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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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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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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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７９ＫＭ） ／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ＦＡＮ （８０５３ＫＭ）， ＦＣＮ ２１１” 和“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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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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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过程进行分析，提出增加风扇组件修理可靠性的建议。并

（８０７６ＫＭ）， ＦＣＮ １０２ ”，同时机组反映客舱油烟味。导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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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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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封存和安装的分析和建议。本文较全面的分析了风扇

障，还需要清洁空调系统的管路和部件。这是一起故障现象

组件在使用、修理、安装等环节的技术细节，为降低风扇组

较复杂的故障，涉及到了故障的多方面影响，以下是详细分

件的故障率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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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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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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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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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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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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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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进口都有金属屑。

查的重点之一。

再次，进一步分解齿轮箱和风扇组件检查，冷却风扇驱

风扇组件内部损坏原因分析如下：风扇组件长时间的

动轴有磨损，风扇组件内部的轴承损坏，齿轮箱相对应的齿

运转磨损，可能会造成偏心转动和封严的磨损失效。封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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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后，滑油会进入冷却气路，使得滑油耗量大并污染气路通

中，被磁堵探测到，堵塞油滤触发ＡＰＵ的保护性自动停车信

道。前面滚珠轴承磨

号。同时发现风扇组件的内部封严损坏，会造成原本是内循

损后会偏摆转动，在

环的滑油从冷却风扇的气路，流入ＡＰＵ舱和进气道入口，被吸

润滑不充分的情况

入引气系统，也会造成客舱有油烟味。

下，脆弱的轴承保持
架会率先断裂，产生

综上分析和检查，确定了是风扇组件故障导致了ＡＰＵ自动

的碎块和金属屑随着

停车和有客舱油烟味故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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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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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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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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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２６０）、转子（图３——９０）、耐磨壳体（图３——
１２５）各修理或更换了１０次。

却器和ＡＰＵ舱进行冷却，滑油冷却器用于冷却整个滑油系统

从更换件的功能上分析，主要修理工作是从转动件及其

的温度。风扇组件中包括的零件有铝制进气壳体、齿轴、轴

轴承、封严等方面着手进行修复。损伤率最高的是齿轴，其

承、碳封严、风扇转子和静

次是滚珠轴承和滚棒轴承。由此

子等。风扇组件的润滑方式

可见，对于高转速的风扇组件，

是压力供油润滑，重力回油

转动件及其相关的封严组件是重

至齿轮箱内。轴承腔封严方

点检查对象，在修理过程中需要

式如封严结构图２和封严结构

对继续使用的轴承进行严格的检

图３所示，篦齿封严气路，碳

查；其次需要关注转动件的动平

封严油路，采用空气缓冲，

衡工序，使之处于可控状态；最

防止油雾进入气流通道。对

后在组装完成后需要重点检查气

于高转速的现代动力装置，

图２

密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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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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ww.c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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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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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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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各个环节问题出现次数统计

一、原因分析
风险管理评估报告，是指维修单位进行风险管理形成的

（一）系统和工作分析环节

书面汇报。当维修单位变更维修类别或项目时，风险管理评

系统和工作分析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指对系统和工作

估报告被要求与《维修许可证申请书》、符合性报告等申请

细化并分析，用于识别危险源和进行风险分析。所有报告中

资料一同提交局方审核。目前，ＣＣＡＲ－１４５规章及其咨询通告

仅有６份正确完整地实施了系统和工作分析（见图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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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确的系统和工作分析报告体现为：

位按照实际情况撰写。

一是将系统和分析工作当作情况说明或符合性说明。此

虽然无统一的内容格式要求，但是作为局方评估受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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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之一，结合局方评估经验认为，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合性报告。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安全管理体系下的风

第一部分，对风险管理的背景说明，包括风险管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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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评估人员、实施日期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系统和

对规章的符合性说明。二者分工不同，实施对象和方法也不

工作分析采用的方法及说明；第三部分，与本次申请内容相

同。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在接下来的危险源识别环节容易

关的新危险源识别；第四部分，风险管理专家对识别出的危

走偏或者抓不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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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忽视运

险等级或可接受程度；第五部分，为每一个非“绿区”风险

行环境和条件变

的危险源制定风险控制或缓解措施；第六部分，对采取风险

化，人为简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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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化危险源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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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面和影响面，

施，并跟踪监控。

从而影响关键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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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源的识别。
图２ 系统和工作分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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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源识别环节

进行根本原因分析是制定有效措施，降低风险的第一

本文所采用的“危险源”定义为有可能导致人员受到伤

步。目前企业风险管理中，措施和危险源往往贴合度不高，

害、疾病或死亡，或者系统、设备或财产遭破坏或受损，或

甚至出现脱节的情况，究其原因，除了人员制定措施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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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周，还与不注重原因分析有关。

述定义，２１份报告中共收集到１６８条危险源，其中因描述不

（四）风险控制环节

当不能认定为危险源的共３５条。其余１３３条中，近一半是违章

风险控制环节是基于对风险的评价结果，对不同的风

违规问题（见图３）。

险等级采取不同的控制或缓解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对措施

如果将违章违规问题，如“缺少相关适航性资料或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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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资料非现行有效”、“ＮＤＴ工作人员的视力条件不达标”等

