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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CP131-9A型APU的风扇组件故障研究

东航西北分公司   杨  绪  贾兴华 

摘要：

以典型APU自动停车和客舱油烟味的故障为研究对象，从

在翼内外部漏油点的检查和金属屑检查，分析出冷却风扇组

件导致故障的可能性和影响。通过对大量冷却风扇组件的修

理过程进行分析，提出增加风扇组件修理可靠性的建议。并

对APU修理过程中与风扇组件相关工序分析，提出风扇组件的

清洗、封存和安装的分析和建议。本文较全面的分析了风扇

组件在使用、修理、安装等环节的技术细节，为降低风扇组

件的故障率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空客A320系列飞机是航空公司的主力机型，国内大部

分航空公司选装GTCP131-9[A]型APU（飞机辅助动力装置，

Auxiliary Power Unit，简称APU）。据某大型航空公司维修数

据统计显示，近年来因为APU上的冷却风扇组件故障而导致的

更换APU的数量增加，由原来每年的2、3起增加到近10起。而

更换APU不仅给航空公司航班运营造成压力，每次约200万的

修理费用还造成较大的成本压力。

冷却风扇组件的典型故障现象是在APU磁堵探测到大量银

色片状或块状的金属屑，一般会导致APU自动停车，严重时会

导致客舱有油烟味。客舱有油烟味时，也会造成驾驶舱或货

舱有油烟，甚至会触发烟雾警告系统。例如2018年B-67XX飞

机起飞以后出现后货舱烟雾警报，机组按下灭火瓶后返航，

直接影响该航班延误3个小时，后续航班更换飞机执行，为排

除该故障飞机停场了2天，最终清洁空调系统和更换APU后恢

复运力。如何尽快排除在翼风扇组件故障，如何提高风扇组

件修理和使用的可靠性，值得深入研究。

1、风扇组件故障原因分析

以B-67XX飞机上文描述故障为例，该飞行记录本和中

央故障显示组件（Centralized Fault Display System，简称

CFDS）的信息显示APU自动停车，详细报告有“OIL COOLER 

(8079KM) /  COOLING FAN (8053KM)， FCN 211” 和“Oil 

filter shows clogged ! GEN SCAV + LUBE FILTERS (8069KM) / 

(8076KM)， FCN 102 ”，同时机组反映客舱油烟味。导致客

舱有油烟味是滑油系统故障的大敌，不仅需要排除APU上的故

障，还需要清洁空调系统的管路和部件。这是一起故障现象

较复杂的故障，涉及到了故障的多方面影响，以下是详细分

析和故障排除过程。

首先需要检查 APU进气道，该机进气道发现有大量滑

油，拆下负载引气活门可见明显油迹，这一现象证实了客舱

有油烟味的污染来源。进气道发现滑油原因有内部泄漏和外

部泄漏两种，内部泄漏大部分因为前轴承封严损坏导致，外

部泄露因为外部LRU（Line Replaceable Unit的缩写，表示装

在APU外围的航线可更换件）或管路漏油导致。APU滑油外部

泄漏后，被重新吸入进气道后，混合空气后通过负载引气通

路形成油烟后，进入飞机空调系统，会造成客舱、驾驶舱和

后货舱的油烟味。按照由易到难排故顺序，外部泄漏比较容

易检查，哪里有漏油点就进一步检查，该机在冷却风扇组件

附近发现到大量滑油，疑点最大的初步锁定冷却风扇组件故

障。

其次，考虑到故障代码显示有“滑油散热器、风扇组

件、滑油率堵塞”，共同点就是检查磁堵。拆下磁堵检查发

现有少量金属屑，拆下冷却风扇组件，发现风扇组件卡阻，

叶片损伤严重。风扇组件是齿轮箱的从动部件，因此风扇组

件故障是导致APU自动停车的直接原因。磁堵上的金属屑来

自风扇内部磨损产生的金属屑，同时金属屑随着滑油系统循

环，对APU前后封严和轴承会造成二次损伤，这可能会导致封

严处漏油，轴承损坏等其它情况发生。按照以往经验，该风

扇组件损伤还不是最严重情况，更严重的是曾发现其他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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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扇轴承保持架断裂掉块，风扇下游的滑油散热器冷却空

气进口都有金属屑。

再次，进一步分解齿轮箱和风扇组件检查，冷却风扇驱

动轴有磨损，风扇组件内部的轴承损坏，齿轮箱相对应的齿

轮上有啃边现象。这些损伤产生的金属屑进入APU的滑油系统

中，被磁堵探测到，堵塞油滤触发APU的保护性自动停车信

号。同时发现风扇组件的内部封严损坏，会造成原本是内循

环的滑油从冷却风扇的气路，流入APU舱和进气道入口，被吸

入引气系统，也会造成客舱有油烟味。

综上分析和检查，确定了是风扇组件故障导致了APU自动

停车和有客舱油烟味故障的原因。

2、风扇组件修理的质量评估

如风扇结构图1所示，冷却风扇组件是一个单级轴流风

扇，安装在齿轮箱上，风扇排出的空气通过管道进入滑油冷

却器和APU舱进行冷却，滑油冷却器用于冷却整个滑油系统

的温度。风扇组件中包括的零件有铝制进气壳体、齿轴、轴

承、碳封严、风扇转子和静

子等。风扇组件的润滑方式

是压力供油润滑，重力回油

至齿轮箱内。轴承腔封严方

式如封严结构图2和封严结构

图3所示，篦齿封严气路，碳

封严油路，采用空气缓冲，

防止油雾进入气流通道。对

于高转速的现代动力装置，

图1

 

图2

篦齿封严和碳封严是最常用也有效的封严方式，也是历次检

查的重点之一。

风扇组件内部损坏原因分析如下：风扇组件长时间的

运转磨损，可能会造成偏心转动和封严的磨损失效。封严失

效后，滑油会进入冷却气路，使得滑油耗量大并污染气路通

道。前面滚珠轴承磨

损后会偏摆转动，在

润 滑 不 充 分 的 情 况

下，脆弱的轴承保持

架会率先断裂，产生

的碎块和金属屑随着

滑油流回齿轮箱，积

累到一定程度即触发

APU保护性停车。

通过分析风扇组

件修理报告，可以用

来初步确认和判断风

扇组件故障的来源，

有助于APU修理维护

方案的制定。经抽取一段时间的36次风扇组件的修理记录数

据，其中更换风扇组件内部子部件次数在10次以上的有8个

子部件，参考分解图4，分别是齿轴（图3——130）修理或

更换了25次，滚珠轴承（图3——270）更换了22次，滚棒轴

承（图3——250）更换了20次，封严（图3——190）修理或

更换了14次，转子封严（图3——240）更换了11次，轴承垫

（图3——260）、转子（图3——90）、耐磨壳体（图3——

125）各修理或更换了10次。

从更换件的功能上分析，主要修理工作是从转动件及其

轴承、封严等方面着手进行修复。损伤率最高的是齿轴，其

次是滚珠轴承和滚棒轴承。由此

可见，对于高转速的风扇组件，

转动件及其相关的封严组件是重

点检查对象，在修理过程中需要

对继续使用的轴承进行严格的检

查；其次需要关注转动件的动平

衡工序，使之处于可控状态；最

后在组装完成后需要重点检查气

密测试数据。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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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APU修理过程中对风扇组件的处理及建议

在APU修理过程中，在维修方案制定、拆卸清洁、安装过

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可能对风扇组件质量影响的细节。

在维修方案的制定过程中，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和

设立标准，寻找可靠性更高的途径来满足快速增长的修理量

需求。建议根据风扇在翼使用的时间，损坏的频率等来判断

其修理范围是修理、功能测试，或是操作测试。

在拆卸清洁的过程中，对于要做操作测试的风扇组件

需要进行保护。风扇组件的齿轴和封严的润滑保护如果不到

位，可能会对齿轴的转动、轴承的润滑和封严造成破坏。与

风扇关联的齿轮箱、齿轮等部件属于多孔洞设计，采用压力

供油，当出现积碳、杂质侵入时，其润滑、传动等都可能会

影响风扇的正常运转。

在安装过程中，齿轮箱的装配精准度，会影响齿轮间的

啮合位置。由于装配时APU齿轮箱部分处于干燥状态，周围

环境和人员产生的颗粒杂质等会进入齿轮箱内部，当齿轮在

几万转的高速运转时，起动的初始几秒中，阻力大，润滑不

足，杂质介入等影响会造成磨合效果不良。因此，装配过程

的间隙调节精度和清洁、润滑工作如果不到位，会影响风扇

的初始磨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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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修单位风险管理评估的分析与探讨

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适航维修处   刘  佳

东航技术西北分公司   王战兵

引言：

风险管理是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识别、

分析、排除各种危害及其带来的风险或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

的程度的管理方法。CCAR-145规定维修单位初次申请或变更

维修类别或项目时，应启动风险管理，并向局方提交风险管

理评估报告。本文从维修单位的风险管理评估报告入手，通

过对报告梳理和分析，探讨风险管理的系统和工作分析、危

险源识别、风险分析和评价、风险控制四个环节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进而提出改进的建议。

风险管理评估报告，是指维修单位进行风险管理形成的

书面汇报。当维修单位变更维修类别或项目时，风险管理评

估报告被要求与《维修许可证申请书》、符合性报告等申请

资料一同提交局方审核。目前，CCAR-145规章及其咨询通告

对风险管理评估报告没有统一的格式和内容要求，由维修单

位按照实际情况撰写。

虽然无统一的内容格式要求，但是作为局方评估受理的

材料之一，结合局方评估经验认为，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对风险管理的背景说明，包括风险管理的对象、

内容、评估人员、实施日期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系统和

工作分析采用的方法及说明；第三部分，与本次申请内容相

关的新危险源识别；第四部分，风险管理专家对识别出的危

险源进行严重性和可能性预估和根本原因的分析，判定其风

险等级或可接受程度；第五部分，为每一个非“绿区”风险

的危险源制定风险控制或缓解措施；第六部分，对采取风险

控制或缓解措施进行有效性评估和衍生风险评估。对于控制

或缓解后未能降到可接受风险等级的危险源再次制定控制措

施，并跟踪监控。

本文从FSOP系统采集了21份近两年西北辖区维修单位变

证申请时提交的风险管理评估报告。通过整理，统计出风险

管理各个环节存在问题的次数（见图1）。计算得出，下列四

个环节存在问题的占比分别是71.4%、90.5%、76.2%和71.4%。

一、原因分析

（一）系统和工作分析环节

系统和工作分析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指对系统和工作

细化并分析，用于识别危险源和进行风险分析。所有报告中

仅有6份正确完整地实施了系统和工作分析（见图2），其中

不正确的系统和工作分析报告体现为：

一是将系统和分析工作当作情况说明或符合性说明。此

处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企业混淆风险管理评估报告和规章符

合性报告。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安全管理体系下的风

险管理过程的书面反映，后者是质量管理体系下质量内审后

对规章的符合性说明。二者分工不同，实施对象和方法也不

同。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在接下来的危险源识别环节容易

走偏或者抓不住重点。

二是忽视运

行环境和条件变

化，人为简化和

弱化危险源的覆

盖面和影响面，

从而影响关键危

险源的识别。

图1 各个环节问题出现次数统计

图2 系统和工作分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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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源识别环节

本文所采用的“危险源”定义为有可能导致人员受到伤

害、疾病或死亡，或者系统、设备或财产遭破坏或受损，或

者环境受到破坏的任何现有的或潜在的状况和物品。基于上

述定义，21份报告中共收集到168条危险源，其中因描述不

当不能认定为危险源的共35条。其余133条中，近一半是违章

违规问题（见图3）。

如果将违章违规问题，如“缺少相关适航性资料或适航

性资料非现行有效”、“NDT工作人员的视力条件不达标”等

显性问题比作“冰山之上”，而“冰山之下”为存在安全隐

患的隐性问题，如“工作梯不稳定”、“NDT设备失效”等。

质量内审更多的针对“冰山之上”，而风险管理则针对“冰

山之下”。从目前维修单位开展的风险管理来看，企业将过

多的精力放在“冰山之上”，而真正需要被识别的“冰山之

下”的危险源不能够完全被识别出来，这使得安全风险管理

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风险分

析和评价环节

在此环节，风

险管理专家对识别

出的危险源进行严

重性、可能性的等

级分析和根本原因

分析，得出对危险

源的风险等级或可接受程度的评价。本环节的问题体现在风

险分析不完整，21份报告中只有5份报告完整地进行了风险分

析，另外16份报告均无根本原因分析（见图4）。有3份报告

未对每个危险源单独分析和评价，而是将所有危险源作为一

个整体分析和评价。

图3 危险源识别环节

图4 风险分析和评价环节

进行根本原因分析是制定有效措施，降低风险的第一

步。目前企业风险管理中，措施和危险源往往贴合度不高，

甚至出现脱节的情况，究其原因，除了人员制定措施时考虑

不周，还与不注重原因分析有关。

（四）风险控制环节

风险控制环节是基于对风险的评价结果，对不同的风

险等级采取不同的控制或缓解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对措施

进行有效性评估和衍生风险评估非常重要。在此环节仅有四

分之一的报告

进行了措施有

效性和衍生风

险评估（见图

5）。而进行了

衍生风险评估

的报告中衍生

风险都是不存

在。

二、几点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的关系，

是正确实施风险管理的前提。二者都是系统管理的要求，但

又有本质的区别。一是站位不同，质量管理体系是通过日常

管理、内部审核等方式不断查找已建立的质量体系存在的漏

洞，通过不断验证系统的文文相符和文实相符，达到完善手

册体系的目的；而安全管理体系着眼于管理成本的控制，简

单地说就是：考虑各种措施的得失利弊，以发现最佳的解决

方案，花小钱，办大事。二是查找问题的点面不同，前者侧

重解决“冰山之上”的问题，而后者侧重发现和解决“冰山

之下”的安全隐患。三是安全管理体系更关注运行环境和条

件变化带来的影响。变更维修类别或项目等变化因素犹如平

静海面上的一个风浪，会动态改变“冰山之上”暴露的体积

（符合危险源是一种状况的定义描述），安全管理体系就是

要敏锐地识别这类变化，做出安全成本投入的积极应对。

第二，企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对风险管理的各个环

节要确保正确顺畅地实施。一是进行系统和工作分析时，要

考虑运行环境和条件变化对安全的影响。以SHEL模型分析为

例，企业在申请新增能力时，SHEL模型中的四个要素和各要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界面发生了变化，对原来的系统会产生了

图5 风险控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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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些影响会带来的隐患应是风险管理的重点。二是对

危险源的描述要能够分类分级。危险源库中的危险源如果描

述各异，本身就不利于分析统计和监控。因此在对危险源描

述是语言要简练准确、性质相同的要归纳和概括。三是在进

行风险分析和评价时注重根本原因的分析。通过分析，利用

“规避”、“减少”、“隔离”三种战略来进行风险控制或

缓解。同时，可能性和严重性的等级参考标准应符合本单位

实际情况，且便于风险管理专家进行评价操作。四是制定风

险控制或缓解措施后，确保对措施的有效性和衍生风险进行

评估，避免风险管控不到位或产生新的风险。

风险管理作为安全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是维修单位促进

安全管理、提升安全水平的重要“工具”，运用好这一“工

具”显得尤为重要。风险管理以运行环境和条件变化为核

心，因此要求维修单位要量体裁衣，不能生搬照抄，自下而

上发挥每个安全员、每个风险管理专家、每个风险评估小组

的作用，从而全面落实CCAR-145规章中“责任经理对人、

财、物的科学合理支配”的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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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0S飞机AIDS系统LABEL参数
在排故中的运用

