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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攻坚】同频共振“组合拳”
战疫攻坚·川航在行动
机务工程部各分部科室同心协力，坚持以防控为先、统筹兼顾、分类指导、
精准高效为目标，打好“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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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背影共情长
——武汉机场机务人的脊梁情长
武汉天河机场是城市生命通道的大门，每一架驰援来汉
的铮铮银鹰平稳落地的剪影中，一位挥舞着指挥双棒的男儿

加配的分级排班，有力确保了前场作业充足化、岗位补充快
速化、人员流动最小化的三到位。

身影必然映入眼帘。这伫立的背影演绎出机场守航人的坚定

疫情保障，有序是重点。机务室紧急调配物资，宣讲安

执守，这七尺的男儿托举出航空苍穹下的责任脊梁；他们，

全防护知识；第一时间对办公区域和车辆设备进行消毒，形

正是武汉天河机场地服公司机务人。１月２３日战“疫”打响以

成战时运行制度；同时，宣贯要求全体员工提高思想认识，

来，截至２月２５日，他们共保障了１１７６架次航班、近５０种机

按照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每一个航班的保障工作。

型，每一架起降的飞机，都满载着机务人的付出与热望。

有序部署巧排班，安全守护保航班

排除万难赴岗位，双倍保障不喊累
封城后，春节前回老家的员工已无法返汉，疫期日均在

战前准备，人员是关键。１月２３日，关闭离汉通道的第

岗人员不到平时的一半。但保障任务有增无减，在岗员工需

一天，机务工程室高度重视、迅速行动，面对无法预见的航

２４小时值守，工作量是平日的两倍，甚至达到一天５０个进出

班计划及特情处置，技术人员及保障人员的科学配置是首要

航班的保障量。“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困难时期的

任务，机务室有序制定人员配岗三步曲：管理人员为总班、

机务人，以己之力、毫不退缩，每个积极归岗的奔赴身影都

市区人员为主班、倒班人员为备班，在航班计划不断更新及

是机务人最给力的演绎。

临时增补的情况下，巧妙实现了少量低配、增量强配、激量

武汉公交停运，大家积极通过拼车、电瓶车、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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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加油打气。２月１０日，该员工胸闷加重、体温忽上忽下，
因医务用车紧张，副经理马家文果断决定，自己开车送去医
院检查，虽然做了防护措施，但疫情期间的医院是重灾区、
传染源，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临行前他给妻子打电话，妻子
表示担忧，他说：“我们的机务人，大多是天南地北来到武
汉的娃，家人不在身边，我们得当好他们的家人，他们初来
机务报到的时候是好好的，这次我也得尽力让他们继续好好
的。”接下来等待检查结果的工作期间，马家文虽然没有出
现任何症状，但他坚持独来独往、与同事们刻意保持距离，
大家知道，这是他的良苦用心。２月１３日，员工的核酸结果出
甚至步行的方式，克服出行困难，坚持到岗。勤务员张欢每

来了，显示为阴性，马家文甚至比员工自己更开心，他喜悦

次值班早起晚回至少１小时，自驾绕路开车接送出行困难的同

地说：“我是真的觉得每个人都很重要，我希望我们机务工

事，并拒收油费；２月８日临时增加３个夜间航班，放行员陈仁

程室能够打赢这场战‘疫’，而且一个人都不能丢下。”

杰在无法用车的情况下，从盘龙城家中一路小跑赶至工作岗

机务工程室是机场航班起降保障的专业人，面对疫情期

位，平时需要２０分钟的车程，他跑了两个小时及时抵达，寒

间的专机任务及特殊机型，他们以恪尽职守的专业态度，提

夜下的机坪，他顾不上汗湿渗透的内衣及遇冷凝结的口罩，

供了最有力的技术支撑，用一个个深情的背影迎来送往，用

立即全身心投入航班保障。

一次次挺直的脊梁传递守护；这个背影中，有深夜召集应急

更多的机务人主动请缨、守望相助、通力协作。２月９

保障讨论会的领头人、有每天步行上万步的前行者、有２４小

日，满载着医护人员和救援物资的４０多架次航班聚集驰援，

时值守近百次呼叫的ＭＣＣ成员、有面对极端天气迎风斗雪的除

轮休的机务ＭＣＣ组长彭伟在工作群内看到密集的航班计划，十

冰者，也有坚持后勤为大家领取发放防护用品的质控员、更

分担心值班同事，在哄睡了已生病多日不满１岁的幼子后，他

有驻扎机场倒班楼随叫随到的备勤员。

愧疚但坚定地告诉妻子他要前往支援，妻子的理解支持让他

武汉机场的机务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发光、徐徐闪

倍增力量，立即从江夏家中驱车１小时到达机场；那天的繁忙

亮，如同这场寒冬疫战中的薪火，以一如既往地使命承载及

如他所料，他一边协助放行人员检查机下视频连线，讲解飞

责任担当，坚决打好疫情防控的阻击战！

机加油流程及注意事项，一边开车摆渡倒班备勤同事，
增援力量。整整三个小时的高峰保障，一架架飞机平安
落地、一架架飞机顺畅启航，机务全员有条不紊、提前
到位，细致检查、安全有序，圆满完成了４０多架航班的
放行工作。那天夜里，彭伟忙到凌晨转钟，才捧起一碗
泡面当作晚餐，那碗面，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香浓。

每个人都很重要，一个人都不能丢下
机务室是一个战斗的堡垒，更是一个充满了关爱
的家。
战“疫”初期，有名年轻留汉员工身体不适，
胸口发闷、体温偏高，部门当机立断，停止工作、隔
离观察；发现员工情绪不稳定，管理人员轮流上阵，
定时送去一日三餐，每天及时电话询问，坚持谈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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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前线的长龙机务人
——坚守、专业、奉献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 单龙龙 俞泽华
２０２０年农历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

航线和定检分部骨干人员坚守一线，在严格执行各项维

卷全国，随着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修工作的同时，按照飞机消毒工卡的要求，每天对驾驶舱和

全国人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

客舱进行细致的通风和消毒工作，让机组和旅客安心。

疫情仅次于重灾区湖北的浙江，浙江长龙航空作为省内唯一
本土航空公司，立足萧山国际机场，严阵以待，在国家危难
之际，主动请缨，勇担使命。

共守护，众志成城坚守岗位
如果说人流聚集的机场车站是防疫主战场之一，那么迎
来送往的飞机火车就是防疫第一线。浙江长龙航空维修工程
部全员上下齐心，多措并举，在全力保障飞机安全可靠的适
航品质的同时，力争从源头切断感染源，保证每一趟航班正
常运行，不携带病毒出港。
人员就是战斗力，从疫情发生一开始，维修工程部自
上到下，全面管控，积极开展部门防疫工作。领导干部带头
停止休假，在岗就位，实时统计人员尤其是一线在岗员工信
息，避免隐患人员上岗，防止交叉感染，同时严格执行上下
班测量体温和每日２次办公区域消毒制度，保存自己才能战

同担当，逆行而上直抵战场
浙江长龙航空在做好企业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不计成本倾尽全力支持全国人民的防疫斗争。自
１月２８日起，有幸接受浙江政府４次包机任务，护送英雄出征。截
止目前，共承运１２１５名浙江医护人员和５３．８吨抗疫物资驰援湖北

斗。
维修工程部科室成员，在居家隔离状态下创造条件满
负荷投入到“战役”工作中，为一线人员提供工作支持。质

开展医疗援助，为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贡献力量。而在这背后，
离不开维修工程部全体员工默默奉献。

量分部结合各类防疫抗疫文件，紧急制作安全提示，工程技

２月９日上午１０时，ＭＣＣ接到公司下发的政府紧急包机任务，

术分部编写ＴＢ，消毒工卡等技术文件，维修计划分部根据

要求２小时内完成５架包机航前准备工作。当时由于航班减少，５

停场飞机情况，积极调整各项工作任务，在满足机队维修方
案的前提下，既减少一线工作量又确保拥有最佳的飞机维护
时机，综合保障部门积极采购各类口罩消毒水等安全防护用
品，恪尽职守，全力保障一线部门工作。

架停场飞机全在远机位，并且由于疫情期间的管控和隔离需要，
人手短缺，内场保障压力陡增。时间短，任务重，人员少，然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得益于平日里制定的各种突发预
案和长年积累的保障经验，工程部各个环节全力配合，ＭＣＣ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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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保障计划，积极协调空管塔台，航线带班主管紧急调整工作

大家紧张地监控着除冰车除雪情况。当除冰结束，飞机滑出，看

任务，抽调骨干人员保障，临时征召备份人员紧急支援，保障包

到飞机平稳地起飞后大家才终于松了口气。在这个特殊时期，长

机任务，０１值班经理把控全局，积极沟通公司各部门，提供必

龙机务人心中的使命感愈发强烈，保障每一架飞机安全飞行是我

要的支持。短短１小时内，１５名备份人员紧急进场，长距离拖行

们最大的心愿。”——北京驻外机务杜律超

５架飞机。２小时不到，５架航前准备完毕，５名跟机备份人员主动

“２月１０日，疫情形势依旧严峻，Ｂ－８３２０飞机长春过站ＦＡＰ

请缨，最后优中选优派出２名资深放行工程师完成跟机准备，专

失效，我们机务人不会因为疫情，放松警惕，协助长春机场放行

业高效的完成包机保障工作。

人员顺利排除故障，让每架飞机平安起飞落地，让每位出行旅客

２月１４日，相似的情节在萧山机场再次上演，４架客机和２架

都能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长春驻外机务李志全

货机需要在一个半小时内起飞，运送浙江省医疗队和抗疫物资驰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浙江长龙航空维修工程全体员

援武汉。长龙机务人一如既往的用忘我的工作，专业的素养，高

工将秉持优良的机务传统，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全力做好疫情

效的保障，顺利完成当天包机保障任务。

下的日常运行各项保障工作，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旅客安全出
行保驾护航，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齐奉献，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然而作为长
龙机务人，无论前行的道路上是布满荆棘，还是一路坦荡，将始
终义无反顾，坚守奉献。
“１月２５日，大年初一，接到通知湖北省周边客运航班全部
取消，湖北省驻外机务就剩我一个人，宜昌封城。作为一名机
务，我义无反顾，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坚守岗位，履行我的职责。
在特殊时期能够保障每位长龙旅客安心回家过好年，是责任，更
是使命。”——宜昌驻外机务蔡坚康
“２月５日，所有温州驻外机务在保障自己身体健康的前
提下，竭尽全力保障航班准时准点，护送每一位旅客踏上旅
途！”——温州驻外机务张财贵
“２月６日凌晨，北京首都机场大雪，伴有阵风，飞机已关
舱，北京外站的机务兄弟们站在漫天飞雪中，口罩外层已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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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让党旗在航班保障一线高高飘扬
——同心“战疫” 成航在行动
保障生产 抗击疫情
党旗在维修一线飘扬
——维修系统党委：让党旗在维
修保障和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维修系统党委认真贯彻
落实公司党委防控疫情工作文件精神，擎起鲜红的党旗，提
高政治站位，周密安排部署，落实防控责任，党员干部冲锋

●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空调系统维护提示》
●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驾驶舱和客舱维护提示》
在飞机安全运行的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奉献着，他
们就是来自飞机维修保障一线的普通党员。

哪里有任务 哪里有党员
翟高鹏 李世辉

在先、战斗在前、奉献在前，让党旗在维修保障和防疫一线

（Ａ３２０一中队共产党员）

高高飘扬。

１月３０日晚，Ｂ－８６０９飞机出现故障，需当晚更换发动机的控
制核心ＨＭＵ，工作量大、过程繁琐、难度系数高，至少需要四个

压实责任 严密防控

人６－８小时的连续施工才能完成。当值晚班的Ａ３２０一中队党员翟

维修系统党委面对疫情和生产保障任务，思路清晰，

高鹏、李世辉主动申请负责该项工作。

工作有力，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做到“两手抓、
两手硬”。在认真贯彻落实公司党委防疫要求基础上，维修
系统党委迅速行动，维修系统党委书记曾家祥同志召集“一
班人”研究部署一，进步明确工作分工，压实责任，严密防
控，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一系列操作指南。

夜幕下，冰凉的燃油顺着他们的手臂缓缓滴落，扶住ＨＭＵ的
双手没有一丝的颤抖，隔着口罩，交流中相互提醒的语句显得特
别用力……伴着黎明的曙光，看到试车检查正常，夹杂着汗水油
污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操作指南

● 《关于进一步做好维修保障和疫情防护工作的通知》
● 《外场维修保障工作和预防疫情预案》
● 《内场维修办公区消毒管理办法》
●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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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陈华汉 杨云鹏  
（ＡＲＪ２１中队共产党员）
１月２７日，大年初三，下午Ｂ－６０３Ｚ飞机在济南短停，出现故
障，因受工具和材料限制，跟机骨干姚建亮同志无法消除故障。
信息经ＡＲＪ２１中队通报，当日白班党员干部纷纷响应。在疫情和
航班安全的双重压力下，陈华汉和杨云鹏两名党员骨干主动请
缨，当晚１０时，带着航材和工具抵达济南。
面对故障，他们３人连夜加班，一边更换ＦＣＭ计算机模块，
一边拆卸盖板以便准备更换ＰＣＵ，故障依旧没有消除，最后更换
了ＰＣＵ，经过长达７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于凌晨五时，终于解决了
飞机故障。此时，又冷、又饿、又倦，特殊时期，为了减轻保障
和防护压力，他们就在飞机上静等天亮……
事后，陈汉华说：“作为国产民机的守护者，作为一名党
员，我们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我们始终坚持工作在一线，吃
住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我是党员 我先上”
刘宾 冯朝阳 王深江
（定检设备支援中队共产党员）
２月３日，天骄航空Ｂ－６０２Ｓ飞机落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外

陈华汉 杨云鹏  

委我们公司完成２天定检工作。定检设备支援党支部在中队发出

（ＡＲＪ２１中队共产党员）

外委任务号召后，刘宾、王深江、冯朝阳等党员技术骨干主动请

１月２７日，大年初三，下午Ｂ－６０３Ｚ飞机在济南短停，出现故

缨，飞机维修部副总经理刘宾说：“我是党员，我先上。”他带

障，因受工具和材料限制，跟机骨干姚建亮同志无法消除故障。

头冲锋、扎根一线、坚守现场，严谨规范实施定检维修工作，通

信息经ＡＲＪ２１中队通报，当日白班党员干部纷纷响应。在疫情和

过连夜奋战，于２月４日１５时高标准完成全部定检工作条目，１６

航班安全的双重压力下，陈华汉和杨云鹏两名党员骨干主动请

时飞机准时调机离港。

缨，当晚１０时，带着航材和工具抵达济南。
面对故障，他们３人连夜加班，一边更换ＦＣＭ计算机模块，
一边拆卸盖板以便准备更换ＰＣＵ，故障依旧没有消除，最后更换
了ＰＣＵ，经过长达７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于凌晨五时，终于解决了
飞机故障。此时，又冷、又饿、又倦，特殊时期，为了减轻保障
和防护压力，他们就在飞机上静等天亮……
事后，陈汉华说：“作为国产民机的守护者，作为一名党
员，我们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我们始终坚持工作在一线，吃
住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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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我这一环掉链子

现右发主燃油滑油热交换器到ＩＤＧ滑油冷却器的供油软管处持续

胡峻铭 王斯阳

往外漏油，渗漏超标。

（Ａ３２０三中队共产党员）

整个班组积极响应，顺利更换渗漏超标的燃油软管，避免

１月２８日，Ｂ－１６３２飞机机组反馈滑动窗加温不正常。滑动窗

发动机火警和空停等严重后果，保证了飞机正常出港。支部副书

加温失效时，飞机将不得在结冰条件下飞行。Ａ３２０三中队通报情

记舒自起说：“我们将坚决听从公司党委的命令，在做好自我防

况后，全体党员纷纷“请战”，支部成立了以胡峻铭、王斯阳两

范的基础上，严守岗位，冲在第一线，挺在最前沿。为公司安全

名党员为首的排故小组。

生产保驾护航，以饱满的热情履行职责！”

当晚，排故小组分工明确，个人防护准备、航材和工具准
备、工卡研读有序展开。凌晨一点多，飞机落地，排故组确认更
换滑动窗。滑动窗更换为高空作业，安全压力和作业难度系数较
大，尤其是滑动窗的安装有着严格的间隙标准要求。拆装饰板、
松螺钉、做标记、内外紧密配合、逐步反复调试……历经四个
多小时，看着飞机正常起飞，满脸疲惫的胡峻铭，却兴奋地说：
“疫情防控是头等大事，保障飞机适航也是头等大事，一定不能
在我这一环掉链子。”

众志成城
同心“战疫”
成航在行动
武汉加油！

特殊时期更关注细节
耿鹏旭
（Ａ３２０四中队共产党员）
１月２９日Ｂ－６７２８右发加滑油时，工作人员闻到一股轻微的燃
油味，及时上报班组主管，共产党员耿鹏旭，他马上警觉起来，
蹲下检查发现整流罩下部接缝处有轻微湿润，而后慢车检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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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维修工作的主要风险点分析及控制措施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王 嘉
东航技术公司西北分公司 高磊鑫

摘要：

系列因素影响，导致工作偏离维修目的和要求的行为。任何

随着中国民航业的高速发展，新公司、新飞机、新航线

人在工作中都有可能犯错误，这是人为表现中的缺陷所造成

越来越多，出现了人力资源紧缺、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从

的。在正常情况下，人是不会故意犯错的。维修差错是人－软

而导致维修差错的数量不断攀升， 尤其是作为维修安全和运行

件－硬件－环境系统运行时不可避免发生的，其原因就是人－

风险最前线的航线维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对近年来

软件－硬件－环境之间的不匹配。

中国民航维修差错的类型，以及航线维修的危险源进行了统

相对于定检维修，航线维修承受着保障航班正常性的

计，得出错漏检（装）类维修差错是航线维修中的主要风险

压力，有效工作时间短、任务种类多、工作量大、环境恶

点。采用５维ＳＨＥＬＬ模型对航线维修中涉及错漏检（装）的危

劣、事故后果严重等是航线维修工作的特点。为了降低停场

险源进行了风险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缓解措施。

时间，提高飞机利用率，部分公司将某些定检工作项目（如
一般目视检查等）拆分安排在航线完成，这意味着原来在定

１、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航业的高速发展，国家领导人和民航
局对民航的安全运行提出了“对安全隐患零容忍”的要求和
指示。作为维修安全和运行风险最前线的航线维修，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
随着新公司、新飞机、新航线越来越多，出现了人力资
源紧缺、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维修差错数量不断

