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多重重触触

EE--22DD

浅浅谈谈触触

革革命命性性

浅浅谈谈触触

未未来来触触

盘盘点点全全

 

触触控控技技术术研研

DD““先先进进鹰鹰

触触控控技技术术及及

性性的的战战斗斗机机

触触摸摸控控制制式式

触触控控新新机机遇遇

全全球球十十大大著著

研研究究综综述述

鹰鹰眼眼””预预警警

及及应应用用 

机机座座舱舱航航

CC

式式 CCPPAA 的的

遇遇 

著著名名的的预预

述述 

警警机机 

航航电电 

PPAA

的的人人机机界界面面

预预警警机机 

AA

面面设设计计和和应应

控控制制
  及及A 

应应用用前前景景

制制面面
及及相相关关

面板板组组
关关技技术

22

组组件件 
技术术  

22001155..0

第第五五期期

0066 

期期 



目录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五期 

1 

 

 

 

 

主办方：中航工业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承办方：技术中心 

出版日期：2015 年 06 月 

主编辑：徐海琴 

副主编：邵俊 

编  辑：李龙茂 刘昭 梁晨 

 

编审组成员： 徐海琴  冉剑    许鹏 

张志军  梅宇飞  张基斌 

邵俊    李龙茂  刘昭     

 

专家顾问：  侍冬平  刘阳    徐海琴 

高胜林  曾庆兵  陆剑峰     

许华昌  朱永年  黄逸生   

 

投稿邮箱： OA（徐海琴、邵俊） 
 

联系电话：18621955297  61497 

 

2015 年第 3 期 总第 5 期 

目录 

 

空中力量 

E-2D“先进鹰眼”预警机的前世今生   2     

盘点全球十大著名的预警机           7 
                           

未来趋势 

浅谈触控技术及应用                12       

未来触控新机遇                    17 

先进技术 

革命性的战斗机座舱航电 
—— 玻璃座舱            21 

革命性的战斗机座舱航电 

—— 头盔显示及夜视      28 

理论研究 

多重触控技术研究综述              38 
               
浅谈触摸控制式 CPA        
的人机界面设计和应用前景          44 
 
 
 
征稿启事                          51 

控控制制面面板板组组件件
  及及相相关关技技术术  CCPPAA  



目录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五期 

2 

 
 
 
 

美国海军的 E-2D AHE（“先进鹰眼”）是一种扩展了预警和监视功能的全天候、双引擎

舰载飞机。这是自 1971 年 E-2C“鹰眼”预警机首飞以来一系列改进的最近一次。E-2D AHE

在作战能力上将有多项改进：增加了对空目标的探测能力，特别是对濒海地区的环境感知能力；

支持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改进了作战可用度。 

 
 

概述 

E-2 舰载预警机自 20 世
纪 60 年代初问世以来，经
过 40 多年持续不断地改进
发展，先后有 A、B、C 等
型号问世。由于具有独特的
战术技术性能和显赫的实战
功绩，“鹰眼”系列预警机
一直在美国海军中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进入 21 世
纪，为满足美国海军网络中
心战的迫切需要，诺斯罗
普·格鲁曼公司发展了下一
代主力舰载预警机——E-2D“先进鹰眼”。 

E-2D“先进鹰眼”空中预警机的设计可
提供适合当前和未来任务需求的态势感知能
力，对空中来袭各种威胁提供预警，提高战斗
机的任务有效性。“先进鹰眼”装备了最新研
发的 AN/APY-9 电子扫描阵列(ESA)雷达、协
同作战能力(CEC)系统、电子支援措施、分离
仪表板传感器，与装备了“宙斯盾”作战系统
的水面战舰合作，可在远距离范围内对巡航导
弹进行侦测、跟踪与拦截。E-2D“先进鹰眼”
可提供无与伦比的海上领域态势感知能力，包
括有人/无人飞机空域控制、水面舰艇行动监
控、民事支援服务以及战术部队的指挥控制。 

可以看出，作为美国海军迈入网络中心战
的重要一步，“先进鹰眼”预警机正在从为航
母战斗群提供远距离预警的传统角色，转变成
为一种承担整个战场指挥与控制任务的全新
角色。作为实现 21 世纪海上力量战略的重要
一环，美国海军已经确定采购 75 架 E-2D，未
来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采购数量，使每艘航母装
备 8 架，以便实现连续 7 天 24 小时地执行任
务。根据研制进度，预计首架 E-2D 验证型将
在 2007 年首飞，首批 2 架初始生产型将在
2011 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毫无疑问，E-2D
预警机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美国海军网络中
心战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空中节点。  

E-2D“先进鹰眼”预警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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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D 采用“全玻璃”战术座舱 

E-2D“先进鹰眼”预警机采用完整的
“全玻璃”战术座舱，能够搭载五名飞行
员，其中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员以及 3
名任务系统操作员。 

E-2D 的战术座舱将综合航空电子领域
的最新技术，不仅将满足飞行员驾驶飞机
的需要，而且将允许两名驾驶员中的一人
担任第四任务系统操作员。新驾驶舱的设
计特点是采用了“玻璃座舱”，包括 3 个
430 毫米的战术多功能彩色显示器，同时
可以显示飞行数据，这是与当前所使用的
机电飞行仪表显示器相比最大的变化。  

E-2D 的战术座舱主要集中了综合导航、
控制和显示系统（INCDS），为飞行员提
供增强的态势感知。飞行员或者副驾驶将

能够控制战术显示器，有效地减轻其他机
组人员的任务负荷，而且能够看见后面位
置的操作员正在观察和注视的图像。这就
好像是通过光学链接，在预警机上增加了
一个额外的虚拟工作站。飞行员能够将飞
行显示器转换到战术显示器，这样就能够
看见空中图像，确定目标来自何方、敌我
识别、飞行方向和飞行速度等。  

综合导航、控制和显示系统还将增加
两个控制面板，用于管理三个战术显示器、
两个备份飞行显示器、两个电子/飞行控制
计算机、两个嵌入 GPS/惯性导航（EGI）
部件、一个记录和补偿导航和系统维护的
信息的飞行数据加载器、两个双通道空速
系 统、 冗余 的导 航和 通信 Mil-Std-1553B
数据总线和多路 ARINC 429 数据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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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D 的前生 E-2C“鹰眼”预警机 
Northrop Grumman 公司

设计制造的全天候 E-2C 机载预警
指挥和控制飞机自 1973 年以来一
直在美国海军服役。埃及、以色列、
日本、新加坡和台湾也使用 E-2C，
法国于 1998 年买了两架。  

E-2C 带有明显的直径 24 英
尺的旋转天线罩，和 12000 多磅
重的先进的电子设备，它可以监测 600 万
立方英哩的空域以及 15 万平方英里的海
面以便发现飞机、导弹、舰船和固定目标。
例如，在纽约市上空，E-2C 可以在拥挤的
波士顿到华盛顿空间走廊内跟踪所有的飞
机。  

E-2C 机组五人，正副飞行员各一，电
子 设 备 操 作 手 三 名 ， 分 别 是 ACO(Air 
Control Officer) 、 CICO(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 Officer)及 FT/RO 
(Flight Technician/Radar Operator)。
CICO 是机长(Mission Controller)，负责
指挥；ACO 的主要任
务 是 指 挥 空 中 拦 截 任
务；第三名是 FT/RO
雷 达 操 作 员 ， 兼 机 上
维 护 工 程 师 。 由 于
ACO 的任务繁重，而
E-2 故障少，美国海军
已把 FT/RO 取消，换
成 第 二 名 FT/RO 。
FT/RO 在 前 、 CICO
居中、ACO 在最后，
各 有 专 职 ， 但 也 可 以
分 担 他 人 的 任 务 。 三

人排排侧坐，背对机窗，起降时则将座椅
转 90 度面对机首。每人的操纵台上方安装
有一个十英寸单色雷达荧光幕，下方是一
个五英寸的字幕。为防止反光影响观看屏
幕，窗帘通常都会拉上。由于现代战场目
标繁多、交战区域呈非线性、电子对抗技
术不断进步，电子设备操作手的工作强度
非常大。E-2C 乘员不仅要应付高强度的作
战任务，还要和机内恶劣环境对抗。飞机
发动机发出巨大的噪音，电子仪器产生高
频率(400cps)噪音，冷气机也有噪音，机
身震动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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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机未来的发展方向 

自 60 年代初第一代预警机装备使用
以来，由于不断改进和完善，预警机至今
已发展到第三代。目前的预警机不仅能及
早截获和监视低空入侵的目标，而且还可
引导和指挥已方战斗机进行拦截和攻击，
从而成为空中预警指挥中心。  

大中型预警机以改进攻型为主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作战环境也随
之发生变化，如俄罗斯新式战斗机的雷达
截面积仅有 2～3 米，而巡航导弹的雷达截
面积更小，因此现代战争需要探测能力更
强的预警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由于
冷战已经结束，许多国家正在大幅度削减
国防预算，砍掉许多防务项目，再加上现
役预警机功能较强，有改进的余地，因而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估计世界范围内
不会再发展新的大型预警机，大中型预警
机以改进攻型为主。如美国空军拟使 E-3
至少服役到 2020 年，美国海军拟使 E-2C
至少服役至 2025 年。 

发展中小型预警机是必然趋势  

现代战争中特别是海湾战争表明，预
警机在空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
在海湾战争后，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出现
了研制、采购预警机的热潮。由于大型预
警机价格太高；许多中小国家国土不太辽
阔，海岸线、国境线不太长，使用大型预
警机是大材小用，再加上大型预警机技术
过于复杂，掌握与使用都很因难，因此大
多数中小国家对大型预警机望而却步。而
中小型预警机具有价格低廉、性能适中的

优点，能满足多数国家的需要，再加上使
用维护较为方便，无需大量维护保障人员，
对机场要求不高，因而研制中小型预警机
将成为今后的必然发展趋势。 

采用数据融合和与相控阵雷达等先进技术  

预计到 21 世纪，预警机将安装先进的
相控阵预警雷达、并利用战术数据链传来
的机外传感器的数据进行融合，以便更好
地探测隐身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弹
道导弹等目标。预警机还将装备功能很强
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和大量数据库，能更
好地识别目标和剔除干扰信号。 
    今 后 的 有 源 相 控 阵 天 线 可 能 采 用 高 效
的砷化镓单片 T/R 模块和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将双波段或多波段阵列安装在静止的
顶部天线罩、机身、机翼和尾翼上。除以
色列、瑞典外，美国也在研究相控阵雷达
技术。  
    数 据 融 合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提 高 预 警 机 的
敌我识别和隐身目标探测能力。目前，预
警机上的主要传感器仍是雷达，为了提高
识别能力，增大探测距离以及在雷达关机
时仍能跟踪目标，机上还装有敌我识别系
统、电子支援措施系统和接收机外传感器
数据的数据链。要充分利用各传感器的数
据，需将它们综合位置和速度信息比单一
传感器的好。 
    从 近 年 来 世 界 上 发 生 一 些 空 战 可 以 看
出，预警机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空海
军指挥空战的重要机种，预计未来预警机
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本文编辑  邵俊 



空中力量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五期 

7 

 
 

 
 

当今世界没有预警机的空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预警机，又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Air Early 

Warning，AEW），是为了克服雷达受到地球曲度限制的低高度目标搜索距离，同时减轻地形

的干扰，将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放置在飞机上，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

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 

 

 

一、美国 E-2“鹰眼”预警机 

世界上扩散范围最广、生产数量最多。
是目前世界上扩散范围最广、生产数量最
多的预警机，由格鲁曼公司研制，1956 年
开始设计，服役后即参加了越战。 

 已发展了多种型号，E-2C 是目前的主
力队员，也是美国海军唯一的现役预警机，
最新型号 E-2D“先进鹰眼”于 2007 年首
飞。这些改型外形没有多大变化，主要是
雷达的升级和电子设备的改进。一架 E-2C

能同时跟踪 2000 多个目标，并控制 40 多
个空中截击任务。 

 
E-2C 驾驶舱效果图 

 

盘点全球十大著名的预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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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国 E-3 

“望楼”预警机 

尝到 E-2 的好处
后，美国决心发展机
身 空 间 更 大 的 预 警
机，以安装更多的设
备 来 大 幅 提 升 预 警
机的性能，于是以波
音 707 客机为基础
开发的 E-3 现身了。 

于上世纪 70 年
代 开 始 装 备 美 国 空
军，是一种大型远程
预警机，可有效监视空中及海上目标，并
具 备 远 程 目 标 攻 击 指 挥 能 力 。 它 采 用
AN/APY-1 型脉冲多普勒雷达，天线安装
在机背上 6 转／分的圆盘式天线罩内。该
机最大的特点是能与战斗机的火控系统交
联，战斗机可以不使用自身雷达，而由 E-3
直接指挥攻击目标。 

 也有几个型号。E-3A 是美国空军的首
批生产型。E-3B 是 A 型的改进型，提高了
目标处理能力和搜索舰艇的能力。C 型与 B

型相同，但改装了与欧洲通用的通信系统。
D 型和 F 型分别装备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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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罗斯 A-50“中坚”预警机 