南航湖南分公司维修厂   梁春光

摘要：

本文简单介绍了A320S飞机AIDS系统和LABEL参数以及利

用LABEL参数来排除飞机系统故障的典型案例，供机务维护工

作人员借鉴。

一、AIDS系统概述

AIDS是Aircraft Integrated Data System的缩写，全

称为飞机综合数据系统。AIDS 主要由数据管理组件DMU或

FDIMU(DMU部分)和选装的数字式记录器(DAR)组成。 DMU/FDIMU

（DMU部分）是AIDS 的核心并且经地面支持设备(GSE)可重新

配置。DMU（Data Management Unit）与飞机其它的系统相连

接，来自60多个ARINC 429数据线的大约13000个参数被输入

DMU。通过AIDS可

以实现对发动机

和APU持续性的监

控，从而避免一

些额外的维护或

实现按需维护；

AIDS还被用于完

成 各 种 工 作 任

务，比如硬着落

探测、机组熟练

度监控和系统层

面的排故。

DMU/FDIMU

（DMU部分）专用于ARINC 429 DITS数据采集和处理。基于其

输入参数，DMU/FDIMU（DMU部分）可以实时处理多个任务，

其结果可以输出到SAR上、PDL软盘上、PCMCIA卡上、MCDU屏

幕上或者通过驾驶舱打印机直接打印输出数据；也可以通过

ACARS直接下载到航空公司地面站的GSE计算机中。DMU/FDIMU

（DMU部分）的功能之一是产生特定触发条件下的AIDS标准

报告，标准报告具有监控功能，具有固定的触发机构、固定

的数据收集和固定的输出格式，AIDS监控功能可以用于发动

机、飞机和APU的趋势分析。在飞机运行异常时（例如发动机

超温）也收集飞机数据并自动输出。

二、Label 参数介绍与调取

DMU/FDIMU内部处理的参数被称为“内部参数”，所有

内部参数均由EQ/SYS/LABEL/SDI 构成的参数编号来识别。其

所连接的任意一条数据总线上传输的每个参数（ARINC 429数

据字）都是可

选的。在菜单

“A I D S：P a-

rameter CALL-

UP--LABEL”

中可以使用：

E Q 、 S Y S 、

LABEL、SDI和

数 据 位 数  进

行参数调取并

显 示 在 M C D U

屏幕上，各参

数之间用斜线

隔开，其中数

据位数可以省

略，默认值为

18；显示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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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每秒更新一次，一页可显示2个参数；经由上/下选页按钮

可以选择8页，这样可以同时监控最多16个参数。输出数据以

二进制显示，数据位于“DATABITS 28-11”下一行共18位，

即从第28位数值向右依次递减到第11位数值；但是这18位数

据所代表的意义需要到系统所对应的AMM/ASM/TSM章节或者空

客文件ACMS-AIDS Input Parameter List (AIPL)或者手册ESLD

（ECAM System Logic Data）查找。

参数调用示例：EQ/SYS/LAB/SDI = 06F/1/151/01

EQ： ARINC 429设备代码，两位十六进制字符表示，有

效输入为三位；例如：6F代表BMC；

SYS：系统号，一个字符，从1到4；

LAB：标签号，三位的八进制字符表示，有效输入000-

377；

SDI：源/目的标识，有效输入为00, 01, 10, 11 。

三、LABEL参数在排故中的运用案例

1货舱门在关好后下ECAM仍显示琥珀色未关闭

这是航线工作中常见的一个故障,以后货舱为例，根据

ASM31-54-05，如果出现这个故障，可能的原因是后货舱门

手柄临近电门34WV，或者是后货舱门门框临近电门32WV，或

者是LGCIU-1。临近电门34WV则是监控货舱门手柄的位置，而

32WV监控货舱门的位置，两者有任一个出现故障或是间隙过

大，就会出现这个故障现象。这三个原因里面，34WV和32WV

的故障居多。

如何才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的源头，我们就可

以利用LABEL参数。根据AMM32-61-00，34WV和32WV电门对应

的数据位分别为No17和No19位；其中EQ为06D，LAB/SDI参数

为022/01。

在LABEL  CAL L-UP中输入EQ / S Y S / L AB / S D I参数：

06D/1/022/01就可以显示出28-11数据位；其中第17位显示的

数据是“0”，第19位显示的数据是“1”，更换32WV后第17

位显示的数据变为“1”，故障排除。同理，如果第19位显

示的数据是“0”，那问题就出现在34WV上面，可以通过重新

调节间隙或是更换34WV来解决。如果两个数据位都显示“1” 

，那就不是32WV和34WV的问题，就可以去隔离LGCIU或是LGCIU

与这两个电门之间的线路；这样就可以快速地判断出故障的

电门。

2判断ECAM警告：HYD Y RSVR OVHT 信息真假

我公司某架A320飞机短停时出现ECAM警告：“HYD Y 

RSVR OVHT”，SD页面显示“OVHT”琥珀色字样。查询MEL，

对于ECAM警告HYD Y RSVR OVHT的放行条款是：若此警告为真

警告（即油箱确实超温了），飞机不放行；若警告为假警告

（即油箱并未超温），可以按照MEL29-09-06放行飞机。那么

如何判定“HYD Y RSVR OVHT”警告信息真假呢？我们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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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LABEL参数来确定液压油箱的温度，然后判断液压油箱是否

超温。

要读取液压油箱温度，首先要确定EQ/SYS/LABEL/SDI组

成的参数编码。查找系统原理图得知液压油箱的两个温度传

感器分别传输模拟温度信号给SDAC1和SDAC2，而SDAC对应的

EQ为029，所以获得更详细的LABEL参数需要继续查找ASM31-

54-02，查找ASM31-54-02 SCH02发现黄系统油箱温度传感

器输入信号对应的LABEL/SDI为

172/10；因此读取液压油箱温度

的参数编码EQ/SYS/LABEL/SDI为

029/2/172/10和029/1/172/10。

其次，要正确识别029/2/172/10和029/1/172/10输出数

据的意义。但AMM31-54-00并未给出SDAC输出数据的相关信

息，比如精度、分辨率、最低有效位、编码方式等信息。为

了获得这些数据信息我们需要在空客文件AIPL或者手册ESLD

查找。查询空客AIPL文件得知：LSB为第21位、采用二进制编

码、分辨率为1度、温度范围+/-256度、有效位数为8位等信

息。

在LABEL CALL-UP中输入029/2/172/10和029/1/172/10获

得黄液压系统液压油箱温度数值，有效位第28-21位分别为

00110110和00111000，转为十进制后数值是54和56；因精

度为1，所以黄系统液压油箱温度数值为54度和56度，低于触

发过热警告的温度92度，判定该过热警告为为假警告，按照

MEL29-09-06放行飞机。

同理，我们可以调取SADC

内部数据获得绿系统、兰

系统液压油箱温度数值，

用于帮助我们快速判断系

统过热警告的真假或者用

于系统排故。

3 Pt传感器故障导致

引气系统故障

某架A320飞机航后报告有CFDS信息：PRESS REG-V 

4001HA1 OR SOL 10HA1 OR SENSE LINE，无警告信息。按照

TSM 排故更换了左发PRV、 10HA1,检查信号管无渗漏，后续

仍然有CFDS 信息。接通APU 引气，检查引气页面左右引气压

力（8HA1与8HA2）一致、温度(6HA1与6HA2 )一致；但是无

法看到转换压力传感器7HA的数值。那如何才能读取7HA的数

值呢？根据ASM36-11-01和ASM36-11-02，转换压力传感

器7HA1/7HA2数据是分别传输给BMC1/BMC2(其EQ为06F)；查询

TSM36-11-00 BMC output data bus或者AIPL均能获得左发Pt

的LAB/SDI参数为151/01；右发Pt的LAB/SDI参数为152/10。

启动双发后在LABEL CALL-UP中输入06F/1/151/01和

06F/2/152/10即可获得左右发引气系统转换压力传感器7HA的

数据,对比左右转换压力传感器压力值基本相等，指示正常。

关闭双发后发现当右发7HA2 值为零时，左发7HA1 值不降为

零；随后更换左发7HA1后试车正常，故障排除。后期译码也

发现左发7HA1有波动，与右发不一致。本次故障是一起典型

的传感器故障导致的引气系统故障，如在排故前使用LABEL 

CALL-UP获得传感器的数据即可直接找到故障源，从而避免其

他部件的更换并提

高排故效率。

4 间 接 调 用

LABEL参数排除发动机滑油压力指示低故障

我公司一架A320飞机起飞5分钟后，机组报告右发滑油压

力指示偏低，从14到16PSI,后来降到6-10 PSI，右发滑油量

和滑油温度正常，振动指示正常，机组收油门至慢车，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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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航。飞机落地后检查右发滑油箱油量正常，发动机外观未

见漏滑油，ECAM 显示右发滑油量18，检查CFDS 没有右发故

障记录。地面双发试车发现左发滑油压力指示正常，右发滑

油压力指示低。进入AIDS打印ENGINE RUN UP REPORT<11>，

发现左右发滑油压力值OIT均为19PSI，右发滑油压力值与

指示值不一致。根据AMM 31-37-73中ENGINE RUN UP RE-

PORT<11>解释说明可以确认发动机滑油压力值调取的数据来

自FWC，即026/1/317/10，查找ASM可知其与ECAM页面滑油压

力指示值信号分属不同的线路。根据ASM和此对比结果可以

判断为指示系统故障。后续通过对串和更换SDAC，确定两部

SDAC均故障，更换两部SDAC后试车指示正常。

四、总结与展望 

使用AIDS系统LABEL参数功能可以调取到6000多个飞机各

系统传感器的实时参数，利用AIDS获得的各系统工作参数，

不但可以辅助我们进行飞机故障分析，甚至可以准确定位

故障源，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排故方向，让我们少走了弯

路，同时可以在排故过程中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但是这

种方法的前提是对各个系统工作原理的熟练掌握和参数的正

确理解，如果对系统不熟悉，不能正确理解参数的意义，即

使获得再多的数据也无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编程

设置让AIDS系统输出更多的标准报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读

取换算成十进制的数据，读取系统数据更加简单、直接，则

将来更有可能让LABEL参数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排故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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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37NG飞机应急灯不工作故障浅析

昆明航空有限公司   李  强

一、系统介绍：

应急灯为飞机内部和外部一些区域提供照明，也为出口

通道作识别用。系统由两个控制电门（驾驶舱P5板和后乘务

员P14面板）、出口标志、过道灯、地板临近灯、滑梯灯以及

八或十个电池控制组件等组成。28V 直流 1 号汇流条为其提

供电源。

1、28V直流电为应急灯的充电和控制逻辑电路提供电

源。当以下情况发生时， 充电电路给电池组件充电：1）、

P5 板应急出口灯电门在 OFF 或 ARM 位；2）、28v 直流 1 

号汇流条有电；3）、乘务员面板应急出口灯电门 NORMAL 位

2、当 P5 板电门在 ARM 位时，当以下任一情况发生，

电源就将应急灯点亮：

1）、乘务员面板应急出口灯电门在 ON 位；2）、28v 

直流 1 号汇流条电压小于 12V

3、每个应急灯电池组件都包含了一个电池测试电门。如

果按压这个电门，连接到相应电源组件控制的应急灯就点亮

一分钟。每个应急灯电池控制组件为相应的一系列应急灯提

供电源。当一个电源电压变低时，相应的应急灯就熄灭。应

急灯工作超过 10 分钟。 当 28V 直流 1 号汇流条有电，并

且 P5 板的应急灯电门和乘务员面板的

应急灯电门都没有在 ON 位，那么电池

组件就开始充电。完全充电的时间取决

于应急灯使用时间。

二、应急灯及电池组件位置：

一）应急灯的分类：

根据SDS33-51相关介绍，NG飞机

的应急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图

1）：

二）应急灯电池组件及所控制应 图1

急灯关系：

对于NG飞机来说，其构型偏多，不同的飞机其客舱内的

应急灯电池组件数量不同，700飞机应急灯电池有8个，800飞

机电池组件有10个。位置也有差异（不同的电池组件均有不

同的编号，方便在工作中识别。）。下面分别介绍700和800

飞机的电池组件位置。

一）700型飞机应急灯电池组件位置（图2）：

二）800飞机应急灯电池组件位置

（图3）：

（注：以上表格均是天空内饰的NG

飞机应急灯电池组件位置以及所控制的

灯之间的关系，仅供参考，实际排故过

程中涉及到飞机的有效性，请针对有效

手册施工）

三）、如何快速识别电池组件的位

置：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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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利用飞

机上的电池组件标

牌来快速锁定（如

图4）：

（ 此 标 牌 位

于PSU与窗灯组件

之间，PSU的边缘

侧。）

2）、利用手

册中的站位查找：

例如：M1676

的 实 际 位 置 查 找

（以800飞机为例）

在对应的飞机

SSM手册中可以查

看该电池组件的站

位（STA500C+7，

WL213，RBL67）根据此站位在图5中查找。

三、原理介绍：

一）、应急灯工作情况说明：

1、电池组件的具体工作情况如（图6）所示：

驾驶舱应急灯电门放ARM位时，当DC BUS 1的电压低于

12V，应急灯点亮。 DC BUS 1从TRU1得电， TRU1从TRANS 

图4

图5

BUS 1得电。因此，航后交流电一断电，应急灯就亮了。

由（图一） 可以看出控制电池组件处于何种工作状态和

28V 的直流汇流条的电压是否大于12V 也有关。 

1）、当28V直流汇流条电压＜12V时，P5板的S7电门在

“OFF”位和P14板的S2电门在“NORMAL”时，应急灯不工

作，其余状态应急灯均工作，消耗电池电量。

2）、当28V直流汇流条电压＞12V时，P14板的S2电门在

“NORMAL”位，此时只要P5板上的S7电门不在“ON”位时，

应急灯不工作。其余状态下应急灯均工作，消耗电池电量。

通过分析可知当28V 直流汇流条的电压＜12V 时， 即使 

S7 电门打到ARM位应急灯电池也是在放电的，这点也正好证

明航后要把驾驶舱P5板上的应急灯电门 S7 打到OFF 位，不能

打到ARM 位。

2）、电池组件原理分析：

每个应急灯电池组件由一个应急电池，4个保险，8个

输出口（每两个输出口用一个保险）组成，给相应应急灯供

电。应急灯电池在进行完全的充放电之后，需要90分钟的完

全充电时间，可对应急灯组件提供15分钟的照明时间。当

飞机勤务电接通时，对应急灯电池进行充电。在（图7）中

可以看出，当S7和S2电门位置一定时，电池组件控制线路的

3、4号销钉的输出情况有所不同【高电位（OPEN）是 1，低

电位（GND是0】，从而直接影响到应急灯的工作情况。从应

急灯电池组件原理图可以看出要想应急灯电池放电，其插钉

P9——P16均要有电流输出。有以下几种情况：1）、28V直

流电压无输入且PIN4电位为高电位，此处的28V直流电压为电

池充电电压来自飞机28V直流汇流条，当飞机断电时此汇流条

掉电。PIN 4为电池组件控制输入。当驾驶舱P5板控制电门S7

在ARMED位置且后乘务员P14板控制电门S2不在ON位，此销钉

电位为高电位，所以当飞机断电，且电门预位应急灯就可燃

亮。2）、当PIN 4低电位输入且PIN 3高电位输入， 当驾驶舱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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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板或后乘务员P14板电门在ON位输入时，就能实现应急灯