分之一的报告

显性问题比作“冰山之上”，而“冰山之下”为存在安全隐

进行了措施有

患的隐性问题，如“工作梯不稳定”、“ＮＤＴ设备失效”等。

效性和衍生风

质量内审更多的针对“冰山之上”，而风险管理则针对“冰

险评估（见图

山之下”。从目前维修单位开展的风险管理来看，企业将过

５）。而进行了

多的精力放在“冰山之上”，而真正需要被识别的“冰山之

衍生风险评估

下”的危险源不能够完全被识别出来，这使得安全风险管理

的报告中衍生

的效果大打折扣。

风险都是不存
（三）风险分

图５ 风险控制环节

在。

析和评价环节
在此环节，风

二、几点建议

险管理专家对识别

第一，正确认识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的关系，

出的危险源进行严

是正确实施风险管理的前提。二者都是系统管理的要求，但

重性、可能性的等

又有本质的区别。一是站位不同，质量管理体系是通过日常

级分析和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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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得出对危险

洞，通过不断验证系统的文文相符和文实相符，达到完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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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体系的目的；而安全管理体系着眼于管理成本的控制，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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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地说就是：考虑各种措施的得失利弊，以发现最佳的解决

析，另外１６份报告均无根本原因分析（见图４）。有３份报告

方案，花小钱，办大事。二是查找问题的点面不同，前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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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解决“冰山之上”的问题，而后者侧重发现和解决“冰山

个整体分析和评价。

之下”的安全隐患。三是安全管理体系更关注运行环境和条

图３ 危险源识别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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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风险分析和评价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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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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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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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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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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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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简单介绍了Ａ３２０Ｓ飞机ＡＩＤＳ系统和ＬＡＢＥＬ参数以及利

ＡＣＡＲＳ直接下载到航空公司地面站的ＧＳＥ计算机中。ＤＭＵ／ＦＤＩＭＵ

用ＬＡＢＥＬ参数来排除飞机系统故障的典型案例，供机务维护工

（ＤＭＵ部分）的功能之一是产生特定触发条件下的ＡＩＤＳ标准

作人员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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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ＡＩＤＳ系统概述

超温）也收集飞机数据并自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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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Ｌａｂｅｌ 参数介绍与调取

（ＤＭＵ部分）是ＡＩＤＳ 的核心并且经地面支持设备（ＧＳＥ）可重新

ＤＭＵ／ＦＤＩＭＵ内部处理的参数被称为“内部参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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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参数均由ＥＱ／ＳＹＳ／ＬＡＢＥＬ／ＳＤＩ 构成的参数编号来识别。其

接，来自６０多个ＡＲＩＮＣ ４２９数据线的大约１３０００个参数被输入

所连接的任意一条数据总线上传输的每个参数（ＡＲＩＮＣ ４２９数

ＤＭＵ。通过ＡＩＤＳ可

据字）都是可

以实现对发动机

选的。在菜单

和ＡＰＵ持续性的监

“ＡＩＤＳ：Ｐａ－

控，从而避免一

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ＡＬＬ－

些额外的维护或

ＵＰ－－ＬＡＢＥＬ”

实现按需维护；

中可以使用：

ＡＩＤＳ还被用于完

Ｅ Ｑ 、 Ｓ Ｙ Ｓ 、

成各种工作任

ＬＡＢＥＬ、ＳＤＩ和

务，比如硬着落

数据位数

探测、机组熟练

行参数调取并

度监控和系统层

显示在ＭＣＤＵ

面的排故。

屏幕上，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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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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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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的源头，我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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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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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制显示，数据位于“ＤＡＴＡＢＩＴＳ ２８－１１”下一行共１８位，

的数据位分别为Ｎｏ１７和Ｎｏ１９位；其中ＥＱ为０６Ｄ，ＬＡＢ／ＳＤ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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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０２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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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ＬＡＢＥＬ ＣＡＬＬ－ＵＰ中输入ＥＱ／ＳＹＳ／ＬＡＢ／ＳＤ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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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过热警告的温度９２度，判定该过热警告为为假警告，按照

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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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读取液压油箱温度，首先要确定ＥＱ／ＳＹＳ／ＬＡＢＥＬ／ＳＤＩ组

法看到转换压力传感器７ＨＡ的数值。那如何才能读取７ＨＡ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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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呢？根据ＡＳＭ３６－１１－０１和ＡＳＭ３６－１１－０２，转换压力传感

感器分别传输模拟温度信号给ＳＤＡＣ１和ＳＤＡＣ２，而ＳＤＡＣ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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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Ｑ为０２９，所以获得更详细的ＬＡＢＥＬ参数需要继续查找ＡＳＭ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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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０２，查找ＡＳＭ３１－５４－０２ ＳＣＨ０２发现黄系统油箱温度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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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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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双发后在ＬＡＢＥＬ ＣＡＬＬ－ＵＰ中输入０６Ｆ／１／１５１／０１和

其次，要正确识别０２９／２／１７２／１０和０２９／１／１７２／１０输出数

０６Ｆ／２／１５２／１０即可获得左右发引气系统转换压力传感器７ＨＡ的

据的意义。但ＡＭＭ３１－５４－００并未给出ＳＤＡＣ输出数据的相关信

数据，对比左右转换压力传感器压力值基本相等，指示正常。

息，比如精度、分辨率、最低有效位、编码方式等信息。为

关闭双发后发现当右发７ＨＡ２ 值为零时，左发７ＨＡ１ 值不降为

了获得这些数据信息我们需要在空客文件ＡＩＰＬ或者手册ＥＳＬＤ

零；随后更换左发７ＨＡ１后试车正常，故障排除。后期译码也

查找。查询空客ＡＩＰＬ文件得知：ＬＳＢ为第２１位、采用二进制编

发现左发７ＨＡ１有波动，与右发不一致。本次故障是一起典型

码、分辨率为１度、温度范围＋／－２５６度、有效位数为８位等信

的传感器故障导致的引气系统故障，如在排故前使用ＬＡＢＥＬ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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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ＢＥＬ参数排除发动机滑油压力指示低故障