检期间实施的一部分工作将分解到航线的停场时间来实施，
进一步增加了航线维修的工作量，导致航线工作压力越来越
大。
２．１ 近年来发生的维修差错分析
根据相关文献［４，５］数据进行统计，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年ＳＤＲ维修差错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与飞机数量的增
长呈正比。

攀升。在维修系统中进行系统的设计、运行、培训、管理和
保护的都是人。因此，如果发生风险，必然是由于人为差错
造成的。从这一角度讲，可以认为，百分之百的事故都是由
人为差错造成的。所以研究“人”的因素是控制维修差错的
关键点。
本文对航线维修中维修差错的类型和相应的危险源进行
了分析，从ＳＨＥＬＬ模型［３］的５个维度对涉及航线维修的危险源
进行了分析，对比例最高的错漏检（装）维修差错提出了控
制缓解措施。

２、航线维修中的维修差错
维修差错是指维修人员在工作中由于内因或外因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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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维修差错与飞机数量

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维修差错类型进行分类［６］，得出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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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差错类型，其中安装不当、放行前或工作后遗漏、检查／测

３％）。

试／故障隔离欠妥３类维修差错在航线维修中占比最大。将安装不

３、错漏检（装）
维修差错的风险
分析

当、放行前或工作后遗漏、检查／测试／故障隔离欠妥３类维修差错
归纳为“错漏检（装）”，可以得出“错漏检（装）”问题占所

３．１ 风险分析原

有已发生维修差错的５２％。
则

采用ＳＨＥＬＬ模型
进行分析。ＳＨＥＬＬ 模
图４ 导致错漏检（装）的原因所在的环节

型是描述人为因素的

概念模型，它用包括人（ｌｉｖｅ ｗａｒｅ）、软件（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硬件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环 境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四 个 要 素 以 及 人 与
人（Ｌｉｖｅｗａｒｅ－Ｌｉｖｅｗａｒ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人为差错的原因。而
人作为四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将ＳＨＥＬＬ模型分为Ｌ、Ｌ－Ｌ、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维修差错类型

２．２ 航线维修中的主要风险点

Ｌ－Ｓ、Ｌ－Ｈ、Ｌ－Ｅ等５个维度，并给出每一维度的差错模式，得出
表１所示对照表。

对某辖区航线维修单位的危险源数据库进行整理，得到航
线维修相关的危险源１４９条，进行统计后得到图３所示分类。

表１ ＳＨＥＬＬ模型与维修差错类型对照表

基于表１所示ＳＨＥＬＬ模型和差错模式，将同类危险源进行合
并，与发生错漏检（装）的环节、差错模式进行分类，得出表
图３ 危险源分类

发现错漏检（装）所占风险占３４％，是占比最高的。由图
３、图４可以得出，错漏检（装）类维修差错是维修差错占比最高
的，是航线维修工作中的主要风险点。
对导致错漏检（装）的原因所在的环节进行统计，可以得
到图５所示结果。导致错漏检（装）的原因所在的环节占比依次
为工卡落实（４３％）、未有效检验（２７％）、工作交接（１０％）、
生产准备和生产管理（各７％）、项目评估和培训不到位（各

２。
３．２风险分析
对表２所列出的２３个危险源进行风险分析评估［２，７］，得到
图５风险矩阵（相应序号的危险源用◆表示）。图５中，纵轴代表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横轴代表事件的严重性，可能性和严重性最
小为１，最大为５。红色区域为在现有情况下不可接受，必须采取
控制措施缓解使之落入黄区或绿区，否则需取消此项工作；黄色
区域为在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后风险是可以接受的；绿色区域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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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进行缓解，使之落入黄区或绿区。除第１、１９、２０项外，其
他全部在黄区，需要采取控制措施进行缓解。
３．３ 风险控制措施
基于表２，以ＳＨＥＬＬ模型维度分类得出图６，得出可能导致
发生错漏检（装）维修差的危险源数量依次为：Ｌ（未遵守程
序）、Ｌ－Ｓ（未制定程序）、Ｌ－Ｌ（未有效沟通）、Ｌ－Ｈ（缺少施
工要素）以及Ｌ－Ｅ（恶劣环境）、Ｌ（技能欠缺）

图６ 导致发生错漏检（装）维修差的危险源数量

为控制错漏检（装）的发生，针对相应环节和ＳＨＥＬＬ模型不
同的维度采取如下控制缓解措施：
（１）Ｌ（未遵守程序）：采取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和作风建
设，坚持“四个意识、五个到位”，固化员工安全风险意识。提
表２ 错漏检（装）因素分类表

现有条件下风险可以接受。
经过对危险源打分计算，第１、１９、２０项（表２中危险源的
编号）落在红区，在现有条件下不可接受，必须要采取有效控制

高程序的可操作性，避免员工出现抵触情绪。要提高程序、工卡
的可读性、辨识性，对于关键点、风险警示，手册中ＷＡＲＮＩＮＧ、
ＣＡＵＴＩＯＮ、ＮＯＴＥ要准备到位，提高防范意识。在航线维修工作中
采用电子工卡［８］，采用系统化避免人为遗漏。
（２）Ｌ－Ｓ（未制定程序）：梳理现有手册、程序漏洞、危
险源库，根据自身运行情况建立标准化体系。对于重大工作、复
杂区域、易混淆的部件等要落实岗位职责，制定责任人、明确分
工，做好标记标识，施工和检验人员工作分离，互不交叉。
（３）Ｌ－Ｌ（未有效沟通）：做好班组团队的“三基”建
设，强化班组成员间的信任感和协作能力，促成相互提醒的习
惯。同时作好台账记录，避免口头传递的遗漏和不可追溯性。
（４）Ｌ－Ｈ（缺少施工要素）：开工之前要严格按照手册、

图５ 风险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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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要求进行准备，对于不满足开工条件的要评估制定等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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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仍不能满足要求应及时叫停。

（恶劣环境）、Ｌ（技能欠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缓解措

（５）Ｌ－Ｅ（恶劣环境）：要根据实际环境及时调整工作计

施。最后通过风险分析，采取控制措施后，可以明显缓解错漏检

划和方案，使用灯光、移动机库、加强个人防护等设施设备，避

（装）的风险，对５个在采取控制措施后还在黄区的危险源需要

免因恶劣天气、时间压力等因素造成维修人员丧失情景意识。

持续关注。

（６）Ｌ（技能欠缺）：加强员工专业知识培训，评估现有
培训方式和培训资料，改进技能评估方式。调配维修小组时要考
虑人员技能可否胜任。采用ＡＲ等新技术，提高后台工程师对维修
现场的支持程度，缓解维修人员技能不足的问题。
３．４ 缓解后的风险分析
采取上述措施后，对缓解后的风险进行评估，得到图５所示
采取缓解措施后的结果（＊’表示相应序号的危险源采取缓解措
施后的风险，用▲表示）。所有风险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除第１、９、１１、１９、２０项外全部落在了绿区。
同时对采取电子工卡、移动机库、ＡＲ技术等风险控制措施
后可能带来的７个衍生风险进行评估，如图５所示（用●表示），
全部落在绿区，在现有条件下风险可以接受，不需要采取额外措
施。
第１、１９、２０项经风险控制措施后从红区降到了黄区。第
９、１１项虽然还在黄区，但是缓解后风险明显低于采取控制措施
之前。按照风险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１（更换航空器部件时未
核对件序号）、１９（盖板关闭前检查不到位）、９（工作未交接
导致维修工作漏执行）、１１（对工卡内容不理解）、２０（工作
完成后没有三清点）。
对应图２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维修差错类型，发现１、１１对应
“安装不当”，９、２０对应“放行前或工作后遗漏”，１９对应检
查／测试／故障隔离欠妥，与实际发生维修差错比例也是相适应
的。

结论
本文统计分析了近年来维修差错的类型和航线维修单位的
相关危险源，发现错漏检（装）是航线维修工作中的主要风险
点。通过ＳＨＥＥＬ模型５个维度的分析，得出发生错漏检（装）维
修差错原因的重要性顺序为：Ｌ（未遵守程序）、Ｌ－Ｓ（未制定
程序）、Ｌ－Ｌ（未有效沟通）、Ｌ－Ｈ（缺少施工要素）以及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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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１１００Ｇ－ＪＭ发动机ＯＤＭ故障监控浅析
南航沈阳飞机维修基地 黄 莹

Ａ３２０ＮＥＯ飞机配备的发动机有两种型号，其中之一就是

·＞４ 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ｒｏｌｌｉｎｇ ５ ｍｉｎｕｔｅ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普惠公司最新研制ＰＷ１１００Ｇ－ＪＭ（齿轮涡扇）发动机，而３号
轴承碳封严失效是目前此机型的主要换发原因之一，由于该
型号发动机在设计上的一个创新点就是在滑油回油总管末端
滑油箱入口处安装了ＯＤＭ传感器专门收集滑油回油路上金属和
非金属屑，并根据碎屑数量、尺寸产生相对应的信号，当超

·ＤＮＦＬ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
ｍｕｍ
·＞６ 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ｒｏｌｌｉｎｇ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ＦＳ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Ｆｅｒｒｏｕ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过预设值后触发ＯＤＭ故障ＥＣＡＭ警告，所以普惠公司认为航空公

·＞１５ 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ｒｏｌｌｉｎｇ ５ ｍｉｎｕｔｅ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司针对此类故障只需要在触发ＥＣＡＭ警告时采取措施即可，不

·ＤＦＬ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Ｆｅｒｒｏｕ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需要将监控关口前移，而南航作为国内第一家使用此机型的

·＞２０ 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ｒｏｌｌｉｎｇ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客户，本文作者有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接触此类故障，
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数据积累已经基本掌握了ＯＤＭ故障的监控方
法。本文主要将我们一年多的使用经验分享给后续经营此类
机型的航空公司，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供各位同行更好
的监控该类型故障。

也就是在整个飞行阶段当ＤＮＦＳＭ＞４或ＤＮＦＬＭ＞６或ＤＦＳＭ＞１５
或ＤＦＬＭ＞２０会在飞机上触发ＥＣＡＭ警告。目前我们遇到的此类
故障都是由于ＤＦＳＭ和ＤＦＬＭ参数发生了改变并在大多数情况下
触发了ＥＣＡＭ警告（只有一起是由ＤＮＦＳＭ和ＤＮＦＬＭ触发了ＥＣＡＭ警
告，但检查后未见异常发动机继续使用）。普惠公司推荐的

在Ａ３２０ＮＥＯ飞机上每个航段理论上会产生两个报文分

ＰＷ１１００Ｇ－ＪＭ发动机监控方式是ＡＤＥＭ网站，在ＡＤＥＭ网站上可看

别叫：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１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６＞和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到ＯＤＭ故障监控所需的相关数据，目前在网站上只选取了三个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２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７＞，我们简称为Ａ２６和Ａ２７。这两个报

飞行阶段采集的ＯＤＭ数据分别是：起飞、爬升、巡航。对应在

文可记录整个飞行过程的滑油系统参数，其中就包含有ＯＤＭ故

ＡＤＥＭ上的曲线名字分别叫ｔａｋｅ－ｏｆｆ ｏｉ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ＮＧＰＦ、 Ｃｌｉｍｂ

障监控所需的数据。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监控ＯＤＭ故障需要看

ｏｉ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ｃｒｕｉｓｅ ｏｉ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ＮＧＰＦ（为方便使用用户可自行

四个关键参数，分别叫ＤＦＳＭ、ＤＦＬＭ、ＤＮＦＳＭ、ＤＮＦＬＭ，按照ＯＥＭ

设计一个曲线将三个曲线里的内容拟合在一起显示）。而这

的解释它们分别代表的意义是：

四个参数在ＡＤＥＭ网站上分别叫：

ＤＦＳ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Ｆｅｒｒｏｕｓ－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ＦＳＭ＝ＤＭＲＴ＿ＳＴ＿Ｆ

ＤＦＬ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Ｆｅｒｒｏｕ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ＦＬＭ＝ＤＭＲＴ＿ＬＴ＿Ｆ

ＤＮＦＳ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

ＤＮＦＳＭ＝ＤＭＲＴ＿ＳＴ＿ＮＦ

ｍｕｍ

ＤＮＦＬＭ＝ＤＭＲＴ＿ＬＴ＿ＮＦ
ＤＮＦＬ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

ｍｕｍ

ｍ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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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码了Ａ２６和Ａ２７报文后我们发现这四个参数的来源就
是Ａ２６和Ａ２７报，截止目前，我们经历的所有ＯＤＭ故障在ＡＤＥＭ网

ＯＥＭ给出的监控标准是：

站上都没有产生ＡＬＥＲＴ，而且它的数据及时性经常不能保证，

·ＤＮＦＳＭ ＝ Ｄｅｂｒｉｓ Ｒａｔｅ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ａｘｉ－

所以当我们在２０１７年８月份开始能够通过ＲＴＴ系统及时得到Ａ２６
和Ａ２７ 报文后，我们就开始尝试直接对报文里的ＤＦＳＭ和ＤＦ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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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警告标准并在触发后发送到手机和值班邮箱上的工

现金属屑里含有轴承和碳封严材料而换发。从另一个角度再

作。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是ＤＦＳＭ小于１５和ＤＦＬＭ小于２０的情况

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ＯＤＭ故障监控关口前移的必要性。

是否有监控的必要性，也就是在飞机触发警告前是否有监控

６．

对于执行完ＳＢ７２－００－００８７的发动机依旧存在ＯＤＭ故

的必要性。通过一年多的数据积累，我们认为是有监控的必

障风险，我们已经有一台发动机在完成后又再次出现ＯＤＭ故障

要性并得出如下结论分享给大家：

而换发。

１． 在一段时间内如果ＤＦＳＭ，ＤＦＬＭ的数据非常离散，且每

通过一年多的摸索，针对ＯＤＭ故障，我们已经基本掌握

次检查磁堵未见金属屑或少量金属屑但化验结果为非轴承和

了此类故障的监控方法，并从最初的被动监控转变为现在的

碳封严材料，可判断为指示系统故障，更换ＯＤＭ传感器后即可

主动监控提前预警。今年我们又开始尝试开展该机型发动机

恢复正常。

振动监控的提前预警工作。作者认为航空公司针对ＰＷ１１００Ｇ－

２．

ＪＭ发动机开展自己的监控制定有效的监控标准提前预警采取

大部分的ＯＤＭ故障在触发ＥＣＡＭ警告之前是没有征兆

的，数据是突然变化并达到或超过ＥＣＡＭ警告值的。只有极少

措施是完全有必要的。

ＣＡＳＥ在ＥＣＡＭ警告触发之前数据就发生了改变，所以航空公
司对于ＤＦＳＭ＜１５和ＤＦＬＭ＜２０的情况是有监控的必要性，在这
之前的预警航空公司可根据触发报警时的具体数值和报文中
ＯＤＭ０Ｆ、ＯＤＭ１Ｆ、ＯＤＭ２Ｆ、ＯＤＭ３Ｆ、ＯＤＭ４Ｆ、ＯＤＭ５Ｆ、ＯＤＭ６Ｆ和
ＯＤＭ７Ｆ的数值视需安排检查和考虑是否航线调整，航线调整主
要考虑异地换发成本和磁堵检查等待时间两个因素。
３． 在我们提前预警的ＣＡＳＥ里，有的在预警后不久也触
发了ＥＣＡＭ警告，也有在预警后并没有触发ＥＣＡＭ警告，但随后
的检查发现磁堵上的金属屑含有轴承材料或碳封严材料而换
发。我们也遇到过一起触发了ＥＣＡＭ警告但因检查磁堵金属屑
后未发现轴承和碳封严材料而继续装机使用的ＣＡＳＥ。所以无
论是否触发ＥＣＡＭ警告最终都是要以金属屑化验结果来决定发
动机是否继续使用。
４． 可以看出ＯＤＭ故障监控的数据比较直观，在分析上
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此类故障无需投入太多精力监控。航
空公司只需要对Ａ２６报文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 ８：ＣＬＩＭＢ ＤＡＴＡ阶
段和Ａ２７报文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Ｔ １６：ＥＮＧＩＮＥ 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阶段的
ＤＦＳＭ和ＤＦＬＭ设置监控标准实现手机报警功能即可实现有效监
控。
５．

由于Ａ２６和Ａ２７报文在我们机队的产生率不是很高，

为了更好监控此类故障和在故障时能提前预判飞机是否需要
调整航线和何时完成检查，我们在今年５月份又开始尝试将
Ａ２６和Ａ２７报文的生成率进行了提高，增加了位置报、落地报
和ＥＣＡＭ警告触发代码为８１００的Ａ２６和Ａ２７报文，大大提高了报
文的生成率，并在近期成功的利用这种代码为８１００的报文预
警了两起ＣＡＳＥ，一起在触发ＥＣＡＭ警告前调整了航线（由国际
航线调整为国内航线），一起虽未触发ＥＣＡＭ警告但检查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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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高压压气机
静子封严检查工作的解析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严世琛

摘要：

高速旋转，但动叶的转速过快时，动叶的叶背处就可能产生

随着民用飞机的大力发展，人们出行的效率大大提高。

气流分离，当气流分离严重时，动叶将失去扩压能力，即无

作为保障飞机安全运行的重要一环，飞机发动机内窥镜检查

法将气流压向后方，而压气机的作用就是提供高压的空气，

（又称孔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作为发动机孔探工作的

气压都是后面级高于前面级，如无法将气流压向后方，那么

一种，高压压气机（ＨＰＣ）静子封严检查由于检查频率较低，

就意味着后面的高压气体将会倒流到前面，而高压气体一旦

难度较高，使很多孔探人员做不好检查，分不清损伤，从而

倒流到前面，后方的气压就会减小，此时动叶又可以将空气

不敢执行。本文通过对该工作的分析，尝试说明注意点与损

压向后面级，然而此时动叶依然没有恢复正常工作时的扩压

伤形式，提高孔探人员对该工作的认知，从而降低其执行难

能力，一旦将空气压向后面级又会导致后面级气压增大，然

度。

后后面的高压气体又会向前倒流，接着后方气压减小，空
气又被压回后面级，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喘

