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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７日，Ａｍｅｃｏ保障国航两架波音７７７－３００飞机运送６６８名北京医护人员抵达武汉

驰援抗击疫情最前线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
——Ａｍｅｃｏ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１月２３日，Ａｍｅｃｏ召开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Ａｍｅｃｏ机务人奋战在防控疫情

急会议，根据民航局、中航集团的部署要求，第一时间成立

的战场上，克服一切困难，调动一切力量，全力以赴保障驰

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积极

援武汉航班的安全正常。Ａｍｅｃｏ各级党团组织，党员干部、团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面吹响合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号

员青年更是冲锋在前，夜以继日地投入到防控工作前线，让

角。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前线高高飘扬，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Ａｍｅｃｏ严格按照“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
科学处置”的原则，加强疫情防控全面部署，确保防护用品

截至２月１１日，Ａｍｅｃｏ有力保障国航１３架驰援武汉航班，

及时到位，降低一线员工染疫风险；落实应急值守和领导值

运送医护人员千余人，医疗物资数百吨，坚实支撑起疫情防

班制度，保证２４小时通信联络畅通，确保安全生产组织有序

控的空中“支援线”。

进行；加强对重点疫情防控地区以及生产运行一线的工作保

行动迅速 第一时间搭建疫情防控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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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加强航班航后通风，确保公司安全运行、疫情防控工作
平稳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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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部署以最快的速度落实到了每一名Ａｍｅｃｏ人身上。在
极短的时间内，Ａｍｅｃｏ完成了一次步调一致的大“换挡”，从

式切换到战时紧急状态。防控疫情生产一线暖心的故事更是
每天都在发生。

“春节时间”进入“防疫时间”。行动速度之快，体现出民

１月２５日，国航紧急调派驰援武汉的航班，此时武汉已

航维修企业的保障效率，展现了Ａｍｅｃｏ人的大局观念和高效行

经全面“封城”，当地机场什么情况不太明确。在这种情况

动力。

下，华北航线中心波音一大队昝晓雄毅然决然跟班这架飞

八方集结 ２４小时日夜坚守织造空中保障网

机。完成航班放行保障任务后，同事们纷纷在微信群为他点

众志成城，一往无前。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
Ａｍｅｃｏ人迅速形成了一张空中航班保障网络，全力应对，有力

赞，而他只是淡淡地回复：“不算啥，留在那儿的医务人员
更辛苦。”

有序驰援疫情防控第一线。

和许多机务人一样，疫情发生后，波音

Ａｍｅｃｏ运行管理部控制中心（ＡＭＣ）集

一大队索东亮仍然像往常一样执行着每架飞

中部署，统一协调，紧抓安全生产，提高航

机的维护工作，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

班正常性，梳理机队技术状态，保证飞机性

一次，他所负责的航班出现发热病人，在人

能良好，调集跟机放行人员，调配各类保障

们唯恐避之不及时，他主动说，“我一人上

资源，加强飞机消毒维护，进一步推动了运

飞机就行了”。大家都知道，他这是为了不

输医护人员和救援物资航班保障工作的高效

让其他同事受到被感染的可能。当天夜里下

运转。

班，他一个人待在角落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跟家里说，“我挺好的，你们放心，今晚就

Ａｍｅｃｏ各航线单位快速响应，武汉、北

不回去了，我怕有病菌，对儿子不好。”当

京、成都、重庆、天津、呼和浩特等地的机

看到妻子对着视屏中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

务人倾情出动，全力保障驰援疫区的支援航

说，“看，是爸爸，是爸爸。”索东亮笑

班。
华北航线中心时刻准备迎接武汉紧急航

航材与采购部为生产一线提供最及时的航材保障

班支援任务，党员干部到现场组织生产，许
多党员主动请缨，要求跟机，奔赴一线，用行动证明“哪里
任务险重，我们就去哪里”。
西南航线中心成都、重庆、贵阳三地联动，保障驰援武
汉的航班任务，重庆机务人支援广州分公司停场飞机完成换
发，贵阳机务人除冰雪、保航班，一项项行动展现出专业的
应急保障和组织管理能力。
武汉分公司全员处于２４小时待命状态，随时准备上阵，
虽然身处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但他们无畏无惧，承担起了更
多的责任、更重的使命，勇敢地站在防疫斗争的前线，执行
保障任务的武汉机务人每天都会彼此鼓励一声：武汉，加
油！

逆向而行 义无反顾奔赴最危险的战场

了。对一线机务人来说，每次飞机降落的时
刻，也是最紧张的时刻，面对未知接触史

的旅客，他们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戴上口罩和防护手套，
登上飞机，完成航后通风和各项系统安全检查工作。面对疫
情，是心中的那份责任，让他们有勇气战胜恐惧，守护着一
架架飞机，坚守在机坪上每一个疫情防控的“战场”。

“我是党员我先上！” 一起坚守，共同战“疫”
自疫情发生以来，Ａｍｅｃｏ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在非常时刻要
迎难而上，冲锋在前，抗击疫情，战“疫”出力。各级党团
组织积极行动，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在保障任务中主动发挥
主力军的作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
作抓在手上，把党旗插在疫情防控前线，有力推进了公司疫
情防控工作。
１月２６日，正在和家人吃午饭的华北航线中心天津分公
司航线中队党员赵波接到电话，要求在五小时后跟机保障一

“若有战，召必回”。连日来，Ａｍｅｃｏ领导小组值班领导

架国航紧急驰援武汉的航班任务。他马上放下家中一切事

每日在ＡＭＣ值班督战，积极协调运力资源；Ａｍｅｃｏ各级党员干

务，做好家人思想工作，赶到单位，迅速完成跟机准备及防

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加强应急响应，迅速从春节休假模

护工作，启程执行这次特殊的航班任务，他说：“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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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者们，是这个时代伟大的逆行者！我发自内心地敬佩

在寒风刺骨的深夜，仍然在机坪排故的华北航线中心波

他们，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抗击疫

音维修一大队７８７中队航线一分队机务人；节假日里积极修整

情尽一份绵薄之力！”

地面设备，做好航线后勤保障的华北航线中心生产支援部工

１月２７日，华北航线中心呼和浩特分公司党员陈杰与同

具设备管理分部机务人。

事刘海东完成一架驰援武汉航班的随机放行保障工作。两位

始终冲在第一线，完成飞机日常检查和维护工作的杭州

机务人说：“尽我所能，拼尽全力。能为抗击疫情做点事，

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各党支部“党员先锋队”和团支部“青

心中感到无比骄傲，在大灾大难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挺

年突击队”。

身而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每天上千次弯腰，只为做好航材收料的航材与采购部老

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坚持“这架从湖北返京飞机驾驶
舱和客舱工作由我全权负责，其他机械员只负责机下工作”
的华北航线中心三方维修大队一中队吴佳力和主动要求执行
武汉飞机检查排故工作的空客维修大队三中队徐征。
在驰援航班保障任务面前，主动申请跟机放行的华北航
线中心空客维修大队一中队党支部书记张文根、西南航线中
心成都航线一大队一中队生产经理王国鑫。

黄牛高维峰；在成都分公司厂区门口执勤保安岗位上，耐心
做好每一名进厂员工体温记录的党员胡勇。
坚持“疫情开不得半点玩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
角”，认真为每一架航后飞机检查和清洁消毒的华北航线中
心客舱维修大队定检中队员工。
春节期间每天连续工作１０小时以上、承担着公司繁重
的疫情防控数据统计上报工作的综合保障部党员赵杰、王

早早到达指定机位待命，将驰援航班安全、正点推出停
机位的成都分公司特种车分部党员牛治远和他的纵横班组同
事。

焜……
在Ａｍｅｃｏ疫情防控战线的各个岗位上，正是这些平凡的
机务党员、员工给了我们太多感动。越是危难时刻，越是急

春节在家只休息一天就决定立即归队，争先申请“让我

难险重的工作，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上”“我要来”的北京基地飞机大修结构车间党员们；老党

用越是扎根在这里、发挥在这里，越是在关键时刻、危急关

员带头，与年轻党员共同扛起疫情期间加班任务，日均完成

头，越是生发出无坚不摧的庞大力量。

４００余件飞机大修器材验收工作的北京基地机务人。

勠力同心 携手垒起防控阻击的后方战场

说着“身为民航人，保障航班义不容辞”，主动放弃休

争分夺秒、枕戈待旦。面对疫情，多做一步后勤保障，

假，进场加班，连续奋战１９个小时提前完成定检工作，保证

就是为一线机务人员多提供一重保护；及早解决公司一线岗

飞机以最安全可靠的状态驰援疫区的华北航线中心呼和浩特

位的一个困难，就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及时贡献一份力

分公司定检中队党支部。

量。Ａｍｅｃｏ各运行和管理支持部门，以“与时间赛跑”的速

认真为每一架航后飞机检查和清洁消毒的华北航线中心客舱
维修大队定检中队员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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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分公司机务人严格执行检查
标准

积极修整地面设备，做好航线后
勤保障的华北航线中心生产支援
部工具设备管理分部机务人

在寒风刺骨的深夜，仍然在机坪排
故的波音维修一大队７８７中队航线
一分队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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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这架从湖北返京
飞机驾驶舱和客舱工作
由我全权负责，其他机
械员只负责机下工作”
的华北航线中心机务人
吴佳力

１月２５日，执行国航紧
急调派驰援武汉航班跟
机放行任务的华北航线
中心波音一大队昝晓雄

１月２６日，执行国航驰援 １月２７日，华北航线中心呼和浩特分公司
武 汉 航 班 跟 机 放 行 任 务 党员陈杰与同事刘海东顺利完成一架驰
的 华 北 航 线 中 心 天 津 分 援武汉航班跟机放行保障工作。
公司航线中队党员赵波

度，快速解决一线燃眉之急，千方百计做好公司疫情防控各

齐了５０００公斤８４消毒液、５００公斤桶装和８００个瓶装酒精，全

项物资保障工作。

力保障Ａｍｅｃｏ航材、物资运输及除冰工作……

截至２月１１日，公司综合保障部已发出４６２００个防护口

强大的后勤保障力量有力支撑起Ａｍｅｃｏ生产一线的平稳运

罩、１８８５副防护手套、１３０套防护服、３７１副防护镜。在防疫

行。正如综合保障部赵杰所说：“一线员工困难重重，我们

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努力开辟供货渠道，保障一线岗位

要为他们保驾护航，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相信党、相信国

人员的自身防护需求；及时完成公司车辆每

家、相信单位，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日消毒和防疫用品的运送，为一线生产提供

战争！”

持续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落实公共区域预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在疫情面前，

防性消毒，加强体温检测和健康防护管理，

Ａｍｅｃｏ人态度坚定、共克时艰，与祖国同

做到防护工作全员覆盖。

呼吸、共命运。无论是冲锋在前的“逆行

信息技术部发布了《Ａｍｅｃｏ办公系统远
程使用指南》，采用互联网、虚拟专用ＶＰＮ网

者”，披星戴月的“后勤者”，还是顾全大
西南航线中心选派跟机放行人员王国鑫完成驰
援疫区的航班保障任务

局的“留守者”，在这场防疫战中，Ａｍｅｃｏ

络等技术实现了公司用户的远程办公需求，

人履行了国家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彰显了民

同时提供了桌面、网络、服务器、生产系统

航人应具备的坚韧品质，展现了作为载旗航

的线下现场支持服务，保障信息传递高效畅

空机务人应有的担当作为。

通。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
航材与采购部集中统筹，华北、西南、

天不会来临，阴霾终会云开雾散，祝愿春暖

东南各区域及物流、ＡＯＧ等各分部坚持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确保特殊时期航
材供应不打折，为生产一线提供最及时的航

花开时，国泰民康！
华北航线中心呼和浩特分公司定检中队在党支部
的号召下，连续奋战１９个小时提前完成定检工
作，保证了飞机以最安全可靠的状态驰援疫区

材保障。党委工作部／企业传讯部加强外部舆
情风险防控，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在疫情期
间推出了一系列抗击疫情、鼓舞人心的微信
专题，持续振奋队伍士气，营造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的舆论氛围。竞飞公司３天更换了
１７２架次国航飞机的６８８套驾驶舱座椅套，备

武汉分公司机务人虽然身处疫情重灾城市，但
他们勇敢地站在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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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南航湖北飞机维修厂党总支众志成城
２０２０年
我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
对于湖北机务人来说
与往常一样的
是坚守一线，保卫平安

１月２２日，在武汉市医疗防护用品脱销的情况下，飞机
维修厂第一时间接收到来自机务工程部党委、工会紧急采购
的８箱共１６０００个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给一线员工抗击疫情
提供有效防护。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飞机维修厂党总支紧急召
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制定了《南航湖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新

不一样的

型冠状病毒防控方案》，对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统一部署

是多了一副口罩，多了一场战“疫”

和安排，要求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值班制度，确
保２４小时电话畅通，管理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本单位人员的

正值春运高峰，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健康状况，做好员工健康保障和关心关爱工作。

疫情防控阻击战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同时，维修厂党总支发布了《疾控决战倡议书》，要

要指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要把人民群众生命

求全体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牢记党员身份，严防严控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

从自身做起，不信谣、不传谣，随时准备战斗在疾控防治

要的工作来抓。

的最前线。

响应号召，制定方略
飞机维修厂党总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王昌顺董事长

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飞机维修厂党总支严格贯彻湖北公司《关于在防控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湖北分公司党委

疫情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和机务工程部党委的关心与支持下，全力以赴落实各项疫情

的十二条措施》，组织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无畏

防控工作，保障员工健康安全，保障医务人员、返乡旅客和

“逆行”！

疫情防控物资运输，齐心协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１月２３日，武汉封城第一天。按照总部指令，本场所
有执管飞机需调机到其他分子公司运行， 生产管理室主
任张斌带领小组共同加班到深夜，高效整理出了２５架飞机
的全部维修控制项目信息，圆满完成交接任务。
武汉疫情非常时期，生产支援车间党支部党员高剑锋
同志主动请缨，随时听从党组织安排！
１月２４日，除夕夜，飞机维修厂接到通知：第一架广
州救援包机驰援武汉。疫情就是命令！党总支书记张云兵
带领航线车间和生产支援车间组成外场保障小组， 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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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带头，员工积极响应，在短时间内集合出发赶赴机
场。党员邓华清更是从武昌驱车直奔机场，任务结束已是
第二天 凌晨三点半，邓华清说：“共产党员就是随时有
需要，随时就能上，感谢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这个除夕
夜，我们过得特别有意义！
１月２６日，大年初二，接到通知将有从沈阳、长春、
南宁、重庆来的四个运送医护人员及物资的航班需要保
障。航线二车间党支部书记林杨雄带领党团突击队进场，
完成了搭载着“最美逆行者”航班的保障任务！
防疫宣传，严格执行疫情监测报告制度，开展离汉返程人
员排查，时刻关注每位员工身体健康情况，汇集起群防群
治的强大力量。
为了更好地帮扶有不适症状的员工，飞机维修厂党
总支建立了帮扶慰问和疫情报告两个微信群，每日询问
员工的病情，记录体温和其他症状，了解生活情况和实际
需求，对困难情况努力帮扶解决，及时送去药物和生活物
资，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
定检车间储太发热一个人在家隔离，父母远在安徽无
法前来照顾。车间支部书记李维汉了解情况后，当即送来
１月３１日，接到两班厦航包机航班保障任务，分别乘

生活物资和药物，车间其他同事自发组织轮流为他送饭，

载着从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努回汉的逾２００名

解决隔离期间不能外出的难题。飞机维修厂党总支每日关

湖北籍旅客。飞机维修厂厂长闵运文带队，航线一车间主

注他的病情，帮助联系社区和航医，送来抗病毒药物和必

任黎明和年轻党员毅然冲在最前线，顺利把海外同胞接回

要的生活物资。

祖国！

储太深受感动：“感谢南航，感谢领导和同事，让我

截止到２月３日，飞机维修厂累计保障１９班紧急包机任

知道虽然家人不在身边，但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你们的支

务，组织保障了从广州、沈阳、南宁、长春、贵阳、哈尔

持和帮助。我相信寒冷会很快结束，希望能早日康复回到

滨、乌鲁木齐、郑州、南昌、福州等地运往武汉的物资和

岗位，保障航班，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微薄力量！”

医疗人员，以及从曼谷、普吉岛、哥打基纳巴努等地接回

让我们众志成城

滞留旅客的任务。

响应党中央号召
共同打赢这场

关爱员工，凝聚人心
飞机维修厂党总支严格落实公司党委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安排，把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强

疫情防控阻击战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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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一线 保障安全 筑起抗击疫情坚强防线
——东航机务人战“疫”工作侧记
鼠年新春，恰逢新

操作。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

型冠状病毒引起肺炎疫情

炎牵动万人心，物资运输刻

肆虐，在这个特殊的春节

不容缓，“快一点，再快一

里，许许多多的东航机

点。”是他此时在心中不停

务人坚守一线、抗击疫

念叨的话语。作为一名东航

情、保障抗疫物资和医疗

人不仅要保证抗疫物资运输

人员及时驰援武汉，保

工作的顺利完成，也要确保

障亿万旅客安全、健康、

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效

顺畅出行，对他们来说这

率驰援武汉。在被问及圆满

是坚持、是守候、更是责

完成本次特殊的跟班任务后

任……

的感受时，张纲笑着说：
“我们时刻与武汉同在，相

践行当代机务精神 逆向而行奔赴抗疫“前线”
１月２６日凌晨，东航一架波音７７７全货机从上海起飞，前

信一定能尽快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武汉加油！中国必胜！”

往菲律宾马尼拉接运总计２９０万件约４９吨抗疫防护用品物资驰
援武汉。在接到本次特殊包机任务后，东航技术快速响应，
及时研判马尼拉机场和武汉机场的现实情况，仔细分析与细
化保障方案。
“我来吧！”在获悉包机的保障任务后，东航技术浦东
维修基地退伍转业党员周康俊率先带头，用他自己话说“作
为一名退伍老兵，义不容辞。”在他的带领下，青年党员苏
敏和具有多年包机保障经验的入党积极分子李奇也一同加入

给飞机戴上“大口罩” 切断一切病毒传播途径
１月２８日，东航技术四川分公司党员放行人员吴悝主
动请缨参加三架疫情飞机的深入消毒和空调系统再循环风
扇气滤更换工作。
再循环风扇气滤能够过滤客舱中的空气杂质，不让
杂质再次进入客舱，就好比是给飞机戴上了一个“大口

本次“战斗准备”，对飞机所需携带的工装设备种类数量性

罩”，对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项工

能进行再梳理，确保一件不少且状态良好。

作看起来不怎么复杂，但它在飞机狭小的货舱里，更换起

波音航线维修部放行人员张纲为此次抗疫情物资运输任
务的全程随机跟班机务，其承担着飞机放行人员的使命与重
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职责就是全力保障此次包机，以
最佳技术状态投入到此次的使命中去。
在飞机平安抵达武汉后，由于此型大型货机此前很少抵
达武汉机场，张纲又指导起武汉当地工作人员并参与货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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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操作十分不便，此外，让气滤上的杂质尽可能少地遗留
在空气中也是此次工作的重点，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
吴悝和维修人员张锋细致地做好了技术处置工作的
防护准备并与防疫人员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确保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不漏掉任何一个步骤。随后，他俩穿上防
护服，戴上防护眼镜、口罩、手套，便投入到气滤更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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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波音７３７客机的货舱相对密闭，闷热不通风，并

