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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64 “阿帕奇”是目前攻击直升机的 终极表现，它的强大火力与重装甲，使

它像是一辆在战场上空飞行的重坦克。不管白天或黑夜，也不管天气有多恶劣，它都能

够随心所欲地找出敌人并摧毁敌人，而且几乎完全无惧于敌人的任何武器。 
 

 

 

 

 
在直升机的大家族中，武装直升机阿帕奇，

算得上是最耀眼的明星。它是一个攻击能力和
生存能力强大的顶级直升机。从它诞生之日起
一直到现在，演绎了非常多的战场传奇，
AH-64 威力强大，多次在实战(如在巴拿马、
海湾战争中)大发神威，名声在外。由于它的
设计理念兼顾了实战环境的多个方面，并且经
历了实战考验，因此，在目前世界上使用的同
类武装直升机中，阿帕奇长期属于领先位置。 

 

 
 
在前驾驶舱内，则是阿帕奇武器系统的主

要控制系统。虽然前后两个驾驶舱都可以发射
武器，但主要的是副驾驶舱的射手负责阿帕奇
的武器瞄准目标。 

大部分的航电仪器和其他“黑盒子”都
装置在前机身两侧的减阻装置里，而这些装置
就成了台阶，供人员踏着爬上阿帕奇的驾驶舱
内。驾驶舱本身由一块很厚的透明防弹板分隔
成前（供副驾驶兼炮手乘坐）和后（供正驾驶
乘坐）。 

 

前部射手驾驶舱 

所有的驾驶舱玻璃都是平板设计，这种特
殊形状主要是为了减少太阳光的反射，因为太
阳光的反射会暴露出直升机的位置，而让敌人
发现。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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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舱的装甲结构可以承受 23mm 高
爆弹的直接命中。 AH-64 驾驶舱的前后两部
分都装置标准的飞行操控装置，以及控制直升
机飞行所需的显示屏，另外，每位机上人员也
都有他们自己的仪表，供他们从事特定任务之
用。 

其中最重要的是马丁·马利艾塔（现与洛
克希德合并）“目标获得标定瞄准器”和 
“飞行员夜视感测系统”（TADS／PNVS），
这些都装置在阿帕奇的机鼻上。“飞行员夜视
感测系统”位于阿帕奇炮塔的上方，包括一具
热影像瞄准器（类似艾布拉姆斯和布莱德雷车
上所使用的），而这具瞄准器和飞行员的飞行
头盔是同步移动的。这个头盔是很杰出的设计，

可以配合每个机员的头型加以调整，使他（她）
只要转一下头，就可以使用直升机的武器和感
测器瞄准。 

 

阿帕奇的 IHADSS 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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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系统任何时候都可使用，不管阿帕奇
是在恶劣气候下。在浓雾中、在灰尘中或夜间
都可使用。飞行员所看到的景象会显示在连结
于头盔上的一个小圆形显示屏上，而这个显示
屏位于右眼前。这个眼前显示屏也会显示其他
导航与射控资料，让飞行员随时可取得在战场
上所需要的各种资讯。 

控制板上的其余仪表也经过特殊设计，因
此，即使是在熄灯的状况下，也不会影响到飞
行员的夜视能力。它们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细
条状”显示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直线方式
显示各种资讯，但也有一些在汽车仪表板上可
以看得到的圆形仪表。当阿帕奇最初被设计时，
驾驶舱内的配置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未来一代
的阿帕奇（像 AH-64D “长弓”阿帕奇机型），
将以大型多功能电脑控制电子显示屏取代目
前大部分的仪表。 

阿帕奇的主要导航系统是李顿“姿势-飞行
方向参考系统”（AHRS），这个系统目前在大
部分陆军直升机上都已经是标准装备。这种航
向参考系统可以配合 ASN-137 都卜勒测速
系统（这是一种下视雷达，可以感受相对于地
面的各种移动）。在几个小时之内， AHRS 就

可以从一个固定方位“移转”到另一个方位，
因此，大部分阿帕奇在它的驾驶舱前方都装有
导航卫星“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让炮手可
以用手键入正确的资料。不久之后，将会装置
略作修改的 AHRS 系统，到那时就可以使 
AHRS 自动接收“全球定位系统”的最新资讯。 

在前驾驶舱内，则是阿帕奇武器系统的主
要控制系统。虽然前后两个驾驶舱都可以发射
武器，但主要的是副驾驶舱的射手负责阿帕奇
的武器瞄准目标，而阿帕奇机上的武器系统都
是以装置于机前感测旋塔下方的 TADS／
PNVS 系统进行瞄准的。这套系统包括另一组
“前现红外线”感测器、一个日间电视摄影机、
一套直视放大光学系统、一个激光测距仪和一
个配合激光制导武器使用的激光目标标定仪。
炮手所戴的飞行头盔上也装有跟后座正驾驶
很相似的瞄准器，有眼前显示屏，可以显示目
标和相关资料。射手想要对付某个目标时，只
需选定合适的武器，把头盔瞄准器上的“死亡
点”对准目标，然后扣下扳机。接下来的工作
大部分都由机上的射控系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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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力和一定的装备量，完全能满足陆军的需
要，因此没必要，目前也没计划重新研制下一
代专用武装直升机。俄罗斯的米-28 和卡-50
还远未发挥其潜力，未来十年内也不可能研制
下一代武装直升机。欧洲“虎”式直升机刚装
备部队不久，更不可能十年内研制下一代武装
直升机。因此，具有研制先进专用武装直升机
技术能力的美国、俄罗斯、欧洲起动研制下一
代机的工作应是 2015 年以后的事。 

智能化驾驶舱 

当前，信息能力已成为衡量武器装备体系
质量和效能的重要标志。特别是随着微电子技
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综合航空
电子系统从总线系统向功能更多、速度更快、
集成度更高、部分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使驾驶
舱智能化发展成为可能。早在 1996 年，贝尔
直升机公司就提出了一项适应未来战场的先
进座舱和武器系统的研究计划——“超级座

舱”研究计划来支持未来数字化战场上的各
种任务，对座舱的设计已达到人－机水平的综
合。“超级座舱”在“玻璃座舱”的设计中融
入了最新的技术，包括采用于智能决策辅助的
人工智能技术。“超级座舱”已经应用于
AH-1W 等改型中，已具有部分智能化功能。 

美国陆军于 2004 年 3 月指示继续开发尚
未完成的拟用于“科曼奇”直升机的 5 项技
术：雷达电子系统改进、集成通信导航识别和
航电系统及天线、雷达告警接收机、图像增强
电视摄像机以及电传操纵系统。 

因此，随着更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下一
代武装直升机应该具备高性能计算能力和高
吞吐量的智能计算机网络，能够为飞行员提供
实时决策咨询，对各种目标进行自动分类识别，
为各种进攻武器实时提供所需的目标参数、发
射计算和引导控制等。驾驶舱的智能化程度必
将大大提高。因此，智能化驾驶舱很可能应用
于下一代武装直升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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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工程师们一直都在研发柔性屏幕，并致力于将柔性屏幕真正应用到产品中，早些
时候，虽然关于柔性屏幕的消息一直都有见诸报端，但直到 2013 年的 CES 上，三星、LG、
英特尔等大公司才纷纷高调推出搭载柔性屏幕产品，让柔性屏幕一夜之间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成为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项新技术，柔性屏幕备受业界瞩目，

有望推动各种穿戴式计算设备的发展。不过，
这很大程度上仍然限于曲面屏幕。要真正推广
可以卷曲和折叠的屏幕，不仅要克服技术难题，
还要找到真正的市场需求。 

不需要背光而且更加明亮的 OLED 已经
对液晶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这种产品可以
提供更宽的视角和更好的色彩对比度，甚至可
以直接印刷在几个涂层上。 