一、引言
在越来越重视飞行安全的今天，作为民用航空器的心
脏－发动机安全运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稍有不慎，就可能引
起巨大的事故。发动机的外部件可以通过目视检查来确定是
否有损伤，而运行在高温高速的恶劣环境下的内部件却无法
简单的检查到，这就需要使用内窥镜来进行检查。
孔探作为飞机发动机定期维护的一项重要检查，通过控
制探头在发动机内部的移动，来检查内部件的运行情况。大
部分的孔探工作或是在孔探堵盖附近固定进行检查，或者沿
着通道进行穿绕检查，由于要检查的部件相对简单，不容易
出现问题。但是对于高压压气机ＶＳＶ静子叶片内覆环的孔探检
查，情况却不尽相同。
ＶＳＶ系统内覆环的孔探检查需要孔探探头穿过孔探口再穿
过静子叶片，之后进行穿绕，然后在拉出探头的过程中进行
检查，虽然步骤不多，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不小。

二、ＶＳＶ系统功能说明
为了给飞机提供足够的动力，发动机的压气机叶片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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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就发生了。喘振发生时，气流会沿压气机的轴向产生低频
率，高振幅的震荡，这种低频率高振幅的气流震荡会带动压
气机的叶片产生强烈的震动，使叶片在短时间内发生严重损
坏甚至断裂，严重影响飞行安全。
常见防止喘振常用的方式有：
１．采用多转子结构，通过改变工作叶轮进口处的相对速
度的方向，以减小攻角，达到防喘的目的；
２．可变放气活门（ＶＢＶ），通过改变流量来改变工作叶轮
进口处的绝对速度的大小，在压气机中间级的活门打开释放
部分压缩空气，减少后面的空气阻力，达到防喘的目的；
３．可调静子叶片（ＶＳＶ），通过改变进口导向器或静叶
安装角，改变Ｃ１ｕ，影响Ｃ１的大小变化，从而ｗ１的方向也变
化，可通过ＶＳＶ来改变Ｃ１ｕ，从而增大β１角，减小α角（攻
角），达到防喘的目的。
通俗来说ＶＳＶ系统的作用是将高压压气机进口导流叶片和
三级静子叶片的角度加以调整（图１），使得高低压压气机的
气流量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要求（图２），让发动机的压气机特
性在一定范围中保证良好发挥，防止发生发动机喘振行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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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ＶＳＶ的调节降低了压气机中的空气损耗，提升压气机运作效
率，让发动机的经济效用得到更到发挥。

ＶＳＶ静子叶片内覆环的检查需要检查的是高压压气机２级
静子及３级静子覆环的前封严是否有转动，由于封严是在叶
片底部的覆环外侧，检查２级ＶＳＶ覆环时，孔探探头需要需要
先穿过２级静子，进入到２级静子前缘与２级转子之间的狭窄区
域，并尽量靠近底部，之
后进行穿绕（图３）。对于
３级ＶＳＶ覆环检查，相对简
单很多，直接从孔探口进
入即为需要检查的３级ＶＳＶ
覆环前缘，调整位置直接

图１ ＶＳＶ系统的构造

图２ 产生的速度三角形

三、ＶＳＶ覆环静子封严的孔探检查

进行穿绕即可。
图３ 孔探探头进入的位置

孔探探头进入孔检

口后逆时针穿绕（从后向前看）。需要从进入点（约４点位

对于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厂家颁布了ＳＢ７２－０９２１，对于完

置），经过３点，１２点位置，至少需穿行到９点位置，才能覆

成了ＳＢ７２－０６１２或者ＳＢ７２－０６７２，且未完成ＳＢ７２－０９０６的发动

盖所要检查的区域，在拉出过程进行检查，检查方向顺序为

机，要求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前完成ＶＳＶ２级，３级静子封严的首检，

９点－１２点－３点（图４），其中９点与３点的防转销与缝隙需要

检查封严是否发生转动，并且每５０００±８００执行重复检查，若

仔细检查，确认

发动机已完成ＳＢ７２－０６７８，需同时检查３级覆环的防转销是否

是否有转动或磨

发生转动。

损。

在执行该工作前，可以先了解一下与其相关的这几个
ＳＢ：

虽然在ＳＢ
中，厂家建议使

１．ＳＢ７２－０６１２改进了２级与３级ＶＳＶ衬套， 静子叶片，封严
及覆环，减少了衬套的氧化磨损旋转；
２．ＳＢ７２－０６７２取消了直销安装孔位置衬套的静子叶片耐磨

用４ｍｍ的孔探设

图４ 孔探探头穿绕的方向

备，但在实际操
作中，４ｍｍ的设备极为容易卡阻在穿绕的缝隙中，反而是６ｍｍ
的孔探设备，有较强的硬度，能更好的完成穿绕及检查，甚

套；
３．ＳＢ７２－０６７８新的防转销在材料上进行了升级并增加了一
个平头，减少封严的旋转情况；
４．ＳＢ７２－０９０６为该工作的终止措施，２级与３级ＶＳＶ使用了
新的覆环，封严，衬套以及防转销，通过对镀层、尺寸及设

至可以完成整圈穿绕，检查到６点位置的封严接缝位置，从
而更好的掌握发动机内部ＶＳＶ静子封严的情况。但同时，６ｍｍ
的设备的穿绕需要较大的空间，这就需要在准备工作时，将
ＶＳＶ的开度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所以按照ＳＢ中所述ＡＭＭ
ＳＵＢＴＡＳＫ ７２－３１－

计的调整增加的部件的耐磨性，降低ＶＳＶ静转子相磨及防转销

００－４１０－０５５操作ＶＳＶ

脱出的概率，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封严上增加了限位块代

系统，使ＶＳＶ摇臂与

替了原先覆环上防转销的功能。

ＨＰＣ机匣安装边平

对于执行这项工作的原因是由于３点及９点的ＶＳＶ覆环上

行，是非常有必要

防转销的损坏，会造成２级及３级蜂窝封严在发动机运行中发
生周向移动，从而造成ＶＳＶ的金属衬套、２级和３级径向固定
销或３级平头防旋转销脱落的可能，损伤ＨＰＣ叶片或寿命件
（ＬＬＰ），最终造成发动机失速。

的（图５）。
图５ ＶＳＶ系统准备工作

检 查 时 需 要

注意的是，在ＨＰＣ２及ＨＰＣ３的静子覆环前缘除了每级两个的防
转销（Ａｎｔｉ－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Ｐｉｎ）外，还能看到有直销（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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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这是组装静子叶片时安装上去的（图６）， 每个
ｓｈｒｏｕｄ上有两个（２级一共２０个， ３级一共２４个）。
防转销固定在覆环
上，顶住蜂窝封严缺口
的位置，防止封严发生
旋转，根据ＳＢ７２－０９２１
的要求，对于２级级３级
ＶＳＶ部位，需要检查封
图６ 防转销与直销在覆环上的位置图

严是否发生周向移动并

１）防转销与覆环端部相距１２．７ｍｍ
２）２级封严缺口长度为１７．０２ｍｍ，３级封严缺口长度为
１９．４３ｍｍ
３）完成ＳＢ７２－０６７８改装的防转销头部宽度为４．２２ｍｍ
封严发生转动后，会与防转销相磨，导致两者相嵌（图
１１），可以通过测量封严边缘位置对应的内覆环边缘位置的
距离，确认转动量（图１２）
３．防转销发生旋转（图１３，图１４），这种情况需要确认
防转销的旋转角度是

确认移动量，由于空间

否大于９０度（对于完成

狭小，孔探探头位置调节不便，如果无法做到精确测量，可

了ＳＢ７２－０６７８发动机的

以通过防转销头部宽度或者封严缺口长度作为依据，进行比

ＶＳＶ３级适用）；

较，得出发生移动的距离。对于完成了ＳＢ７２－０６７８的发动机，
还需要检查３级ＶＳＶ位置的防转销是否发生转动。经过该改装

４．除了以上几种
图１０ 封严位移示意图

的防转销，头部为长方形，为了判别上下，对于正确安装的

常见情况，检查中还

防转销，长边垂直于

会发现下述情况：

覆环，而且上部为圆

１）与转子相

角，下部为直角，通

磨造成的蜂窝封严

过这个特征，可以很

Ｊ－ＨＯＯＫ上的磨损，但

方便的判断出防转销

未磨穿

是否发生旋转以及
发生旋转的角度（图

２）与转子相磨
图７ ＶＳＶ覆环，封严，防转销的结构图

７）。

图１１ 封严发生了磨损与转动

３）ＨＰＣ罩环内缘
磨损（图１５）

１．防转销头部的损伤（图８，图９），这种损伤是可以接
受的，无需额外工作；

４．２个相邻的内覆
环未对齐（图１６）

２．封严缺
口 处 发 生 磨
损，产生封严
旋转的情况，

５ ． 内 覆 环 与
图１２ 通过孔探设备测出的封严移动距离

图９ 防转销磨损的情况

Ｊ－ＨＯＯＫ之间有空隙
（图１７）

这种情况就需

这些情况虽然都

要通过测量或

不常见但是这些都是

者比较法

正常的现象。

确认封严周向转动的情况（图１０），其端部与ＨＰＣ覆环

四、ＶＳＶ覆环静
子封严的相关检查
事项

端部相对位移是否大于１２．７ｍｍ；
此处可用于作为比较的数据有：
图１３ 防转销旋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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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长度不超过一个
内覆环

发动机运行中，防转销与封严缺口处经过无数次的碰撞
相磨，可能造成以下几种情况：

图８ 防转销发生了磨损

造成的Ｊ－ＨＯＯＫ材料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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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出孔探探头

一边为后缘来确定看

检查防转销的同时，

的ＶＳＶ覆环为前还是后

可以对处于同一侧的

（图２１）；

直销进行检查，确认

２．该发动机已完

是否有直销伸出。

图１９ 正常情况的直销（前缘直销与平台相平）

直销头部较大，
从后向前穿入覆环

成ＳＢ７２－０９０６的改装
（图２２），即完成了

图１４ 检查发现防转销转动的情况

该孔探检查的终止措

（图１８），用于固

施，无需再进行ＶＳＶ静

定衬套和静子叶片，

子封严的孔探检查。

由于压气机压力越往

这需要咨询工程师以

后越高，所以后部的

确认该发动机的ＳＢ状

压力会顶住直销（图

态。

１９），防止其落出造

图２０ 直销伸出导致换发

成其他部件的损伤。
但同时在运行时，会

执行发动机孔探

图１５ ＨＰＣ罩环内缘磨损

工作需要熟悉发动机

发生直销向前移动

的内部构造，熟练使

（图２０），并与ＶＳＶ
图２１ 覆环带字母的一侧为后缘

覆环前封严相磨，结

用孔探工具，同时了
解各个检查部位的损

果可能导致造成ＤＯＤ

伤形式。对于孔探工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作中难度较高的ＶＳＶ

Ｄｅｂｒｉｅｓ）事件，影响

覆环静子封严检查更

飞行安全。

五、ＶＳＶ覆环静
子封严的检查的注
意事项

六、总结

需要孔探人员拥有足
图１６ 相邻的内覆环未对齐

够的经验，耐心及责
任心，对于任何损伤
都不能大意，对于任
图２２ 完成ＳＢ７２－０９０６状态的封严

ＶＳＶ覆环静子封

何观察到的不正常情

严的检查，对于不熟

况都不能疏忽，即使不是检查部位，发现问题也需要认真记

悉该工作的人员，可

录，分析并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在完成工作的情况下，提

能在孔探探头进入发

高自己的能力，保证运行的安全。

动机内部后，找了很
久也无法找到所需检

图１７ 内覆环与Ｊ－ＨＯＯＫ之间有空隙

查的带有防转销的位
置，这有两种可能：
１．实际需要检查
的位置为覆环前缘，
而工作者却在穿绕后
缘检查，这可通过转
子叶片带Ｃ或Ｈ字母的

图１８ 直销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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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务班组计分管理办法的阐述和分析
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指挥中心 蔡小飞

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指挥中心机务科目前包含放

也清楚“堤溃蚁穴，气泄针芒”的道理，清楚海恩法则冰山

行人员和勤务放行人员共７３人，按照上一休二的方式值班，

理论中１比１０００的道理。以上的小违章、微差错表面上看是无

主要保障经停济南遥墙机场的非基地航班的短停过站和航前

后果，其实每一件都是１０００分之一的不安全事件。于是我们

航后工作。班组人员情况如下：学历有硕士本科，也有中专

科室就推出了计分制管理办法。

技校；年龄最大为５０岁，最小的刚２１岁；党员１５名，共青团

二、计分制管理办法介绍

员５０名，群众８名。总体来说，人员结构比较复杂，素质高低
差异明显，这也给日常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不确定
性。

该管理办法就是既坚持对一线职工严格管理，时刻监督
的同时，又不至于过于严厉，避免适得其反的效果。它从中
起到缓冲和中和的作用。

一、计分制管理办法产生的背景

管理办法采用当人员违章违纪时，由满分开始扣减，暂

我单位已经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绩效考核办法，分为

不扣钱的形式。在一个计分周期内当所扣分值为零时，当月

共性目标和个性目标两方面内容对职工的生产保障、行为规

绩效扣罚１０００元／人次。其中每人满分值为１２分，每计分周期

范、职业素养、培训考核、集会活动等提出了要求并辅以严

为六个月。同时还约定当某人员连续两个计分周期都没有出

格的惩罚措施。人员只要发生违章违纪，一经查实将面临至

现扣分现象时，将视情由违章人员的罚没款项中奖励该人员

少１００元的处罚。可是我们在实际的一线生产活动中也发现，

２００－５００元的奖励措施。

人员会发生很多无后果的“小违章、微差错”。比如说：规
定每日８点５０分进行班前会，总有人９点左右匆忙赶到；工卡
填写字迹潦草，部分填写不合要求；接飞机入位因各种原因
停错线，但事后处置及时未造成后果和投诉；准备接航班时
为图方便，轮档、防撞锥摆放不符合要求；工具借用没有及

现我机务科室实行的扣分细目如表一所示。表格中的分
值为人员初犯所扣分值。当同一人员或同一班组人员再次发
生相同违章时所扣分值将加倍，而所在班组的干部也将因为
管理不善，承担连带责任而扣分。

时填写借用记录，事后匆忙补写；值班室没有按要求清洁打
扫等等。这些种种的“小违章、微差错”虽然有一定的客观
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人员作风不过硬，执行力差，对自身要
求不严格并存有侥幸懒惰心理。
针对以上的违章差错，如果一味地上纲上线，使用既
定的绩效考核办法去严格约束，事实证明并不是最恰当的办
法。一味严惩严罚将造成团队气氛紧张、人员精神压力过
大，最终适得其反，破罐破摔甚至产生敌对情绪。本人就曾
经亲耳听过一名受罚的同事在抱怨：“唉，随便了，不就是
罚点钱吗。”如果一线职工抱着这种消极态度面对出错本该
受罚的事实是背离我们当初制定各类规章的初衷的。但我们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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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分管理办法的执行和回馈
再好的规定如果没有踏实落地，再好的程序如果没有
监督回馈都是废纸一张。希望让职工做到的，值班干部应该
首先做到。日常管理中，我们要求值班干部率先垂范，起到
带头示范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值班干部的一线监督检查作
用。我们要求值班干部加强对机坪作业小违章、微差错的巡
视和监督并注重工作的可检查性。我们要求值班干部：每天现
场检查５架次航班作业情况，每天抽查１０份工卡签署情况。我
们还将扣分情况在月度安全教育会上和机务科微信群中进行
公示。对于典型的差错辅以机务科改正措施报告的形式下发
到当事班组，通过对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的分析，得出应立
即采取措施和后期预防措施并限期整改。

四、计分管理办法的实施效果
经过该办法实施后近半年的实践检验，机务科全体风气
有了较好的转变。
１、值班干部敢管了。扣分的处罚毕竟没有直接触及到
个人利益，值班干部没有了得罪人的顾虑，放开手脚可以管
小管细管严了。
２、员工愿意听了。缓冲作用明显，员工对抗情绪小了。
该管理办法实质上多次给与了犯错员工改过机会。如果真的
最终扣罚１０００元，也是因为个人多次的重复犯错，屡教不改
造成，受罚人心服口服，围观者恨铁不成钢。
３、督促的作用加强了。通过多次公示，员工违章的羞耻
感强于扣罚绩效的作用。值班干部所承担的连带处罚规定也
让相关人员能够真正的瞪起眼来紧盯关键岗位和关键人员。
４、执行力提升了。通过细微处的约束和习惯养成，在潜
移默化中，慢慢的员工个人形成了好的习惯，对于团队就是
优秀的作风，而最终也希望逐渐蔓延到整个科室，从而能够
形成一个良好的安全文化。
总之，计分管理办法目前实行时间不到半年，随着时间
的推移，该制度运行效果将越发明显，我们也会随着实际情
况进行不断地总结调整，使其更符合我单位发展的趋势和对
科室班组管理的需求，最终能在三基建设中发挥出良好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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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高温合金ＧＨ７１０塑性加工损伤研究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张 磊

摘要：

热处理工艺：加工方案为以１０℃／ｓ的速度将试样升至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在高温条件工作，因此它所用的材料

１１８０℃保温２ｍｉｎ，随后降至变形温度保温２ｍｉｎ后进行热变形

一般为高温合金。高温合金在高温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性能，

并水冷，变形温度分别为１１５０、１１３０及１１００℃，变形速率

但是它加工困难，热变形过程中极易产生开裂，成材率低。

分别为０．０１、０．１、１ｓ－１，变形量为３０％。

ＧＨ７１０是一种典型的镍基高温合金。在同一变形量条件下，从

三、损伤特征

宏观形貌，微观形貌和损伤值分析加工过程中变形温度和变

合金经不同条件热加工后的宏观形貌如图３．１所示。在各

形速率对ＧＨ７１０合金塑性加工过程中损伤的影响，从而对优化

条件下试验表面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开裂现象，宏观裂纹均

该类合金的热变形工艺，为提高产品成材率提供重要参考。

位于鼓肚区域，且与压缩方向基本平行。同时可以看出，随
着变形温度提高，合金的开裂程度明显增加。合金不同变形
条件下峰值应力与平均损

一、背景

伤的对比如图３．２所示，从

涡轮盘是现代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热端部件，要求具有高

图中可以看出在同等应变

持久和瞬时拉伸强度、低缺口敏感性、高塑性储备、高低周

速率下，随着变形温度升

疲劳性能和抗裂纹扩展能力以及良好的组织稳定性和工艺塑

高，合金变形峰值应力不

性。ＧＨ７１０合金，即美国牌号Ｕｄｉｍｅｔ７１０，是一种高Ａｌ、Ｔｉ 含

断下降，但平均损伤值却

量的难变形镍基高温合金，具有良好的拉伸强度、高温持久

持续增加，并且在加工温

和疲劳性能，特别是在９００ ℃以上具有较高的强度、抗氧化
性能和组织稳定性，主要用于制造高推重发动机涡轮盘件及
叶片，也可制造整体燃气涡轮转子，工作温度可达９８０℃。
高温合金生产加工极为困难，热变形中极易出现开裂