得黄液压系统液压油箱温度数值，有效位第２８－２１位分别为

我公司一架Ａ３２０飞机起飞５分钟后，机组报告右发滑油压

００１１０１１０和００１１１０００，转为十进制后数值是５４和５６；因精

力指示偏低，从１４到１６ＰＳＩ，后来降到６－１０ ＰＳＩ，右发滑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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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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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理解，如果对系统不熟悉，不能正确理解参数的意义，即

见漏滑油，ＥＣＡＭ 显示右发滑油量１８，检查ＣＦＤＳ 没有右发故

使获得再多的数据也无意义。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编程

障记录。地面双发试车发现左发滑油压力指示正常，右发滑

设置让ＡＩＤＳ系统输出更多的标准报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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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换算成十进制的数据，读取系统数据更加简单、直接，则

发现左右发滑油压力值ＯＩＴ均为１９ＰＳＩ，右发滑油压力值与

将来更有可能让ＬＡＢＥＬ参数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排故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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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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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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灯关系：

应急灯为飞机内部和外部一些区域提供照明，也为出口

对于ＮＧ飞机来说，其构型偏多，不同的飞机其客舱内的

通道作识别用。系统由两个控制电门（驾驶舱Ｐ５板和后乘务

应急灯电池组件数量不同，７００飞机应急灯电池有８个，８００飞

员Ｐ１４面板）、出口标志、过道灯、地板临近灯、滑梯灯以及

机电池组件有１０个。位置也有差异（不同的电池组件均有不

八或十个电池控制组件等组成。２８Ｖ 直流 １ 号汇流条为其提

同的编号，方便在工作中识别。）。下面分别介绍７００和８００

供电源。

飞机的电池组件位置。

１、２８Ｖ直流电为应急灯的充电和控制逻辑电路提供电

一）７００型飞机应急灯电池组件位置（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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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且 Ｐ５ 板的应急灯电门和乘务员面板的

二）８００飞机应急灯电池组件位置

应急灯电门都没有在 ＯＮ 位，那么电池

（图３）：

组件就开始充电。完全充电的时间取决

（注：以上表格均是天空内饰的ＮＧ

于应急灯使用时间。

飞机应急灯电池组件位置以及所控制的

二、应急灯及电池组件位置：

灯之间的关系，仅供参考，实际排故过

一）应急灯的分类：

程中涉及到飞机的有效性，请针对有效

根据ＳＤＳ３３－５１相关介绍，ＮＧ飞机

手册施工）

的应急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图

三）、如何快速识别电池组件的位

１）：
二）应急灯电池组件及所控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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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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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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Ｍ１６７６

Ｓ７ 电门打到ＡＲＭ位应急灯电池也是在放电的，这点也正好证

的实际位置查找

明航后要把驾驶舱Ｐ５板上的应急灯电门 Ｓ７ 打到ＯＦＦ 位，不能

（以８００飞机为例）

打到ＡＲＭ 位。

在对应的飞机
ＳＳＭ手册中可以查
看该电池组件的站

图３

位（ＳＴＡ５００Ｃ＋７，
ＷＬ２１３，ＲＢＬ６７）根据此站位在图５中查找。

图６

２）、电池组件原理分析：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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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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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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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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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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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ＵＴＩＯＮ 灯亮。

控制输入。３）、通过电池充电器上的１分钟延时测试按压电

Ｃ）、当Ｓ７在“ＡＲＭ”位，Ｓ２在“ＮＯＲＭＡＬ”位时，从线

门，对相应的电池组件进行控制。ＰＩＮ９－ＰＩＮ１６分为４组互相独

路图中可以看到Ｓ７电门提供的ＰＩＮ４、ＰＩＮ３均是断路路线，

立，每组都有一个保险丝。任何一根保险丝烧断，对应的电

因此电池组件无输出，应急灯不工作。同时Ｐ５板上的“ＮＯＴ

池组件所控制的应急灯即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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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才能正常工作。
４、特殊灯组件Ｍ２８３７、Ｍ２８３８：

３、线路图分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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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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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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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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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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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型飞机只有一组这类的灯组件，为Ｍ２８３７．应急灯电

为了保证自发光荧光条能有足够的、连续的充电，客舱

池组件供电时，有Ｍ１６６９和Ｍ１６６８电池组件供电，Ｍ１６６９给ＯＷＥ

灯光对荧光条进行充电程序，１）、初始充电；２）、后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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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ＳＴＡ６２８ Ｌ）供电。

１）、初始充电：在航前或飞机断电已超过６小时以上，

作为窗灯供电时：

采用初始充电程序；在客舱照明灯光打开或在明亮位时。

一组由红绿蓝三种颜色的ＬＥＤ灯组成，供电来源于灯组件

２）、后续充电：初始充电后自发光条的持续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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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航班过程中，如过站，按需采用后续充电程序；在客

输入。这一组ＬＥＤ灯带连接在窗灯的线路内，可以按ＡＣＰ指令

舱灯光打开或在明亮位时。

的颜色来调光，算作窗灯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窗灯还是应

四、关于ＭＥＬ中相应应急灯条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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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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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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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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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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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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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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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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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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地板紧急撤离通道标志系统（图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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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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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条保留时注意事项：

过程中发现导通或阻值很小，表明线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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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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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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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应急灯不亮：

路输入为高电位。此时需要分析的是连接ＰＩＮ３销钉的线路公

在应急灯故障中，部分应急灯不工作时比较常见的故

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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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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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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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Ｗ２２１８－００３４－２２和ＴＢ５０５（ＹＢ３）；
３、Ｗ２２１８－００３５－２２和插头Ｄ４０１７０Ｐ；
４、Ｗ２２１８－０４２９－２２和插头Ｄ１１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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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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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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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４的输入情况由具体的作动电门控制其输入情况。根据电