控制输入。3）、通过电池充电器上的1分钟延时测试按压电

门，对相应的电池组件进行控制。PIN9-PIN16分为4组互相独

立，每组都有一个保险丝。任何一根保险丝烧断，对应的电

池组件所控制的应急灯即不工作。

3、线路图分析8：

从（图8）中可以看出，通过 28V 直流汇流条 1分别经

过个8个应急灯电池组件供给所有应急灯。其控制是通过驾驶

舱P5头顶板上的S7电门和后乘务员P14面板上S2电门。

结合线路（图8），具体分析当S7和S2电门分别处于何种

位置时，会使应急灯工作。

A）、当S7 在OFF 位， S2 在ON 位时， 【供电线路如图

三中蓝色线（以M1674为例）】：

从线路图中可以看到S7 电门给PIN4 提供接地路线，但

PIN3 是断路，所以电池组件输出，从而应急灯工作。P5 板上

的NOT ARMED 灯和左右的MASTER  CAUTION灯亮，而且后乘务

面板上的应急灯电门上的灯也点亮。

B）、当S7 在ON 位， S2 在NORMAL 位时，【供电线路

如图三红色线（以M1674 为例分析， 其他应急出口灯的电池

组件的供电及控制相同）】：从线路图中可以看到S7 电门给

PIN4 提供接地路线， 但PIN3 是断路， 所以电池组件输出，

应急灯工作。 同时P5 板上的NOT ARMED 灯和左右的MASTER 

图7

图8

图9

CAUTION 灯亮。

C）、当S7在“ARM”位，S2在“NORMAL”位时，从线

路图中可以看到S7电门提供的PIN4、PIN3均是断路路线，

因此电池组件无输出，应急灯不工作。同时P5板上的“NOT 

ARMED”和左右的“MASTER CAUTION”灯均不亮。

D）、其他电池组件供电的电路以此类推，在此就不加赘

述。

E）、结合图二和图三的分析可知，控制电门S7和S2无论

用哪个电门去控制线路，只要能够提供电池组件的控制线路

中的 PIN4 接地，PIN3 断路，电池组件才能有输出，应急灯

才能正常工作。

4、特殊灯组件M2837、M2838：

在每架飞机的应急门的逃生灯下部会有一组灯，设备号

为M2837,M2838，该灯组件内部有两组灯带，一组灯带是白色

LED灯，供电来源于应急灯电池组件，通过灯组件本体上的J6

插头输入，按应急灯的控制逻辑点亮，这部分LED灯带算作应

急灯的一部分。

1）、针对800和700型飞机：

800型飞机有两组这类的灯组件，分别为M2837和

M2838。应急灯电池组件供电时，有M1695和M1694电池组件

供电，M1695供电给FWD OWE LIGHT MODULE（M2837 STA590 

R）和AFT OWE LIGHT MODULE（M2838 STA628 R）；M1694给

FWD OWE LIGHT MODULE（M2837 STA590 L）和AFT OWE LIGHT 

MODULE（M2838 STA628 L）（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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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自发光荧光条能有足够的、连续的充电，客舱

灯光对荧光条进行充电程序，1）、初始充电；2）、后续充

电。

1）、初始充电：在航前或飞机断电已超过6小时以上，

采用初始充电程序；在客舱照明灯光打开或在明亮位时。

2）、后续充电：初始充电后自发光条的持续使用时间，

在执行航班过程中，如过站，按需采用后续充电程序；在客

舱灯光打开或在明亮位时。

四、关于MEL中相应应急灯条款的理解：

关于应急灯的保留涉及到下面三项：

1、外部应急照明系统（图11）：

此项理解：任何一个外部出口处应急灯或外部所有应急

灯失效，均可按照MEL此项进行保留，仅限于白天失效。不能

将MEL中的此项理解为整个的外部应急灯系统。

2、内部应急出口照明系统（图12）：

针对MEL33-15-02条款中“2个相邻（通道对侧相邻）”

的理解（图13）：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700型飞机只有一组这类的灯组件，为M2837.应急灯电

池组件供电时，有M1669和M1668电池组件供电，M1669给OWE 

LIGHT MODULE（STA628 R）供电，M1668给OWE LIGHT MODULE

（STA628 L）供电。

作为窗灯供电时：

一组由红绿蓝三种颜色的LED灯组成，供电来源于灯组件

本体上的J1插头，ACP的控制信号通过灯组件本体上的J2插头

输入。这一组LED灯带连接在窗灯的线路内，可以按ACP指令

的颜色来调光，算作窗灯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窗灯还是应

急灯，这两部分LED灯带供电并没有交叉，是两个独立部分，

供电逻辑之间也没有优先原则（图10）。

当此灯失效的情况下，航线如何处理，是按应急灯进行

保留还是按照窗灯进行保留。

在此灯失效时应将两种灯带分开考虑，如果开窗灯时发

现可调色的LED灯带不亮，应当进一步判断，将窗灯关闭，打

开应急灯观察白色的LED灯带是否会亮，如果会亮，则按窗灯

保留。如果应急灯打开，白色的LED灯也不亮，则同时保留窗

灯和应急灯。同样，应急灯打开时，白色的LED灯带亮，而窗

灯打开时可调色的LED灯不亮时，按窗灯保留。

5、针对自发光的客舱地板荧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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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测量灯座到电池组件插头之间导线的导通性来判断是否良

好。

如何去测量导线是否良好，在测量过程中应该要注意什

么，下面以M1669组件为例说明:

1）、在测量线路之前，首先要断开连接电池组件的电

插头，因为在测量线路时，电池组件中的保险很容易被烧

毁；

2）、取下不工作的应急灯，用万用表的两个探针分别连

接灯座组件中的两极（图15中的“2”号端），用一根导线将

要测量导线的另一端接地（图15中的“1”号端），如果测量

过程中发现导通或阻值很小，表明线路良好。

二）、所有应急灯全亮：

故障分析：

当S7电门在“OFF”位且S2电门在“NORMAL”位时，应急

灯全亮，表明电池组件内的 PIN4接地输入为低电位且PIN3开

路输入为高电位。此时需要分析的是连接PIN3销钉的线路公

共端。

根据相关WDM线路图（图16）分析可知，导致所有应急

灯全亮可能原因：

1、S2电门故障；

2、W2218-0034-22和TB505（YB3）；

3、W2218-0035-22和插头D40170P；

4、W2218-0429-22和插头D11066。

三）、所有应急灯不亮：

故障分析：当S7、S2电门任一电门处于“ON”时，应急

灯全部不工作，表明电池组件内的 PIN3 开路输入高电位，

按此项保留过道应急灯时，1和2不能同时失效或2和3不

能同时失效。1和3可以同时失效

3、地板紧急撤离通道标志系统（图14）：

此条保留时注意事项：

A、侧壁板出口指示灯每五个灯必须有3个亮；

B、每15——72英寸的标准自发光条最多只能有5英寸不

工作；

C、每15——79英寸的有色自发光条最多只能有5英寸不

工作。

注：如以上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则整个波音安装的标准

或有色的自发光条系统不能偏离。

五、应急灯工作案例分析：

（为了优化案例类型，部分案例源自论坛）

一）、部分应急灯不亮:

在应急灯故障中，部分应急灯不工作时比较常见的故

障，在遇到此类故障时，首要的是判断出不工作的应急灯是

否是属于同一电池组件控制，并且要了解是哪个电池组件控

制。

故障分析：

在P5或者P14面板电门“ON”时，应急灯不工作，通过

对电池组件原理分析，当飞机通电时，应急灯不工作的主要

原因是由于电池组件内的PIN4号钉输入始终为“1”。

导致部分应急灯不工作的可能原因：

1、电池电量不足；

2、电池组件内保险烧毁；

3、线路问题。

在针对以上的可能原因，电池和电池组件可通过串件

来判断和隔离故障。而针对线路问题，现行有效的方法是通

图14

图15

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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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PIN4的输入情况由具体的作动电门控制其输入情况。根据电

池组件原理分析可知，只有当PIN4的输入为高电位时，应急

灯才不工作。因此针对此种故障现象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1、S7电门“ON”位，S2电门“NORMAL”位，此时可能导致

故障的原因有（如图六红色线标示）：1）、S7电门故障；

2）、W2218-0030-22和TB505（YB1）。2、S2电门“ON”

位，S7电门任一位置，此时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有（如图

17蓝色线标示）：1）、S2电门故障或S7电门故障；2）、

W2218-0030-22和TB505（YB1）；3）、W3058-0428-22和插

头D11066；4）、W2218-0033-22和插头D40170P；

5）、W2218-0031-22和W2218-0033-22。

六、排故过程分析：

一）、故障现象及排故措施：

航后执行月检检查工单，检查发现10ABC、12ABC应急

灯不工作。航后判断为M1670组件电池无电量，依据AMM33-

51-06更换M1670组件电池， 测试正常。

二）、故障分析：

结合故障现象和线路图进行分析， S7或者S2电门中任何

一个电门只要在ON位时，根据分析可知，所有电池组件内的

PIN4应是接地，输入为低电位（即为0），而PIN3的状态为开

路，输入为高电位（即为1），电池有输出。此时， 所有应

急灯应该正常工作才是。 由于应急灯的控制是通过S7或S2电

门共同控制不同的电池组件来实现的，因此在出现此种故障

时，可初步隔离电门原因引起的。

从故障现象可以理出以下几种原因引起的故障现象：

1、两个应急灯灯泡烧坏；2、电池电量不足；3、电池

组件不工作；4、线路问题。

由于在航后检查中所有的应急灯工作都是正常的，因

此初步考虑的是由于频繁的开关应急灯导致灯泡烧坏，在更

换应急灯灯泡后发现之前不工作的两个灯泡在点亮后慢慢的

亮度变暗最后至不工作。后续将故障源暂定在供电组件和充

电器上，通过对串电池组件后，按压充电器上的测试电门发

现原本故障的应急灯工作正常，且在测试期间亮度一直保持

同等亮度，继而排除由于充电器内部故障而导致应急灯不工

作。重复对串电池组件后进行测试，判断出是由于电池电量

不足引起的应急灯不工作。在之后需求的新航材装机后故障

现象消除。从而进一步确定可能是由于电池使用太久，不断

的进行充电放电从而导致电池电量不足，因此出现长时间点

亮应急灯后，导致该电池组件控制的应急灯出现亮度慢慢衰

减的现象。

注：此故障比较容易出现在一些老旧飞机上，特别是长

时间停场之后执行第一个航班时。由于老旧飞机的应急灯电

池在由于长期不停的充放电之后，性能有所衰减。之后再长

时间停场之后，飞机处于断电状态，没有对应急灯电池进行

充电，电池电量已明显下降。在执行第一个航班时，由于电

池电量不足，在短暂的对应急灯进行测试时，可能会出现多

个应急灯不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不工作的应急灯都是由同

一个电池供电的）

建议处理措施：

1、针对长时间停场的老旧飞机，在执行航班前，建议

提前对飞机进行通电执行维护工作，后执行对应急灯进行测

试，尽早发现故障，提前进行排故。避免造成航班延误。

2、针对出现此类故障时，及时查看线路图，确认不工

作的应急灯是属于哪个电池组件控制的，及时进行串件等工

作，尽快确认故障源，缩短排故时间，减少延误。

3、针对老旧飞机，建议相关部门在相关的维护工作中加

入定期对应急灯测试的工作，尽早发现性能衰减的应急灯电

池，及时对相应的电池时寿件进行更换工作。

七、总结：

在随后的排故过程中发现10ABC、12ABC应急灯是由同

一个电池组件控制，如果了解这点，在判断故障时，可以直

接忽略是由于灯泡原因引起的故障。从而更进一步的锁定故

障源。少走弯路，因此在排故过程中，对系统知识的掌握程

度，以及合理通过故障现象去分析故障原因，都能使排故过

程变得更加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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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期国内外行业内，发生多起牵引车在推拖飞机的过程

中产生不安全事件，有的剪切销剪断，有的牵引杆被折断，

有的造成飞机部件损坏，更严重的造成人员伤亡。在行业内

多数企业对于设备管理没有足够引起重视，本文通过以青岛

机场山东航空牵引杆的维护为例，通过5年的数据研究分析剪

切销使用寿命，在合理成本的控制下缩短维护周期，确保牵

引杆功能正常，避免因事故链引发重大事故隐患。

一、牵引杆

在民航日常生产保障中，飞机牵引杆是一种重要的辅

助地面设备。牵引车主要承担以下作业：将飞机由停机坪远

机位牵引至廊桥位，供旅客上飞机； 将停靠在廊桥位飞机

顶推离开，直到有足够的场地使飞机能靠自身动力向前滑行

为止；在停机坪之间或停机坪与机库、维修车间之间调度飞

机；在机库或维修车间内移动飞机等。

牵引杆与牵引车配合使用，完成保障任务。在飞机地面

牵引过程中，由于作业环境、人为因素或突发事件，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不可避免会产生较大的牵引载荷，如

果超出飞机被牵引部件或其他设备相关部件的承载限制，就

可能造成事故。最常见的是飞机的刹车没有松开，而拖车已

经开始启动推动，这样就很容易发生飞机被牵引部件与拖杆

的连接处发生硬性损伤，所以在拖杆的端部与飞机的连接处

设计了一种低于结构承

载力的剪切销，如果发

生比较大的剪切力，剪

切销就会先行折断，从

而将拖杆失效，不会使

飞机部件受到比较大的

推力，也就能起到保护

飞机部件的作用。

二、剪切销尺寸及安全性能（最大限制载荷）

飞机地面牵引系统需要有保护装置，防止遭受过大载

荷产生对系统结构的破坏。剪切销是牵引杆上的一个重要保

护元件，其作用是在拖拉飞机时，一旦由于某些不正常原因

而出现超载时，剪切销能立即被剪断，从而保护飞机不受损

坏。 

山航B737系列飞机牵引杆配置两根剪切销，剪切销材料

为 30CrMnSiA。

三、数据分析

1、牵引杆保障次数

B737系列飞机牵引杆剪切销维护使用浅析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李兰贞   赵广爽

 图1 牵引杆前部区域各部位

图2 B737牵引杆剪切力数据

图3 山航购买飞机牵引杆剪切销检测合格证书

表1 牵引杆2015-2019数据情况

注明：2018、2019年数据仅包括早出港、正常过站数据，不包括进出
机库、定检牵引、以及机位调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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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而定，每天使用一次或以上，每三个月对牵引杆上的剪

