MD-90以及空客A320等均采用了该标准的机载维护系统）。20世纪90年代，在原来BITE

和中央故障显示系统的基础上，升级为机载维护系统。机载维护系统通过BITE准确地报告和

隔离故障，提供状态监测功能，实现经济有效的维护（波音747、空客A330等均采用了该标

准的机载维护系统）。 

    机载维护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接收警告计算机或者警告模块触发的中央警告信息和飞机系

统计算机内置自检模块（BITE）记录的故障数据，利用中央维护计算机或者中央维护功能软

件将二者关联生成维护报告。维护人员通过维护报告查询手册确定故障源，但是飞机 终是

否可以投入运行不需要机载维护系统来判定。 

如图20-1所示，机载维护系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央维护系统、数据装载系统和打

印系统。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各个部分。  

 

图20-1 机载维护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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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中央维护系统 

 

20.2.1 中央维护系统功用 

 

中央维护系统(Central Maintenance System，CMS)的核心部件是中央维护计算机，负

责系统的正常工作，连接着机载维护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设备及显示器。当飞机系统出现故障

并且产生驾驶舱效应时，系统计算机内置自检设备（BITE）存储的故障信息和中央警告系统

触发的警告信息都将发送给中央维护系统，中央维护计算机将故障信息与警告信息关联在一

起，生成维护报告。维护人员参考维护报告查询手册进行系统的测试找到故障原因。 

驾驶舱效应是指：如果飞机系统监控到相关的系统或者系统中的部分功能故障，需要

进行修理和延期的情况，系统将自动发送故障数据到综合显示系统，产生相应的警告信息或

故障符号，我们统称为驾驶舱效应（比如显示器上触发的机组警告信息和不正常的显示，头

顶面板上出现的FAULT和系统故障灯等）。 

如图20-2所示，当传统飞机故障时,维护人员只能使用位于驾驶舱面板上的系统测试电

门、电子舱计算机前面板上的测试电门或者不同位置的测试开关来执行，根据特定的测试结

果来进行飞机故障的隔离和判断，这样很难找到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故障

原因。 

当现代飞机故障时，维护人员只需要使用中央维护系统（CMS）就可以简单高效的找到

真正故障源，快速排除机组人员反馈的故障。CMS还可以存储飞机系统的构型信息，包括飞

机系统部件的安装件号、序号、部件中安装软件的版本号等数据。 

 

图 20-2 传统飞机的测试方式 

20.2.2 传统中央维护系统（CMS）组成 

 

如图20-3所示，中央维护系统包括： 

1）1或2部中央维护计算机（CMC）或位于航空电子设备舱中的CMC电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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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驾驶舱中2或3个多功能控制和显示组件（MCDU），作为维护人员和CMS系统之间的主

接口 

3）驾驶舱中的打印机，用于打印相关的维修报告和故障报告以及测试结果 

4）空地数据通讯系统，用于将警告和故障信息发送到地面主控制中心 

5）飞机系统电子计算机内置自检模块(BITE)，用于向CMS系统提供故障分析和测试信

息 

  

图 20-3 CMS 的部件 

20.2.3 传统中央维护系统（CMS）工作原理 

 

1.BITE(内置自检设备)的介绍 

CMS系统与飞机各个系统进行交联，飞机系统主要由航线可更换件((Line Replaceable 

Unit，LRU) 组成。LRU包括数字计算机、控制面板、传感器、作动筒和监控器等，除计算机

外，所有其他部件通过BITE模块来进行管理和监控。BITE模块是飞机系统计算机内部的一个

独立模块，它与计算机的其它操作部件完全无关。  

如图 20-4 所示，BITE 模块具有两个功能： 

1）第一个功能是故障的检测和存储 

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来检测发生的实时故障，识别故障的可能原因，然后存储到 BITE 模

块的非易失存储器（Non Volatile Memory，NVM）中，并同时将其发送给中央维护计算机（CMC）。 

2）第二个功能是执行测试 

BITE 的测试分为自动和人工两种。 

自动测试包括上电测试和循环测试。上电测试是当计算机获得电源时，BITE 自动进行系

统的上电自检，来测试系统的完整性；循环测试是 BITE 在飞机系统工作过程中持续监控系统

的工作情况，它不会影响或中断飞机系统的正常工作以及操作。 

人工测试包括系统的功能测试、操作测试和更为复杂的专项测试。这些测试需要维护人

员在多功能控制显示组件中通过 CMC 人工启动，测试结束后BITE会将测试结果发送到C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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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BITE 的原理图 

