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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摄影师拍摄了苏-35 座舱模拟机的照片，该模拟机完全拟真苏-35 战机座舱设置，

用于对苏-35 驾驶员的初期培训。从这些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苏-35 的航电与苏-27 系战机时

期有了很大进步。苏-27 战机满座舱的仪表在苏-35 的机舱里已经换成了各种显示屏。 

 

 
 

前言 
到目前为止，地面飞行模拟设备经

历了 4 代技术变革，已发展成为一个以
先进仿真计算机系统和数学模型为核心，
具有众多物理效应装置及参试试件、管
理与控制高度自动化的大型复杂半实物
仿真系统。虽然类型繁多，具体结构异
样，但就其总体结构框架及系统组成而
言，仍然存在许多共同点，因为所有地
面飞行模拟设备都必须为模拟飞行员提
供飞行驾驶时所需要的空中感觉信息。 

 

俄罗斯航电最高水平 
               ——苏35驾驶舱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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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飞行员起步的“摇篮”，
得益于各种先进技术的飞行模
拟器已经从原先的基本练习器
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模
拟系统，进一步提升了飞行训
练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
和环保性等多方面的优势。 
苏-35 模拟器座舱 

苏-35 是俄罗斯苏霍伊在
苏 -27 基 础 上 新 研 发 的 一 款

4++代战机。其机身比苏 27 系战机稍大，带
有更大的垂尾，这样代表着苏 35 将拥有更好
的机动性。对于苏-27，苏-35 除了外型上的变
化，还拥有更新的现代化航电设备和更先进的
控制系统。这是苏-27 系战机与其无法同日而
语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尽管外观上看起来似
乎并没有变化，但实际上，苏-35 已经和苏-27
系战机在作战能力上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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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拟机完全拟苏-35
战机座舱设置，用于对苏-35
驾驶员的初期培训。从这些
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苏-35
的航电与苏-27 系战机时期
有了很大进步。苏-27 战机
满座舱的仪表在苏-35 的机
舱里已经换成了各种显示屏。 
在苏-35 的机舱里已经换成
了各种显示屏。 
苏-35 模拟器座舱控制系统 

自 1970 年代以来，以高性能数字计算机
为核心的新型模拟器开始进入各航空大国的
训练体制，并形成系列化，其主要作战飞机
和民用客机均配备相应的模拟器。大型模拟
器普遍具备完整的座舱设备及其模拟控制系
统，除视景显示功能外还可加入音响和烟雾
模拟装置，采用科学的配置方案和自检措施
来保障系统工作的可靠性。整体座舱由灵活
的运动平台支撑，可进行上下、左右、前后、
俯仰、倾斜和偏转等较大行程的六自由度运动， 反应灵敏而且精度很高，不仅能反映正常的姿

态变化，还能模拟
失 速 振 颤 和 发 动
机 喘 振 这 样 的 效
果。 

另 外 还 设 有
多 功 能 的 教 员 控
制台，供教员设置
初始飞行条件，或
随 时 调 整 参 数 和
插入故障，并监控
和 评 估 学 员 的 操
作情况。模拟器后
台 可 模 拟 各 种 飞
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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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 
一项重要的人机

交互技术就是视觉模
拟系统了。配用过绘
有景物的环形幕布，
但效果既不真实也不
精确。为了摆脱模拟
器只能用于座舱内部
仪表飞行训练的局限，
能够配合实时运动变
化、图像质量能满足
人眼要求的视景显示
系统成为模拟技术的
研究重点。最早投入应用的是点光源投影法，
即使用一个发光点很小但亮度很强的光源，将
特别制作的幻灯片上的图像投影到模拟器前
面的屏幕上，只需简单的设备就可产生视界宽
广的影像，随着光源的运动还能获得活动画面。

这种方式适合展现天空、地标和跑道图像，并
可组合起来显示飞行起降过程。与之相似的是
电影胶片投影法，所用图像来自事先在真实飞
行中拍摄的航线景观。此外还有用摄像机动态
拍下按实景制作的缩微沙盘模型，通过闭路电
视系统传送给使用者观看座舱外的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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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模拟器发展趋势 
在发展趋势上，一方面是将微电子、自动

控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领域的最新技术
充分应用到飞行模拟器中，进一步增强模拟的
真实性。同时，结合信息技术实现各个模拟平
台的网络化，将单纯的飞行训练器扩展为综合
任务训练系统，在军用层面上还可构成多军兵
种的联合作战模拟训练网络。另一方面，改变
以往先有实机再搞模拟的做法，将飞行模拟器
的研制和使用与相应机型的设计和生产同步
进行，这样就缩短了飞行人员的培训时间，使
新飞机能尽快投入运营或形成战斗力。此外，
还注重将高级模拟器与普通模拟/练习器进行
合理的高低搭配，加上辅助教学系统建立完善
的训练体制，以提高设备的使用成效。 

先进复杂的飞行模拟器造价高昂，有的成
本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要模拟的真实机型，但在
投入使用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仍非

常可观（1 小时模拟器训练的效果相当于 0.5～
0.9 小时的实际飞行训练，费用仅为 6%～
20%），促使各国不断加大投入研制和装备模
拟器材。 

 
 
 
 

本文编辑  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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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 战略轰炸机是由罗克韦尔（Rockwell）飞机公司研制的一种远程、多用途、可变后

掠翼的重型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极限时速 1320 公里（1．25 马赫），续航能力为 1．2 万公里，

可从美国本土实现洲际飞行。B－1B 被冠以“枪骑兵”（以行动快、火力猛著称的十九世纪法

国兵种）的称号。 

 

 

 

概述 
美国军方一直

认为 B－1B 是目
前世界上威力最
强大的战略轰炸
机，因为在各国现
役的战略轰炸机
中，B－1B 在航速、
航程、有效载荷和
爬升性能等各种
技术指标都有较
大的优势。 

B－1B 有 4 个
涡轮喷气发动机。尽管其体形比 B－52 略小，
但携弹量却比 B－52 还多。除了内弹仓可载
34 吨弹药外，B－1B 还可外挂 26 吨的导弹。 

B－1B 还具备了一定的隐身性能，B－
1B 被雷达截获的机身面积仅为 1 平方米，
而体形相近的 B－52 则会被雷达截获多达
100 平方米的机身面积。 

B－1B 装有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可
持续判断前方 2．5 公里范围内的地形，然
后由自动驾驶仪控制飞机与地面保持一定
高度。因此，即使地形比较复杂，B－1B
仍可以在离地 60 米的超低空实现高速飞

行和作战攻击，当三个投弹仓同时打开时，能
在 2 秒内迅速将全部弹药倾泻完毕，然后高速
逃离。 

 

B-1B“枪骑兵”远程战略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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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 航程在不进行空中
加油的情况下航程为 7455
英里，在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可以实施洲际飞行，在携带
AGM-86 空射巡航导弹的情
况下，可能对全球任何地方
实施打击。 
B-1B 的座舱 

B-1B 采用四人制机组：
飞行员、副驾驶、防御系统
官（DSO）和进攻系统官
（OSO）。飞行员和副驾驶的
并列座椅在大型大倾角的双片风挡后，该风挡
可满足严苛的鸟撞规格。行员和副驾驶都有战
斗机风格的操纵杆和油门。DSO 和 OSO 并
排坐在后方，与 B-1A 不同，B-1B 的后座乘
员各有一个舷窗。乘员通过前起落架后方的带

伸缩登机梯的舱门进入座舱。4 名成员都配备
韦伯 ACES II 弹射座椅，取代了头三架 B-1A 
上的逃生舱，每个座椅内都有包括救生筏和无
线电信标在内的救生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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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 换装新型“玻璃座舱” 
美国空军第 419 飞行测试中队在爱德华兹

空军基地开始对 B-1B 轰炸机最新的升级配置
进行试飞。 

该配置在最近为 B-1B 换装新型“玻璃座
舱”的基础上采用了“持续-第 16A 批次”(SB 
16A)软件。换装新型“玻璃座舱”是 B-1B“一
体化战斗工作站”(IBS)升级的一部分，而 IBS
升级的主要内容是增加 Link 16 数据链。SB 
16A 软件强化了 B-1B 进攻性航电系统、多种
机载传感器和数据链之间的一体化，可提高
B-1B 所有机组乘员的态势感知能力，降低机
组乘员工作负担，提高设备可维护性，并使该
机的数据链能力能够投入使用。 

为了合理安排测试工作，美国空军第 412
测试工程组计划分 4 个阶段完成对 B-1B 最新

升级配置的测试工作，对 SB 16A 软件的测试
将以之前的测试为基础，并被并入之前的一些
测试，这些测试针对带有新型“玻璃座舱”的
IBS、惯性导航系统升级和“B-1B 雷达可靠性
与可维护性提升计划”等。按计划，对 SB 16A
的测试将在 2015 年 2 月完成。 

本文编辑  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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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 设计四室 曹圆圆 

CATIA 作为一款三维设计软件，在汽车、航空、船舶各个行业都有所应用。汽车行业普

遍都使用 CATIA 三维软件进行汽车外壳设计。这里举例车灯的应用。由于车灯内部的反射面

是连续的、复杂的、重复的曲面结构，在车灯设计过程中耗费了大量时间。利用 CAA 技术，

将绘制车灯三维交给电脑自动完成，并且将一部分算法编制成计算机语言，后台自动进行计算，

让车灯设计变得简便快速而准确。另外还有灯光照射模拟，反射率计算等等，均有 CAA 技术

的应用。 

  