图３．１ 合金热加工宏观形貌
Ａ、Ｂ、Ｃ分别代表应变速率为０．０１、０．１、
１ｓ －１，１、２、３、４分别代表变形温度为１１８０、
１１５０、１１３０、１１１０℃

度高于１１５０℃，损伤值明
显增加。这与试样宏观形
貌反映出的情况一致。

现象，合金成材率低下。为解决难变形高温合金的热加工问
题，分析影响合金塑性加工过程中损伤机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塑性损伤是指金属发生塑性变形直至断裂破坏的过
程，其中影响塑性损伤的主要因素为变形温度和变形速率。

二、实验材料与热处理工艺
ＧＨ７１０合金主要元素成分如表２－１所示。试验过程中试样
尺寸为：Φ８×１２ｍｍ。

图３．２峰值应力及损伤值随温度变化特征
（ａ）应变速率为０．０１ｓ－１；（ｂ） 应变速率为０．１ｓ－１；（ｃ）应变速率为１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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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显示了各试样内局部损伤值沿试样径向分布特征。
从图中可以看出，合金局部损伤值均随着径向距离的增加而

加工塑性损伤沿径向线不断增大，进一步证明了周向拉应力
是合金损伤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增大，即变形试样中心区域基本未产生开裂现象，而在边缘
区域塑性损伤值则大大增加。在各变形条件下合金均表现出
了这一趋势，但在高温变形时更加明显。金相观察则表明合
金加工损伤的细观特征表现为宏观空洞和裂纹的结合，同时
裂纹走向呈明显的沿晶趋势，如图３．４所示。

图４．１ 损伤值径向分布

试样所受周向拉应力σθ取决于外加应力的数值。合金
在１１８０℃和１１３０℃变形时不同应变速率下损伤值对比图４．２
所示。由图中可以看出合金在１１８０℃变形时，随着应变速率
的增加，峰值应力及试样损伤值都明显增加，而在１１３０℃变
形时，尽管峰值应力不断增加，试样损伤值却基本不变。
图３．３ ＧＨ７１０合金局部损伤值径向分布
（ａ） ０．０１ｓ－１；（ｂ） ０．１ｓ－１；（ｃ） １ｓ－１

图４．２不同变形温度下损伤值随应变速率的变化规律
（ａ） １１８０℃；（ｂ） １１３０℃

五、结论
图３．４ 热加工裂纹沿晶趋势

四、损伤机制
赵震等根据金属塑性变形中应力三轴度的不同，将加工
塑性损伤分为无空穴影响的剪切损伤，剪切型空穴损伤及拉
伸型空穴损伤三类。对于ＧＨ７１０等难变形高温合金而言，由于
高温下试样与夹头间的摩擦系数明显增加且其自身变形塑性
较差，热加工时经常出现严重的鼓肚现象，使试样中心部分
直径增大。由于轴向压应力σｚ在径向线上逐渐降低，而周向
拉应力σθ不断增大［３］，在鼓肚区域试样将表现出以拉应力
为主的应力状态，试样的损伤类型由无空穴影响的剪切损伤
发展为拉伸性空穴损伤。裂纹形貌则由斜裂变为纵裂，如图１
所示。试样局部损伤值的径向分布，如图４．１，也表明合金热

１）ＧＨ７１０合金热加工裂纹的宏观特征为平行于变形方向
的纵裂，微观裂纹则呈沿晶扩展趋势；
２）在相同变形速率下，塑性损伤值随变形温度的升高而
增加，并在高于１１５０℃时显著增大；
３）Ｇ７１０合金塑性损伤发展的驱动力为变形过程中的附加
周向应力；
４）在１１８０℃时随着应变速率的增加，损伤值增加，而在
１１３０℃变形时，随着应变速率增加，损伤值却基本不变；
综合各因素后可得出ＧＨ７１０合金最适宜加工条件为
１１３０℃、０．０１ｓ－１；为避免产生产生大量潜在损伤源，应保
证一次变形量不大于５０％；为从根本上提高合金热加工性，应
大幅降低碳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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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Ｐ－１Ａ 航线维修常见问题整理
东航江苏飞机维修部 程梦飞
背景介绍：由于Ａ３２０ｎｅｏ飞机投入使用时间不长，国内各公

ｐｅｔｒｏｌａｔｕｍ会因为受热融化，在部件表面出现潮湿或液滴。

司机队也刚刚配备Ａ３２０ｎｅｏ飞机，其中绝大多数Ａ３２０ｎｅｏ飞机配备了

Ｐｅｔｒｏｌａｔｕｍ与滑油和燃油的区别在于室温下的粘性明显不同，工作

ＬＥＡＰ－１Ａ发动机。对于新发动机以及新机型，很多维修人员都在日

中应该容易区分。装配润滑剂形成了潮湿或液滴对于新投入使用的

常工作中遇到了一些疑惑的问题和不解之处。针对ＬＥＡＰ－１Ａ发动机

发动机是允许而且是正常的，此类现象不能表明发动机出现了油液

刚投入使用以及国内大多数维修人员都是刚刚接触ＬＥＡＰ－１Ａ发动机

渗漏。

的情况，作者通过参考空客与ＧＥ公司发布的维护指导文件并进行了

三、装配润滑剂——发动机滑油（图２）

翻译整理和归纳，并结合自身对于维修实际工作的理解，将航线工
作中常见的一些问题记录成文，希望能对各维修人员在针对ＬＥＡＰ－
１Ａ的维修工作中有所帮助。

一、渗漏的分类与标准
在工作中发现发动机区域有任何的液体痕迹（润滑剂、滑油、
燃油、液压油）需根据以下标准判别：
● 污点／变色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ＡＴＩＯＮ：通常是由于高温环

问题描述：滑油和燃油系统中的硬管接头螺帽（Ｂ－ＮＵＴ）和法
兰上出现滑油痕迹
解释：在发动机装配过程中，一些封严、垫圈、螺帽会使用发
动机滑油进行润滑以确保安装正确并尽可能降低损坏部件的风险。
在发动机投入使用的初始阶段，一些施用的滑油会形成有限的湿润
和液滴，出现此现象不能代表发动机出现油液渗漏，这是一种正常
现象并且不需要更多的维护工作。

境对残留的油液和油脂烘烤产生；
● 潮湿／渗流ＷＥＴＴＩＮＧ ／ ＳＥＥＰＡＧＥ：在连接部位附近的一小块
区域内出现潮湿，且这块区域不会随着运行而扩大
● 渗漏ＬＥＡＫ ／ ＬＥＡＫＡＧＥ：渗漏形成了油滴，或正要形成油
滴，以及在发动机运行测试时可以见到有油液滴下
注意：若油滴是由发动机装配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油液或成分构

图２

四、装配润滑剂渗出——Ｍｏｂｉｌ Ｊｅｔ ２５４（图３、４）

成，则不应认为发生了渗漏

二、装配润滑剂——石油冻、凡士林油ｐｅｔｒｏｌａｔｕｍ（图
１）
问题描述：发动机某些部件表面看上去像是油液浸润或渗漏

图３
图４

解释：在发动机装配过程中，一些封严、垫圈、接头会使用
ｐｅｔｒｏｌａｔｕｍ进行润滑。在发动机投入使用的初始阶段，一些多余的

Ｍｏｂｉｌ Ｊｅｔ ２５４是一种在发动机外侧部件安装过程中常用的装
配润滑剂，它的颜色与发动机勤务常用的滑油（Ｍｏｂｉｌ Ｊｅｔ Ｏｉｌ ＩＩ 或
Ｅａｓｔｍａｎ Ｔｕｒｂｏ Ｏｉｌ ２１９７）相比要深很多，通过观察颜色很容易判断
出是否为油液渗漏。发动机勤务用油的牌号应通过观察滑油箱上的
标牌来得知。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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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部分电气线束与周围线缆或部件相接触

耗率的最优化非常重要。

解释：电气线束在以下情况允许接触：

由于在此类相磨中的轻微接触，有时风扇叶片的尖端会呈现出

（１） 线束平行排列且外部保护层（热缩管）材料相同；

少量涂层、底漆以及碳纤维的破片或碎屑，此类现象可能会被评估
为与ＡＭＭ （７２－２１－２０－２１０－８０１－Ａ）的标准不符，然而这些基本都是

（２） 固定线束的支架表面平滑；

可接受的。

（３） 线束附近的发动机各部分的外围／面板外表平滑；
注意：电气线束不能与锋利边缘、螺栓头部以及高温管路相
碰。

风扇叶片的这个部位一般不存在局部负载，并且风扇叶片的机
械特性能很好地阻止此现象的扩展；风扇叶片与耐磨层摩擦一般也
仅存在于新发使用的初始阶段，此类现象并不会进一步发展。

八、风扇耐磨层的擦痕（图８）
问题描述：风扇耐磨层
上出现摩擦痕迹
解释：在发动机投入使
用的初始阶段，风扇叶片尖

图５

端会与风扇耐磨层相碰，并

六、风扇叶片凸台边缘（图６）

刮下少量耐磨材料，这种相

问题描述：风扇叶片

碰或相磨确保了风扇叶片尖

凸台上的黑色涂层边缘不

端与风扇机匣的微小径向间

平整

隙与紧密配合，这对于实现

解释：聚氨酯外表涂
层是为了保护风扇叶片凸
台处气流通道部分的复合
材料，该涂层对于搭接在
凸台边缘的活动封严上的
粘附效果不佳，所以制造
图５

商会对封严边缘的涂层进

行修剪。然而修剪工作完全是手工进行，修剪效果会因工作者的不
同有所区别。基本复合材料区域的保护层在出厂时已经验收合格，

图８

发动机燃油消耗率的最优化
非常重要。在风扇耐磨层上

留下擦痕并且擦痕一直可见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并且是出于设计目
的。
风扇耐磨层的摩擦在ＡＭＭ７２－２３－０１－２１０－８０１－Ａ中对于风扇机
匣的检查中有描述。该任务中包含了允许的深度以及其他需要详细
检查的标准。除了刮下少量耐磨材料，摩擦还会在耐磨层表面留下
深色的痕迹。

九、风扇叶片尖端间隙

确保可以实现所需的保护。

问题描述：风扇叶片尖端与风扇机匣的径向间隙非常小

七、风扇叶片尖端出现破片或碎屑（图７）

解释：风扇叶片尖端与风扇机匣的微小径向间隙对于实现发动

问题描述：风扇叶片尖端

机燃油消耗率的最优化非常重要，结果就是新发动机的风扇叶片尖

出现涂层破片或碎屑的迹象

端的间隙会故意做的非常小。在新发动机上，风扇叶片尖端与耐磨

解释：在发动机投入使

层部分相磨是风扇尖端间隙优化的结果。

用的初始阶段，风扇叶片尖端

十、风扇耐磨层磨损特性（图９）

会与风扇耐磨层相碰，并刮下
少量耐磨材料，这种相碰或相

发动机第一次使用就开始出现风扇叶片与耐磨层相磨是出于设

磨确保了风扇叶片尖端与风扇

计目的，因而此类擦痕在飞机交付时就会存在，新发动机的摩擦大

机匣的微小径向间隙与紧密配

多发生于６点钟位置，随着发动机的使用，摩擦的位置会扩展到整个

合，这对于实现发动机燃油消

图７

风扇机匣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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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传动齿轮箱与附件齿轮箱的外壳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传
统铸造工艺生产，另一种是通过机械锻造而成，发动机装配时会用
这两种中的任一种。制造过程的不同导致了两种产品外表的差异，
比如颜色或表面纹
图９

理。然而两种外壳
在重量、负载能

十一、风扇耐磨层上的斑点、填充、裂纹（图１０、１１）

力、接口与功能尺
寸、检查标准和修

问题描述：风扇耐磨层上有部分区域或斑点看上去像是进行了

理方法上都完全一

翻修或填充工作，有时还会有裂纹。
解释：在风扇耐磨层材料的施加以及固化过程中会混入少量气
泡，耐磨层在被加工到合适的尺寸时也会产生空隙，这些空隙会用

十三、隔离支架的排列（图１３）

人工方法进行填充。人工填充相当于二次加工，填充修复后的痕迹
就是产生的部分斑点，斑点的颜色与周围有少许不同。这些斑点对

问题描述：隔离支架与涡轮中央框架和低压涡轮结合面的法兰
存在缝隙

于耐磨层的特性和持久性无任何不良影响，耐磨层检查对于斑点的
数量也没有任何限制。

致。

图１２

解释：隔离支架是为了起到防止Ｂ９ 法兰螺栓旋转的作用。这
个位置并不要求间隙紧密，所以隔离支架会在螺栓安装拧紧的方向
产生一定旋转，出现的缝隙是出于设计目的并且是正常的。

图１０

图１３

十四、Ｔ４８线缆的缠绕（图１４）
问题描述：绿色和白色的
Ｔ４８线缆缠绕在一起
解释：Ｔ４８线缆缠绕安装
是为了保持合适的线缆位置以及

耐磨层裂纹的判定：

与周围部件合适的间隙，这个方
法避免了线缆与周围锋利边缘相
图１４

磨。

十五、ＴＢＶ排气总管的
焊接（图１５）
问题描述：ＴＢＶ排气总
图１１

十二、传动齿轮箱与附件齿轮箱的外壳（图１２）
问题描述：不同发动机的传动齿轮箱与附件齿轮箱的外壳的外
表不同。

管上的焊珠不平整、不连
续。
解释：ＴＢＶ管道的焊接
情况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
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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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的工艺与位置都已经经过验证，与所需的机械强度符合。另

描述与检查在标准在ＡＭＭ７２－２４－

外，此种焊接的ＴＢＶ管道都会经过认证检测——包括对震动的耐受。

０３中。打磨痕迹是可以接受的。

十六、低压涡轮机匣受热导致变色（图１６）

二十、出口导向叶片ＯＧＶ
的外部情况（图２０）

问题描述：低压涡轮机

图１９

匣、ＴＲＦ以及其他发动机部件会

问题描述：ＯＧＶ涂层结合处出现小孔（多孔性）或剥落

发生变色。

解释：在ＯＧＶ上施加粘合剂与涂料的过程中，温度与压力的不

解释：变色一般发生在初

同会导致ＯＧＶ上出现可见的连续小孔，这些小孔仅影响表面外观并导

始的磨合运转中，由于高温导

致涂层与ＯＧＶ内表面贴合处产生空隙或剥落，不影响ＯＧＶ本体特性。

致变色。变色是正常现象并且

ＯＧＶ本体在出厂前会全部通过超声检测，表面涂层出现小孔都是允许

其他各类ＣＦＭ发动机都会出现。

的。

十七、ＴＲＦ 滑油管活塞式
接头（图１７）

二十一、风扇叶片涂层针孔（图２１）
问题描述：风扇叶片外部

问题描述：涡轮尾部框架

涂层出现针孔。

处的滑油管接头处可以径向活
图１６

解释：在给风扇叶片施加

动。

涂料时，不同层的喷涂过程会导

解释：为了应对ＴＲＦ受热膨胀并

致叶片部分出现可见的多孔性。

且避免管路收到高压和应力，该处的

这些小孔仅影响表面外观并导致

滑油管接头被设计成可以径向移动形

涂层产生少量空隙。生产标准依
图２０

式。这类设计在其他ＣＦＭ发动机中都
存在。

据内部文件ＣＦＭ－ＤＴ０６－２７ＶＥ。

二十二、反推处出现滑油痕迹（图２２）
图１７

十八、中心通气管中的滑油
（图１８）

问题描述：在发动机运行一次或者一段飞行后，在反推处出现
滑油痕迹。

问题描述：中心通气管内部或边缘会有滑油沉积以及积碳。
解释：中心通气管的作用是排出前油池的空气，排出的空气会
混有滑油蒸汽，滑油会在通气管内凝结或焦化，此现象是正常的，
不会影响滑油的消耗。

生的渗漏和排放，渗漏很少、很有限并且不影响整体的滑油消耗，
对发动机的运行没有不利影响。ＡＭＭ中与滑油痕迹有关的章节：
－ ７９－００－００－２１０－８１４ －

十九、整流罩、盖板、支柱的打磨痕迹（图１９）
问题描述：发动机的支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ｎ Ｃｏｗ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ｕｓｔ

柱、整流罩和外部盖板上存在打

Ｒｅｖｅｒｓｅｒｓ Ｏｐｅｎｅｄ）

磨痕迹

－ ０５－２４－５０－２００－００１－

解释：打磨痕迹源于制造
图１８

解释：滑油痕迹源于发动机低于慢车功率时（冷转或启动）产

图２１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商的加工过程，在部件铸造完成

ｔｈｒｕｓｔ ｒｅｖｅｒｓｅｒ （ＥＷＩＳ）

后，需要人工打磨掉多余的材

二十三、第七级低压涡轮叶片外表不一致（图２３）

料。出厂成品的部件内壁的厚度
都经过仪器的详细检测，确保满
足设计图纸的要求。打磨痕迹的

图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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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问题描述：风扇与核心机

第七级低压涡轮

的排放桅杆出现滑油或燃油痕迹

叶片出现机械加

图２３

解释：在发动机初始运行

工痕迹或颜色不一致。

中，在风扇与核心机的排放桅杆

图２６

解释：叶片表面出现穿过叶弦的条纹是正常的，条纹是机械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铸造过程导致叶片中铝合金成分的差异，之后进