切销进行例行更换。

3、成本投入分析

（1）航班造成延误成本分析：

1、 因牵引杆自身原因，导致在牵引飞机过程中发生地

面安全不安全事件；

2、 造成公司航班不正点，对旅客乘机体验带来不好的

影响；

3、 对于机务年度KPI指标造成一定影响；

（2）更换剪切销消耗成本分析：

四、小结

根据牵引杆每月使用频率，及时对牵引杆剪切销进行更

换，虽有成本投入，但对于机务维修工作来讲，在合理的维

修成本控制下，使设备处于良好的状态，对于维修人员和飞

机起到安全保护作用，也是避免更大事故链发生的关键。

其次，作为责任主体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及时有效的与生

产制造商进行技术方面的研讨与沟通，提出属于自己的维护

方案，不拘泥于厂家理论维护方案，延长工具设备使用寿命

周期，减少新购工具设备成本，保障飞机维修安全也是我们

每一位从事民航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2、牵引杆剪切销维护保养方案优化

2015年牵引杆剪切销更换以厂家推荐的方案设置一年间

隔进行更换，保障过程中发生过5起因剪切销疲劳导致的意外

剪切。

2016年，修订维护保养更换剪切销间隔时间为半年，在

实际过程中发生3起因剪切销疲劳导致的意外剪切保护。

2017年，进一步优化修订维护保养周期，设置为一个季

度，发生1起因飞机旁通活门故障导致牵引车转弯时意外剪

切。

从2018年至今，未发生一起因剪切销疲劳导致的牵引杆

剪切事件，使牵引杆处于安全有效状态。

山航青岛基地在日常维护保障过程中，通过数据积累

分析，积极与牵引杆生产制造商沟通联系，提出山航解决方

案，及时调整更换剪切销间隔，间隔时间由原来的一年一次

变更为三个月一次。

山航青岛基地更换牵引杆剪切销实施周期根据设备使用

表2  2015年牵引杆剪切销非计划更换情况

表5  成本分析

图4 改版前维护工卡                图5 新购买牵引杆厂家标识

表3  2016年牵引杆剪切销非计划更换情况

表4  2017年牵引杆剪切销非计划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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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飞机在地面转向时，前起落架转弯系统工作。前起落架

转弯系统是由前起落架上的转弯计量活门控制，转弯计量活

门通过控制与之相连的左右转弯作动筒的伸出/缩回达到起落

架转弯目地。在参考附件维修手册执行转弯计量活门功能测

试时，需设计试验支架完成测试要求。

一、前起落架转弯系统的介绍

前起落架转弯系统控制飞机在地面的转向。前起落

架转弯是一套液压-机械系统，它能使前起落架向左或

向右最大转动70度。飞机的中央液压系统给前起落架转

弯系统提供液压压力。转弯计量活门与左右两个转弯作

动筒相连，转弯计量活门通过改变系统内压力使左右两

个转弯作动筒伸出或收缩以达到转向的目地。

二、转弯计量活门的介绍

转弯计量活门主要由歧管组件，补偿器，动态阻尼

器和左右旋转活门组成，如图1所示。歧管组件为旋转

活门提供液压通路，控制进入转弯作动筒的液压压力，

它通过弹簧加载以回到中立位置。补偿器作用是保持系

统内的回油压力为250psig，这可以防止在阻尼过程中

转弯作动筒的气穴作用。动态阻尼器的作用是给转弯计

量活门减少震动。左右旋转活门的作用为转动的液压连

接和转动的液压选择组件，转弯计量活门通过两个旋转

活门与左右转弯作动筒相连。当飞机在地面需要右转

B777飞机前起落架转弯计量活门功能介绍
及试验支架设计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周  璐

时，左转弯作动筒伸出，右转弯作动筒收缩。左转则反

之。

三、转弯计量活
门试验支架设计

在执行转弯计

量 活 门 功 能 测 试

时，其功能测试支

架参考附件维修手

册中示意图进行设

计，如图2所示。

从手册中的示意图可知转弯计量活门的功能测试由三部

分组成：液压试验台(提供供油压力和回油压力等)，转

弯计量活门及试验支架。试验支架由两部分组成：机械

部分和管路开关压力指示4部分。机械部分与转弯计量

图1 转弯计量活门

图2 转弯计量活门测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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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约1.2米，符合人体工程学，便于工作者在管路上执

行相应的操作。按照附件维修手册示意图管路上安装6

个断开关，用于控制管路的通断，安装2个针型开关，

用以释放活门内的残余压力。所有的开关采用耐航空液

压油的开关。附件维修手册在管路4个出口处安装4块高

压压力表和4块低压压力表，用以读取在不同条件下的

压力值。在设计中使用压力传感器和相应的显示器代替

压力表，在减少压力表的数量同时，更方便工作者读取

压力值。将4块压力传感器固定在小车上，将电器元件

和机械元件分离，更好地保护电器元件。试验支架实物

图如图5所示。

四、结论

(1)转弯计量活门用于控制起落架地面转向。

(2)转弯计量活门主要由歧管组件，补偿器，动态

阻尼器和左右旋转活门组成。

(3)转弯计量活门试验支架由小车、支架及硬管开

关压力传感器组成，在满足附件维修手册要求下，优化

试验支架方便工作者操作。

(4)此转弯计量活门能力已获得适航维修能力，并

且此支架已申请专利并获批。

活门相连。管路开关形成液压油路。

在实际设计转弯计量活门试验支架时，在手册原来

示意图上进行略微改动，以便工作者更好的操作，设计

示意图如图3所示，由图中可看出试验支架由小车、支

架及硬管开关压力传感器组成。

3.1小车

在执行转弯计量活门功能测试时需将试验支架移至

测试台附近，故将试验支架固定在可移动的小车上，同

时小车的上面板由带孔的钢板构成，下部配有接油槽，

方便功能试验过程中接收多余的油液或转弯计量活门在

试验过程中出现漏油故障避免液压油流到地上。

3.2 支架

转弯计量活门通过两个旋转活门与支架相连。与旋

转活门相连的模块模仿转弯作动筒，故每个模块有两个

口相当于转弯作动筒的伸出口和收缩口。故模块内的两

个出口相当于两条液压油路，采用标准的航空密封圈进

行封严。同时在支架表面左右两边设置转动角度组件，

用于模拟转弯计量活门的转动角度，当转弯计量活门转

到某个角度时，模块出口的压力随之变化，使转弯作动

向伸出或收缩以达到转向的目地。

3.3硬管，开关，压力传感器

模块有4个出口，采用硬管连接方式，硬管所能承

受的压力大于试验要求的最高压力且硬管最高点距离地

图3 试验支架设计图

图5 转弯计量活门试验支架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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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文章以GE/CFM发动机为主要参照，从原理出发结

合工作实际，讨论发动机振动值的故障，分类总结各类故障

现象及处理方法。可以为发动机维护提供经验借鉴。

1、振动值的测量

机械振动是机械磨损的重要根源，因此测量和监控振动

值是预防部件失效的重要手段。工业中对转子涡动的振动值

测量方法通常包括加速度测量，速度测量和位移测量。

GE/CFM系列发动机是双转子轴流式涡轮风扇发动机，它

使用两个压电晶体式传感器测量出振动加速度，然后在AVM计

算机中进行积分计算，得出不同转子位置的振动值，包括风

扇振动，低压涡轮振动，高压压气机振动，高压涡轮振动。

高压转子计算振动速度，单位为英寸/秒（IPS），低压

转子计算振动位移，单位为密耳（MILs）。另外在不同的飞

机上驾驶舱指示单位有差异，因此有不同的指示单位换算公

式，例如737NG飞机上振动指示单位0-5SU（scalar unit），

A320飞机上有0-10CU（cockpit unit）。

2、故障分类和原因分析

振动值大的故障报告来源一方面是机组使用时发现振动

大，另一方面是通过地面监控发现的振动值异常。振动值偏

大故障的原因主要包括：1）鸟击等外来物引起的转子不平

衡，2）风扇配平或润滑不好引起的转子不平衡，3）低压涡

轮配平引起的振动大，4）部件振动引起的发动机振动值大，

5）指示系统故障，6）不同的AVM计算逻辑差异引起振动值异

常，等等。

以下对不同的故障原因进行案例探讨，查看参数趋势的

特点和排故处理方案。

发动机振动值的故障分析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   张金柱

1）外来物引起的转子不平衡

外来物的来源主要有鸟击，地面上的石子，遗落的螺

钉，叶片结冰等等。故障现象通常是振动值的突然变大，有

时机组可以明显感知到振动或声响，此故障通过地面目视检

查可以及时确认，故障容易排除。典型损伤照片如图1。 

但是外来物引起的损伤虽能及时修理，有时会破坏原来

的转子平衡状态，在状态监控的趋势上会有振动值的阶梯状

上升现象，需要寻找合适时机再进行风扇配平。参考实例如

图2，鸟击之后引起风扇前振动和风扇后振动有明显的突变，

状态监控趋势图上风扇振动值从1.0SU增大到2.0SU。 

2）风扇配平或润滑不好引起的转子不平衡

风扇润滑和配平是航线故障中的难点，经常导致重复性

故障，认识和区分故障原因是制定排故措施的重要第一步。

A） 润滑不好引起风扇振动值偏大是状态监控中常见现

象。从状态监控趋势上看，振动值通常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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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振动大，如图7发现吊点螺栓发现有磨损的情况。

4）指示故障，现象上通常不符合正常规律，结合译码

参数可以发现振动值参数的不稳定，例如图8趋势监控指示为

0。这种情况按照排故手册检查AVM，传感器和线路，逐一排

除。

5）不同的AVM计算逻辑

在CFM56-3/7B发动机有两种AVM换算，不同件号的AVM采

用不同的算法，需要特别注意。

缓慢增大，这可以理解为在长期运转的情况下润滑效果的自

然衰减。通常经过润滑之后都会使得振动值回到正常范围，

如图3。有时也有故障反复的情况如图4，这种现象说明润滑

工艺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润滑效果下降，需要进行详细的故

障调查。

B）配平不好时，故障通常表现为振动值平均值偏高，同

时振动值的离散度比较低，如图5。故障处理时，通过更换或

修理有损伤的部件，然后风扇配平通常也容易消除故障。

C） 航线上出现重复性故障，通常有上述两种原因的

复合影响，故障现象上通常伴有振动值平均值和离散度都偏

大，排除这类故障基本需要三步，首先润滑，再地面诊断试

车，再配平，三个步骤不可以省略或者乱了顺序，很多次的

经验验证了此方案可以有效解决重复性的风扇振动故障。当

然在处理重复性故障时，首先确认AVM记录了正确的配平钉，

这是AVM进行计算的基础。

3）部件振动

部件共振引起发动机振动值大的情况隐蔽，在排除发动

机振动大的故障中所遇不多。例如图6反推折流门连杆断裂的

情况，导致发动机落地拉反推时振动大；发动机起飞爬升阶

图3

图6

图7

图8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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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B算法下有风扇振动值1.5SU，如果更换了AVM采用

A算法，则风扇振动值会变为2.14SU。

举例：B算法下有风扇振动值1.0SU，如果更换了AVM采用

A算法，则风扇振动值会变为1.4 SU。

在状态监控过程中如果看到振动参数的变化，首先确

认近期维护工作，如果确认是算法差异，则可以继续正常监

控。风扇振动值监控趋势实例如图10。

6）发动机核心机故障

发动机振动值大的故障，航线维修工作有限，在排除上

述5种原因之后，综合金属屑磁堵检查情况，按需将发动机返

回车间进行详细测试和分解检查。

3、总结

上述内容总结了发动机振动值大的多个故障现象和判断

处理经验，可以为今后的维护工作提供借鉴。

图9

图10

应用大数据趋势监控，提前发现故障，可以变被动维修

为主动维修。

区别故障现象，有的放矢快速排除故障，可以节约维修

成本,提高飞机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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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波音737飞机为例，对飞机系统构型差异产生的原

因、构型识别方法及实际应用进行总结和探讨，在机队工程

管理和飞机维护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第一代波音737飞机的问世，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化，今日的737飞机构型已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飞机系统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更是不断改进，构型日趋复

杂。如何识别飞机系统的构型差异已成为各航空公司面临的

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波音737飞机为例，对飞机系统构型差

异的识别及其应用提出个人见解，以供同仁参考。

一、构型差异产生的原因

1、 飞机型号的改进

为了提高飞机安全性能，降低运行成本，飞机制造厂家

运用各种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在原来机型的

基础上对发动机、机身结构和系统进行了较大的改进，研发

出新一代的同型号飞机。例如，B737飞机从第一代Original、

经历第二代Classic和第三代NextGeneration，发展到现在的第

四代MAX飞机，都体现了技术革新带来的飞机型号的更迭，其

表现出来的构型差异显著，对其管理往往采取不同机型的方

式进行。

2、 运行要求的提高

为了确保飞机运行安全，提升运行效率，满足民航飞速

发展的需要，民航管理部门对航空公司提出了更高的飞机运

行要求，包括一些特殊航线的运行要求，比如RVSM运行、PBN

运行、HUD运行、全天候运行、高原运行、极地运行等。为了

满足这些运行要求，航空公司需要对部分或全机队飞机进行

相应的加改装，提升机载设备能力和增加系统功能，这将对

波音737飞机系统构型识别及其应用

AMECO西南航线中心重庆分公司   丁世渊

机队飞机的构型产生影响，导致构型差异的产生。

3、系统功能的改进和增强

在飞机运行过程中，由于设计不完善会发现一些系统

功能出现偏差，或者为了提高安全裕度需要增加一些系统功

能，飞机制造厂家会通过调查评估下发服务通告或服务信

函，对相应的系统进行改装升级；同时，航空公司在运行中

需要在初始选型的基础上改变或增加一些系统功能，也需要

对飞机系统或机载设备进行改装，这也将引起飞机构型的改

变，产生差异。

二、构型识别方法

对于不同机型的飞机，由于外形、发动机、机身结构、

系统均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识别不同机型飞机的构型

没有多大意义。而对于同机型的飞机，由于构型差异不明

显，容易产生混淆，给飞机改装、放行、维护带来障碍，所

以识别构型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本节以波音737飞机为

例，主要从硬件、软件、程序销钉、线路等方面来介绍四种

构型识别方法。

1、 硬件识别

在飞机维修领域，硬件识别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零/附

件的件号进行构型识别，相关系统及零/附件的构型差异、功

能改进是通过不同的件号来体现。例如，具有TCAS7.1功能的

TCAS计算机采用新件号（如：940-0351-001等），具有危

险天气跟踪功能的多扫描WXR 收发机采用新件号（如：822-

1710-312等），激活MAGVAR 2015的ADARU采用新件号（如：

HG2050AC11、HG2050BC04等），这些系统和零/附件都是通过

硬件件号来识别其新功能、新构型。

2、 软件识别

737飞机机载软件主要包括操作软件（OPS）、构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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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和数据库软件（DB）等，飞机系统的构型可以通过不

同的软件构型来体现。例如，OPS软件，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实

现系统功能改进和解决软件漏洞问题；OPC软件，可以通过客

户选型对系统功能进行客户化选择，如FMC OPC、DEU OPC等；

DB软件分为客户化和非客户化软件两种，客户化DB软件是为

了满足客户需求而进行客户化制作的数据库软件，如ACMS 

DB、ACARS DB软件等，非客户化DB软件是完成系统功能必需

的数据库软件，如DUDB软件。

3、 程序销钉识别

飞机系统功能构型选择，除了通过OPC软件实现外，还有

一些功能构型可以通过程序销钉的选择来实现，例如，飞行

管理计算机（FMC）程序销钉构型决定了飞机/发动机数据库

（MEDB）中的发动机推力、燃烧室类型等功能选择。另外，

通过程序销钉构型还可以识别系统适用机型、飞机注册号和

识别代码等信息，例如，通过ATC应答机程序销钉构型，可以

得到飞机对应的唯一24位地址码。因此，通过程序销钉构型

识别，可以识别出飞机系统的构型差异。

4、 线路识别

线路识别方法类似于程序销钉方法，也是通过组件后

面程序钉的接入信号进行系统构型选择。这种方法与程序销

钉识别方法相比，没有程序电门组件或APM，而是运用线路

实现是否接入激活信号或运用线路将计算机后面程序钉进行

组合连接，从而实现对系统构型的选择。如，VHF通讯系统

8.33KHZ频率间隔的构型是通过控制面板是否接通收发机的一

个“地”信号来识别，而近地警告系统的高度呼出构型则是

将GPWC后面的程序钉通过不同的线路连接实现不同的构型选

择。

三、构型识别的实际应用

在实际应用以上四种构型识别方法时，硬件识别一般通

过图解零部件目录手册（IPC）、装机清册查阅硬件构型，软

件识别是通过机载软件构型清单（或相关机载软件构型控制

系统）确认适用的软件构型，程序销钉和线路识别则是通过

系统图册（SSM）和线路图册（WDM）查阅系统构型。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1、硬件和软件构型识别过程中，注意软件与硬件的匹