是集结号吹响后的第一天。这一天，吴明洋家中还有刚出

且空间狭小，工作时只能蹲在地板上。工作时他们一丝不

生不足百日的宝宝，陈刚前一天才解除隔离观察，黄辉刚

苟，把环境的恶劣抛在脑后，为了让气滤上的杂质尽可能

从千里迢迢的江苏淮安驱车返回武汉还没几个小时，但当

不遗留于空气中，他们不敢大意，谨小慎微地拆装着气

得知有运送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航班要来武汉，他们都

滤，凭借充分的准备和精湛的技术能力，这项工作比预

很兴奋，渴望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渴望用自己的方式为

计时间提前１个小时完成，在这样的大冬天，由于温差太

国家为公司出一份力，因为守护住了前线，就是守护住了

大，两人从货舱出来的时候，护目镜上全是蒸汽，防护服

国家，守住了大家，才有自己的小家。

也几乎全部湿透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他们没有华丽的辞
藻，只有质朴的心灵，在疫情严峻的关键时刻，一个个东航
机务人用坚守岗位，保障安全，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散
发光芒。相信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必能共克时艰，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战疫中不倒的旗帜 守住了“大家”才有“小家”
疫情发生后，东航技术武汉分公司收到最多的不是新
春祝福，而是一线员工发来的“请战书”。
“有进场保障医疗物资航班的任务，请让我
去！”——吴明洋
“组建党员突击队一定要把我加上去！”——黄辉
“我有宽体机机型，如果有大飞机飞武汉运送医疗物
资的任务，我愿意保驾护航！”——陈刚
“队长，如果有进场保障医疗物资航班的牵引车任
务，带上我！”——郭磊
“书记，这是我的思想汇报，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我也想加入党员突击队，请您同意！”——杨康
２月１日是武汉疫情发展导致人员紧张后的第一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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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机客舱空气相关系统介绍及操作建议
波音中国公司 供稿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猝不及防地打乱了我们每个人的

发动机引气中起关键作用的空气循环部件。经过空调组件调

生活节奏。作为一家航空航天业公司，在业务所及的地区，

温调压的空气在混合总管中与来自客舱的部分再循环空气混

波音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合作伙伴和企业公民。

合，然后进入客舱。部分空调组件提供的空气将不与客舱再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日益严峻的形势，波音公司时刻

循环空气混合而直接进入驾驶舱。

牵挂着受到疫情影响的人们，希望可以为我们的航空公司客
户、为广大乘客、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抗击疫情、返工返岗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众多航
空公司和乘客对于飞机客舱内的空气、相关系统的工作原理
及其操作都有很多疑问。本文针对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梳理和分享。

飞机客舱内的空气从何而来？

波音７８７ 梦想飞机的标准构型中配备有最先进的空气净化系统

通常通过飞机发动机将机外环境的空气吸入飞机，在通
过相关飞机系统将其调节到适宜的压力和温度之后供应到客
舱提供乘客呼吸。在绝大部分的现代机型中，约 ５０％ 的舱内
空气会被循环利用，与外界新鲜空气混合，一同进入客舱。

客舱内的空气是否有任何过滤或保护机制？
绝大部分现代客机都装备有高效粒子空气滤（ＨＥＰＡ）。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标准，这类滤网过滤０．３微米直径微粒的效

发挥以上作用的系统为飞机环境控制系统。在设计

率须高于９９．９７％，因此能够有效去除空气中各种污染物、病毒

该系统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能够使飞机在包括地面滑行、

和细菌。舱内的再循环空气都会经过这种ＨＥＰＡ空气滤清洁过

起飞爬升、巡航和下降整个运行流程，给乘客提供安全

滤，然后与来自外部的新鲜空气混合。飞机设计所必须遵循

和舒适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外界空气条件复杂多变，

的民航法规（包括ＦＡＲ ２５．８３１）规定的最低标准为，每分钟

温度范围为－５５￣５０℃；压力变化范围为１０．１￣ １０１千帕

为每名乘客至少提供０．５５磅（０．２４９千克，约２５０￣２８０升，取决

（１．５￣１５ｐｓｉ）；湿度在高空巡航近乎为零，而在地面和低

于客舱空气压力）新鲜空气。

空则有时甚至可以超过饱和度。通常的设计中，环控系统的

在波音民机的设计理念中，客舱空气分配系统引导空气

空气来自于飞机发动机的压气机，也就是“发动机引气”。

在客舱内沿横向流动，而非沿机身纵向流动。当前在产的波

这部分来自于发动机引气的空气在引气总管中的温度可高达

音民机机型上，供应客舱的空气中新鲜空气和再循环空气比

２５０ ℃，经飞机空调组件冷却后与客舱内部参与再循环的空

例分配约为５０：５０。客舱内平均每小时空气更新次数为２０￣３０

气混合，供应客舱使用。

次；驾驶舱每小时换气率可高达８０次。由于各个机型的差

在典型的民用客机设计中共有两套空调组件，通常安

异，以及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运行条件的差异，如运行高度、

装于靠近机翼根部的机身下部空调组件舱内。空调组件中的

机外温度、组件工况性能、客舱旅客数量等因素影响，飞机

大部分组件通过其中的组件控制单元控制，包括在冷却高温

的环控系统会匹配相应的调节，因而不同的机型在不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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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的具体换气率会不同。此外，有研究显示，飞机客舱

位，即使怀疑航班上可能有已感染新冠肺炎的乘客。ＨＥＰＡ 滤

的平均换气速率远远高于其他商业室内环境。

芯对于过滤病毒和细菌是非常有效的。再循环空气流能够提

波音飞机上环控系统的设计目标均为达到或超过前述

高客舱内的空气总流量，稀释污染物含量浓度，并进一步降

ＦＡＲ ２５．８３１ 规章要求以及航空业其他相关空气质量和分配指

低客舱内空气的纵向（沿走廊方向）流动。反之，关闭再循

导要求。因而，波音的设计标准同时也符合包括美国职业安

环风扇可能会降低客舱内空气总流量，而且空气向外流活门

全与健康管理局和美国政府工业健康安全大会在内的其他相

的流动也会带来更多的空气纵向流动。如果飞机上有疑似患

关组织建立的健康标准。波音在产机型客舱空气分配的典型

者且没有使用 ＨＥＰＡ 滤芯，波音则建议关闭再循环风扇。

设计要求包括：
１）客舱内每名人员每分钟新鲜空气供应量 １０ 立方英尺
２）客舱内每名人员每分钟总通气量 ２０ 立方英尺
３）每小时换气率 ２０ 至 ３０ 次
具体到每个机型上的环控系统设计各不相同。比如波
音７８７ 梦想飞机的标准构型中就配备有最先进的空气净化系
统。其中不仅有ＨＥＰＡ 空气滤，还包括能够去除异味、刺激物
和气态污染物的全新气态过滤系统，因而其客舱内的空气更

关于空气滤的更换频率，波音建议运营商继续按照机型
现有 ＭＰＤ 文件中的间隔，或航空公司各自客户化维修方案中
规定的间隔执行。同时，建议遵照飞机维修手册中关于再循
环滤芯的拆除步骤说明。需着重强调的是，运营商应遵守所
有与安全相关的预防措施，佩戴推荐的个人安全装备，并妥
善处置拆下的滤芯。
氧气面罩的更换： 航班上如有疑似患者，建议更换部分
经使用过的氧气面罩。

加洁净。同时，７８７ 也是当前唯一采用创新性的无发动机引
气架构的机型。这样的设计使得外界空气的吸入不通过发动
机压气机，因而显著提高了燃油效率。
根据以上的介绍，能否理解为乘坐飞机时就是完全安全
和卫生的？有什么相关建议吗？
虽然飞机客舱内的空气是经过高标准过滤和清洁的，但
毕竟乘坐飞机时很有可能乘客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靠近的。因
此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每名乘客仍需考虑使用适当的防
护措施，比如佩戴口罩，并遵从所搭乘航空公司的指导。
面对疫情的挑战，很多航空公司也在考虑该采取什么样
的措施能够为乘客提供更安全、卫生的环境，保障乘客的健

不同交通工具及建筑物中的换气率对比

康和安全。针对这样的考虑，波音公司在一月底向全球运营
商提供了具体的相关技术建议，包括空气过滤系统的使用以
及氧气面罩的更换。本文将这些建议措施要点分享如下。

如果飞机经历了需要使用氧气面罩的释压事件，且航班
上怀疑有感染病毒或细菌的乘客，波音建议更换距离疑似感
染乘客周围 ６ 英尺为半径范围之内的氧气面罩／调节器组件，

客舱空气过滤
首先，波音建议在飞机上使用ＨＥＰＡ滤芯。同时应该注

包括面罩、气袋和管道。拆换下的面罩应放置于生物危害物
处理带袋中。

意，这并不意味着在乘客间距离非常紧密的客舱环境中，飞

如果航班经历了需使用氧气面罩或便携式设备的释压事

机的空气滤所提供的保护能够与乘客各自佩戴的呼吸保护装

件，且某位机组成员疑似感染病毒或细菌，波音建议对该机

备或口罩相提并论。我们建议使用 ＨＥＰＡ 滤芯的原因在于它

组成员使用过的设备进行消毒或更换。如果某位机组成员疑

们能够去除再循环空气中 ９９％ 以上的污染物。

似感染病毒或细菌，且其所驾驶飞机上的安装有需要在航前

波音建议在使用 ＨＥＰＡ 滤芯时将再循环风扇置于 “ＯＮ”

检查过程中进行佩戴检查的机组氧气系统，建议对该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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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音民机的设计理念中，客舱空气分配系统引导空气在客舱内沿横向流动，而非沿机身纵向流动。

员使用过的设备进行消毒或更换。
自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航空公司虽然承
受着由于航空出行需求骤减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但仍在不
遗余力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民航局的领导和组织
下，截至２月２３日，全国民航有２９家航司执行了运输任务３８０
架次，运输人员近３６，０００名，物资 ２４００ 余吨。我们非常自豪
地看到其中大量波音客货机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从２月９日开始，波音在华的生产单位已全面复工。携手
抗疫，责无旁贷，波音第一时间宣布向武汉和舟山捐赠２５万
个口罩。目前，波音公司还在筹集更多资源，以提供进一步
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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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航空器材管理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王 建

航空器是由无数个航材零件组合而成，这也正如一位资

可以看出，航材库存率和所发生的占用资金费关系是一

深航空专业人士而言，”玩”飞机就是”玩”航材。可见航

条指数曲线，当要求库存率达到或高于９０％的时刻，其曲线是

材对于航空器的重要性。我是一个在机务航材系统工作了十

徒然上升的。这就意味着若保持或再提高库存率，其费用发

几年的员工。在这里是想和同仁们分享一下自己对航材管理

生是非常高的。

方面的一些粗浅认知。

航空公司在同时考虑航材保障和成本费用关系时，应在

航空器材的管理，简单地讲，大概分为订货、送修和索

９０％上下确定。９０％的航材保障，通常会用自身储备加航材共

赔三个重要重要环节。

享等方法来满足。对于剩余的１０％左右的航材缺口可以通过

一、航材订货

临时购买、租借，以及在飞机之间串件等应急措施来完成。

有计划的完成航材订货工作，是一项既要合理使用资
金，又要考虑完成保障飞机航班正常的系统工程。对于具有
一定规模，相当数量航空器的航空公司来讲，航材占用资金

这个缺口的附件，大都属于使用频率很低，价格又很昂贵的
航材。对于航空公司来说配备这些航材是不经济和不太可能
的。

应掌握在航空器固定资产总值的１０％左右，随着同型航空器数

库房航材发付率是直接影响飞机航班正常的重要原因

量的增加，航材资金占有率会相应降低。由于飞机价格十分

之一，航材保障率和航班正常率是相符相称的。航材保障率

昂贵，这个１０％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已经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

高，航班正常率就高，反之亦然。航材保障率低了，确实降

字了。

低了公司经营成本，但就会直接增加航班不正常率，航班延

航材又粗略分为高价周转件和消耗性器材，在这１０％的
航材占用资金中，高价周转件要占用７０％，消耗性器材大概要

误，取消等不正常的增加带来后果也就显而易见了。
确定航材订货项目，数量及航材发付率是机务航材系
统，乃至影响到航空公司航班正常、财务成本及社会效益的

占用３０％左右。
航空公司是不可能储备全部可能需要的航材来保障航空
器的维修的。自身要储备多大比例的航材是每个航空公司面

一个重要指标。
对于一些航空公司，因为迫于经济压力，过度追求经济
效益，极力降低成本出发，曾提出了追求航材库存为零的概

临的抉择问题。
通常讲，对于具有一定规模航空器的航空公司来讲，比
方说航空器数量在１０架￣３０架之间，要保障飞机的航班正常
率，航空公司自身

合实际的情况。其结果是会造成大量延误航班，危机转嫁社
会，经济和信誉损失也会接踵而来。

的储备航材项目，

合理储备航材，适当降低成本，在公司计划、财务、

数量通常可掌握在

机务相关部门共享数据基础上，科学确定指标，才是公司良

９０％左右。看这张

性、正常发展之策。

指数坐标，或许更

二、关于高价周转件的送修

直观一些（如图１
图１

念。自己认为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良好愿望，存在着不太切

所示）。

当飞机附件使用一些时间后，自然会出现一些故障，这
就需要进行校验和修理。对于附件修理的质量保证，修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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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修理费用，往返运输都是航材部门时刻关注，跟踪的重

题。

要工作。对于送修工作的管理环节，是远远多于附件的订货

三、关于索赔工作

工作。一件送修的工作，特别向国外送修附件，存在近２０来
个管理点，送修管理工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
公司的航材管理水平的高低。

在航空公司与生产、修理商签订了飞机、发动机、附
件购买维修协修的合同协议中，都有相关索赔条款。这是生
产商、修理商对产品在后期发生的缺陷和不足时，对用户的

附件修理分为自修、国内送修和国外送修几部份。

一种补偿。各生产商、维修商都有详尽的索赔政策、程序、

自修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可以明显体现出在修理的及

要求及操作细节。当用户能按期提出索赔要求时，只要生产

时性、质量保证的可控性、费用高低的发生上都具有明显优

商、维修商认为成立，该案即可正常进行，以致最后完成对

势。问题是由于大部份测试设备都十分昂贵，且回收成本较

用户的补偿。

慢，就出现了航空公司不太愿意进行一次性投资，望而止步
的情况。

就我们国内大部份航空公司而言，大概在９０年代初期
之前，都没有特别把飞机、发动机、附件等项索赔工作放在

在规模相当的航空公司中，还是有一些航空公司在扩展

被重视的位置。后来随着航空公司的不断成熟，管理手段的

修理范围，提高自修能力方面，经过多年坚持，取得了明显

加强，不少航空公司对索赔事宜给予了高度重视。首先是学

效益，修理质量保证性更强，修理周期缩短了，维修成本更

习、了解生产商、修理商制定的有关索赔的政策及操作程

合理了。

序，加强与其索赔具体部门的直接勾通，按其具体要求，提

当前，在国内航空公司送修管理中，对于国外送修附
件，管理水平较好的航空公司，平均送修周期在６０天左右，
大部分平均送修的周期都在９０天左右，送修平均周期超过１２０
天甚至更长的也不在少数。
这些送修在外的附件其实就相当于库存积压。可以看
出，仅从送修周期上看，提高自修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出索赔申请，在厂家认定索赔成立的情况下，都不同程度的
获得了应该得到的补偿。
索赔工作是一项索味、烦杂、艰苦且不太容易显示出成
绩的工作。再加上种种原因，不少航空公司在近些年又出现
了不同程度削弱、放慢或相对停滞的现象。
从当前情况看，若能进一步加强索赔工作管理，在原有

有数据表明，附件若送国外修理，除了修理周期外，从

索赔机构、人员、职责相对完善的基础上，引起进一步的重

费用角度讲，其关税、增值税、运输等费用要额外增加３０％左

视，使其加强和扩展，相信对各制造商、修理商的索赔成功

右，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率会有一个明显的数字增长。同时也是对当前航空经济利润

总而言之，对于航空公司，特别是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

的一种补偿，是航空公司的一项收益，值得去做。

航空公司，确实需要逐步扩展附件修理能力，特别是高价周

以上在航材计划订货方面谈了航材储备率，资金成本

转件的自修能力，从长远来看，提高自修能力是明显利大于

占用和保障航班正常的相应关系；在附件修理方面谈了如何

弊的。对于自修能力较强的航空公司，当飞机在航前、过站

提附件自修能力，减少对外、特别是对国外送修比例，以降

时一旦发生故障，在库房没有备用件时，完全可以立即送到

低机务成本；在飞机、发动机附件的索赔方面，是当前航空

车间进行校验和修理，可及时保障航班正常。特别是由于航

公司需要加强的一项重要工作，会对公司的利润有一定的影

班出港的时刻要求，机务人员为了更快排除某一系统中的故

响。因此，航材管理系统中的订货、送修和索赔三个重要环

障，会同时拆下几部设备更换，以保证系统正常后放行。若

节，必须引起航空公司的高度重视，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

公司管理不尽完善的话，就会发生误将非故障件送出。这就

关系，使航材管理工作走上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管理的

会发生修理、运输等一系列费用。若公司具备较好自修能力

轨道，既要保障飞机安全正常的运营，又要合理控制航材成

的话，这些情况就不会发生，从而避免公司造成这些不必要

本，使航材管理成本为航空公司盈利水平的提高提供有力的

的经济上的损失。

支撑。

提高自修能力，应该是各航空公司值得探讨的一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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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力胜任角度探索民航维修人员
英语能力培养之道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 严 策 王鹏飞 徐海峰

当前，民航局已将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的英语能力要求

这一“最低标准与要求”是民航局为了简政放权、放管

上升到执照管理的高度。ＣＣＡＲ－６６Ｒ３《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执

结合、优化服务，在确保维修人员能正确履行岗位职责，保

照管理规则（修订送审稿）》规定：“航空维修技术英语等

证航空器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为确立维修人员满足岗位履职

级测试包括综合阅读和听力二部分。航空器维修人员需参加

最低要求而设置的培训标准。同时，受培训管理人员经验与

由维修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航空维修技术英语等级测试。”

培训资源投入影响，部分１２１单位培训管理人员对《维修培

可以肯定，维修人员的英语能力要求即将摆脱犹抱琵琶半遮

训系统大纲》探索浅尝则止，浮于表面，大纲内容“窥一斑

面的“非主流”地位，正式作为衡量维修人员综合素质的关

而知全豹”，相似度极高。以维修人员英语培训要求为甚，

键要素登堂入室。

部分运营人培训大纲甚至无英语培训要求。因此，培训管理

修订送审稿的发布在民航维修圈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少

人员不可将“最低标准与要求”奉为圭臬，理应紧跟执照改

“老民航”看到送审稿的细化举措后对个人维修执照的“有

革之路，保持培训需求分析的敏感性，及时将维修人员英语

效性”表示深切担忧。修订送审稿将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划分

能力要求纳入培训体系。

为４级：其中４级要求阅读部分８５分及以上，且听力部分７５分

借鉴民航局对维修系统培训大纲编写的指导思想以及各

以上；如果阅读部分低于６０分，则将相关维修人员的英语能

行业培训管理理念，要做好民航维修人员英语能力的持续培

力划定为１级。虽然局方暂未明确维修人员的英语能力水平与

养，做到人员培训有的放矢，培训管理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

工作授权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英语能力

作：

欠缺的维修人员被限制从事相应的维修工作乃是大势所趋，

一、工学结合为原则，抽丝剥茧理职责

英语能力不达标的维修人员无法取证亦非耸人听闻。

成人培训的特点之一是讲究培训实用性。因此，培训内

众所周知，维修系统培训大纲是培训管理人员遵照民

容是否能带来个人工作技能或工作效率的直接提升、能否提

航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依据维修工程管理手册指导，匹配

升个人社会价值、获得行业认可，是培训需求评估的重要参

ＣＣＡＲ－１２１部《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考因素之一。脱离工学结合这一原则会导致培训工作进入两