 

一  引言 

CAA（Component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技术，即组件应用架构技术，
是基于法国达索（Dassault Systems）公司旗
下所有产品（CATIA V5/V6、ENOVIA、
DELMIA 等）的架构，通过组件构造/修改软
件，用框架把握软件结构，用对象总线连接事
务，实现对软件即插即用（Plug ＆ Play）功
能的扩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CATIA 二
次开发技术中的一种。CAA 开发工具是完全
集成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Net 环境中，

然后根据 CATIA 实际使用客户的特殊需求进
行功能定制。目前已经广泛运用在汽车、船舶、
航空领域中，下面就各领域的应用以及在
CPA 产品中的应用进行一下简单介绍。 

二  在热门行业中的应用 

CATIA 作为一款三维设计软件，在汽车、
航空、船舶各个行业都有所应用。汽车行业普
遍都使用 CATIA 三维软件进行汽车外壳设计。
这里举例车灯的应用。由于车灯内部的反射面
是连续的、复杂的、重复的曲面结构，在车灯

设计过程中耗费了大量时
间。利用 CAA 技术，将绘
制车灯三维交给电脑自动
完成，并且将一部分算法编
制成计算机语言，后台自动
进行计算，让车灯设计变得
简便快速而准确。另外还有
灯光照射模拟，反射率计算
等等，均有 CAA 技术的应
用。 

 

CATIA 二次开发技术介绍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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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 CPA 产品结构设
计中的应用 

下面主要来介绍下
目前 CAA 技术在我们
CPA 产品结构设计中的
应用。在我们 CPA 产品
设计中，产品外形经常
需要修改。因此如何快
速地生成 CPA 三维外
形模型是一个必须解决
的问题，那么 CAA 功能
则为快速地生成 CPA
三维模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 

 
CPA 壳体外形创建 

3.1  参数化构建模型功能 

先介绍下参数化构建模型功能。CPA 产
品外形基本类似，所以根据通用性架构我们构
建了外形模板。然后通过修改模板尺寸来生成
各种类型的 CPA 产品外形壳体。但是 CPA
产品外形尺寸较多，并且有很多规则限制，若
设计员手工调整，则相对耗时久，易出错。现
在采用 CAA 技术，将产品所有可修改参数集
合显示在对话框内，并且在后台将外形参数关
系设定规则。在设计员通过修改导光板外形尺
寸参数时，计算机根据后台设定的设计规范，

驱动其他部件尺寸进行修改，并且实时检查参
数值是否符合设计规范，实时预览当前设置的
CPA 产品外形，实现 CPA 外形修改的便捷性。 

3.2  面板自动布局开孔功能 

在构建完 CPA 产品外形后，就可以进行
器件面板布局了。设计员根据 ICD 文件，对
于器件面板进行坐标点定位，然后插入所选择
的器件，再进行各种定位约束，最后进行导光
板、安装板的开孔特征及光圈创建操作。我们
利用 CAA 技术开发了器件自动布局开孔功能，
对于整个过程进行合并，让设计员在一个对话
框上就可以把所有的步骤都做了。 

功能面板分为器件选择区、保护盖/旋钮
选择区、器件布局信息列表、器件约束反向控
件区、器件布局类型区以及旋钮/保护盖方向
控制区域等六大区域。器件选择区是供设计员
根据器件类别进行筛选器件，同时预览器件外
形操作。设计员插入器件的同时，功能可根据
设计装配规则自动将器件与指定平面进行约
束，并且将器件信息显示在器件布局信息列表
内。设计员可在功能面板的器件布局信息列表
内对于插入器件进行坐标定位。保护盖/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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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区提供
给设计员针
对某些需要
保护盖与旋
钮的器件进
行保护盖与
旋钮的筛选
添加功能操
作。对于插入
的保护盖/旋
钮，功能后台会自动与其对应的器件进行装配
约束。插入的保护盖/旋钮信息也会显示在对
应的器件列表内。通过操作界面下方四个按钮，
可以控制旋钮/保护盖的旋转方向。 

器件布局结束，功能可自动从后台特征库
进行查找匹配特征，自动插入到当前模型中，
进行导光板、安装板的自动开孔。这样省去了
设计员手动绘制开孔特征以及装配约束的过
程。功能可以保证每个设计员选用同一个型号
的器件时，所在导光板及安装板上的开孔均相
同。避免了出现不同的设计员绘制的开孔特征
不同的问题。由功能构建的 CPA 产品面板规
则一致，特征相同。每个插入特征都是一个独
立的个体，方便后期删除修改。 

 
CPA 面板开孔效果示意 

3.3  三维刻字功能 

CPA 产品布局开孔设计完成后，刻字环
节也是一个相当繁琐耗时的环节。那么我们还
是可以交给 CAA 技术来简化这个过程。三维
刻字功能可以根据设计员选择的开孔来自动
计算刻字推荐位置，并且在计算好的位置上自
动刻出设计员所设定的字体及大小的文字。省
去了设计员利用 CAXA 与 CATIA 来回切换导
入的繁琐过程。 

 
刻字界面图 

此功能可由供设计人员选择刻字字体类
型，各种字形属性的设置。例如字体的高度、
宽高比、字间距等，另外还可以设置一些特殊
的属性，像刻字字段的旋转角度、字体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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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斜角度、是否携带下划线/上划线等等。也
提供了三种字段定位方式，让三维刻字过程变
得容易而又精确。 

整个 CPA 结构设计过程，在 CATIA 与
CAA 技术的帮助下，最终可以完成 CPA 产品
初步结构设计。与原来设计员纯手工操作相比，
CAA 技术的融入，简化了设计操作步骤，提
高了设计的准确性，最终提高了设计效率，实
现了产品设计的规范化，自动化，统一化。 

 
设计完成后的整体效果图 

四 在 CPA 产品二维图设计中的应用 

CPA 产品设计中二维图设计也是相当繁
琐的一个过程，耗费了大量的设计时间与手工
操作绘图时间。CPA 产品结构二维图种类繁
多，每一份二维图都需要标注尺寸、技术要求、
明细表之类，劳心劳力。CAA 技术可以将三
维模型自动投影生成二维图纸，并且根据实际
投影规则，筛选所需要生成的视图。 

 

 
根据设计员的选择输入，功能将对应的二

维图投影完成。可分部件投影，也可整体结构
投影。可单独投影视图，也可一次性生成全部
视图，再手动删除。同时，根据设计规范，目
前功能只是标注了基本尺寸，并将尺寸进行了
初步定位。一些圆孔尺寸、特殊孔尺寸、倒角
尺寸等均需手动标注。如何将全部尺寸一次性
自动标注完成，有待于后期研究。 

对于部件图，CAA 技术还可以自动获取
三维模型信息，统计生成零件明细表，并且在
二维视图中进行零件序列号标注。后续三维模
型更细后，对应二维图纸更新仍旧由 CAA 功
能 进行自动更新，包括零件序列号、明细表
以及图框明细栏内的对应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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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ATIA 无法做到目前标准要求的零件标
注形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CAA 技术来完成
它。 

 

CATIA 软件无法做到的 CAXA 形式标注 

 

CAA 技术可以做到 CATIA 做不到的标注形式 

五 在 CPA 产品导光板布光设计中的应用 

另外，在 CPA 产品设计中，导光板布光
设计也可以利用 CAA 技术来提高设计效果以
及工作效率。导光板的布光设计经过了设计员
多年的经验积累，目前已经可以初步总结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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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设计规则。CAA 技术可以根据设计员在功
能对话框内的设定参数，再结合后台设定的设
计经验累积规则，进行自动布光。 

功能会自动计算并给出一份推荐的初步
布光样图，光源显示为红色亮光控制区与黄色
最大照明范围区两者结合的方式。设计员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手动微调。最终利用
CAA 技术根据输入的理想布光效果指数，自
动计算所有光源叠加效果，并且自动检测光源
与面板其他控件的干涉情况，自动调整布局。
这是最终的理想目标，目前还正在努力中。 

 
自动布光功能初步布光样图 

六 展望 

CATIA 软件是汽车、航空、船舶三大领域
内的强大的三维设计软件，在目前工业 4.0 的
时代，联合互联网，CAA 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一项技术。如何更好的运用在我们 CPA 专业，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下面就几个
方面的研究方向，
提出点畅想： 

1）自动布光是
CPA 导光板设计过
程中比较核心的部
分，它由于自身的
不确定因素较多，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

出现的参数修改及要求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
们可以依靠 CAA 技术，在程序内部进行导光
板布光规则设定，然后将布光过程交给计算机
处理。只要把光源特性曲线研究完善，那么整
个设计过程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耗时，并且在
设计过程中就可即时看到最终的光源效果，提
高了设计的准确率。 

2）虽然目前二维图已经可以由 CAA 功
能初步创建，但是比较繁琐的尺寸标注、特殊
的公差标注、技术要求等，均需要设计员手工
进行标注处理。如何利用 CAA 技术进行完善
的自动标注，自动填写技术要求，解决弥补
CATIA 软件自身在二维图创建上的不足等，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3）在 CPA 专业已经有所应用，那么航电
的其他专业，例如照明灯具、电气化构建、电
路构建等是不是也可以利用 CAA 技术的可持
续发展性进行再次开发，有所应用呢？我们一
起努力吧！ 