 

俄罗斯／苏联预警机的发展要滞后于
美国，其 A-50 与 E-3 类似，也是一种大型
预警机，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服役，以替
换图-126 预警机。 

它以伊尔-76 大型运输机为平台，安装
了包括脉冲多普勒雷达等设备在内的“熊
蜂”大功率电子系统。由于电子技术水平
落后于美国，A-50 的探测距离和跟踪目标
数量要逊于 E-3，但在有地面杂波干扰下识
别目标的能力上要优于后者。 

当然，针对不足，A-50 也在不断改进。
它最露脸的一次实战是在 1996 年通过截
获车臣匪首杜达耶夫的手机通信信号，从
而确定其位置，引导苏-25 将其炸死。 

四、澳大利亚“楔尾”预警机 

“楔尾”实非澳大利亚研制，只是澳
军方选中了波音公司研制的“楔尾”作为
自己的预警机，并订购了 6 架，土耳其也
看中了它。“楔尾”以成熟的波音 737 为平
台，上面整合了诺·格公司的多功能电扫
描相控阵雷达，于 2004 年首飞。 

其雷达天线布局很特殊：一块天线像
“背鳍”一样垂直安装在后机身上（两侧 

 

各扫描 120°)，另一块像搭积木似的水平
安 装 在 “ 背 鳍 ” 上 部 （ 纵 向 前 后 各 扫 描 
60°)，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天线阵，
可 360°扫描。它对战斗机的下视探测距
离 370 千米，可跟踪 300 个目标。由于采
用了最新技术，“楔尾”的信息处理速度比
E-2C 高出十多倍。 

五、以色列“费尔康”707 预警机 

 
“费尔康”707 在外形上不同于传统

意义上的身背圆盘式的预警机，这是因为
它采用了“环”式布局的 EUM-2075 全固
态电扫描相控阵雷达，在载机波音 707 的
机鼻、机尾和机身两侧安装有天线阵列，
可 360°扫描，反应速度远优于机械扫描。
它也成为世界上第一种采用这类雷达的预
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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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性能优越，可探测雷达截面积很
小的目标，总体性能与 E-3 不相上下，但
价格只有后者的 1/3，所以一出世就引起了
轰动，印度在 2004 年就订购了三架。而对
于中国军迷来说，“费尔康”更是一度传得
沸沸扬扬，多种情感融于其中。 

俄媒评估，中国 XX2000 的总体技术
性能与以色列“费尔康”预警机非常接近，
可大幅提升中国空军的远距离探测能力和
指挥能力。 

六、以色列 G550 预警机 

 
G550 实际上也采用“费尔康”空中预

警系统，于 2006 年 5 月 20 日首飞，其雷
达是升级版的 EL/M-2075 相控阵雷达，载
机平台为“湾流”G550 商务喷气机，但做
了较大改动。在机身前后和两侧装有被称
为 CAEW 系统的雷达天线整流罩，并加装
了为雷达供电的两台发电机和冷却系统。
该机滞空时间为 10 小时，最大速度 592
千米/小时，使用成本大大低于波音 707。 

七、日本 E-767 预警机 

E-767 是波音公司以波音 767 客机为
平台专为日本研制的大型预警机。日本虽
然未能如愿买到 E-3，但 E-767 却是意外之
喜。其机内容积是 E-3 的 2 倍，可以装备

更多的任务系统和设备。 

 

E-767 的雷达、航电系统和电子战系统
都是 E-3 所用设备的改进型，因而战术技
术性能明显增强。E-767 一次空中加油可飞
行 22 个小时，不加油航程比 E-3 要远 20％。 

八、瑞典“爱立眼”预警机 

 
瑞典的军工有相当实力，在预警机上

也毫不示弱。其 1985 年开始研制的“爱立
眼”雷达系统通过与不同平台的整合已形
成一个系列，即“萨伯”340、EMB-145，
以及“萨伯”340 的出口型“萨伯”2000。
它们的标志性特征是机背上的“平衡木”
式雷达天线，其雷达为 PS-890 型电扫描相
控阵雷达，具有波束窄、精度高的特点，
可探测和跟踪多种目标。由于价格低廉，
且维护和运行费用低，不仅瑞典空军装备
了它，希腊、巴西等国也对它情有独钟。
为抗衡印度自以色列引进的“费尔康”，巴
基斯坦选中了“萨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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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英国“猎迷”
预警机 

英 国 最 早
研制出雷达，但
在 以 雷 达 为 主
体 的 预 警 机 研
制 上 却 磕 磕 绊
绊。英国自主研
发 的 “ 猎 迷 ”
1980 年首飞。
其外形很独特，
在 机 头 和 机 尾
有两个大鼓包，里面安装的是共用一个发
射机的连续波雷达天线，但在试验过程中
发现雷达工作极不可靠，无奈之下英国痛
下决心，停止“猎迷”研发，转购 E-3。如
果“猎迷”能够服役，并能在马岛战争中
上场，或许能让当时因没有预警机而被频
频击沉舰船的英国海军保全一些脸面。但
历史不容假设。 

十、印度 ASP 预警机 

印度于 1985 年 l 月开始“机载监视平
台”(ASP）的研制工作，研制时雄心勃勃，
性能要求远远优于美国的 E-2C，甚至期望
具有侦察卫星的功能。ASP 以印度仿英的
HS-748 涡轮螺旋桨运输机为平台，上面安
装其国产雷达等设备。在试验取得初步成
功后，该机 1996 年公开亮相。但在完成

90 ％ 的 试 验 项 目
后的 1999 年，该
机 连 同 科 学 家 和
试 飞 员 在 试 验 时
机毁人亡，元气大
伤。印度不得已转
求外援。 

 
 
 
 

 

本文编辑  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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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的触摸技术相比，光学触摸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工业界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没有

下面将要提到的两个相当大的缺点，光学触摸技术现在已经成为触摸技术的主流。光学触摸屏

技术的最新发展使得光学触摸技术复兴，为其成主流触摸技术奠定了基础。 
 
 

0 引言 

光 学 触 摸 技 术 最 初 是
1970 Caroll Touch 公司（现
在是 Elo Touch Systems 的
一部分）发展起来的，现有不
少供应商出售该项技术。和其
它的触摸技术相比，光学触摸
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工业界的
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没有下面
将要提到的两个相当大的缺
点，光学触摸技术现在已经成
为触摸技术的主流。光学触摸
屏技术的最新发展使得光学触摸技术复兴，为
其成主流触摸技术奠定了基础。 

1 光学触摸的工作原理 

传统的光学触摸系统是在显示器的两个
相邻斜面上采用红外发光(IR)二极管(LED)阵
列，并在相对的斜面边缘放置光敏元件，用于
分析系统、确定触摸动作。LED-光传感元件对
在显示器上形成光束栅格。当物体（例如手指
或者钢笔）触摸屏幕遮断了光束，就会在相应
光传感元件处引起光测量值的减弱。光传感的
输出测量值可以用于确定出触摸点的坐标。通
常控制器是扫描光传感阵列，而不是同时测量
所有的光传感器，因此这项技术有时被称为"

扫描 IR"。在这项技术的高级版本中，每个光
传感器测量来自不止一个 LED 的光，这使得
控制器可以补偿由于屏上不可移动的碎片而
引起的光的阻断。 

这项传统的光学触摸技术已经主要用于
触摸市场中的相关领域。过去，它的广泛应用
由于两大原因曾经受到限制：技术成本比与之
竞争的其他触摸技术要高，还有在亮环境光下
的显示性能问题。后一个问题是由于背光源放
大了光传感元件的背景噪声。在有些情况下，
噪声大到无法检测到触摸屏的 LED 光，导致
触摸屏的暂时失灵。这个问题在阳光直射下最
为显著，因为阳光在红外区域分布有大量的能
量。 

 

浅谈触控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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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传统的光学触摸技术由于其它的一
些技术问题，例如功耗、机械包装约束、分辨
率的限制导致系统检测 PDA 笔等小物体的能
力受限等，而没有被手持式触摸屏（例如手机
和 PDA 等）采用。其它技术例如模拟电阻技
术由于成本低很多，主导了移动设备触摸屏的
市场。 

但是光学触摸的特性还是可取的，代表了
理想触摸屏的属性，包括可以去除其它触摸技
术都必需的显示屏前的玻璃或塑料层。在很多
情况下，这种覆盖层采用透明导电材料，例如
氧化铟锡(ITO)，这会导致显示屏的光学性能
下降。光学触摸屏的这个优势对于很多设备、
显示屏供应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设备的
售出与使用者的感觉质量相关。 

光学触摸的性能是传感器的数字输出，相
比之下，很多其它的触
摸系统是依赖于模拟信
号处理来确定触摸位置。
这些与之竞争的模拟系
统通常需要不停的再校
准，对信号处理（增加
了成本和功耗）的要求
比较复杂，与数字系统
相比精确度相对降低；
并且由于操作环境引起
更长时间使用后系统失
灵。 

 

光学触摸的优点是通常情况下没有手指、
笔或其它被识别硬件的直接接触。这就减少了
触摸屏由于接触失败、老化、疲劳引起失灵的
可能。这与低压力触摸的要求也有关。在一个
光学触摸系统中，只要与光束接触就可以了，
不需要检测力量或者触发系统。 

最后，光学触摸可以执行同时触摸，这是
其它触摸技术难以实现的。尽管同时触摸在过
去没有被广泛地发展，近期由于苹果 iPhone
等新设备引起了关注，它让同时触摸成为用户
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光学触摸最新的技术 

2.1 新元件和信号处理的改进 

处理：自从传统的光学触摸系统开始发展，
关键元件如 LED、光敏二极管、CMOS 芯片
在性能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成本大大降低。产
生模塑光学和信号处理算法的技术也有了很
大的发展和改进。因此，传统光学触摸技术有
了发展，至少与其它也在不断发展的触摸技术
相比保持着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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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进的光学系统设计 

近期，Elo Touch Systems 和 IR Touch
等公司试图解决光学触摸的背景或环境光问
题，主要采用改进边缘（缝隙）设计、光学滤
光片和更加复杂的信号处理来增强信噪比。如，
红外 LED 可以通过特定频率调制，光传感器
的输出只可以在该特定频率下解调。由此来降
低阳光对未调制的红外光的影响。制造商声称
的最新产品能承受 75~100klx 的环境光，表明
这些技术在降低光学触摸对日光的敏感度方
面有了不错的成就。 

3 光学触摸系统的应用 

新元件技术和关键器件的成本降低使得
大量崭新的光学触摸系统得以产生。便宜和更
尖端的光学系统设计工具的结合，为现有光学
触摸系统的设计和制造的再次提出创造了完
善的条件。 

3.1  Neonode 

Neonode 采用了传统的 IR 触摸技术，
LED 以及光敏二极管，关键在于将其微型化以
用于手持设备。除了将该技术用于其 N2 手机，

Neonode 还将它销售给其他的设备制造商。
但是还不清楚该技术是否被其他的手机销售
商采纳。该项技术的关键挑战在于斜面的高度。
很多手机制造商不断地尝试制造能在顶面齐
平或者接近齐平的新元件，他们希望显示器尽
量延伸，尽量靠近设备的边缘（使得显示器的
尺寸和对多媒体功能的体验都尽可能的大）。
可以发现 iPhone 屏幕的表面是平滑的，而
N2 手机屏的表面是凹的。通过对样品的检测，
N2 的斜高约为 1.6mm（包括包装材料的厚
度）；而 iPhone 的斜高为 0（平滑）。其它妨
碍 Neonode 触摸屏技术在手机市场使用的
问题有成本和功耗，都是因为设备中大量的采
用光电子元件（LED 和光敏二极管）造成的。 

对于这项技术及苹果 iPhone 的另外一个
潜在的挑战是只能用手指触摸的限制。亚洲智
能手机制造商更希望能够采用触摸笔输入，以
支持字符识别。NeonodeN2 上的光束间隔比
较宽，大约每厘米 2.5 个光束，手指大约能够
覆盖 9 个光束交叉点。这能节约能量，但是使
得触摸笔在触摸屏上无法使用。即使使用大的
触摸笔，由于分辨率不够，手写识别还是无法
实现。相比较而言，用于 iPhone 的导电轨迹

间隔相对比较窄，大概
每厘米 25 个轨迹交叉
点。但是，即便是投射
式电容性技术的分辨
率更高，它只能支持手
指触摸，限制了触摸笔
或是戴手套时的使用。
所以这个比较结论有
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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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ext Window、
SMART 以及其它技术 

Next Window 和
SMART 技术实现了基
于照相机的光学触摸，
至少有一个新的开始。 

Next Window 的
光学触摸屏技术采用了
两个放置在显示器相邻
边角上的线扫描照相机。
照相机根据红外光源的截断来检测任何靠近
表面物体的移动。由屏表面的一个平面产生光，
并由屏三个边上的定向反射条（定向反射镜使
得光从入射角沿着平行但相反的路径反射回
来）反射回相机。当手指（或任何物体）触摸
屏幕时，控制器就分析了相机中的图像，触摸
物体位置的三角关系。SMART 光学触摸屏技
术使用的是相同的原理，区别在于它用了四个
面扫描照相机。 