则》运营人组织架构岗位设置，贴合实际的维修能力，按照

个极端：一是维修人员极端缺乏培训，维修经验仅依靠“个

现有培训管理人员的培训经验编写，用于指导维修系统中各

人积累和摸索”，并且缺乏薪火相传、知识共

类维修人员培训作参考。主

享与传播的制度支撑，导致维修人员能力参差

要内容涵盖了ＣＣＡＲ－１２１部规

不齐，出现维修人才断层现象；另一个极端便

章所要求的工程技术、维修

是“一周三天上大课，两天上小课，还有两天

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人

ＯＪＴ”的过度培训。这一培训管理体系不仅造成

员培训、航线维修等方面的

了培训资源的铺张浪费，而且引发了严重的工学

最低标准与要求（图１）。

矛盾。维修人员对培训工作产生强烈的抵触感，
图１ 维修系统培训大纲编写思路

培训效果更是无从谈起。

19

AIRWORTHINESS&MAINTENANCE 适航与维修

因此，理清不同岗位、不同技术等级维修人员的岗位要
求，以抽丝剥茧的精神做好岗位职责和工作量分析工作，确
保工作岗位、工作职责、工作量比重一一对应。落实“权责

景和应用量，做到有的放矢。
以初级技术员岗位职责“过站接送机”和“电源车使
用”为例，分析两项职责对应的英语应用（表２）：

能对等”是能力胜任型培训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

从初级技术员“岗位职责／工作量－英语应用”统计表

以我司“初级技术员”为例：

得出结论如下：初级技术员过站接送机占日常工作量的比重

我司初级技术员日常工作包括：燃油沉淀、航空器系

为２０％、其中２０％涉及Ｓｐｏｋ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１０％接送机听力＋１０％

留、管套堵头拆装、液压油勤务、货舱清洁、绕机工卡执

接送机口语），８０％涉及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进一步利用如下公

行、轮轴千斤顶操作等。联合生产部门评估初级技术员工作

式，计算接送机英语应用在初级技术员全部职责占比：岗位

量数据，得出岗位职责及工作量对照表，如表１所示：

职责比例＊英语应用比例＝该项职责在总职责中的占比。即：
过站接送机Ｓｐｏｋ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占初级技术员岗位的比例为：２０％
（过站接送机职责占比）Ｘ２０％（接送机英语对话占比）＝４％。
以此类推，逐项分析，得出初级技术员英语应用分析图（图
２）：

表１ 我司初级技术员“岗位－职责－工作量”统计样表

二、听说读写全维度，量体裁衣推需求
部分单位采用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作为岗位任职准入门
槛无可厚非，但英语学习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英语能力
的保持也是不断积累，持之以恒的过程。过去的能力不能代
表现在的能力，现在的能力也不一定满足民航维修行业日新
月异的技术革新要求。一些单位可能存在放之任之，选择性

图２ 初级技术员维修专业英语应用分析图

经过进一步归纳梳理，培训管理部门可编制出一本针对
性较强的“英语能力专项培训大纲”。专项培训大纲列明了
本单位涉及的全部岗位清单、每个岗位的职责清单、每项职

忽视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培养的现象；

责在日常生产中的比例、每一条职
责对应的英语能力应用及听说读写

或者采用托业考试等一刀切的方式去

比例等，涵盖了维修生产活动涉及

持续保持维修人员的英语能力。此类

英语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又分

认证考试偏向于商务英语，对于整日

门别类。

与航空器维修打交道的人员来说正可

因此，民航维修培训管理人员有

三、望闻问切断“症状”，
集思广益开“药方”

必要在现有岗位职责的基础上，进一

培训管理工作如同望闻问切、

步分析维修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过程

对症下药一般。若培训管理工作止

中涉及到的专业英语，从听说读写四

步于梳理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应用、

谓缘木求鱼，难得其果。

个维度去剖析不同职责对应的应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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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英语能力专项培训大纲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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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同行医给定症状不给药方，依然是“不治之症”。要
想切实补齐维修人员英语能力短板，既要判定维修人员英语
能力需求这一“症状”，又要开出适用于不同岗位、不同技
术层级维修人员英语学习的“药方”。正所谓行百里者半
九十，因此编制一本具备辅导意义的“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培
训教材”势在必行。
维修专业英语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多数单位涉
及的维修岗位繁多、职责分工多样，甚至同一岗位因技术等
级不同，对应的职责也有所偏重，得出的英语能力需求结果
更是千差万别。因此，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培训教材编写工作
量庞大、专业性较强。加上岗位壁垒，培训管理部门无法一
手承担全部岗位的职责梳理与教材编写工作。这就需要维修
部门动员骨干人员，按照维修专业英语培训大纲的要求，齐
心协力编写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培训教材，根据岗位设置和职
责分工要求从公共英语、专业英语方面开拓思路，从听说读
写四个维度列举英语应用样例，编写维修人员英语能力培训
样板教材，进而进行全员宣贯。

四、知行合一立制度，能力提升上正路
好思路要有好制度支撑。英语专业培训大纲和维修人员
英语能力培训教材编辑再精美、用词再规范，缺乏科学合理
的制度去推广实施，仍然是纸上谈兵。
因此，维修部门需要结合本单位的企业文化和人员激励
的特点，让英语提升的思路和单位制度相辅相成。比如定期
组织维修人员英语沙龙、举办维修专业英语能力大赛、优化
岗位晋级英语考核方案等。让本单位的英语能力提升走上制
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之路，从而系统化地提升本单位全体
维修人员的英语能力水平。
总之，培训管理部门作为民用航空器维修人才的源头
活水，应当善于剖析民航培训新形势，及时转变培训管理思
路，才能顺应民航行业发展新潮流，从而为维修生产活动
源源不断的提供基本技能稳实、安全意识坚实、专业技术扎
实、维修作风朴实、创新精神充实的专业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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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ＦＡＡ申请ＡＭＯＣ流程简介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任 亮 郑晓峰 苏瑞远

摘要：
美国联邦法１４ ＣＦＲ ３９．１９说明，如果申请材料能够证明
满足可接受的安全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向美国联邦航空局申

符合性替代方法（ＡＭＯＣ）提供了除ＡＤ要求外，另一种等
效安全措施。当航空产品无法满足某ＡＤ要求时，需向ＦＡＡ申请
此ＡＤ的ＡＭＯＣ，否则，此航空产品不得使用。

请适航指令的符合性替代方法。本文就在中国注册的民用航

１４ ＣＦＲ ３９．１９明确说明任何人都可向ＦＡＡ申请ＦＡＡ发布ＡＤ

空产品的运营人和维修人直接向美国联邦航空局申请符合性

的ＡＭＯＣ［１］，因此在中国注册的民用航空产品运营人和维护人

替代方法的流程进行简要说明，以便获得ＦＡＡ关于ＡＭＯＣ批准，

都可向ＦＡＡ申请适用于中国注册的民用航空产品的ＡＭＯＣ。由于

再向中国民航管理局申请对应的适航指令的符合性替代方

批准的ＡＭＯＣ属于申请人产权，除非航空器，航空发动机等生

法。

产厂家会向使用人公布由他们自行申请已批准的ＡＭＯＣ外，其
他个人或团体正常情况下都无法免费获得已批准的ＡＭＯＣ。

引言

２、ＡＭＯＣ申请文件的书写

适航指令（ＡＤ）是民航局发布的合法强制措施，是法

由于ＡＭＯＣ是法规性文件，为了规范申请文件，减少ＦＡＡ

规的一部分，当民用航空产品在未满足所有有关ＡＤ的要求

的工作量，ＡＣ ３９－１０明确说明申请ＡＭＯＣ材料时需包括以下事

之前，任何人不得使用。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ＣＡＡＣ）发布

项：

的ＡＤ如涉及到外国适航当局批准的型号合格证或等效文件

（１） 申请人详细联系方式。

的民用航空产品，大部分都会直接说明按照某某当局的适航

（２） 申请ＡＭＯＣ适用的民用航空产品，如机型，件序号，

指令要求进行（如外国适航当局已发布适航指令）。当在中
国注册的民用航空产品运营人无法按照中国的ＡＤ要求（包括
时限和施工方法）进行要求工作，需向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
（ＣＡＡＣ）申请符合性替代方法（ＡＭＯＣ），如果此时已获得对

注册号等。
（３） 申请ＡＭＯＣ的ＡＤ号及相应段落。
（４） 申请文件编号及文件名。

应外国适航当局批准的ＡＭＯＣ，会大大缩短向ＣＡＡＣ申请相应ＡＤ

（５） 申请原因。

的ＡＭＯＣ的周期和减少其批准难度，并且降低民用航空产品后

（６） 申请要求。

续退租难度（如涉及到航空产品租赁）。

（７） 证明等效要求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相片，图

１、ＦＡＡ ＡＤ和ＡＭＯＣ介绍
根据美国联邦法１４ ＣＦＲ ３９．５，当发现民用航空器，航空
发动机，螺旋桨及机载设备（以下简称民用航空产品）处于
下述情况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ＦＡＡ）会颁发ＡＤ：
（１） 某一民用航空产品存在不安全的状态；和
（２） 这种状态很可能存在或发生于同型号设计的民用航
空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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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试验，分析计算，ＯＥＭ答复等。
（８） 申请ＡＭＯＣ为一次性，还是通用型，是否可以转让。
具体例子如下面申请文件ＳＦＮ－ＡＭＯＣ－２０１７－０１：
【开始】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ＦＮ－ＡＭＯＣ－２０１７－００１， Ａｐｒｉｌ ６，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Ｂｒａｎｃｋ， ＡＮＭ－１３０Ｓ

www.camac.org.cn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Ａ）

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ｆｕｌｌｙ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Ｃ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ｅｔ．

１６０１ Ｌｉｎｄ Ａｖｅｎｕｅ ＳＷ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Ｒｅｎｔｏｎ， ＷＡ ９８０５７－３３５６

ＲＥＮ ＬＩＡＮＧ

Ｄｅａ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ｏｆ ＦＡＡ Ａ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ＭＯＣ） ｔ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ｆ） ｏｆ Ａｉｒ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Ｆ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
Ｃｏ．， ＬＴＤ
Ｔ： ＸＸＸＸ

Ｍｏｄｅｌ： ７６７－２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Ｆ

Ｍ： ＸＸＸＸ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 ＸＸＸＸ

Ａ．

ＦＡＡ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２００８

Ａ： ＸＸＸＸ

Ｂ．

…

Ｐｏｓｔ ｃｏｄｅ： ＸＸＸＸ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ＦＡＡ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

１． ＦＡＡ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６， ２００８

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ｐｌ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ｄｒ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ｔｒｉｍ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ｏｒ ＨＳＴ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ｅｉｎｇ Ａｌｅ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ＳＢ） ７６７－２７Ａ０１９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２， ｄａｔｅｄ Ｊｕｌｙ １３， …．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ｆ） ｏｆ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ｏｎ
ｔｈｅ Ｂ－１５８９／ＶＮ０９７／ＭＳＮ２８１５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５，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２．

…

【结束】

３、ＡＭＯＣ申请文件的提交
１４ ＣＦＲ ３９．１９明确说明除非ＦＡＡ特殊说明，将申请材料提
交给你的主检查官（ＰＩ），ＰＩ会在申请材料上表明相应意见，
然后将材料提交给ＡＤ管理管理办公室［１］。每个ＡＤ后面都有一
段描述ＡＭＯＣ责任单位，如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段（Ｋ）（１）就明确说明
此ＡＤ是由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ＣＯ）， ＦＡＡ进行批准，并且说明当提交ＡＭＯＣ申请时，首先得提

ＡＭＯＣ １３０Ｓ－１０－１６３， 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７， ２０１０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ｔｅｓ

交给ＰＩ。当无ＰＩ，特别是中国注册的航空器运营人／维修单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３０ ｄａ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ｅ

无相应的ＦＡＡ ＰＩ，可以直接递交给ＡＤ管理办公室，即将相应的

ｆｌａｋ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

申请材料及支持性文件通过ＡＤ管理办公室公用邮箱ｍａｉｌｔｏ：９－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ＳＴＡ ｂａｌｌｓｃｒｅｗ ｏｒ ｂａｌｌｎｕｔ…．

ＡＮＭ－Ｓｅａｔｔｌｅ－ＡＣＯ－ＡＭＯＣ－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ｆａａ．ｇｏｖ 提交。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４、与ＡＤ管理办公室沟通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ａ ３０ ｄａｙ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ｐ－

ＦＡＡ ＡＤ管理办公室收到申请文件后，管理办公室通过邮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ＭＯＣ １３０Ｓ－１０－１６３， ｄａｔｅｄ Ａｐｒｉｌ

件告之申请人已指定专门人负责此申请和对应的受理号ＷＴＳ＃

７， ２０１０， ｐｌｕ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３０ ｄａｙ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

ＸＸＸＸ，并且说明ＦＡＡ受理人会在３０天内进行相应回复。此后，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ＳＴＡ ｂａｌｌｃｒｅｗ …．

如果受理人认为申请材料不够完整，会通过电话或邮件与申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ｆ） ＦＡＡ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Ｏ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 ２００８－０６－０６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

请人进行沟通。

５、ＡＭＯＣ的批准和拒绝
经过与ＦＡＡ受理人沟通确认后， ＦＡＡ受理人如果认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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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交申请材料及相应解释符合等效安全要求，会正式批准
ＡＭＯＣ，并且发送给申请人；如果认为提交申请材料及相应解
释不符合等效安全要求，会明确告之申请人拒绝批准相应请
求，所以申请材料中对于等效安全性的论证是ＡＭＯＣ能否被批
准的关键。（图１）

图１ 已批准的ＡＭＯＣ １３０Ｓ－１７－３３

６、向ＦＡＡ直接申请 ＡＭＯＣ总结
ＦＡＡ对ＡＭＯＣ的申请文件，特别是证明材料及格式有明确
的要求，因此申请材料必须严格按照上面申请材料的书写要
求进行书写，并且能够充分证明符合等效安全要求，如果在
技术上能够得到原厂的技术不反对，同意或批准，会加快ＦＡＡ
对ＡＭＯＣ的批准。
中国注册的运营人和维护人在获得ＦＡＡ批准后的ＡＭＯＣ，
就可以以批准后的ＡＭＯＣ为参考文件，向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
审核对应ＡＤ的ＡＭ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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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舱关键服务设备维修管理分析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马 琳

摘要：

座椅分别占３８％及６％（见图１）。

针对航空公司对客舱设备维护品质需求的提升，对提出
了客舱关键服务设备维护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效果。

同样，对客舱乘务员问题反馈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问题主要集中在机上旅客个人娱乐设备，以及对服务影响较
大的厨房烤箱、盥洗室马桶方面（见图２、图３）。

１、背景
伴随着近些年民用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搭乘飞机出行已
经成为大家日常出行的基本交通方式之一。旅客对搭乘飞机
出行的需求也不止满足于其安全性及快捷性，良好的客舱环
境已经成为旅客选择航空公司时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为了适应民航业这一发展需求，提升客舱设备品质以及
旅客满意度逐渐成为客舱设备维修管理工作的主要方向，即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乘务员问题反馈平台
问题统计

图３ 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乘务员自愿上报
问题统计

客舱维修管理工作开始从单纯的适航保障逐渐转变为面向旅
结合当前航空公司航班结构，目前四小时以上的国际及

客服务的客舱设备维护。

２、旅客界面的客舱关键服务设备
从传统的机务维修转为适应航空公司及旅客需求的客舱
设备维修，首先要了解旅客界面的服务需求。所以，从立足
客户、服务客户的角度出发，将关注点聚焦在航空公司服务
定位和旅客乘机感受两个方面。
通过持续收集某航空公司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机务相关旅客
投诉的数据以及客舱乘务员问题反馈，分析如下：
在机务相关的旅客投诉中，主要包括“机械原因导致的
航班延误”以及“客舱设备导致旅客乘机感受不好”两个方
面。对“客舱设备导致旅旅客乘机感受不好”的投诉进行分

地区航班基本由宽体机执行，而这些航班中旅客对娱乐系统
需求更为明显。所以，在娱乐系统方面高舱位的旅客个人娱
乐系统以及宽体机经济舱旅客个人娱乐系统是提升客舱维护
品质的主要关注点。
对于旅客座椅，经济舱座椅本身调节功能有限，且多为
简单机械操作模式，故障排除工作也较为简单。所以应聚焦
在全机队高舱位的座椅状态。
综上，现阶段主要关注的客舱设备为：
１）宽体机各舱位旅客个人娱乐以及窄体机高舱位旅客
个人娱乐设备

析，可以发现旅客个人娱乐系

２）高舱位旅客座椅

统、旅客座椅是旅客对于客舱

３）厨房烤箱

设备的主要关注点。以２０１７年

４）盥洗室马桶

１－１２月数据为例，除机械原

以上统称为客舱关键服务设备。

因导致的航班不正常旅客投诉
外，旅客个人娱乐系统、旅客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机务相关旅客投诉

３、客舱关键服务设备维修管理新思路
１）传统的客舱设备维护工作是以客舱家具、装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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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为主要维护对象，而新的客舱维修工作还应在此基础

同时，客舱设备是与航班量、旅客操作等有密切的关

上增加电子电气专业的维修范畴，例如旅客个人娱乐、两舱

系。通过观察之前的数据，发现随着旺季运行、飞机可用率

旅客座椅的电动部分等。这就要求客舱维修队伍要打破过去

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会明显导致客舱设备ＤＤ数量增加，排故

的分工壁垒，建立新的包含全工种的“大客舱”维修理念和

时间延长。所以，我们用一个既包含ＤＤ数量、处理周期，又

思路。

能消除航班量变化影响的数值来表征客舱设备维护水平，即

２）目前旅客个人娱乐设备升级换代较快，基本３－５年就

报告期内机队发生的客舱关键服务设备单份保留ＤＤ不可用设

会发生一次产品革新。将旅客个人娱乐设备与飞机机体和其

备数占航班总量的比例（以千分率表示），我们将其称为客

他设备统一管理就会导致娱乐设备更新换代不及时、无法满

舱关键服务设备不可用千次率。

足旅客需要。所以应该将其从传统的机上设备管理中剥离，
适当的进行更新换代。
３）传统的客舱设备维修基本采用乘务员ＣＬＢ报告、定检
检查等方式进行。这样即使实施了维修工作，还是无法避免