 

 

 

本文编辑  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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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几年里，中国已经相继试飞成功歼-XX、运-XX、直-XX 等多种先进飞机，歼-XX

开创了中国航空跻身世界第一梯队的先声，运-XX 打破了中国独立研制大型飞机的瓶颈，直-XX

则将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战术运输直升机的中坚。这些先进飞机将构成未来几十年中国军事

航空风景线的主干，同时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远程战略轰炸机进行畅想。 
 
 
 

概述 
现 代 战 斗 轰 炸

机已经承担了传统
轻型轰炸机的战术
轰炸任务，甚至部分
接替了中程轰炸机
的准战略轰炸任务，
所以现代轰炸机都
是战略轰炸机，不再
有单纯的战术轰炸
机了。中国现役轰炸
机主力是轰-6 系列。
这是基于 TU-16 的
中程轰炸机，基本技术还是 50 年代的，载弹、
航程、电子技术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在经
过大量升级之后，依然只能算是物尽其用，并
无先进可言。即使算上介于轻型轰炸机和重型
战斗轰炸机之间的歼轰-7，中国的轰炸机园地
也只能说是寂寥。中国已经具有可靠的陆基和
潜射洲际导弹，但依然缺乏有效的轰炸机。一
般认为，核大国需要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这样才能构成足够稳定、可靠而又灵活的核打
击力量。陆基洲际导弹具有速度快、射程远、
难以拦截的特点，但固定的发射井使之容易受
到对方的先发制人的攻击，机动发射也有阵地

准备、反应时间和一旦暴露后的生存力问题。
潜射洲际导弹除了具有陆基洲际导弹的优点
之外，还有水下机动发射固有的隐蔽性和生存
力优点，特别适合用于核反击，但存在实时指
挥控制的难度较大的困难。另外由于需要在巡
逻、航渡和修整之间综合平衡，常年实际部署
在战位的导弹核潜艇数量并不多，不利于发挥
全部核反击能力。最重要的是，陆基和潜射洲
际导弹一旦发射，就无法改变目标或者中途召
回，只有轰炸机才具有在最后一秒钟之前改变
目标和召回的能力。这个“人在回路中”的特
点是现代条件下战略轰炸机最重要的特质。 

 

畅想中国未来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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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 
作为核轰炸机，航

程和生存力极端重要，
但随着核弹小型化，载
弹量的要求可以相对
降低，在一次出击中向
多个或者大片目标投
弹已经不是轰炸机的
主要任务了。轰炸机世
界的老大无疑是美国，
美国对轰炸机的思考
和使用无疑具有标杆
作用。就美国而言，从 B-52 到 B-2，核轰炸
一直是轰炸机的主要任务。除了超大航程外，
在 B-52 时代，高空高速是基本突防手段；B-1
时代从超音速突防开始，但在苏联防空体系威
胁日增的情况下，改为低空高速突防，这就是
B-1B；在 B-2 时代，隐身成为突防的基本保障。
但是在战后近 70 年里，轰炸机的核攻击能力
从来没有利用过，常规轰炸反而成为主体，而
常规轰炸有不同的要求。核轰炸突
防的目的是为了可靠投放核弹，突
防后的安全返航则是次要要求。常
规轰炸不仅要求成功突防，还要求
安全返航；不光要对主要目标突防
攻击，还要对次要和突发目标相机
攻击。事实上，常规轰炸正在越来
越多地决定下一代轰炸机的要求
和设计。但常规轰炸也正在经历深
刻的革命。 

传统上，轰炸机是空中对地攻
击的主力，轻型轰炸机以战术轰炸
为主，直接支援陆军作战；重型轰
炸机从事战略轰炸，以敌后战略目

标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出一线的战斗
机挂上炸弹和火箭弹，转用于对地攻击，开始
了战斗轰炸机这一新生事物，逐渐成为战场对
地攻击的主力，但轰炸机作为远程重磅攻击主
力的地位依然稳固，没有任何火炮或者战斗轰
炸机可以在射程/航程或者投放当量上与轰炸
机相提并论。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由轰炸机投
放，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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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轰炸机的特点 
弹道导弹的射

程早已赶上轰炸机。
也正是因为洲际弹
道导弹的出现，洲
际巡航导弹胎死腹
中。轰炸机的航程-
射程优势早已一去
不复返，投放当量
优势依在，但作用
已经悄悄转变了。
传统轰炸有两种主
要模式：大范围的
概略攻击和高精度的点攻击。二战中，盟军对
德国铁路枢纽、工业区和城市的轰炸是典型的
概略攻击，对德国鲁尔水坝和大西洋海岸潜艇
工事的攻击则是典型的点攻击。B-52 在海湾
战争证明了大规模轰炸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但那是60 年代的战术对付50 年代的观念的结
果，萨达姆的军队徒有先进装备，但没有先进
作战思想。现代地面作战的高度分布化、机动
化和装甲化使得传统地毯轰炸的作用越来越
有限，对平民目标附加伤害的顾虑进一步限制
了概略攻击的使用。另一方面，点攻击的作用
越来越大，极大提高的精度也使得点攻击在相
当程度上代替了过去只有大面积概率攻击才
能保证摧毁的作用。核轰炸更不需要巨大的载
弹量。因此，过去对保证概略攻击效用的大载
弹量现在不再是必须，现在研制全新轰炸机而
把这继续主要作为“炸弹卡车”，就是误入歧
途了。 

但在特定情况下，轰炸机的载弹量依然有
独特作用。在阿富汗战争中，B-1B 经常在战
区上空徘徊，一有地面部队呼叫，就赶去投掷

制导炸弹，然后返回待机战位，准备响应下一
次呼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应该注意到，
这是低烈度战场，现成轰炸机的物尽其用是一
回事，为此全新研制就效费比太低了。在装备
巡航导弹或者远程滑翔制导炸弹后，轰炸机也
具有大规模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比如说，一架
B-52 可以挂载 12 枚“鱼叉”反舰导弹或者 12
枚 AGM-129 空射巡航导弹，具有强大的打击
力。不过巡航导弹对发射载机的要求不高，装
在特制空投托盘上用运输机像空投重型装备
一样从尾门空投发射，也可以形成类似的打击
力，而且不占用专用的发射载机，因此也没有
必要为大量挂载巡航导弹而研制新的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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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的航程和挂载能力已经不再是决
定性的优势，但系统采购成本、飞行员训练、
作战保障、部署成本高的缺点越来越突出，比
如说，轰炸机基地对跑道的要求远远超过战斗
机基地，动辄要求 3000 米。在已经存在众多
更高效费比的替代手段的情况下，研制新轰炸
机需要有新的动力，这就是轰炸机的突防能力
和随之而来的贴近目标的能力。在西班牙内战
中，图波列夫 SB 轰炸机曾经可以单纯依靠速
度甩掉大部分战
斗机，但很快战斗
机的速度追上来
了；在二战中，美
国 B-17 依靠速度、
升限和自卫火力
摆脱拦截，也只有
有限的成功；B-29
可以超越高炮火
力的射高，但无法
躲过已经进入喷
气时代的战斗机；
60 年代美国 B-70

希望用持续的 3 马赫高
速和 3 万米升限摆脱苏
联战斗机，但米格-25 的
出现使得美国打消了这
个主意；80 年代的 B-1B
依靠变后掠翼的气动优
势，可以在演习中的超低
空贴地飞行中甩掉 F-15
的追逐，但具有下视下射
能力的机载雷达和空空
导弹最终使得超低空突
防也不再可靠。轰炸机较

大的体积和重量使其在与战斗机的竞争中，注
定只可能有短暂的飞行性能优势，如果还有任
何优势的话。 

另一方面，轰炸机突防问题不那么简单。
即使像 B-52 这样的高亚音速轰炸机，依然在
现代空防环境里有不小的突防成功概率，这也
是为什么 B-52 会预计使用超过 80 年的原因之
一。尽管现代战斗机最高速度早已超过音速，
在速度上比高亚音速的 B-52 有决定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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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速度优势是
短暂的。战斗机超
音速冲刺通常是以
分钟计的，要是时
间一长，可能连返
航的燃油都没有了。
在具有超音速巡航
能力的战斗机出现
以前，最先进的战
斗机也只能以高亚
音速巡航。换句话说，要是在短暂的超音速冲
刺中不能解决战斗，战斗机在巡航状态下速度
并不比 B-52 更快。只要对敌方战斗机的部署
和巡逻模式有准确情报，通过合理的途径规划，
即使 B-52 都是有可能穿越敌方战斗机屏障的
间隙突破成功的。超巡和隐身对轰炸机的效果
是一样的：大大拉大敌方战斗机屏障的间隙，
增加突防成功概率。 

现代隐身技术决定了较大的体积和重量
并不是决定雷达反射特征的主导因素，B-2 的
雷达反射特征就远远小于 F-15 战斗机。但较
大的体积和重量使得轰炸机容易装载远比战
斗机更先进、更强大的电子系统，在日益电磁
化、信息化的现代战场上，这才是轰炸机的决
定性优势。同时，轰炸机相对于战斗机来说造
价高、数量少，对复杂高价电子系统的负担能
力要高得多，进一步提高轰炸机电子系统的性
能提升空间。 
轰-XX 设计基点 