发展局限 

康宁公司出品的大猩猩玻璃凭借超强的
坚固性，成为了众多智能手机的屏幕首选。该
公司最早将于今年为手机提供曲面玻璃。康宁
还在推广 Willow 玻璃，最薄可以与纸张媲美，
而且具备极高的柔性，可以缠绕一台设备一圈。
Willow 起初将被用作太阳能面板等产品的外
膜，但最终有望用于曲面产品。 

 
Willow 的重要卖点在于更高的生产效率，

可 以 使 用 类 似 于 印 刷 机 的 “ 卷 到
卷”(roll-to-roll)工艺，而不再沿用当今成本更
高的分批生产工艺。但康宁玻璃技术集团主管
詹姆斯·克拉品(James Clappin)表示，作为
一种柔性产品，Willow 的商业化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而且，玻璃也有它的局限。“它虽然可以
做成曲面，但不能来回弯曲。”曾经与多家显
示技术创业公司合作过的英国顾问阿德里
安·博登(Adrian Burden)说，他本人持有这
一领域的多项专利。这就意味着虽然玻璃可能
仍会在曲面显示屏设备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真
正能够弯曲、折叠和卷曲的屏幕可能还要使用
塑料。 

不过，塑料的坚固性不及玻璃。“一旦使
用塑料衬底，就会因为对环境过于敏感而遭遇
各种问题。”博登说。 

 

 

柔性 OLED 屏幕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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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所以，尽管 OLED
和塑料似乎是“天生
一对”，但将它们结合
到一起时却会带来额
外的问题：他们需要借
助 所 谓 的 “ 阻 隔 薄
膜”(barrier film)来阻
止氧气和水分的泄露。 

“ 各 种 产 品 中 都
有阻隔薄膜，例如食品
包装，但挑战在于，
OLED 是我们面对的最
敏感的材料之一，所以
会 面 对 巨 大 的 挑
战。”Lux Research 的梅尔尼克说。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Tera-Barrier Films 就
开发了一种方式，使用纳米颗粒封堵各个涂层。
该 公 司 董 事 森 希 尔 · 拉 马 达 斯 (Senthil 
Ramadas)表示，经过了数年的推迟后，该公
司上月开始在日本生产，并计划到 2014 年底
量产。“我们在价值链上面临极大挑战，一切
都需要各就各位，但直到现在才真正实现。”
他说。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柔性显示屏中的所有
材料都必须可以弯曲——包括驱动显示屏电
流的透明导体。目前已经有一些技术有望替代
传统屏幕中易碎且昂贵的氧化铟锡(ITO)，包
括纳米线、碳纳米管、石墨烯和导电网丝。 

其中一些技术已经接近生产阶段。例如，
另外一家新加坡公司 Cima Nanotech 就开
发了一种技术，可以在薄片上涂上一层银质导
电墨水，然后自动排列成网络形态，从而形成
一个导电层。 

这种底层技术的转变不太可能立刻变成
产品。“原型产品可以制造出来，但要量产仍
然要等很长时间，因为这些设备的很多流程和
材料都面临着重大的生产和规模问题。”梅尔
尼克说。 

生产难题 

一些业内人士说，从成批生产片材到更高
效的“卷对卷”工艺，是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相比于‘卷对卷’工艺而言，成批生产成本
更高，速度更慢。要完成转变，需要新的设备
和设计，也需要投入时间。”Tera-Barrier 
Films 的拉马达斯说。 

虽然在 iPhone 的推动下，大猩猩玻璃取
得了成功，但克莱品表示，即便如此，康宁仍
然很难推广 Willow 显示屏。克莱品表示，客
户希望更薄的设备和更易生产的玻璃，但
Willow 却需要极其复杂的前期准备。 

 
 



未来趋势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二期 

10 

柔性屏幕的应用 

可折叠的手机似乎是经常在一些科幻电
影中才会见到的桥段，不过这些可并不是什么 
未来才会出现的事情。事实上，多年来技术工
程师们一直在致力于研制柔性屏幕，在 2013
年的 CES 上，三星、LG、英特尔等大公司才
纷纷高调推出搭载柔性屏幕产品，让柔性屏幕
一夜之间进入了大家的视野，成为了众多媒体
关注的焦点。 

 
只要是日常配有屏幕的设备，也都能够使

用柔性屏幕。在 CES 上，三星和 LG 就同时展
出的弧形的 LED 电视。 

虽然目前柔性屏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这种显示效果仍然还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可
弯曲的智能手机上，目前来看主要的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产业而言，目前 OLED 显示屏的成
本是同等尺寸 LCD 屏的 5-10 倍，目前手机市
场上 OLED 显示屏只用于高端手机上，与达到
普及的程度还有一定距离，就不用说更不成熟
的柔性 OLED 屏幕了。而且相对于玻璃屏幕，
柔性 OLED 屏幕的制程技术要求更高，如沉积
温度、柔性衬底材质等都在制约着 OLED 屏幕
量产。 

其次，除了屏幕部分外，一部智能手机还
拥有主板、电池等其他组成元件，而对于真正
意义上的可弯曲的智能手机来讲，这些元件也

都需要进行特殊设计。 

 
可弯曲的电池 

韩国科学技术高级研究院近日宣布发明
了一种固态弹性可弯曲电池。而且这块电池稳
定性非常高，在折叠、破损、或轻度肢解的情
况下都能正常供电。弯曲情况下不会造成电量
和性能的损耗。 

 
柔性屏幕穿戴设备 

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两年内，众多搭
载柔性屏幕的手机，电视，平板等设备将会相
继推出。而当下可穿戴智能设备也正值火热时
期，柔性屏幕完全可能乘着这股热潮，更广泛
的装载在可穿戴智能设备中，加快其普及速度，
柔性屏幕的未来必将一片光明。 

 

本文编辑：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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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导电薄膜在能源、信息、国防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重要的研究意义。作为光

电子器件的关键电极材料，在平面显示、触摸屏、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自然界中往往透明的物质不导电, 如
玻璃、水晶等, 导电的或者说导电性好的物质
又往往不透明, 如金属材料、石墨等。但在许
多场合恰恰需要某种既导电又透明的材料, 
透明导电膜正好符合了这样的要求, 它的物
理性能和功能是一种半导体薄膜材料, 也可
以属于一种光学材料, 这类薄膜材料最初源
于平板显示器制作的需要。 

碳纳米管介绍 

碳纳米管作为一维纳米材料，重量轻，六
边形结构连接完美，具有许多异常的力学、电
学和化学性能。近些年随着碳纳米管及纳米材
料研究的深入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也不断地展
现出来。碳纳米管具有高传热、高导电性优良、
碳纳米管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CNTs 抗拉强
度达到 50～200GPa，是钢的 100 倍，密度
却只有钢的 1/6，至少比常规石墨纤维高一个

数量级；它的弹性模量可达 1TPa，与金刚石
的弹性模量相当，约为钢的 5 倍。碳纳米管是
目前可制备出的具有最高比强度的材料。若将
以其他工程材料为基体与碳纳米管制成复合
材料，可使复合材料表现出良好的强度、弹性、
抗疲劳性及各向同性，给复合材料的性能带来
极大的改善。 

 
碳纳米管可以制成透明导电的薄膜，用以

代替 ITO（氧化铟锡）作为触控屏幕的材料。
先前的技术中，科学家利用粉状的碳纳米管配
成溶液，直接涂布在 PET 或玻璃衬底上，但是
这样的技术至今没有进入量产阶段；目前可成
功量产的是利用超顺排碳纳米管技术；该技术
是从一超顺排碳纳米管阵列中直接抽出薄膜，
铺在衬底上做成透明导电膜，就像从棉条中抽
出纱线一样。 