配问题，有些系统的硬件件号不同，需要不同的软件与之匹

配才能实现系统功能，如CDS系统的DEU及其OPS软件，I代DEU

和II代DEU需要不同的OPS软件与之匹配。

2、软件构型识别过程中，注意OPS软件与DB软件的匹配

性问题，不同的OPS软件版本需要不同的DB软件支撑，如不同

版本的UFMC OPS需要不同的MEDB支撑，I代DEU OPS和II代DEU 

OPS也需要不同的DUDB支撑。

3、在软件构型识别过程中，除了识别软件的件号外，有

时还需要识别软件具体的功能选择，特别是在一些特殊运行

申请时需要确认FMC和CDS系统功能构型，这就需要通过my-

boeingfleet查阅FMC OPC和DEU OPC的功能选择清单，确认相

应的功能是否激活。另外，在系统OPS软件进行升级时，波音

或OEM厂家都会发布服务信函（SL）对升级软件的功能改进和

增强进行说明。

4、程序销钉构型主要有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

程序电门组件。程序电门组件内包含很多双列直插封装

（DIP）电门，电门的“ON”和“OFF”两个位置，分别代

表”0“或”1“两种状态，程序电门组件就将电门的状态送

给计算机，计算机根据单个电门状态或多个电门状态的组合

来确定构型。比如，FMC 和ATC的程序销钉构型就是通过这

种方式实现。二是通过飞机个性组件（APM）。APM存储了飞

机的识别代码、注册代码等信息，当与之相连的计算机通电

时，就可以接收这些信息，如ACARS CMU的APM。

四、结语

在飞机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上构型识别方法确认飞

机的实际构型，在特殊运行申请和飞机维护方面进行应用。

同时，作为机队管理的重要内容，飞机构型管理应该从飞机

选型开始，运用电子化、系统化方法，对机队的构型数据进

行不断更新和维护，并面向一线开放，为机队工程管理和一

线飞机维护服务。



31

www.camac.org.cn

2018年伊始，昆明航启动了针对CCAR-121R5改版补充

审定的符合工作。其中针对附件J及所涉及的8份AC的符合则

是重之中重的工作。

本次附件J所涉及的8份AC主要来源于飞机设计思想的改

进及FAA规则的演变。为了更能好的与国际最新航空器管理

法规思想接轨，CAAC于2013年组织国内各航司老龄飞机的专

家，历时5年，于2018年1月4日正是颁布了此次附件J涉及的

8份AC：

AC-121-FS-2018-59-R1《飞机维修记录和档案》

AC-121-FS-2018-65-R1《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大

纲》

AC-121-FS-2018-69《飞机检查和记录审查》

AC-121-FS-2018-70《机身增压边界的修理损伤容限评

估要求》

AC-121-FS-2018-71《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检查要

求》

AC-121-FS-2018-72 《航空运营人将电气线路互联系

统持续适航要求纳入维修方案的指南》

AC-121-FS-2018-73《航空运营人将燃油箱系统持续适

航要求纳入维修方案的指南》

AC-121-FS-2018-74《航空运营人满足燃油箱可燃性降

低（FTFR）要求的指南》

说到以上8份AC的产生，就不得不提国际民航历史上非常

重要的3起空难：

1954年1月10日彗星号事故；

1977年5月14日丹航事故；

关于CCAR-121R5附件J
补充审定符合方法的讨论

AMECO西南航线中心重庆分公司   丁世渊

图1

1988年4月28日阿罗哈事故。

这3起严重的航空事故导致了民航运输业在设计标准和

法律法规上的3次革命。由这3次事件，分别将飞机的设计理

念由最初的“静强度设计”推动到“破损安全设计”进而到

“损伤容限设计”最后到现阶段的“广布疲劳设计”。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着重介绍昆明航是如何符合这8份

AC的要求。纵观整个昆明航的符合工作，可以总结为八个字

“两个阶段，两项原则”：

第一阶段——文文符合

针对8份AC的内容，航空公司首要的工作就是怎样结合

现有手册及程序将AC的内容固化到手册及程序中。其中的难

点主要在于：由于AC的编撰都是由各个系统的专家根据自己

的专业分别编制，故其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及专业性较强。然

而，在航空公司的实际运营中，通常一个工作会涉及多个专

业或系统。一旦手册及程序之间的关联性做的不好，将导致

工作者在完成一项工作时只顾及到熟悉专业而缺失了对其它

专业及规章的考虑。

因此，昆明航空在第一阶段的文文符合中牢牢遵循如下2

个原则开展工作：

一、“规章流程化”原则

yy
昆明航空
徐进
许卫明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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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2018-71/-72/-73持续适航部分的要求则遵循了“规章流

程化”的指导思想。三份AC揉和成一个KMAM03-27《EWIS、燃

油系统、损伤容限的持续适航要求程序》。该程序包含维修

方案改版，改装前及改装后对持续适航要求符合性及文件要

求的评估工作。

二、“清单视图化”原则

规章符合的第三级的第一部分为由第二级部门程序分

别控制的“机队状态控制辅助清单”（桔黄色部分），如：

《FCAS清单》《FCAS清单》《可更换结构件清单》等组成。

该部分清单的编制主要是为了当维修记录数据录入系统时，

工作者通过以上清单对关键信息进行评估判断。（图3、图

4）

这部分清单的制作是此

次规章执行层面落地的重要环

节。其难点主要为，OEM厂家提

供的文字版清单散布于各章手

册之中，索引查询费时费力。

只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才能顺

利的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查询工

作。这对大部分外场工作者是

一个头疼的问题。为了提高查

询的效率，昆明航依照“清单

视图化”的原则，组织力量将

上述清单全部制作成带图纸索

引的工作手册。工作者只需通

过目录索引，就可以直接链接

到对应的图纸。（图5）

昆明航在编写手册程序的过程中，将AC要求分解，贯

穿在工作流程各个环节。当工作者或工程师在执行某项工作

时，只需要根据主工作程序的要求或其涉及的相关指引，就

能完成对所有涉及规章要求的评估。（图1）

图2为昆明航针对附件J及8份AC的要求如何分解到各级手

册及程序的逻辑总图：

最左端的浅灰色的为规章以及下属AC。其内容进入的第

一级手册为121运营人的公司级手册《维修工程管理手册》

的各个子章节（绿色部分）。该部分对手册内容的编写在结

合原有手册章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原AC的内容，

尽量做到原文引述，以方便日后对AC内容的追溯。

规章进入的第二级为部门程序（蓝色部分）。昆明航将

与结构相关的AC-121-FS-2018-70/-71/-65R1三份AC分解

成一个主程序KMAM03-28《飞机结构持续完整性程序》和五

个子工作程序（蓝色部分）：《新飞机监造和技术接收工作

程序》《维修方案制定和修改程序》《航空器结构腐蚀预防

与维护程序》

《服务通告、

服务信函评估

控制程序》及

《 适 航 指 令

管 理 控 制 程

序》。

而 关

于 A C - 1 2 1 -

图2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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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符合的第三级的第二部分“机队状态清单”（淡

黄色部分），由控制程序（左侧）及输入程序（右侧）对其

进行管控和数据输入。该部分的5个清单《改装记录清单》

《翻修结构件状态清单》《补充结构检查方案执行状态清

单》《CPCP状态清单》《结构修理记录清单》最终汇入到AC-

121-FS-2018-69/-59R1下属的《维修记录管理程序》《单

机档案管理程序》《飞机检查和记录审查程序》。（图6）

针对这一部分，昆明航依旧贯彻了“清单视图化”的指

导思想。昆明航通过购买波音的TOOLBOX结构模块的方式，

将《结构修理记录清单》在波音737NG机型的3D模型上进行

标注，并与《结构修理记录清单》通过项目流水号关联在一

起，同时积极推动波音针对本公司在这一功能上的改进及优

化。（图7）

第二阶段——文实符合

昆明航的文实符合主要为根据改版程序的要求将维修记

录录入系统。

图6

图8

图7

图8为结构修理从发现到分类处理、记录及监控的流程。

其中昆明航通过对规章手册的消化理解，简化了“未

超 标 损

伤 ” “ 手 册

内 可 修 理 损

伤 - 非 加 强

修 理 “ 的 损

伤 容 限 评 估

流 程 ， 并 通

过SDCRR《结

构 损 伤 及 腐

蚀 报 告 》 的

形 式 ， 图 文

并 茂 的 记 录

这 类 结 构 损

伤 ， 最 后 体

现 在 波 音

TOOLBOX 3D视

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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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手册内可修理损伤-加强修理“及”超规范损伤

“则通过《结构修理评估单》把规章中所有可能涉及的要求

通过检查单的形式逐一核对，避免疏漏。

通过该清单筛选出的需要继续获取损伤容限数据的结构

修理将进入《维修方案》“ 附录B：补充结构检查“进行监

控。

图9为昆明航针对腐蚀预防与控制流程的优化

较以往，结构腐蚀数据通常只记录历年的腐蚀记录，并

未做归纳及梳理。而昆明航通过建立闭环的腐蚀记录反馈机

制完成对维修方案的优化。昆明航现阶段的腐蚀记录均归纳

记录其源头执行工卡，发生的次数并进行分析以决定是否有

后续措施，最终通过对维修方案的调整完成闭环控制。

总结：

以上为昆明航在2018年-2019年针对CCAR121R5 附件J相

关要求的符合方法及思路，其中许多环节限于未有完善的计

算机系统只能通过人工编制，邮件流转。就笔者目前了解，

许多业内有识之士已在致力于建立针对满足CCAR121R5 附件

J相关要求的计算机系统，愿未来在业界专家的助力下，民航

飞机的维修管理能更上一层楼。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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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介绍一种更科学、可持续性更强的安全管理理

论——APS管理理论，以应对航空公司机队规模越来越大，机

型越来越多样化，运行站点越来越多，运行环境越来越复杂

的情况，并针对正常航班和非正常航班探讨如何将APS管理理

论融合在大运行机务保障工作中。

一、中国民航安全管理的现状

安全，是民航业界的基石，也是航空企业的生命线。进

入21世纪，中国的航空公司开始运用SMS安全管理模式进行机

务维修管理，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但随着机队规模扩大，

机型更多样化，运行环境和运行条件越来越复杂，继续沿用

纯粹以“结果”为导向的安全管理模式，会产生诚信危机、

沟通协调不畅等副作用外，还导致航空公司的管理者过分关

注“结果”而忽略了机务维修工作的源头和过程。

大量的机务系统不安全事件分析表明，飞机维修工作无

论在源头、过程还是结果中都存在着较多的风险和隐患。在

新时代的发展阶段，航空公司只有把飞机维修工作的源头、

过程和结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精细化管理，才能进一

步提升运行安全水平，获取更直

接、更稳定的安全效益、经济效益

和企业形象。

二、APS管理理论简介

APS管理理论，即：生产有准

备（Arrangement）、施工有程序

（Program）、工作有标准（Stan-

dard）。这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

机务维修工作管理理念，按照“全

浅谈运用APS理论指导大运行机务保障

南航机务工程部维修控制中心   邓俊杰  蔡伟斌  陈振强

面、科学、规范”三个精细化思路管理机务维修工作的源

头、过程、结果。无论是日常运行保障，还是AOG运行保障，

APS都可以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人、机、料、法、

环五方面对各项运行保障维修工作的每个阶段进行精细化管

理，保证工作结果的标准化、规范化。它实现了安全管理从

单一“结果导向”向“源头管理”“过程管理”的重大转

变。与传统的航空维修安全管理手段相比，APS理论突出强调

安全风险识别的系统性和一体化，目的是实现安全关口“前

移”，确保过程规范和持续安全。如果航空公司把APS理论融

合到运行机务保障管理中并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APS”作业

指南，将有力地提升运行管理水平和维修质量，从而更进一

步地保安全、促生产、提效率。

三、如何把APS管理理论融入到大运行机务保障

从宏观层面看，APS管理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从结果管理转

向过程管理，这种管理的特点是时间长、见效较慢，但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微观层面，APS注重的是明确、具体、可

操作和与时俱进。对于运行机务保障工作，一般分为正常航

班运行保障和非正常航班运行保障（如AOG故障保障，特殊航

班保障等）。下面，笔者针对这两种航

班进行探讨，如何把APS管理理论融入

大运行机务保障工作。

（一）正常航班运行保障

航空公司日常大部分的航班均是

正常航班，要完成这类航班的运行保

障，首先要根据APS管理做好开航前的

航线考察，从人、机、料、法、环五方

面确认通航站点的维修资源符合运行保

障要求，具体如表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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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在微观层面特别强调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风险防控的

可靠性。航空公司尤其注意参考以上的“标准”制定APS作业

指南对航站的维修资源进行考察，准确评估执行该航线的风

险以决策是否开航。同时，做好某项内容不符合标准甚至缺

失的应对预案。

（二）非正常航班运行保障

对航空公司而言，非正常航班保障是公司运行管理水

平的一种体现。探索出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的管理方法，安

全、高效、平稳地保障非正常航班，是一道考验航空公司的

难题。APS理论覆盖了维修保障工作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重

点在于风险防控中的“防”和“控”以及措施的落实，是解

决这道难题的最佳答案。笔者将以特殊需求航班、特殊运行

航班和AOG故障航班为例，探讨如何结合APS理论做好非正常

航班运行的机务保障工作。

1.特殊需求航班

    日常运行中，航空公司偶尔需要执行某些特殊需求

航班，这类航班尽管数量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如

需要运送特殊货物、旅客担架需求的航班等。机务部门可结

合APS理论，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在正常航班运行保障的基础上

增加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制定APS作业指南。

A：生产有准备

(1) 挑选技术状况良好的航空器，视情增加备机；

(2) 选派技术骨干全程跟机保障；

(3) 随机配置部分常用工具箱及航材；

(4) 做好突发状况的处置预案；

(5) 执行航班前，掌握天气及航路情况。

P：施工有程序

(1) 在执行重要航班前一天的航后增加专项检查，加强

对重要系统、娱乐系统和旅客舒适设备的检查；

(2) 对MEL保留项目进行排故；

(3) 执行航班前后密切关注，有突发状况及时按照预案

采取措施。

S：工作有标准

(1) 确保执行重要航班的航空器技术状况良好；

(2) 娱乐系统和旅客舒适设备工作正常，没有MEL保留项

目；

(3) 信息通报及时、准确。

2.特殊运行航班

特殊运行航班是指对航路有特殊要求的航班，如ETOPS航

班、极地航班、MEL保留有航路要求的航班。对于这类航班，

机务部门可以结合APS理论，事前对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估，制

定针对性的执行方案和工作标准：

A：生产有准备

(1) 确认航班的类型，并准备相关的检查工卡；

(2) 确认故障情况，评估是否符合MEL保留要求。

P：施工有程序

(1) 严格按照相关工卡进行检查；

(2) 如故障可以保留，完成MEL保留中（M）项工作，把

航路要求及减载信息通报相关部门。

S：工作有标准

(1) 航空器性能符合航班的特殊要求；

(2) 航空器符合MEL放行标准；

(3) 航路和载重情况符合要求。

3.AOG故障航班

作为一个包含多个机电元件和电子设备的综合体，航空

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AOG故障。航空器出现AOG故障后如何快

速实施抢修，实际是检验机务部门的维修综合实力和管理水

平。APS理论通过全面的生产准备、科学的施工程序和规范的

工作标准，可以全面提高航空公司的维修综合实力，促进管

理水平的提升。具体的APS作业指南可以制作如下：

A：准备充分、全面（表2）：

P：排故过程科学、有依据：

(1) 向当地机务和机组人员准确了解故障现象和故障代

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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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故障现象和故障代码，参考手册制定详细的排