以核轰炸为基本任务，但高度适合于常规
精确轰炸，强调隐身于电子战能力相结合的突
防和生存力，这是轰-XX 的设计基点。 

在现代常规战争中，轰炸机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但不再只是炸弹卡车。在现代战争，大

规模毁灭有时依然必要，但对于军事强国来说，
不管是高烈度还是中低烈度战场，投放大规模
杀伤手段不是难题，难题是在什么时候向哪里
投放与任务相称的精确杀伤手段，既达到杀敌
目的，又减少不必要的附带杀伤，降低战时政
治和战后重建负担。对重要目标实行精确、持
续地打击和压制成为未来轰炸机的重要任务，
而这个选项是在精确打击手段和情报-监视-侦
察（简称 ISR）手段高度发展后形成的。 

对于中国来说，在核战争与常规战争中都
具有灵活、高效作战能力的的轰炸机特别需要。
第一岛链对中国安全具有特殊意义。战术飞机
通过空中加油可以达到第一岛链，但这样的勉
强到达没有任何留空时间可言，也不容易通过
就近留空待机以保持持续打击的压力，战术意
义受到很大的局限。具有很大航程的轰炸机可
以有效解决第一岛链的作战问题，甚至对第二
导链目标有效作战。很远的航程也意味着很大
的留空时间。也就是说，即使对于距离不太远
的周边目标，这样的轰炸机可以在目标上空停
留更久，极大地提高空中前进指挥的连贯性和
呼叫打击的及时性。 

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一定会让我们眼前一亮，让全世界为之震撼。 

本文编辑  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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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行训练中使用地面模拟器既可以确保受训人员的安全性，也大幅降低了器材、油料和
勤务保障等方面的费用，还不用担心天气和场地的影响，在缩短训练周期和提高训练质量上的
成效相当显著，因此引起各国航空部门越来越高的重视。 

 

 

 

1  模拟器简介 

模拟飞行是依托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技术，应用互联网、局域网环境，进行
近似于真实的真飞机的仿真飞行操作技
术的运动。高度仿真和互动性强是模拟
飞行最显著的特点现代飞行模拟器能够
根据实际需要完成多种用途的飞行模拟。 

一些国家按照培训不同飞行器空勤
人员的细分要求，有针对性地专门研制
了各种用途的飞行模拟器。不仅有专门
的直升机飞行模拟器、水上飞机飞行模拟器、
舰载机飞行模拟器、民用飞行模拟器，而且还
有飞船模拟器、航天飞机模拟器等。然而，想

贴近真实地模拟运动中的飞机，不仅要建立描
述这架飞机的气动特性以及响应操作者和外
部环境影响的数学模型，还需要能实时求解相

关 参 数 的
计算方法，
并 具 备 让
操 作 者 用
各 种 感 官
体 会 到 同
步 变 化 的
表现手段。 
 

 

多种用途的现代飞行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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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种用途的现代飞
行模拟器 

（1）直升机飞行模拟器 
它专门用于培训直

升机飞行员。这是因为
直升机与常规飞机的飞
行原理不同，驾驶方法
也有很大区别，需要飞
行员经常练习垂直起飞、
悬停、前飞、侧飞、倒
飞、吊运、救援和垂直降落等科目，并通过技
术考核。 
（2）水上飞机飞行模拟器 

它专门用于培训水上飞机飞行员。水上飞
行与普通飞行有较大的不同，需要飞行员经常
练习水面起飞、水面降落、搏击风浪、长时间
超低空飞行、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夜间飞行、
水面航行和水面系泊等科目，并通过技术考核。
多种用途的现代飞行模拟器 
（3）舰载机飞行模拟器 

它可以帮助飞行员训练在航空母舰甲板
上起飞、爬升、编队、巡航、机动飞行、反潜、
反舰和甲板降落等一系列科目。其中，甲板起

飞包括弹射起飞、滑越起飞；甲板降落包括阻
拦索着舰降落，阻拦网着舰降落。不仅要训练
小海况下的飞机起降，而且还要训练高海况下
的飞机起降；不仅要训练昼间飞行，而且还要
训练低能见度条件下的飞行，以及夜间飞行等，
并通过技术考核。 
（4）民用飞机模拟器 

它主要用来培训运输机、旅客机、通用飞
机的飞行员。由于各种类型飞机之间存在差异
性，如波音公司有专门的波音飞机模拟器，空
中客车公司也有专门的空客飞机模拟器，并与
具体机型相配套，与考核、考证相结合。各国
的国家民航局，如美国联邦航空局与欧洲航空
安全局负责检定与测试各种类型的模拟器。美

国商用机飞行员只有达
到在联邦航空局审核通
过的模拟器上的训练时
数才得到认可。同样，
欧洲飞行员只有达到在
欧洲航空安全组织审核
通过的模拟器上的训练
时数才会得到认可。飞
行模拟器若要得到认证，
必需能够证明它符合监
管机构对该被模拟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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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计的飞行模拟设备或全功能飞行模
拟机的要求项目。 
（5）飞船模拟器 

可以帮助航天员训练入轨、变轨机动、
空间对接、脱离、再入大气层和着陆等一
系列科目。我国神舟飞船模拟器专门为航
天员提供地面训练，一方面用于航天员熟
悉舱内环境设施，另一方面让他们反复熟
练操纵要领和操作程序，胜任每次的航行
任务。我国自主研制的飞船模拟器已经为
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男女航天员。 

3  模拟器的发展 

作为飞行员起步的“摇篮”，得益于
各种先进技术的飞行模拟器已经从原先
的基本练习器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全方
位模拟系统，进一步提升了飞行训练的有
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等多方面
的优势。自 1970 年代以来，以高性能数
字计算机为核心的新型模拟器开始进入
各航空大国的训练体制，并形成系列化，其主
要作战飞机和民用客机均配备相应的模拟器。

大型模拟器普遍具备完整的座舱设备及其模
拟控制系统，除视景显示功能外还可加入音响
和烟雾模拟装置，采用科学的配置方案和自检

措施来保障系统工作
的可靠性。 

对模拟技术要求
更高的是空战型模拟
器。早期的型号其实
只是简单的空中射击
训练器，要模拟高机
动状态下的双机或多
机空战还有很大难度。
直到 1970 年代初美
国和英国才研制出较
为实用的球形空战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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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器，其座舱是固定的，通过振动座椅和充气
抗荷服提供过载的感觉，配合投影画面的变化
使操作者产生大幅度的运动感，适合进行空战
战术和特技飞行训练。更复杂的则是全任务飞
行模拟器，能够对不同环境和条件下战机从起
飞、机动、作战到返航降落整个过程或民航飞
机的完整航线进行模拟。美国空军装备的 F-15、
F-16 等全任务模拟器不仅用于人员训练，还用
于战术对抗方面的研究。同样，利用模拟器也
可以对改进型号和全新设计的飞行器展开工
程研究，在实际试飞前测试各系统的性能表现
和整体的飞行品质。 

4  我国模拟器发展现状 

与航空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发展飞行
模拟器的历史较短，但经过不懈的努力也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建国初期，航空部门曾
接收到几台林克机用于飞行教学。人民空军组
建后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引进过一批模拟
训练器材，为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和模拟技术
人员奠定了基础，于 1958 年参考林克机研制
出我国第一台仪表飞行练习器。以此为起点，
军内外的科研人员在仿制基础上开始设计和
生产各种飞行模拟器，20 多年间陆续为部队
提供了大批用于仪表飞行、起落飞行、光学/
雷达轰炸、机炮/导弹射击等科目的专用型和
便携型模拟训练设备，还曾出口到多个国家。
1980 年代后，通过消化吸收先进科技，国内
飞行模拟行业实现了从机电式向数字式的跨
越，先后在闭路电视视景系统、计算机成像系
统、三～六自由度运动平台等关键技术上取得
突破，新型的轰炸机飞行模拟器、歼击机战术

训练器、高级
教练机模拟器
和空中加受油
模拟器等相继
装备部队，并
向着多功能综
合模拟器和一
体化战术战役
训练模拟系统
发展。 

 
 
 
 
本文编辑 

  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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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空军的新概念中，他们把重点不是放在苏-34 的战斗特性上，而是放在它的长距

离飞行上。在它的机翼下有两个额外的油料箱，它能在空中补燃。它还配备了舒适的驾驶舱，

使得驾驶员可以在长距离的飞行中减缓疲劳。 

 

 

 

1 研发背景 

为满足苏联空
军要求，苏霍伊设
计局在苏-27UB 战
斗教练机的基础上
发展苏-27IB 前线
轰炸机，在不更改
苏-27UB 气动布局
和结构设计的情况
下增加它的对地打
击能力，同时保留
原有的空战能力。
以苏-27UB 为基础
的改型设计方案于 1983 年完成，但是随后设
计局决定将原来的串列双座布局改成并列双
座布局，这样避免了某些仪表和操纵机构的重
复设置，使两名乘员之间更容易相互配合，并
保证飞行员和领航员有良好的人机界面，在长
时间飞行中可以休息和进食，提高了战斗效率
和飞行安全性。 

1994 年 1 月 6 日，《消息报》首次发表了
一篇名为《前线轰炸机苏-34》的文章，这使
苏-27IB 的军方正式编号--苏-34 首次为外界所
知。 

2008 年 1 月开始，苏-34 进行大批量的生

产，俄空军声明到 2015 年将有 70 架苏-34 生
产完成。2010 年，24 架苏-34 投入使用。2020
年，俄空军将列装 200 架苏-34。 

 