上会看到燃油或滑油油滴，产生此现

行的化学蚀刻与荧光穿透检查等一系列过程使得部分叶片的外表颜

象的原因有两点：

色看起来更蓝一些。发动机初始运行中的温度也会影响到叶片外表

１． 在对ＩＤＧ或滑油油箱做过勤

的颜色。叶片外表面有少许不同是正常可接受的。可参考ＡＭＭ Ｔａｓｋ

图２７

７２－００－００－２９０－８２２－Ａ。

务之后，如果勤务过度会有少量滑油
排出；

二十四、后消音板（图２４）

２．
问题描述：后消音版的
边缘出现部分褶皱痕迹。
解释：在后消音板边

图２４

当飞机在地面进行初始测试时，会进行连续的暖启动，在

这一系列启动期间会进行启动前的冷转（低于慢车转速）。在这些
冷转期间，由于低于慢车转速，集油池中的滑油以及燃油泵的燃油
会出现少量和瞬时的渗漏，这些渗漏的油滴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当

缘出现此现象与制造过程有

发动机达到慢车转速时这些渗漏就会立刻停止。

关，这种表面褶皱是允许

二十七、前锥涂层剥落（图２７）

的，依据的是内部制造标准ＡＡＤ－ＤＭＰ０００１８３１６－Ｂ。

二十五、低压转子与高压转子咬合（图２５）

可以接受

二十八、发动机工作注意事项：（图２８、２９）

问题描述：第一次

不要尝试用手阻止风扇的风车转

飞行前，发动机热态时启

动。

动，Ｎ１／Ｎ２ 出现卡阻
解释：在总装线上
的初始运行中特别是在第

图２５
图２８

一次装机飞行前，发动机的间隙会很紧，因为一部分发动机部件的
磨合是在第一次在翼运行中完成的，当发动机在特定温度的环境下
关车后，Ｎ１ 、Ｎ２转子有发生锁死的危险，这是由于静子与转子会发
生径向接触，产生径向接触的原因有如下两点：
１．高压转子的弯曲效应，在发动机关车后１－３小时最严重；
２．转子与静子冷却速度不同，尤其是在反推整流罩打开的情况
下
ＣＦＭ 认为总装线上运行出现转子卡阻是由于飞机在同一天内进
行了中断起飞及第一次飞行。在第一次飞行（总装线或机队）后一
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故障报告。这种卡阻现象不意味着发动机性
能衰退，对发动机也没有伤害。
静子与转子易发生咬合的区域：

二十六、风扇与核心机的排放桅杆（图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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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民用飞机数字化模型的适航审查
民航适航审定中心西安航空器审定中心 邱 弢 马 健 孙中雷

摘要：

来完整表达产品定义信息，详细规定了三维实体模型中产品

全三维数字化航空产品设计对民用飞机适航审定带来新

定义、公差的标注规则和工艺信息的表达方法。三维实体模

问题，传统的型号设计资料审查基于二维图纸。需要改变传

型成为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唯一依据，改变了传统以工程图纸

统的基于二维图纸的型号设计资料审查方法，建立基于三维

为主，以三维实体模型为辅的制造方法。ＭＢＤ概念最早是由波

数模的适航审查方法。针对民用飞机三维数字化模型的技术

音公司提出的，并在波音７８７项目中全面应用，其全球合作伙

特点，本文梳理了民用航空适航规章对型号设计资料的审查

伴均采用ＭＢＤ模型作为整个飞机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唯一依据。

要求，分析了民用飞机三维数字化模型的数据组织方式，对

ＭＢＤ模型不仅包含产品的几何信息，还包含所有的非几

数字化模型审查的方法进行了讨论，分析了数模审查的关键

何信息，比如制造信息，材料信息，管理信息等。ＭＢＤ一个完

问题，建立了审查数据对象的确定方法及数字模型数据的批

整的数据模型是所有几何信息和非几何制造信息的集合体，

准方式。

它包含了３个基本因素：第一个是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
属性信息与特征的集成；第二个是产品的属性信息及特征、

随着计算机辅助技术的进步，数字化设计技术已成为飞
机制造企业在型号研制中的有效工具。在经历了手工绘图、
二维ＣＡＤ和二维＋三维设计模式之后，飞机设计已经开始全面
采用无纸化的全三维模型设计技术，实现了完整的数字化产
品定义。
全三维模型设计技术具有丰富的内涵，覆盖产品的概念
设计到产品制造，实现了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一体化。三维
数模设计在带来航空产品设计变革的同时，也为民用航空适
航审查带来新的技术挑战。在二维图纸时代和部分三维设计
时代，因为仍然存在纸质工程图样，可以通过对纸质工程图
样进行适航审查与批准，而全三维模型设计因为不存在纸质
工程图样，如何依据适航规章要求对产品数模进行审批成为
一个新问题，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在该方面的研究文献。为了
满足国产民机研制与适航取证的需要，本文针对全三维模型
设计的技术特点，依据适航规章要求，对数模审查的方法进
行了讨论。

１、全三维数字化产品设计技术介绍
全三维数字化产品设计采用基于模型的定义（Ｍｏｄｅｌ

形状、尺寸、工差能够数字化表达、处理和转换；第三个因
素就是集成化的模型在分布式环境下管理，支持协同设计，
三维实体模型可以作为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唯一依据。ＭＢＤ技
术促使ＣＡＤ／ＣＡＭ与ＰＤＭ／ＰＬＭ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产品的数字化
建模技术的概念也扩展为３个层次：最低层是产品数字化模型
数据，即产品表达层面，中间层是产品模型数据的数字化转
换，最顶层是产品数据管理系统。ＭＢＤ技术的应用不仅是在产
品设计中建立数字模型，而是要建立一个面向产品ＰＬＭ协同研
制的基于ＭＢＤ模型的数字化技术体系，建立基于ＭＢＤ模型的单
一产品数据源的分布式、动态协同工作环境，用于支撑整个
供应链的相关设计、制造部门的高效协同工作，确保产品研
制数据的一致性、有效性、安全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民
用飞机的数字化的技术体系还应该具备适航管理功能，包含
对审定计划、符合性资料等文件的管理，还应为适航审查提
供功能模块和接口，让局方能够分布式、动态审查型号设计
资料。
ＭＢＤ技术开启了全三维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时代，实现了
三维数字化、无纸设计制造技术，使二维工程图纸成为历
史，即使在某些环节仍存在也不再是制造的主要依据，只是

Ｂａｓ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ＭＢＤ）技术，ＭＢＤ技术用集成的三维实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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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条件下作为数据的一种辅助表达方式。在产品表达

表达形式的彻底的改变，因此确立三维数模的审查方式，保

层面，ＭＢＤ技术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三维标注技术。三维标注

证规章的要求能够得到贯彻，是数模审查的关键问题。

技术是在三维数字化实体模型上对产品尺寸、公差、制造技

数模审查的关键要素是：审查对象、批准方式。根据数

术要求等非几何制造信息进行组织、表达、操作管理的一项

模的特点，可以确定数模审查工作的基本技术路线：首先了

技术。三维标注技术下的产品三维数字化实体模型通过图形

解型号数模的组织形式和工程信息表达方式；第二，确定需

和文字表达的方式，表达了一个零件或产品的物理和功能需

要审查的数据类型和对象，确保能够覆盖规章所要求审查的

求。三维标注技术将产品非几何制造信息通过特定符号或文

信息；第三，确定批准方式。

本表达在三维几何实体模型的显示区域，它们的操作方法与
几何特征元素一致。在ＣＡＴＩＡ中进行产品定义时，包括尺寸、
公差、制造技术要求在内的所有非几何制造信息都可以通过
标注表达的方法将它与几何信息定义在几何显示区域中。
通过对三维数字化产品设计技术的分析，可以确定，适
航审查所关注的数据层面主要集中在产品表达层，包括实体
模型和三维标注信息等。

２、型号设计图样审查的要求

３．１ 审查对象的确定
在开展数模审查前，需要申请人向审查组详细解释其数
模的结构形式和数据组织方式，从而使得审查组能够根据数
模审查要求确定需要审查哪些数据对象、确定批准形式。
航空产品一般采用ＣＡＴＩＡ软件进行设计。ＣＡＴＩＡ数模的组
织形式与纸质图纸不同，一般为树状结构或扁平化结构。树
状结构顶层文件为总装配体文件（Ｐｒｏｄｕｃｔ），下面包含若干
级次级装配体，最底层装配体由若干零件（Ｐａｒｔ）组成。而

根据ＣＣＡＲ ２１的要求，民用航空产品的型号设计需要经过

扁平化结构则简化了树状结构的层级关系，只有一层关系，

局方批准。ＣＣＡＲ２１部第３１条对型号设计定义为：包括定义民

整架飞机的数模由若干装配体直接组成。扁平化结构目前在

用航空产品构型和设计特征符合有关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

设计中比较常用，因此本文只讨论对于扁平化结构的数模的

求所需要的图纸、技术规范及其清单，以及确定民用航空产

适航审查和批准方式。

品结构强度所需要的尺寸、材料和工艺资料等。传统的飞机
设计中，一般采用二维图纸，因此局方批准设计资料一般是
批准的二维图纸。在无纸化三维模型设计过程中，不再存在
二维图纸，规章要求的图纸的表现形式是数模。因此，采用
三维数模设计的型号，局方需要对数模进行审查和批准。

在扁平化结构数模中，一个部件的装配体一般称为一个
模块，在模块下包含两类Ｐａｒｔ文件：含几何模型的Ｐａｒｔ文件
和不含几何模型的Ｐａｒｔ文件。含几何模型的文件为零件定义
的主文件，在该类文件里定义了零件的几何模型、公差、加
工要求、材料、工艺、技术要求等信息。零件或产品的特殊

根据适航规章要求，对图纸的审查要求包含：图纸是否

非几何制造信息主要在ＣＡＴＩＡ结构规范树的各种说明标识中定

包含了检验零件、使用的材料、材料的处理（如硬度、表面

义，如标准说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ｏｔｅｓ）、零件说明（Ｐａｒｔ Ｎｏｔｅｓ）、

粗糙度以及任何特种工艺规范）所必须的全部信息；检查关

标注说明（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ｓ），即三维标注。不包含几何体

键特征、关键尺寸等；检查数模所引用的材料规范、工艺规

的Ｐａｒｔ文件，一般称为Ｒ文件，为辅助定义文件，仅用于定义

范是否已经得到适航批准；适航标准中需要通过图纸审查所

与装配相关的信息，如紧固件信息。每个模块有一个对应的

关注的条款。各专业对于数模审查还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如

电子表单文件，一般称为ＭＰＬ文件，包含了本模块的零件清

结构数模审查，对于关键件和重要件，还需要关注其强度分

单，统计了该装配体所包含的零件、标准件、材料、工艺等

析报告。

各类信息。每一个模块有一个构型定义文件（ＣＭ文件），描

在进行数模审查时，同时需要进行制造符合性检查项目

述了该模块所包含的组件、零件的版次信息等。当模块内的

的确认，以确定相应的制造符合性检查计划。只有在数模得

零件版次发生更改时，ＣＭ文件会被强制同步升版，从而实现

到批准以后，申请人才可以进行试验产品零部件的制造。

模块的版次控制。表１中所示即为一个完整的翼肋组件模块

３、数模审查方式

的组成，包含了翼肋装配体文件，该装配体下面包含一个Ｒ文

从二维图纸到三维数模，维度的变化带来的是设计数据

件，三个零件数模Ｐａｒｔ文件，以及一个ＭＰＬ电子表单。
根据扁平化数模的特点，每一模块包含了该模块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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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件适航审查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此可以以模块为单元
进行数模审查和批准。在进行模块审查时，对于产品的结构
几何特征的审查通过查看产品几何模型的方式实现，对于产
品的非几何制造信息的审查通过查看三维标注、Ｒ文件及电子
表单的方式实现。

表２ 数模型号资料批准表

４、结论
无纸化全三维数字化设计，对于适航审定工作带来了新
的挑战。通过在国产飞机型号合格审定中的实践和总结，本
文梳理了民用航空适航规章对型号设计资料的审查要求，分
析了民用飞机三维数字化模型的数据组织方式，对数字化模
型审查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数模审查的关键问题，建
立了审查数据对象的确定方法及数字模型数据的批准方式。
表１ 模块文件组成

３．２ 批准方式
模块是全机数模的基本组织单元，以模块为基本单位对
数模进行审批，可以完整的覆盖全机的工程图样。批准方式
的确立原则是，批准表必须能够控制产品构型及设计更改，
即当设计发生更改时，批准表必须能反映出该更改。比如零
件版次升版，批准单上的资料必须包括跟零件版次升版同步
升版之设计资料。有两种实现方法：一，批准表包含所有的
零件；二，批准表只包含与零件同步升版的文件，比如其上
一级的装配文件。第一种方式会导致批准单特别长，并没有
必要。采用第二种方式的话，在表１所示的数据结构中，ＣＭ文
件包含所有的零件升版信息，因为该模块中的任意零件设计
更改，都会导致ＣＭ文件的升版，所以，采用第二种方式进行
批准的话，不需要在批准单中列出所有零件，批单中每个模
块只需包含文件：ＣＭ文件，Ｐｒｏｕｄｃｔ文件，Ｒ文件和ＭＰＬ电子表
单文件。以模块为单元对数模进行批准，就包含了对装配体
进行批准，对所有的零件进行批准。因此，可以在型号资料
批准表（ＡＡＣ－０３９）上，以组件模块为单元进行批准，如表２
所示。
在型号合格证申请的符合性验证阶段，数模以符合性验
证资料的形式进行批准，表明这一阶段的批准并不意味着该
数模已经符合规章的要求，只是批准用于试验件的制造以进
行符合性验证工作。在符合性验证工作完成后，对数模的最
终审批以型号设计资料的方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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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出现Ｇ／Ｓ故障旗排故总结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占有兵

一、系统原理简介

机或者指示失效。

备用姿态基准系统是一个应急的备用导航。它提供了一

通过上面了解了备用姿态参考系统的全过程，我们再来

个俯仰和横滚姿态备份显示。该系统还显示ＩＬＳ的ＬＯＣ和Ｇ／Ｓ偏

看整个系统的原理图，分析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出现Ｇ／Ｓ故障旗可

差。它的功能是作为当主姿态数据源（ＩＲＳ）或主姿态显示（ＥＡＤＩ）

能引起的原因有哪些，下面是相关的原理图：

不工作的一个备份。
该系统从备用电源接收它的电源。它从中ＩＬＳ／ ＭＭＲ收发
机接收仪表着陆系统的数据。该系统产生姿态显示数据。
该系统包括一个备用的姿态仪，它包含姿态和ＩＬＳ显示。
该系统还包括一个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ＰＲＣＳ）
提供陀螺仪电力和ＩＬＳ指针和故障旗驱动电压到指示器。

图２ 备用姿态／ＩＬＳ仪的原理图

如上图２：
当陀螺仪马达现在是在合适的极限内，这个陀螺仪故障
图１ 备用姿态参考系统简图

如上图１：
来自备用电源的２８Ｖ ＤＣ的电从备用姿态仪跳开关（ＣＢ）
到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这个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把２８Ｖ
ＤＣ电转换成三相的１１５Ｖ ＡＣ电去驱动备用姿态和ＩＬＳ仪中的陀
螺仪。陀螺仪故障旗监控电力供应和陀螺仪马达操作。

旗马达保持住陀螺仪故障旗消失。
当一个电源失效或者是备用姿态基准系统断开，ＧＹＲＯ，Ｇ／Ｓ
和ＬＯＣ故障旗所有的都会出现。伴随０中心ＬＯＣ和Ｇ／Ｓ指针都会回
到中心位置。
这个ＩＬＳ处理器处理Ｇ／Ｓ和ＬＯＣ数据。如果数据是可用的，

来自中ＭＭＲ收发机的ＩＬＳ数字数据被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
器转换成模拟信号。这个模拟信号移动ＬＯＣ和Ｇ／Ｓ显示在备用
姿态仪上。在备用姿态仪上的模式旋钮控制ＩＬＳ显示的操作。
这个ＬＯＣ和Ｇ／Ｓ故障旗监控来自中ＭＭＲ／ＩＬＳ和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
理器操作的数据。去做一个ＩＬＳ指示的测试，在ＩＬＳ控制面板按
下测试按钮或者在中ＭＭＲ／ＩＬＳ收发机上。
备用姿态仪上的失效故障旗告诉飞行机组是否有个收发
图３ 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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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旗消失，Ｇ／Ｓ和ＬＯＣ指针被ｄｃ 电压移动。当没有Ｇ／Ｓ 或者
ＬＯＣ 偏离数据输入，没有设备失效，没有计算数据（ＮＣＤ）存
在，这些将使得故障旗和指针消失。
ＩＬＳ故障旗正常是消失的。当ＩＬＳ 数据是不可用的，Ｇ／Ｓ故
障旗，ＬＯＣ故障旗，或者两者故障旗都会出现。
如上图３：

偏离，和ＬＯＣ，Ｇ／Ｓ，陀螺仪电路失效。
这个ＩＬＳ显示被他的前面板上的旋转方式控制电门控制。
这个电门有三个位置，按下面操作：
ａ．

ｂ． ＩＬＳ－对于前航向道进近，ＩＬＳ操作正常。
ｃ．

当你选择ＯＦＦ模式，故障旗逻辑关闭电门Ｓ２和Ｓ５，移动
ＬＯＣ和Ｇ／Ｓ故障旗消失。同时，电门Ｓ４和Ｓ７打开，去提供电压
使指针消失。

ＯＦＦ－ＩＬＳ指针和失效故障旗（ＬＯＣ和Ｇ／Ｓ）收回消失。

Ｂ／ＣＲＳ－对于反航向道进近，ＬＯＣ显示相反的。

ＧＹＲＯ ＣＡＧＥ ＫＮＯＢ－陀螺仪系统使用一个旋转球类型装置在
开机自动竖立陀螺。前面板上的制动旋钮用于机械加快竖立
过程。竖立过程稳定显示鼓接近垂直。

当你选择ＩＬＳ模式，ＩＬＳ数据被来自ＩＬＳ收发机中的一个
ＡＲＩＮＣ ４２９收发机以一些表格的形式接受。
这个处理器和监控电路交替地处理ＬＯＣ和Ｇ／Ｓ数据。如果
数据是可用的，电门Ｓ２，Ｓ５，Ｓ４，和Ｓ７关闭，故障旗消失，指
针被Ｇ／Ｓ和ＬＯＣ ｄｃ 电压移动。当没有Ｇ／Ｓ 或者ＬＯＣ 偏离数据输
入，没有设备失效，没有计算数据（ＮＣＤ）存在。电门Ｓ２和Ｓ４
或者Ｓ５和Ｓ７操作和ＯＦＦ模式是一样的，故障旗和指针都消失。
在反航向道进近过程中，选择Ｂ／ＣＲＳ模式。这个Ｂ／ＣＲＳ逻辑
信号引起ＬＯＣ偏差电压的极性是相反的，这样ＬＯＣ
偏差指针移动在正确的方向。
在一个反航向道进近中，这个Ｂ／ＣＲＳ不连续的引起电门Ｓ２
去关闭，让Ｇ／Ｓ故障旗消失。同时，电门Ｓ４是打开的，让Ｇ／Ｓ指