通过对于某航空公司客舱关键服务设备不可用千次率的
观察与实际机上状态和旅客投诉等内容对比，其基本可以表
征客舱关键服务设备状态。

５、结论

将客舱故障设备呈现在旅客面前。新的客舱维修管理可以借

面向旅客界面的客舱关键服务设备维修管理是一个新的

鉴可靠性的思想，即通过建立客舱关键设备数据库，摸索可

维修管理理念，它需要变被动维修为主动维修；打破原有机

靠性周期，逐步将设备故障后维修改为预维护。充分利用飞

务维修专业分工的界限，开发高质量的ＰＭＡ件，融合不同工种

机航后停场等机会，将座椅、娱乐等设备分区进行预维护，

的专业知识实施维修工作；引入新的考核评价方式，站在旅

使其始终保持在较好的可用状态下。提升旅客在客舱的感

客的角度确定维修重点和周期等内容。

受。

对于新的形势下的旅客界面客舱设备维修管理工作，还
４）同时客舱设备具有选型多，部分备件保障困难的现实

情况。开发高质量的ＰＭＡ件也应是今后客舱设备保障的重要组
成部分。

４、新的考评角度，客舱关键服务设备不可用千次
率
客舱设备故障的发现一般分为机组报告、维修人员检查
发现两种（见图４），对于发现的无法及时排出的故障，采用
办理故障保留单（ＤＤ）的方法进行控制。可见，故障保留单
（ＤＤ）是控制和管理保留故障的通用措施，其数量是反应客
舱设备状态的主要参数之一。同样，ＤＤ的处理周期直接反映
了飞机带故障运行的时间，是反应维护主动性及维护效果的
重要参数。

图４ 客舱设备发现及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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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ＯＳＡ在民航维修现场的实践与探索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唐 淼 汪忠海

摘要：

可控的良好状态，图１即为ＴＥＭ模型示意图。

随着民航业的发展，维修现场的各类风险隐患不断增
多，既有的风险隐患识别方法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满足管控
的需求。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支持、波音公司主导的Ｍ－
ＬＯＳ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Ｌｉｎ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是一种
新型风险隐患识别的方法，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对Ｍ－ＬＯＳＡ方法进行本土化的实践，探索出了一套具有特色
的Ｍ－ＬＯＳＡ实施方法。
图１ ＴＥＭ模型示意图

随着我国民航业的飞速发展，民航维修从业者（以下称
“机务”）数量大幅度增多，各类风险隐患不断的出现在民航

Ｍ－ＬＯＳＡ有九个的不同的特点（图２），这使得它与目前民航

维修现场。既有的安全管控方法对日益增多的风险隐患的识

维修现场普遍的采用的由各级领导及质量监察人员进行严格

别与管控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对风险隐患识别与管控方法

监管的检查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获得机务在维修工作

的进一步探索变得越来越迫切。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以下

现场的真实表现，其中核心的三个特点如下：

称“ＦＡＡ”）支持、波音公司主导的Ｍ－ＬＯＳ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Ｌｉｎ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正是一种新型风险隐患识别的
方法，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称“东航技术”） 四川分
公司对Ｍ－ＬＯＳＡ方法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探索出一套具有特

第一是无惩罚，这是实施Ｍ－ＬＯＳＡ的首要条件，Ｍ－ＬＯＳＡ实
施的主要领导承诺Ｍ－ＬＯＳＡ所有获得的观察结果都不进行任何
的追责及处罚，可以从根本上打消被观察者的顾虑，在从事
维修工作时尽可能的还原工作过程。

色的Ｍ－ＬＯＳＡ实施方法。

一、Ｍ－ＬＯＳＡ简要介绍
ＬＯＳＡ是国外飞行最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控制人为过
失的方法，它通过观察整个飞行流程来帮助航空公司发现飞
行过程中安全隐患，也能对机组的飞行技术和管理能力进行
全面评估，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水平。
Ｍ－ＬＯＳＡ源于ＬＯＳＡ，与之类似，简单来说就是一种风险隐
患的识别方法，它通过相同岗位的机务对日常维修工作过程
不记名、无惩罚的相互观察识别工作中的风险隐患。
Ｍ－ＬＯＳＡ的核心模型是ＴＥＭ模型（威胁＆差错管理模型），
ＴＥＭ模型主要是通过指定相应策略、系统层面的优化等方法对

第二是隐私与保密，这是招募足够多的被观察者的必要
条件，在保证绝对保密且无法追溯的观察情况下，被观察者
会减少抵触情绪，从而获得足够多的观察样本，保证观察效
果。
第三是同岗位互相观察，实施同岗位观察的观察者对自
己本岗位的风险点、工作要点、工作流程非常熟悉，观察行
为有深度。同时被观察者在面对与自己同岗位的观察者时会
表现得更自然、更真实、抵触情绪进一步消除。
正是由于Ｍ－ＬＯＳＡ拥有这些特点，它可以相对容易的将维
修现场的真实情况收集起来，并进行汇总、分析，向管理层
及安全部门提供分析报告。

对威胁、过失进行管理，使发生不安全事件的数量处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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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航Ｍ－ＬＯＳＡ实施流程中，对发现的风险信息实施了基
层讨论、针对性改进、效果验证等环节，以ＰＤＣＡ循环的方式
进行了问题的针对性改进，确保发现的风险信息得到有效的
修正。而这些环节在ＦＡＡ推荐的实施流程中并未提及。
为了便于理解上述流程，笔者将对每一个步骤进行详细
阐述。首先实施流程的开始节点，在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
获得本单位的高层领导支持，承诺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做
到无惩罚，同时确认本次Ｍ－ＬＯＳＡ的具体观察目标项目。
图２ Ｍ－ＬＯＳＡ九大核心特点

二、Ｍ－ＬＯＳＡ的实践与探索

紧接着的流程为构建团队，顾名思义，在这个节点需
要构建项目实施团队，团队主要包括，项目经理，数据分析

Ｍ－ＬＯＳＡ的实施在国际上已经比较丰富的经验，美联航、

员，种子教员、观察志愿者，其中招募观察志愿者尤为关

法航工业、法荷航、新加坡航空都积极的参与到Ｍ－ＬＯＳＡ项目

键，这期间需要大量宣传，项目组须与基层员工进行深入沟

中，这些公司基本都按照ＦＡＡ建议的Ｍ－ＬＯＳＡ部署流程（图３）进

通交流，阐述项目实施目的、方法以及高层领导的无惩罚承

行实施。

诺，同时可以采用宣传海报（图５），宣传视频等多种方式进
行宣传，尽可能多的招募观察志愿者，并奠定正式实施观察
时被观察者积极配合的基础。

图３ ＦＡＡ建议的Ｍ－ＬＯＳＡ部署流程

从上述的流程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在数据分析流程后，
项目组将直接出具终期报告供管理层及安全部门参考。在ＦＡＡ
推荐的部署流程中，Ｍ－ＬＯＳＡ是一种为管理层给出问题汇总报
告的风险信息收集工具。

图５ Ｍ－ＬＯＳＡ宣传海报

目前世界环境多变，全球各民航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的状

在团队建立之后，紧接着的是准备Ｍ－ＬＯＳＡ观察所需的教

况，对于Ｍ－ＬＯＳＡ这种的工具的使用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东

材、课件、观察表格，这部分的工作由团队中的种子教员完

航技术四川分公司通过与东航技术安全质量部、波音公司专

成，相关的资料可在ＦＡＡ官方网站上获取。

家深入交流，在ＦＡＡ建议部署流程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民航企业

资料准备妥当后还需要对观察志愿者进行培训，让观察

现状，对数据分析后的流程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践，探索出具

志愿者能清晰的理解Ｍ－ＬＯＳＡ观察方法的要点，并确定此次实

有本土特色的Ｍ－ＬＯＳＡ部署实施流程（图４）。两者的主要区别是

施Ｍ－ＬＯＳＡ的观察项目，确保观察志愿者都统一观察的标准，

在数据分析流程后，处理观察发现的风险信息的方式不同。

实施科学的、系统性观察。
在一切都就绪的情况下，即可实施观察。建议在大规模
观察之前，先进行小范围的实验性观察。一方面可以收集观
察志愿者在观察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加以改进，另一方面又
可以通过前几次的观察减少被观察者可能存在的“警惕”心
理，使项目更顺利的推进。在实施观察时，有一个值得特别

图４ 本土特色的Ｍ－ＬＯＳＡ部署实施流程

提到的核心点，观察志愿者要在观察结束后，务必要与被观
察者进行一定层度的沟通与交流，目前的是让观察了解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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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ＯＳＡ观察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偏差，

题，部分飞机周期性检查项目未完全实施等问题。通过实施

共同讨论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沟通，

Ｍ－ＬＯＳＡ观察，我们收集了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表１）并有基层

也能够去了解维修现场是否存在维修人员认为其他的风险隐

讨论制定了相应的措施（表２）进行修正。

患，使项目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观察收集的信息需进行详细的分析，这部分工作主要由
数据分析员完成。数据分析员对收集的风险信息进行分类整
理，使用风险矩阵等方法将观察收集到的风险信息，按风险
矩阵进行分类，制作风险分布图，将高风险、高频次的排序

表１ 部分案例风险类别的主要原因

靠前的风险类别突出，集中精力，重点解决，并根据观察者
填报的数据对这类风险信息的真实原因进行汇总，为后续流
程提供数据支撑。。
在后续基层讨论、针对改进的流程中，讨论、改进的目
标是数据分析流程筛选出的风险类别。在基层讨论环节中，
着重“基层”两字，讨论环节仅由基层员工进行，禁止任何
管理领导参与，完全由员工自行讨论。讨论利用５ＷＨＹ、头脑

表２ 部分案例风险类别的主要措施方向

风暴等方法，结合观察数据中已获得风险信息的真实原因，
在不增加基层人员负担的前提下，从设备、环境、流程方面

通过上述几个案例的实践与探索Ｍ－ＬＯＳＡ在国内民航维修

出发，自行拟定修正措施，然后由Ｍ－ＬＯＳＡ项目组评估措施的

现场的实际可操作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经过多个公司的

可行性，并组织实施由基层自我拟定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

实践与探索，Ｍ－ＬＯＳＡ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隐患识别工具，必

有基层自我讨论并拟定，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容易落地实

将在未来有着更好的应用前景。

施。
在措施实施后，对拟定的措施进行效果验证是必要的流
程。如果在此流程中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则说明前序流程出
现了问题，未发现找到真实原因、未拟定有效的措施都是效
果不理想的原因，因此重复ＰＤＣＡ循环是解决效果不理想的有
效方法。若效果符合预期，则可拟定终期报告，将本次实施
的整个Ｍ－ＬＯＳＡ项目以终期报告的方式向高层领导汇报，同时
公布此份报告，以提高员工的荣誉感、参与感，为再次实施
Ｍ－ＬＯＳＡ奠定群众基础。
以上则是对本土化的Ｍ－ＬＯＳＡ实施流程的简要阐述，在实
际的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进行的支撑性工作，伴随着主
要流程的进行。当发现流程不畅或有疑问时，建议仔细研读
ＦＡＡ关于Ｍ－ＬＯＳＡ的资料，同时也可以与Ｍ－ＬＯＳＡ理论的创作者
保持沟通，找到一个符合自身特色的Ｍ－ＬＯＳＡ实施流程。

三、探索Ｍ－ＬＯＳＡ本土化的实施案例
在对Ｍ－ＬＯＳＡ项目的实践与探索过程中，涌现了许多优
秀的案例，帮助基层机务解决了部分长期存在却难以发现并
且亟需处理的风险。如机务维修使用的工具箱不上锁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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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９Ａ型ＡＰＵ引气故障分析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周凌松

ＡＰＵ引气 具有提供空调、增压以及发动机启动的功用。

超温时候，ＡＰＵ会首先卸载引气，从而保证电源正常供应。

ＡＰＵ引气故障往往会造成空调不工作，导致飞机舒适性很差，

３、 ＡＰＵ防喘介绍

或者不能启动发动机，造成航班延误等影响。本文尝试通过
对１３１－９Ａ型ＡＰＵ引气系统的故障进行分析，以便提高排故效
率，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达到节约航材、提高该系统的可
靠性的目的。

一、引气原理介绍
１、 ＡＰＵ引气相关的部件

为了防止负载压气机喘振，在ＡＰＵ上安装了喘振控制系
统。喘振控制系统通过释放多余的气流，从而防止喘振。该
系统主要部件是喘振控制活门（ＳＣＶ）。ＳＣＶ是一种液压驱动蝶形
活门，通常是弹簧加载在开启位置。液压动力由ＦＣＵ的高压
燃油提供。ＥＣＢ通过转矩马达控制伺服阀，控制ＳＣＶ活门的作
动。ＳＣＶ通过本体上的ＬＶＤＴ传感器向ＥＣＢ提供位置反馈。

排气和喘振空气系统相关的主要部件有：总压探头、静压

ＥＣＢ计算ＳＣＶ活门位置。首先了解喘振余度设定值的概

探头、总压传感器、压差传感器、ＡＰＵ进口压力传感器、负载

念：即在ＡＰＵ运行条件下，从负载压气机流出的最小空气量，

控制活门、防喘控制活门、ＩＧＶ导向叶片以及作动器。

它是入口温度（Ｔ２）、入口压力（Ｐ２）、总压（ＰＴ）、压差（ｄＰ）、ＩＧＶ

２、 ＡＰＵ引气介绍
从ＡＰＵ负载压气机出来的气流，通过负载控制活门，供到
飞机的引气系统。负载控制活门（ＬＣＶ）是一个简单的关闭／打开
蝶形活门，因此只能控制通断，而不能调节引气的流量。ＬＣＶ
为电控气动，通常是弹簧加载关闭位置，使用负载压气机的
引气（ＥＣＢ通过活门上安装的电磁线圈控制通断），气动打开
活门。ＬＣＶ内的两个开关位置（全开／全关）向ＥＣＢ发送位置反馈
信号，另外负载控制活门本体上也有机械指示。
ＡＰＵ的引气流量依据引气系统的需求而进行调节。ＡＰＵ的

位置以及飞机选择模式的函数。另外ＥＣＢ会通过总压（ＰＴ）、压
差（ｄＰ）计算实际的空气流量。ＥＣＢ将实际空气流量和喘振余度
设定值的最小流量进行对比。如果实际流量小于喘振设定流
量，即有喘振的可能，ＥＣＢ就会控制ＳＣＶ向打开方向作动，以
避免喘振发生。ＥＣＢ从ｓｃｖ的ＬＶＤＴ获得位置信息，每５ＭＳ对比一
次指令位置和实际位置。瞬间的反流并不会导致ＡＰＵ关断，
当探测到最少６秒的反流，才会触发。另外反流关断逻辑仅在
ＡＰＵ全速的时候工作。

二、１３１－９Ａ型ＡＰＵ引气故障源统计
（提取自我公司交接监控系统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

引气流量变化是通过ＩＧＶ叶片角度变化而实现。，ＩＧＶ作动筒可
以说是电控液动，其接受来自ＥＣＢ的电控位置指令，并通过来

图１

自ＦＣＵ的燃油液压作动。ＥＣＢ计算ＩＧＶ的指令位置，主要基于：
飞机引气需求（如ＭＥＳ、ＥＣＳ等、进口温度（Ｔ２）、进口压力
（Ｐ２）。ＥＣＵ通过调节ＩＧＶ作动筒内部的扭矩马达的电流，然
后扭矩马达通过改变ＩＧＶ作动筒液压活塞伺服活门位置（液压
来自ＦＣＵ提供的伺服燃油），从而作动ＩＧＶ作动筒。ＩＧＶ作动筒
通过内部的ＬＶＤＴ传感器，将位置反馈给ＥＣＢ。注意，当ＥＧＴ到
达超温极限的时候，ＥＣＢ会控制ＩＧＶ减少角度，以便减轻ＡＰＵ的
机械负载，从而避免因超温造成自动关车。也就是说，即将

30

图１

www.camac.org.cn

分析：
１、上图数据统计的是每次故障最终确认的故障源。
２、８０４３ＫＭ故障率最高，经常遇到０小时件，在排故过
程更换流氓件，会增加新的故障源，往往会增加排故的复杂
性。
３、ＡＰＵ本体故障，通常排故时间较长，并且会更换大量
部件。
４、ＬＣＶ只控制引气的通断，有时会由于引气压力异常，
错误更换该部件。

三、故障信息采集
１、ＣＦＤＳ可以采集到信息：１、一类和二类故障信息。２、
关断报告。３、三类故障。４、地面扫描测试。５、自检测试。
６、ＴＳＤ数据。参见图２。

一些故障常常出现发动机关车阶段。译码优点是可以观察到
不同时间点的数据，可以根据译码数据分析前因后果。上述
的ＡＩＤＳ数据，基本从译码软件上都可以得到。

四、常见故障源分析
在ＴＳＭ程序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的经验，可以更精准锁
图２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１、在ＡＰＵ运转时候，可以通过地面
扫描，测试故障信息。２、可以在ＴＳＭ４９－００－００ＰＢ３０１中，对
故障信息以及故障码的解读，以便进一步缩小排故范围。

定故障源。
１、 ＡＰＵ本体故障
ＡＰＵ本体故障，往往会造成ＥＧＴ温度较高。当有可能导
致超温的时候，ＡＰＵ就会优先卸载引气，通过调低ＩＧＶ的指令

２、ＡＰＵ系统页面可以采集到信息：

值，以便减小机械负载。如果引气卸载以后，ＥＧＴ恢复到正常

ＴＡＴ（总温）、ＧＬＡ（ＡＰＵ发电负载）、ＥＧＴ（ＡＰＵ排气温

值以内，就只有引气故障，而不会导致ＡＰＵ关车。由于在发动

度）、ＰＴ（ＡＰＵ管道引气压力）、ＮＡ（ＡＰＵ转速）等。
３、ＡＩＤＳ采集到的信息
１３号报文： ＭＥＳ ／ ＩＤＬ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４号报文： ＡＰＵ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Ｒｅｐｏｒｔ

机启动时候，引气流量需求较大（ＩＧＶ角度９１到９３），这阶段
更容易超温，此时ＡＰＵ故障通常会造成航班延误。根据经验，
该阶段由于ＥＣＢ调低ＩＧＶ指令值，导致ＩＧＶ指令值和实际值不一
致，会触发ＩＧＶ相关的故障信息，容易造成ＩＧＶ误拆换。如每次
ＡＰＵ故障，触发ＩＧＶ相关信息。译码发现在发动机启动时候，

４、译码采集的信息

ＩＧＶ指令值异常（注意不是实际值），认为很可能更换ＩＧＶ作动

译码缺点是只有发动机运转时候才能获得数据，但是ＡＰＵ

筒无效，排故过程也验证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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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验，在ＡＰＵ在不供引气的状态下，ＡＰＵ页面管道压

排故建议：遇到涉及８０４３ＫＭ故障，如果有明确８０４３ＫＭ信

力高于限值（参考ＩＳＩ：４９．５１．００００２，正常情况最高８ＰＳＩ），

息，即该件异常，如果不能确定故障源，因该件ＮＦＦ率较高，

往往是ＩＧＶ叶片断裂漏气导致。

建议串件隔离。

排故建议：

５、ＳＣＶ故障：

根据经验，采集飞机落地阶段，ＡＰＵ未供电、未供气状态

当ＳＣＶ故障时候，也会导致引气系统故障，ＥＣＵ探测到喘

的译码参数，如果在该状态下ＥＧＴ相比之前有明显升高，就可

振大于６秒的时候，就会导致ＡＰＵ自动关车。参见上文，ＳＣＶ用

以排除引气部件异常导致的ＥＧＴ升高。

到的参数较多，也需要隔离传感器等原因导致的ＳＣＶ工作异常

２、ＬＣＶ（负载控制活门）故障

的情况。
６、线路故障

我们从上文了解到，ＬＣＶ只控制ＡＰＵ引气的通断。如果
ＬＣＶ打开正常，引气压力异常就和ＬＣＶ没有关系。此处谈一下
如何区分ＬＣＶ作动异常、指示异常、上游压力异常。当ＥＣＢ接