 

 

苏-34 战斗轰炸机及模拟训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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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斗特点 

鸭头蛇尾。苏-34 外形上区别于"侧卫"家
族其他成员的特点主要有独特的扁平机头、并
列双座的座舱、三翼面布局、加粗加长的尾锥
和小车式主起落架。该机的前机身是重新设计
的，后机身则只在苏-27UB 的基础上稍做改进。
为了安装新型的无源相控阵雷达，该机采用了
"鸭嘴"型扁平机头，这种机头不但能够在飞机
大迎角飞行时增加纵向稳定性，而且试验表明
这种两侧带折角的扁平机头能够大大减小迎
风面的雷达反射面积。苏-34 雷达罩后方安装
有雷达综合瞄准系统和搜索-瞄准光电系统组
件的前设备舱以及飞行员座舱，苏-34 在世界
同级飞机中首次使用了焊接的整体装甲钛合
金飞行员座舱，钛合金装甲厚度 17 毫米，可
有效提高飞机在低空作战时的生存能力。 

 

3  先进的航电及模拟训练室 

这是俄罗斯空军基地内的一个苏-34 战斗
轰炸机模拟训练室，该训练模拟器都完全仿照
苏-34 战斗机的座舱设计的。可以看到座舱内
有 7 块大型液晶显示器，与以往俄罗斯军机驾
驶舱给人的满是仪表的感觉完全不同，十分先
进。 

苏34 的座舱与传统的苏27 座舱相比有很
大的进步，仓内的 5 台多功能显示仪取代了传
统的机械仪表，座舱内配备二个 K-36 DM 零/
零并排喷射座椅给驾驶 员和副驾驶员，多功
能显示器显示飞行参数、机载设备和战术数据
操作状态。 

苏-34 搭载一部 B004 型多功能被动相控
阵雷达，工作于 X 波段，雷达外观上判断要比
苏 30MKI 上的 N011M 雷达直径大得多，该雷
达特别强调了对陆能力拥有超高精度的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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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分辨力，该雷达作用范围可达 200~250
千米，对战机类目标探测距离约 120 千米。该
雷达在 TWS("边扫描边跟踪")模式下最多 10
个目标探测并与其中 4 个交战，该型雷达在世
界主流机载雷达中虽然以达到先进水平但仍
与 F15E 的 APG70 雷达有着较大差距。 

苏 34 除了机首主雷达外在机尾的尾捶里
还装备了一部后视雷达，主要为导弹提供制导
与告警，外界把这款雷达称为 N012。 

苏 34 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它的电子对抗性
能，苏 34 装备了 SAP-518 翼尖电子吊舱与美
国 EA-18G 咆哮着上 ALQ-99 类似的 SAP-14
电子吊舱，苏 34 拥有着与 EA-18G 相匹敌的
电子战能力。 

苏-34 采用了数字式多余度电传操纵系统，
该数字电传操纵系统具有主动控制功能，在低
空湍流中飞行时能大幅度减小飞机的上下颠
簸，提高攻击的瞄准精度、减少机体的变形和
机组乘员的疲劳，使飞机能够在低空进行长时
间地形跟踪飞行。F-15E 也没有采用这种技术，

因此其低空高速飞行时间远不如苏-34。 

4  苏-34 的特点 

苏-34 战斗轰炸机是在苏-27 的基础上改
进而来的，它保留了苏-27 基本的设计和结构，
拥有一个传统的高翼外形和大量随机携带的
设备。与苏 27 相比有如下改进： 
 座舱改为并列双座，右座飞行员主要负责

领航和武器操纵使用; 
 在前起落架减震支柱上安装了登机梯，方

便飞行员进入座舱，便于飞机的维护，飞
机运行时收入前起落架舱内; 

 机头呈宽扁平状，有三对水平翼面，增大
了机翼的前缘翼根边条，正是因为如此才
被北约命名为 "Fullback"鸭嘴兽。 

 机头加宽，飞行员座椅后的一小块空地，
设计师们充分利用，为飞行员设计了一个
微波炉和尿壶，并安装有按摩设备，飞行
员长时间执行飞行任务时可加餐，按摩一
下消除疲劳，或在长途飞行中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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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 设计四室 许鹏 

摘 要: 操控组件位于飞机驾驶舱，是飞机机组人员操控飞机最主要的人机界面。操控组件一

体化设计，是采用模块化和集成技术，对飞机驾驶舱各机载系统操控组件进行通用化和标准化

的系统设计，以保证飞机驾驶舱的安全、可靠、美观、舒适和环保。本文通过梳理已完成技术

鉴定的某型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设计的关键点，提出了包含：驾驶舱操控组件显示和控制资源

统一设计和人机工效评估、操控组件核心器件的技术攻关及国产化、驾驶舱统一调光及 PWM

调光电磁兼容等在内的驾驶舱操控组件一体化设计技术，该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应

用价值，经济效益显著[1]。 

关键词: 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一体化设计技术，人机工效 

 
 

 

1 引言 

目前，国外各型大中型民用客机的驾驶舱
操控组件项目，如欧洲 Airbus 空客公司的
A330、A340、A380 系列飞机，美国 Boeing
波音公司的 B737、B747、B787 系列飞机，都
实现了操控组件的整合配套使用，国外通过几
十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专业公司实现系统配套
的发展模式，技术成熟度日益提高。相比之下，
国内在操控组件的系统集成和配套方面尚处
于起步阶段，未进行专业系统层面的人机工效
研究，也未形成完整的专业配套链，包括带按
钮开关信号灯、开关等在内的核心器件研发始
终受制于材料、工艺等限制，可靠性不能满足
要求；驾驶舱调光采用传统的电压调节方式具
有功耗大、效率低、精度差等问题，无法保证
驾驶舱调光的舒适性和环保。 

因此，为满足军方的高标准要求，在国内
某飞机（下文简称“飞机”）的研制中，针对
新研的驾驶舱操控组件采用一体化设计技术，

分别从“显示和控制资源统一”、“核心器件
国产化”和“驾驶舱统一调光”三个方面进行
设计，其中“核心器件国产化”和“驾驶舱统
一调光”是“显示和控制资源统一”的基础，
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操控组件一体化设计技术要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2 显示和控制资源统一 

操控组件位于飞机驾驶舱，是机组人员操
控飞机最主要的人机界面，飞机驾驶舱空间大，
信号显示和操控器件资源丰富，对人机工效要
求高。为提高飞机驾驶舱人机工效，针对驾驶

 

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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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根据成员分工不同而进行划分操作区域的
布局特点，优化迭代显示资源（导光板和信号
灯）的布局和控制器件的布置，重点研究布局
设计与照明指标的统一，根据实际功能需要进
行器件形状编码与识别设计，并结合人机工效
评估技术，使驾驶舱的显示和控制资源达到合
理配置、协调美观和统一。 

2.1 布局设计和照明指标统一 

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显示资源包括导光
板和信号灯：导光板覆盖驾驶舱各操纵台，有
效发光面积大，类型多，范围广，主要包含了
字符、流线标记和警示条纹等布局设计；信号
灯用于指示飞机各机载系统运行状态，进行机
载系统运行正常或故障信号显示，因飞机机载
系统配置齐全、功能设计复杂、信号数量多，
加之分红色、黄色和绿色三种颜色指示，信号
灯总数量超过百余种。针对飞机驾驶舱显示资
源丰富的特点，对导光板和信号灯显示资源按
照布局设计和照明指标进行分类规划、规范统
一，提出了驾驶舱导光板和信号灯布局设计
（表 1）和照明指标（表 2）的典型值，典型
值根据实际使用环境适用于不同飞机驾驶舱，
使布局设计和照明指标统一，为显示资源统一
提供理论基础。 

表 1 布局设计典型值 

类型 典型值 备注

字符 

高度（三级体制）：6mm、5mm、

4mm 

 

字体：等线体  

流线标记 宽度：细 0.8mm、粗 1.6mm  

警示条纹 
橙、黑色相间：黑色宽 1.5mm、

橙色宽 4.5mm 

 

 

表 2 照明指标典型值 

类型 典型值 备注 

导光

板Ⅰ

颜色：0.480＜X＜0.540， 

|Y。-Y|＜0.010; 

亮度:（1.7～5.1）cd/m2 

白光照

明 

导光

板Ⅱ

颜色:（u'- 0.088）2+（v'-0.543）2

≤0.0372; 

亮度:（1.7～5.1）cd/m2 

夜视兼

容照明

信号

灯Ⅰ

颜色：航空红、航空黄、航空绿 

亮度：（660～1300）cd/m2 

航空色

照明 

信号

灯Ⅱ

颜色：NVIS 红、NVIS 黄、NVIS 绿

亮度:（600～1300）cd/m2 

夜视兼

容照明

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设计按照布局设计
的典型值进行设计，照明指标按照“导光板Ⅰ”
和“信号灯Ⅰ”要求进行设计。 

2.2 器件形状编码与识别 

操控组件使用频率最高也最重要的操作
器件是开关和旋钮，根据操作形式不同可分为
按压式、扳动式和旋转式等，在种类众多的开
关和旋钮操作器件中，最主要的技术指标围绕
操作形状编码展开，研究形状编码与识别是器
件控制资源统一的基础。器件形状编码一方面
直接影响操作手感，是触觉人机工效的重要体
现，另一方面也是培养飞行员“触觉记忆”习
惯提高操作效率的必要条件。 