电器上，通过对串电池组件后，按压充电器上的测试电门发

池组件原理分析可知，只有当ＰＩＮ４的输入为高电位时，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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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才不工作。因此针对此种故障现象时，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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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Ｓ７电门“ＯＮ”位，Ｓ２电门“ＮＯＲＭＡＬ”位，此时可能导致

作。重复对串电池组件后进行测试，判断出是由于电池电量

故障的原因有（如图六红色线标示）：１）、Ｓ７电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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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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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消除。从而进一步确定可能是由于电池使用太久，不断

位，Ｓ７电门任一位置，此时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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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蓝色线标示）：１）、Ｓ２电门故障或Ｓ７电门故障；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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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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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的现象。

头Ｄ１１０６６；４）、Ｗ２２１８－００３３－２２和插头Ｄ４０１７０Ｐ；
５）、Ｗ２２１８－００３１－２２和Ｗ２２１８－００３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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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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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电门只要在ＯＮ位时，根据分析可知，所有电池组件内的

３、针对老旧飞机，建议相关部门在相关的维护工作中加

ＰＩＮ４应是接地，输入为低电位（即为０），而ＰＩＮ３的状态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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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输入为高电位（即为１），电池有输出。此时， 所有应

池，及时对相应的电池时寿件进行更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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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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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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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故障现象可以理出以下几种原因引起的故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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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两个应急灯灯泡烧坏；２、电池电量不足；３、电池

障源。少走弯路，因此在排故过程中，对系统知识的掌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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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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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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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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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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二、剪切销尺寸及安全性能（最大限制载荷）

近期国内外行业内，发生多起牵引车在推拖飞机的过程

飞机地面牵引系统需要有保护装置，防止遭受过大载

中产生不安全事件，有的剪切销剪断，有的牵引杆被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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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造成飞机部件损坏，更严重的造成人员伤亡。在行业内

护元件，其作用是在拖拉飞机时，一旦由于某些不正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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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出现超载时，剪切销能立即被剪断，从而保护飞机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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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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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航Ｂ７３７系列飞机牵引杆配置两根剪切销，剪切销材料
为 ３０ＣｒＭｎ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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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Ｂ７３７牵引杆剪切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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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山航购买飞机牵引杆剪切销检测合格证书

三、数据分析
１、牵引杆保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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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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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牵引杆２０１５－２０１９数据情况
图１ 牵引杆前部区域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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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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牵引杆剪切销维护保养方案优化

频率而定，每天使用一次或以上，每三个月对牵引杆上的剪

２０１５年牵引杆剪切销更换以厂家推荐的方案设置一年间

切销进行例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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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改版前维护工卡

图５ 新购买牵引杆厂家标识

３、成本投入分析
表２ ２０１５年牵引杆剪切销非计划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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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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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２０１６年牵引杆剪切销非计划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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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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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２０１７年牵引杆剪切销非计划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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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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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航青岛基地在日常维护保障过程中，通过数据积累

其次，作为责任主体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及时有效的与生

分析，积极与牵引杆生产制造商沟通联系，提出山航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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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及时调整更换剪切销间隔，间隔时间由原来的一年一次

方案，不拘泥于厂家理论维护方案，延长工具设备使用寿命

变更为三个月一次。

周期，减少新购工具设备成本，保障飞机维修安全也是我们

山航青岛基地更换牵引杆剪切销实施周期根据设备使用

每一位从事民航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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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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飞机在地面转向时，前起落架转弯系统工作。前起落架

时，左转弯作动筒伸出，右转弯作动筒收缩。左转则反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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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转弯计量活
门试验支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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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转弯计

试时，需设计试验支架完成测试要求。

量活门功能测试
时，其功能测试支

一、前起落架转弯系统的介绍

架参考附件维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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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中示意图进行设
图１ 转弯计量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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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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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转弯计量活门测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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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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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门相连。管路开关形成液压油路。

面约１．２米，符合人体工程学，便于工作者在管路上执

在实际设计转弯计量活门试验支架时，在手册原来

行相应的操作。按照附件维修手册示意图管路上安装６

示意图上进行略微改动，以便工作者更好的操作，设计

个断开关，用于控制管路的通断，安装２个针型开关，

示意图如图３所示，由图中可看出试验支架由小车、支

用以释放活门内的残余压力。所有的开关采用耐航空液

架及硬管开关压力传感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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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试验支架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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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转弯计量活门试验支架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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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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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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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振动值的故障分析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 张金柱

摘要：

１）外来物引起的转子不平衡

摘要：文章以ＧＥ／ＣＦＭ发动机为主要参照，从原理出发结

外来物的来源主要有鸟击，地面上的石子，遗落的螺

合工作实际，讨论发动机振动值的故障，分类总结各类故障

钉，叶片结冰等等。故障现象通常是振动值的突然变大，有

现象及处理方法。可以为发动机维护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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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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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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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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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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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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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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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振动大，如图７发现吊点螺栓发现有磨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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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图３

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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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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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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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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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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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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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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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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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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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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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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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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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第一代波音７３７飞机的问世，经过

函，对相应的系统进行改装升级；同时，航空公司在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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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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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飞机系统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更是不断改进，构型日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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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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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产生差异。

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波音７３７飞机为例，对飞机系统构型差

二、构型识别方法

异的识别及其应用提出个人见解，以供同仁参考。

对于不同机型的飞机，由于外形、发动机、机身结构、

一、构型差异产生的原因

系统均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识别不同机型飞机的构型

１、 飞机型号的改进

没有多大意义。而对于同机型的飞机，由于构型差异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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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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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ＭＡＸ飞机，都体现了技术革新带来的飞机型号的更迭，其

在飞机维修领域，硬件识别的主要方法就是通过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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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件号进行构型识别，相关系统及零／附件的构型差异、功