线路故障可以通过调取ＡＩＤＳ参数，缩小范围。比如查看
指令值、反馈值等，可以缩小故障源的范围。

受到引气需求时候，就会调高ＩＧＶ的指令位置，然后管道压力

７、管路故障

就会上升。ＬＣＶ中的电磁阀接受ＥＣＢ打开指令，在引气压力作
用下，就会克服弹簧力打开ＬＣＶ活门。如果管道引气压力比较
小，就很可能不是ＬＣＶ原因导致的无法打开。如果活门下游
部件工作正常，就可以判断为指示故障，也可以流量辅助判
断。如果管道引气压力明显上升，但活门无法打开，就判断
活门作动故障。
３、ＩＧＶ（进口导向叶片）故障：

统计到的一次事例是：ＡＰＵ压差传感器后部管路连接ＡＰＵ
本体上的喇叭口接头松动，相当于压差传感器８０４３ＫＭ测量
不精确，从而导致引气压力波动，从新拧紧后，故障现象消
失。
附：ＡＰＵ参数值正常范围参考（参考ＴＳＭ４９－００－８１－８１０－
８９１）

ＩＧＶ故障通常会导致引气压力异常或者引气不工作。从译
码或者ＡＩＤＳ数据，可以获得ＩＧＶ指令位置以及ＩＧＶ的反馈位置。
ＡＰＵ在不带负载时候，ＩＧＶ角度是２２度，在ＡＰＵ启动发动机时
候，ＩＧＶ是９１－９３度左右（可以通过发动机模式电门触发）。
通过在这两个点之间来回切换，可以检查ＩＧＶ是否作动异常。
因ＩＧＶ角度变化，实际上是改变了ＡＰＵ的负载，负载的变化也
对应着ＥＧＴ的变化。因此可以结合ＥＧＴ的变化，判断ＩＧＶ叶片角
度是否真实变化。另外可以结合故障信息、ＡＩＤＳ数据、ＡＰＵ控
制字等进一步隔离。

五、给一线工作者的建议
由于ＡＰＵ引气故障常常不稳定，充分获取故障信息，至关
重要。因此对于航线来说，遇到故障第一时间，最重要的是
尽量采集故障信息。

４、传感器故障

１、打印故障信息，故障码，查看三类故障。

每个传感器都有自己的门限值。当传感器数值不准确，

２、查看ＡＰＵ页面，如有异常，建议拍视频记录。

但是在门限值之内时，只会导致系统异常，但是不触发信

３、在出现故障现象的时候，可以通过在ＡＩＤＳ里调取ＡＰＵ

息。当传感器故障，超出门限值，就会触发相关信息。根据
故障统计，传感器绝大部分是８０４３ＫＭ（压差传感器）故障，

控制字ＡＣＷ３和ＡＣＷ４，并视频记录，便于查看异常部件状态。
４、查看不同状态下的ＡＬＰＨＡ参数数值：ＩＧＶ、ＷＢ、ＰＴ、

该件经常存在ＮＦＦ的情况。当８０４３ＫＭ传感器故障（超出门限
值得时候），ＥＣＢ会指令ＩＧＶ角度到２２度，引气系统不工作。

ＰＤ、ＬＣＩＴ。

８０４３ＫＭ可以通过ＡＩＤＳ代码查看其状态，也可以根据ＡＰＵ控制字
判断是否为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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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视情打印ＣＦＤＳ中的关车报告以及ＡＩＤＳ的ＡＰＵ关车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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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Ｂ７３７ＮＧ飞机发动机空气起动机
故障及修理的理解
成都富凯飞机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罗 斌
７３７ＮＧ飞机发动机空气起动机航线故障问题一直是困
扰航空公司运营的一个问题，因为空气起动机故障时常发生
在飞机出港，起动发动机阶段，因此一旦空气起动机发生故
障，非常容易造成航班延误。７３７ＮＧ飞机及厂家年会中各航空
公司多有抱怨，但制造厂家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因此
做好空气起动机的维护检查，及提高修理质量，对航空公司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国航ＣＡＭＰ要求每个Ａ检检查磁堵，
对于拆下的空气起动机软时限４７００循环返修，翻修时限是

图２ 空气起动机控制原理图

空气起动机主要由进口组件、静子叶轮、涡轮转子、保

７８００循环。

一、空气起动机工作原理
空气起动机的构造相对于整个发动机来说并不复杂，其
主要功用是在利用气源压力，将空气压力转变为机械能。通
过ＡＧＢ／ＴＧＢ／ＩＧＢ来驱动发动机高压转子，使高压转子转速达到

持环、切割环、扩散器、行星齿轮、离合器、输出轴拉杆、
过滤盘、油泵组件、小齿轮、内部支撑组件、加放油孔、磁
性探测器等组成。空气起动机结构原理及主要的图解零件清
单见图３。

一定的转速，以满足发动机点火起动要求。当发动机起动完
成后，发动机转速高于空气起动机转速，空气起动机内部离
合器组件通过离合器切断对外输出力，使空气起动机与发动
机脱开，脱开后，离合器以前的涡轮、小齿轮、行星齿轮、
离合器毂等部件停止运转，而离合器输出轴、油泵组件以及
输出轴随着发动机附件齿轮箱高速转动。油泵组件的主要作
用是为起动机高速旋转的离合器和相关轴承提供润滑油，空
气起动机润滑油来自发动机附件齿轮箱。空气起动机在发动
机附件齿轮箱（ＡＧＢ）上的安装位置见图１，空气起动机控制原
理见图２。

图３ 空气起动机结构原理及主要的图解零件清单

三、航线常见故障及分析
（１）、空气起动机本体漏油
空气起动机本体漏油是航线常见的起动机故障，漏油主
要是由于涡轮根部的碳封严磨损所导致。在空气起动机的每
次修理中，此碳封严为必换件，该碳封严磨损后，会导致空
气起动机本体漏油，随着磨损的加剧，空气起动机漏油更加
严重。轴承磨损严重也会造成空气起动机本体漏油，轴承磨
图１ 空气起动机在发动机附件齿轮箱（ＡＧＢ）上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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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可以通过对空气起动机磁阻进行监控，从而避免漏油事件

四、空气起动机修理的常见故障分析

的发生
由于７３７ＮＧ飞机起动机所用滑油为附件齿轮箱（ＡＧＢ）滑油
及发动机共用滑油，若严重漏油，很可能造成发动机滑油量
降低，从而引起发动机空中停车等重大故障。因此，在航线
或定检维修中，如发现空气起动机漏油则应及时更换。针对
起动机漏油，生产厂家已有服务通告（ＳＢ），主要内容为改装空
气起动机内部核心部件叶轮、齿轮和封严组件
（２）、空气起动机磁阻有金属屑
正常空气起动机磁堵检查通常每个Ａ检执行一次，这样可
以及早发现空气起动机故障，及时更换，从而避免产生航班

综上，由于空气起动机修理费用高，内部配合精密等特

延误。另外在发动机故障时有时也需要检查磁堵以判断故障

点，航空公司应加强状态监控及维护工作，及时更换有潜在

原因，有时会发现大量的金属屑，从而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

故障的空气起动机，即可避免高修理费用，也避免产生航班

行使用。对于使用时间短的起动机，金属屑的产生可能与修

不正常。同时厂家修理质量也有待提高。总之做好空气起动

理质量有关，空气起动机厂家有相应的文件要求。

机的使用维护工作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协作，既要航线维护人

（３）、空气起动机排气格栅内部叶片损伤
对于空气起动机排气格栅内部叶片损伤，只有两种可
能，第一种：被外来物打伤；第二种：叶片老化，叶片满足
不了相应的强度，起动机没有脱开，长时间运转导致叶片损
伤。
ａ、对于第一种情况：被外来物打伤，当时第一时间打
开包皮后发现叶片被严重打伤，由于在排气格栅内部，当时
已做过尝试拍下照片，由于格栅空间小，无法拍清楚内部照
片。由于空气起动机在包皮内部，被外来物打伤的概率基本
为零，当时第一时间已经做过内部其他部件检查，内部其他
部件均完好在位，足以证明几乎不可能被外来物打伤
ｂ、对于第二种情况：叶片老化，叶片满足不了相应的强
度，空气起动机没有脱开，长时间运转导致叶片损伤。对于
叶片损伤后，怎样判断是否因为未脱开而导致的叶片损伤，
可以检查空气起动机内部的易断杆（剪切销）。因为当发动机起
动完成后，如果离合器失去脱开功能，有一个易断杆（剪切销）
将会扭断，从而使空气起动机与发动机脱开，起到保护发动
机和空气起动机的作用。
（４）、空气起动机原因造成发动机启动不成功
空气起动机原因导致发动机起动不成功，其原因很可能
是起动机性能下降或引气系统故障，还可能是使用环境，比
如高原起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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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认真仔细，也需要修理厂家的修理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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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天空内饰中顶灯的故障分析及排故
南航广西分公司飞机维修厂 朱新荣 贺 巍 文 彬

摘要：

究，将天空内饰的组成简化，如图２所示。

波音天空内饰组成并不是特别复杂，但是组成系统的每
个环节都有其特殊性和多样性，当灯光系统发生故障时，不
注意系统各环节时，有可能进入排故的误区。本文详细讲解
系统各个环节及较多细节，提高顶灯的排故效率。
图２ 天空内饰顶灯系统简图

一、故障现象描述
天空内饰的灯光系统的可靠性固然较高，但是也会出

三、电源部分

现失效的情况，常见的故障有单一灯组件不亮，一串灯组

天空内饰的灯组件，控制部分和电源部分是分开的，

件不亮，一串灯不受ＡＣＰ控制，以及一串灯不灭等，本文

天空内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窗灯，另一部分是舱

通过一个典型故障， Ｂ－５６９９飞机，航后检查发现，左侧

顶灯，两者电源设置不同。顶灯部分：每个灯组件的电源

１排至４２排舱顶灯不灭。对天空内饰的顶灯展开详细的叙

并联，每个灯组件有单独的电源供电。而窗灯电源为分组

述。

并联后再进行串联。先首要说明一下顶灯，未确定故障原
因时，不能使用新件或者是功能良好的旧件来串故障件。
盲目串件有可能造成新件的损坏。正常情况下，脱开电源
电插头，使用万用表测量相关灯组件电源是否有１１５Ｖ交流
电，即可判断是电源线故障或是其他原因。如没有１１５Ｖ交
流电则首先检查线路，修复损伤的导线后，再进行下一步
的排故工作。
图１ 系统组成

二、系统原理
通过上图可知天空内饰顶灯的组成和连接方式。

四、灯组件
灯组件故障，是常见的故障，而故障的形式也是多
种多样，除了存在通信方面的问题（通信问题后面将会叙

电源、灯组件、ＡＣＰ（乘务员控制面板）以及通讯线路

述），灯

（ＲＳ４８５、ＲＳ２３２）。通过在ＡＣＰ的设置，控制着客舱灯光，

组件本体

共四组回路，左右两侧窗灯、左右两侧顶灯。窗灯和顶灯

故障的原

区别不大，主要区别在于电源的连接方式上，本文主要介

因 也 很

绍顶灯，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应用在窗灯上。为了方便研

多。下面

图３ 顶灯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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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了解灯组件的大致原理。
通过图３可知道灯组件的大致组成：ＩＰＳＣ（分主控制
和辅助）、ＬＥＤ基板、搭接基板、内部电插头。
ＩＰＳＣ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供电，产生３种类型的
电压，１６．５Ｖ、５Ｖ、３．３Ｖ分别为不同的电路提供电源，其中
１６．５Ｖ为ＬＥＤ基板的电源。另外一部分是控制，主要由微型
控制器进行控制，接收ＲＳ－４８５数据信号和Ｔｏｋｅｎ－ｉｎ离散型

发挥２代的功能，且提高工作的可靠性。
在２０１３年９月之后，第一代灯组件已停产。因此在更
换灯组件时，应仔细核对件号，避免不必要的环节，提高
排故的准确性。这里有一个小提示：无需拆任何部件，即
可在飞机上观察到灯组件的件号，提高排故的效率。
在ＡＣＰ的维护页面中有３个重要的系统功能：自检、构
型检查、数据下载。

指令信号，内部通过特定的基板搭接线束，在主ＩＰＳＣ和从
动ＩＰＳＣ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ＬＥＤ基本：每个灯组件内会有不同长度的ＬＥＤ基板，且
有不同类型的基板，ｂｉｎ灯为ＷＷＡ，即为冷白、自然白和琥
珀色，而ｗａｓｈ灯为ＲＧＢ＋Ｗ，即红、绿、蓝、白四种，ＬＥＤ基
板主要受ＩＰＳＣ控制。改变发光颜色和强度。此外，Ｗａｓｈ灯
和Ｂｉｎ灯安装好之后，需要在ＡＣＰ上进行装载数据，才能接
受ＡＣＰ的控制。

五、乘务员控制面板ＡＣＰ

图４ ＡＣＰ维护页面

ＡＣＰ是用于控制天空内饰的总控制器，控制着飞机前

１．当ＡＣＰ有故障时，左上方琥珀色ＬＥＤ灯点亮，从而无

后登机区域、前后客舱区域的照明。且能设置不同类型的

法控制天空内饰的灯光也是有可能的。此时应对ＡＣＰ进行

灯光场景。要满足灯光控制，ＡＣＰ中包含着三个数据包：

自检，查收故障代码。

１、ＯＰＳ系统操作软件；

２．在构型检查中，正常情况下会有数据：组件件号、

２、ＣＤＢ构型数据库，天空内饰（ＢＳＩ）会应用在不同的

序号、固件版本（小芯片）、ＣＤＢ、标准场景数据。也会

机型中，因此根据飞机尺寸和设计，制定出构型数据库。

出现ＩＮＶＡＬＩＤ信息，显示如图４所示的内容，分两种，单个

用于寻址控制。

组件出现和一串组件出现”ＩＮＶＡＬＩＤ”。单个组件出现的原

３、ＬＤＢ 照明数据库 主要应用控制灯光的颜色和发光
强度。
ＡＣＰ使用的软件版本号现分为Ｖ４和Ｖ５两种。它们的操作
界面有所不同，但更为重要的是ＡＣＰ的版本号应与灯组件
生产批次相匹配。在波音服务信函ＳＬ３３－０６明确说明第２代
灯可以代替第１代灯，而第１代灯不能代替第２代灯。第２代
灯应与Ｖ５的软件匹配使用。
第１代灯可以被Ｖ４和Ｖ５驱动；混装的情况下，２代灯属
于是１代灯的备用件，无法完全发挥２代灯的功能。当天空
内饰的灯组件全为２代灯，且与Ｖ５软件匹配时，才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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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此灯组件出现故障，比如ＬＥＤ基板、连接线、ＩＰＳＣ故
障等。而出现一串组件出现此信息时，则可能是通信线路
存在问题。同时会给出组件的位置序号，例如”３－７ ＣＯＳ
Ｌｉｇｈｔ Ａｔ Ｒｏｗ ４０ Ｒｉｇｈｔ”，即第３系列，按照数据传输方向顺
序，为第７个组件，英文信息也给予位置提示。排故时方
便找寻故障灯组件的位置。
３．数据下载：因ＡＣＰ版本号不同，数据下载的说法不
一样，Ｖ４描述为：“ＡＣＰ ｔｏ ＬＲＵｓ”，Ｖ５描述为：“Ｐｈａｓｅ ２
Ｄａｔａ Ｌｏａｄ”，但其功能相同，将标准场景数据、地址、区域
标记下载到灯组件中，使灯组件接受ＡＣＰ的控制，在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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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灯光会呈现绿色。

六、通信线路
天空内饰的灯光控制离不开通信线路，有四种传输信
号ＲＳ－４８５（＋），ＲＳ－４８５（—），Ｔｏｋｅｎ ＳＩＧ（ＲＳ－２３２）、
Ｔｏｋｅｎ ＲＥＦ（ＲＳ－２３２）。在顶灯中，加上一根屏蔽线，此屏
蔽线有绝缘层，也不接地，起到保护ＲＳ－４８５信号不受干扰
的作用。这５根线路集中于一个插头上。其中ＲＳ－４８５用于
控制灯光的颜色和强度。如ＲＳ－２３２线路故障会影响组件的
识别，无法完成寻址功能，会影响灯光的控制。首先看看
这些通信线路在电路具体的连接方式。

（１）串件：这是一种比较快捷的排故方法，但是要
注意不能盲目串件。
（２）旁通：在ＦＩＭ中提到使用专用设备，名称为：
图５ ＲＳ－２３２简图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ＲＳ－２３２离散信号是在系统中串联
的。（ＤＧ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也就是数字地，通常用于数
字电路上。）

Ｃ３３００１－１。使用此设备相当于一根旁通的导线，将故障件
旁通。
（３）灯组件量线：同样是找出故障灯组件及其上游
灯组件，按照手册ＣＭＭ３３－２０－２９中ＴＥＳ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使用万
用表分别测量这两个灯组件。涉及ＲＳ－４８５和ＲＳ－２３２、屏蔽
线等５根线路，根据量测结果可判断故障点。部分内容如
图７所示。

图６ ＲＳ－４８５简图

如图６所示，ＲＳ－４８５数据信号是在系统中并联的。
由它们连接的方式，故障模式有多种可能，以下列出
几类可能性较大的故障模式，并进行了故障模拟。
这些线路故障在灯组件上失效的可能性较大，因为
大部分的线路是各灯组件的一部分。如果真是线路故障，
那么在ＡＣＰ进行系统自检时，也可以找出相应的故障灯组

图７

（４）系统量线：主要涉及的线路是两根，两根ＲＳ－

件。
再排除电源和ＡＣＰ的可能性后，可以通过相应的方法
来确定故障原因。这里介绍一些常用且实用的方法。

４８５线路和两根ＲＳ－２３２线路，且ＲＳ－４８５（＋）与ＲＳ－４８５
（－）在末端通过终端电阻相连，则在ＡＣＰ端脱开电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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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测量，判断线路是否正常。。

组件发生故障的可能性最高，在更换时不能盲目，首先要

此方法主要用于排除ＡＣＰ到灯组件，以及灯组件到终

确保电源的可靠性，在安装之前最好测试灯组件的电气性

端电阻的线路问题。Ｔｏｋｅｎ ＳＩＧ 线是串联线、通过ＡＣＰ上寻

能。在ＡＣＰ构型检查中，出现单独几个灯组件没有信息，

址可得知寻址失败的灯组件，从而判断出故障点。

正常情况下是灯组件故障，而出现一串显示ＩＮＶＡＬＩＤ信息，

七、排故过程
左侧１排至４２排舱顶ｂｉｎ灯不灭。
（１）因为不能被控制的灯组件处于明亮状态，且重
置Ｐ５－１３的ＣＡＢ／ＵＴＩＬ电门，故障依旧，说明灯组件电源输入
正常。
（２）自检前ＡＣＰ出现“ＲＳ４８５ ＰＯＲＴ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ＯＰ－
ＢＡＣ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信息，将前ＡＣＰ面板与其他参数相同的飞机
进行串件，Ｂ－５６９９飞机前ＡＣＰ功能正常，排除ＡＣＰ故障的可
能性。正常情况下，ＡＣＰ自检无故障代码，也可以认为ＡＣＰ
是功能完好的。
（３）第三步，在ＡＣＰ面板的构型检查中，ＰＯＲＴ ＃２所有
的灯组件的信息均显示ＩＮＶＡＩＬＤ信息。因此首先对灯组件进
行排查，先把灯的问题排除掉。
（４）进一步对线路的排查。当ＡＣＰ的构型检查中，后
面出现一系列的“ＩＮＶＡＩＬＤ”信息时，则线路问题源自第一
个出现“ＩＮＶＡＩＬＤ”的灯组件，或者上游第一个灯组件，此
段线路应该重点排查。
（５）当然还会出现组合故障，存在线路故障的同时
也存在灯故障。在这样情况下，应遵循３个原则，更换件
尽量少，维修成本要低，工作量要少。应首先处理灯组件
的故障，采用串件或者是旁通的方法都行，即可确定出故
障的灯组件，如果没有变化，再尝试更换一个新的灯组
件。确保灯组件没问题后，再对系统线路进行检查。
（６）结论：这个故障最后是一个组合故障，ＡＣＰ与第
一个灯之间的ＲＳ４８５有问题，灯组件也同时发生了故障。