2.CMS 系统的操作模式 

CMS 有 2 种操作模式。这些模式称为： 

1）正常(NORMAL) 模式或报告(REPORTING) 模式 

在空中或者地面工作，CMC自动扫描所有交联的系统，记录每个系统计算机内置自检设

备（BITE）发送的信息进行相关处理，产生相应报告；它还记录从电子中央监控系统发送的

警告信息。 

2）交互(INTERACTIVE) 模式 

如图 20-5 所示，交互模式只能在地面选择，维护人员通过中央维护计算机实现地面测

试和排除故障。通过 CMC 的人机交互接口 MCDU 选择飞机系统，进入系统的报告和测试菜

单，CMS 进入交互模式进行相应系统的测试，测试结果发给 CMC 进行读取或者打印。维护人

员还可以在 MCDU 上查看系统的其他维护报告（如上一航段报告，历史报告等）。 

 

图 20-5 CMC 交互模式 

20.2.4 新一代飞机的中央维护系统 

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面3个方面： 

1.中央维护系统的部件和数据传输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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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飞机中央维护系统的部件变化是不再有独立的中央维护计算机。随着航空电子

技术的发展，以软件代替硬件成为了一种趋势，中央维护功能模块（软件）取代传统的中央

维护计算机成为机载维护系统的核心。新一代飞机上安装有航线可更换模块(LRM)，LRM内装

载了多种软件，每种软件可以模拟一台传统计算机来进行运算，一个LRM就综合了数台传统

计算机的功能，这样省去了众多的传统计算机，大大减轻了飞机的重量。 

新一代飞机中央维护系统数据传输方式的变化是飞机计算机的BITE数据通过特定的网

络接口模块（NIM）传输到飞机的局域网中，中央维护功能软件模块在局域网中接收数据实

现数据共享。如图20-6所示，飞机公共核心系统或者电子全传输交换式以太网技术的发展，

中央维护功能软件模块和其他功能软件共享公用的存储数据，通过数据下载系统与地面维护

中心传输数据，通过综合显示系统显示数据。航空电子系统模块综合化使得机载维护系统在

数据综合处理能力、显示和控制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图 20-6 新一代飞机中央维护系统的数据交联 

2.维护方式的变化 

新型飞机的中央维护系统与传统飞机相比维护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飞机故障

处理方面，全面采用计算机故障诊断和排故程序化的方式。飞机故障信息的收集、处理，故

障隔离和修理，故障排除后的测试以及电子记录本的签署，均可采用机载显示系统来进行，

也可通过有线或者机载局域网无线连接的方式使用维护笔记本来进行，极大地节省排除故障

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3.电子查询系统 

如图20-7所示，新型飞机上安装有机载电脑，机载电脑里预装了电子飞机包

(Electronic Flight Bag，EFB)，EFB不但包含了与机组人员有关的一些技术文件，如飞行

机组操作手册（Flight Crew  Operating  Manual，FCOM）， 低设备放行清单（Minimum 

Equipment List，MEL）等，也包含与维护人员有关的维护应用程序和软件加载等功能。机

组人员也可以通过驾驶舱中正副驾驶滑动台上的键盘在EFB技术文件专用显示器上读取飞行

和维护的技术文件。为了维护的便捷性，飞机上还安装了机载维护终端(Onboard 

Maintenance Terminal，OMT) ,它将维护应用软件和飞机维修手册相互关联，使维护人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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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飞机上直接查询飞机的维修手册。 

  

图20-7 电子查询系统部件 

 