工程师更开发出利用碳纳米管导电异向
性的定位技术，仅用一层碳纳米管薄膜即可判

 

柔性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 



断触摸点的
标；碳纳米
幕还具有柔
扰、防水、
刮擦等特性
做出曲面
幕，具有高
可应用于
置、智慧家

透明导

自从
发镉( Cd
明导电膜以
重视。之后
几个重要阶
In2O3 薄膜
成为透明导

70 年
导电性,人们
能, 运用纳
从而开辟了
年代, 掺杂
ZnO 简称
料而广泛研
业的快速发
扩大, 对其
求 , 这 样
ransparen
TCO) 材料
膜及其他新
应运而生。

目前应
璃、陶瓷等
在质脆、不

的 X、Y 座
米管触控屏
柔性、抗干

耐敲击与
性，可以制
的触控屏

高度的潜力
穿戴式装

家电等产品。

导电薄膜的

1907 年 B
) 使之氧化
以来, 透明

后, 透明导电
阶段: 20

膜（即 Indiu
导电膜材料

年代, 为了进
们利用金属

纳米技术, 开
了透明导电

杂铝的 ZnO
ZAO 膜）

研究, 到了
发展, 透明

其物理化学性
多 组 元 透

nt and Co
料、金属基复
新型透明导

 
应用最为广
等硬质基材
不易变形, 限

C

。 

历史 

adeker 报
化形成氧化
明导电膜的

电膜材料的
世纪 60 
m T-inOxid

料的主体。 
进一步提高
属材料具有
开发了金属

电多层膜的
O 薄膜（即

作为 ITO 
90 年代,

明导电膜的
性能提出更

透 明 导 电 氧
onductive
复合多层膜

导电膜材料

广泛的透明
上制备的, 
限制了透明

CPA 控制面板

报道了通过热
化镉( CdO)

研究受到普
的发展又经历

年代, 掺锡
de 简称 IT

高透明导电膜
有良好的导电
属基复合多层
的研究领域;
即 A-l dop

的最佳替代
,随着光电子
应用范围不

更高、更多的
氧 化 物 ( 即
e Ox ide 简
膜、导电高分

料的研究开发

导电膜是在
但这些基材

明导电薄膜的

板组件及相关

热蒸
) 透
普遍
历了
锡的
O） 

膜的
电性
层膜, 
; 80 
ped 
代材
子产
不断
的要
即 T 
简称
分子
发就

在玻
材存
的应

用。
基材
光电
弯曲
业化
等。
明导
的更
有机
发展
备技

 

 

关技术 第二期

与硬质基材
材上制备的
电特性, 而且
曲、重量轻
化连续生产

随着电子器
导电薄膜有
更新换代产
机柔性透明
展阶段, 因此
技术和性能

期 

材透明导电
的透明导电

且还具有许
、不易破碎
方式有利于
器件朝轻薄

有望成为硬
品, 因此其

明导电薄膜
此, 加强对
的研究尤为

电膜相比, 在
薄膜不仅具

许多独特优
碎、可以采用
于提高效率
薄化方向发
质基材透明

其研究备受关
的研究在国

对柔性透明导
为重要和迫

本文编

未来趋势

12 

在有机柔性
具有相同的

优点, 如: 可
用卷对卷工

率、便于运输
展, 柔性透

明导电薄膜
关注。但是
国内还处于
导电薄膜制

迫切。 

编辑：邵俊

势 

性
的
可
工
输
透
膜
是
于
制

 

俊 



未来趋势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二期 

13 

 

 
 

 
湾流（Gulfstream）系列飞机是世界上最快也最豪华的公务机，由于豪华特性，它几乎成为了

私人飞机的代名词。最新的湾流飞机 G650 马上就要上市了。这是一架能接近音速飞行的飞机，其
速度是其他传统的公务机所望尘莫及的。在速度 0.85 马赫时航程可达 7000 海里（12964 公里）。
而且 G650 在本级别飞机中拥有更快的飞行速度、更远的飞行距离和更大的座舱。 
 

 

 

湾流宇航公司(Gulfstream Aerospace)是
截止至 2013 年世界上生产豪华、大型公务机的
著名厂商。1999 年由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完全收购，其主要产品为湾流 G650
公务机。 

在 2008 年时，湾流 G650 就宣称要成为飞
的最快的公务机。首席试飞员 John O'Meara
称在达到 0.925 马赫时，湾流 G650 仍然保持了
良好的气动性能，同时操稳特性平稳，没有出现
激波抖振现象。2010 年 5 月 2 日的一次试飞中，
湾流 G650 在试飞中飞出了创纪录的 0.925 马赫，
飞行高度约 13000 米。这个飞行速度是亚音速民
用飞机能飞出的最高马赫数。 

G650 是天空中技术最先进的商用飞机。在
G650 飞机诞生的同时也创立了很多标准，如增
强视觉系统 IITM，平视显示系统 II 和合成视觉主
飞行显示器先进的安全功能。它的 Planeview 
IITM 驾驶舱配备了三层式飞行管理系统，自动紧
急降落模式，三维天气雷达，先进的飞行控制等
设备。简而言之，这些先进的技术提高了驾驶员

的形势意识和提高了飞机
的安全性。 

G650 的高科技驾驶舱
采用了最新的驾驶舱技术，
如 14 英寸自适应液晶显示
器、可整合当前的显示控制
器功能和备用飞行仪表的
备用多功能控制器、包含地
形数据能有效消除地面杂
波的全自动三维扫描气象
雷达。 

G650 为“全电式”操

世界 快 豪华公务机——湾流 G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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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是首个采用这一技术的公务机。飞行员

与飞行控制面之间无任何机械控制，它们由两套

液压系统驱动。 

湾流 G650 将让乘客感觉更加舒适。作为湾

流机队中航程最远、座舱最宽敞的超级公务机，

G650 的内部空间达到了 2.59 米宽，1.95 米高，

最多乘坐 18 名乘客，是所有竞争机型中最宽敞

的。G650 还配备了厨房和独立通风的洗手间，

舱内气压高度也非常适宜。在 15，545 米高度巡

航时，其座舱气压仅相当于 1，487 米，12，497

米高度巡航时座舱气压相当于 853 米。 

湾流工程师尤其重视机舱环境的设计。实际

上，他们是由内而外进行设计的。G650 的机舱

比其他同类飞机更长、更宽、更高，足以为 18

个人提供非常舒适的环境和空间。您可从 12 种

平面布局 中进行选择，让您的 G650 充分满足

您特殊的商务需求。机舱内可以配备一个四人会

议桌，过道处可增设两个座位，供 6 名乘客进餐

或举行会议。它使您能够享受更宽敞的座位和过

道空间，同时还为往来于世界各大城市的飞行提

供更大包厢，让您得到充分的休息。 

作为全球最昂贵的公务飞机，G650 的座舱

设计得无比舒适和

更加安静，广泛采

用了先进的环境技

术，以有效减轻乘

客的疲劳感。G650

全部 16 个舷窗是公

务机中尺寸最大的，

0.71 米×0.52 米。

增大型舷窗从视觉

上扩展了舱内环境，

同时提供了更多的

自然光。 

650 不仅配备了全套厨房和吧台，还有多种

娱乐设计，包括卫星电话、无线互联网，为乘客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飞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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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流机舱管理系统（GCMS）可通过触摸屏、
电容式触摸开关和乘客控制设备对机舱系统进
行数字化操控。通过使用与机上固定座椅同步化
的 iPod touch，乘客可在座位上控制灯光、温
度、话筒、显示屏、娱乐设备、窗帘、CabinView
系统以及呼唤空乘人员。 