式进行。

能改进是通过不同的件号来体现。例如，具有ＴＣＡＳ７．１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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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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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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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软件识别

相应的加改装，提升机载设备能力和增加系统功能，这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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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ＩＩ代ＤＥＵ需要不同的ＯＰＳ软件与之匹配。

同的软件构型来体现。例如，ＯＰＳ软件，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实

２、软件构型识别过程中，注意ＯＰＳ软件与ＤＢ软件的匹配

现系统功能改进和解决软件漏洞问题；ＯＰＣ软件，可以通过客

性问题，不同的ＯＰＳ软件版本需要不同的ＤＢ软件支撑，如不同

户选型对系统功能进行客户化选择，如ＦＭＣ ＯＰＣ、ＤＥＵ ＯＰ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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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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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ＰＳ也需要不同的ＤＵＤＢ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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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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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程序销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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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系统功能构型选择，除了通过ＯＰＣ软件实现外，还有

应的功能是否激活。另外，在系统ＯＰＳ软件进行升级时，波音

一些功能构型可以通过程序销钉的选择来实现，例如，飞行

或ＯＥＭ厂家都会发布服务信函（ＳＬ）对升级软件的功能改进和

管理计算机（ＦＭＣ）程序销钉构型决定了飞机／发动机数据库

增强进行说明。

（ＭＥＤＢ）中的发动机推力、燃烧室类型等功能选择。另外，

４、程序销钉构型主要有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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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电门组件。程序电门组件内包含很多双列直插封装

识别代码等信息，例如，通过ＡＴＣ应答机程序销钉构型，可以

（ＤＩＰ）电门，电门的“ＯＮ”和“ＯＦＦ”两个位置，分别代

得到飞机对应的唯一２４位地址码。因此，通过程序销钉构型

表”０“或”１“两种状态，程序电门组件就将电门的状态送

识别，可以识别出飞机系统的构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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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线路识别

来确定构型。比如，ＦＭＣ 和ＡＴＣ的程序销钉构型就是通过这

线路识别方法类似于程序销钉方法，也是通过组件后

种方式实现。二是通过飞机个性组件（ＡＰＭ）。ＡＰＭ存储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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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的识别代码、注册代码等信息，当与之相连的计算机通电

钉识别方法相比，没有程序电门组件或ＡＰＭ，而是运用线路

时，就可以接收这些信息，如ＡＣＡＲＳ ＣＭＵ的Ａ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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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组合连接，从而实现对系统构型的选择。如，ＶＨＦ通讯系统

在飞机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上构型识别方法确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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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的实际构型，在特殊运行申请和飞机维护方面进行应用。

个“地”信号来识别，而近地警告系统的高度呼出构型则是

同时，作为机队管理的重要内容，飞机构型管理应该从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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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型开始，运用电子化、系统化方法，对机队的构型数据进

择。

行不断更新和维护，并面向一线开放，为机队工程管理和一

三、构型识别的实际应用

线飞机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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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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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ＣＣＡＲ－１２１Ｒ５附件Ｊ
补充审定符合方法的讨论
昆明航空
徐 进 许卫明
ＡＭＥＣＯ西南航线中心重庆分公司
丁世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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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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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思想接轨，ＣＡＡＣ于２０１３年组织国内各航司老龄飞机的专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着重介绍昆明航是如何符合这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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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的要求。纵观整个昆明航的符合工作，可以总结为八个字

８份ＡＣ：

“两个阶段，两项原则”：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８－５９－Ｒ１《飞机维修记录和档案》

第一阶段——文文符合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８－６５－Ｒ１《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大

针对８份ＡＣ的内容，航空公司首要的工作就是怎样结合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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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８－６９《飞机检查和记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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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８－７０《机身增压边界的修理损伤容限评

的专业分别编制，故其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及专业性较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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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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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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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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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航在编写手册程序的过程中，将ＡＣ要求分解，贯

ＦＳ－２０１８－７１／－７２／－７３持续适航部分的要求则遵循了“规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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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化”的指导思想。三份ＡＣ揉和成一个ＫＭＡＭ０３－２７《ＥＷＩＳ、燃

时，只需要根据主工作程序的要求或其涉及的相关指引，就

油系统、损伤容限的持续适航要求程序》。该程序包含维修

能完成对所有涉及规章要求的评估。（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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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册之中，索引查询费时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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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才能顺

册及程序的逻辑总图：

利的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查询工

最左端的浅灰色的为规章以及下属ＡＣ。其内容进入的第

作。这对大部分外场工作者是

一级手册为１２１运营人的公司级手册《维修工程管理手册》

一个头疼的问题。为了提高查

的各个子章节（绿色部分）。该部分对手册内容的编写在结

询的效率，昆明航依照“清单

合原有手册章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持了原ＡＣ的内容，

视图化”的原则，组织力量将

尽量做到原文引述，以方便日后对ＡＣ内容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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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章进入的第二级为部门程序（蓝色部分）。昆明航将

过目录索引，就可以直接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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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到对应的图纸。（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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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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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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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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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这类结构损
伤，最后体

第二阶段——文实符合

现 在 波 音

昆明航的文实符合主要为根据改版程序的要求将维修记

ＴＯＯＬＢＯＸ ３Ｄ视

录录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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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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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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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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面、科学、规范”三个精细化思路管理机务维修工作的源

本文旨在介绍一种更科学、可持续性更强的安全管理理

头、过程、结果。无论是日常运行保障，还是ＡＯＧ运行保障，

论——ＡＰＳ管理理论，以应对航空公司机队规模越来越大，机

ＡＰＳ都可以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人、机、料、法、

型越来越多样化，运行站点越来越多，运行环境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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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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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保证工作结果的标准化、规范化。它实现了安全管理从