20.3 数据装载系统介绍 

 
数据装载系统定义为机载计算机和地面数据处理站的接口，它有两大功能：装载功能

和下载功能。装载功能用来更新数据库（如飞行管理系统的导航数据库）或升级计算机的操

作软件；下载功能用来把系统操作数据和维护数据下载到飞机以外的存储器上（如U盘，维

护笔记本电脑的硬盘等）。 

如图20-8所示，数据装载系统主要由数据装载选择器或者选择面板、机载装载机或者

便携式装载机和数据装载路由器组成。数据装载选择器或者选择面板用来选择需要安装数据

的目标计算机；机载装载机或者便携式的装载机用来存储或读取要装载的数据；装载路由器

是装载机和计算机之间的接口，用于提供输入/输出数据。 

新型飞机的数据装载和下载也可以通过机载维护系统的人机接口来实现，比如 A350 飞

机机载维护终端上可以进行飞机软件的装载和下载。 

 

图 20-8 数据装载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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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打印系统简介 

  

打印系统的核心部件是打印机。飞行管理、信息管理、中央维护和飞机状态监控等飞机

系统都是通过打印机打印与飞行和维护相关的报告和数据。 

打印系统有自动打印和人工打印两种功能。飞机上的打印机可以自动或人工打印 CMS 报

告或其他系统报告。各种飞机安装不同型号的打印机，其面板上的控制键有所不同，而且所

选用打印纸的尺寸也不同。典型飞机的打印机如图 20-9 所示，在面板上有 3个按钮、3个指

示灯和纸量指示窗。当缺纸或卡纸时，琥珀色"纸警告"（PAPER）指示灯点亮；当打印机有打

印信息进来，蓝色信息灯（MSG）会点亮；复位按钮（RESET）按压可以复位信息灯；测试按

钮（TEST）可启动打印机的功能测试，打印机会实施打印功能，并且在打印纸上出现测试的

结果; 出纸按钮（SLEW）按压会不停的实施送纸的功能;当打印机故障时，面板上的失效灯

（FAIL）会点亮；面板上的纸量指示窗可以指示打印纸还可以使用的用量。 

 

图 20-9 打印机 

 

20.5 典型飞机机载维护系统维护介绍 

 

20.5.1 典型飞机机载维护系统部件识别： 

 
1. 典型飞机维护系统部件识别： 

1）电子舱典型计算机维护系统部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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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0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飞行管理计算机 

飞行管理计算机（FMC）用于对其它系统计算

机 BITE 功能的交联，通过控制显示组件与 FMC 交

联，可以使用控制显示组件对相应系统测试。 

② 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按压 BPCU 测试电门进行人工自测试。当进行

测试时，所有灯亮 3 秒钟，然后熄灭。如果没有

BPCU 故障，绿色的 BPCU 通过灯亮 7 秒钟。如果

发现了内部故障，红色的 BPCU 故障灯亮。在测试

开始时，先前亮的故障灯都将熄灭，并且直到

BPCU 发现故障前不再亮。 

③ 旅客广播放大器 

功能选择开关有这几个位置： 

－负载（欧姆）（LOAD） 

－谐音（TONE） 

－操作（OPERATE） 

－电平（LEVEL）（VRMS）。 

在 LOAD 位时，PA放大器测量扬声器电路的

阻抗，阻抗值在 LED 上显示，通常阻抗高于

30Ω。开关是弹簧控制的从 LOAD 位弹到 TONE

①飞行管理计算机 ②汇流条电源控制组件 ③旅客广播放大器 ④偏航阻尼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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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 TONE 位时，PA 放大器对所有扬声器进行

功能检测，高频谐音是音频测试信号送到扬声

器。OPERATE 位是 PA放大器的正常开关位置在这

个位置时，显示为空白。 

在 LEVEL 位时，PA放大器显示输出音频的输

出交流电压值，LEVEL 位使扬声器与放大器电路断

开。它把一个模拟负载连接到内部放大器电路。

电压值显示在 LED 上。开关是弹簧控制从 LEVEL

位弹到 OPERATE 位。 

④ 偏航阻尼计算机 

使用键盘来操作 BITE。键盘有下列这些键： 

— ON/OFF 键以接通 BITE 

— MENU（菜单）键用以进到主和前一菜单页 

— 向上箭头键用于在一个菜单中前页的选择。 

— 向下箭头键用于在一个菜单中下页的选择。 

— YES 键来回答问题 

—  NO 键来回答问题。 

下列这些是 BITE 主菜单选项： 

— 当前故障 (EXISTING FAULTS) 

— 历史故障（FAULTS HISTORY） 

— 地面测试（GROUND TESTS） 

— 其它功能（OTHER FUNCTIONS） 

 