 
他们还可以设定并保存包括工作、用餐、放

松和睡眠在内各种活动的首选设置。 例如：如
果他们在工作时需要使用阅读灯、关闭窗帘或对

间接照明有特定的色温偏好，可以在“工作”标
签下保存这些首选设置。 当在菜单中选择“工
作”时，GCMS 将按照乘客预设的偏好自动对
环境进行调节。 

G650 的出现更巩固了湾流的地位，它标价
6450 万美金，拥有难以想象的技术和奢华。尽
管在 2011 年 4 月的测试中，淘汰了四架飞机。
但是湾流继续努力，预计在 2012 年末的时候将
推出 12 架飞机。尽管这款飞机极致奢华，价格
也是相当不菲，但这款飞机却一点都不愁销路。
据纽约邮报报道：Oprah Winfrey，Warren 
Buffet,和 Ralph Lauren 都想拥有一架 G650。
虽然不能透露所有购买者的姓名，但是已知的信
息显示湾流现已经收到 200 多张订单了。 

 
 
 

本文编辑：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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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巴迪挑战者（Challenger 挑战者) 系列飞机由庞巴迪宇航集团的加空宇航集团研制的双发喷
气式公务机。前身是利尔飞机公司建议的利尔星 600,1976 年 4 月,加空宇航集团购买了利尔星 600
的设计、制造、销售权后，开始研制，并作了重要修改，1977 年 3 月更名为加空挑战者。该系列
主要包括挑战者 300、挑战者 605、挑战者 850、挑战者 850 公务穿梭飞机、挑战者 870 公务穿
梭飞机、挑战者 890 公务穿梭飞机。（赵本山购买的为挑战者 850） 

 

庞巴迪挑战者系列飞机由庞
巴迪宇航集团的加空宇航集团研
制的双发喷气式公务机。前身是利
尔飞机公司建议的利尔星 600，
1976 年 4 月，加空宇航集团购买
了利尔星 600 的设计、制造、销售
权后，开始研制，并作了重要修改，
1977 年 3 月更名为加空挑战者。
该系列主要包括挑战者 300、挑战
者 605、挑战者 850、挑战者 850
公务穿梭飞机、挑战者 870 公务穿
梭飞机、挑战者 890 公务穿梭飞机。 

挑战者 850 由庞巴迪公司的支
线飞机 CRJ 改进而成，它继承了支线飞机宽敞
的机舱和翼展，融合了大客舱公务机的舒适性和
灵活性的特点，于 2003 年更名为庞巴迪挑战者
850。作为大机舱的公务机，挑战者 850 的驾驶
舱配备了柯林斯 Pro Line4 航空电子系统、INS、
防撞系统、GPWS 和 WXR-840 彩色气象雷达。
包括一个全数字化高度集成的电子飞行仪表系
统，FMS 和一个双屏幕 EICAS。 

850 是庞巴迪的优质私人商务喷射机。这种
行政专用的客机拥有同级机种中最大的机舱，领
先豪华私人飞机航行的市场，足以让商务旅客轻
松横越各大洲。它由两个通用电气 CF34-3 B1 型 

 

涡轮风扇喷射机引擎推动，可以把私人飞机加速
至高达每小时 528 英里。这种商务喷射机的平均
飞行高度为 41,000 英尺，让您感受前所未有的
飞行体验。豪华与顶尖科技的结合使挑战者 850
革新了私人飞行的领域。 

 

 

庞巴迪 Challenger 850 私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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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 850 的宽敞客舱是同级别公务机中
前所未有的。其内部舱长达到 48.42 英尺（14.75
米），宽 8.17 英尺（2.49 米）、高 6.08 英尺（1.85
米）。客舱最多可配置 16 个乘客座位，其标准的
座位配置是 12 座。挑战者 850 的客舱通常分为
三个独立的区域，如果把座位数设定在 7-10 个
左右，可以把多出的空间改为酒吧、套房或者办
公区，甚至健身房也能定制到飞机上。 

 

挑战者 850 的购机成本大约 2 亿元人民币，
进口关税、增值税总共约 4000 万元。而购机后，

管理费、飞行员及维护人员工资、飞机保险费用
等，每年固定成本 550 万元。另外，其运营成本
也不低，年管理费用高达 820 万元，每小时的飞
行使用成本高达 1.4 万元人民币，年使用 300 小
时总费用约 1246 万元。 

 
挑战者 850 是一款独特的、起源于支线飞机

的公务机。它是一种理想的大容量公务机，能承
载较多人数的乘客团队而保持机舱空间的舒适。
在灵活性及飞行速度上，挑战者 850 毫不逊色于
较小机舱的其他型号的公务机。无疑，挑战者
850 是大型公司的理想之选。 

本文编辑 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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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武装直升机座舱布局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座舱功能与任务分配、信息分类与

分布、显控布局、座舱功能配置与空间布局等方面，分析了座舱布局人机工效优化设计的需求；

运用人机工效学的分析与设计技术，引入座舱资源管理（Cockpit Resource Management，

CRM）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新时期座舱布局优化设计与人机工效评估的技术措施和方案，

为武装直升机座舱布局设计提供工效学优化的顶层要求和实施方向。 

关键词：武装直升机  座舱布局  人机工效  优化设计 
 
 
1  前言 

座舱是飞行员操纵飞机执行飞行、作战
任务的核心部位，其设计水平对飞机作战使
命的完成和作战效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
历来被视为飞机整体研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现代直升机座舱
越来越先进，功能日趋复杂，信息日益拥挤，
飞行员工作负荷加重，必须对座舱进行人机
工效优化，以减轻飞行员的任务紧张和疲劳，
减少人因飞行事故，提高座舱人机系统的整
体作战使用效能。 

武装直升机作为一种新兴的高技术兵器，
将面临恶劣的作战环境和来自地面、空中多
种威胁的挑战，采取隐身措施，减少机身横
截面积，提高生存能力是必然的趋势，这也
将导致座舱可利用空间狭小，对飞行员的操
纵、观察作业也带来了巨大影响，因此，对
武装直升机座舱布局进行人机工效研究是一
项亟待解决的重大任务。 

2  武装直升机座舱布局发展历程 

自从飞机用于军事以来，军用飞机座舱
已经历了敞开式、密闭式，座舱显控经历了

目视飞行、简单仪表式、机电伺服式、电子
仪表式、综合显控式等阶段，并逐步朝 21 世
纪的标准“大图像”座舱发展。武装直升机
按照各年代及其主要性能的改变进行划代，
可以将其划分成 3 代，各代武装直升机座舱
的布局设计都有明显的特征和变化。 

（1）第一代：仪表密布、机械操纵 
20 世纪 60 年代，美军为了满足越南战

争的需要，对一批小型运输直升机进行了改
造，加装了武装系统，同时，美军开始决定
研制专用武装直升机，最初生产的型号是
AH-1G“休伊眼镜蛇”，于 1967 年投入越南
战场。第一代武装直升机采用初始的集成微
电子电路仪表、单向数据总线，直升机仍然
通过机械来操纵，座舱仪表数量众多，操纵
复杂，安全性差。 

 

 

武装直升机座舱布局的人机工效设计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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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代：实现从空分制向时分制的
跨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提出了“先进攻
击直升机”计划，前苏联/俄罗斯、法国、德
国等国也制定了发展新一代武装直升机的研
制计划。第二代武装直升机座舱航空电子设
备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得到大幅提高，采用
的航空电子设备进入综合化、数字化、信息
化和智能化时代，从而使得飞行员工作负荷
有所减轻，飞行的操纵采用机械和电子混合
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有 AH-64“阿帕奇”、卡
-50“黑鲨”和米-28“浩劫”。 