本文中的器件形状编码与识别主要针对
具备特殊功能或者用途的器件。 

参考并分析国内外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
上器件的形状和尺寸，同时考虑亚洲和欧美人
种客观存在的不同生理特质，在器件操作方面，
亚洲人更多偏爱外形精致、手感柔和的器件，
为了满足亚洲人种对开关器件相对不同的操
作需求，以触觉人机工效和“触觉记忆”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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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对形状编码进行量化研究，规范了适应
国内使用的器件形状编码最佳使用条件，形成
器件形状编码与识别技术。 

器件形状编码一般分为圆形、多边形和异
形。圆形较为常见，包含圆柱形、椭圆形、圆
锥形等，多边形包含三角形、正四边形、菱形
和六边形等，出于人对形状编码记忆的限制考
虑，一般不多于六边形，形状编码典型值及图
形示例见表 3。根据形状编码的要求，分别对
“着陆滑行灯”、“襟翼”和“手脚操纵”等
特殊开关器件分别进行形状编码：“着陆滑行
灯”开关由 3 个异形编码 b）排成一行，可以
满足单手同时操作三个开关的需求；“襟翼”
和“手脚操纵”采用圆形编码 b）。 

2.3 人机工效评估实施方案 

驾驶舱是飞行员感受信息、操纵飞机的工
作场所，人机工效评估一般包含显示界面评估、
操纵界面评估和工作环境评估。而操控组件是
显示界面评估、操纵界面评估和工作环境评估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围绕操控
组件开发人机工效评估实施方案势在必行。 

操控组件人机工效评估实施方案侧重“设
备布置”、“防误操作”、“标识标记”和“照
明效果”四大方面。其中，对“设备布置”、
“防误操作”、“标识标记”统一设置具有 7
项评价指标的体系（表 4），考虑“照明效果”
的特殊性，单独对其设置具有 6 项评价指标的
体系（表 5），在不低于 10 个样本数量的基
础上，对每一子项进行合议评分，给出综合评
价意见，意见包含“无需改进”、“建议改进”
和“必须改进”项目。 

 
表3 形状编码 

形状编码类别 典型值 典型图形示例 

圆形编码 
外形： 

Φ6mm～ 
Φ15mm  

a）     b）       c）        d）        e） 

多边形编码 
外接圆： 

Φ16mm～Φ
24mm        

a）      b）         c）          d） 

异形编码 
外接圆： 

Φ25mm～Φ
35mm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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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式为：以飞机驾驶舱各操控组件所
在的操纵台区域为大单位（包含仪表板、左操
纵台、右操纵台、中央操纵台、顶部操纵台和
领航员操纵台共 6 个区域），以各操控组件为
小单位，针对“设备布置”、“防误操作”、
“标识标记”和“照明效果”分别进行评价（打
分）。若存在评价为“3 分”的子项，则此项
根据评价方的意见进行改进和优化，经过迭代
后重新进行单独测试和评价。 

表4 “设备布置”、“防误操作”和 
“标识标记”评价体系 

类别 验证需求 评价指标 

设备
布置 

各设备布置区域
合理性； 
设备布置逻辑合
理性 

 “可视性——装置
是否清晰可辨” 

 “标记性——标记
是否易懂易记” 

 “可达性——操作
是否容易触及” 

 “可用性——功能
是否满足使用” 

 “防差错——危害
防护是否到位” 

 “工作负荷——使
用是否耗时耗力” 

 “满意度——总体
接受的满意程度” 

防误
操作 

防误操作设备的
完备性 
防误操作方式的
适当性 
防误操作的使用
效果 

标识
标记 

标识合理性 
字符尺寸合理性 
字符表达清晰度 
字符易混淆程度 

表 5 “照明效果”评价体系 
指标 指标含义 评分标准 

安全
性 

评估照明是否能保证全天候
及应急情况下的飞行安全，是
否有危及飞行安全的眩光、反
光和过于刺眼的强光等 1. “乐于接

受—满意，无
需改进”，1 分
 

2. “接受—
基本满意，建
议改进”，2 分
 

3. “不接受
—不满意，必
须改进”，3 分

可辨
性 

评估照明是否能保证舱内标
识标记具有可辨识性 

一致
性 

评估照明的均匀性，是否存在
暗区。是否有的区域过亮，给
人明显亮度不均和不协调、不
一致的感觉 

警示
性 

评估照明提供的灯光告警是
否保证告警信号的警示功能 

可控
性 

评估照明的亮度是否可控可
调 

舒适
性 

评估照明对人眼视觉的舒适
程度（照明颜色、亮度、均匀
性、眩光、反光、强光等） 

根据人机工效评估实施方案，在飞机驾驶
舱操控组件研制初期及验证阶段，通过效果图、
光学仿真和工程样机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飞
机驾驶舱操控组件的整体效果，减少了驾驶舱
操控组件的实物验证迭代次数。 

3 核心器件国产化 

操控组件的核心是显示和控制器件。其中，
核心控制器件——带按钮开关信号灯因为具
有体积小可靠性高、集按压操控与信号显示于
一体、方便维修且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等优点
而广泛应用于现代化驾驶舱，但其核心技术长
期被 Safran、Korry、ECE 等国外公司垄断，
国内型号研制面临国外技术封锁、定制程序复
杂、采购周期长、价格昂贵等诸多困境，已无
法满足国内飞机操控组件的普遍使用需求，亟
待进行操控组件核心器件的核心技术攻关及
解决国产化问题。为实现核心器件——带按钮
开关信号灯国产化，需重点研究并应用结构、
光学、运动学、动力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设计
技术。外形不大于 19mm×19mm×61mm
的带按钮开关信号灯由 30 余种精密零件、3
组运动副组合而成，结构设计复杂，开展基于
尺寸链计算的组合螺旋运动机构设计是实现
运动机构的关键点，对包含不锈钢、铝合金、
树脂在内的多种材料集一身的带按钮开关信
号灯而言，基于材料特性分析的精密零件设计
与制造是实现核心器件的唯一途径。 

以核心器件带按钮开关信号灯的“设计—
—制造”为应用目标，提出集结构、光学、运
动学、动力学、热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设计技
术，针对结构设计多重组合螺旋运动机构的设
计难点，采用基于尺寸链计算的组合螺旋运动
机构设计方法；围绕精密零件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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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密零件材料特性分析，解决精密零件的
设计与制造平衡问题。 

3.1 多学科综合应用 

核心器件——带按钮开关信号灯因本身
具有同时体积小（外形不大于 19mm×19mm
×61mm）、功能多（按压和信号指示集成功
能）、可靠性高（高达百万次寿命）等特点，
决定了其设计难度高，必须同时解决按压寿命
高可靠性和满足光性能指标两大难题。为此，
将按压机构和信号指示合理分拆为两大部件
——“开关座部件”和“显示单元部件”使得
光学能在“显示单元部件中”能独立开展研究
工作，而“结构”、“运动学”和“动力学”
本身密不可分，根据需求进行联合设计。 

“显示单元部件”实现带按钮开关信号灯
显示功能，部件设计中，将光学设计、LED 散
热设计与结构设计有机融合，形成了“接触座
部件”、“印制板”、“LED”、“光学处理
部件”的四大部分（图 2）：接触座部件完成
“显示单元部件”与“开关座部件”的机械和
电气连接；印制板、LED、光学处理部件构成
发光的必要条件，成为结构与光学设计的有机
结合体。 

 
图 2 显示单元部件组成 

“开关座部件”综合应用结构设计、运动
学和动力学原理，包含外壳部件、组合螺旋运
动机构、支座部件和开关部件。其中，组合螺
旋运动机构是实现信号灯“按压后锁定保持、
再次按压后解锁弹起”动作的关键装置，也是
保证带按钮开关信号灯百万次按压寿命可靠
性的薄弱环节，其由上锁芯、下锁芯和支座组
成，三组互为 120°的螺旋面运动副完成按压
动作到旋转动作的转换，在螺旋端面设置锁定
和解锁装置，保证正常锁定和解锁功能。 

 
图 3 开关座部件组成 

3.2 基于尺寸链计算的组合螺旋运动机构设计 

组合螺旋运动机构实现两种行程状态的
循环转换：释放状态和自锁状态。释放状态是
按压行程处于未按下且不受其它外力的状态，
自锁状态是产品按钮行程处于按下状态且不
受其它外力的状态。组合螺旋运动机构的平面
展开图见图 4，围绕影响组合螺旋运动机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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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转的因素，进行零件关键尺寸详细尺寸链
计算，是实现运动机构正常转换、输出合适的
开关按压行程的必要条件。组合螺旋运动机构
尺寸链计算包含①偏心度、②螺旋斜面角度范
围和③螺旋斜面与螺旋高度关系。 

 
图 4 组合螺旋运动机构展开图 

①零件偏心度计算 
设 τ为上锁芯某螺旋面尖端实际位置与

理论位置的距离，余量角度为 11°，可以设
与 τ对应的“余量角度”为 。 

 ）（
π

 2.18
D

360
， 

2
τmax




（其中 为同心度）。 

②螺旋斜面角度范围计算 
斜面是螺旋运动机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因此斜面的设计直接影响机构的性能甚至功
能。要想确定斜面斜率，需要确定支座锁芯材
料的摩擦系数μ，斜面角度应大于斜面自锁角，
即斜面斜率 K 应满足 K=tanα＞μ（图 5）。 