即使技术上允许光学触摸技术不需要玻
璃触摸表面，供应商也不会这样做，因为需要
保护 LCD 的软(2H)表面。这些技术比传统技
术先进在它们的有源器件更少，因此可以减少
成本，具有更长的平均失误间隔时间(MTBF)。
Next Window 销售的触摸屏的尺寸在 12～
120in 范围之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应用于监
视器尺寸的显示屏（例如 HP Touch Smart 家
用电脑），以及用于交互数字签名的大尺寸显
示。尽管这项技术具有很高的分辨率和数据传
输率，能够支持触摸笔的手写识别；但是，对
于小于 10in，由于边界宽度、成本、功耗的考
虑不采用掌上反射显示屏的还无法应用。 

 
 

3.3 夏普、东芝-松下显示(TMD)及其它 

夏普、TMD 以及 LG-飞利浦 LCD 都展示
了显示屏本身作为光传感器件的光学图像触
摸系统。这些新型的 LCD 在每个 LCD 像素中
集成了一个光传感器件（发光二极管或光敏晶
体管），这使得整个显示屏成为一个大矩阵光
传感器；加上合适的图像分析技术，它可以成
为触摸传感器甚至一个读卡扫描器。夏普最新
展 示 了 320 × 480 像 素 光 传 感 分 辨 率 的
3.5inLCD。由于固有的数字技术，它具有识别
出同时多处触摸事件的能力。 

将这项技术应用于触摸屏需要面临的一个
挑战是，在有各种不同类型环境光的情况下进
行信号处理。与普通的触摸屏不同，该技术需
要分析一幅复杂的图像来确认是否有触摸发
生。与普通的触摸屏相比，这项技术需要更加
先进、昂贵、耗电的处理器。另外，多种背景
光的存在会使得图像分析更为复杂。另外一个
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速度。比如说，手写识别通
常被认为需要至少每秒 130 帧的触摸识别速
度，以避免识别延时。这种处理速度对于基于
图像矩阵、低功耗的、用于手持设备的触摸技
术来说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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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RPO 数字波导触摸技术 

RPO 数字波导触摸(DWT)
技术是基于传统 IR 系统概念
发展而来的光学触摸系统。这
种系统采用 1～2 个低成本
LED，用来从两个相邻斜边提
供可控的光源（事实上是一个
红外光平面），然后在另两个相
邻的斜边上，利用聚合物光学
波 导 来 将 光 线 引 入 分 立 的
10m 管道进入一个小的光传
感器矩阵。 

这项由传统 IR 触摸改进
的技术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技术所有的缺点。下
面将讨论这些缺点。 

由于光电器件（LED 和传感器）不再放置
在显示器的斜边上；与传统的光学触摸系统相
比，斜面高度和宽度对触摸系统的影响减弱了。
RPO 展示了在显示区域外只有 2mm 的触摸
系统，从屏保护（镜片）到器件外壳的内表面
的侧面高度只有 0.5mm。 

DWT 因为只有 1~2 个 LED 和 1 个光传感
器芯片，所以成本要低很多；由于接收端的光
学信号进入分立的光导，被光传感器矩阵的独
立像素分别检测而具有"数字性"，所以它的分
辨率要高很多。因此，笔检测和手写输入识别
成为了可能。 

滤波器和孔隙化的发展使得环境光不再
是个问题，因为细小光学波导作为接收管道。 

使这项技术成为可能的关键是 RPO 公司
改进的低成本光刻印刷聚合物光学波导。这家
公司采用类似 LCD 的处理工具来沉积湿膜，
用直接的光刻图案处理薄膜，还有溶剂的改进。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改进聚合物材料和用于

生产大量、高强度的高分辨率光导的工艺用了
很多年。另外，这个 RPO 使用的光学系统设
计非常复杂，但是在物理系统中简单、便宜、
便于集成。 

RPO 在 DisplayWeek2007 上演示了这
个系统，当时用于 PDA 设备的多重触摸。DWT
现用于高端用户产品之中。理论上讲，这个系
统可以用于任意尺寸的显示屏，但是 RPO 最
初是面向中小型消费类电子和车载显示器的。 

4 结论 

以上这些新的光学触摸技术都可以在广
大且持续发展的触摸屏市场中占据属于自己
的一席之地。排除所有的技术缺陷，我们可以
预测光学触摸技术与其它触摸技术相比具有
关键的优点。总的来说，这些新技术，如果都
归类于"光学触摸系统"，最终可以占据触摸屏
市场的一大份。 

 
 

本文编辑  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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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摒弃了中控台完全由按钮、开关和旋钮占据的一贯车型设计，取而代之的是安装一

个 17 寸触摸屏来控制电动汽车。它是当前世界上几乎最大的中控屏幕，和两个 iPad mini 放

在一块差不多大。除了这块屏幕外，实体按钮非常之少，可见这个超大触模中控屏是玩转这辆

特斯拉的核心所在。 

 

引言 

特斯拉 Model S 车内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中
控上的 17 英寸全触屏。控制冷气功能的按钮、
车门锁、车内灯、天窗控制等功能全部都整合
到了这触碰式屏幕内。特斯拉车载系统基于
Linux 开发，并采用 Nvidia 处理芯片，系统是
开源的由前苹果工程师牵头设计特斯拉 Model 
S 中控的全触屏操作具有颠覆性，开启了中控触
屏的新纪元，满足了当前用户倾向于简单操作
的思维方式，并为设计师留出更多的创意空间。 

 

触控体验 

特斯拉 Model S 将几乎所有的功能都集成
在了这一块屏幕上，到底有多丰富呢？ 

 
 
 
 
 
 
 

 

车主可以通过大屏幕
调整很多常用的功能，比如
说调整空调风量、天窗开合
比例、前挡风加热、座椅加
热、屏幕亮度、方向盘模式、
阅读灯、氛围灯等功能，并
可实现分屏显示，根据自己
喜欢切换上下内容。此外，
仪表盘中的显示屏同样集
成导航功能。系统界面柔和
且友好，与苹果 iOS 6 风格
极为相似。

 

未来触控新机遇 

——以特斯拉中控台触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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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驾驶选项菜单中，可以对车辆的动态部分进行调节，悬架、转向力度、牵引力控制系统、
以及能量回收系统进行调节，调节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界面与我们熟悉的 iPad 几乎一模一样，
上手毫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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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斯拉的触摸屏可以迅速改变制动
设置，使得 Model S 可以更快速地刹车并为
电池充电。特斯拉的首席技术官 JB Straubel
今夏表示 Model S 的车载系统基于 Linux，因
为它是开源的。它的触摸屏可以控制高清广播
和陆地电台，网络连接由 AT&T 提供。Boblett
表示 Model S 还包含有一项叫 Homelink 的
功能，“当你进入房子的地理围栏后，就会提

供一个菜单让你打开车库。” Model S 的空
气悬架高度可以分为四个等级，调至很高的状
态下，其地盘的离地间隙会很高，走一些非铺
装道路完全没问题。 

 

Model S 的这块大屏幕离驾驶者有些远，
在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可能需要身体向前探，
这样对驾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都有一定影响，
不过这个问题似乎特斯拉也给出了答案，就是
强大的方向盘多功能按键。在以往的普通车型
上，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键最多也就是集成了
多媒体、巡航以及控制行车电脑等简单功能，
而在这台特斯拉 Model S 上，方向盘右侧的

拨杆可以对许多
车内的功能进行
操控，比如空调、
天窗、电话等等，
并通过仪表盘一
侧的区域进行显
示，驾驶者无需再
转移目光到右侧
的大屏幕，这对行
车安全有一定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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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技术存在的问题 

触控方式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就是
成本的问题，目前电容触控在大尺寸液晶面板
上的应用，成本还比较的高。第二就是稳定性
的问题，电容触控较为的脆弱，如果用户手上
有液体，触控就会失效。 

此外触控的方式还是需要用户集中一定
的精力。这样如果在不成熟的系统上应用，也
就是说我们提到的那种较为复杂的系统。用户
在操作的时候，很容易出危险。 

 相对来说，语音输入还是最为便捷的。
但是目前语音输入还不是很成熟，对于人声的
识别是很有限的。语音系统要成熟，需要大量
的数据积累，这样在语音输入的时候，就需要
联网计算，而汽车上的网络环境，也是不稳定
的。所以目前来看，语音输入在汽车上的应用，
需要一定的时间。 

 
 
 

Model  S: 未来已来 

和任何一辆奢华汽车相比，特斯拉最大的
不同在于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汽车，特斯
拉将互联网元素和智能理念融入到汽车中，因
而与众不同。 

特斯拉首席设计师弗朗茨解释他为何做
此选择：“传统汽车的驾驶舱非常复杂，充满
了按钮和开关。Model S 汽车内部就像一个小
起居室，墙上挂着一个等离子电视，剩下的就
是支撑部分，非常都市化和简约。这是一个非
常大的改变。正如人们逐渐从黑莓手机过渡到
苹果，同样的事情也在汽车行业发生。” 

在这个从传统汽车过渡到电动车的时代，
特斯拉用全新方式去思考、设计、制造和经营
汽车，让它从图纸变成了现实。特斯拉通过颠
覆式创新加快了人们对纯电动汽车的接受程
度，成为纯电动车浪潮的“弄潮儿” 

 
本文编辑 李龙茂 

 



未来趋势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五期 

21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刚问世时，座舱内只有简单、耐用、廉价的航电设备。

当飞行员执行低空高速任务时，完全依赖这些设备提供飞行和导航信息，但它们的表现却相当不称

职。50 年代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问世后，这些缺点就更加突出了，随着机载系统和仪表日益复杂，

迫使飞行员得花较多的时间低头查看，不仅对他掌握战术态势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更会危及低空

飞行的安全性。 
 

 

玻璃座舱 

玻璃座舱已是现代化战斗机的标准设备，作
为一种现代化的显示系统，使用多功能显示器取
代了几乎所有的传统仪表。老式座舱里繁多的样
式不同、功能各异的机电指针仪表大多被取消，
仅留下少数几个（如：罗盘）供紧急备用。玻璃
座舱仪表板上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器不仅能显示
虚拟仪表，还能根据飞行员的需要显示其它功能，
如飞行规划、武器控制等，能大大减轻飞行员的
工作负荷，因此玻璃座舱也被誉为战斗机座舱的
革命性发展。 

座舱革命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阴极射
线管（Cathode Ray Tube-CRT）开始取代某
些机电仪表，虽然当时这种新装置还很原始，却
给座舱带来特殊且全然不同的外观，因此获得
“玻璃座舱”的称号。到 70 年代中期，战斗机
座舱内的仪表和开关已经超过上百个，飞行员需
要随时注意一大堆指针、符号，手忙脚乱的情况
让人担心。美国主要的航空企业和国家航空航天
局 （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因而共同启动了座舱多功能显
示器研究计划，把基本的飞机系统、飞行和战斗
数据综合成显示器上的清晰易懂的图形和符号，
最后出现了完整的玻璃座舱概念。 

 

“发现”号航天飞机的玻璃驾驶舱 

从航空业界全盘接受多功能显示器来看，就
能知道此项研究有多成功。这是因为飞行员对飞
机和战术态势越了解，飞行就越安全，也越有效
率。以图形方式显示的关键仪表，如高度计、姿
态仪、速度表，不但容易阅读，维护成本也不像
传统仪表那样昂贵。玻璃座舱的紧急备用和保障
性能佳、重量轻、电力需求也比机电仪表少。 

玻璃座舱的优点不胜枚举：取代繁多的开关、
仪表（gauge）、传统指示器（indicator）；万
一失效，备用和保障性能佳；战术及导航的选项
较有弹性，且较准确；画面清晰、整洁；显示内
容可程序化。 

事实上，由于指针仪表的读值一目了然，所
以玻璃座舱显示器大多忠实还原了它们的外观。
所以就人机工程（ergoncmic）而言，玻璃座

 

革命性的战斗机座舱航电 

        ——玻璃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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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的主要优点不在于显示方式的改变，而在于在
需要时才显示飞行和战斗信息。显示系统在飞行
员要求时才会提供警告或警告信息，让飞行员的
信息负荷大幅降低，飞行员仅需注意最重要的信
息就行了。 

战术态势显示器 

在现代化玻璃座舱里，稍低于飞行员头部高
度、尺寸最大的居中显示器就是最重要的战术态
势显示器（Tactical Situation Display）了。战
术态势显示器一般显示以下数据和画面：雷达目
标、电子干扰源、移动地图、飞行计划、情报信
息（危险区域、威胁）。为了显示出能让飞行员
做出正确评估和态势感知的清晰战术态势画面，
战术态势显示器必须先综合战术信息，由计算机
解读并做威胁评估。事实上，飞行员任务数据和
态势感知信息的主要来源，就是战术态势显示器。 