2） 典型飞机维护系统驾驶舱部件识别： 

 

图 20-11 

 

 

 

 

①多功能控制和显示组件（MCDU） ②驾驶舱打印机(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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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多功能控制和显示组件

（MCDU） 

当飞机在地面且地速小于 20节时，可通过

MCDU 进行部分系统的 BITE。首先进入 MCDU 起始/

参考索引页，然后按压 6R行选键进入维护自检索

引页 MAINT BITE INDEX。 

 驾驶舱打印机(PRINTER) 
驾驶舱打印机可以打印 ACARS、DFDAU 这两个

系统的报告。 

 

2. 典型飞机数据装载系统部件识别： 

   
图 20-12 

 

序号 名称 功能 

① 
数据装载控制面板 

 

数据装载控制面板由数据装载控制旋钮和软驱组

成，数据装载控制面板用于上传或下载以下系统软件

或数据： 

— CDU 

— ACMS 

— ACARS/CMU 

— DEU 

— SATCOM 

— FCC 

— APU 

— FMS 

— DFDAU 

 

 

20.5.2 典型飞机机载系统常见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①数据装载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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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飞机机载系统常见维护 

1）典型飞机数据查询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 

①飞机由外接电源或 APU 供电，发动机未启动。 

②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2〗操作步骤 

    
 

 

图 20-13 

 

 

图 20-13 

◆使用 CDU 查询显示系统软件信息 

①确认显示系统工作正常。CDU 工作

正常，无故障指示。 

②按压 INIT REF 按钮 

③显示 INIT/REF INDEX 页面 

④按压 R6行选键，进入 MAINT BITE 

INDEX 页面。 

⑤在 MAINT BITE INDEX 页面按压 L5

行选键，进入 CDS BITE INDEX 页

面。 

 

图 20-14 

⑥在 CDS BITE INDEX 页面按压 L1按

钮进入 CDS DEU1 MAINT/BITE 页

面。 

⑦在 CDS DEU1 MAINT/BITE 页面按压

L4行选键进入 IDENT/CONFIG 页面

⑧在 IDENT/CONFIG 页面显示了飞机

显示系统操作软件件号，和显示系

统计算机的件号。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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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飞机数据打印操作程序 

〖1〗维护准备 

①飞机由外接电源或 APU 供电，发动机未启动。 

②飞机无红色警告信息。 

 

 

图 20-15 

图 20-16 

◆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 按 压 CDS DEU1 MAINT/BITE 

IDENT/CONFIG 页面的 L6行选键退回

到 CDS DEU1 MAINT/BITE 页面 

②按压 CDS DEU1 MAINT/BITE 页面

L6 行选键退回到 CDS BITE INDEX 页

面。 

③按压 CDS BITE INDEX 页面 L6行选

键退回到 INIT/REF INDEX 页面。 

 

◆恢复到初始状态 

① 按 压 CDS DEU1 MAINT/BITE 

IDENT/CONFIG页面的L6行选键退回

到 CDS DEU1 MAINT/BITE 页面 

②按压 CDS DEU1 MAINT/BITE 页面

L6 行选键退回到 CDS BITE INDEX 页

面。 

③按压 CDS BITE INDEX 页面 L6 行

选键退回到 INIT/REF INDEX 页面。 

 

◆退出 SAR 存储数据页面 

①在 STORED SAR DATA 页面按压 L6

行选键回到 ACMS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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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步骤 

  

 

2. 典型飞机机载维护系统安全注意事项： 

飞机装载软件的安全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①在装载软件的过程中，严禁飞机断电，以防止装载软件的设备损坏。 

②完成系统的 BITE 后，要按压 RETURN 退出该系统 BITE，不能按压 MCDU MENU 直接退

出。 

③使用打印功能，打印会有延迟情况，不要重复按压多次打印行选键，否则造成重复打

印，浪费纸张。 

 

 

图 20-17 

 

◆使用 CDU 打印 SAR 存储数据 

①按压 CDU 主页面的 ACMS 选项 

②在 ACMS主页面按压L5行选键进入

SAR RECRDNG 页面 

③在 STORED SAR DATA 页面按压 R6

行选键，打印当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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