八、结束语
相比之前的卤素灯，天空内饰有较高的系统可靠性，
同时其复杂性增加。当存在通信功能的ＢＳＩ灯光系统发生故
障时，排故的难度增大，但依然有章可寻。在顶灯中，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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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线路的可能性较大，也不排除ＡＣＰ的可能性，因此ＡＣＰ需
要进行自检排除可能性。如果遇到线路问题，量线的方法
非常讲究，方法正确将提高排故的效率。此外各组件之间
的电插头连接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检查环节，多数情况下可
能是因为电插头松脱，而导致系统不受控制。窗灯与顶灯
的排故方法大致一样，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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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力学分析找出一起刹车
压力下降快的故障症结
中国南方航空广西分公司 邵 军 张 昊
摘要：
文章通过一起波音７３７－８００飞机刹车储压器压力下降快

提供刹车压力，并在Ｂ液压系统提供刹车压力时可以减少压力
的波动。

的故障，参照系统原理进行系统原理分析，结合故障隔离手

刹车储压器系统主要由储压器、充气活门、压力传感

册梳理引起故障的可能性，为日后的排故提供参考并提出可

器、储压器压力表、压力释放活门和单向活门等部分组成，

靠性建议。

如图２。
储压器是一个圆柱形钢筒，由一个滑阀将内部分成液压

背景案例简述
某日，工作者在执行一架波音７３７－８００飞机航前工作
时，打上Ａ、Ｂ系统液压泵，设置好停留刹车后，关闭液压
泵，刹车储压器压力在１５秒内从３０００ＰＳＩ下降到２６００ＰＳＩ，之
后刹车储压器压力基本保持不变；工作者尝试将液压打上后
关闭，且不设置停留刹车，观察刹车储压器压力基本保持不

油腔和氮气腔，容积为４．９Ｌ，预充氮气１０００ＰＳＩ的压力。其两
端分别连接Ｂ液压系统和气体管路，气体管路上接一块压力指
示表（图１中的１１），可以直接读出刹车储压器的实际压力
值；一个压力传感器（图１中的１２）将刹车储压器的压力信
号传输到驾驶舱，用于驾驶舱Ｐ３面板上的刹车压力表显示当
前储压器的实际压力。

变；检查刹车储压器预充压力在对应的温度曲线带内。排故
过程中，检查了刹车储压器端，确认无渗漏；将两个刹车脚
蹬踩到底并保持，刹车压力下降率符合手册要求；打压Ａ、Ｂ
液压系统，设置停留刹车，关断Ｂ系统压力，刹车储压器压力
不下降；脱开刹车计量活门回油管，打压后设置停留刹车，
发现右刹车计量活门回油处在初始阶段有大量液压油渗出，
怀疑右刹车计量活门存在内漏，更换右刹车计量活门，测试
后发现右刹车计量活门出口处还是有大量的液压油渗漏；后
通过对右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端以及刹车控制钢索的张力调
节才得以将故障排除。

１、系统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波音７３７－８００飞机刹车系统逻辑原理简图如图１所示，当
刹车储压器通过Ｂ液压系统增压后，关闭Ａ、Ｂ液压系统，设置
停留刹车，此时，为刹车提供液压的油路流向如图１中的绿线
所示。

图 1，波音 737-800 飞机刹车系统原理简图

Ｐ３面板的刹车压力表只能指示储压器的压力，正常情
况，如果对Ｂ液压系统进行增压，Ｂ液压系统将对储压器增
压，刹车系统工作时由Ｂ液压系统提供压力，指示的为储压器
压力，即液压Ｂ系统的压力。
如果Ｂ液压系统不工作或输出压力过低，只有Ａ液压系统
压力正常，此时刹车系统将选择压力更大的Ａ液压系统作为备

刹车储压器（图１中的１）用于在飞机没有其他液压源或

用刹车方式，刹车储压器不对刹车系统提供压力，此时的刹

者Ａ、Ｂ液压系统输出压力不足时为正常刹车系统或停留刹车

车压力表指示的只是刹车储压器压力，而不是备用刹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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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的排故步骤非常繁琐耗时，结合系统原理手册（ＳＤＳ）
和系统图解手册（ＳＳＭ）通过理清楚系统工作原理，可以先采
取以下快速隔离的办法，将与故障现象无关的件先行排除：
给Ａ、Ｂ液压系统打压，设置好停留刹车，待温度压力
稳定后，关掉Ｂ系统液压，只留下Ａ系统液压，如前面原理提
到，此时，Ｂ液压系统不工作，Ｂ系统输出为低压，由Ａ液压系
统提供压力，如图４中的绿线，Ａ液压系统的压力将推动备用
图 2，刹车储压器大致组成部件

的压力。

刹车选择活门的滑阀把压力送到下游的储压器隔离活门（图１
中的３），靠压力将储压器隔离活门的滑阀推往左边堵住Ｂ系

刹车储压器由Ｂ液压系统提供增压，当刹车储压器正常

统和刹车储压器供往下游的油路，Ｂ系统和刹车储压器的油无

增压到３０００±１５０ ＰＳＩ后，理论上可以进行６次全行程的刹车

法送到刹车计量活门（图１中的４），此时，Ｂ系统和刹车储压

或保持停留刹车达８个小时。当刹车储压器的压力增加大于

器不提供刹车压力，Ａ系统通过备用刹车计量活门（图１中的

３５００ＰＳＩ时，压力释放活门打开，避免过大压力造成对储压器

７）提供备用刹车方式。在此情况下，工作者长时间观察，未

部件的损坏，当压力下降到小于３１００ＰＳＩ时，压力释放活门关

发现案例所述故障现象再现，刹车储压器的压力没有出现明

闭。

显的下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刹车储压器氮气部分不存
按照ＡＭＭ ３２－４４－００－７９０－８０１的要求，通过Ｂ液压系统增

在渗漏的问题，液压部分的压力释放活门和两个单向活门不

压将刹车储压器的压力增压至３０００±１５０ ＰＳＩ并设置停留刹车

存在渗漏问题，因此，案例故障可以排除由于刹车储压器漏

等待１０分钟，储压器温度稳定后，关掉Ｂ液压系统，要求由

气和其释压活门及两个单向活门内漏导致刹车压力下降过快

此开始：１０分钟后刹车压力下降不超过１００ ＰＳＩ，３０分钟后刹

的可能性。

车压力下降不超过３００ ＰＳＩ，１小时后刹车压力下降不超过５００
ＰＳＩ，８小时后刹车压力应最少大于１２００ ＰＳＩ。如果在某个时间
段内刹车压力下降超过允许值，则观察时间延长至下一个时
间段，以此类推。
图 4，设置好停留刹车后，只留下 A 系统供压

当踩下刹车脚蹬并

不存在渗漏问题，因此，案例故障可以排除由于刹车储

拉起停留刹车手柄时，停

压器漏气和其释压活门及两个单向活门内漏导致刹车压力下

留刹车连杆上的棘爪可以

降过快的可能性。

锁住刹车脚蹬的套管将刹
车脚蹬锁住在刹车位，此

在故障再现的过程中，设置好停留刹车，关闭Ａ、Ｂ液压

时刹车脚蹬通过刹车控制

系统，随着刹车储压器的压力由３０００ＰＳＩ减小到２６００ＰＳＩ，观

钢索作动刹车计量活门

图 3，停留刹车电门给信号使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关闭

察到Ｂ系统的液压油量并没有减少，Ａ系统的液压油量也没有

（图１中的４）将Ｂ液压系

增加，由此可以排除四个正常／备用刹车往复活门（图１中的

统的压力或刹车储压器的压力送到机轮的刹车装置。同时，

１０）存在渗漏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正常／备用刹车往复活门存

停留刹车手柄作动停留刹车电门将电信号传到停留刹车关断

在内漏，则设置好停留刹车后，来自刹车储压器提供给刹车

活门（图１中的８），使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关闭，如图３所示，

组件的液压油会经由正常／备用刹车往复活门通过备用刹车防

防止刹车压力由正常防滞活门（图１中的９）接通回油路，通

滞活门（图５的红圈标识）的回油管回到Ａ系统液压油箱，由

过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形成回油，影响刹车效果。

此会使得Ａ系统液压油量增加，就是所谓的串油，如图５，绿

２、背景案例分析
针对背景简述提到的故障案例，因故障隔离手册（Ｆ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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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示压力供油，红线表示正常／备用刹车往复活门存在内漏
产生的回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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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前面原理部分所提到，当设置停留刹车后，拉

右腔有一根反馈油路将右腔与计量后的刹车压力油路相连，

起停留刹车手柄会带动停留刹车电门给电信号到停留刹车关

反馈油路压力与计量油路压力相同，通过反馈油路对计量活

断活门，让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关闭，防止刹车压力油经正常

门的滑阀有一个向左的力，这个力和刹车计量活门本身的回

防滞活门通过停留刹车活门形成回油，回流到Ｂ系统液压油

中力一起传到计量活门输入杆，再通过刹车控制钢索将力传

箱。由此可见，如果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关不严或者本身存在

导到刹车脚蹬，这就是人工踩刹车脚蹬时所受到的刹车反馈

内漏也会导致设置停留刹车后，刹车储压器的油液回流到Ｂ系

感觉力。设置停留刹车

统油箱，造成刹车储压器压力下降。另外，工作者尝试在Ａ、

时，脚蹬输入到刹车计

Ｂ液压系统打压的情况下，人工将左右刹车脚蹬踩到止动位，

量活门滑阀的操纵力等

不拉起停留刹车手柄，人工保持刹车１０分钟，此时因停留刹

于刹车计量活门回中力

车手柄没有作动，停留刹车关断活门没有得到电信号仍然处

加上刹车计量活门下游

于打开的状态，通过停留刹车关断活门的回油路是连通的，

图 7，作动正常刹车计量活门

压力反馈力。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察到的刹车储压器压力下降却明显小

通过以上分析，

于故障提到的下降速率，满足手册提到的压力下降要求，由

结合人工保持脚蹬到刹车止动点，刹车储压器压降明显远小

此可以判断无论停留刹车关断活门是否本身存在内漏或者关

于故障所述的情况，可以判断故障原因可能是设置停留刹车

不严都不是造成案例提到故障现象的原因。同时，由图１可以

时，脚蹬输入到正常刹车计量活门的操纵力不足以让正常刹

看到，正常防滞活门（图１中的９）的回油路通过停留刹车关

车计量活门的滑阀克服刹车反馈感觉力，不能将刹车计量活

断活门的回油回到Ｂ系统液压油箱，如果某一个正常防滞活门

门的回油路完全堵死，导致刹车储压器供到刹车计量活门的

存在内漏，那么在本操作下，会加速刹车储压器供给过来的

油液直接在计量活门内部通过回油路直接返回到Ｂ系统液压油

刹车压力油通过内漏的正常防滞活门由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回

箱，从而造成刹车储压器压力快速下降；随着刹车储压器压

流到Ｂ系统液压油箱，油路如图６所示，加速刹车储压器的压

力持续下降，在没有其他液压源的情况下，刹车计量活门下

降，而这与背景案例

游的计量压力也会随之持续变小，反馈油路压力持续变小，

故障现象不符，因此

而脚蹬通过钢索作用在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的操纵力是基本

基本可以排除停留刹

不变的，直到刹车计量活门滑阀左右两侧的力达到一个平衡

车关断活门内漏或关

点时，刹车计量活门的滑阀重新将回油路完全堵死，理论上

不严同时某个正常防

刹车储压器的压力将会保持在一个稳定值，而这一点，正好

滞活门存在内漏的可

与案例中实际刹车储压器压力从３０００ＰＳＩ快速下降到２６００ＰＳＩ后

能性。

稳定不变不谋而合。可以借用物理受力分析来更形象地解释

图 6，停留刹车关断活门关不严、内漏同时正常防滞活门内漏的情况

再者，当人工踩下刹车脚蹬的过程中，脚蹬会受到一

这个推论，如图８所示， 点表示正常刹车计量活门滑阀的受

个往回的反馈感觉力；此时，拉起停留刹车手柄，使停留刹

力点， 表示刹车钢索通过正常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施加给滑

车连杆上的机构锁住刹车脚蹬的套管将刹车脚蹬锁住在刹车

阀的力， 表示正常刹车计量活门本身的回中力， 表示正常

位，此时松开脚时，刹车脚蹬会有一个小角度的回弹。从原

刹车计量活门反馈油路施加给滑阀一个向左的力。当打压到

理上，可以看到，刹车脚蹬通过钢索连接到正常刹车计量活

３０００ＰＳＩ，设置好停留刹车，关闭液压系统，初始时候，正常

门的控制曲柄和输入杆。从正常刹车计量活门的原理示意图

刹车计量活门滑阀的受力会有一个平衡状态，即 ，但是，如

可以看到，当踩踏脚蹬设置停留刹车时，钢索通过正常刹车

果 相比标准要求过小，不足以让滑阀将回油路完全堵死，此

计量活门控制曲柄推动输入杆，使得正常刹车计量活门的滑

时，刹车压力由回油路直接返回到Ｂ系统油箱，即发生内漏，

阀向右移动，以打开供油路并堵住回油路，压力油往下通过

随着回油的不断内漏，刹车储压器可以提供的刹车压力开始

自动刹车往复活门（图１中的６）供给到刹车组件，如图７。

下降，那么刹车计量活门的计量压力就会随着下降，从而反

在正常刹车计量活门示意图上，可以看到，在滑阀的

馈油路的压力也随着下降，即 变小，则有 ，当刹车储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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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２６００ＰＳＩ时，刹车压力也下降到２６００ＰＳＩ，定义此时反馈

故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油的力为 ，此时滑阀移动到右边一个新的位置，该位置正好

同时，经查询相关资料，波音曾经出过三份服务信函，

是正常情况下滑阀应该作动到的位置，即完全堵死回油口，

分别为２０１４年０２月的７３７－ＳＬ－３２－１９２－Ａ、２０１７年０６月的

由于滑阀向右移动到了一个新的位置，滑阀到脚蹬之间的距

７３７－ＳＬ－３２－２０１－Ｂ、２０１８年０３月的７３７－ＳＬ－３２－２０１－Ｃ，专门

离减小致使连接脚蹬的刹车钢索拉力减小，减小后的刹车钢

针对刹车控制钢索张力下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波音在不同

索拉力定义为 ，而 不变，此时 点受力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

时期均遭遇了用于制造满足波音标准要求的１／８英寸控制钢索

态， 回油路被完全阻断，刹车储压器压力不再下降。

的原材料紧缺，当时波音公司不得已采用了与标准件相比表

F f (F f′ )

Fn

O

Fj (F j′ )

面附着镀锌材料含量更高的钢索作为新一批次出厂飞机的刹
车系统的控制钢索。此种表面附着更多镀锌材料的钢索已经

图 8，正常刹车计量活门滑阀受力分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者尝试只踩左侧刹车脚蹬，只作
动左侧正常刹车计量活门，经过观察，刹车储压器没有明显
的压力下降；而只踩右侧刹车脚蹬，只作动右侧正常刹车计
量活门时，观察到刹车储压器有较为明显的压力下降，通过
脱开右侧正常刹车计量活门回油管，再设置停留刹车，发现
在右侧正常刹车计量活门回油出口处有大量液压油流出，当
刹车压力下降到２６００ＰＳＩ时，右侧计量活门回油口不再有液压
油漏出，刹车压力也不再下降。
结合以上分析，正常刹车计量活门存在本身故障内漏的
可能性不大，故障原因应为右侧刹车脚蹬校装不当，或者钢
索张力不足，或者右侧正常刹车计量活门输入杆校装不当造
成的。最后，工作者通过梳理，重新检查刹车脚蹬套管与停
留刹车连杆棘爪间隙，并依手册要求调节右侧正常刹车计量
活门输入杆后，将前后校装销装好，发现右侧刹车控制钢索
张力远小于手册给定的范围值。将刹车控制钢索张力重新调
节到手册给定的范围，故障得以排除。到此，案例故障的症
结在于刹车控制钢索的张力下降，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刹车操
纵力导致设置停留刹车时正常刹车计量活门出现回油泄漏，
进而导致刹车储压器油液流失，压力快速下降。

３、经验总结及可靠性建议
经查询机队的维修记录，本文所描述的故障在整个机队
中并非个例，但是故障隔离手册给出的排故方案非常繁琐，
耗时且不易于实施；通过对系统的梳理，从系统工作原理出
发可以对非故障件快速排除，通过简单的测试可以将疑似故
障件快速定位，进而逐个排除。所以，在日常维护中，严格
参照故障隔离手册的同时，结合系统原理手册（ＳＤＳ）和系统
图解手册（ＳＭＭ），先梳理清楚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对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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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验证在飞机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钢索会变长从而降低钢
索的张力，波音在后续涉及到的飞机出厂之前已经将相应刹
车控制钢索的张力调节到比标准值大１０％。背景案例涉及到
的飞机恰好就是在该服务信函提到的出厂序列号范围内。因
此，建议对该服务信函涉及到飞机的停留刹车压力保持时间
做一次测试或者对刹车控制钢索张力做一次系统性的普查，
可以提前做好预防性维修，避免因突发故障影响航班的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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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通用航空器维护中无损检测
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南航新疆分公司飞机维修基地 董务江

摘要：

见我国通用空航有着很大的开发空间。

从参与通用航空维护无损检测项目以来，了解到以前没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全国通用航空企业达３２２家，实际营运的

有涉及到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浅谈一些看法，使得我们

约为２００多家，许多通用航空公司都取得了由中国民航总局适

更好的适应通用航空的发展。

合部门颁发的维修许可执照。近些年来，各通用航空公司通
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购买、租赁了不同型号的通用飞机，

１、引言
通用航空是民航完整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通用
航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是指：除军事、警务、海关缉私飞
行和公共航空运输飞行以外的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农
业、林业、渔业、矿业、建筑业的作业风险和医疗卫生、抢

这也包括国外引进的飞机。随着使用频次和年限的增加，对
飞机的维护和结构检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中国通用
航空与运输航空的业务属性以及无损检测的特点，使得通用
航空在飞机维护检测过程中无损检测不能得到便利的实施。

２、通用航空飞机器维护中的无损检测特点：
近两年来，我们承揽了一些通用航空飞机维修中的无损

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实验、遥感测绘、教育
训练、文化体育、旅游观光等方面的飞行活动。

检测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了解和遇到了一些问题：
２．１通用航空飞机的机型杂、国内各种通用飞机机型有

但我国通航产业发展速度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其他
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６年底：

１６５种之多。无损检测项目因飞机结构的不同，其对检测的设
备、传感器、对比试块的要求以及执行的标准不尽相同。
２．２单一机型的架数不多、年飞行小时、起落次数、发动
机循环数不尽相同、飞行环境多样、飞机根据不同的作业要
求需经过特定的改装等等。
２．３一般的通用航空公司都拥有多个机型，以新疆通用航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南非通用航空飞机的架数是
我国的５倍，巴西约为１０倍，而美国则近１００倍。
中国通用航空作业时间与运输航空飞行量相比只占到