战术态势显示器四周围绕着多个功能按钮，

不过最先进的
系统已用触控
显示器取代了
按钮。显示器上
除了战术信息
外，还会显示飞
向目标的规划
航线，当飞行员
准备攻击时，显
示器上会显示
目标区特写，系
统也会显示飞
机本身的航线，
还有可能探测
到飞机的距离
最近的敌方防

空系统。此时飞行员就可使用任务规划（Mission 
Planner）功能，规划另一条使飞机暴露于敌方
雷达时间最少的新航线。 

现代化高性能战斗机的飞行和战术动作，都
要通过座舱内的计算机显示器控制，所以战术态
势显示器上战术数据的类型和格式，以及显示器
的设计弹性就很重要。显示器的基本设计重点是
信息、地貌数据、地形透明图、文字窗口……等
的显示模式。新一代多功能显示器大多采用有源
矩阵液晶显示器（Active-Matrix Liquid-Crystal 
Displays），它的价格、尺寸、功能、以及技术
成熟度，都比被取代的 CRT 好很多。 

由于计算机绘图技术一日千里，今日的机载
显示器已能显示多种格式的三维飞行动画。战术
态势显示器上显示给飞行员的画面已融合导航
和战术信息数据，加上综合运用图形和三维动画，
可 以 降 低 飞 行 员 信 息 过 载 （ information 
overload）的风险，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决策。 

 

“阵风”战斗机的玻璃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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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态势显示器上所显示的战术信息都被
色彩赋予了特别意义，地面是绿色，“空中走廊”
与其它同色的物体重迭时颜色会改变，防空导弹
或雷达制导防空火炮这些地面威胁以黄、红色代
表其实时威胁等级，正在跟踪飞机的地面雷达则
以一个连到我机的箭头代表，箭头闪烁就表示它
已向我机发射防空导弹，而战术态势显示器也会
同时显示机载电子对抗设备是否在有效对抗来
袭导弹。举个简单的例子：F-22“猛禽”（Raptor）
的先进玻璃座舱没有任何传统仪表，只有六部即
使阳光直射下也能清晰阅读的彩色液晶显示器，
提供飞机上下前后左右的环境全览，让飞行员具
备完全的态势感知。舱内的战术态势显示器以全
彩标志来显示战术态势：敌机是红色三角形、友
机是绿色三角形、不明机是黄色正方形、僚机是
蓝色正方形、地对空导弹是五角形，旁边标注着
由雷达警告接收机数据库传来的导弹型号及攻击距

离。 

F-22 的战术态势画面 

在画面上以蓝色符号
代表飞机本身及僚机，空中
及地面的目标以不同的颜
色分辨敌我：友军是绿色，
敌军是红色，不明者白色。
空中目标在画面上是个棒
棒糖符号，当圆形部分为中
空时，表示是自己飞机探测
到的目标；为实心圆时表示
是其它飞机探测到，并从数
据链传来的目标；为半满圆
形时，表示自己和其它飞机
都已探测到此目标。棒棒糖
的棍子部分，一开始是一条
不与圆形接触的垂直直线，
当传感器开始锁定目标时，

直线会拉长向圆形靠近，但还是保持未接触的状
态，一旦直线碰到圆形就表示目标已被锁定，最
佳的攻击时机已经来到。 

 
F-22 的战术态势画面 

 

F-22 的玻璃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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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 战斗机座舱里没有传统的平显，取而代
之 的 是 全 景 式 座 舱 显 示 器 （ Panoramic 
Cockpit Display）和头盔显示器。这个横置式
显示器由两部宽 10 英寸高 8 英寸的高亮度触控
式（touch screen）液晶显示器组成，白天也
可清晰阅读，夜间作战时还能与夜视镜兼容。全
景式座舱显示器让飞行员拥有更大的显示画面，
整个画面划分成战术、传感器、系统、武器信息
四区，由飞行员依照个人喜好选定各区的画面大
小及种类。画面最上方 1 英寸用来显示功能控制
按钮，最大的单一显示画面是 10 英寸×7 英寸，
占了全部显示画面的一半，通常会用来显示周围
空域的战术态势，显示距离由 18.5 公里到 1,185
公里可自由调整。 

在画面上以蓝色符号代表飞机本身及僚机，
空中及地面的目标以不同的颜色分辨敌我：友军
是绿色，敌军是红色，不明者白色。空中目标在
画面上是个棒棒糖符号，当圆形部分为中空时，
表示是自己飞机探测到的目标；为实心圆时表示
是其它飞机探测到，并从数据链传来的目标；为
半满圆形时，表示自己和其它飞机都已探测到此
目标。棒棒糖的棍子部分，一开始是一条不与圆
形接触的垂直直线，当传感器开始锁定目标时，
直线会拉长向圆形靠近，但还是保持未接触的状
态，一旦直线碰到圆形就表示目标已被锁定，最
佳的攻击时机已经来到。 

F-35 的战术态势画面采用了棒棒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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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显 

平显一般由以下子系统组成： 
一部 CRT 
一台数字计算机 
一片复合玻璃，称为飞行员显示单元（Pilot 

Display Unit） 
一组平行透镜 
一片控制面板，置于显示单元的下方 
其它子系统；如：发电机、接收传感器数据

的接口单元、根据外界明暗自动调整图像亮度的
计算机系统…等。 

 

 
平显原理 

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显示图像、数据处理以
及控制 CRT，计算机接收接口单元送来的数据，
处理后产生信号，控制 CRT 内的电子束产生图
像，再通过一组平行透镜和一片半透明镜在显示
单元上投射出图像。外界光线可以透过显示单元，
但仅有来自 CRT 的光线会被部分反射进入飞行
员的眼中。 

复合玻璃的下方有许多按键，用来选择各种
不同的显示模式、调整影像、更换图像（导航、
空对面、空对空）、调整亮度和对比。如果平显
融入综合式航电系统内，则按键还会赋予控制的
功能。 

 
印度 LCA 战斗机的平显 

平显最重要的指拨之一就是显示数据的刷
新率和清晰度。平显显示是否精确、准确取决于
三个基本要素：显示单元在座舱内的确切摆设位
置、数据和图像的计算和投影定位、由透镜造成
的光学扭曲。这三个要素可能的误差总和不能超
过 0.050°~0.060°。亮度调整也很重要，图像
太亮会分散飞行员对外界的注意力，太暗又会看
不清楚。现在的平显都可由手动或自动方式来控
制亮度，以在飞行员的眼睛灵敏度和整体可见度
下取得最佳亮度。 

实时视场与衍射平显 

夜间低空飞行作战时，平显必须综合飞行/
导 航 参 数 与 火 控 数 据 ， 并 能 显 示 前 视 红 外
（Forward Looking Infra Red）传感器获得夜
视影像。马可尼航电公司（Marconi Avionics）
为 A-7E“海盗 II”（Corsair II）攻击机研制了第
一套具备这种功能的平显，并于 1978 年开始交
付。这套平显的一大进步是具备了有限但精确的
夜间攻击能力，不过它的视场（Field Of View）
不宽，带来了很大局限。早期平显在飞行员头部
不动的情况下瞬时视场（Instantaneous FOV）
大概是水平方向 15°，垂直方向 13°，显示范
围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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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E 的 TRAM 平显 
瞬时视场的大小取决于光学组件中的透镜

直径和复合玻璃到飞行员眼睛的距离，一些现役
战斗机（如：F-16）的飞行座椅向后倾斜，飞行
员眼睛到复合玻璃的距离又远了一些，让这个问
题更加难解。有人试图用较大透镜来改善瞬时视
场，却未能成功，因为如此一来平显也需等比放
大，为了避开弹射椅又要放得更远一些。 

无论制造工艺和设计多么精巧，传统光学技
术在平显视场和图像明亮度上还是受到复合玻
璃和光学系统的限制。要让飞行员看到既清晰又

明亮的图像，CRT 的就需要足够亮，但若反射图
像的复合玻璃又降低了 CRT 的亮度。这个问题
的症结在于复合玻璃除要反射光线外还需有良
好的透光性，让飞行员能看清楚外界，反射性和
透光性虽然不见得互相排斥，但却是属于截然不
同的性质，所以只能折中，限制了平显的显示亮
度。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光线衍射技术，休
斯公司（Hughes）率先研制出了实用化的衍射
平显，其它一些光学显示系统制造厂商，如：凯
撒航天电子（Kaiser Aerospace Electronics 
Corp.）、飞行动力（Flight Dynamics）、史密斯
（Smiths）、马可尼航电、泰雷兹航电（Thales 
Avionics）…等也相继研制生产了新型衍射光学
平显。这种平显亮度极佳，水平视场约在 30°
左右，重量及体积也比较小。 

与传统的准直平显不同的是，广角衍射平显
需要设计制造不同的光学系统。这种采用全息摄
影原理制成的平视显示器，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
后期平视显示系统技术的新突破。由这种原理制
成的平视显示器称为全息平显，又称衍射平显。
它采用曲面玻璃代替常规的平面玻璃，阴极射线
管产生的字符或图像经玻璃的半镀银面反射，叠
加到外景图像上。字符或图像由玻璃显示屏下的
透镜聚焦于无穷远处，有效地呈现在飞行员前面。
理论上可以实现 180°的总现场，而实际显示图
像的大小由准直透镜确定。 

 
衍射平显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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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研制
的第一种广角全息平显为例，该平显用全息图记
录构成薄膜透镜，覆盖整个曲面玻璃显示屏。采
用这种方法，复合玻璃本身就变成了光学系统的
最后一级透镜，其大小实际上占据了整个显示屏。
这种薄膜透镜是用激光摄影法在涂到曲面玻璃
显示屏上的明胶层记录下衍射光栅（亦称全息板）
的形状而构成的。经过处理后，在薄膜透镜上方
盖上第二层玻璃，形成夹层。“透镜”由明胶层
折射系数的变化形成，并产生衍射光栅效应。 

“阵风”的平显 

在白天，外景经过衍射平置至飞行员的透光
率通常高于 85%，与之相比，传统平显为 70%。
同样，阴极射线产生的信息从发光面到飞行员眼
睛的反光率亦高达 80%，而传统平显仅约为 25%
了。然而，这两种平显的最主要的差别还在于瞬
时视场的扩大上，新型平显的瞬时视场由以往的
窄视场（如 F-16A 装备的平显为 13.5°×9°，
F-15C 装备的平显为 12°×17°）提高到 30°
×20°。因为衍射光学系统对振动不敏感，大多
数广角平显复合玻璃的支架大大减小，这对改善
飞行员向舱外观察的视野非常有利。 

“台风”后座的平显 

由此可见，广角全息平显最突出的特点是：
在夜间或低能见度下，可以显示用于此种情况下
的微光电视和前视红外图像，真正达到宽视场、
全天候、全天时使用的目的，可以显着提高载机
的作战性能。 

衍 射 平 显 日 益 普 及 ， 欧 洲 战 斗 机
（Eurofighter）上的系统由马可尼公司研制，仅
有一片复合玻璃，即使在最强烈的阳光下也有很
好的显示效果。F-22“猛禽”（Raptor）战斗机
上的平显由美国空军仪器飞行中心（US Air 
Force Instrument Flight Center）研制，由 GEC
航电公司制造，视场达 25°×30°。 

 
F-22 的平显 

 
 

本文编辑  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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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盔显示器之后，座舱航电未来的发展有可能是所谓的“全人工视野”(full synthetic view)，

完全抛弃座舱盖，飞行员通过头盔显示器看到计算机根据传感器和导航系统所提供的数据，配合已

知的地形地貌资料所绘制的人工画面，画面上迭上各种符号、数据、辅助图像(如：防空系统的射

程)、飞机预定的飞行路线，以及用半球型或彩色符号标示的敌方威胁涵盖区。 

 

 

头盔瞄准器 

虽然飞行员可通过平显观看机外的景物，而
且最新衍射平显的视场也已经加大，但平显的视
场方向仍与机身轴线一致，涵盖角度仍然嫌狭窄。
这个问题在执行夜间任务时尤为严重，复合镜片
上显示的前视红外或微光电视（Low Light Level 
Television）影像是飞行员透视黑夜的唯一窗口，
视场不足就成为严重问题，只要飞行员偏转头部，
眼前即是一片漆黑。另外，最新一代短距空对空
导弹具备大离轴角度（off-boresight）交战功能，
但平显无法充分发挥这个功能。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把平显
综合到飞行头盔内。由于电子零件不断微型化，
这个目标如今已能实现，最简单的雏形就是头盔
瞄准器（Helmet Mounted Sight）了。头盔瞄
准器能指挥飞机和武器系统的传感器指向飞行
员注视方向，还能以适当符号提醒飞行员视界外
的目标。第一种实用化的头盔瞄准器是装备美国
海军 F-4“鬼怪 II”战斗机的霍尼韦尔（Honeywell）
的 AV8-8 视觉目标获取系统（Visual Target 
Acquisition system），共约生产 500 套。但是
AV8-8 内用来测量飞行员头盔和眼睛位置的传
感器就重约 0.8 公斤，飞行员在做高 G 动作时会