ＩＬＳ显示包括ＬＯＣ和Ｇ／Ｓ偏差指针和刻度。指针显示偏离各
自的中心线和被中ＩＬＳ ／ ＭＭＲ收发机驱动。
下面介绍故障旗：
在陀螺仪断电和操作测试时陀螺仪故障旗出现。
对于无效ＩＬＳ数据和／或备用姿态／ＩＬＳ系统失效ＬＯＣ和Ｇ／Ｓ 失
效故障旗进入视野。在没有计算数据（ＮＣＤ）条件下，ＬＯＣ或Ｇ／Ｓ偏
差指针和旗帜从视图中收回。
２．

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Ｅ２－３），如下图５：

这个静态变流器把２８Ｖ ＤＣ电转换成三相的１１５Ｖ ＡＣ ４００ＨＺ
电到备用姿态和ＩＬＳ仪中的陀螺仪。这个ＩＬＳ处理器把ＩＬＳ数字
数据转换成模拟信号去移动ＬＯＣ和Ｇ／Ｓ指针。
３． 中ＩＬＳ／ＭＭＲ收发机（Ｅ２）

针消失。
下面是总的原理图，如下图４：

主要是给ＩＬＳ数据到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还有ＩＬＳ的
测试。
４． ＩＬＳ控制面板（在Ｐ８面板）
主要是设置ＩＬＳ的频率和做ＩＬＳ的测试。

图４ 总的原理图

二、从图２／３／４中可以看到备用姿态参考系统主要
控制部件有：
１． 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在Ｐ１－３面板），如下图５：
这个备用姿态／ＩＬＳ仪显示俯仰和横滚姿态数据，ＬＯＣ和Ｇ／Ｓ

图５ 部件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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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由于是主要的显示用户，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出

本体故障，通常是更换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如果出现Ｌ０Ｃ或Ｇ／Ｓ故

现Ｇ／Ｓ故障旗，很大程度上都可能是以上部件控制功能失效引

障旗可以先判断是备用姿态／ＩＬＳ仪故障还是ＩＬＳ数据源有问题

起，综合各个系统原理图，通过对原理图的认识、理解和分

（见上面１），如果是ＩＬＳ数据源有问题按ＭＥＬ，中系统ＩＬＳ不能

析，我们可以得出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出现Ｇ／Ｓ故障旗引起的故障

放行；如果是地平仪故障，按ＭＥＬ可以保留ＩＬＳ功能，飞机可

原因有以下几点：下图是出现Ｇ／Ｓ故障旗的照片：

以放行。见下图ＭＥＬ手册：
５．线路问题就要量线了，见ＷＤＭ ３４－２４－１１，这里就不多
介绍了。

经验总结及改善措施
在这次备用姿态／ＩＬＳ仪出现Ｇ／Ｓ故障旗故障排除的过程
中，学习到的经验是排除故障之前应该先对系统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摸清系统运行的脉络，大致了解重要部件的功能作
用，在动手之前分析好所要进行的工作与故障相关程度，减
１． 中ＩＬＳ／ＭＭＲ收发机
２．

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

排故工作中应该多了解之前工作者所做过的内容，避

３． ＩＬＳ控制面板

免没有实际意义的重复性工作，通过仔细分析已经做过的工

４． 备用姿态／ＩＬＳ仪

作，判断已经得到的结论的可靠性，从而决定下一步工作的

５．

线路问题

找到了故障可能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突破口，接下来
我们分别验证这些故障源是否存在。
１．对于中ＩＬＳ／ＭＭＲ收发机故障，我们可以到ＩＬＳ／ＭＭＲ收发
机上做测试，还有就是看备用姿态／ＩＬＳ仪上是否有Ｇ／Ｓ、ＬＯＣ故
障旗也能大概的判断；
２．对于静态变流器／ ＩＬＳ处理器故障，因为这个计算机上
没有测试按钮，所以只能看备用姿态／ＩＬＳ仪上是否所有的故障
旗都出现来进行大概的判断，要进行准确的判断可以通过串
件来判断；
３． 对于ＩＬＳ控制面板故障，可以通过测试来判断，或者
询问机组是否能正常设置频率使用ＩＬＳ系统进行判断；
４． 对于备用姿态／ＩＬＳ仪故障，最明显的就是备用姿态／
ＩＬＳ仪上是否有ＧＹＲＯ故障旗，出现ＧＹＲＯ故障旗可以考虑陀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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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ＡＰＳ管理理念，推进按手册工卡施工
南航广西分公司 邵 军

摘要：

所以，对于维修工作而言，需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地辩

伴随着航空业的日趋繁荣，商业航空运营企业不断壮

证处理结果管理、过程管理、源头管理三者的关系。在新的

大，机队规模不断增长，航空器维修单位业务量指数级增

形势，新的挑战之下，将ＡＰＳ管理理念自上而下应用到维修单

长，从而也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风险。在新的形势，新的挑战

位的各个领域，同时，推进并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的理念，

之下，将ＡＰＳ管理理念应用到航空器维修领域的各个环节，自

真正深入到维修工作的每个细节，通过细节去保证整个维修

上而下形成闭环控制，在严格落实ＡＰＳ管理理念的同时，进

工作的稳定、有序、安全。

一步强化推进按手册工卡施工的理念，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

１、什么是ＡＰＳ管理理念

时，提高维修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ＡＰＳ是一套系统化的飞机维修管理理论，旨在将各项日常
维修工作中的标准步骤和要求用统一的形式予以呈现，用以

前言
在新中国民航业发展的六十多年历程中，中国民航维
修管理理论历经了多次修改与变革，先后经历了机务工程条

指导日常维修工作。简单概括，ＡＰＳ理念包含三个方面，即：
生产有准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施工有程序（Ｐｒｏｇｒａｍ）、工
作有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例、全面质量管理、适航管理条例、安全管理体系（ＳＭＳ）

Ａ（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生产有准备，准备要全面。其覆

等代表性阶段，在具体维修实践过程中都已取得了可观的成

盖了具体维修任务中的人（Ｍａｎ）、机（Ｍａｃｈｉｎｅ）、料

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法（Ｍｅｔｈｏｄ）、环（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即４Ｍ１Ｅ，
在这多次变革中提出的管理理论体系，基本是以结果为

导向，控制的是结果，追求的是短期的最终目标。在一定的

体现了具体生产工作中的全面性。提前做好生产准备，对预
估风险提前做好防范预案，避免因忙乱而引发不安全事件。

行业整体环境及企业自身发展阶段要求下，采用相对直接、

Ｐ（Ｐｒｏｇｒａｍ）：施工有程序，程序要科学。通过总结归

短期成效显著的“结果导向”管理模式，来改善安全形势，

纳系统内的优秀维修经验，制定ＡＰＳ施工文件，统一规范操作

实践证明，短期效果比较明显。

步骤，并推广到全系统，从而实现“一个公司、一个系统、

但是，伴随着民用航空领域的日益繁荣，商业航空运
营企业机队规模的不断壮大，航空器维修单位业务量与日俱

一个标准”，确保了不同工作者在开展同一项工作时，其维
修质量和效率均能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增，加上从业人员的数量、专业素养和经验无法在短时间内

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工作有标准，标准要规范。针对某一具

赶超发展的要求，若仍长期固守以“结果”为导向的安全管

体的维修项目，特别是高风险维修项目，建立具备较强针对

理模式，片面追求结果管理，除了可能带来诚信危机、协作

性的工作标准，首先使用维护手册中明确的标准，其次是维

不畅等不利结果外，还可能会让广大一线员工因过大压力而

护经验及实践总结出来的标准，并在实际运行中严格落实标

回避很多工作中的危险源，遗留安全隐患，同时，缺乏对过

准，同时要适时地动态修改和提升标准。

程的有效约束，使得各单位或部门均经历了多角度、高频次

２、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理念

的试错过程，优秀的维修经验得不到固化、分享，不利于规
范维修生产工作。

ＡＰＳ管理理念的正式落地执行，给我们的维修工作提出了
新的理念和新的方向，在风险把控、提高工作效率和提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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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质量方面均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真正实现将维修人员的

行工作中的监控指令、工程指令等，工作者必须按细节逐个

工作意识由“结果”导向逐渐转变为“过程”导向。

完成工作的文件，也是技术文件的一种具体化形式；同时，

严格按照手册和工卡的要求去开展维修工作一直是航空

除去具体维修工作所使用到的工卡，在日常组织工作中，如

器维修行业所遵从的理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偶尔也会出

交接班工作记录交接单、６Ｓ检查单、工作小结单、工作结束

现因维修习惯或航班运行压力等各方面的原因造成工作者人

检查单等都可认为是工卡的一种形式，在实际工作中应逐条

为略过某些步骤、偷工减料，甚至仅凭工作经验而忽视手册

落实，逐一签字。

和工卡存在的情况发生，在世界航空历史上还曾引起过不少

手册和工卡作为维修工作的技术文件和规范指导性文

此种人为因素导致的航空事故。１９８５年，日本航空１２３号班机

件，是实际维修工作的根本和最终依据。严格落实好按手册

空难事件，调查发现，在事发之前的一次维修过程中，手册

工卡施工的理念，不仅是实施维修工作的根本性要求，也是

要求需使用两排铆钉对机尾损伤部分进行修补，而维修人员

降低作业风险、减少维修差错、确保航空器适航、提高维修

却忽视了手册的要求，仅对损伤部分补了一排铆钉，以至于

质量和促进维修工作效率提升的最基本保障，同时，对青年

增加了结合点附近金属蒙皮所承受的剪力，使该处产生长时

员工的成长和维修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

间积累金属疲劳的现象，导致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尾部压力罩

３、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理念的具体实施

破裂发生爆炸性减压并失去液压操纵，酿成了５２０人遇难的惨
剧。１９９０年，英国航空５３９０航班在１７３００英尺高空，机长侧风
挡玻璃突然破碎造成驾驶舱急剧失压，最后飞机紧急迫降在
南安普顿机场的事件，后续事故调查发现，该飞机出事前２７
小时曾更换过风挡玻璃，但是维修人员当时只是以“尽量相
似”为准，没有严格参考技术文件的要求申领航材，使得安
装在风挡玻璃上的９０颗螺钉中竟然有８４颗比标准要求的小，

按照ＡＰＳ管理理念的要求，自上而下严格规范维修工作，
全方位实现闭环控制。在落实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的理念
时，也首先需要各方面在思想上达成统一认识，在完善手册
工卡的前提下，维修各个环节落实各环节的手册要求，这也
是对ＡＰＳ管理理念的一种具体延伸，是实现降低作业风险、提
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一种具体措施。

其余６颗比标准要求的短，当驾驶舱内外压差逐渐增大时，风
挡玻璃最终无法承受这股压差而导致了爆炸性减压的发生。
过程控制强调的是过程的每个细节，对航空器维修行业
来说，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结合ＡＰＳ管理理念的严格落
实，提出全新的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的理念，严格控制维修
工作的细节，为真正落实按手册工卡施工提供新的指导，进
一步降低潜在人为因素导致不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
手册，对于航空器维修人员而言，从微观上理解，就是
日常维修工作中使用到的技术文件，典型的如飞机维护手册
（ＡＭＭ）、故障隔离手册（ＦＩＭ）、系统图解手册（ＳＳＭ）、

图 1，制定管理程序

零件目录图册（ＩＰＣ）、线路图手册（ＷＤＭ）、最低设备清单

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首先要将这个理念制度化和常态

（ＭＥＬ）、维护提示等；从宏观角度认为，除去前面提到的

化。制定按手册工卡施工管理程序，形成日常工作程序的一

技术文件，对日常工作起指导性和规范性的文件，如行业标

部分，赋予其规范化制度的强制属性，明确其约束性，建立

准、工作程序、检查单等，包括ＡＰＳ管理理论，均可称之为手

全员对这个理念在思想上的认同和意识上的尊崇。其次，在

册，是日常工作所应遵循的规范性和指导性文件。工卡，是

自上而下形成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定期将严格按手册工卡施

在实际工作中，针对具体的维护工作项目所编写的明确了工

工的理念在全员中进行宣贯、培训、学习、研讨和改进，并

作条件、工作要求、工作步骤等多方面细节，如航线例行工

强调人为因素在航空维修工作中的重要角色，尤其针对青年

作中的航前检查工卡、短停检查工卡、航后检查工卡，非例

员工，从基层抓起，从最简单的工作开始培养规范化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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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程，以期形成较好的维修工作习惯，在新员工上岗考核

力资源，组成拆换件小组，小组成员明确工作内容，明确各

中加入按手册工卡施工的内容，同时，可开展相应的业务培

自分工，明确项目负责人，分头对工作所及到的手册或者工

训，不断提高员工使用手册的技能，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压

卡进行研读，包括具体工作可能涉及到的维护提示、技术通

力，在必要时应安排技术部门适时提供协助。

告、服务通告等技术资料，同时必须明确技术资料和所需航

在实际维护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细化并具体实
施按手册工卡施工。
３．１ 工作准备阶段
作为工作准备阶段，维修团队或维修小组接到具体维修
任务后，首先要明确维修任务是普通例行维护工作、或是非

材工具对具体飞机的适用性，并结合图文版的作业指南作为
拆装工作的参考。在研读手册的过程中，对手册提到的关键
信息做好标注，如作业风险、螺栓拧紧力矩、测量数据标准
范围等，如图３中在安装图上将相应部件的安装力矩进行标
注，为实际拆装工作提供方便并避免遗漏。

例行工作，是否排故工作。团队或小组负责人要根据维修工
作的任务，依据人员资质，参照以手册文件形式存在的人员
工作授权清单，安排调配好人力资源，并确定具体维修任务
项目负责人以及分工协作人员。

图 3，技术资料，APS 项目负责制准备单，标注关键信息

同时，拆换项目负责人要做好项目负责制准备单，对项目
涉及到的人、机、料、法、环要有一个明确的统筹并体现出开展
相关工作所能预知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拆换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组人员召开拆换件准备会，遵循
手册工卡并借助于已有的作业指南等相关文件对拆换工作流程进
行桌面推演，提出预知风险项目并给出相应的控制措施，对拆换
小组内由于个人对手册工卡某些具体细节存在的理解差异进行分
析研讨并达成共识，确保开展工作之前对手册理解无误，同时这
对于普通例行维护，如航前、短停、航后等工作，明
确人员后，相关人员着手明确所需的工卡、工具、耗材等设
备，提前熟悉工卡并关注好航班动态，做好接机和开展工
作的准备，该工作为日常重复性工作，对于准备阶段不多赘

也有利于带动青年员工的成长。
３．１．２ 排故工作
对于排故工作，排故项目负责人要明确人员分工，组织排
故项目小组成员明确接到的排故任务对象，通过反映来的故障现

述。
当工作小组接到非例行工作时，首先要明确是排故工作

象、故障代码、故障跟踪单等各种方面可得到的数据，结合故障

还是ＥＯ、工程指令等直接进行的拆装或升级工作，排故工作

隔离手册等技术资料以及可能技术工程师已经给出的故障隔离方

与直接拆装工作遵循不同的准备阶段，简化如图２所示。

案分头研究，在技术资料上标出重点项目和风险项目，排故小组

３．１．１ 已知明确的拆换工作

负责人组织小组成员研讨排故方案，统一并明确技术资料上存在

对于明确对象的拆换工作，首先要调配好符合资质的人

理解差异的地方，制定最终排故方案，开出最终检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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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制定排故方案过程中已经有明确的或者是疑似需要

３．３ 工作收尾

更换的部件，则在开展实际排故工作之前还要按照已知明确拆换

当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对于重复性的例行工作，工作者应

工作的流程对拆换工作严格依据手册和工卡等技术资料进行准

按照工卡的项目要求对收尾工作进行确认，将飞机恢复到正常状

备；如果是在实际排故过程中确定需要更换部件，在执行部件更

态；对于排故和拆换件工作，工作者应严格按照手册要求对各种

换之前也要对拆换工作严格依据手册和工卡等技术资料的要求再

限动、跳开关和管路等进行恢复，确认盖板关闭，及时清点归还

做准备工作，不再赘述。

工具并清理工作现场。同时，应及时完成维修记录的填写，将飞

３．２ 工作实施阶段

机恢复到适航状态。

对于普通的例行维护工作，工作者在提前熟悉工卡的前提

加强落实检查单制度，强调检查单也属于手册工卡的一种

下应携带工卡到工作现场，严格按照工卡的要求，使用有效的工

形式，对于日常例行工作，配置航前、短停和航后安全检查单，

具设备和航材，参照工卡逐项实施工作，按要求精准记录实际测

做成卡片形式人手一份，增加更换主轮、前轮检查单、更换刹车

量数据，每完成一项工作在该项工作条目前面打“对钩”，并逐

检查单等；对排故和拆换件工作，工作者应按照项目负责制准备

项或逐栏签署盖章，如图４。

单中附录的交叉检查单进行各阶段各项目的交叉确认，如图５，
在按手册工卡完成工作的同时，对潜在的风险项目进行交叉配合
确认，以降低工作完成的风险。

图 4，手册工卡不离手，逐项完成、签署、记录
图 5，强化落实检查单制度

对于拆换件和排故工作，所有打印的手册和工卡应携带到
工作现场并严格按手册工卡中的步骤进行逐项施工，避免遗漏，
工作者在依据手册完成以下步骤时，需在手册相关内容旁边以