 

阿帕奇 驾驶舱 

（3）第三代：高度自动化、智能化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现的武装直升机可

归为第三代，也是当今最先进的一代，随着
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在直升机上的广泛应
用，直升机电子系统朝高度综合化的方向发
展，实现了电传、光传操纵和计算机综合控
制。第三代武装直升机座舱系统的特征有以
下几点：使用多功能综合显示器，取代了大
量的单个仪表；利用中央计算机，可对通信、
导航、飞行控制、敌我识别、武器火控的信
息进行综合处理和控制；采用综合电子设备

大大简化了座舱内的布局；广泛应用平视显
示器（HUD）和头盔显示器（HMD），使飞
行员能更加方便地控制飞行和作战。典型的
机种有：RAH-66“科曼奇”、“虎”式、卡-52
“短吻鳄”等。 

 

科曼奇 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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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座舱布局的人机工效优化设计需求 

随着传感器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
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发展，
武装直升机性能大幅提升、作战环境日趋复
杂、座舱显示信息急剧增加、飞行员工作负
荷繁重，座舱布局工效学优化设计技术的需
求日趋迫切。座舱布局设计主要包括座舱功
能与任务分配、信息分类与分布、显控布局
以及功能配置与空间布局等内容，都需要通
过人机工效优化设计技术来解决座舱系统人
机适配性的突出问题。 

1）座舱功能与任务分配引入 CRM 理念 
座舱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降低了飞行

员的工作负荷，但同时带来了飞行员应激水
平降低、情境意识丧失和工作满意度降低等
问题。通过对比座舱人、机特性，按照人机
工效学的原则，合理人-机及人-人之间的分工，
优化配置，将飞行员工作负荷控制在正常状
态并保持良好的处境意识以及工作满意度，
使整个座舱人-机系统整体效能达到最大。 

根据座舱资源管理（Cockpit Resource 
Management，CRM）的理念，并将其应
用范围从安全飞行扩展到作战/使用任务的
完成，现代军用直升机座舱乘员设计，要考
虑到能提高飞行中人力资源利用水平，使机
组在整个任务阶段保持应有的效能状态，减
少错误和事故率。 

2）座舱信息分类与信息分布重视飞行员
的信息加工特征 

随着作战环境的复杂化和机载设备发展，

军用直升机座舱信息急剧增加，复杂气象及
地形、精确制导武器等要求直升机配置多通
道传感器和信息处理系统，另外，数据链和
联合战术信息分配系统为飞行员提供了大量
战场态势和目标的相关信息。飞行员要在座
舱空间内迅速处理大量信息，认知、处理和
决策等工作负荷繁重，因此，座舱信息显示
设计必须符合飞行员的心理、生理习惯和信
息加工特征，座舱信息按照功能分类和重要
度进行合理分布。 

3）座舱显控布局着重解决空间优化与显
示、操纵效率的矛盾 

目前的座舱综合显控布局存在仪表板实
时利用率低、信息分割和控制操作环节繁琐
等问题，需要通过利用时间和空间优化，权
衡解决有限空间与各种显控设备布局的矛盾、
多通道信息集中与显示控制的矛盾、视距内
与视距外转换以及内视与外视转换的矛盾，
进一步提高信息显示融合度、缩短飞行员判
断和决策时间、提高信息传递和操作效率。 

4）座舱功能配置与空间布局针对飞行员
个体特征 

我国现役武装直升机的设计多采用国外
标准,与我国飞行员的人体尺寸不匹配,严重
影响了座舱空间利用率和飞行员的工作效率。
必须根据座舱任务、功能和人机界面要求,对
座舱人员位置和空间分配、飞行员视野、显
控设备的空间位置、操作维修空间分配以及
人员防护设施等进行研究,使座舱空间布局合
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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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舱布局优化与人机工效评估技术方案流程 

4  座舱布局人机工效优化设计技术 

座舱布局设计是一项人-机系统工程,具有
主观因素复杂性和难评判性,目前,设计、论证、
评审武装直升机座舱的人机工效主要是根据
技术人员的经验和飞行员的评审意见,缺乏足
够的说服力。需要通过总结现有的座舱布局设
计理论,跟踪技术发展趋势,引入座舱资源管理
(Cockpit Resource Management CRM)
的理念和方法,采用虚拟仿真等先进技术手段,
提出新时期座舱布局优化设计与人机工效评
估的技术措施以及发展方向。设计与评估技术
方案流程如图 4 所示。 

首先,必须根据未来直升机座舱布局的发

展趋势以及军用直升机的作战使用要求,分解
出对座舱任务的使用要求, 明确座舱设计的
定位、功能、性能要求。 

第二步,确定座舱布局设计要求,包括任务
功能、信息种类形式和分布、需要采用的显示
控制技术、空间布局、舱内环境等方面。这需
要总结国内外相关直升机座舱设计的经验和
特点,搜集和整理直升机座舱设计的规范、准
则,结合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根据本座舱的技术
特点进行剪裁、完善,提出满足作战使用实际
和实施可行的设计要求。 

第三步,桌面方案设计。通过建立的飞行
机组人的认知知识库和机组资源管理的方法,
针对设计要求,进行初步的人人-人机功能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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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员负荷分析,提出座舱能够人员配置及职责
分工,结合任务要求提出舱内系统功能配置。
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进行座舱几何参数、空间
布局、显控布局和环境的设计,通过人体数据
模型、人机工效分析软件,在虚拟仿真系统对
座舱方案进行初步优化,进过循环迭代，提出
若干个基本可行的备选方案。 

第四步,仿真、试验和评估。对备选方案
进行模块化处理,或虚拟仿真设计是采用模块
化设计。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呈现方案设计结果,
让设计师和用户进行人人-人机协调、工效评
估,选择座舱整体效益最佳的方案,直至确定目
标方案。 

5  未来武装直升机座舱布局人机工效设计技
术的发展趋势 

（1）座舱布局综合化。采用大屏幕显示
器替代复杂且数量众多的常规仪表、综合各种
控制板,构成显示控制高度综合化的座舱,即所
谓的“玻璃座舱”(Glass Cockpit)。这种座
舱具有良好的人机工效,节省了空间,减轻了飞
行员的负担。 

（2）显示控制智能化。话音合成/识别系
统实现了人机直接对话,话音合成系统把计算
机输出的数字信息变换成人能听懂的声音,使
话音告警成为视觉告警的重要补充,已在很多
直升机上广泛应用；话音识别系统则是把人的
话音变换成计算机能接受的数字信息,为飞行
员提供新的控制方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飞行
员的工作负担。而飞行员助手系统则将来自多
种信息源的同一类信息加以处理、综合后显示
给飞行员,并协助飞行员进行威胁评估决策、
实施战斗任务的动态规划火力分配、武器管理
和火力控制等。 

（3）显示器宽视场化。采用全息平显(也

称衍射平显)技术将折射光学准直系统改为衍
射光学准直系统。总视场扩大为 30°*20°；
采用头盔显示器,包括平显和头盔跟踪器,总视
场进一步扩大为 40°*40°。宽人的视场使飞
行员更适应夜间恶劣天气飞行作战低空突防、
对地精确攻击等任务,对提高整体作战效能具
有重要作用。 

（4）战况显示器大型化。第三代武装直
升机增大了主下显即态势显示器的尺寸。仿真
实验表明,从一个大显示器上了解情况的速度,
比起从几个小显示器上了解情况的速度要提
高 7 倍。 