非常不舒服，因此这种头盔瞄准器随着 F-4 的退
役也一块消失了。 

 
安装了 AV8-8 视觉目标获取系统的 APH-6A 头盔 

 
俄罗斯米格-29 和苏-27 的头盔瞄准器 

到了 80 年代初，由于电子零件进一步的微
型化加上新材料的出现，头盔瞄准器概念又重新
兴起。现在已有数种成熟产品问世，它们除了具
备瞄准功能外，还能凭借非常先进的显示系统为

 

革命性的战斗机座舱航电 

           ——头盔显示及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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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提供各式各样的数据。典型例子就是由以
色列埃尔比特公司（Elbit Ltd）生产的 DASH 头
盔（Display And Sight Helmet-显示瞄准头盔），
装备了以色列空军的 F-15、F-16 和 F-4。DASH
头盔由四个主要组件组成：传感器、计算机、控
制面板、天线。安装在座舱盖下方的微型发射机
配合头盔内的接收机，可判断飞行员的头部位置。
DASH 头盔和机载导航系统、导弹引导头、雷达、
平 显 都 交 联 在 一 起 ， 当 它 与 全 功 能 操 纵 杆
（Hands on Throttle and Stick）综合成全操作
模式时，头盔显示器能显示如下内容：目标位置
与距离、导弹发射区、飞行信息（速度、高度），
以及各种警告信息。 

 
以色列的 DASH 头盔已经 

是以色列 F-15/16 战斗机的标准装备 

以 DASH 头盔的技术和特点为基础，埃尔比
特 公 司 和 美 国 凯 撒 航 天 电 子 公 司 （ Kaiser 
Aerospace electronics Corp.）组建的视觉系
统国际公司（Vision System International）研
制了 JHMCS 头盔（Joint Helmet Mounted 

Cueing System-联合头盔提示系统）。美国的第
一线战斗机，如 F-16、F/A-18、F-15 都已选用
JHMCS 头盔，有些国家的 F-16 也在中期寿命升
级（Middle Life Upgrade）中引入该头盔。
JHMCS 头盔可指挥大离轴导弹瞄准飞行员视线
注视处，确定导弹引导头的瞄准线，所以飞行员
仅需看着目标就能对它交战、锁定及发射导弹。
JHMCS 头盔的组件包括：轻重量的 HGU-55/P
飞行头盔、不影响飞行员弹射逃生的头盔显示器
和相关光学零件、迷你 CRT、磁性接收机单元、
迷你照相机、自动亮度控制传感器、以及微控制
器。 

 
JHMCS 头盔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头戴的平显系统 

 
JHMCS 的显示组件， 

取代了 HGU-55/P 飞行头盔原来的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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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盔瞄准系统概念开始发展时，仅有 CRT
可用来充当显示器，但尺寸及重量都得缩小。最
后人们研制出直径一英寸的小型 CRT，这个尺寸
经实际验证可提供最佳的光栅（raster）影像解
祈度和亮度（luminance）。 

简单来说，头盔瞄准系统的原理是测量飞行
员视线的水平、垂直改变量，并把信息传送给机
载雷达、惯性导航系统、前视红外系统、瞄准吊
舱、及武器。一般来说，头盔的位置定位是通过
一个或多个固定在座舱盖上的发射机，和头盔内
的微型传感器来共同完成。当飞行员转动头部时，
发射机产生的磁场会改变，微型传感器测量变化
值，送出信号驱动各传感器及武器指向飞行员视
线方向。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光电发射机和光电
接收机。 

 
F-16 座舱盖内侧的位置发射机 

头盔瞄准系统显示的信息基本上是瞄准准星
线（reticle sight）加上飞控和传感器/武器管理
所必需的信息。头盔瞄准系统和平显使用相同的
符号（symbology），显示的图案和文字焦距也
都定无穷远处。头盔内的显示组件包括光源和一
组传统透镜，用于把影像投射在护目镜上。光源
可以是发光二极管阵列（Light Emitting Diode）
或微型 CRT，一般来说后者显示图像更清晰，但
与头盔间的综合较困难。 

头盔瞄准器有许多优点，但它的亮度控制不
佳，且无法显示前视红外及微光电视的影像。飞
行员在执行夜间任务时仍要靠视场有限的平显
看清外界，在这些因素考虑下，头盔显示器
（Helmet Mounted Display）将很快取代头盔
瞄准器。 

头盔显示器 

头盔显示器系统可提供以下功能： 
显示飞行及战斗管理的图像。 
判断飞行员的视线（Line Of Sight），指挥最

重要的传感器及武器。 
在任何天候情况下提供光电传感器摄得的外

界影像。 
保留传统头盔的功能，如：保护飞行员头部，

连接无线电及氧气系统。 
整套系统的重量不能超过两公斤，以 1.5 公

斤最理想。头盔显示器系统功能中最重要的是视
场大小，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视场每增加
10°，重量大约会增加 0.2 公斤。在长时间任务
或高 G 值飞行动作下，这些重量会对飞行员颈
椎造成负担，因此头盔显示器要尽可能贴近飞行
员头部。 

早期头盔显示器非常贵，而且性能不佳：影
像模糊、分辨率差、亮度黯淡、对比度低劣、重
量不轻。但相关技术进步得很快，美国陆军航空
队（US Army Aviation）在武装直升机上率先采
用了头盔、头部跟踪器以及显示器综合成单一系
统的 IHADSS 头盔（Integrated Helmet and 
Display Sighting System-综合式头盔显示瞄准
系统），使用非常成功，这也促成了新一代综合
式头盔系统的研制热潮。 

新一代头盔显示器强调在任务各阶段都能帮
助飞行员提高表现，设计目标是使飞行员、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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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系统间进行更有效率的沟通，让飞行员获得
并维持态势感知，进而提升任务效益。但头盔显
示器在设计上不仅会遭遇技术问题，还会遇到与
飞行员问复杂的接口挑战，如：人人各异的头部
及脸部，因此设计上要非常有弹性。 

 
美国陆军用于直升机的 IHADSS 头盔 

最新的头盔显示器能提供 80°×125°的视
场，也不影响飞行员操控传统仪表。显示源可以
单独装在头盔上，或是较常见的置入头盔内。如
果要求高分辨率和宽阔的视场，显示源就不能太
小，非得用单独式的不可。头盔上的显示源通常
是单色 CRT，因为它与数字滤波器的搭配在性能、
重量、尺寸各方面最为均衡。 

CRT 成本低、来源容易、可靠、影像质量良
好，不过虽然已经小型化，但其电源需求、高正
极电压、产生高热仍是缺点，所以目前正在研制
和测试中的显示源有：平板（Flat Panel）显示
器、液晶显示器、场致发光（Electroluminescent）
显示器、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场致发射（Field 
Emission）显示器、真空荧光（Vacuum 
Fluorescent）显示器、等离子（Plasma）显示
器、微镜片装置（Micro-mirror Device）显示
器。这些试验性新产品的尺寸小、电力及电压需
求低、产生热量少、重量轻，对头盔显示器极具
吸引力，平板显示器尤其有望成为民航平显的迷
你显示源。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已经提供经费展开研究，研
制和综合平板计算机技术到下一代的头盔显示
器内。 

在引进人工智能和光纤传输技术后，预计未
来头盔显示器会有革命性的发展，头盔显示器和
各种传感器问的综合程度会更好，并有更高的资
料更新率以及智能型的信息显示。同样目前飞行
员在转动头部时出现了图像迟滞现象，未来应该
都会完全克服。 

 

 
最新版本的 HMDS 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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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项发展就是视觉国际公
司为 F-35“闪电”——第一架无平显的现代战斗
机——发展的 HMDS 头盔（Helmet Mounted 
Display System-头盔显示系统）。事实上，当
飞行员视线与瞄准线方向一致时，HMDS 头盔就
是 F-35 的虚拟平显；当飞行员视线逸出瞄准线
方向时，凭借围绕机身的六个分布式孔径系统
（Distributed Aperture system）的传感器，
HMDS 头盔会提供“穿透”机身的视觉体验，并
显示类似平显上的飞行性能数据、威胁信息、目
标瞄准图像。 

HMDS 头盔以内置的微光传感器进行夜视，
必要时还能以分布式孔洞系统影像显示周围三
百六十度的情况。系统使用的图像和符号和现役
JHMCS 头盔完全相同，用有源矩阵液晶投影器
取代了 CRT，在头盔左、右各一具，分别用于投
射影像及图像。夜视影像则由镜片投射到面罩内
侧，可提供 40°×30°的双筒视场。第一套
HMDS 头盔原型系统内有一支由 ITT 企业（ITT 
Industries）定制的 16 毫米直径影像增强管
（Image Intensifier Tube），以电极耦合组件
（Charge-coupled Device）储存影像视讯，
由头盔外两眼上方的光学管投射到面罩上。 

头盔显示系统另一项新发展，是欧洲战斗机
（Eurofighter）“台风”（Typhoon）的 HMSS
头盔（Helmet Mounted Symbology System-
头盔符号系统）。不论飞行员注视何方，HMSS
头盔都能提供飞行及战术信息。此系统采用双面
罩构型，夜晚使用透明防爆/显示面罩，白天使
用可上下翻转的防眩/激光眼部防护面罩，头盔
两侧各有一具增强管，提供 40°×30°双筒重
迭画面视场（前视红外影像也可投射到面罩上）。
头盔为一体式设计，与头部防护、生命支持、光
电完全兼容，还搭配全综合氧气面罩，提供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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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防护。头盔设计经过一系列严格测试，包括飞
行时速 1100 公里以上的气流冲击和弹射测试，
设计重心偏移量也尽减量小，以降低飞行员在高
G 值动作时头部的不适。 

夜视镜 

从 70 年代初起，由于精密武器系统的扩散，
改变了现代军事战争中的飞行及作战方式。为了
完成任务并安全返航，现在的现代化空军相当依
赖夜间低空作战能力，这都需要夜视设备才能实
现。 

 
佩戴 AN/AVS-6 飞行夜视镜的直升机飞行员 

在过去的 30 年中，由于夜视技术的进步，
许多国家的空军凭借夜视镜（Night Vision 

Goggle）大幅提升了作战能力。夜视镜的典型
位置是架在飞行头盔上，让飞行员通过镜筒观看
舱外景物，也能从镜筒下的缝隙查看飞行仪表。
夜视镜提供飞行员优质的夜间视觉信息，让他能
看清地平线、物体、以及地形。 

飞行员夜视镜通常是一副双筒接目镜，内部
各有一支影像增强管，双镜筒的优点是两眼可各
自对焦，提供单镜筒欠缺的景深。电源由夜视镜
内或头盔后方的电池供应，和机载电源互不干扰。
正常使用时，夜视镜与飞行员的视线在同一直在
线，必要时用手往上推就会弹开。 

夜视镜原理 

夜视镜是一种影像增强器，高倍率放大微光
后在飞行员眼前呈现接近白天亮度的景像。影像
增强器依据光能量放大的原理全被动式操作，对
光谱中波长在 600~950 纳米（红光及近红外线）
的部分很敏感，会把该区间内的反射光或发射光
能量放大，送入飞行员的眼睛，这一部分光谱称
为夜视镜反应光谱（NVG spectral response）。
所以影像增强器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没有任何
作用，得有一些亮光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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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增强器的增强管（tube）工作方式如下：

影 像 先 聚 焦 于 一 根 被 称 为 光 电 阴 极
（photocathode）的感光物质上，光电阴极根
据光线撞击的猛烈程度发射出数量与撞击程度
成 正 比 的 电 子 ， 在 电 极 加 速 下 冲 向 荧 光 屏
（phosphor screen），在屏上产生影像的荧光
画面，飞行员通过目镜（eyepiece lens）观看。 

夜视镜内一般会有滤光镜，用于过滤蓝光和
绿光，让夜视镜符合光线兼容要求。夜视镜进光
量增加会导致夜视镜的性能降低，也影响飞行员
的夜视能力，所以夜视镜通常具有自动亮度控制
（Automatic Brightness Control），当进入镜
内的光线太亮时会自动降低系统的放大倍率，以
保持恒定的画面亮度。 

夜视镜的光线放大能力和视敏度（visual 
acuity）在这几年进步神速，镜体的重量也轻了
许多，挂在飞行头盔上即使在剧烈机动中也不致
于给飞行员造成太大不适。 

夜视镜发展 

第一代夜视镜大约在 60 年代初期的越战时
期问世，主要用于步兵的夜间观测及侦察任务，
分辨率大约是 20/80 斯内伦视敏度（Snellen 
Visual Acuity，标准视力在白天看景物的分辨率
是 20/20 视敏度；分母越大代表分辨率越差），
虽然不是很好，但与未戴上时的 20/200 相比已
是很大的进步了。早期夜视镜都有所谓“光晕”
（blooming）的问题，就是飞行员眼中看到的
光源会有月晕现象，导致夜视镜放大倍率下降，
性能也因此衰减。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已能有效解
决这个问题，凭借自动且极快速开关电源以及在
微通道平板（micro channel plate）镀上一层
离子障壁（ion barrier）薄膜，大幅降低光晕现
象。 