论融合在大运行机务保障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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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民航安全管理的现状

移”，确保过程规范和持续安全。如果航空公司把ＡＰＳ理论融

安全，是民航业界的基石，也是航空企业的生命线。进

合到运行机务保障管理中并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ＡＰ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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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南，将有力地提升运行管理水平和维修质量，从而更进一

务维修管理，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但随着机队规模扩大，

步地保安全、促生产、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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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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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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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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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更稳定的安全效益、经济效益

大运行机务保障工作。

和企业形象。

（一）正常航班运行保障
航空公司日常大部分的航班均是

二、ＡＰＳ管理理论简介

正常航班，要完成这类航班的运行保

ＡＰＳ管理理论，即：生产有准

障，首先要根据ＡＰＳ管理做好开航前的

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施工有程序

航线考察，从人、机、料、法、环五方

（Ｐｒｏｇｒａｍ）、工作有标准（Ｓｔａｎ－

面确认通航站点的维修资源符合运行保

ｄａｒｄ）。这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
机务维修工作管理理念，按照“全

障要求，具体如表１：
表１

35

AIRWORTHINESS&MAINTENANCE 适航与维修

ＡＰＳ在微观层面特别强调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风险防控的

（３） 信息通报及时、准确。

可靠性。航空公司尤其注意参考以上的“标准”制定ＡＰＳ作业

２．特殊运行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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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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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航空公司而言，非正常航班保障是公司运行管理水

Ａ：生产有准备

平的一种体现。探索出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的管理方法，安

（１） 确认航班的类型，并准备相关的检查工卡；

全、高效、平稳地保障非正常航班，是一道考验航空公司的

（２） 确认故障情况，评估是否符合ＭＥＬ保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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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施工有程序

决这道难题的最佳答案。笔者将以特殊需求航班、特殊运行

（１） 严格按照相关工卡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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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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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特殊需求航班

Ｓ：工作有标准

日常运行中，航空公司偶尔需要执行某些特殊需求

（１） 航空器性能符合航班的特殊要求；

航班，这类航班尽管数量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如

（２） 航空器符合ＭＥＬ放行标准；

需要运送特殊货物、旅客担架需求的航班等。机务部门可结

（３） 航路和载重情况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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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ＡＯＧ故障航班

增加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制定ＡＰＳ作业指南。

作为一个包含多个机电元件和电子设备的综合体，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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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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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随机配置部分常用工具箱及航材；

工作标准，可以全面提高航空公司的维修综合实力，促进管

（４） 做好突发状况的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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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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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Ｓ：工作有标准

Ｐ：排故过程科学、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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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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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向当地机务和机组人员准确了解故障现象和故障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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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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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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紧凑高效的社

病毒防护万无一失。

会节奏，也侵噬了祥和温馨的春节氛围。一时间，举国陷入

机务行动。机务队伍按照公司统一安排，对特殊任务进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来不及反应，疫情已在身边，每一个企

行深入细化分解。成航机务不乏执行特殊任务的经验，保障

业，每一位公民瞬间成为战疫的斗士。这场斗争中，成都航

过２００８年抗震救灾运送伤员的特殊航班，参加过多次航展演

空立足安全生产，积极驰援抗疫一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示，经历过国产民机首航的荣耀时刻，也承担过国产民机在

在危机中寻求突破；成航机务坚守岗位，运行中护航安全，

大兴首飞的重任。成航机务，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战疫中挺身而出、困境中思变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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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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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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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航请命。成都航空主动请缨，承运四川第九、第十

利登机，当几十吨医药物资搬上机舱，当临时要增加一架任

批医务人员前往武汉。“为国效力”的民族情怀迅速激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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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的使命感，全员上下争相报名。然而，“新冠”、“武

利返回……．６＋１的完好机队交上了最完美的答卷，这也是对

汉”，这些略带风险的热频词汇，却要求大家必须冷静思

机务润物无声辛勤劳作最大的回报。

考。公司领导周密部署，光荣的任务，更要确保飞行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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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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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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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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机坪机务挺身而出：为保证全公司的持续生产

着。

力，减少随机工作人员与当地的接触，减少不必要的隔离，

国产机队不分彼此。在国家品牌面前，成航顾大局。

机务人张天赐勇敢的站了出来，“我下飞机，我绕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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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加油，我到机坪协调”。随第一架飞机到达武汉，张天

检维修，作为国产民机的先行者和示范者，成航机务主动对

赐全副武装，做好最严密的医学防护，从容不迫“独闯禁

接，不分彼此，视ＡＲＪ的适航安全为己任。成航机务高效率、

区”。五架飞机地面检查正常，五架飞机加油完成，地面

高质量的完成三架飞机的定检工作，赢得天骄兄弟的好评；

勤务协调完毕……待全部任务结束后张天赐随最后一个航班

特殊时局下，成航履行承诺，用实际行动呵护着国产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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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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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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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困局，国机突围

支援任务，积极创收。

战疫情、保安全，是当前民航的首要使命。然而，另一

经过三年的示范运营，ＡＲＪ的运行规模不断扩大，机务进

个沉重的课题又摆在面前：经济形势严峻，航空企业如何渡

一步探索运行成本，精确核算维修成本，并力求更好的控制

过难关？

维修成本。对于手册中暂无明确标准的故障，成航机务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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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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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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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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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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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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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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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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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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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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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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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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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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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带教师傅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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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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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此外，质量检查小组对培训质量有直接否决权。（图４）

图４ 日常检查问题信息表
图７ 航线机务新员工成长手册项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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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图８ 航线机务新员工成长手册项目实例签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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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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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航线机务新员工个人成长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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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分“五个阶段”实施培训