 
图 5 螺旋斜面角度 

③螺旋斜面与螺旋高度关系 
根据摩擦系数计算出的螺旋斜面角度范

围是一个很宽泛的理论值，而实际螺旋斜面的
确定还要受制于空间限制，理论可选螺旋斜面
角度范围实际很小，根据多次试验和论证，最
终确定上螺旋和下螺旋斜面斜率为
0.025mm/度。 

3.3 基于材料特性分析的精密零件设计与制造 

核心器件——带按钮开关信号灯的上锁
芯、下锁芯和支座零件尺寸小、形状复杂、且
精度要求高，均为非金属模具注塑件。为保证
这些零件的设计与制造实现，开展了关于精密
零件非金属注塑材料的分析和研究，分别对带
自润滑阻燃材料尼龙 66 FR50 和尼龙 66 (PA)
进行了对比分析。上锁芯、下锁芯和支座相互
之间存在大量相对运动，运动副的可靠性决定
核心器件寿命可靠性，对材料相互之间的摩擦
要求高：材料本身具有一定的韧性和耐磨性，
同时材料相互摩擦时将磨损降到最低。开展材
料的耐磨性测试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6，
表明尼龙 66 (PA)材料磨损颗粒较大，增加了
机构运动的阻力，而尼龙 66 FR50 颗粒微小且
材料带自润滑作用，相互摩擦时产生厚度为
（2～3）nm 的转移膜能起到稳定的润滑作用，
适用于精密零件的设计与验证。为寻找上锁芯、
下锁芯和支座零件寿命的最佳制造工艺，就不
同模具温度、不同管温、不同摄粉压力、不同
按压频次条件进行了大量的寿命对比试验，试
验结果表明在模具温度 75℃、管温 255℃、
射粉压力 85MPa 的条件下采用尼龙 66 (PA)
材料时试验寿命达到 90 万次[2]。 

 
 

 

 

③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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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材料耐磨性对比试验 
材料 对比前 对比后 

尼龙 66 
FR50 

  

尼龙 66 
(PA) 

 

4 驾驶舱统一调光 

驾驶舱调光包含导光板和显示器调光，导
光板分布在驾驶舱的各个操纵台上，采用
PWM 调光控制技术可以避免驾驶舱导光板电
缆长度不同导致的调光功率损耗不一致问题，
保证导光板调光统一；而显示器因通信接口限
制采用总线传输调光数据，必须正确综合应用
PWM 调光和总线控制技术使驾驶舱导光板和
显示器等多个发光体调光统一并同时解决
PWM 调光的电磁兼容问题。 

以实现驾驶舱导光板和显示器调光视觉
效果统一为目标，在驾驶舱显示资源布局统一
的基础上，导光板采用高效率的 PWM 调光控
制技术、显示器采用总线控制技术，解决导光
板 PWM 调光和显示器总线控制调光匹配和
统一的难题；结合占空比斜率控制、高频滤波
等组合技术的应用，解决 PWM 调光控制技术
应用中的电磁兼容问题。 

4.1 PWM 调光与总线控制综合应用 

飞机驾驶舱调光资源丰富，但发光器件形式不
同，导光板采用高效率的 PWM 调光控制技术，
显示器通过 429 总线数据调光。导光板调光亮
度范围由初始亮度 0 到最大亮度（最大值

5.1cd/m2）连续可调，PWM 占空比范围
15 1
1 15(1 )% ~ (99 )% 

  ，控制精度高，范围广；显
示器在昼模式下亮度范围（15～900）cd/m2，
夜模式下亮度范围（0.1～20）cd/m2。由于
发光器件不同，显示器和导光板的调光曲线不
同，显示器亮度与总线传输的亮度代码、导光
板亮度与 PWM 占空比分别形成对应关系。当
接收调光输入时，对应导光板的 PWM 占空比
发生变化，经过驱动电路调节导光板亮度，与
此同时显示器同步接收总线传输的亮度代码，
调节显示器的亮度，最终使导光板和显示器的
亮度变化均匀、符合人眼视觉线性，保证驾驶
舱调光统一。 

4.2 基于 PWM 调光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驾驶舱导光板采用 PWM 调光控制方案，
驱动电路比传统的电压源控制调光方式更可
靠，功耗更低，根据 PWM 脉冲信号波形（图
6），解决 PWM 调光电磁兼容的核心技术是
减小谐波分量。选定合适的调光频率基础上，
根据傅里叶级数展开方法（图 7），计算出信
号每次谐波的电平幅度，通过占空比的斜率控
制改变脉冲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同时
考虑电子开关在线性放大区的时间和功耗，根
据减少谐波分量降低电磁场能量，降低电磁干
扰。在 PWM 输出端再加上高频滤波电容，进
一步减小谐波分量，电容参数越大，效果越好，
但也是考虑到电子开关的发热问题，电容参数
选择为 100uF，采用占空比斜率控制和高频滤
波组合技术解决电磁兼容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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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WM 脉冲信号波形图 

 
 
 
 
 

 

图 7 傅里叶级数展开方法 

5 总结及展望 

5.1 总结 

通过分析国内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设计
存在的人机工效研究不足、可靠性低和传统电
压调光方式带来的问题，从操控组件人机工效
提升着手，进行一体化设计，分别从核心器件
和驾驶舱调光控制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核
心器件国产化和驾驶舱统一调光等解决方案，
并在某型飞机驾驶舱操控组件设计中成功应
用，满足飞机各系统操控组件整体布局设计的
要求，使驾驶舱操控组件布局统一、亮度变化
柔和一致，实现了高舒适度的人机工效，提高
了人机交互界面的可靠性和集成度。 

 
 
 

5.2 展望 

操控组件中的核心器件包含操控和显示
器件，其中，显示器件如导光板、带按钮开关
信号灯等均采用 LED 光源，其可靠性高、安
全环保、方便二次设计（光分布和出光角度），
且调光范围宽（1%～100%可调）。但在实际
工程化应用中，LED 光源存在不可避免的批次
性差异，进而会影响光效的一致性，最直观的
就是亮度不均匀。为满足一致性要求，可采用
如下方式： 

a）对使用的每个（组）LED 光源逐一进
行电路参数调整； 

b）加强 LED 光源入场检验管理，采用筛
选分批编号入库，分批存放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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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n 为脉冲中第 n 次谐波的电平； 
V0 为脉冲的电平； 
T 为脉冲串的周期； 
tW 为脉冲宽度； 
tr 为脉冲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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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心  设计七室  刘宽耀 

摘 要: 飞机座舱控制面板作为人机接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机载航电系统中，信号

灯、扳动开关、波段开关、按钮等核心器件是座舱控制面板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起到反馈飞

机系统的状态或执行飞行员指令的作用，尤其是在某些紧张的飞行状态（如起飞或着陆等）中，

核心器件必须具有实时、可靠、易判读的特点，需符合人机工效学的要求。本文就目前国外主

流飞机的座舱控制面板核心器件做统计分析，旨在把握现状和预测趋势。 

关键词: 核心器件、信号灯、扳动开关、波段开关、按钮开关、保护盖 

 

 

1  前言 

飞机座舱控制面板作为人机接口，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机载航电系统中，信号灯、
扳动开关、波段开关、按钮等核心器件是座舱
控制面板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起到反馈飞机
系统的状态或执行飞行员指令的作用，尤其是
在某些紧张的飞行状态（如起飞或着陆等）中，
核心器件必须具有实时、可靠、易判读的特点，
需符合人机工效学的要求。本文就目前国外主
流飞机的座舱控制面板核心器件做统计分析，
旨在把握现状和预测趋势。 
2．飞机控制面板核心器件的发展现状 
2.1 信号灯 

在众多种类的核心器件中，信号灯的需求
量最大。战斗机座舱中信号灯占所有核心器件
的 38%左右,如图 1 所示，运输机的顶控板上
信号灯的占有率则更大，像空客 A330/A320、
波音 747/777/787 等客机比重都在 57% 以上。 

因信号灯在控制面板上的重要等级不同，
将其分为带保护式和不带保护式两种。显然带
保护式信号灯数量远远少于不带保护式，约是

不带保护式信号灯的十分之一，常用保护装置
是有机玻璃盖或金属网格罩。 

 

图 1 核心器件分布 (a)战斗机(b)运输机 

从屏数的角度讲，信号灯有单屏、双屏、
多屏之分，战斗机控制面板上，设计师都倾向
于 使 用 单 屏 信 号 灯 ， 从 统 计 美 系
（F18/F22/F35）、苏系(Su27/Su33/Su35S)、
欧系(Typhoon)战机结果看，单屏信号灯占战

b

a

 

主流飞机座舱中核心器件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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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总信号灯数的平均百
分比高达 67%；运输机
上信号灯的使用则有所
不同，不论是顶控板、仪
表盘还是中控台，双屏信
号灯都占到了一半，且空
客的安装数量比波音多，
例外的是伊尔 76 军用运
输机的仪表板和中控台
上没有一个双屏信号灯，
这也符合俄国工程师的
习惯，在苏系战斗机中双
屏信号灯很少使用。多屏
信号灯虽然占比少，但是
不可忽略其存在，比如在
波音的 C17 上有 7 个三
屏信号灯。 