经过改进后的第二代夜视镜，光筒较小较轻，
双眼镜筒能提供立体视觉，最重要的两根增强管
内有许多微通道平板，可大幅增加电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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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明亮的外界影像。微通道平板是一片玻璃
材质、类似蜂巢状的薄板结构，里面约有一千万
根极小的中空增强管（称为微信道），彼此相互
平行，但与光线光电子射入的方向夹 8°的斜角，
离开光电阴极的电子进入微信道后，由于倾斜角
的关系会先撞击管壁，撞出管壁中的电子，如此
在管壁经过多次的撞击后造成电子的数量急剧
增加，因此微通道平板就好像是电子倍增器，一
个微通道就是影像中的一个像素（pixel）。 

 
AN/PVS-5 使用在直升机头盔上 

美军最常见的第二代夜视镜是 AN/PVS-5，
它的圆形视场（circular field of view）为 40°，
目视分辨率提升到 20/55。AN/PVS-5 本不是为
航空应用而设计的，但经过改进、搭配与头盔兼
容的面罩后，可挂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 SPH-4 标
准头盔上。AN/PVS-5 在 90 年代中后期前一直
是美国陆军的重要装备。 

第三代夜视增强管在 80 年代初开始测试，
80 年代末实用化。第三代增强管使用砷化镓
（Gallium Arsenide）光电阴极，主要对可见光
最顶端的红光和红外线加以反应。AN/AVS-6 飞
行夜视镜使用了第三代增强管，这是第一套专为
飞行员设计的夜视系统，AN/AVS-6 的物镜
（objective lens）组件上有减蓝（minus blue）
滤光镜，工作光谱约在 625-950 纳米之间，阻挡
波长小于 625 纳米的光线，因此夜视镜看不见座
舱内的蓝、绿光仪表和照明光线。此种夜视镜的
圆形视场仍为 40°，但分辨率则提升到约 20/45，

AN/AVS-6 是第一套专为飞行员设计的夜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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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改进了瞳孔间距（inter-pupillary）、倾斜度、
前后调整的人体工学设计。AN/AVS-6 现在还有
许多仍在继续服役中。 

 
90 年 代 初 期 问 世 的 AN/AVS-9 是

AN/AVS-6 的改进型，增强管的性能更好，焦距
调整方式更顺畅，大型目镜更舒适。AN/AVS-9

的圆周视场还是 40°，但放大倍率高达 6,000
倍，分辨率接近 20/25。 

最新的全景式夜视镜（Panoramic Night 
Vision Goggle）用以四支直径较小的 16 厘米
影像增强管取代传统的两支 18 厘米管，因此可
提供 95 到 100°的视场，中央区域的视场（水
平 30°，垂直 40°）依然由双眼笼罩，而左、
右最外围的部分只提供给左、右眼各自观看。 

夜视镜的使用问题 

座舱灯光会干扰夜视镜的操作，事实上飞行
员如果要高枕无忧地使用夜视镜，座舱灯光和显
示器都得与夜视镜兼容。座舱内的仪表背光、无
线电显示器、主要警告灯、警告灯……等如果和
夜视镜不兼容，那么即便是第三代增强管，微光
放大倍率也会下降，因为座舱灯光干扰了夜视镜

四眼外观的全景式夜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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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像，降低了明暗对比。解决方法是在机
舱内外安装符合 MIL-L-85762A、MIL-L-3009、
以及 STA-NAG3800 规范的、与夜视镜兼容的灯
光。 

夜视镜兼容灯光的意思是座舱灯光的光谱波
长、颜色、亮度都不会干扰夜视镜的操作，兼容
光让飞行员可从镜筒观看外界，同时至少可辨认
座舱内的警告及警告灯。实现夜视镜兼容的方法
有好几种：用塑料或玻璃滤光镜、换用他种光源、
去掉座舱内的近红外（near-lR）光，或是以化
学光源（chemical light sticks）作为座舱仪表
的背光（flood-light）。 

 
座舱灯光的夜视镜兼容性对比 

夜视镜必须能够辨认防撞灯、方位灯以及编
队灯，但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这些灯光又必须是
肉眼无法看见。这种所谓的伪装（covert）模式
灯光就发出肉眼不可见的红外光，实现伪装灯光
的方法有两种：一、以滤光镜挡掉可见光，仅让
红外线通过；二、以红外二极管做光源。在其它
一些如搜救（Search and Rescue）、编队飞

行任务时，机外灯光不能伪装，但仍得与夜视镜
兼容。 

夜视设备的优点很多，能让飞行员得以执行
原本力不从心的任务。但在优点下也暗藏着许多
风险，例如有些飞行员对自己运用夜视设备的能
力过度自信，越来越多的军机事故都可归咎于使
用夜视镜。虽然可凭借适当训练和模拟机训练来
降低事故率，但夜视镜训练上最大的问题在于飞
行员太过相信自己的眼睛。视觉是人类的主要感
官之一，戴上夜视镜后，人们得以在黑暗中继续
保持视觉，导致对它过分依赖而忽略了其它的感
官。飞行员从夜视镜所见的事物并不如他所想象
的那么清晰，在低照明度下整个世界完全走样，
物体的色彩、对比、质地都会与白日所见大相径
庭，这些限制都需牢记在心。 

结语 

新一代战斗机座舱的设计完全基于先进头盔
显示器、先进玻璃座舱、传感器融合……等技术，
让飞行员既能专注于任务，又能有正确的态势感
知。在头盔显示器之后，座舱航电未来的发展有
可能是所谓的“全人工视野”(full synthetic 
view)，完全抛弃座舱盖，飞行员通过头盔显示
器看到计算机根据传感器和导航系统所提供的
数据，配合已知的地形地貌资料所绘制的人工画
面，画面上迭上各种符号、数据、辅助图像(如：
防空系统的射程)、飞机预定的飞行路线，以及
用半球型或彩色符号标示的敌方威胁涵盖区。除
了生理学及人体工学方面的考虑外，人工画面最
惊人的效益是飞机可以不再需要飞行员，飞行员
可以在地面或远距离的空中平台内的“遥控座舱”
里用数据链和飞机相连接。如此一来，座舱航电
的革命将会超越传统的范畴，和日渐引人注目的
无人战机相结合。 

本文编辑  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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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重触控技术提出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自然高效的交互方式, 它在个人便携式信息产
品、公共信息查询、教育、游戏、展览、指挥决策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多重触控
技术近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根据硬件平台的分类分析了该方向的进展情况, 并
对当前该研究方向上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 多重触控; 人机交互; 表面计算; 多目标跟踪; 手势定义; 手势识别; 身份识别 

 
 

人机交互是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通过相
互理解的交流与通信, 在最大程度上为人们
完成信息管理、服务和处理等功能的一门技术
科学[1]。虽然人机交互的发展趋势已经从要求
人去适应复杂的计算机, 发展为计算机不断
适应人的方便使用，但是目前人们依然习惯于
鼠标键盘操控的传统W IM P( w indows, 
icons, m enus, po inter)界面, 很多操作方
式都依赖于经验,不能利用人们丰富多彩的感
知和动作器官, 无法在信息空间和物理空间
之间建立自然的映射等[ 2]。即便目前应用非常
广泛的触摸屏技术, 包括电阻触摸屏、表面声
波触摸屏、电容式触摸屏和红外触摸屏等, 都
同时只能响应一个触点, 并没有从本质上改
变传统交互方式, 只是用手指点击代替鼠标
操作, 缺乏智能性, 缺少“ 以用户为中心”交
互自然性、高效性[3]。 

多重触控技术[ 4]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僵局, 
让双手自由交互成为可能。多重触控技术是指
借助光学和材料学技术, 构建能同时检测多
个触点的触控平台, 使得用户能够运用多个
手指同时操作实现基于手势的交互, 甚至可
以让多个用户同时操作实现基于协同手势的
交互。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自然高效的人机交互

技术将被推向众多领域, 除了应用于个人便
携式信息产品之外, 应用领域遍及信息家电、
公共信息查询( 如政府、银行、医院、电力等
部门的业务查询等)、电子游戏、教育、展示
等。此外多重触控技术还可用于各种指挥决策
中心(如危机响应、应急响应等), 不同角色的
指挥员可以同时参与指挥, 实现人在回路中
的协同指挥, 提高指挥决策的效率。 

1 研究现状 

多重触控技术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2
年多伦多大学的N im ish M ehta利用毛玻璃
构建的弹性交互接口[ 4] , 之后多重触控技术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主要成果有电容式、红外式、基于受抑内全反
射( frustra ted tota l inte rna l reflection 
,FTIR) 式和多摄像头协同式。 

电容式多重触控平台[ 5~ 7] 的表面布满
电极, 当手指触摸在电极表面时, 人体电场和
触控屏表面形成一个耦合电流, 利用这个电
流进行触点的定位。电容式多重触控平台是目
前应用最为成熟的多重触控平台, 但是该平
台在原理上把人体当做电容器元件的一个电
极使用, 容易出现误检漏检, 而且环境温度、
湿度的改变会引起漂移, 定位不准; 此外构建

 

多重触控技术研究综述 



理论研究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五期 

39 

大尺寸电容屏的成本非常高。 
文献[ 8]提出了一种能实现多触点的、定

位的红外线触摸屏, 融合两个方向上的发射
和接收电路数据进行多触点定位,但系统的分
辨率取决于红外对管数目、扫描频率以及差值
算法, 而且无法解决多触点之间的遮挡问题。
文献[ 9]提出一种集成红外发射元件和接收元
件的电路板实现多重触控技术。 

当有触点时, 红外元件发出的红外信号
将被触点反射从而被接收元件接收并获得触
点位置。该装置可直接安装于笔记本电脑屏幕
前, 具有安装方便的特点, 但定位精度不高, 
且同样取决于发射元件密度。 

纽约大学的J. Y. H an[10] 提出的多重触控
装置和微软公司2007年5月推出的表面计算
机[ 11] 都是基于FTIR原理。这种装置成本低、
实现技术简单, 但由于基于背投技术, 需要对
现有电脑进行改装, 而且需要大量材料如短
距广角投影仪、背投软幕等特殊装置和材料。 

文献[ 12]提出了一种基于两路摄像头协
同检测的多重触控装置, 一路摄像头置于交
互区正上方, 另一路摄像头置于交互区任意
侧面。上方的摄像头主要用于触摸事件的检测, 
然后通过两路摄像头之间坐标变换得到触点
在交互区平面的坐标。但是通过上方摄像头得
到的深度信息检测触摸事件精度不高,而且存
在延迟, 所以文献[ 13] 提出了一种利用立体
相机作为上方摄像头进行精确定位的方法。这
两种方式构建的多重触控平台具有安装简单、
成本较低的特点, 但是需要安装顶摄像头, 占
用较大的空间, 且对用户的交互行为存在限
制, 如交互时手不能被身体其他部位(如头)遮
挡等, 另外仅用一个侧摄像头无法解决触点
间大量的遮挡问题。 

2 关键技术 

虽然多重触控技术从20 世纪80 年代就
出现并受到全世界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
注, 得到迅速的发展, 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亟待解决。只有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真正地将
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自然高效的交互交互方
式推向广泛应用。其中多重触控技术的关键技
术如图1所示。 

 
图 1  多重触控技术的关键技术 

首先多重触控技术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组成, 硬件就是多重触控平台, 完成信号的采
集; 软件部分是在硬件平台采集数据基础上
进行触点的检测定位、跟踪、手势定义与识别, 
最后将识别出的手势映射为面向具体应用的
用户指令。其中身份识别技术贯串整个软件实
现过程。 

2.1 硬件平台 

电容式多重触控技术从原理上把人体当
做导体, 容易出现误检, 而且电容随着环境温
度和湿度变化容易产生漂移, 造成定位不准; 
红外式多重触控技术成本低、安装方便, 但是
电路复杂、精度不高; 多摄像头协同式多重触
控技术的顶部摄像头占用较大空间, 安装不
方便而且限制了用户的交互行为, 定位精度
也较低; FTIR 式多重触控技术需要大量特殊
材料如亚克力玻璃层、硅胶层、背投软幕、短
距广角投影仪等, 而且需要对现有电脑进行
改装, 无法直接安装在液晶屏、等离子屏等显
示系统中。基于现有的多重触控平台存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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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缺陷, 研究成本更加低廉、安装移植更加方
便、定位更加精确, 更有利于构建大尺寸交互
区的平台就显得很有意义。 

文献[ 14]提出了一种基于四路摄像头协
同检测的多重触控平台, 该平台利用红外光
源作为背景光, 通过四路摄像头协同检测交
互区的触点, 并且通过平台外形尺寸的约束, 
具有平台简单、安装方便、成本低廉、易于移
植等特点。 

2.2 遮挡分析 

现有多重触控平台中, 基于电容耦合电
流或者基于红外的多触点检测的精度取决于
传感器阵列的密度; 而基于FTIR和多摄像头的
检测方法都是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 如何
完整地分割出触点轮廓进而实现触点的检测
和定位本身就是计算机视觉技术领域的难点。
此外, 文献[ 5 ~ 8, 11, 12] 提出的方法都只有
两个信号检测方向, 同一检测方向上的多个
触点都将被当做一个触点, 从而存在大量的
遮挡问题, 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看出, X 方向上触点F 1和F 3, 
F2和F4均成同一目标, Y方向F 1和F 2, F3和F 4
也均成同一目标, 从而场景F 1F3、F 2F 4、F1F 
3F 2、F 1F 3F 4、F 2F 4F1、F2F 4F 3、F 1F 2F 
3F 4的检测结果都一致, 无法确定交互区中的