４、总结

签署姓名、盖章或打“对钩”的方式进行记录，以表明工作者

ＡＰＳ管理理念的提出，是为了真正实现从源头把控，提前识

已阅读并已依据相应内容完成施工，这些步骤包括：风险提示

别风险，制定统一的程序，明确统一的工作标准，其目标简单地

（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ＵＴＩＯＮ、ＮＯＴＩＣＥ）、有测试数值要求、有安装力矩

说就是为了降低风险、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工作质量。

值要求等。在施工过程中，工作者如发现或怀疑手册工卡有错误

强化按手册工卡施工的理念，正是对ＡＰＳ管理理念的深入落

或者发现工卡内容与手册不一致时，应及时向有关人员反映或寻

实，将本已有的目标做法加以新的内容，以强化其效果，深化具

求技术支援，不应带疑问继续施工。对手册要求内容存在不理

体维修工作的每个细节，将风险降到最小，切实减少潜在人为原

解、不清楚、不到位的，工作者应暂停施工，寻求技术支援，必

因可能引起的维修不安全事件。

要时由技术工程师进行现场指导。工作者执行过程中如发现自身
技能不足或未经授权，应及时向上级报告，不应盲目蛮干，避免
人为不安全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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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第一，应积极推进机务队伍培训工作
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胡 华

摘要：

不尽相同，有的表现在其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盈利模式上，有

企业培训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本文以企业培

的表现在其提供的多方位多维度的产品和服务上，有的表现

训的意义为起点，结合民航飞机维修行业的自身特点，剖析

在卓越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管理上，不一而足。

了在维修单位中扎实开展维修专业人才培训工作的必要性和

然而，纵观大部分维修单位的成功要素不难发现，支撑其核

迫切性，并提出维修单位要从改变观念、做好专业人员的培

心竞争力的共同点，都是要拥有一支掌握机务专业知识、技

养和选择、适当投入培训资源、丰富培训方式、科学设置课

术的高素质的机务队伍。机务队伍的好坏，成为维修单位生

程等方面入手，做好飞机维修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

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决定机务队伍整体水平最重要的要素之

企业在岗人员的持续培训，广义而言，实际上是企业根

一，无疑就是培训工作的开展。

据其生存和战略发展需要，对其员工进行的有针对性的、以
提高工作所需技能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效益为唯一目的的继
续教育。

一、当前民航维修业面临挑战，结合维修专业特
点，决定了机务维修队伍的培训亟需加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随着民航业的发展，空域发展日益密集，而国际航空

思想意识早就被市场意识所取代，现代企业的生产变成其自

领域交流也日益加深，维修单位所面临的生产组织环境变得

身在市场中根据市场需求、实现企业自身存在价值的商业行

更具多变性。一方面，航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型的大型

为。

民航客机机型层出不穷，新型电子设备在民航客机上得以不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航维修业也与世界民

断的应用，复合材料和新工艺等的应用，机务维修工作变得

航维修业的联系日益紧密。民航维修行业起步于上世纪９０年

更加复杂。这一形势，就要求维修单位要快速适应这种新的

代，随着民航业的崛起而迅速发展壮大。当前，国内飞机维

变化，不断加大投入，研究新技术、新设备带来的新的维

修单位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竞争对手不

修方式的转变，研究新机型带来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新的生产

仅仅是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并雄心勃勃要进入维修领域分一

组织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要求机务维修人员能够更加

杯羹的外国ＯＥＭ，也有国内随着航空公司业务迅速崛起的维修

熟练地应用这些新技术、新设备，迅速掌握新的维修手段，

单位和技术公司。能否适应民航维修市场需求，在激烈的民

降低维修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确保民航客机的安

航维修的竞争中立身不败，能否根据维修单位所处环境的变

全运营，从而保障人民和国家财产的持续安全。要实现这些

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目标，审视已有发展战略、维修管理

目标，如果仅仅依靠员工在校所学的知识，或是仅仅通过在

组织方式，成为每一个维修单位都必须严肃面对和审慎考虑

岗位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传授，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只

的问题。要想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亚太

有通过系统地加强员工在新机型、新设备、新技术的培训工

地区乃至在世界维修行业的佼佼者，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

作，才能保证机务维修队伍的知识与技术水平时刻跟上时代

维修单位必须拥有自己的优势，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的步伐。

每个维修单位均是根据自身发展特点、所处环境、战
略视野来锁定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其核心竞争力表现也会

二、实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维修单位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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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以提升员工的积极性

维修培训。Ｐ、Ｄ、Ｃ、Ａ分别是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ｉｏｎ单词

维修单位需要建设一支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机务维修队

的第一个字母，代表着一个循环中的计划、执行、检查、改

伍，这既是为保障公众利益所决定，也是维修单位自身发展

进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环环相扣，互相制约，互为补充，

的内在驱动力。目前，一些维修单位以招聘方式，每年从各

形成了ＰＤＣＡ循环，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下一个阶段的依据，

大航空院校引进所需的专业人加以培养，同时也会采取社招

下一个阶段都是上一个阶段的落实和具体化。在ＰＤＣＡ循环

方式进行必要补充。随着人才引进的方式逐渐深化和多样，

中，计划的环节至关重要，ＡＰ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近年来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和维修单位响应校企合作的号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理论中的Ａ，同样也是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以“２＋１”、“３＋１”等方式与院校合作，将人才培养的关口

可见，如果没有好的对培训体系的策划对培训涉及的方方面

和环节前置，为其人才补充迅速跟上战略发展发挥了积极正

面的考虑周全，要成功实施培训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

面的推动作用。然而，这只是人才引入维修单位进行发展的

循环中，从目标的实施、检查，到寻找差距和原因都离不开

第一站，立足维修单位现有人力资源，加大现有人才的开发

目标计划的制定。

利用，对维修单位更为重要。现代维修单位追求以人为本的

所以，在培训大纲和培训方案设计中，首先应着重进

管理理念，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好的维修单位应该能够成

行培训需求分析。一方面，要了解维修单位的业务发展战略

功的调动各级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为企业献技献策，创造

如何，本单位目前在相关领域人力资源和人员授权的情况怎

价值。尤其是在现代维修单位中，按照员工不同的职业发展

样，在将来需要的人员技能的方向、单位目前内部员工的知

通道和职业规划，针对不同阶段的航空维修人员，维修单位

识结构与单位未来发展之间的差距等等，都需要做到心中有

不但在薪酬体系的设计时要考虑不同专业和岗位的特点，有

数，不能等到要申请维修能力的时候，才匆忙想起该完成的

所区别地按照其岗位价值和岗位贡献给予津贴和绩效；另一

培训还没有完成、该具备的授权还欠缺授权人员，那往往将

方面，由于机务维修人员自身所处行业的特点，普遍存在提

极大阻碍维修单位战略项目的推进，是应该要尽量避免的。

升技能的内在需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希望通过自

另一方面，在进行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明确培训的

己的努力发展自身能力，以达到自己人生职业生涯中预设的

方向和目标，对学员水平进行动态控制，根据培训方向来设

目标。这种需求的满足，一般也不是光靠物质薪酬就能够解

置课程内容或技能的学习。由于接受培训的员工大都来自

决的。维修单位的员工培训工作的发展，不仅是维修单位发

航线、大修、部件修理等一线部门，培训部门要实时掌握对

展的需求，也更应该是维修单位留住核心人才、激励机务维

学员的思想、技能状态，在培训过程中，掌握车间提出的

修队伍的有效途径之一。

培训需求与培训实际实施之间的差异。开展一项培训，就要
达成预先设计的目标，但培训实施过程的意外变化，都可能

三、如何在维修企业中做好培训工作
１） 首先，必须有系统地、科学地设置好培训大纲和培
训课程。
由于维修单位，尤其是大型维修单位，其维修能力和
业务往往涉及的多规章、多专业、多机型、多领域，针对维
修人员学习和生产的实际情况，机务维修的培训体系首先要
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无论是机型培训课程还是专项技能的培
训科目，无论是初始培训还是岗位持续培训，培训课程都必
须在其设置环节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有
的放矢，重点突出。要科学设置好系统化的培训体系，在培
训的策划和培训需求分析方面就必须要下功夫。美国质量管
理专家戴明博士提出戴明环（ＰＤＣＡ） 理论同样适用于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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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到目标的实现。现在所有企业都在讲降本增效，尤
其今年疫情期间，过“紧日子”、过“苦日子”其中一项重
要措施，就是需要管控浪费！设想一下，如果等到培训结束
后，才发现车间期望的目标无法达成，既浪费了学员自身的
时间，也会对维修单位生产工时产生浪费。因此，车间要谨
慎筛选参加培训的员工，培训部门也要在培训前了解学员已
有的知识技能情况，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座谈、考试摸
底、与部门进行培训前的情况了解等有效方式，研究最有效
的互动教学方法和各课知识的衔接，并与质量部门沟通，充
分了解人员授权的条件，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当然，进行学习效果反馈评估是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个封闭的信息循环系统，反馈环节必不可少。在培训

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反馈环节，就无法得知培训工作效果的

训的教员队伍既要有航空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有民航飞机维

好坏，也无法尝试更新改进，失去了改进的机会。根据不同

修的实践经验，同时还应有对维修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

场景，具体的反馈形式可以有多种，比如与学员面谈，对学

瞻性。为了不与维修实际脱节，培训教员应不断深入维修

员发放调查问卷，培训后进行质量追踪调查，或者是向生产

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紧密联系，深入了解分析机型培训、

部门了解培训效果等等，可用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选择合适的

深度维修、新技术改进等特点。这，就需要教员既有着高度

方法，认真分析，才可以总结经验与不足，为以后培训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要具有奉献精神，自觉地调整自己的

提供有益借鉴。

学习习惯和行为，来适应培训岗位的要求。当然，这样的人

２） 其次，做好维修企业的培训，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
培训工作。
维修单位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可能不计成本地
送人去参加培训。在构建整个培训体系的时候，除了考虑岗
位需要、专业的特点、部门发展的需要、公司战略发展的导
向等，也应考虑员工自身特点，结合他们具体需要完成的工
作，因势利导，把岗位需要和员工需求结合起来，做到在接
受培训的员工选择中注重资质、注重潜质，开发禀赋，挖掘
潜能。以ＧＡＭＥＣＯ为例，一方面，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才，生产一线往往也需要，维修单位就必须在人才的使用方
面，掌握好平衡的问题，这样才能既照顾好眼前利益，又兼
顾未来所需。另一方面，为了尽量能提升培训效果，除了岗
位实操培训，在培训方式上，维修单位应有针对性地对各个
不同机型的ＣＢ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模拟课程加快
开发，加大投入，提高学员在相关机型上的实际应用技能。
当然，维修单位毕竟规模和投入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各有不
同，在现有师资无法提供有效培训的时候，维修单位的培训
部门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好其他培训资源。

的指导思想下，对于新员工，按照从事维修工作的员工不同

４） 维修单位的培训形式应灵活多样。

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培训中心根据人员授权不同层级及

由于在维修单位内的培训需求大都来自实际维修生产需

上岗证体系的要求，分析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书的具体要求，

要，往往他们的培训课程在安排的时候，生产计划部门和车

建立了一套专门针对维修人员发展模式的层级网络化培训体

间难以平衡生产与培训的关系。例如，维修人员在参加某机

系，以此编写的培训大纲得到了ＣＡＡＣ、ＦＡＡ、ＥＡＳＡ等多个局方

型培训的理论课程后，一般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实际操作

的批准。根据培训大纲，从新员工培训阶段开始，就包含了

培训，维修单位当然不可能为了员工的培训而停产或减产，

适合各个专业的基础模块，又兼具各个专业所应具备的专业

这决定了一线的维修人员不可能大量、长期的脱产培训。这

知识，通过理论教员、岗位技能教员、机型教员等多维度、

就要求维修单位的培训部门，在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中，要

分阶段的培训，能够做到获取各阶段上岗要求。尤其是在持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根据企业发展要求，分析好计

续岗位提升阶段，这套培训模式能及时捕捉该员工技能方面

划部门给出的培训学时预计数据，培训课时上采取长、中、

的不足，不断通过“申请—考核—授权—提升待遇—再提

短相结合，培训内容上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训手段上

升”实现技能上升。层级网络化的培训，不但能循序渐进地

通过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相结合。例如，将培训课程送到一

提高员工的技能，使员工在一个维修单位认为合理的时间区

线工作岗位，见缝插针开展机型ＯＪＴ培训；开设为期２－４个小

间内成长为熟练员工；另一方面，维修单位也能够通过有层

时的有针对性人群开展新设备使用的专项技术培训，形式上

次、分阶段的培训，避免对有限的培训资源和员工可收费工

可以脱产学习与业余学习相结合，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教育技

时造成浪费，人员的维修技能相对较为扎实，对维修单位的

术，开展网上教育学习或是考试等等，不一而足。培训中心

安全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就在今年疫情期间，利用网络课堂对员工进行了一系列的机

３） 做好培训工作，还必须拥有足够的培训资源投入。
企业的培训与在学校的学历教育不同，它不仅仅是知
识的更新，同时是企业文化的孕育与灌输，通过进一步提高

型培训、英语培训等，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和探索。
５） 做好维修单位的培训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转变
培训管理观念。

员工已有知识技能，以达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维修

不同的思维方式能衍生出不同的行为，进而产生不同的

单位正是源于其专业性和特殊性，一方面，要求组织实施培

结果。要想做好维修单位的员工培训工作，最重要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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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维修单位的管理人员的角度，重新认识机务人员培训的
意义，准确定位机务人员培训在维修生产和战略发展中的地
位，把做好机务队伍的培养、培养高素质机务人员看成是关
系企业未来生死存亡的大事情。维修单位管理人员要有人才
的忧患意识，要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培训，决定着明天的
企业竞争力、信誉度和员工素质结构，培训是维修单位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和保证。
要做好培训工作，维修单位就必须转变重生产、轻培
训，重效益、轻技能培养的观念，真正认识到加强员工培训
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基本需要，这样才能真正把培训工作和
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当前，也还是有部分维修单位在这一方
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由于体制问题，其经营的
外部环境的竞争性也许并不激烈；另一方面，由于培训产生
的效益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立竿见影地使维修单位
的管理者马上看到效果，可能会产生培训工作可有可无的想
法，加上有时受制于自身资金规模或经营环境暂时困难的限
制，如果要拿出大量资金或投入可收费工时用于开展员工培
训，觉得非常不划算。这样的认识，如果再加上没有完善的
保证机制，维修人员的专业培训不能确保充足，那么维修单
位发生不安全事件的风险将必然会大大增加。
纵观一些规模较大的国内外维修单位，大都十分重视
员工培训，把员工的素质看成是企业的未来。ＧＡＭＥＣＯ在刚刚
过去不久的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迎来了其成立３０周年华诞，自成
立以来的３０年，也是ＧＡＭＥＣＯ人对维修人员培养和教育不断增
强的３０年，除了每年投入培训的费用支出力度不断加大，更
重要的是管理层对培训的认知不断提升。在局方和南航的指
引下，ＧＡＭＥＣＯ全面梳理了培训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了科学
的培训体系，在行业内，ＧＡＭＥＣＯ从提升培训管理能力的参与
者，成为了行业内该领域的积极推动者，对公司的发展起着
积极的推进作用。
机务维修队伍的培训，是维修单位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
事。因此，维修单位应该不断加强机务人员的培训，切实作
好员工培训计划，通过不断培训，加强员工素质，依靠高素
质的机务维修队伍，为保障民航的安全可持续发展而贡献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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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７ＮＧ飞机起飞警告故障解析
昆明航空有限公司 李 强

７３７ＮＧ飞机在起飞前，机组会设置起飞构型，当任一起飞
条件不满足时，音响警告系统会触发起飞警告，告知机组飞
机此时的起飞构型不满足起飞条件，使机组人员及时的中断
起飞。以确保飞行安全。

二、原理介绍：
ＢＯＥＩＮＧ ７３７ＮＧ飞机起飞警告系统的功能是通过ＰＳＥＵ来控
制的。
一）、飞机在地面时，如果起飞构型设置不正确，ＰＳＥＵ
探测到该信号，综合计算后输出起飞警告到组件音响警告系

一、系统介绍：

统，音响警告系统发出间歇性喇叭声并伴有灯光指示来警告

该系统分为空中或地面两种情况，其控制是通过核心
部件ＰＳＥＵ进行监控，无论飞机处于什么状态下，ＰＳＥＵ探测到
不正确的指令或条件时，触发起飞警告。通过音响警告组件
发出间歇性喇叭声响同时并伴有灯光指示来提醒警告机组人
员。

机组人员。
二）、飞机起飞后，如果地面扰流板内锁活门未关闭，
ＰＳＥＵ也会输出输出起飞警告到组件音响警告系统。
三）、飞机在地面，ＰＳＥＵ通过系统１和系统２来探测、计
算起飞警告信号，并将最终结果一起输入到音响警告系统；

一）、飞机在地面：

在空中，ＰＳＥＵ只通过系统１来进行监控和输入信号。通过线路

当飞机在地面且油门杆角度＞５３°时，ＰＳＥＵ接受减速板

图分析当飞机处在地面或空中时，分别都是有哪些原因触发

手柄位置，刹车，地面扰流板，前缘襟缝翼，后缘襟翼以及
安定面的信号来进行监控。飞机在地面时，ＰＳＥＵ系统１和系统
２每个系统都可以独立的计算输出信号，最后综合提供警告系
统。

的音响警告。
１、飞机在地面（如图２蓝色线所示）：
当飞机在地面且左或右任一油门杆位于起飞功率位置
（油门杆推力解算器角度＞５３°时），触发起飞警告的原因：

二）、飞机在空中：

Ａ、前缘装置（包括襟翼或缝翼）未伸出或者发生非指

飞机在空中且起落架起飞警告切断电门跳开关在闭合位
时，ＰＳＥＵ接受前缘襟翼和缝翼以及地面扰流板内锁活门的位
置情况进行监控。飞机在空中时，ＰＳＥＵ只有系统１用于计算输
出信号，接通音响警告系统。