（5）座舱设计虚拟化。随着虚拟现实及
全息技术的发展,“虚拟座舱”将成为未来武
装直升机座舱布局设计的发展方向。用全息合
成、虚拟成像及控制技术代替有形显示和控制
装置, 座舱的设计概念将发生质的变化。人机
界面虚拟数字化将大大提高设计的可视化程
度,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良好的通用性,能大幅
节省座舱空间,达到最优人机组合的理想设计
效果,是未来座舱设计技术的一个发展方向。 

6  结论 

在未来的战争中,传统的座舱布局系统设
计,己经无法应对飞行员态势感知需求、综合
信息显示与控制、隐身设计等因素带来的严峻
挑战,目前,美国和欧洲英、法、德等国都投入
巨资,大力探索开发基于人际工效的先进智能
化座舱系统。由于高性能图形引擎技术、视频
阵列处理器技术、基于专家系统的驾驶员助手
(PA)技术和显示介质技术的发展,以及在“以
人为中心”的人机工效设计需求的牵引下,武
装直升机座舱布局设计将取得变革性的进步。 

 
本文编辑：刘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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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直升机驾驶舱布置在局方审查的过程中，暴露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人机功效上。

通过对人因工程学在驾驶舱布置中所涉及的学科的研究，系统地梳理了驾驶舱布置需要考虑的

因素及遵循的原则，从而提高驾驶员满意度并确保飞行安全。 

关键词  人因工程学；民用直升机；驾驶舱布置 

 

Many problems on cockpit layout of civil helicopter were exposed ’ especially 

on Ergo-nomics during the CAAC investigation. Based on Ergonomics ’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points and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sign the 

cockpit ’ thus improving the pilot satisfaction and flight safety. 

Key words：civil helicopter ; cockpit layout

 

 

0 引言 

合理的驾驶舱设计是实现安全飞行的重
要基石和保证舒适驾驶的根本保障。驾驶舱作
为人机接口最突出和最集中的地方，其布置的
优劣不仅影响驾驶员的体力、心理和意识活动，
而且将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和飞行安全。 

在 AC 系列直升机的 AEG 审查中，暴露
了驾驶舱综合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就有不
少是驾驶舱布置的问题。比如耳机插孔方向与
坐骑运动方向一致，燃油增压泵控制面板可达
性不好，机电显示器位置不便于观察和判读，
驾驶员以正常坐姿难以看清备用仪表刻度等
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增加了驾驶员的工作和心
理负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飞行安全。因此，
当务之急应尽快从人因工程学的角度来规范
驾驶舱布置，提高驾驶员满意度，确保飞行安
全。 

 
 

 
 

1 人因工程学 

根据台湾功效学学会的定义，人因工程学
是指“了解人的能力与限制，以应用于工具、
机器、系统、工作方法和环境之设计，使人能
在安全舒适及合乎人性的状况下，发挥最大工
作效率和使用性能，并提高生产力及使用者的
满意度的学科领域。”已有的研究表明，人因
工程学在驾驶舱布置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 

应用于驾驶舱布置中的人因工程学，其核
心是以人为本，充分应用生理学、心理学、医
学、人体测量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成果，
大体分以下两类： 

1）人体测量学 
通过对人体测量学的研究，了解人体尺寸

及人体活动范围，有助于进行驾驶舱总体布置。
驾驶舱总体布置主要对仪表板、操纵台、座椅
和驾驶杆进行布局。 

 

 

基于人因工程学的民用直升机驾驶舱布置 
Cockpit Layout of Civil Helicopter Based on Erg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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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理学和心理学 

人机系统效能取决于它的总体设计。系统

设计的基本问题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分工以及

人与机器之间如何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等问

题，进而确定显示器与控制器的数量及类型。 

通过对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了解人的

视觉特性及传递反应特性、人的工作负荷与效

能以及人的决策过程、影响效率和人为失误的

因素等，有助于布置仪表板和操纵台上的显示

器与控制器。 

2 人因工程学在驾驶舱布置中应用 

据上述，人因工程学在驾驶舱布置中的应

用主要体现在驾驶舱总体布置、仪表板和操纵

台布置、显示器参数布置三方面。 

2.1 驾驶舱总体布置 

驾驶舱总体布置原则：以人为本，确保舱

外视界良好、舱内显示控制器件清晰可达。 

2.1.1 舱外视界 

驾驶舱总体布置应满足 CCAR-29R1 和

CCAR-27R1 中 773 条之驾驶舱视界条款要求。

确保驾驶员对舱外有不受遮挡、足够宽广的视

界，在所有预期使用条件下、所有机动飞行及

所有状态下舒适驾驶直升机。 

2.1.2 座椅、操纵器件和显示控制器件 

作为驾驶舱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布置均关

联了相关的人因工程学设计原理，大致如下： 

1）座椅 

座椅的布置：考虑人体的视域分析，原则

上驾驶员座椅的垂直对称面与飞行必需的姿

态-导航仪表（或显示器）的垂直对称面共面，

如不能共面，也不能超过 30mm。 

座椅的设计：确保驾驶员正常坐姿下的舒

适度。依据人体坐姿理论设计，与人体坐姿舒

适性相关的是坐姿舒适角度和人体坐姿体压

分布。在充分考虑了舒适角度和体压分布后，

确定座高、座深和头枕尺寸等关键参数。 

2）操纵器件和显示控制器件 

驾驶舱操纵器件如驾驶杆、脚蹬、油门杆

等 ， 布 置 必 须 满 足 CCAR-29R1 和

CCAR-27R1 中 777 条驾驶舱操纵器件条款要

求，应便于操作并能防止混淆和误动。首先要

进行手和脚的生理特点、活动范围和受力的分

析，考虑操纵过程中将疲劳减到最小的要求，

求出人手和脚的活动范围和舒适域。相对于驾

驶员座椅的位置和布局，使身高从 158cm 至

183cm 的驾驶员就座时，操纵器件在人手和

脚的舒适区域内，可无阻挡地作全行程运动；

显示控制器件应布置在人手的活动范围内。 

操纵器件的运动方向必须与旋翼航空器

产生运动的方向相一致，大致有： 

①驾驶杆向后拉：上仰； 

②驾驶杆向右拉：右倾斜； 

③蹬右脚蹬：右转弯； 

④油门杆向上：发动机功率增大。 

2.2 仪表板和操纵台布置 

仪表板和操纵台布置的前提是在充分考

虑舱外视界、布置座椅、操纵器件和显示控制

器件后，进行外观设计和布置。 

仪表板和操纵台布置的原则是：仪表和显

示器需考虑人体的视域分析。在白天和夜间的

飞行条件下，驾驶员正常坐姿时，主要仪表和

显示器都处于驾驶员的舒适视野内，便于观察。

控制面板应考虑人手的活动范围，使驾驶员以

正常坐姿无需解开安全带就能清晰识别且接

近它们（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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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119 型机基本飞行导航仪表布置 

2.2.1 仪表和显示器 
1）基本飞行导航仪表，始终处于驾驶员

视界范围内，主要考虑如下： 
①布置方式：T 型布置。 
——指示飞行方向的导航仪表的垂直对

称面与姿态仪表的垂直对称面共面； 
——指示空速的仪表设置在与姿态仪表

同一水平线的左侧； 
——指示气压飞行高度的仪表设置在姿

态仪表同一水平线的右边。 
②指示姿态的仪表布置在中心部位（设计

眼位）。 
2）备用仪表应以偏离基本飞行导航仪表

最小距离布置在仪表板上。 
3）动力装置仪表。 
①动力装置仪表必须在仪表板上紧凑地

构成组列； 
②多发发动机使用的动力装置仪表，其位

置安排必须避免混淆； 
③对安全运行极端重要的动力装置仪表，

必须能让驾驶员看清。 
2.2.2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布置主要参考以下 4 方面的要
求： 