故方案；

(3) 根据排故进展（如孔探结果），调整排故方案；

(4) 如手册没有相关标准，可向厂家或航空器制造商咨

询排故方案。

S：工作结果规范、符合标准：

(1) 故障排除，测试正常，航空器放行；

(2) 经临时修复，可以办理MEL保留放行，后续安排合适

的停场排故；

(3) 经临时修理，航空器恢复到某一状态，经厂家或航

空器制造商同意，仅能执行有限次航班，在期限内必须完全

修复。

五、总结

安全是航空公司的生命线。与传统的航空安全管理手段

相比，APS理论突出强调系统性和一体化。目标是实现安全关

口“前移”，确保过程规范和持续安全。航空公司只有根据

自身的运行特点，把APS管理理论科学融入大运行的机务保障

工作中，才能真正实现对维修工作源头、过程和结果的精细

化管理，才能在新时代更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中进一步保安

全、促生产，提高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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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紧凑高效的社

会节奏，也侵噬了祥和温馨的春节氛围。一时间，举国陷入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来不及反应，疫情已在身边，每一个企

业，每一位公民瞬间成为战疫的斗士。这场斗争中，成都航

空立足安全生产，积极驰援抗疫一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在危机中寻求突破；成航机务坚守岗位，运行中护航安全，

战疫中挺身而出、困境中思变而为。

一、战疫驰援，国机集结

举国联动。疫情重灾区武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关切。

提“新冠”惊悚，谈“武汉”色变⋯⋯英雄的城市遭遇前所

未有的艰难，伟大的祖国召集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医务人员

英勇逆行，医疗物资无偿调拨，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灾难中

迅速集结，国家的统筹执行力发挥出强大的效能。

成航请命。成都航空主动请缨，承运四川第九、第十

批医务人员前往武汉。“为国效力”的民族情怀迅速激发成

航的使命感，全员上下争相报名。然而，“新冠”、“武

汉”，这些略带风险的热频词汇，却要求大家必须冷静思

考。公司领导周密部署，光荣的任务，更要确保飞行安全和

携手国产民机，战“疫”坚守突围

——成航机务之笃行广思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曾家祥

病毒防护万无一失。

机务行动。机务队伍按照公司统一安排，对特殊任务进

行深入细化分解。成航机务不乏执行特殊任务的经验，保障

过2008年抗震救灾运送伤员的特殊航班，参加过多次航展演

示，经历过国产民机首航的荣耀时刻，也承担过国产民机在

大兴首飞的重任。成航机务，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任务光荣而艰巨，

机务系统全面分析，确立

了“适航安全百分百，病

毒防控零容忍”的精确目

标。

★安全平稳背后是默
默付出：

按计划四架飞机要同

批执飞武汉，飞机如何组

合？机务经过详细评估，提出了同时准备6+1（6架ARJ，1架

A320）的高余度预案。为确保航班安全正点，机务提前一天

对飞机进行全面的摸底检查，试车、打压操作测试；当天，

提前四个小时再次对所有飞机通电测试、操作测试，让飞机

稳定在适航战备状态。为让白衣天使登机方便，机务连续协

调，将7架飞机整齐拖放在专用机坪。所有这些“额外工作”

并没有白费，当飞机一架一架交给飞行员，当230多名乘客顺

利登机，当几十吨医药物资搬上机舱，当临时要增加一架任

务，当5架飞机准点起航，当5架飞机着陆武汉一切正常并顺

利返回⋯⋯.6+1的完好机队交上了最完美的答卷，这也是对

机务润物无声辛勤劳作最大的回报。



39

www.camac.org.cn

★病毒防控严防死守讲科学：

前往疫区机场，防控病毒不可懈怠。机务根据航卫部门

的统一要求，提前一天配合给飞机全面消毒，每位跟机人员

严格执行防护要求，航班过程中服从乘务组的统一指挥，口

罩手套护目镜穿戴整齐。飞机返回成都后，再次对飞机进行

全面消毒。每一个环节，遵守防护要求，符合科学规范。基

于此，在特殊任务中病毒防控万无一失。

★武汉机坪机务挺身而出：为保证全公司的持续生产

力，减少随机工作人员与当地的接触，减少不必要的隔离，

机务人张天赐勇敢的站了出来，“我下飞机，我绕机检查，

我去加油，我到机坪协调”。随第一架飞机到达武汉，张天

赐全副武装，做好最严密的医学防护，从容不迫“独闯禁

区”。五架飞机地面检查正常，五架飞机加油完成，地面

勤务协调完毕⋯⋯待全部任务结束后张天赐随最后一个航班

返回成都。按照相关要求，张天赐成都落地后，接受医学消

毒，然后默默的回家隔离14天。

后来多次问及天赐，你怕不怕？隔离感觉怎么样？他

总是乐观平和的说：我相信科学，做好防护不担心；能为公

司做贡献我自豪，居家隔离我能静下来思考更多的工作和人

生。

二、疫中坚守，国机情怀

呵护国家品牌。国家困境中，更能感悟国家品牌的重要

性；特殊时期，国产品牌更应有所作为。成都航空作为国产

民机ARJ的首家营运人，是国产民机的示范者，是国家品牌的

呵护者。成航机务，是国产民机适航安全的守护者。

国产机队保持适航。疫情来得突然，原本忙碌的春运戛

然而止，部分飞机就地封存，分散停放，祖国的最北端、湖

南的小机场⋯⋯然而，ARJ不会孤独，哪里有“太阳神鸟”，

哪里就有成航机务的身影。为了确保机队始终处于持续适航

状态，机务团队细思而为：做好停场保护，做好周期检查，

有的轮换执飞，有的请求机组前往临时加飞。通过努力，所

有飞机始终处于适航状态，为随时执行航班任务而时刻准备

着。

国产机队不分彼此。在国家品牌面前，成航顾大局。

同样运行国产ARJ的天骄航空，疫情期间三架飞机需要执行A

检维修，作为国产民机的先行者和示范者，成航机务主动对

接，不分彼此，视ARJ的适航安全为己任。成航机务高效率、

高质量的完成三架飞机的定检工作，赢得天骄兄弟的好评；

特殊时局下，成航履行承诺，用实际行动呵护着国产民机。

国家困境，激发出全国人民对民族品牌的迫切渴求。疫

情终将过去，对国家品牌的纵深推广，将是当代航空人的终

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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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困局，国机突围

战疫情、保安全，是当前民航的首要使命。然而，另一

个沉重的课题又摆在面前：经济形势严峻，航空企业如何渡

过难关？

民航困境。民航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停滞，民航

业必受影响。航空公司固定成本高，飞机成本、安全体系成

本、特业人力成本、资金成本，等等。即使飞机不运营，这

些固定成本依然存在。航空公司现金流来源于航班运营。然

而，疫情减少了人员流动，航班随之停运。

庞大的固定成本与骤减的收入形成巨大的落差。航空公

司如何应对？

成航应对。成都航空冷静思考，合理决策，稳住重点航

线的运营班次，暂停纯旅游航线，积极争取大城市间的往返

航线，为复工复产制定专线⋯⋯

面对经营困局，成航独有的优势悄无声息的发挥着作

用，那就是国产ARJ21飞机的座级优势。成航拥有国内干线主

力机型A320和国产优质支线机型ARJ21。在疫情下，双机队合

理运用、相互补充，则成为成航应对难关的利器。

特殊时局，成航和ARJ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升华出新

的战斗力。ARJ21飞机为90座级，适合国内中短程航线。空客

航班大幅缩减，经过市场部门的优化调整，ARJ机队执飞航线

稳中有升，并增多了从成都出港的省会之间的往返航班。此

举有效降低空座率，更合理的使用资源。

国产民机战疫冲锋，ARJ的知名度在在全社会有效提升。

疫情中ARJ航班稳中有增，飞到更多不同的机场，是一次难得

的大范围推广和验证的机会。 

成都航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航班编排有了座位数的选

择空间，针对人员不集中出行、客流量不大的特殊阶段，合

理利用ARJ中短程的灵活优势，使收益和成本趋于合理匹配。

机务作为。疫情期间，成航机务一如既往精心维护国

产机队， ARJ机队持续适航，时刻待命，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

面对经营困境，机务系统聚焦增收节支，一方面稳生产

保运行；另一方面围绕近年来不断夯实的维修能力做文章，

在空客机队方面，减少外委工作，自行解决许可范围内的任

务；更在国产民机维修能力上谋求突破，以“国产民机维修

保障支援中心”为目标，继续拓展维修能力，对外承接维修

支援任务，积极创收。

经过三年的示范运营，ARJ的运行规模不断扩大，机务进

一步探索运行成本，精确核算维修成本，并力求更好的控制

维修成本。对于手册中暂无明确标准的故障，成航机务敢于

发表评估意见，与生产厂家一道，实事求是，解决难题，优

化适航标准，让国产民机的商业化运营更加安全顺畅。

在国家战疫行动中，成都航空携手国产民机为国效力。

在疫情困境中，成航机务牢记使命，精心呵护国产民机，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防疫和国产民机事业，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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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训是提高机务维修人员综合素质和基本技能的重要手

段。本文从分析目前航线机务新员工培训中存在的一些弊端

入手，结合公司实际运行情况，尝试建立更加符合航线维修

需求、贴合实际维修现场的航线机务新员工维修工作培养体

系。

一、背景

随着运输航空的发展，机队规模不断增大，航空公司对

成熟航线机务维修人员的需求量逐渐增加。目前多数公司通

过对航线机务新员工实施“短期速成”的培训，培训内容主

要包括：机型基础知识、民航法规、工作程序、基本技能项

目等，通过“理论培训”的方式使维修人员快速“掌握”航

线维修的技能及工作方法，此种模式的培养模式与航线的实

际维修情况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比如基本技能、维修过

程系统管控、具体维修工作风险的管理等方面需要结合维修

过程不断强化，这正是现有的课堂培训模式所欠缺。本文尝

试从维修过程管控的角度对航线新员工的实施维修工作的全

流程培养，减小航线机务新员工在入职初期的管控风险，打

造一支具有精湛的维修技术、良好的维修作风、负责的工作

态度且满足航线需要的机务维修队伍。

二、创新培训思路，建立航线机务新员工维修工
作全流程培养体系

1、 （1）搭建航线新员工维修工作全流程培训制度。首

先编写《航线机务新员工培养制度要求》，搭建航线新员工

维修工作全流程培训体系，明确航线新员工培养的目标、方

式、带教岗位要求和奖惩机制。（图1）

（2）建立航线机务新员工培训组织框架，明确职责

  航线机务新员工的维修工作全流程培养探索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汤志源  谭晓亮

建立由培训管理单元、带教师傅小组、考核小组、质量

检查小组四个部分组成的培训组织机构，明确各组成单元的

责任。突破传统航线机务新员工由老员工根据自己的计划对

航线新员工进行松散的带教模式，通过组织建立系统的、具

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保证新员工的培训标准、考核标准的

统一性，实现了“合格航线维修人员培养的标准化”。（图

2）

（3）建立带教师傅信息库 

为规范带教师傅队伍，通过选拔控制，建立带教师傅

信息库，同时根据每个阶段培训的考核结果对其进行综合评

价，持续优化带教师傅信息库，通过信息库建立带教师傅的

培训带教档案，结合新员工带教培养锻炼带教队伍。（图3）

（4）发挥质量日常检查作用，督促培训有效实施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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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个人成长手册中，将整个培训过程进行分段，明

确各个阶段相关项目的培训内容、培训要求。同时将实际维

修工作风险点结合到对应项目培训中，根据实际维修及时更

新与补充风险点，保证新员工培训带教的项目与实际维修工

作一样的标准，保证所有项目均满足“教、学、用”的一致

性。另外将成长手册作为新员工培训成长档案，便于对所有

新员工的成长情况进行评价比较。（图7、图8）

2、 培训按照“一头一尾两考核，五个阶段分步走”进

行实施

1) 培训部门输出机务新员工、用人需求部门

进行人员接收考核

在航线机务新员工从培训部门结业后，下航线

前，对其基本情况进行初步摸底。按照摸底情况，

对新员工进行分配，目的一是匹配合适的带教师

傅，对不同的新员工有针对性的培养，二是保证各

中队各分队新员工能力均衡。

质量检查小组通过日常检查，搜集培训过程中的各类

问题，分析原因后制定对应的整改要求，监督培训带教的质

量；此外，质量检查小组对培训质量有直接否决权。（图4）

质量检查小组关于航线机务新员工日常检查问题汇总

（5）实行“考教分离、考评分离”考核制度

参照147基本技能考试的模式，建立“考教分离、考评

分离”的考核制度，公平、公正、真实有效地检验航线机务

新员工的培训效果。 （图5）

三、航线机务新员工培训培训实施方案

1、 建立航线机务新员工个人成长手册（图6）

图3 带教师傅信息库

图7 航线机务新员工成长手册项目实例

图8 航线机务新员工成长手册项目实例签字版

图4 日常检查问题信息表

图5

图6 航线机务新员工个人成长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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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工卡和非例行项目：本阶段正式进入为期2个月的

工卡和非例行项目的带教。重点学习航空器检查标准，并将

检查标准应用到实际维修工作中，培养机务新员工遵守按卡

作业的“九字方针”，贯彻 “指点法”和“区域检”的要

求，参与简单基础的非例行工作，掌握最基本的维修技能。

同时在强化维修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培养维修人员“施工到

位、测试到位”的工作作风。（图12）

（e）维修工作全流程培

训项目：在本阶段半个月的培训过程中主要培养航线机

务新员工独自完成完整的航线工卡、常见例行工作、非例行

工作等项目。从生产准备到工作收尾，直至签署工作单卡，

由带教师傅全程跟踪、监督其检查过程，培养独自完成航线

维修工作的能力。通过该环节进一步检验航线机务新员工

“五个到位”工作作风的执行情况。（图13）

4、 需求部门完成各阶段培训项目后组织考核

完成上述5个阶段的相关项目培养及分阶段考核后，在新

员工取得授权独立从事维修工作前，对新员工进行基地上岗

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和实作考核。结合培训过程中

质量日常检查、各带教师傅在带教过程中各类培训问题对新

员工进行考核，把好新员工上岗独立从事维修工作前最后一

道关口，同时可对整体培训效果进行查漏补缺。

总结：

我们本文探索的航线机务新员工的培训满足航线维修

2) 分“五个阶段”实施培训

本着“先易后难，先低风险后高风险”的原则，按照

实际航线工作的流程，将航线维修工作培养过程分为岗前培

训、一般勤务项目、生产保障项目、工卡和非例行项目、全

流程监督工作五个阶段，逐一阶段进行实施。（图9）

（a）岗前培训：3天岗前培训主要是学习熟悉维修基地

的组织架构、人事政策，并预先了解外场安全规定和运行规

范，掌握基础的沟通技巧和维修系统使用，了解航线工作程

序，为从事航线维修工作做准备； 

（b）一般勤务项目：两周的勤务项目主要从挡轮档、摆

警示锥、推梯子、清洁飞机等勤务工作初步了解外场机务维

修工作，适应外场工作环境。完成该段培训后，应具有独立

相应的飞机勤务工作的能力。（图10）

（c）生产保障项目：20天的生产保障项目学习，是为了

让新员工掌握航线工单检查及非例行项目前的各类生产准备

工作。如工卡、工具领用与归还、维修生产调度系统使用、

维修现场管控管理、工作结束收尾等，参与到维修生产保障

工作的各个环节；通过参与该阶段的项目学习，在参与实际

维修工作生产保障环节中对各类维修工作有初步的认识和了

解，培养员工“准备到位、交接到位、收尾到位”的工作作

风。（图11）

图9 航线机务新员工培训五个阶段

图12  工卡和非例行项目清单

图13 维修工作全流程项目清单

图10 一般勤务项目清单

图11 生产保障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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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需求，结合实际航线维修环境开展实施，通过设置航线