2.2 扳动开关 

扳动开关是通过拨
动开关柄使电路接通或
断开，从而达到切换电路
的目的，在核心器件中占
有数量位居第二，平均占有百分比为 20%，可
工作于大电流电路。扳动开关种类很多，装机
数量最多的是不带保护式单极两位扳动开关，
其中美系 F22 和欧系阵风战机上单极两位扳
动开关数量占所有扳动开关的 67%，在众多战
斗机型中占比最高；军用和民用运输机的座舱
内此类开关的平均占比都在 44% 以上，特别
是顶控板，不带保护式两位扳动开关平均占比
更高，这方便飞行员的识别与操作。 

带保护式扳动开关又可分为提拉解锁式
和保护盖式，战斗机座舱中三位和两位提拉解
锁式扳动开关整体占都比对应保护盖式扳动 

图 2  空客 A320 顶控板 

开关高，这是因为提拉解锁式操作时提-扳是
一连贯动作，而保护盖式操作时翻-扳是一间
断动作，显然连贯动作可提高操作的可靠性和
快速性；运输机驾驶舱中这两种开关的布局规
律相反，特别是军用运输机，保护盖式扳动开
关装机比重更大，A400M 和伊尔 76 中的仪表
板和中控台上的带保护盖式扳动开关平均占
比为 39%，而提拉解锁式占比为 0%，这是由
运输机的特点决定的，它更强调操作的准确性
和平稳性，这有别于战斗机。 

扳动开关的拨杆形式多种多样，有水滴状、
台阶状、扁平状、伞状、带荧光球式……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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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斗机还是运输机，水滴状拨杆使用最多，
约占所有拨杆形式的 60%，且军用运输机占比
比民用运输机和军用战斗机都高。台阶状拨杆
比水滴状要粗，用于提拉解锁式扳动开关，拨
杆的顶端做滚花处理，增大摩擦力，便于飞行
员进行提拉操作，其在拨杆中的占比位居第二，
像伞状、三角形拨头、方形拨头等都是台阶状
的变形，功能与其类似。带荧光球式拨杆虽然
占比少，但在战斗机、运输机上都有应用，比
如 F22/F35/T50、空客、波音上都出现了一个
或几个，因为这些位置的开关很重要，便于飞
行在夜间识别。 

 
图 3 常用扳动开关 

2.3 波段开关 

旋转式波段开关是一种选接不同电路的
元件，不像扳动开关只有两位或者三位，波段
开关可根据电路的需要确定开关的挡数，每挡
的角度一般有 22.5°、30°、45°、90°，
可自由在几种电路状态间切换，但是由于触点
面积的限制，不可切换大电流电路。民用运输
机和战斗机座舱中波段开关占核心器件的 8%，
是一种重要的功能元件。不同角度波段开关占
所有波段开关的比例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
45°、30°、90°、22.5°，因此 45°波段
开关最受欢迎。战斗机座舱中 45°、30°、
90°三种波段开关的所占比例相差不大，且数
量较少，最多的 F18 才 7 个，因为波段开关不
满足机动性很强的战机需要高效性操作。运输
机则更多使用 45°波段开关，各档位波段开
关占比差别大，统计结果显示波音和空客顶控
板上 45°波段开关的占比超过了 70%，数量

最多的波音 787 上使用了 24 个；再者顶控板
上波段开关占有率比中控台和仪表板上都高，
这是功能区域划分的结果，中控台主要布局油
门等重要部件，仪表强调系统信息反馈与显示，
顶控板则集中了各类电器的控制。 

 

图 4 常用波段开关 

2.4 按钮开关 

按钮开关是指利用按钮推动传动机构，使
动触点与静触点按通或断开并实现电路换接
的开关。按钮开关是一种结构简单，应用十分
广泛的电器。在飞机上，常用的是自复位式按
钮开关。战斗机座舱中按钮开关占核心器件的
11%，且都是不带保护盖式的按钮开关；运输
机座舱中按钮开关占核心器件的 5%，绝大部
分都是不带保护盖式的按钮开关，但是空客系
列的飞机（从 A300 到 A340）有 3～6 个带保
护式的按钮开关，占总体按钮开关的 17%～
32%，保护装置是金属翻盖。按钮开关在顶控
板、中控台以及仪表板上的分布规律与波段开
关类似。 

 
图 5 操纵手柄上的按钮开关 

2.5 保护盖 

保护盖是保护重要级别高的核心器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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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灯、开关）免遭误操作或损坏的装置。战斗
机座舱中保护盖较少，保护盖的平均个数不到
4 个。网格金属框保护盖用于保护信号灯，美
系和苏系战机倾向于用这种保护盖，在战斗机
保护盖中占 28%，比例最高。台风或阵风战机
上的信号灯则使用有机玻璃保护盖，而不用网
格金属保护盖。弧形壳保护盖用于保护扳动开
关，在战机保护盖族中的比例很高，为 21%。
T50 战机使用了一种 U 状保护盖，拨杆置于 U
状槽中，不像弧形壳完全覆盖拨杆，更清晰简
单。在运输机座舱中保护盖个数明显增加，空
客使用网格金属框作为信号灯保护盖，空客则
用有机玻璃盖作为信号灯保护盖，波音采用弧
形壳作为扳动开关保护盖，空客则 U 状保护盖
作为扳动开关保护盖。再者，空客还独具按钮 
开关保护盖和点火开关保护盖。此外，军用运
输机偏向使用网格金属框和弧形壳。 

 

 
图 6 常用保护盖 

2.6 旋钮 

旋钮是电位器或波段开关的附属部件，是
人机交互的媒介。旋钮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
类是电位器用，因旋转扭矩较小，常用的是侧
面均匀分布微槽的锥台；另一类是波段开关用，
旋转扭矩较大，采用双切边圆柱状旋钮。战斗
机座舱中这两种旋钮占了所有旋钮的 77%，其
它旋钮多用于电位器，是第一类的变形，或改
变粗细，或增加一台阶。运输机座舱中旋钮的
分布规律与战斗机座舱类似，由于中控台和仪
表板上的电位器和波段开关分布少，则它们上

面的旋钮数量也少。 

 

图 7 常用旋钮 

3  飞机控制面板核心器件的发展趋势 

随着航电技术的不断发展，飞机上个系统
接收和需要发布的指令不断增加，飞行员的负
担会逐渐加重，因此核心器件也需要很大的改
善。目前，飞机座舱核心器件正朝着综合化和
简单化方向发展。 

(1)信号灯功能组合化。信号灯与按钮开
关是两个独立的元件，飞行员按下开关后需要
找到相关信号灯，以核实开关的状态，这就增
加了飞行员的工作；新型的带开关功能信号灯
（如 Korry318）是一种开关与信号灯的组合
件，开关帽不再是不透明塑料件，而是能发光
的信号灯，飞行员能够实时的获取开关状态的
信息。再者，早期单屏信号灯使用比例高，但
它占据的面积大，反馈的信息量少，逐渐不能
适应现代飞机的设计要求。于是研发出双屏信
号灯，相同大小的面积屏幕上可以传达两种信
息，并成为波音和空客系列运输机上使用最多
的信号灯。C17 上出现了三屏信号灯，但每个
区域的显示面积小，不利于引起飞行员的注意，
因此装机量不大。总之，双屏信号灯仍是主流。 

(2)扳动开关操作便捷化。随着控制面板
技术的长足发展，扳动开关的数量正逐步减少，
并且空客和波音运输机上单极两位扳动开关
的比重逐渐增大，说明扳动开关向操作便捷化
方向发展。此外，台风战斗机两侧控制面板上
的扳动开关带上不同形状的帽子，实现图形编
码，便于飞行员的识别与操作。 

(3)波段开关一致化。战斗机（从 F18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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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从 Su27 到 Su35S）波段开关的数量也
在减少，但运输机上波段开关的分布并未出现 

此规律，早期的运输机上波段开关种类多，
大小不一，设计与制造麻烦，工作量大，可是
现代的运输机上波段开关布局发生变化，种类
减少，甚至像 A340 和波音 777 的顶控板上几
乎只用了 45°的波段开关，这种一致性高的
好处是互换性好，成本降低。 

 

 
图 8 空客 A340 和波音 777 顶控板 

(4)显示技术数字化。从统计结果看，早
期的飞机上仪表数量多，显示屏则少见，随着
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显示器正逐步替代仪表，
向着机载设备数字化方向发展。像 Typhoon、
Su35S 上采用高清晰大屏幕显示，如图 9 所示，
整个座舱内没有一个仪表，使仪表板布局简洁，
便于观察，并且显示内容灵活多样、易实现综
合显示。 

图 9 数字化显示技术 
(a)台风战机 (b)苏 35 战机 

4  结束语 

虽然飞机座舱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飞行员的工作负荷，但也带
来了诸多与飞行安全相关的问题，比如自动化
系统故障或失效后难以恢复功能、飞行员情景
意识丧失、飞行员心理负荷加重等。目前，我
国飞机座舱数字化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可
靠性不高,因此核心器件（信号灯、扳动开关、
波段开关、开关按钮等）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比如研发多功能组合器件、
升级特种设备操作开关、系列化扳动开关和波
段开关等。 

 

 

  本文编辑：李龙茂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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