1）按照重要程度分区，按安全飞行的相
对重要性进行分组布置； 

2）按照功能用途分区，对不同功能进行
分组布置； 

3）按照使用时间分区，按飞行中不同阶
段的使用顺序进行布置； 

4）按照使用频率分区，按飞行中不同使
用频率进行布置。 

最常用的控制面板，包括在最复杂的飞行
阶段以及在复杂情况及应急情况所使用的控
制器，从可达性及视域来看，它们应布置在每
个驾驶员工作部位的最佳区域内。 

比较重要和使用较频繁的控制面板可以
放在易达区域。而对那些偶然操纵可能导致特
殊情况发生的控制面板，应布置在可达区域，
以防无意识地改变其控制开关的位置。 

控制装置的布置，操纵手柄的颜色、形状
及尺寸，应当确保在所有飞行状态及特殊情况
下可迅速识别并进行准确无误的操作。 

双驾驶都需使用的控制面板，应当布置在
舱内均可达的控制区域或者根据驾驶员的控
制职能，把面板安装在相应驾驶员的工作位置
上。 
2.2.3 告警面板和告警灯 

布置在仪表板和操纵台的有单个告警灯、
告警面板、主警告灯和主警戒灯等。 

1）单个警告灯：应根据给出信息的重要
程度进行布置。 

2）告警面板应当根据如下原则之一进行
编组或构成： 

①属于哪个功能系统（例如，同属于一台
发动机）； 

②同时使用（例如，均用于着陆时）； 
③时间储备（例如，属于有时间限制的告

警）。 
3）主警告灯和主警戒灯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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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警告和主警戒信息应该在驾驶员主视

觉区域内设置视觉提醒。离散的警告信息应综

合在一个告警面板或显示器上。如果驾驶员主

视觉区域内不能显示主警告信息或主警戒信

息，应提供主警告灯和主警戒灯，且布置在主

视觉区域。 

2.3 显示器参数布置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普遍采用显示器模

仿传统飞行及动力仪表，集中显示驾驶员需要

的飞行-导航信息和动力装置信息等（如图 2）。

为了增强驾驶员的情景意识，降低工作负荷，

参考 FFA AC23.1311-1B 中的显示器参数布

置，建议如表 1。 
表 1 显示器参数布置 

 
 
 
 
 
 
 
 
 
 
 
 
 
 
 

 
图 2 AW139 型机显示参数布置 

3 总结 
本文从人因工程学的角度对民用直升机

驾驶舱的布置进行了阐述。驾驶舱的布置要研
究人的生理、心理和人体测量学，对照国际标
准，依托设计积累，对驾驶舱所有组成元件进
行合理化布置，从而降低驾驶员的使用负荷，
提高人机功效。 

 
 
 
 
 
 
 
 
 
 
 
 
 
 
 
 
 
 

本文编辑：刘昭

参数信息 
推荐显示区域 

与驾驶员设计眼位的角度/(°) 与驾驶员设计眼位的距离/(in) 备注 

基本飞行-导航信号（T 型布置） 4 2 注 1 

偏航指示（HIS’CDI’FD） 15 8  

自驾信息和飞行指引模式 15 8  

导航源状态指示 15 8 注 2 

系统警告和警戒信息 15 8 注 3 

机电系统信息 35 21  

系统提示信息 35 21  

备用仪表 35 21 注 4 

基本飞行和导航信息的还原显示 35 21  

注 1：基本飞行-导航信号应尽量靠近设计眼位。 

注 2：导航源提示应在受影响的显示区域上或在其附近。 

注 3：如果驾驶员主视觉区域内不能显示主警告信息或主警戒信息，应提供主警告灯和主警戒灯，且布置在主

直觉区域。 

注 4：备用仪表应尽可能靠近基本飞行-导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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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宇飞 
摘要：某型扳动开关中的弹簧片组件，是保证产品微动开关正常通断、不受外部环境作用而产
生误操作的唯一零组件。该组件的受压变形及释放还原情况将直接影响产品质量。本文使用有
限元分析软件Ansysworkbench，结合传统CAD建模，将工作环境条件对产品的影响融入到弹簧
片组件的方案设计中，对扳动开关的弹簧片进行设计优化，从源头实现和保障产品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 
关键词：扳动开关  弹簧片  设计与优化 

 

 

1 引言 

某型扳动开关中的弹簧片组件，是保证产

品微动开关正常通断、不受外部环境作用而产

生误操作的唯一零组件。该组件的受压变形及

释放还原情况将直接影响产品质量。本文使用

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workbench，结合传

统 CAD 建模，将工作环境条件对产品的影响

融入到弹簧片组件的方案设计中，对扳动开关

的弹簧片进行设计优化，从源头实现和保障产

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图 1  弹簧片组件 

 

2 概述 

某型扳动开关中的弹簧片组件由两个弹

簧片点焊而成，如图 1。工作中，簧片上表面

受卡销移动接触而变形，同时将变形传递到簧

片下表面。当卡销绕传动轴旋转 17±4º时，

弹簧片应变形至微动开关按扭触发，并应有一

定的过行程。当卡销旋回 0º时，簧片应恢复变

形，释放微动开关按扭至初始状态，如图 2。 

 

图 2  某扳动开关外形图 

 

某型扳动开关弹簧片设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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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要求输入 
3.1 微动开关动作特性 

产品微动开关选用 Omron 公司 J-7 型号
12.7mm×5.1mm 外形的部分微动开关，其
动作特性如图 3、4 和表 1。 

图 3  位置 

 

图 4  行程 

表1  微动开关动作特性 

动作力 释放力 预行程 过行程
OF RF PT OT 

max min max min 

1.37～1.39N 0.27～0.28N 
0.3302 0.2794

.013 .011 

总行程 响应差 
自由 
位置 

动作 
位置 

TT MD FP OP 
/ max max / 

0.6094 0.13 8.636 8.3058

3.2 弹簧片初始和终止位置的设计要求 

表2  弹簧片设计要求 
初始位 保证振动环境下，弹簧片与微动开关按钮

最短距离 L=0.1～0.15 

终止位 保证弹簧片按压微动开关按钮至过行程
（OT）70～100% 

3.3 材料要求 

材料选用如表 3、4。 

表3  材料参数 

材料
密度

（g/cm3）
弹性模量
（MPa） 

泊松
比 

硬度
（HV）

QBe2 8.25 135.8 0.32 ≥360 

表4  材料厚度 

 壁厚（允许误差） 

上簧片 0.3（-0.03） 

下簧片 0.2（-0.03） 

YS/T 323-2002 《铍铜条材和带材》 

3.4 位置要求 

确定的形状和位置尺寸如图 5. 