维修所涉及的各个环节的培训项目，保证了航线机务新员工

的培训达到“所学即所用”的目的。其次在培训结束后开展

培训项目的技能竞赛，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练”的目的。通过实施本文所述的维修工作全流程上的带教

培养后，航线机务新员工的理论水平及航线基本技能有了明

显的提升,能够正确处理航线维修整个流程上所有环节各类问

题；此外通过组织系统的培训，调动了带教师傅及新员工的

积极性，营造了“赶、学、比、超”良好氛围；另外通过该

类培训可建立带教师傅队伍、甄选新员工队伍，为后续维修

人员的人才分层次培养奠定基础。最终，通过实施本文尝试

的航线维修全流程培训，将基本技能培训、专用工具培训、

维修全流程的培训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实施，基本实现了“合

格航线维修人员培养的标准化”。

展望：航线机务新员工维修全流程培训体系完善
改进

1、探讨大数据的应用

尝试建立航线新员工培训问题数据库，建立数据统计与

分析系统，对于新员工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分析结果制定有

效的落实措施，寻找有针对性的培训改进的方式方法，对问

题寻根溯源，逆向反馈，从而最终形成闭环，促进机务新员

工培训质量的提高。

2、完善权责匹配制度

根据现有航线新员工培养奖惩制度，在明确带教师傅和

新员工具有相应责任和义务的同时，进一步赋予相关人员对

等的权利，充分调动培训人员的积极性。

3、持续优化培训项目

航线维修项目具体培训需求来自航线维修人员，因此我

们应做好充分调研、准确分析，持续优化航线机务新员工培

训项目，从来更好地完善航线机务新员工培训项目，为航线

量身打造符合实际的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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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是维修系统流程体系建立之初的系统工作分析，

它对模拟了整个系统运行活动的各个环节，是系统设计的基

础，它能够为组织的工作程序、功能（或岗位）和方法提供

描述性参考。系统描述的目标是使所有的组织程序标准化，

以便他们能被有效地管理。

机务维修系统自建立多数会经历几次变更。初始审定之

初，维修系统与多数新公司一样采用“拿来主义”形式复制

了一份“自己”工作程序和系统，随着运行中的各种变化，

并借鉴优秀公司的管理方式，会迎来再次流程和系统变革，

引进并运行新的维修管理系统。

通过流程和系统的引进、思考，逐渐熟悉并了解了一套

较为科学的管理理念，但流程和系统引进时，其灵魂（流程

图）较难被获取，笔者认为做为管理核心对后续的运行和管

理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也为维修系统能够建立一套系统流程

管理方式（流程图）提供源动力。

一、流程图管理基础

1. 流程图管理核心

流程图的建立是基于工作程序的电子化管理方案，将流

程进行拆分并模块化，以规章为基础，以任务为核心，以产

品为接口，以流程为框架，以操作指南为指导，最终借助维

修信息系统为平台实现系统化持续管理。（图1）

机务维修系统流程图管理体系建设浅谈

——基于计算机语言的流程管理电子化建设

青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宋宗涛

图1

图2

规章是机务维修系统各运行活动的基础，维修系统以

规章为基础进行工作任务分解，制定可执行、可量化、可管

理的任务；任务是维修活动的根本或核心，岗位对应工作

任务，明确系统各要素的执行要求，是系统流程化的重要环

节；产品是岗位和任务之间的接口，在各任务之间建立传输

接口和连接介质，确保流程间的运作顺畅；流程是执行工作

的依据，为系统良好运转搭建组织框架；操作指南指导各岗

位和任务实施步骤，提供详尽的操作规范，是实施维修工作

的作业指导书。

2. 流程图来源

方式一：依据规章，编写任务，串联成流程，最后绘制

流程图。以持续进行流程管理。

方式二：根据事件绘制流程图，形成流程，编写任务。

事件以规章要求和日常工作为基础。

从管理的转变我们就可以看出，流程图是流程管理的核

心，一切应该是从设计开始再到实施，设计是制造的基础。

以飞机制造为例，飞机各系统原理的设计是制造飞机

的基础，只有在系统逻辑建立后才能系统化的按照设计基础

进行制造和维修。用适航管理的理念去分析就能更加清晰知

道流程图的重要性，符合经批准的设计，并处于安全可用状

态，是从设计、到制造、到使用、到维修的按照设计理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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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通过过程监控确保科室内工作能够有效开展。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流程图管理核心理念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为未来系统建设和项目优化提供技术支持。（图4）

三、流程图管理难点

流程图的管理是以任务为核心，所有动态管理都是以任

务为基础。（图5）要实现持续动态管理问题，笔者认为应首

先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

问题一：任务在流程图断点检测的时候起到哪些作用，

如何发挥作用？

问题二：实际工作中，是先改工作程序还是先改流程

图？

问题三：工作程序

不同情况下应该改哪些

内容？实际更改了哪些

内容？

问题四：员工应该

如何查询工作程序，应

该遵守哪些要求？

1. 问题一：任务

在流程图断点检测的时候起到哪些作用，如何发挥作用

(1) 系统是如何实现断点检测的。任务是流程图断点检

测的核心，他是通过任务间输入和输出的条件判断来实现流

程断点的逻辑计算，用计算机语言实现发出后是否已接收到

相关指令。

(2) 任务触发的条件是什么。任务的触发条件可能来自

于本流程工作要求、外流程的工作输入和定期的工作任务触

发等，系统通过流程间任务的输入和输出条件来判断流程间

接口的完整性。当本流程任务输出产品到外流程时，同样外

流程必然有对应的任务的输入产品来自于本流程。（图6）

2. 问题二：实际工作中，是先改工作程序还是先改流

程图

(1) 流程图是工作程序的顶层设计，是系统设计时初始

过程管理体现。

流程图，是程序设计的理论基础，是程序管理的核心工

具，他把程序管理的工作用系统管理的理念来实现体系化管

理，这是流程图设计的来源。（图2）

3. 流程图类型

目前维修系统根据工作程序所绘制的流程图与传统意义

上的流程图的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是以何种目的来绘制流

程图。

类型一（业务类流程图）：以事件为导向，主要体现对

事件的闭环管理。

类型二（管理类流程图）：以任务为核心，主要体现对

维修系统流程的管理（断点），使其标准化并使流程之间的

符合性得以保证。

对于流程图的绘制是质量部门对整个流程体系的管理基

础，其目的是在流程初始设计时的风险管控，这是安全管理

重点，始于设计初期。所以业务流程图与管理流程图的绘制

在管理和使用上并不存在冲突，是工作顺畅性和流程完整性

的体现。（图3）

二、为什么建立流程图

流程图是系统建立的顶层建设，依据规章建立流程图，

通过流程图开发软件系统，并建立符合要求的手册、程序。

随着新能力、新需求、新的组织变更等运行环境的变化，需

要借助流程图来优化和改进系统，避免变更引起系统断链。

管理者需要借助流程图实现科室内部以及科室间流程接口的

图3

图4

图6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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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四：员工应该如何查询，应该遵守哪些要求

员工在落实工作程序要求时，除对任务描述的内容遵守

执行外，还应该对执行该任务所做的规定进行有效落实，操

作指南为工作者完成规定任务提供指导说明。严格意义上来

讲，所有规定必定要落实到岗位和任务，操作指南要为任务

执行提供详细指导说明。

流程与流程之间，通过任务完成关联，任务与任务之

间，通过输入和输出进行传递，这是流程图持续动态管理的

核心。目前机务工程部工作程序84个，任务1756项，涉及任

务之间交叉的输入产品总数约4117项，输出产品总数约3632

项，通过线下的人工识别，对持续动态管理的难度加大。

（图8）

四、流程图建设历程

流程图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是自新的维修管理系统引进

后便开始规划的项目，这体现管理者对体系管理的重视，通

过对流程的认知在建设流程图道路上需要不断摸索和探索，

从线下版的流程图绘制到流程图系统建设的思考和开发，最

后将实际工作程序在流程图软件中重建。主要建设历程为以

下两个阶段：

1. 阶段一（绘制线下版流程图）

维修系统自2016年底制定了流程图绘制的计划，通过

2017年的努力借助VISIO软件手动完成绘制工作，形式上有了

自己的流程图，但管理效能不足。

2. 阶段二（流程图管理软件开发）

根据线下流程管理的难点，逐步着手进行流程图软件系

统的研发，启动为

配合新软件系统识

别而进行流程图基

础数据绘制工作，

既要满足流程实际

需求，又要符合计

风险管理的关键步骤；

(2) 工作程序在流程图的指导下进行流程细化和建设；

(3) 操作指南是各岗位人员在标准（规章、手册、规

定、任务）制定后如何实施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的依据，

是指导员工满足标准前提条件。

流程图可以形象的表示为计划，工作程序是具体的实施

环节，没有计划则实施就会存在问题，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如

果涉及工作程序的修订，需要在流程图中进行验证所要更改

的内容是否对其他系统环节造成影响。如果缺失流程图检测

环节，势必会对流程断点产生影响，使程序接口被打断，进

而影响维修工作标准实施依据。

3. 问题三：工作程序不同情况下应该改哪些内容

通过上述问题的论述，我们知道了在改工作程序之前需

要进行流程图的验证，那工作程序应该改哪些内容，将会影

响的流程图各环节的接口。

(1) “规定” 影响到“任务”，涉及“输入”“输出” 

的更改。“规定”涉及到执行岗位，岗位跟任务关联进而影

响到任务变化，任务的变化对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工作产生影

响，

(2) 更改操作指南是否影响到流程图。操作指南涉及流

程的输入和输出，输入产品和输出产品是流程图中任务间断

点检测的关键要素，涉及流程与流程、任务与任务间的接

口。

(3) 操作指南的作用是什么，改程序是否仅更改操作指

南。操作指南是任务执行的实施细则，流程的变更首先要评

估是否涉及规定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任务的变更，由任务变

更最终影响操作指南的修订。

维修管理系统在使用过程中，随着运行条件的改变，工

作程序势必会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如增加职责要求、规定，

这些改变都会涉及到岗位，也对应到了任务变化，而仅仅更

改操作指南来指导各岗位人员工作，从程序设计原理来讲是

不科学的，这些变化已经涉及到任务的输入和输入改变，产

生了岗位任务之间的交叉，即涉及到产品的变更，影响到流

程图的改变。工作程序修订的标准对流程管理起到至关重要

作用，否则流程将会产生大量断链。（图7）

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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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可以识别的语言。

机务维修系统流程图管理软件的开发会经历多次开发方

案的修订和系统评测，初步实现系统单流程检测、流程间检

测、审批、修订、新增等管理功能。将复杂的工作程序科学

化管理，实现流程管理电子化。（图10）

五、持续管理/提升效能

流程图管理的核心是任务，任务的关键为任务之间产品

的输入和输出，在任务间接口有效的基础上需要不断的细化

岗位操作指南，通过提炼流程任务的培训需求分析，最终形

成精准化、客户化的培训标准。

流程图管理软件在流程断点检测过程中也会发现流程存

在的诸多断点，可以分为初始修复和持续管理两个阶段，断

点修复工作需要持续修复和优化，提升维修系统管理效能。

（图11）

六、结束语

笔者认为维修系统管理应该是以如何建立符合规章并设

计完善的程序和如何使维修人员按照符合经批准的手册程序

图10

图11

执行维修工作为重点，MIS系统引进后的思考和启发对管理理

念提升带来较大影响。

流程图是建立程序的核心管理工具，是流程科学化管理

的顶层设计，是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实现流程无缝衔接的关

键。传统的流程管理方式已难以突破瓶颈，这是公司革新工

作程序，建立流程图系统管理的核心，这也是机务维修系统

借助系统安全管理理念进行体系化管理的重要举措，这将为

公司的安全、高效、快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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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个文件中对危险源的定义描述不完全相同，

但结合这些定义的内涵，我们可以认为危险源是指一个系统

中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可造成人员伤害、在一

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区域、场所、空

间、岗位、设备及其位置。它的实质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

或部位，是爆发事故的源头，是能量、危险物质集中的核

心，是能量从那里传出来或爆发的地方。危险源是客观存在

于系统和组织构成中的。

二、如何对危险源进行准确的描述

在AC-121/135-2008-26《关于航空运营人安全管理体

系的要求》和AC-145-15《维修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中分

别列举了一些危险源样例，如图1和图2。

图1

图2

引言：

自2012年辖区首家维修单位开始建立并实施安全管理体

系（SMS）以来，甘肃辖区各维修单位建立并实施安全管理体

系（SMS）建设已经八年了。在对辖区维修单位实施安全监管

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对危险源进行准

确的描述和识别。由于对危险源定义的理解不够透彻，甚至

理解存在偏差，维修单位建立的危险源数据库中普遍存在对

危险源的辨识或描述不够准确和规范的想象。

一、对危险源定义的理解

在AC-121/135-2008-26《关于航空运营人安全管理体

系的要求》和AC-145-15《维修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中对

危险源是这么定义的：有可能导致人员受到伤害、疾病或死

亡，或者系统、设备或财产遭破坏或受损，或者环境受到破

坏的任何现有的或潜在的状况。这个状况包括自然界状况、

技术状况、经济状况以及人的状况。

在GBT 28001-2001标准3. 4条款将危险源定义为：可能

导致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

的根源或状态。

这个定义，将危险源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源，一类是状

态。根源可归结为能量(能量载体)和有害物质；状态是指控制

能量、有害物质意外释放的措施的失效的状态。

对此定义，我们重点要理解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存

在于组织工作活动或工作场所中的危险源对象有两类，即根

源、状态。第二其中的一类危险源对象，其本身具有一种潜

在的能力，这种能力得到诱发，就会导致事故或事件。第三

另一类危险源是可能诱发这种能力的对象。

具体例子如：维修人员在机坪上推工作梯：在推工作梯

的过程中，人、飞机和工作梯都是危险源。

如何对危险源进行准确的描述和识别

民航甘肃监管局适航维修处   康晓波



50

AIRWORTHINESS&MAINTENANCE 适航与维修

而我们在日常监管审查中遇到的，在维修单位建立的危

险源数据库中对危险源的辨识或描述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将事故、事件本身作为危险源,如高空坠落、车辆碰撞