触点个数和具体位置。所以需要研究多触点检
测和定位方法, 提高现有多重触控平台多触
点检测和定位的准确性和精度。 

2.3 触点检测 

多重触控平台在检测和定位出多个触点
后, 还需要对每个触点进行跟踪, 记录每个触
点的轨迹信息, 再作基于轨迹的动态手势识
别, 才能实现基于手势的自由交互。多重触控
平台所检测出的目标大都没有颜色和纹理特
征, 形状特征也相似, 因此传统的基于图像特
征的多目标跟踪方法不再适用。将主要根据触
点的运动轨迹信息如用户手指运动的先验知
识进行运动估计, 此外还需充分利用多摄像
头的物理位置关系约束对多摄像头进行一致
性标记[ 15, 16] , 从而实现多摄像头多目标的跟
踪。研究内容包括同一传感器前后采样时间检
测到的多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标记, 以及不同
传感器之间多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标记, 如图3
所示。 

2.4 手势定义 

多重触控技术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实现基
于手势的自由交互, 手势定义是其中的关键
基础。W u 等人[ 17] 提出了一套手势设计原则, 
包括手势的注册、手势的弹性和重用性, 给出
了注释( annotate )、擦除( w ipe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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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 、剪切( cut) 、粘贴( paste)等实例。
E lias等人[ 18] 提出了一套多点手势字典, 包含
了大量的实体, 每个实体对应于键盘专门的
键, 从而键盘文件操作都可以映射到对应的
手势, 用户也可以为每个手势定义自己的语
义。H eng X ian-g an 等人[ 19] 提出了一种由
行动( action)、意图( motivation)、计算
( com puting)以及它们之间的映射关系组成
的模型, 利用该模型建立的手势实例具有平
台和应用的独立性和重用性, 而且具有更丰
富的语义信息。 

实际应用中用户的手势与应用背景是紧
密相关的, 所以在强调通用性的同时也应重
视应用的导向作用。手势的定义过程应当首先
提取用户意图, 即在特定的应用环境下用户
想要完成何种语义功能, 然后确定用户要实
现的功能通过何种手势来完成, 并将手势分
解为多个原子手势的组合, 最终用户的一个
意图被转换为一系列原子手势在特定关系下
的组合。 

2.5 手势识别 

多重触控系统中的手势识别是基于触点
运动轨迹的动态手势识别, 其中动态手势对
应着模型参数空间里的一条轨迹,涉及时间及
空间上下文, 且不同用户做手势时存在的速
率差异、熟练程度会在轨迹的时间轴上引起非
线性波动。如何消除这些非线性波动是动态手
势识别技术必须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 20~ 22] 。
考虑到对时间轴的不同处理, 现有的动态手
势识别技术可以分归三类: 基于隐马尔可夫
模型( hidden M a rkovm ode ls, HMM ) 的
识别、基于动态时间规整( dynam ic tim e 
wa rping, DTW ) 的识别、基于压缩时间轴的
识别[20, 21] 。目前,HMM 及其改进模型是人的

运动识别中应用最广泛的数学模型, 但是一
般来说人的运动并不严格符合马尔可夫特性; 
其次用单一的HMM 对多点(有可能来源于多
手)进行建模会导致许多信号作为噪声处理
[ 21] 。这些原因使得传统的HMM 在识别较为
复杂的运动时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学者们提
出了很多改进模型如FHMM、LHMM、CHMM、
HHMM、S-H SMM、AHMM等。其中文献[ 22] 
提出了利用CHMM (耦合隐马尔可夫模型)对
双手的运动轨迹进行建模描述, 但是没有提
出针对多手的扩展。 

2.6 身份识别 

现有多重触控技术检测到的触点大都不
携带用户信息, 即便d iam ond touch也最
多只能识别四个用户, 而且多重触控技术未
来的一个重要应用模式将是大尺寸交互区上
多用户的协同。因此必须实现触点的用户身份
识别, 而且除了识别触点来源于某个用户外, 
有些应用还需要识别触点来源于用户的哪支
手, 这是多重触控技术最难解决的问题。SchÊ 
ning 等人[ 23] 在基于FTIR原理的多重触控平
台上提出了一种利用手机进行登录验证的身
份识别技术, 但这种方法只是在交互开始阶
段进行用户的身份验证; 在交互过程中, 触点
仍然并不携带用户信息。不过这给出一个新的
思路, 即研究现有身份识别技术, 如RFID技术
在多重触控技术中的应用。 

3 研究展望 

多重触控技术的关键技术中多触点的检
测和跟踪技术都依赖于采用的多重触控平台, 
不具有平台独立性, 而多重触控平台的研究
已经比较成熟,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将有
望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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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手势定义与识别。文献[ 16 ~ 18] 都是
以通用性为导向而提出的手势定义方法, 而
在实际应用中, 用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
应用背景, 而且每个用户的操作习惯和熟练
程度都不同。在考虑通用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应
用导向性; 此外, 多重触控技术还将面对多用
户的群体行为, 如C ityW a ll[ 24] , 所以需要研
究多用户协同手势[ 25] 的定义和识别。 

b)远程交互。将多重触控设备与其他交互
设备结合, 扩展交互空间, 是多重触控技术的
一个新的研究内容。Nestle r等人[ 26] 对移动手
持终端和多重触控平台之间的协作给出了一
个新的应用思路, 并给出利用移动手持终端
和多重触控平台之间的远程协同交互的实例, 
如在野外作战环境下, 单兵手持终端将显示
个人数据, 而控制中心的多重触控平台将显
示多个单兵的情况, 然后利用各自的交互平
台实现控制中心和单兵的远程协同。 

c) 3D对象操作。多重触控技术在2D对象
的操作上提供了更加自然和人性化的交互, 
如何将这项技术扩展到3D物体的操作上, 这
也是多重触控技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如Ste in 
icke等人[ 27] 提出多重触控系统与立体显示设
备的结合, 通过多重触控系统操纵立体显示
设备上显示的3D 对象的想法, 但是未能给出
3D对象操作的具体实现方式。 

4 结束语 

本文综述性地介绍多重触控技术的研究
现状和主要研究内容, 并对未来的研究热点
进行了展望。总而言之, 多重触控技术虽然提
供了一种更为自然、直接、高效的交互模式, 
在很多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而且也
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但是仍然存在不
少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

真正地将这种交互方式推向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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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触摸屏和界面设计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历程，触摸屏作为一种极其简单和高效

的交互设备，结合界面设计方法和CPA设计标准，本文提出了触摸控制式CPA界面设计的基本

原则。最后对触摸控制式CPA的前景和趋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界面设计，原则，触摸控制式 CPA，人机界面，CPA 

 

 

1 关键词 

界面设计：用户界面是当最终用户使用系
统时所接触到的全部内容，而界面设计是人与
机器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媒介。。 

触摸控制式 CPA(简称触控 CPA)：该操
控面板组件采用带芯片处理能力的触摸屏为
承载体，操控界面均由触摸屏屏幕呈现，所有
操作均在触摸屏上实现，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均
通过硬件设备与外部的接口实现互通。 

人机界面：是人与机器进行交互的操作方
式，即用户与机器互相传递信息的媒介，其中
包括信息的输入和输出。 

CPA: Control Panel Assembly 的简称，
即操控面板组件。是机组人员操控飞机最主要
的人机界面，安装于飞机的驾驶舱、货舱等。 

触摸屏：一种可接受触头等输入讯号的感
应式液晶显示装置。它同时具备了内容输出
(包括听觉、视觉等)和输入(包括动作、光等)
等功能。 

2 触控界面及触控技术概述 

触控界面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触控界面的设
计必须有触控技术做支撑，当前主要通过触摸
屏来实现，本文中只做简要描述；其次是界面

设计的内容，在本文中主要讨论界面设计的通
用方法和原则。 

触摸屏从诞生之初先是用于军事领域，而
后逐步走向民用。当前触摸屏技术主要有5种
实现方式：电阻式触摸屏、投射式电容触摸屏、
红外、表面声波、矢量压力传感触摸屏，后两
种已基本淘汰。 

随着触摸技术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飞机
座舱内使用触摸控制形式也是必然的趋势，所
以我们也有必要寻找一种飞机内触控人机界
面设计的通用规律，把握其共性，结合其特性，
找出一些有规律且适用性广的针对座舱内触
控人机界面的通用设计原则，在以后的相关设
计中能够借鉴和运用。目前的触摸屏界面设计，
一般情况下大多是分两步走，首先是根据实际
设计项目进行一些相关的前期调研，然后再借
鉴通用的界面设计原则并结合触摸技术和人
机工效等原则进行相关设计。 

2.1 当前应用状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触控技术
现在已应用到军用和民用等多个领域中。触控
技术更容易使人们操控机器，多了一种人机沟
通的方式。但在航空军用飞机领域，由于环境

 

浅谈触摸控制式CPA 
的人机界面设计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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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硬件技术和可靠性等方面的考虑，仅在
少数飞机上使用了触控技术。 

美国洛马丁公司F35飞机座舱中的使用了
全景座舱显示器(PCD)的多功能系统。该系统
由两个外形尺寸为8×l0英寸的有源矩阵液晶
显示器(AMLCD)组成，以构成一个8×20英寸
面板。由于使用了该系统，F35的座舱开关和
机械控制装置要少得多。例如，空中加油开关
功能键安装在PCD上，通过触摸加油格式入口
中的标记域，驾驶就可以调用加油格式，并找
开或扩大加油探头。 

当前国内研制的XX重型战斗机上面也采
用了类似F35飞机的结构，同样由两个有源矩
阵液晶显示器组成一块主显示器，同样在实现
显控功能的同时还能利用触摸操作实现界面
显示内容的切换和界面框架的改变等功能。 

3 触控界面设计的关注点 

飞机驾驶舱人机界面指标体系的构造是
一个“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辩证逻辑思维过
程，是对飞机驾驶舱人机界面设计认识的逐步
深化、逐步求精、逐步完善、逐步系统化的过
程，可分为理论准备、指标体系选取、指标体
系检验、指标体系应用等四个环节。 

3.1 数据量和重要度的分类 

随着现代飞机的不断发展和改良，飞行员
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驾驶舱内显示和控制的
器件也急剧增多，对飞行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虽然座舱中相应CPA和显控系统的集成化率
也越来越高，但飞机员的数据处理压力还是非
常大。同时对于飞行员来说，各类信息都需要
进过大脑重要度判别后在进行适当处理，这部
分工作也需要大量脑力消耗。所以我们在进行
触控界面的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减少飞行

员在信息接收时的脑力和体力消耗 

3.2 人机工效 

通人机界面窗口，飞行员获得显示系统提
供的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做出决策，
通过战斗机控制系统执行决策，完成对战斗机
的控制。当采用人机工程学设计触控界面时，
要从飞行员获得信息和执行决策两方面考虑，
最后达到辅助飞行员快速高效接收信息和做
出相应操作的目的。 

4.触控界面设计原则 

在人机交互作业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
使用者即人本身，从人的特性考虑主要有 3 个
方面：物理特性、生理特性和心理特性。人的
物理特性主要考虑几何和力学特性；生理特性
主要考虑感觉特性和生理适应性；而心理特性
主要考虑人的心理过程。作业分析见下表： 

表 4.1 人的特性分析表 

物理
特性

几何特性 
静态几何特性：身高等
动态几何特性：头、手、
躯干的活动范围 

力学特性 手握力、触摸力等 
生理
特性

感觉特性 色觉、视觉、听觉等 

心理
特性

生理适应性 疲劳等 
心理过程 思维、注意、舒适度等

4.1 基本原则 

4.1.1 用户导向 
对用户操作心理的调查研究，最终体现在

建立的用户模型中，建立用户模型时全面考虑
人、设备、环境(座舱)三者的相互作用，即非
理性用户模型。建立用户模型需要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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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户感知模型 
它是从用户的基本感知特性总结出来的。

计算机的输出信息以视觉和听觉等方式被眼
睛耳朵等感知系统接收后，传输到感知处理器
中进行理解。人机界面的布局、图标设计、菜
单设计都应该按照用户的感知特性进行设计，
目的是为了减少用户的识别、记忆和理解困难。
例如，图形用户界面的设计应当尽量减少用户
不必要的眼球移动；设计易于观察的格式和布
局。如图4-1所示，控制按钮组布置在显示区
的右侧，一方面是考虑到绝大多数操作者是右
手操作用户，按钮区布置在最右侧更加方便；
另一方面是根据界面布局的主次原则，把用户
注意的最集中的左边区域留给显示区。在设计
上采用了控件分级和分层的布置，使得用户界
面美观实用。 