空公司为例：有六种机型（Ｙ－１２、国王Ｂ－３００、大棕熊、Ｐｃ－
１２、ＡＴ系列、米１７１直升机），共２０架飞机，这还不包括在
册的２１架Ｙ－５。

８％，而美国则为１２０％。
近年来根据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状况，国务院在《关于

因此通用航空飞机维护中的无损检测项目有其自身的特
点：

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２０２０年至少要达

ａ． 无损检测的间隔时间长，周期不定。如飞机轮毂的检

到５０００架的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１〗，中国航空工业总公

测，因年飞行小时和起落架次少 ，机轮的检测一般要三年左

司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在珠海航展发布的白皮书，到２０３５年，

右检测一次，一些飞机结构性检测要五年一次。

我国通用航空飞行小时６００万小时，各类通用飞机２万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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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无损检测方法的多样性，涡流、磁粉、渗透、超声等
检测方法是基本要具备的，这也包括复合材料的检测。

综上所述：一般通用航空公司不便储备无损检测专业人
员和检测设备，不便积累工作的技能和经验，无法应付和满

ｂ． 由于通用航空飞机的使用与维护特点，无损检测人员

足各通用航空公司这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在通用航空无损检

的有效工作时间较少，使得其无法熟练的掌握检测技能。当

测中，共享这方面的资源必定是一种趋势。如果有一家或几

遇到突发事件或隔段时间有无损检测项目时，很难满足技术

家能够为通用航空公司提供无损检测专业的咨询与服务单位

上的要求。

（中心或公司），即解决了通用航空维护中无损检测项目的

ｃ． 通用航空公司的多机型，少架数，为每一种机型或不
同的检测方法购置相应的检测设备、传感器、对比试块不实

服务保障，也迎合了社会发展之需要。国外的此类服务大都
走这条路径。

际，而且利用率也不高。一些国外的服务厂家在这一方面只

当然这样的服务保障单位或个人应具备一定的基础条

提供打包服务，价格不菲。使得一般的通用航空公司难以承

件，如：必须持有２或３个专项民航适航部门颁发的无损检测３

受，而且检测的时间、周期也得不到保证。ｄ． 认证方面，民

级证书、有在中国民航运输航空公司从事无损检测工作的经

航适航部门对特种检验有相应的要求和规定。每一种无损检

历、有在通用航空多种机型从事无损检测的经验等等。

测方法其五年后必须重新取得认证，考试包括五个方面（民

３、无损检测前的准备工作

航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标准、航空器无损检测综合知识、该

通用航空器无损检测项目的实施通常一般可分为三个方

专业的民航标准、理论、实际操作考核）。从通用航空的属

面：正常维护中的例行无损检测项目；按厂家对飞机年检要

性和特点出发，要使无损检测人员持有二至三个无损检测２级

求做的无损检测项目；突发事件下飞机结构受损要做的无损

专业证书并能熟练的掌握其技能，其难度是可想而知。

检测项目。前两项检测项目如果是航空器使用单位自己进行

ｅ． 我们在承揽通航飞机的无损检测项目时，大部分是由

维修检测，只要本单位有取得民航适航部门颁发的相应的无

于突发事件飞机结构受损或由于厂家对飞机年限的要求做的

损检测二级证书即可实施。如要委托外单位实施无损检测，

例行检查项目。按照民航适航部门的要求，这些无损检测项

应按照民航ＭＨ／Ｔ３００１－２０１２《航空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

目都需要取得民航适航部门颁发的相对应专业的无损检测３

与认证》［２］和中国民用航空规章ＣＣＡＲ—４３《维修和改装一般

级人员对无损检测项目工艺的审定和监督实施。这对于一般

原则》［３］中的相关条款予以审定与实施

的通用航空公司维护单位来讲，很难有这样的专业人员。有

３．１

大部分对通用航空器实施无损检测的委托单位都会

些通告的专项检测项目还需要特定的培训和相应的仪器及器

提供相应的工艺规范和工卡，受委托的单位或个人只要具备

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行业标准（ＭＨ／Ｔ３００１—２０１２）《航
ｆ． 由于通用航空领域的机型型号杂，与运输航空机型

空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相应的３级证书，就可

少，数量多不同，从事无损检测人员一般较难适应这种多样

对无损检测程序、工艺规范和施工指南的技术合理性进行批

性。每一次无损检测都是一次全新的审定，从各方面要准备

准或审核。由于通用航空的有些机型的航龄比较长、给出的

的事项很多，大多的无损检测项目都要在外场实施，从无损

无损检测的规范有些没有及时的跟进、性能更好的无损检测

检测实施和损伤评判方面都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况且无损检

设备和传感器需要与标定的试块进行匹配与修正，其适用性

测项目的间隔周期长，相应的签署周期和担当的责任和风险

需得到相应３级人员的批准。

也长。这也是各运输航空公司的无损检测人员不愿承揽通用
航空的无损检测项目得原因之一。
ｇ． 我国的运输航空业是波音空客飞机为主，其无损检测
工程指导手册是很规范的，民航适航部门颁发的无损检测行
业标准也是以此为基础。从我了解到的状况看，目前的民航

３．２

一些开展如水上娱乐、观光旅游、飞行体验等空中

项目特种作业的通用航空公司，对委托无损检测的项目只是
提出无损检测的部位和方法，具体的实施方案一般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的无损检测３级人员审定与实施。
３．３

由于突发事件飞机结构受损，尤其是一些小的通用

适航部门颁发的无损检测行业标准有限方面并不适应通用航

航空公司，其对委托的无损检测项目没有明确的指向，需要

空器的维修，需要作相应的修订。

经验丰富的３级无损检测人员到现场与委托单位的工程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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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同商定飞机受损部位无损检测的方法、程序、工艺、检

测报告里，其目的是更详细的记录的明确性和可追溯性。这

测设备与实施方案。

个无损检测报告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的结果。

３．４

我国用于通用航空的机型数量少、机型杂。通用航

备注这一栏填写飞机在那些气象条件下服役运行过等可

空公司为各自的机型或不同的无损检测方法购置相应的无损

供检测飞机参考的数据。

检测设备、传感器、对比试块不切实际，利用率也不高，而

５、 结束语

且无损检测人员的能力有限。所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民航
无损检测３级人员，并根据实际的情况选调无损检测设备、测
试调整检测参数、确定检测工艺并予以实施。

笔者从事航空器无损检测４０余年，参与过战斗机、运输
机、轰炸机、民航大型客机、通用航空各
型小型机的无损检测项目的实施，有着在

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公司委托我们对Ｂ－７０＊＊

海洋、高原、陆地、沙漠多种复杂条件下

飞机机身外蒙皮接缝处进行涡流检测，一般来讲

的无损检测经验。近年来尤其关注通用航

检测方按照委托方提供的检测工艺实施检测出示

空器维护中的无损检测方面的实施和应

检测报告即可。可经了解这架飞机是一架３０年的

用，就当下我国通用航空器维修无损检测

老龄飞机，根据我们的经验，须大概了解飞机在

应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

那些气象条件下服役运行过。如海洋、沙漠、高

识和看法，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使

原、冰川；是否有过鸟击、雷击、重着落等等，

得我国通用航空器维修中无损检测技术得

做过那些改装，这有利于我们对检测部位和损伤

到有序的发展，以适应我国通用航空业的

属性的判断。如长期在海洋气候条件下作业，蒙

发展。

皮下表面的腐蚀就比较严重，检测方有必要通过
委托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商议及与飞机厂家联系，
补充或修订飞机结构检测方案并提供损伤容限的
批准。当然扩大检测范围的建议都必须是建立在
长期检测经验的基础上，一般来讲委托方没有这
方面的经验。

４、无损检测报告
企业内部的无损检测项目要做好检验记录，
检验记录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送检单位和日
期；被检件名称、图号（或件号）、检验部位、
数量；仪器、传感器的型号、编号、标准试块件
号（校验仪器用）、对比试块件号（调整发现缺
陷的灵敏度）；检验参数；检验程序的编号和验
收要求；检验结果；检验日期；检验人员签字或
盖章等。如果发现有缺陷的工件需签发对应的检
测报告。然而民航通用航空器飞机结构的无损检
测项目是按飞行小时或年限来实施的，大多飞机
的飞行小时都有限，故飞机零部件及结构的无损
检测项目的间隔周期为都比较长，因此无损检测
的报告其内容应该考虑的更周全些，数码技术的
应用可以更方便准确的将一些检测数据附录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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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利用数据统计与分析
制定生产计划的方法
中国邮政航空公司 尤 硕

摘要：
利用数据统计与分析的方法，建立有效的数据库，根据

行考虑。

３、根据数据统计与分析的结果进行工作分类

不同运行和维修模式，通过数据分析的结果，科学合理的制

根据数据统计与分析的结果，通过检查停场时间、修理

定中长期生产计划。按照维修工作的分类，计划安排在最佳

停场时间、发现问题率进行综合评估，将所有工作按停场时

的时机，减少人为差错、避免经验主义等因素对计划工作的

间进行定义分类。工作类别可细分为各种类别，例如：航线

影响。

一天或一个航后可以自理完成的工作，标为Ａ类，可命名为航
线自理。航线一天或一个航后可以委托其他维修单位完成的

１、建立数据库
所有需要监控的计划性工作（包括方案项目、ＥＯ等）加
入数据库，每一项工作对应的ＥＯ／工卡号、标题、间隔进行录
入，需要特殊工具设备、机位梯架的工作，需要进行标明，
建立初步的工作数据库框架。

２、建立数据统计与分析系统
收集数据：主要收集的信息有工作执行的总次数、发现
问题的次数、执行工作的检查时间、发现问题产生的修理时
间、特殊工具设备机位和梯架、维修资质和维修能力。
统计数据：主要统计的数据有问题发现的概率、执行工
作的平均检查时间、发现问题的平均修理时间。

工作，标为Ｂ类，命名为航线外委。以此类推，结合Ｃ检的为
Ｃ类、结合换发换起落架为Ｈ类，２天停场、３天停场、５天停
场、７天停场的工作，分别进行分类。一些特殊的工作，如检
查发现问题才执行的工作，类似这种工作可归为一类，一些
需要人工进行判断的，也可分为一类。将工作进行分类，可
以减少因计划员经验不足或人为失误工作安排不合理的问题
出现。

４、通过自动计算到期时限，按工作分类进行计划
安排
工作分类后，将到限的剩余飞行小时和飞行循环，通过
飞机平均日利用率折算出到限日期，再将日历日到限日期与
到限的飞行小时和飞行循环折算的到限日期进行比较，如果

分析数据：主要分析工作的问题发现的概率、执行工作

先到为准，则取最小值；如果是后到为准，则取最大值。这

的平均检查时间、发现问题的平均修理时间，通过评估，制

样就可以知道工作大致的到限日期，再通过工作类型和到限

定合适的计划停场时间。例如：某一项工作，检查时间需要

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评估，安排到合适的停场完成。

１天，若产生问题进行修理需要２天。如果计划安排在１天完
成，一旦发现问题会影响后续航班的执行；如果计划安排在
３天完成，没有发现问题就会浪费２天的停场工作时间。 在计
划安排进行选择时，可以参考发现问题的概率（注意量的积
累），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概率红线，红线以下的可以安排１
天完场，红线以上的安排３天完成。上述举例，只是一个因素
的考虑，评估合适的停场时间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进

５、通过利用长短航线控制工作，合理安排停场工
作。
为能够充分利用停场，通过长短航线的控制，将飞行小
时和飞行循环到期的工作进行调整，这样可以缩短和延长日
历日的到期时限（日利用率估算４小时／天，飞行循环估算３循
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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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航线：例如，郑州－南京－郑州，飞行小时为２．５小时／
天，飞行循环为２飞行循环／天，都低于日用率。
长航线：例如，福州－南京－福州－台北－福州，飞行小
时为５．５小时／天，飞行循环为４飞行循环，都高于日利用率。
Ａ．工作延迟进场
假如工作剩余１００飞行小时，按日利用率统计，可飞行
２５天，如果利用短航线控制，可飞行４０天，这样可延迟进场
１５天（理论值）。
Ｂ．工作提前进场，
假如工作剩余１００飞行小时，按日利用率统计，可飞行
２５天，在第十五天就有合适的停场进行工作，那么这时的飞
行小时数为剩余４０飞行小时，也就是说浪费了４０飞行小时，
如果执行长航线，１５天可以飞８２．５飞行小时，只剩余１７．５飞
行小时。这样可避免浪费２２．５飞行小时。飞行循环到期的工作
亦是如此。

６、总结
综上所述，以数据统计与分析系统为标准，替代以经验
来安排生产计划的模式，做到有据可依、有据可查、可避免
人员经验不足，经验主义等人为差错问题，通过长短航线的
调整，可以对进场的时机进行控制，以最佳的时机进行停场
维修工作。以上就是利用数据统计与分析制定生产计划的一
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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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氧气系统的一些安全预防措施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李志杰

摘要：
氧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气体，低压下助燃，但是在高浓
度高压下，平时不易燃的东西就会变得易燃。航空用氧有一
些特殊性，例如露点，假如露点过高，会出现阀门因结冰而
卡死的情况。总之，氧气系统对于飞行安全的影响，是非常
大的。

字。开头的字母是“ＤＯＴ”，表示美国交通部的批准。这必须
印在气瓶上，否则可能无法进行商业充灌作业。
对于钢瓶，例如３ＡＡ钢瓶，识别号为ＤＯＴ－３ＡＡ１８００，其中
１８００为额定压力，见图１。
对于复合气瓶，例如ＤＯＴ－ＳＰ １０９４５－１８５０，其中ＳＰ为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ｅｒｍｉｔ”的缩写，意思为“特别许可”，１８５０为
额定压力，见图１。对于更老式的符合气瓶，识别号可能为

一、引言
氧气是一种维持生命所需的气体。大气中氧气占空气的

ＤＯＴ－Ｅ １０９４５－１８５０，其中Ｅ为“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意思为“豁
免”，后来全部被ＳＰ代替。

比例为２１％。虽然这个量在海平面或附近是足够的，但在较高
的海拔，由于空气密度的降低，我们需要补充氧气。在高度
较高的非增压飞机上，飞行员需要避免缺氧，这是一种由于
氧气供应减少而导致大脑迟钝的生理状态。增压飞机在出现
增压问题时依靠氧气系统补充氧气。虽然氧是一种救命的气
体，但在使用不当的处理或维修方法时，它会对生命造成危
图１ ３ＡＡ钢瓶和ＳＰ １０９１５符合气瓶标识

害。本文将介绍在使用氧气系统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二、氧气瓶

三、水压试验

在维护过程中，所有打开的端口和连接件都应该加盖盖

氧气瓶定期进行水压试验。ＤＯＴ要求进行此测试，以确保

子，以防止引入潮气和污染。航空气态氧系统中最常用的两

钢瓶的持续安全。在静液压试验中，对气瓶进行目测，看是

种气瓶是钢瓶和复合气瓶。钢瓶可分为两大类：３ＡＡ钢瓶和３ＨＴ

否有应力裂缝和腐蚀，并将气瓶加压至额定压力的１．６７ （５／３）

钢瓶。ＤＯＴ ３ＡＡ １８００ （３ＡＡ）钢瓶是标准工业尺寸钢瓶，主要用

倍，以确保气瓶继续安全运行。所需的静液压检查时间范围

于老式飞机。它们被替换为３ＨＴ气瓶。

因气瓶而异，具体如下：

３ＨＴ钢瓶是高强度钢瓶。它们的壁比３ＡＡ钢瓶薄，因此可
以节省重量。比这两种钢瓶更轻的是复合钢瓶。他们通常是
铝内衬圆柱体与凯夫拉尔ＴＭ（ＫｅｖｌａｒＴＭ）外包装。许多机身制
造商现在要么在他们的飞机上安装复合气瓶，要么提供它们
作为一种备用选择，因为可以节省重量。
气瓶识别：
为了便于识别，在圆柱体的颈部可以找到一些字母和数

● ３ＡＡ钢瓶要求每５年测试一次，使用寿命不确定，但必
须满足使用寿命要求和检验标准。
● ３ＨＴ钢瓶必须每三年测试一次，使用寿命为２４年，然
后必须销毁。
● 复合气瓶必须每三年测试一次，使用寿命为１５年，
之后必须销毁。
● 如果一个气瓶超过了它的流体静力学到期日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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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充电是违法的。流体静压到期日期是基于压印在气瓶上的

当氧气系统处于排空状态时，水分也会被引入其中。事

最近测试日期。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项是，新气瓶的流体

实上，大多数维护手册都是通过要求诸如氧气冲洗排空状态

静压到期日期以制造日期为基础，而不是以购买或安装日期

的系统的方式等操作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因为空气瓶可

为基础。即使买了一个新的气瓶，它可能已经失去了相当多

以“呼吸”，例如，在高压天气时，压力会进入气瓶，它会

的时间从制造日期只是坐在货架上。

吸收一些水分。最好在气瓶中留下一些残余压力，这样就不

四、氧的种类

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一个气瓶是空的，我们假设它被污染

市场上有四种供不同用户使用的基本氧气：飞行员、医疗
人员、焊接人员和研究人员。
氧气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从生理学上讲，飞行员呼吸氧

了，把它拿下来清洗。如果钢瓶内部受潮，就会腐蚀。

八、可能起火的因素
着火三角形

气和医用氧气都是纯氧。但是飞行员呼吸氧气对水分含量有
严格控制。医用氧气可能有这种控制，但还没有经过测试。
飞行员呼吸氧气的露点大约是－５３℃，所以一开始几乎没有任
何水分。所以一开始非常干燥。重要的是了解你的氧气供应
图２ 火三角是火灾发生的基本条件

商。知道它来自哪里，并确保它符合规范。还有一些供应商
可能会走捷径，并不能完全符合规范要求。

五、水分含量问题
飞机氧气系统中存在的水分是一个安全问题，不一定是
来自健康问题，而是来自它对系统运行（特别是阀门和调节器）
造成的危险。这个问题与高海拔处的氧气膨胀有关。这就是
为什么从一个纯的，干燥的产品开始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氧气瓶储存在哪里，它可能会受到零度以下的
温度，尤其是在高海拔空域。当系统减压器工作并将冷氧气
从１８００ｐｓｉ降到７０ｐｓｉ时，气体进一步冷却，使气体温度下降
到－２７℃到－３８℃。如果气瓶里有水分，水分就会凝结凝结。
现在系统里有冰了，冰颗粒会堵塞调节器或阀门。一旦遇到
客舱释压，对于飞行员来说，氧气供应就会中断，在有些没
有使用氧气发生器的机型中，旅客的氧气供应也会中断，这
是十分可怕的。

六、堵住开口端
在维护过程中，水分和微粒污染会进入氧气系统。任何
时候氧气系统开启进行维护时，最好给所有开启的管线和端
口加帽。这样可以防止水分和污染进入系统。至于瓶盖，通
常用干净的铝制或聚氯乙烯制成的瓶盖，而不是聚乙烯。如
果你拿一个聚乙烯盖子，在螺纹上来回移动，它就会碎。没
人希望这些碎片进入系统。在系统上工作时，所有组件都要
保持在密封的容器或包中，直到可以使用为止。