（ｄ）工卡和非例行项目：本阶段正式进入为期２个月的

本着“先易后难，先低风险后高风险”的原则，按照

工卡和非例行项目的带教。重点学习航空器检查标准，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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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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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一般勤务项目、生产保障项目、工卡和非例行项目、全

作业的“九字方针”，贯彻 “指点法”和“区域检”的要

流程监督工作五个阶段，逐一阶段进行实施。（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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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 航线机务新员工培训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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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２ 工卡和非例行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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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维修工作全流程培

（ｂ）一般勤务项目：两周的勤务项目主要从挡轮档、摆

训项目：在本阶段半个月的培训过程中主要培养航线机

警示锥、推梯子、清洁飞机等勤务工作初步了解外场机务维

务新员工独自完成完整的航线工卡、常见例行工作、非例行

修工作，适应外场工作环境。完成该段培训后，应具有独立

工作等项目。从生产准备到工作收尾，直至签署工作单卡，

相应的飞机勤务工作的能力。（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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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 一般勤务项目清单

（ｃ）生产保障项目：２０天的生产保障项目学习，是为了

图１３ 维修工作全流程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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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需求部门完成各阶段培训项目后组织考核

维修现场管控管理、工作结束收尾等，参与到维修生产保障

完成上述５个阶段的相关项目培养及分阶段考核后，在新

工作的各个环节；通过参与该阶段的项目学习，在参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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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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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和实作考核。结合培训过程中

解，培养员工“准备到位、交接到位、收尾到位”的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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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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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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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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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图是维修系统流程体系建立之初的系统工作分析，

规章是机务维修系统各运行活动的基础，维修系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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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章为基础进行工作任务分解，制定可执行、可量化、可管

础，它能够为组织的工作程序、功能（或岗位）和方法提供

理的任务；任务是维修活动的根本或核心，岗位对应工作

描述性参考。系统描述的目标是使所有的组织程序标准化，

任务，明确系统各要素的执行要求，是系统流程化的重要环

以便他们能被有效地管理。

节；产品是岗位和任务之间的接口，在各任务之间建立传输

机务维修系统自建立多数会经历几次变更。初始审定之

接口和连接介质，确保流程间的运作顺畅；流程是执行工作

初，维修系统与多数新公司一样采用“拿来主义”形式复制

的依据，为系统良好运转搭建组织框架；操作指南指导各岗

了一份“自己”工作程序和系统，随着运行中的各种变化，

位和任务实施步骤，提供详尽的操作规范，是实施维修工作

并借鉴优秀公司的管理方式，会迎来再次流程和系统变革，

的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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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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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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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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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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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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管理体现。

监管，通过过程监控确保科室内工作能够有效开展。拥有自

流程图，是程序设计的理论基础，是程序管理的核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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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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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为未来系统建设和项目优化提供技术支持。（图４）

理，这是流程图设计的来源。（图２）

三、流程图管理难点

３． 流程图类型

流程图的管理是以任务为核心，所有动态管理都是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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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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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图。

问题一：任务在流程图断点检测的时候起到哪些作用，

类型一（业务类流程图）：以事件为导向，主要体现对

如何发挥作用？

事件的闭环管理。

问题二：实际工作中，是先改工作程序还是先改流程

类型二（管理类流程图）：以任务为核心，主要体现对

图？

维修系统流程的管理（断点），使其标准化并使流程之间的

问题三：工作程序

符合性得以保证。

不同情况下应该改哪些
内容？实际更改了哪些

对于流程图的绘制是质量部门对整个流程体系的管理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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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四：员工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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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查询工作程序，应

的体现。（图３）

该遵守哪些要求？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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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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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为什么建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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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流程图是系统建立的顶层建设，依据规章建立流程图，
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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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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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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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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的关键步骤；

４． 问题四：员工应该如何查询，应该遵守哪些要求

（２） 工作程序在流程图的指导下进行流程细化和建设；

员工在落实工作程序要求时，除对任务描述的内容遵守

（３） 操作指南是各岗位人员在标准（规章、手册、规

执行外，还应该对执行该任务所做的规定进行有效落实，操

定、任务）制定后如何实施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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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导员工满足标准前提条件。

讲，所有规定必定要落实到岗位和任务，操作指南要为任务

流程图可以形象的表示为计划，工作程序是具体的实施

执行提供详细指导说明。

环节，没有计划则实施就会存在问题，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如

流程与流程之间，通过任务完成关联，任务与任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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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通过输入和输出进行传递，这是流程图持续动态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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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目前机务工程部工作程序８４个，任务１７５６项，涉及任

环节，势必会对流程断点产生影响，使程序接口被打断，进

务之间交叉的输入产品总数约４１１７项，输出产品总数约３６３２

而影响维修工作标准实施依据。

项，通过线下的人工识别，对持续动态管理的难度加大。

３． 问题三：工作程序不同情况下应该改哪些内容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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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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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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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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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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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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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线下流程管理的难点，逐步着手进行流程图软件系

不科学的，这些变化已经涉及到任务的输入和输入改变，产

统的研发，启动为

生了岗位任务之间的交叉，即涉及到产品的变更，影响到流

配合新软件系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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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而进行流程图基

作用，否则流程将会产生大量断链。（图７）

础数据绘制工作，
既要满足流程实际
需求，又要符合计

图７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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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可以识别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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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务维修系统流程图管理软件的开发会经历多次开发方

念提升带来较大影响。

案的修订和系统评测，初步实现系统单流程检测、流程间检

流程图是建立程序的核心管理工具，是流程科学化管理

测、审批、修订、新增等管理功能。将复杂的工作程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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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管理，实现流程管理电子化。（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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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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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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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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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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虽然，这三个文件中对危险源的定义描述不完全相同，