B 用户的认知模型 
人类认知过程是由思维处理器与短时记

忆和长时记忆器的协调工作完成的。首先，被
人感知的视觉、听觉等信息被感知处理器处理
后会有选择地被传送到短时记忆器中。短时记 
忆器中的部分信息也会有选择地被传送到长
时记忆器中。用户的认知特性为界面设计提供 

 

了一些设计准则，例如，为了不超过短时记忆
器的能力范围，在设计中应当尽量将大批的信
息按照其相互关系分类组织起来，同时，人机
界面的设计应当简单明了，避免在用户面前显
示与任务无关的信息以分散注意力。明显的设
计个性也能够显著增强用户对于设计细节的
印象，便于记忆和信息提取。 

C 任务模型 
用户的任务模型主要内容是用户操作使

用计算机完成各种任务的行动过程。“任务” 
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行动”。按照动机心理学，
一个行动包含4个基本过程：意向、计划、实
施、评价。这一理论是“理性用户模型”。当
前用户界面的研究除了研究的生理和自然因
素外，也开始更多关注情感、个性和动机等非
认知因素。非理性用户任务模型的核心思想是
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用户任务模型，针对每一个
具体设计项目，都必须进行用户行动过程的具
体调查，系统了解他们的行动特性，建立具体
的用户任务模型，按照用户的行动特性设计操
作过程。 

 
 

 
图 4-1 虚拟触控 CPA 人机界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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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用户出错模型 
用户在操作过程中会出错。这往往是由两

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出错是人心理固有的特
性，人天生就会出错，例如，不小心误操作，
思维不连续，忘了预定操作，多个任务导致分
心等，疲劳导致注意分散，属于人心理固有的
容易导致出错的因素。人机界面设计应该调查
用户本身容易出错的特性，设法减少用户出错
的机会。其次，如果人机界面设计不符合用户
的任务习惯，不符合用户思维方式等，很容易
引起用户出错。 

4.1.2 易用性 
易用性是反映研究对象易用与否的指标，

是与使用者使用过程感受有关的属性，易用性
研究针对的是操作的过程而非结果，人机界面
易用性可以确定为界面的易理解性和易操作
性。界面易理解，操作人员获取界面有用信息
的时间越少，人机交互效率越高；界面易操作，
操作时效率越高，同时误操作越少。人机界面
易用性包含内容为：1)使用有效果：对熟练操
作者来说能够稳定运行；2)工作效率高：处理
同一项任务使用时间最少；3)能安全使用：出
错率低，即完成任务出错次数少；4)易于学习：
使用者容易理解和学习。易用性是反操控效率
的综合指标，用易用性指标评价人机界面的性
能，体现了整体设计的综合水平。 

4.1.3 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能够被系统和用户所接受。所

谓能够被用户接受主要是从使用习惯及经济
方面来讲的。如果因为系统界面的需求而迫使
用户不得不配置一些昂贵的设备，这对用户来
讲是不合算的，从系统的优越性来讲降低了其
性能/价格比。所谓能够被系统接受是指不应
因界面设计的原因而损害整个系统的运行。比

如用户界面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庞大的内存支
撑，这样导致内存资源短缺而使系统的某些功
能因申请不到内存而不能运行或使系统崩溃。 

4.2 适用心理学原则 

飞行员在飞行、作战过程中，主要靠视觉
通道获取机内外信息。飞机各系统状态是通过
不同的信号显示通知飞行员的，如果显示方式
混乱，必将影响驾驶员判读，从而危及安全飞
行。一个好的显示方式必须符合飞行员的认知
特点和感知运动操作特性。 

对于人机界面中显示模块，它们的共同特
征是能够把机器设备的有关信息以人能接受
的形式显示给用户，设计界面时应注意： 

1)要求以用户为中心。显示界面设计尽量
符合人的知觉对外界物体感知的习惯。以显示
屏的显示设计为例，人的视觉对目标物体的感
知是有一定要求的。目标的运动状态对视觉的
辨别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运动目标比静
止目标易于察觉，但是难于看清。因此就视觉
辨别效率来说，目标运动速度愈大愈不利。视
力大体上与目标运动速度成反比，人对静止目
标的视力平均比运动目标高一倍左右。当目标
运动速度超过一定值时，就很难看清楚目标，
视觉工作效率剧烈下降。因此，设计时应该限
制目标的运动速度。 

2)要求显示信息量最少。显示的信息尽量
减少，因为人的注意受时间和能量的局限。如
果显示的信息超过了，注意的极限时间，那显
示的信息也是多余的。而且信息量少，还可以
减少记忆负担。 

3)同一区域的显示对象最好在7个左右。
因为注意所专心的对象非常有限，其他对象会
被延迟，甚至遗忘。 

对于人机界面中控制模块，他们的作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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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者用来改变系统状态的装态，鉴于触摸
界面的优势，我们无需考虑操作动作和操作力
对于飞行员的影响，仅需注意以下2点： 

1)各类按键应当符合用户想象的操作目
的。设计的按钮形状应该符合用户的行为习惯，
因为人们会在生活中形成对某些形状的固定
认识，当看到这些形状时就产生相关的联想。
如看到圆形的按钮，用户就会想到按钮是转动
式的。 

2)操纵装置应当允许用户误操作。用户在
正常情况下，可能会按照操作规范完成操作。
但是，几乎每个用户都会遇到 

非正常情况，这时他们就不是理性地按照
操作规范完成操作。就会出现误操作，操纵装
置应当允许误操作，误操作应当不会把机器损
坏，也不会造成负面操作后果。凡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的操作，应当用反馈信息提醒用户并不
执行该操作。 

4.3 人机工程原则 

人机界面设计依据相关的设计准则以及
操作人员自身的体会判断人机界面中操作人
员与相关的显示器、控制器以及辅助部件的匹
配关系的设计是否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 

4.3.1 显示信息内容最优化 
显示器的功用是提供关键飞行阶段有用

的信息。可根据不同飞行任务的方法来确定各
特定任务下所需的相关信息，并考虑在系统失
灵或其它应急情况下是否有足够的信息被显
示。总之，任何一条显示信息，设计师都应考
虑飞行员是否需要。国外就此研究提出了功能
分配与折衷(Function Alloca—tion Issues 
and Tradeofs，FAIT)分析法来研究显示信息
内容，并利用该分析法确定了在自由飞行环境
下交通意识的信息需求。 

4.3.2 显示方式最优化 
第一，直观知觉到的显示信息更易被认知。

研究发现。图形数据格式信息显示界面不仅认
知反应时间短、操作错误少、心理负荷低，而
且情境意识增强。实验表明，以音调信号作为
听觉主告警加在话音信号前的方式将使信号
反应时间增长。但听觉主告警信号对提供告警
级别信息可能有一定作用。警告、注意和提示
三级告警采用视觉(信号灯)方式，优于它们都
采用视听双显示方式，也优于纯听觉告警方式。
最佳的告警方式是警告信号采用灯光和话音
显示，其余两类信号采用灯光显示。 

第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到脑力负荷对用
户影响，从图4-2可知，对于需要快速辨识的
信息，较低脑力负荷水平下，黑色一红色、白
色一红色、暗灰一黄色较适宜作为背景一目标
色组合；较高脑力负荷水平下，白色一蓝色、
黑色一淡绿、黑色一黄色较适宜作为背景一目
标色组合。但主观评价结果表明不同脑力负荷
水平下白色背景的舒适性都较差。 

 
图4-2 不同颜色编码目标辨识的反应时间 

第三，参考某编码试验中选择32名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具有相关航空知识背景的在校学
生(男24名，女8名)，年龄在21～ 29岁之间，
无色盲，矫正视力在1．0以上作为被试员，结
果如图4-3和4-4，不同颜色的中、英文信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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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情况相同，红色和黄色宜作为需准确辨识信
息的编码，淡绿和黄色宜作为需要快速辨识信
息的编码。蓝色不适于作为颜色编码方式。 

 

图4-3 文字目标辨认的正确反应率 

 
图4-4 文字目标辨认的反应时间 

4.3.3 布局的优化 
1)按照生理因素排布控制器件： 
人眼的调节能力是显示器与操纵器装置

配置设计时要考虑的附加因素。视线在不同距
离上聚焦能力不同。界面上各控制器件布置时
应考虑操作的舒适性和可操作性。 

2)按照认知习惯排布控制器件： 
人的视线习惯从左到右或从上往下运动，

应结合视线习惯和各控制器件的重要度级别
来设计界面布局。在偏离视觉中心相同距离的
情况下，人眼对左上角的观察效率优于右上角，
其次左下角，最差的为右下角； 

人对视野最佳范围内的目标，认读迅速而
准确；对视野有效范围内的目标，不易引起视
觉疲劳。因此，重要的控制器件应布置在最佳
视野范围内，而视野最大范围外不应布置或布
置次重要器件； 

在特殊条件下，人的视觉特性会发生变化。
如在过分摇晃或振动严重的情况下，人的视觉
能力会受到损害，影响视觉显示信号的认读。
东南大学有关实验表明，人眼与监控目标之间
的相对振动量级越大，影响也越严重。振动严
重干扰人眼视觉功能的敏感振动频率范围为：
垂直方向8Hz一16Hz；水平方向4Hz一8Hz，且
垂直方向振动对人眼视觉功能的影响远比水
平方向振动要大。对于垂直振动。垂直方向的
排列间距应为字符高度的2倍，这样可明显减
少振动对人眼功能的影响。 

3)显示画面的背景、光照 
由于背景、光照直接影响认知效果，因此，

显示画面、字体设计中必须要充分考虑背景和
照明因素。一般情况下不应采用强反射背景，
因为，强反射背景会产生闪烁眩目的现象，影
响认知效果。浙江大学有关实验表明。眩光强
度越大，对视觉作业绩效的影响越大；反射眩
光离判读者视线越近，视觉作业绩效越差；不
同反射眩光面积对被试视觉作业绩效有显著
影响，并且反射眩光面积越大，视觉作业绩效
越差。 

5.  总结及展望 

5.1 总结 

随着触摸技术的发展和现代飞机驾驶舱
设计思想的进步，触控式 CPA 系统必然会成
为飞机驾驶舱设计的发展方向。它具有空间利
用率高，可编程化、外形美观等优点。在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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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CPA 系统的人机界面设计的过程中，本文
总结了以下几条设计原则： 

1）用户导向原则：建立用户模型时全面
考虑人、设备、环境(座舱)三者的相互作用，
针对用户的感知活动，减少用户的识别、记忆
和理解困难；考虑用户的认知习惯，信息按照
其相互关系分类组织起来，采用个性化标志来
增强用户感知等；考虑的任务模型，按照用户
的行动特性设计操作过程；考虑出错模型，调
查用户本身容易出错的特性，设法减少用户出
错的机会，同时也应有完善的错误反馈渠道。 

2）适用心理学原则：显示界面设计尽量
符合人的知觉对外界物体感知的习惯。一般来
说，运动目标比静止目标易于察觉，但是难于
看清。视力大体上与目标运动速度成反比，因
此，设计时应该限制目标的运动速度。要求显
示信息量最少。显示的信息尽量减少，因为人
的注意受时间超过了注意的极限时间，那显示
的信息也是多余的。而且信息量少，还可以减
少记忆负担。警告、注意和提示三级告警采用
视觉(信号灯)方式，但最佳的告警方式是警告
信号采用灯光和话音显示，其余两类信号采用
灯光显示。 

3）界面一致性原则：屏幕上所有对象，
如窗口、按钮、菜单等处理应一致化。 

4）颜色合理使用原则：同一画面不宜超
过4套颜色（不包括黑、白、灰），图形数据
格式信息显示界面认知反应时间短、操作错误
少、心理负荷低。红色和黄色宜作为需准确辨
识信息的颜色，淡绿和黄色宜作为需要快速辨
识信息的颜色。蓝色不适于作为编码方式。 

5）显示方式优化原则：直观知觉到的显
示信息更易被认知。图形数据格式信息显示界
面不仅认知反应时间短、操作错误少、心理负

荷低。显示画面、字体设计中必须要充分考虑
背景和照明因素。一般情况下不应采用强反射
背景，因为，强反射背景会产生闪烁眩目的现
象，影响认知效果。 

6）布局方式的优化原则：按照生理因素
排布控制器件；按照认知习惯排布控制器件，
人的视线习惯从左到右或从上往下运动，且人
眼与监控目标之间的相对振动量级越大越影
响视线，同时应结合各控制器件的重要度级别
来设计界面布局，  

5.2 展望 

触摸技术正在逐渐替代传统的控制方式，
这种转变带来诸多方便。但是由于用户缺乏使
用机械按钮所具有的触觉反馈体验，比如当屏
幕区域出现反光同时周围噪音比较大时，用户
无法通过视觉和听觉来确定按钮的操作动作
是否已经完成，因此触摸屏也引发了一些人机
界面（HMI）方面的问题。在以往的一些应用
中，缺乏按钮触觉反馈引起的问题足以阻止按
钮向数字控制转换发展的进程。目前人们对使
用触觉感应设备的需求非常强烈，设计人员也
需要很好地了解触觉反馈技术给用户界面带
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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