等；

将设备设施作为危险源,如空压机、拖车等；

将作业场所作为危险源,如化学品仓库、锅炉房等；

将维修活动服务作为危险源,如推、拖飞机、设备检修

等；还有的单位将危险源与风险的定义混淆，将危险源辨识

成了主观意念或主管思维的产物，而非客观存在的具体事

物。如：航空器停场时，若在大风状态下不进行系留的话，

容易导致产生地面碰擦事故。

有的单位将危险源与危害的定义混淆，其实危险源本身

是无害的。如：大风状态下航空器停场未系留，与廊桥发生

碰擦造成航空器受损。

有的单位甚至将收集到的不安全信息或事件的描述当做

危险源列举在危险源数据库中，如：除、防冰工作中使用敞

开式操作斗的除冰车时操作人员的安全及人身防护；方向舵

夹具在使用中滑落擦碰到APU尾喷管上部蒙皮等等。

怎样才能比较规范、准确的描述危险源呢？下面，我们

推荐两种危险源的典型描述方法:

1、定语(描述真空危险源所处的条件、环境、状态) +名

词(真空无害状态的危险源)

例如：大风状态下且未进行系留的航空器。

2、主语(真空无害状态的危险源)+谓语+宾语(谓语和宾

语共同来描述危险源所处的状况

例如：航空器大风状态下未进行系留。

三、该怎样合理识别维修生产系统中的危险源

危险源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确定的维修生产系统中。

维修单位的首要职责是识别其管理过程和生产运行环境中存

在的危险源，控制其风险。在其系统及其生产运行环境中存

在的危险源必须被识别、记录和控制。

我们认为危险源辨识的目的是为了针对具体的危险源及

其风险后果，而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根据不同的结果

辨识出的危险源，只要适用于结果即可。

因此，笔者认为分析危险源可以按系统的不同层次来进

行。针对不同的生产系统范围，危险源的区域一般也不同。

例如，从一个企业的整个维修生产系统来说，可能是某个车

间、仓库就是危险源；而对于一个车间系统而言，可能是某

台设备就是危险源。

如果条件允许，维修单位可以按其生产运行系统的不同

层次来进行危险源的分析识别，建立不同部门或岗位级别的

危险源数据库。然后在这些基层的危险源数据库中进一步筛

选并提取，制定出公司级的危险源数据库。

当然，如果危险源辨识过细也会造成SMS管理成本的增

加和浪费。如果危险源辨识过于粗放，如前述举例中关于工

作梯的危险源，工作梯毫无疑问是危险源，但如果不对工作

梯加以具体描述的话，单将工作梯作为危险源会忽视维修中

有关工作梯的很多潜在的风险。如何把握这个度，维修单位

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管理目标来掌握，详尽程度应适

当。尽管识别出每一个可能的危险源是不现实的，但维修单

位还是应努力识别其生产运营中重大的、可预见的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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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飞机设计的进步、维修技术方式的提高、公司机队

数量的增加、维修管理模式的改变，维修任务下发管理模式

也随之改变，但同时受到民航总局管理政策、公司管理政策

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维修计划与维修控制主要是航空公

司经济效益和服务质量考虑的范畴，但当因缺乏维修计划与

维修控制而造成在保证安全的水平和对规章的符合性方面与

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之间有较大冲突时，就不仅仅是航空公

司自我考虑的范畴了，并将成为代表公众利益的民航当局应

当进行管理的问题。

为此，本文根据维修任务下发的管理要求，对维修计划

与控制环节进行研究，分析其管理原则。

1.1维修任务下发管理

良好的维修任务下发流程具有提高飞机可利用率、确保

航班正常性、降低飞机维修成本的重大作用，而且是履行飞

机安全适航性责任的重要工作。维修任务下发管理主要涉及

到两个方面的内容：维修计划管理与维修控制管理，维修计

划管理主要是确定维修任务，制定维修任务的执行计划；维

修控制管理主要是将制定好的维修任务下发，并按计划要求

下发到生产一线，并在维修任务规定的完成时限前完成维修

任务，并反馈维修任务执行情况。

1.1.1维修计划管理

维修计划是组织未来生产的指导性文件。没有计划，维

修活动将会停止。飞机维修是一个社会化的大生产，分工明

确、协作严密，每个部门在整个维修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

环节，并且每一环都是紧密相连。所以，通过维修计划来规

划，指挥各部门的运作。维修计划是根据维修需求和维修能

力限制来制定的，并对公司所拥有的机型、人员、设备配置

以及航材工装数量等问题进行的综合考虑和统一安排，是为

对维修计划与控制管理的认识

青岛航空机务工程部   王  政

了维修并且为能保证有符合民航总局适航规定的飞机而确定

的整体计划，它明确了何时维修、何地维修以及如何维修的

问题。

维修计划是对航空公司在规定的日期内范围各个方面

的应该达到要求进行说明，并监控维修进度及处理相应的偏

差，是航空公司在规定的日期范围内维修任务的整体规划。

体现在四个方面：

(1)根据维修方案而制定；

(2)根据航班营运需求而制定；

(3)根据维修计划来制定航材工装采购计划、工具设备管

理计划；

(4)根据维修计划来进行监督与控制。

在制定维修计划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1)匹配原则

维修计划中所编排的维修项目，与经局方批准的维修能

力相匹配，并且能充分合理地调动公司各部门的维修资源。

如发布的维修计划不能充分地利用实际的维修能力，则势必

会造成工作量不饱和，增加人员成本；如果实际的维修能力

不足，则会使得维修计划执行不到位，可能会涉及到飞机的

飞行安全，严重者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营运计划。故在编制和

执行维修计划的时，需要求维修计划的制定是科学合理的，

还需通过维修计划的执行促进各个维修环节的改进，进而提

高公司的维修质量水平和维修执行效率。

(2)综合原则

维修计划的制定要注重维修各部门之间的动态平衡。

因为它不是独立制定，而是受各个维修环节的影响，其中涉

及维修控制部门、工程技术部门、质量管理部门、培训业务

部门；另外维修任务的特点是：工作量大、耗时多、工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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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因此须对维修各部门进行综合分析，以确保维修计划的

顺利执行，保证飞机的持续安全适航。

(3)裕量原则

维修计划的的实施不可能按着计划不成不变地执行。因

为它的实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航班临时调整、飞机非

计划性停场、航材工装未到位；导致维修任务执行时间的提

前或延后。因此须对维修任务的执行时间留有适当的余地，

避免维修任务的超期，同时也减轻维修控制部门的计划执行

难度。

1.1.2维修控制管理

按规定的维修标准、发布的维修计划、实施监控，检查

维修任务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所在，并采

取相应的措施，保证维修任务的顺利执行。它是完成维修任

务的重要途径，是维修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

维修控制贯穿于飞机维修的始终。维修系统凭借控制

的机能，监督、制约和调整系统内各环节的活动，使其按维

修计划运行，并能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达到预定的目

标。飞机维修计划与维修控制涉及的方面较广，其中有维修

过程中的维修因素、维修节点、专项管理等。其内容主要有:

成本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等。成本控制的目的是在飞

机维修中力求最低的维修成本达到质量标准的要求。质量控

制的目的是保证维修执行过程符合标准规范，维修结果符合

质量要求。质量控制对维修过程中的维修因素、维修节点、

专项管理的进行监控。进度控制是对维修任务和维修任务执

行情况进行的控制，是确保在维修任务执行期限内完成维修

计划中所要求的维修任务。这是维修控制的主要目的。

维修控制有三种方式: 事后控制、事中控制、事前控

制。

(1)事后控制是指依据实际的维修情况与预期的维修效果

的进行研究，并进行修正，以期在以后的维修中进行控制的

措施。控制的重点是今后的维修活动。总结经验与教训是其

控制的思想；

(2)事中控制是指在维修过程中时时刻刻进行的控制方

式，此种方式的关注点是目前的维修任务执行过程，将整个

过程置于时刻的监控中，确保维修计划的顺利执行；        

(3)事前控制是在维修任务执行前对将要发生的维修进行

预判，并根据各种因素的预判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制订出

控制方案。

航空公司在实际的维修过程中，一般是结合这三种控

制方式一起来使用的。事后控制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一种方

式，但效果不如事中和事前控制好。在可能的场合应该更多

地采用事中控制方式和事前控制方式。

1.2 维修计划控制

维修计划控制是指根据航空公司的维修总体规划以及

维修方案的要求，预测未来内的飞机维修任务量及其维修需

求，制定维修计划，确认工作目标、提出工作目标需求并对

相关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平衡工作量与工作能力，依据一定

的工作标准对预定的工作目标进行控制，确保其不偏离目

标，以及对已执行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加以改进的全过程。

维修任务下发的主要目标是：一是保证飞机的安全与适

航。即保证下发的维修任务都能在所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执行

完毕；所有的保留工作不影响飞机的可用性，并且符号民航

总局的适航规定。二是控制维修成本。具体讲就是控制人工

成本，航材工装成本、库房设施成本，控制飞机利用率，减

少停场损失。

维修任务下发涉及飞机维修的整个过程，一个完整的维

修任务下发管理过程需包含四个方面：(1)维修预测；(2)维修

计划；(3)维修安排与控制；(4)维修分析。

1.2.1维修预测

预测就是建立在对以前的认识与对未来的估计，来预测

未来。飞机维修预测依据飞机的可用数量，维修任务量，根

据维修任务的执行检查要求，进行编排规划。以确定为满足

航班计划需求提供的飞机数量，及所必须执行完毕的维修工

作量。

维修预测是以所批准的维修方案及营运计划需求为基

础，以可靠性方案的分析和监控的数据作为支持，根据航空

公司的维修能力作为预测依据，预测未来何时，何地，由谁

执行什么类型的维修任务。

维修任务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计划维修任务；一类是

非计划维修任务。

计划维修是指为了预防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及

其引起的影响，使飞机的系统功能能在提前采取维修措施后

恢复到原有的功能水平，并为了保证飞机的持续适航而实施

的预防性措施的工作，它包括各项定期检查项目，如A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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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检，周检等等。飞机各系统的性能，随着时间推移，会衰

退。此种维修措施通常是按照规定的控制间隔进行执行，这

种工作称之为计划性维修。

非计划维修是指对有故障或缺陷的航空器及其设备，采

取的各种工作，为使其能恢复航空器及其设备的可靠性的维

修措施的工作，包括维修工作保留项目、故障/缺陷保留项

目。对此所采取的工作称之为非计划性维修。

飞机系统和部件发生故障的速率、磨损或失效形式是不

同的。对系统和部件开展的维修与故障率和故障模式有关。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研究表明，仅有11%的项目有确定的寿

命限制和/或损耗周期，可以进行计划性维修。其他89%的项

目则要到故障出现才采取措施，即非计划性维修。需要以

系统的方式处理维修问题，以便减少非计划性维修的高峰周

期。

维修预测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机体维修任务的预测

(1)定期检查项目的数量、工时、及停场时间；

(2)例行检查项目的数量、工时、所需人力；

(3)重大维修和重大改装；

(4)需执行的工程指令等。

2、重要部件维修任务的预测

(1)发动机、APU、起落架等重要部件拆换工作；

(2)重大维修和重大改装；

(3)需执行的工程指令等。

3、承修方预测

执行维修任务的单位，是自身维修还是外委维修；自身

维修又分定检维修、航线维修，外委维修涉及比较和选择承

修方。

1.2.2维修计划

维修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维修任务计划和航班计划。

维修计划的实施依赖于航班计划提供的飞机，航班计划

的运行受到维修任务需求的限制——航后地点，航后时间，

机型要求等等。维修计划与航班计划是互为协调，互为变

化。

维修计划按时间的长短分为长期计划，中期计划，短期

计划。计划依赖于前期的预测。

长期计划：主要是指未来的发展规划；飞机的引进数

量，引进构型，人员配置，资源配置等；

中期计划：主要是指年度计划；A检数量与停场计划，C

检数量与停场计划等；

短期计划：主要是月计划，周计划；明确的飞机，明确

的维修任务，规定的执行时间和完成时限。

维修任务计划按执行单位情况的特点，可分为：航线维

修计划和定检维修计划。

航线维修是指飞机在航前/过站/航后过程中所实施的维

修工作统称，以例行维护工作和及时排除发现的故障/缺陷为

主；保障航班计划的正点率，飞机的利用率。

定检维修是指飞机在停场期间所实施的维修工作统称，

主要是执行A检项目、C检项目、重大修理、重大改装等等。

航班计划是指为了满足营运和维修的要求，编排飞机

飞那条航线，那个航班，并将维修任务中指定的飞机安排在

维修计划中所需求的地点，时间。其依据如下原则来进行计

划：

(1)确保在有足够的停场时间下满足维修任务的工作要

求，并将停场时间尽量缩短；

(2)确保航班营运和飞行训练的需求；

(3)确保飞机利用率的提高。

航班计划不是不变的，而是会时刻变动。它的变动是受

天气变化、飞机替换、航班营运和飞行训练要求、突发故障

等因素影响，所以在安排和调整航班时需要有顾及全局、安

全第一的宗旨，故在制定航班计划时，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飞机利用率: 最大化飞机的利用率，降低飞机在地面

的等待时间；

(2)航线结构: 根据运行环境、性能要求、市场需求来编

排执行航班计划的飞机；

(3)飞机数量: 为满足营运的需要，确保有足够数量的飞

机投入；

(4)维修任务计划: 在编排航班计划和维修任务下发时，

要注意其发生的变化，并对进行的调整要满足维修任务计划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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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维修安排与控制 

在维修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

影响将会导致计划的调整或延期；这些因素有：飞机突发故

障、航材工装短缺、人力不足等。因此，为了确保维修任务

能按计划完成，按时提供安全适航的飞机，以便正常营运，

则必须对维修计划的实施过程进行有效控制。维修控制部门

掌握全面的维修情况，监督各个维修环节的进度，了解计划

执行与实际实施之间的偏差及其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保证飞机维修任务能保质保量地按计划完成。

根据实际情况，维修控制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准备情况

(1)维修技术文件准备，包括工卡、技术通告、厂家手册

等；

(2)航材工装准备，包括维修工作单所要求的拆换件，消

耗件，工具等；

(3)人员准备，包括试车人员，孔探人员，结构修理人员

等的确定

生产准备是否充分，维修计划是否能顺利执行的关键因

素。维修控制部门需核实维修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协助处理

维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2、维修计划的执行情况

监控维修计划的实施情况，了解维修的及时动态，分析

计划执行与实际实施之间产生偏离的原因，并根据相应的情

况，采取对应的修正措施。例如：生产一线人员反馈在计划

的停场时间内无法完成任务，那么控制部门就需考虑申请延

长停场时间，还是择机重新执行。

3、合理调配资源

资源包括：人员技术资源和航材工装资源。根据维修人

员的工种，维修水平分配对应的工作，或在各维修任务间进

行调配支援；根据各维修地对所需航材工装种类和数量的不

同，进行合理及时地调配。

1.2.4维修分析

经过维修预测，维修计划，维修安排与控制，与实际维

修中发生的种种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以便进行流程的改进，

组织的建设，促进整个维修过程的进一步完善。 

结束语

在了解学习了国内外资料后，经个人理解，总结形成了

以上对维修计划与控制管理原则的概述。因本人在PPC部门工

作，对其有较为广泛及深入的实操，希望能将过去靠直觉完

成的工作转换成为系统化的工作方式，将凭经验行事的方法

归纳为原则和概念，并以合乎逻辑、协调一致的思维方式取

代对事情的偶然认识。从而不断地调高“内部目标”，促进

个人自身的成长、促进科室的成熟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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