自２０１２年辖区首家维修单位开始建立并实施安全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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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ＳＭＳ）以来，甘肃辖区各维修单位建立并实施安全管理体

中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可造成人员伤害、在一

系（ＳＭＳ）建设已经八年了。在对辖区维修单位实施安全监管

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区域、场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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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岗位、设备及其位置。它的实质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

确的描述和识别。由于对危险源定义的理解不够透彻，甚至

或部位，是爆发事故的源头，是能量、危险物质集中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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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能量从那里传出来或爆发的地方。危险源是客观存在

危险源的辨识或描述不够准确和规范的想象。

于系统和组织构成中的。

二、如何对危险源进行准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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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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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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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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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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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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仓库就是危险源；而对于一个车间系统而言，可能是某

将事故、事件本身作为危险源，如高空坠落、车辆碰撞

台设备就是危险源。

将设备设施作为危险源，如空压机、拖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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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如果条件允许，维修单位可以按其生产运行系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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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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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一个企业的整个维修生产系统来说，可能是某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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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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修计划与控制管理的认识
青岛航空机务工程部 王 政

随着飞机设计的进步、维修技术方式的提高、公司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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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的增加、维修管理模式的改变，维修任务下发管理模式

的整体计划，它明确了何时维修、何地维修以及如何维修的

也随之改变，但同时受到民航总局管理政策、公司管理政策

问题。

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维修计划与维修控制主要是航空公

维修计划是对航空公司在规定的日期内范围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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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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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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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是航空公司在规定的日期范围内维修任务的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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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在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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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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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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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计划中所编排的维修项目，与经局方批准的维修能

到两个方面的内容：维修计划管理与维修控制管理，维修计

力相匹配，并且能充分合理地调动公司各部门的维修资源。

划管理主要是确定维修任务，制定维修任务的执行计划；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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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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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造成工作量不饱和，增加人员成本；如果实际的维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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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则会使得维修计划执行不到位，可能会涉及到飞机的

任务，并反馈维修任务执行情况。

飞行安全，严重者会影响航空公司的营运计划。故在编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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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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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并且每一环都是紧密相连。所以，通过维修计划来规

维修计划的制定要注重维修各部门之间的动态平衡。

划，指挥各部门的运作。维修计划是根据维修需求和维修能

因为它不是独立制定，而是受各个维修环节的影响，其中涉

力限制来制定的，并对公司所拥有的机型、人员、设备配置

及维修控制部门、工程技术部门、质量管理部门、培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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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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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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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裕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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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计划的的实施不可能按着计划不成不变地执行。因

式，但效果不如事中和事前控制好。在可能的场合应该更多

为它的实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航班临时调整、飞机非

地采用事中控制方式和事前控制方式。

计划性停场、航材工装未到位；导致维修任务执行时间的提

１．２ 维修计划控制

前或延后。因此须对维修任务的执行时间留有适当的余地，

维修计划控制是指根据航空公司的维修总体规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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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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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

求，制定维修计划，确认工作目标、提出工作目标需求并对

１．１．２维修控制管理

相关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平衡工作量与工作能力，依据一定

按规定的维修标准、发布的维修计划、实施监控，检查

的工作标准对预定的工作目标进行控制，确保其不偏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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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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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控制贯穿于飞机维修的始终。维修系统凭借控制

完毕；所有的保留工作不影响飞机的可用性，并且符号民航

的机能，监督、制约和调整系统内各环节的活动，使其按维

总局的适航规定。二是控制维修成本。具体讲就是控制人工

修计划运行，并能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达到预定的目

成本，航材工装成本、库房设施成本，控制飞机利用率，减

标。飞机维修计划与维修控制涉及的方面较广，其中有维修

少停场损失。

过程中的维修因素、维修节点、专项管理等。其内容主要有：

维修任务下发涉及飞机维修的整个过程，一个完整的维

成本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等。成本控制的目的是在飞

修任务下发管理过程需包含四个方面：（１）维修预测；（２）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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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３）维修安排与控制；（４）维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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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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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控制有三种方式： 事后控制、事中控制、事前控

作量。

（１）事后控制是指依据实际的维修情况与预期的维修效果

础，以可靠性方案的分析和监控的数据作为支持，根据航空

的进行研究，并进行修正，以期在以后的维修中进行控制的

公司的维修能力作为预测依据，预测未来何时，何地，由谁

措施。控制的重点是今后的维修活动。总结经验与教训是其

执行什么类型的维修任务。

制。

维修预测是以所批准的维修方案及营运计划需求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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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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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事前控制是在维修任务执行前对将要发生的维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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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判，并根据各种因素的预判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制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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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计划依赖于前期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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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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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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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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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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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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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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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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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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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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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件维修任务的预测

（２）确保航班营运和飞行训练的需求；

（１）发动机、ＡＰＵ、起落架等重要部件拆换工作；

（３）确保飞机利用率的提高。

（２）重大维修和重大改装；

航班计划不是不变的，而是会时刻变动。它的变动是受

（３）需执行的工程指令等。

天气变化、飞机替换、航班营运和飞行训练要求、突发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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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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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解学习了国内外资料后，经个人理解，总结形成了

在维修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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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将会导致计划的调整或延期；这些因素有：飞机突发故

作，对其有较为广泛及深入的实操，希望能将过去靠直觉完

障、航材工装短缺、人力不足等。因此，为了确保维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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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按计划完成，按时提供安全适航的飞机，以便正常营运，

归纳为原则和概念，并以合乎逻辑、协调一致的思维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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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对事情的偶然认识。从而不断地调高“内部目标”，促进

掌握全面的维修情况，监督各个维修环节的进度，了解计划

个人自身的成长、促进科室的成熟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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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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