令性运动（ＵＣＭ）。前缘装置的运动信号由ＦＳＥＵ（Ｍ１７４６）监
控，再输入到ＰＳＥＵ中；
Ｂ、地面扰流板压力电门（Ｓ１０４９）感受到其上游的压力
＞７５０ＰＳＩ时，电门闭合，提供接地信号。
Ｃ、后缘襟翼不在起飞位置。该信号由ＳＭＹＤ（Ｍ１７４７，
１７４８）计算机进行监控，再输入到ＰＳＥＵ中；或者后缘襟翼发
生倾斜、不对称、非指令性运动（ＵＣＭ）。
Ｄ、速度刹车手柄不在放下位。该信号由速度刹车起飞警
告电门（Ｓ６５１）提供。当速度刹车手柄在伸出位时，Ｓ６５１电
门接通，提供一个接地信号到ＰＳＥＵ。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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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设置停留刹车。该信号由停留刹车电门（Ｓ１０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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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当设置停留刹车时，Ｓ１００电门接通，提供一个接地信号
到ＰＳＥＵ。
Ｆ、水平安定面位置超出起飞绿区。该信号由水平安定
面起飞警告电门（Ｓ１３２、Ｓ５４６）提供，当水平安定面向上超
出绿区时，Ｓ１３２电门闭合，提供一个接地信号到ＰＳＥＵ；当水
平安定面向下超出绿区时，Ｓ５４６电门闭合，提供接地信号到
ＰＳＥＵ。水平安定面配平超出绿区时，任一电门闭合接地，提
供信号到ＰＳＥＵ。由图二线路图可知，发生以上六种条件中的
任一一项时，均有信号提供到ＰＳＥＵ内部，ＰＳＥＵ计算，将信号
输出到音响警告组件，影响警告组件发出报警并伴有灯光指

图３

示。
测得的代码依据ＦＩＭ来进行排故。在众多的起飞警告报告中，
由Ｓ６５１电门和Ｓ１３２、Ｓ５４６引起的占大多数。
一）、速度刹车起飞警告电门（Ｓ６５１电门）：
由（图４）速度刹车电门构造图可以看出：
１、当速度刹车的手柄按压向下，手柄的作动销钉（图４
中１４）就接触起飞警告电门簧片上的滚筒（图４中１３）。结
合线路图可知，当手柄被按下向下时，起飞警告电门被按压
之向下位接地，给ＰＳＥＵ信号。
２、当手柄被抬起向上时，手柄的作动销钉（图４中１４）
就会远离起飞警告电门簧片上的滚筒（图四中１３）。从而使
起飞警告电门簧片向上弹起接通至向上位“ＵＰ”．
图２

３、由于该电门（Ｓ６５１）是通过很薄的簧片与速度刹车

２、飞机在空中（如图３红色线所示）：

手柄接触，因此在长期的作动过程中会导致该电门中的簧

飞机在空中时，触发音响警告的原因：

片失去弹性。当飞机在起飞滑跑过程中，飞机自身会产生

Ａ、前缘装置（包括前缘襟翼或缝翼）未伸出或者发生非
指令性运动（ＵＣＭ），该信号由ＦＳＥＵ提供。
Ｂ、地面扰流板内锁活门在打开位。

抖动，手柄也会随之产生上下振动，从而导致原本手柄的
作动销钉远离起飞警告电门中的簧片，导致电门被接通在
“ＵＰ”，因此ＰＳＥＵ接受到速度刹车手柄在升上位的信号，导
致触发起飞警告。而当飞机停止滑跑，终止起飞时，手柄振

Ｃ、起落架起飞警告切断跳开关在闭合位。该跳开关闭合

动也随之停止，手柄与簧片重新接触，电门被接通在向下位

给ＰＳＥＵ提供接地信号。由图三线路图可知，当以上三中条件

“ＤＯＷＮ”，ＰＳＥＵ接收到刹车手柄在放下位的信号，导致起飞

均发生时，ＰＳＥＵ计算输出信号，触发起飞警告报警并伴有灯

警告消失。

光指示。

三、故障分析：
当机组报告触发起飞警告时，首先应该在ＰＳＥＵ组件上查
看测试当前故障代码（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其它功能（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ＣＴＮＳ）里的起飞警告报告（Ｔ／Ｏ ＷＡＲＮ ＲＥＰＯＲＴ），并依据所

因此在多数的起飞警告报告中，当飞机终止起飞滑回
时，在ＰＳＥＵ 上始终很难测出故障代码，而依据ＡＭＭ手册做起
飞警告测试时，又很正常。但在下次起飞的过程中又可能会
触发起飞警告。
二）、水平安定面起飞警告电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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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飞警告不报警的情况出现。电门Ｓ１３２接通状态和电门
１１８４断开状态同时提供起飞警告ＮＯＳＥ ＵＰ信号（此两个电门
可视为成对电门），电门Ｓ５４６接通状态和电门１１８３断开状态
同时提供起飞警告ＮＯＳＥ ＤＯＷＮ信号（此两个电门可视为成对电
门）【如图２中紫色线所示】，并同时点亮ＰＳＥＵ灯。
波音公司根据７３７ＮＧ－ＦＴＤ ３１－０６００２，对起飞警告安定面
配平电门进行了改装，新增了两个相关的电门。线号在３１００
之后的飞机上，使用了２个抬头电门继电器和２个低头电门继
电器来控制安定面配平限制（电门配对关系如下：抬头／ＮＯＳＥ
图４

由（图５）水平安定面电门与凸轮的位置可以看出，

ＵＰ： Ｓ１３２ － Ｓ１１８４ ；低头／ＮＯＳＥ ＤＮ： Ｓ５４６ － Ｓ１１８３）。但
是，这个新的设计导致了几起由于安定面配平不一致引起的
ＰＳＥＵ灯点亮的报告，ＰＳＥＵ故障代码为３１－５２００４。这是由于控

１、当水平安定面向上作动时，水平安定面支架组件

制安定面绿线限制的配对电门间的不一致导致的，可能是抬

（图５中３）向下移动，使上极限电门（Ｓ１３２）与支架组件

头电门，也可能是低头电门。这是由于手动校准的程序可能

（图５中３）下部凸轮相接触，上极限电门（Ｓ１３２）被压缩，

会导致每个电门对的触点间存在细小间隙。因此当飞机安定

电门内部被接通，ＰＳＥＵ接受到一个接地信号。

面处于绿线限制值时，出现不一致信息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２、当水平安定面向下作动时，水平安定面支架组件（图
５中３）向上移动，使下极限电门（Ｓ５４６）与支架组件（图５中
３）上部凸轮（图５中１）接触，下极限电门（Ｓ５４６）被压缩，
电门被接通，ＰＳＥＵ接受到一个接地信号。

由于ＰＳＥＵ故障代码３１－５２００４时属于不可放行故障代码，因此
当飞机在地面出现ＰＳＥＵ灯亮故障时：
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查看ＰＳＥＵ自检信息，确定是否
存在故障代码３１－５２００４，

无论水平安定面是向上或向下运动，只要水平安定面起

２、如果是建议机组按照以下步骤执行，做“一个安定面

飞警告电门被压缩接通，ＰＳＥＵ均能接受到接地信号，从而导

配平循环操作”从绿区开始向ＵＰ方向配平直到超过绿区然后

致信号输出触发起飞警告。

向ＤＯＷＮ方向配平超出绿区，然后回到绿区中间位置，后再判

由于在长期的运动过程中，电门不断的被压缩，弹起。
导致的电门弹性变弱或消失时，可能导致电门内部一直是处
于接通状态，ＰＳＥＵ始终能收到接地信号，到飞机一旦开始准
备起飞时，ＰＳＥＵ输出起飞警告信号，出现起飞警告报警。

断是否可继续执行航班。此时：
Ａ． 如果ＰＳＥＵ灯灭，则认为该故障为属于瞬时故障，可
正常放行飞机，可以继续执行航班。
Ｂ． 如果完成以上工作后，ＰＳＥＵ灯仍亮，则说明有真实

３、由于该电门滚筒长期的被压缩，摩擦。导致水平安

故障存在。可判断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ＰＳＥＵ灯点亮。则执

定面支架组件与电门滚筒之间的间隙变大，即使支架组件与

行针对故障代码３１－５２００４的排故任务ＦＩＭ ３２－ ０９ Ｔａｓｋ ８１７

电门滚筒接触时，但由于间隙太大，导致电门没有被真正的

（Ｓｔａｂ Ｔｒｉ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 － Ｆａｕｌｔ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需要进

压缩接通提供接地信号，因此出现无论水平安定面在什么位

一步判断故障并结合相关ＭＥＬ条款，查看是否可放行飞机或按

置，ＰＳＥＵ都接收不到输入信号，从而导致即使安定配平超出

照ＦＩＭ手册进行排故。

起飞绿区，也无法触发起飞警告报警。为防止由于电门作动
机构失效导致的水平安定面指示故障， 波音加装了两个水平安
定面起飞警告电门：“Ｓ１１８３”和“Ｓ１１８４”（我公司７３７－
７００型飞机无此电门，８００型飞机有此电门）。Ｓ１１８３和Ｓ１１８４
这两个电门分别取代了Ｓ５４６和Ｓ１３２电门中的一条通路，以避
免Ｓ１３２或Ｓ５４６电门作动机构失效导致水平安定面配平超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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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验总结：
由于ＰＳＥＵ有一个特殊的称为“起飞构型警告报告”的非
易失性存储器，用于存储引起起飞构型警告音响的参数和起
飞构型警告逻辑。因此当起飞构型警告音响而中断起飞后，
机组须注意，当滑行至停机位之前，油门杆的位置不能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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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电子舱的ＰＳＥＵ（Ｍ２０６１）自测控制面板上执行ＰＳＥＵ
自检，读取起飞构型警告报告。
２、步骤
（ａ）在ＰＳＥＵ自测显示窗处读取起飞构型警告的相关代
码：
（ｂ）ＰＳＥＵ在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中也会报告与以上信息对
等的维护信息，确认ＰＳＥＵ显示的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中的故障并
依据相关手册采取相应措施。
图５

飞推力范围内。如果油门杆移动到起飞推力范围（即油门杆
角度大于５３度），ＰＳＥＵ将再次检查起飞构型的输入逻辑，而
此时如果有任一输入不在起飞构型状态，起飞构型警告音响
将再次响起，新的警告将覆盖原来导致中断起飞的起飞构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出现起飞警告报警时：
Ｉ、依据相关ＡＭＭ手册做ＰＳＥＵ测试，读取相关的故障代
码，通过故障代码，依据ＦＩＭ手册相关章节号，进行排故。
ＩＩ、由于起飞警告故障现象时隐时现的特殊性，在排故
过程中可借鉴相关的经验进行判断，最终找出故障源。

警告的原因，导致中断起飞的故障代码也将丢失。所以，对

ＩＩＩ、总结我公司近期出现的起飞警告报告中，大多数是

于机组非常重要的是，在因起飞构型警告而中断起飞后，维

通过更换Ｓ６５１电门后排除故障的，因此当出现起飞警告报告

持油门杆低于起飞推力（即油门杆角度小于５３度），确保起

且ＰＳＥＵ自测无代码时，可尝试更换Ｓ６５１电门或调节Ｓ６５１电门

飞构型警告的原始故障代码储存在ＰＳＥＵ存储器中。

与速度刹车手柄之间的间隙。

当油门杆放在起飞推力后，起飞构型警告的产生有可能

总之在出现起飞警告故障报告时，需要结合故障现象或

由于真实的起飞构型有误。但是，如果起飞构型正确且发生

故障代码进行判断，以便更准确的确定故障源，快速的排除

在高速条件下（约６０节或以上），有可能因为某部件失效或

故障，减少飞机延误或取消。

跑道不良状况引起剧烈震动而造成某部件的非正常调节，也
会导致起飞构型警告，此情况需要维护。
如飞机在高速条件下由于起飞构型警告而中断起飞，为
能将真实的故障代码储存在ＰＳＥＵ中，飞行人员和机务人员应
遵照以下程序操作：
Ａ、对机组
１、机组执行相关手册，确认飞机起飞构型正确。
２、如果需要机务维护，比如对于高速度中断起飞（６０节
或以上），建议：
（ａ）将飞机滑回到停机位做检查。
（ｂ）注意在滑向停机位时，不要操作油门杆到正常滑行
所需的推力范围之外，否则起飞构型警告再次发生后，相关
排故信息将丢失。
（ｃ）不要做任何测试，将油门杆保持在慢车位。
Ｂ、对机务
１、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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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沈阳维修基地连续实现第２６个优质安全年
南航机务工程部沈阳飞机维修基地 沈 卓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沈维完成Ａ３３０和

南航机务工程部沈阳

Ａ３２０系列飞机大修、换

飞机维修基地安全生

发、换起落架的全能力

产再传捷报。２０１９

建设，优化飞机检修流

年，沈维在坚持开展

程，将６Ｙ检压缩至１４天

常态化安全管理的基

周期，将１２Ｙ检压缩至２２

础上，积极应用ＡＰＳ理

天周期。首次承修Ａ３３０飞

论，规范生产流程，

机ＷＩＦＩ改装工作，为未来

降低安全风险，提高

此类改装项目的发展积累

作业效率，全年累计

了经验。沈维出台了核心

保障安全飞行９．１万

产品周期管控方案和相应

小时，完成２７０万维

措施，有效缩短了维修周

修工时，创产值１５．７

期，Ａ３２０飞机Ｃ检、大修

亿元，三方收入实现

周期指标均好于行业平均

１．５１亿元。完成飞机大修３６架次，Ｃ检８６架次，退租检４架

水平。

次，整机喷漆１９架次；附件修理年产值７．９亿元。沈维全年

沈维在重点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压缩复材维修

未发生一般差错含以上等级事件，连续实现了第２６个优质安

周期，建立起ＣＦＭ５６－７Ｂ反推及雷达罩翻修能力。发表短舱复

全年，以全年“零差错”的优异成绩为全年工作画上圆满句

合材料学术论文十余篇，申请发明专利４项，《发动机复材

号。

结构损伤修理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民航科学技术
一等奖。复材团队获评为民航科技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实现
这一年，沈维加快发展步伐，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ＡＰＳ５０００型ＡＰＵ亚洲首修，提高ＡＰＵ工程技术水准，召开了首
次南航ＡＰＵ工程管理研讨会；《ＡＰＳ３２００型号辅助动力装置精

展。
沈维推动航线能力建设，完善航班正常性保障方案，以
“数字化航线”促进航班保障工作的规范高效，坚持抓好重
大、重复性故障的防控与排除，全年共组织排故１２５８余起。

细化维修质量体系的构建与实施》项目荣获２０１９年度中国质
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二等奖，成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民航单
位。

努力推进抢修支援能力建设，圆满完成异地排故６起，非本站

沈维顺利通过ＦＡＡ和ＥＡＳＡ年审，并完成多项维修能力的增

飞机排故１１２起，完成过站飞机例行／非例行工卡７４８份，支援

项。南航沈阳航材保税库也正式投入使用，保证国际航材实

外站航材需求４２起。持续抓好客舱设备维修、客舱勤务保障

时通关，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实现ＯＥＭ厂家航材寄售，减少

和飞机清洗工作，打造舒适乘机环境，有力提升航班运行品

库存资金占用，降低融资成本，为南航在东北亚地区开拓飞

质。

机及航空部件维修的国际三方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目前ＩＤＧ寄

54

www.camac.org.cn

售库平均取件时间已缩短至２天。沈维完成汉莎和法航ＩＤＧ送
修，实现了ＩＤＧ海外业务的突破。未来，沈维将抢抓机遇，努
力提升各类航空维修项目的市场份额，充分运用南航的网络
规模效应，积极开辟国内、国际三方市场。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沈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大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以公司“三二四五三”战略框架为指引，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坚持“安全第一”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抓好安全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党
建各项工作，不断深化ＡＰＳ应用，持续提升维修能力和管理水
平，力争在项目、产能、质量、效益、效率等方面实现较大
提升，安全上实现“零差错”；出勤故障率不超过０．３２％；完
成飞机大修６０架次、Ｃ检６０架次、整机喷漆１８架次，飞机完好
率不低于９６％；完成ＡＰＵ深度修理２４０台次、短舱部件修理２６０
件、ＩＤＧ／ＣＳＤ修理３００台次；全年维修工时达到２８０万。价值创
造方面，实现年度总产值１６亿元，持续打造“中国一流、亚
太知名、客户首选、员工喜爱”的东北亚飞机维修中心，为
南航机务系统建设世界一流机务维修服务品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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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读者：
《适航与维修》杂志是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中国民用航空维
修协会（下文简称“协会”）主办的国内民航维修系统的核心刊物。
目前《适航与维修》杂志的发行面已覆盖民航局（包括各地区管理局
和监管局）、国内航空公司及各分子公司和维修基地、维修机构、制
造企业、科研院所和院校等单位。。
《适航与维修》杂志始终秉承“服务维修行业、服务机务人”及
“业内资讯与服务会员并重”的办刊宗旨和理念，其内容涵盖了新闻
资讯、专题报道、维修管理、技术交流、先进集体或个人事迹等多个
板块，并得到了各界领导及广大读者的帮助、信任和肯定。
《适航与维修》杂志，自创刊至今的２０年间，经过不懈努力，
已经成为民航维修业内最专业、最权威的期刊。在民航局和各民航单
位的支持下，文章专业性得到了行业充分认可，在政策解释、维修管
理、排故方法、技术介绍、市场分析和行业数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
专业水准和借鉴作用，为行业交流和知识推广，提供了平台，是行业
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适航与维修》与时俱进，在纸质传媒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网络
传媒，通过网站和微信，及时将行业信息和行业知识，发送给全行业
和社会，对行业的舆论宣传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２０２０年，《适航与维修》将选择刊登最优秀的精品文章，突出杂
志“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行业定位，深入报道行业的先进管理理念、
行业发展动态和机务人员的感人故事，进一步推广维修排故经验、新
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等。希望各位读者关注和参与《适航与维修》的
创新和改进，让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为中
国民航维修业的健康发展增砖添瓦。在此还希望各位同仁对办好《适
航与维修》杂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踊跃投稿本刊。
投稿要求：
投稿字数掌握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字，明确标题、简明摘要；要求标
明文字引图号码与所配图片号码相对应；要求插图清晰度高、分辨率
３００ｄｐｉ以上，以满足杂志印刷要求；注明文章作者姓名、所属单位、
联系电话、地址、邮箱等，以便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投稿请至：
中国民用航空维修协会《适航与维修》杂志
联系人：杨苑
电话：０１０－６４２９９５２５
传真：０１０－８４２５４８１９
邮箱：ｙｙ＠ｃ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２８号英特公寓Ｂ座１８Ｂ
邮编：１０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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