七、空的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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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氧气的固有危险之一是火灾。为了使火存在，必须
有三种成分：燃料、氧气（助燃剂）和火源。这通常被称为火
的三角形，如图２所示。当纯氧与普通空气相比较时，几乎任
何东西，包括金属碎片、灰尘和污垢，都可以充当燃料。如
果涉及碳氢化合物等高度易燃材料，情况就会严重恶化，到
达一定量时，会发生爆炸。
烃的危险
任何时候涉及到氧气系统时，都迫切需要使系统的所有
部件不受碳氢化合物（如石油和油脂）的污染。如果逸出的氧气
接触到碳氢化合物，就会引起猛烈的火灾。所有用于氧气系
统的工具都需要保持清洁。最好的情况是有一套专门供氧气
使用的工具，可以保持额外的清洁。无火花的工具将会更加
有益。然而，这并不总是实际可行的。如果飞机上用于其他
维护的工具必须用于氧气系统，在开始工作之前，一定要确
保用推荐的清洁剂彻底清洁。这也适用于手，以及任何可能
接近该区域的其他材料。
有人分享过他在碳氢化合物和氧气混合时所带来的危险
的第一手经验。在更换氧气瓶时，他松开了一个有残余压力
的管件。当氧气流经附近的飞行控制电缆时，电缆上有一些
残留的油脂，火花喷涌而出。也有人把氧气误当氮气，给调
试中的液压试验台进行测试，打开阀门几秒钟，液压试验台
的３０４不锈钢操作面板，一瞬间爆炸后完全气化，毫无踪迹，
所幸人员由于有遮挡没有受到伤害。希望任何人不会再犯同
样的错误。显然，氧气系统应该远离任何润滑剂。事实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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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需要润滑剂，如阀芯封严面或Ｏ型封圈，所使用的唯一批准
的润滑剂是杜邦Ｋｒｙｔｏｘ®，专门制造的兼容的氧气润滑剂。请记
住，即使它是一种被认可的润滑剂，也应该经常少用。

九、氧气系统补给
在补给氧气系统时，需要记住一些安全事项。充氧车应
该是清洁的，没有任何污染，特别是碳氢化合物。如果暴露
在碳氢化合物中，就应该被废弃，直到它能够得到适当的清
洁。经常使用堵盖、袋子和其他保护性的覆盖物来防止灰尘
和污垢。设备应小心搬运，并储存在干净、干燥的地方。不
应使用明显脏、维修不良或损坏的设备。此外，在补给氧气
或在氧气维修设备周围时，不要吸烟。
在将管线连接到补给接头之前，应当对管线进行清洗。
虽然大多数补给配件都装有某种形式的过滤器，但不应依赖
它们来阻挡所有颗粒。清洗管线有助于确保从管线中排除存
在的任何污染。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要记住，就是补给时
不要操之过急，要缓慢的进行。再次强调，否则，会出现发
热问题。由于补给非常迅速，氧气很快被压缩到气瓶内。由
此产生的温度升高可以瞬间将调节器的温度提高数百度。即
使这种极端的高温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一旦瓶中的氧
气冷却下来，压力就会下降，导致使用压力低于最初的指示
值。

十、结束语
说到安全，最重要的是要有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进行氧
气维修和补给。他们应该意识到与工作相关的所有危险，熟
悉氧气系统，熟悉制造商要求的正确的维护和保养方法。在
使用氧气时，要时刻注意细节，这将有助于确保正确维护系
统，确保您的设备不会发生与氧气有关的灾难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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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三基建设”在维修基地的探索与实践
——记山航工程技术公司重庆维修基地建设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李志杰

安全是民航业永恒的主题。民航局冯正霖局长在一次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的机务文化一直有着自身的优良传统：机

安全形势分析会上指示：“面对运行中的风险，我们应该思

务愿景：“做最可靠维修，保持续安全，建品牌队伍”；机

考如何更好地应对？如何把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安全态势保

务使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以合理的维修成本，提供

持下去？关键还是要严实并重治理航空安全，在‘严’字上

最大的飞机可用率”；机务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下功夫，在‘实’字上做文章，‘严字开局、严字当头、实

斗、特别能奉献”；机务信念：“对安全负责、对旅客负

处着力、实处托底’。当前，从严治理航空安全，从实抓好

责、对公司负责、对自己负责”。此外，山航工程技术公司

安全工作，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

还建立了以“修德”、“笃行”和“创新”为主题的机务序

功’上去。”以上冯局长的每句话都值得我们民航维修系统

列员工素质模型建设体系。

去领会、去摸索，并不断地付诸实践，尤其是对于航空公司
的最小维修单元和典型代表：航空公司的维修基地。

重庆维修基地目前由四个班组组成，班组作为企业的细
胞，是安全生产的最基层的组织，具有结构小、管理全、工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作为落实山航飞机适航性责任的主

作细、任务实、责任大的特点，为将文化建设进一步深入到

体部门，按照民航局关于“三基”建设要求，工程技术公司

班组，基地组织各班组开展争创“守护神示范班组”活动，

在原有班组建设方案的基础上又重点提出：建立三项机制，

班组全员参与、集思广益，设计代表自身班组文化和精神的

提升基层骨干队伍能力水平，其中包括：建立一线维修人员

ＬＯＧＯ，在山航机务文化基础上提出包括班组精神、愿景和口

基本技能提升和评估机制、建立放行人员和排故人员能力提

号等在内的班组子文化，较好地展现了班组团体协作和作风

升和评估机制和建立干部管理监控机制，建立和健全基层干

特点。

部培训体系，并要求各维修基地结合基地运行保障特点，建
设有特色的基层管理模式。山航重庆维修基地作为山航工程
技术公司在重庆的主体维修部门，是一支年轻、有活力、又
有干劲的队伍，维护着１０架左右的飞机规模，有着四五十人
的团队力量，基地维修采用与委托单位合作的保障模式（山
航负责非例行、排故和指令；委托单位负责例行和飞机放
行），也带来了不一样的责任和使命。在“三基建设”的路
上，该基地也一直在探索和实践，下面就基地在夯实“三基
建设”方面的做法和思路做简单介绍。

二、以基地安全委员会为核心，建立“三级自查
制度”，推进主体责任落实
为使安全管理系统效能在基层得到有效发挥，进一步夯

一、以文化建设为引领，展现集体精神、个人精
气神

实基地安全管理根基，基地内部成立了以基地经理牵头的基

对于山航机务人来说，他们是“齐鲁之翼守护神”。

体责任落实建立了采样系统——“三级自查制度”，形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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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安全委员会，明确了基地内的责任层级和制度，并结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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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闭环系统。“三级自查制度”为：基地经理级、分队主管
级和分队兼职质量监察员（分队内兼职质量监察员为基地选
拔聘任，同时担任分队安全小组长）。

如何规避。
举手意识：主要解决“有疑问怎么办”的问题，是特情
如何处置。
“五个到位”主要解决“每日安全工作如何有效开展
和落实”的问题，它既可以作为分队主管实施日常维修工作
安全管理的解决方案，也可以作为员工个人实施具体维修任
务的标准化步骤，并且还可以将“四个意识”融入到每一个
“到位”中，如：“准备到位”的“四个意识落实” １）规
章意识：适航性资料、工具设备、航材、人员资质等环节是

基地安全委员会明确了三个层级承担的安全管理主体责

否到位，工作环境是否满足；２）红线意识：实施过程是否

任，同时以ＳＭＳ平台为基础鼓励全员对照自查，主动暴露存

存在不满足规章意识梳理出来的相关要素标准； ３）风险意

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为了消除员工个人的疑虑，基地安全

识：该项工作实施有哪些风险点需要关注，应该如何去规避

委员会书面明确了责任制度：“各分队自我检查发现的问题

或缓解；４）举手意识：是否是第一次执行的工作、有没有什

（未导致后果的），不作为基地处罚的依据，基地不予以追

么难点、人员资质是否满足要求等，严禁主观臆断、盲目蛮

究；各分队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自我整改，并留存记录。对主

干，及时举手报告，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以上习惯的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分队，基地将按照相关制度对相关分队

养成，最终目标是引导全员养成“一次把事情做好”的优良

严肃责任追究。” 为了使这套机制在基地更好扎根、落实、

维修作风，从而使作风产生质的飞跃。

生效，根据维修一线的运行特点和作业环境，计划分为三
个阶段来实施。自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期间为第一阶
段，主要以充分暴露问题为目的，基地共计收集到自查发现
问题２２３项；２０１９年度为第二阶段，主要以总结优化，降低重
复性、多发性事件为目标；通过前两阶段的工作后进入第三
阶段，主要目的为固化和推广。此外，基地安全委员会内部
还建立了定期会议研讨制度、自查问题分析制度和自查问题
整改机制，进一步做好维修系统安全管理的延伸，并筑牢维
修基层安全管理的组织和落实环节。

三、以“四个意识、五个到位”为标准，促维修
作风整体提升，促维修现场作业标准化建设，促
分队管理能力提升
“四个意识”：规章意识、红线意识、风险意识、举
手意识。“五个到位”：准备到位、施工到位、测试到位、
收尾到位、交接到位。为了使基地员工更好的理解“四个意
识、五个到位”的内涵，基地组织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和
理解。

四、以全流程外委监查制度为中心，不断优化和
创新外委管控思路
基地采用合作保障的维修模式，基地在落实主体责任
的同时还肩负着外委维修监管责任。基地以做好本职工作为
基础，为了更好的保障安全运行，建立了全流程外委监查制
度，明确监察工作方针：全员参与，主动汇报；持续安全，
预防为主，并将全流程保障环节中的主要监查环节予以明确
和规范。
在全流程外委监查制度实施过程中，随着新问题的不断
出现，外委管控思路也在不断地优化和创新，发展到现在，
基地基本形成了“全流程（飞机到位前的ＦＯＤ检查－指挥飞
机－按卡作业－记录签署－机组交接－飞机放行）＋关键节点
（故障处理、桥载设备对接、车辆接近航空器、救生设备装
配等）专项管控”的外委管控机制，围绕“航空安全差错”
管控，努力将核心风险控制措施可控性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实现基地运行安全、高效为目的，改变外委监管思路，由
“监督”变为“合作”，在全流程外委监查制度实施的初

规章意识：主要解决“工作怎么干”的问题，是根基。

期，基地主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正式通知的方式督促外委单

红线意识：主要解决“哪些不能干”的问题，是高压

位进行整改，但一段时间过后，问题数量没有下降，而新的

线。

问题也不断涌现，导致双方出现合作不顺畅、不信任，工作
风险意识：主要解决“为什么这么干”的问题，是风险

效率低下的被动情况，后基地反思“管理的差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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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路，提倡“主动”和“预防”管理，就如何更好发挥

评价体系，探索尝试卓越绩效模式

对方质量管理系统的作用和班组的管理作用开展了一系列的

基地积极探索尝试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以基地年度各项

探索，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提醒”，使双方优势力量形

生产任务指标为核心统一考核标准，以积分制管理作为过程

成管理合力，也使双方利益得到最大化。

考核抓手，建立员工积分档案，将基地主要的管理重点以积

五、以基地运行委员会为平台，以基地高工为引
领，培养和带动一批工程师后备力量，提高基地
整体排故水平，进一步提升运行品质

分体现，主要分为：值班纪律、岗位职责、外委监管、培训

维修基地队伍年轻同志较多，为了进一步提高基地整体

对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综合表现进行全方位量化考核，从本质

运行水平，做好飞机故障管控，同时为了打造和培养基地工

上打破了绩效考核“大锅饭”现象，从而形成了以创优争先

程师队伍，基地内部成立了运行委员会（后简称运委会），

为导向，以卓越绩效考核为平台，激发竞争意识，创建出

并明确了相关职责、建立了委员考核聘任机制。

“比赶超”的良好团队氛围。积极开展了月度／年度先进分

结合运委会工作，基地建立了故障分析和月度总结研讨
机制，结合可靠性管理理念，进一步打开思路、开阔视野。
另基地还开展了“高工课堂”平台，鼓励“高工们”讲授和

与考核、文化宣传、消防卫生、车辆管理、小项目积分、固
定积分和分队积分等，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奖分和减分规则，

队、基地月度／年度先进之星评选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评估员
工月度和年终绩效、先进评选、培训机会、部门岗位竞聘等
工作。

分享个人心得，充分发挥高工示范引领作用。在员工培养方

安全工作永无止境。“安全是最大的幸福，安全是最大

面，维修基地制定了分队年度培训计划和基地员工培养方案

的效益，安全是最大的和谐，确保安全是国家和人民赋予广

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同时积极引导全员“自我学习”，强调

大民航人的责任。”作为一名民航从业者，如何进一步深化

学习的关键不是知识的多少，而是个人能力的形成，重点是

“三基建设”，如何推进维修系统安全发展以有效支撑公司

个人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维修作风能力的养成。

高质量发展，是我们时刻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思考题，需要我

六、以创新驱动基地发展，建立绩效积分制考核

们共同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初谈民用航空器维修工具设备的培训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郭 莹 李 峰 白家鹏
摘要：

工具和设备。维修工具和设备的使用贯穿于民用航空器维修

根据民航局相关法规的要求，民用航空器维修单位需要

工作的全过程，直接影响到航空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民用

配备与其申请和批准的维修能力相适应的维修工具和设备。

航空器的维修水平很大程度上依靠维修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

本文通过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专项培训三类培训的介绍，

水平，通过其在工具和设备的使用能力上得以体现。

诠释如何正确建全一套完整的维修工具设备培训管理体系，

维修工具和设备的使用，构建了维修技术人员实际工作

是民航维修单位培训部门和生产部门需要持续关注和思考的

的关键能力。如何正确使用维修工具和设备，是民航维修单

问题。

位培训部门和生产部门需要持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根据ＣＣＡＲ１４５部民用航空适航规章的规定，民用航空器
维修单位需要配备与其申请和批准的维修能力相适应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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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技术人员的工具设备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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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修基本技能中要求的工具设备培训

民用航空器的维修工作还涉及很多设计精密、功能复

作为构建维修人员基本技能的重要培训，标准施工课程

杂的设备和关键工具。这些通常需要由原厂家和有能力的工

中包括了绝大部分维修常用的工具和设备的使用。维修人员

程师为维修技术人员进行专项培训。例如：飞机称重设备、

上岗前，结合工具和设备的操作使用，学习完整的维修实际

发动机孔探设备、探伤设备，三坐标仪、等离子喷涂、飞机

操作和基本任务，具备必要的基本技能，符合岗位的要求。

部件喷漆设备，部件修理相关型号的ＡＴＥＣ设备等。针对这类

这类培训应由维修单位的培训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培训
实施单位可以为ＣＣＡＲ１４７批准的培训机构、或正规的、有能力
实施标准施工实际操作课程的培训机构。对于具备正规的标
准施工培训或维修基本技能培训能力的民航类大、专院校，
维修单位也可以与其深化校企合作。一方面使学员在毕业前
就完成这些基础培训，另一方面使学校输出的学生更符合行
业要求、更具备竞争实力。
（二）维修现场的工具设备安全操作培训
维修现场，如：机库、停机坪和维修车间，充斥着大量
的维修用的工具和设备。随着飞机系统的不断改进提高，不
同原厂家提供的工具设备也呈现出多样性。维修人员需要在
实际维修工作中掌握更多工具设备的使用。
这其中，维修现场工具设备的安全操作培训显得尤为
重要。近些年来，行业内曾多次报导很多维修过程中的人为
差错都与工具设备的安全操作有关。例如，维修单位的工作
现场梯架与飞行器发生刮蹭、碰撞；维修设备操作不当，导
致对人员伤害等等。尽管许多维修单位都实施了生产安全培
训，但缺乏对维修工具设备进行必要的培训。笔者所在的一
个国内知名维修单位，在发生了一连串令人痛心的维修差错
以后，查找出差错产生的原因，下定决心落实工具设备安全

的工具设备，维修单位需要建立配套的管理体系。并指定相
应的工作小组，对需要进行专项培训的工具和设备进行定义
和识别。通过对岗位或任务的培训需求分析，确定专项培训
的具体项目。培训部门和生产部门密切合作，结合外部培训
资源和内部工程师能力，开发、落实这些专门的工具设备培
训。通过这些工具设备专项培训所构建的维修能力，往往标
志着维修单位更高的能力水平。

结束语
综上所述，维修单位非常有必要建立、建全一套完整
的维修工具设备培训管理体系。有层次，有针对性的落实培
训，强化维修技术人员的能力。上述三类培训可以在管理
体系中，通过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专项培训得以落实。同
时，还要针对不断引进的新工具设备，落实对工具设备的持
续性培训的管理。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ＡＩ将深度参与到民用航空器
的维修过程中。国际上一些领先的维修单位，已经通过引进
ＡＩ来帮助工程人员诊断故障，辅助维修人员完成维修任务。
今后更高精尖、更智能的工具设备培训的显得更为重要。维
修人员需要更完整、更完善、更强化的培训，才能达到更
高、更好的维修水平。

操作培训。
包括对维修现场内的设备，定置相应的《设备操作指
南》和《安全须知》。做到标准一致，要求统一。每个从事
维修工作的技术人员，在使用工具设备前，完成工具设备的
监管人员实施的相应的工具设备安全操作培训，并保存培训
记录。同时，鼓励员工在后续的维修工作中，随时报告工具
设备使用中出现的困难。对于涉及安全隐患的，允许暂停维
修工作，先解决工具设备的风险隐患。通过这一系列覆盖全
员的工具设备安全操作培训，极大的改善了维修现场航空器
和人员的安全状态。看似普通的工具设备操作，实际上是构
筑维修安全最坚实的基础。
（三）精密复杂设备和关键工具的使用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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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读者：
《适航与维修》杂志是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中国民用航空维
修协会（下文简称“协会”）主办的国内民航维修系统的核心刊物。
目前《适航与维修》杂志的发行面已覆盖民航局（包括各地区管理局
和监管局）、国内航空公司及各分子公司和维修基地、维修机构、制
造企业、科研院所和院校等单位。。
《适航与维修》杂志始终秉承“服务维修行业、服务机务人”及
“业内资讯与服务会员并重”的办刊宗旨和理念，其内容涵盖了新闻
资讯、专题报道、维修管理、技术交流、先进集体或个人事迹等多个
板块，并得到了各界领导及广大读者的帮助、信任和肯定。
《适航与维修》杂志，自创刊至今的２０年间，经过不懈努力，
已经成为民航维修业内最专业、最权威的期刊。在民航局和各民航单
位的支持下，文章专业性得到了行业充分认可，在政策解释、维修管
理、排故方法、技术介绍、市场分析和行业数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
专业水准和借鉴作用，为行业交流和知识推广，提供了平台，是行业
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适航与维修》与时俱进，在纸质传媒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网络
传媒，通过网站和微信，及时将行业信息和行业知识，发送给全行业
和社会，对行业的舆论宣传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２０２０年，《适航与维修》将选择刊登最优秀的精品文章，突出杂
志“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行业定位，深入报道行业的先进管理理念、
行业发展动态和机务人员的感人故事，进一步推广维修排故经验、新
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等。希望各位读者关注和参与《适航与维修》的
创新和改进，让我们借助这个平台，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共同为中
国民航维修业的健康发展增砖添瓦。在此还希望各位同仁对办好《适
航与维修》杂志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踊跃投稿本刊。
投稿要求：
投稿字数掌握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字，明确标题、简明摘要；要求标
明文字引图号码与所配图片号码相对应；要求插图清晰度高、分辨率
３００ｄｐｉ以上，以满足杂志印刷要求；注明文章作者姓名、所属单位、
联系电话、地址、邮箱等，以便及时与您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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