 

图 5  确定的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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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元分析 

4.1 分析目的 

4.1.1 分析背景 

弹簧片的受力变形属柔性体变形。若将此
近似于刚性体变形，用理论计算的方法很难解
决复杂零件问题，耗时耗力且结果误差较大。
而有限元分析软件 AWE 利用 probe 功能，可
以查看所需点的位移和应力结果，极大地帮助
设计人员对弹簧片的变形有具体而直观的了
解。 

4.1.2 分析关键 

协议要求产品达到 12000 次机械寿命和
6000 次电气寿命。高寿命要求工作中的弹簧
片拥有较低的最大应力。根据 2.设计要求输入
的要求，对比分析不同形状下的应力和位移分
布，综合选择最优方案。 

4.2 模型的建立 

4.2.1 模型的导入及材料描述 

弹簧片组件在有限元分析软件中的模型
如图 6。 

材料如 2.3 要求，上簧片 t0.28；下簧片
t0.18。 

  

图 6 弹簧片组件模型      图 7 网格划分 

 

图 8 固定约束 

4.2.2 网格划分 

指定网格尺寸 0.3mm，划分网格如图 7。 

4.2.3 施加载荷和约束 

根据实际安装情况，将弹簧片四个孔圈作
为固定约束面（如图 8）。 

4.3 模态分析 

求解前 6 阶模态。 

4.3.1 观察模态分析求解结果 

                表 5  六阶模态计算结果 

阶次 1 2 3 4 5 6 

频率/Hz 339 732 1781 2295 3106 4872

 

图 9 一阶主振型 图 10 二阶主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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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模态分析结论 

根据表 5 的结果，发现振动频率范围 10～
2000Hz 内的有 1、2、3 阶次。前两阶主振型
如图 9、10 所示。当弹簧片产生共振时，1 阶
状态点焊处弹簧片上下摆动明显、2 阶状态左
右摆动明显。 

4.4 振动分析 

初始条件来自模态分析。导入振动曲线如
表 6。 

表 6  随机振动曲线 

 

4.4.1 观察振动分析求解结果 

按图 11 方向，得出弹簧片组件三轴向振
动最大应力与位移，如表 7。 

 

图 11 振动方向图 

 

 

表 7  三轴向最大应力与位移分布表 

振动方
向 

X 轴 Y 轴 Z 轴 

最大应
力

（MP
a） 

594 383 260 

位移方
向 

X Y Z X Y Z X Y Z 

位移距
离

（mm
） 

1.0
8 

0.1
6 

0.0
4 

9e-
3 

0.
4 

0.
6 

4e-
3 

0.4
5 

0.6
7 

4.4.2 振动分析结论 

由表 7，X 轴向振动时，上下簧片连接处
左右摆动幅度较大，达 1.08mm，位置在连接
处最远端，应力可达到 594MPa。 

Z 轴振动幅度比 Y 轴大，仅需查看 Z 轴振
动。Z 方向最大位移为 0.67mm。位置也在连
接处最远端。 

4.4.3 振动影响设计 

根据 4.4.2，Z 轴振幅的影响；和 3.2，初
始位保证弹簧片与微动开关按钮最短距离
L=0.1～0.15 的要求。利用 Probe 功能，在
2D 软件里构建振动后的位移图，如图 12。 

 

图 12 振动弹簧片位移图 

振动变形已知，调整弹簧片高度，得
L=0.0937，弹簧片倒圆角高度 l=6.3mm。 



理论研究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二期 

31 

4.5 静力分析 

4.5.1 固定和载荷施加 

固定方式同图 11。 
根据实际工况，调整对上簧片施加力的大

小，以保证下簧片按压微动开关按钮至过行程
（OT）70～100%。同时，根据表 1，模拟微
动开关按钮的弹簧力，施加弹簧片于 1.4N。 

4.5.2 观察变形结果 

调整到过行程 70%时，弹簧片的变形如图
13，14，表 8。 

图 13 过行程 70% 

 

图 14 应力分布云图 

 

表 8  最大应力与位移分布表 

作用力(N) 最大应力

（MPa） 

3.5 719 

4.6 初步有限元分析结论 

综合 4.3～4.5 的分析过程，可以终结出
各应力情况如表 9。并筛选表 7 有用的信息，
得表 10。 

表 9  最大应力情况 

 1 2 3 4 

最大应力（MPa） 594 383 260 719

表 10  振动情况筛选 

振动方向  X 轴 Z 轴 

位移方向 X Z 

位移距离（mm） 1.08 0.67 

并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a)设计中应保持各部分最大应力接近，可

以使疲劳平均化，寿命最大化。 
b)Z 轴方向振动引起位移越大，为保证满

足 L=0.1～0.15mm 和过行程 70%要求，其总
体变形和产生的应力也越大。优化中应使
0.55mm 值减小。 

c)当 X 轴方向振动引起的位移很大时，可
能接触外壳或隔板，受到损伤，影响弹簧片的
变形稳定。优化中应使 1.1mm 值减小。 

5 对比优化 

5.1 参数确定 

为达到较好强度和刚度的弹簧片，使之获
得较高的寿命和可靠性。对弹簧角度α进行调
整。设定参数如图 15，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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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弹簧角度α 
 1 2 3 4 5 6 

角度α 15º 16 º 17 º 18 º 19 º 20 º

 

图 15 变形参数变化 

5.2 结果观察 

对各参数类似第三章的有限元分析计算，
在此省略分析步骤。α=15º 已分析。各参数分
析结果如下。 

5.2.1 模态分析结果 

角度α增加，阶数频率值呈线性增加趋势。
分布在 10～2000Hz 频率范围阶数，在α=18、
19、20 时，只有两个,如表 12。 

表 12  六阶模态计算结果 

角度α 
频率/Hz 

1 2 3 4 5 6 

15 339 732 1781 2295 3106 4872

16 349 763 1862 2303 3115 4928

17 359 797 1944 2307 3125 4980

18 370 835 2031 2312 3138 5035

19 381 878 2127 2318 3156 5095

20 393 930 2231 2324 3180 5104

5.2.2 振动分析结果 

Z 轴方向振动对弹簧片 Z 轴位移最大，其
位移趋势随α增加，逐渐减小，但减小趋势不
大。X 轴方向振动对弹簧片 X 轴位移最大，其
位移趋势在α=15～17 时小幅增加，α=17～20
时又小幅减小。如表 13。 

最大应力在 X 轴向振动时作用明显。随角
度α从 15 到 20，呈线性增大趋势，增加近一
倍应力，如表 14。 

5.2.3 振动影响分析结果 

弹簧片与按钮的调整距离一般在 0.1mm
上下。考虑实际工况下，弹簧片的制造误差和
累计公差，0.1 的间隙已被抵消，可能接触到
按钮。须微调距离至 0.2mm 较为合适。 

 
表 13  三轴向最大应力分布表 

角度α 
最大应力（MPa） 

X 轴 Y 轴 Z 轴 

15 594 383 260 

16 688 365 247 

17 871 350 246 

18 999 234 241 

19 944 203 243 

20 964 193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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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三轴向最大位移分布表 

角

度

α 

位移距离（mm） 

振动方向 X 

位移 X 位移 Y 位移 Z 

15 1.08 0.16 0.04 

16 1.1 0.17 0.04 

17 1.28 0.2 0.05 

18 1.25 0.19 0.06 

19 1.17 0.18 0.06 

20 1.07 0.17 0.06 

 
振动方向 Y 

位移 X 位移 Y 位移 Z 

15 9e-3 0.4 0.6 

16 8e-3 0.39 0.6 

17 9e-3 0.37 0.57 

18 5e-3 0.34 0.54 

19 4e-3 0.32 0.51 

20 3e-3 0.3 0.49 

 
振动方向 Z 

位移 X 位移 Y 位移 Z 

15 4e-3 0.45 0.67 

16 4e-3 0.45 0.69 

17 4e-3 0.44 0.68 

18 3e-3 0.43 0.66 

19 3e-3 0.41 0.65 

20 3e-3 0.4 0.64 

 

 

 

 

表 15 弹簧片避免振动影响后的位置 

角 度

α 
THP 与按钮距离 mm 

THP 倒圆角高度

mm 

15 0.0937(≈0.1) 6.3 

16 0.1084 6.3 

17 0.0986(≈0.1) 6.3 

18 0.1063 6.3 

19 0.1256 6.3 

20 0.1021 6.3 

5.2.4 静力分析结果 

最大应力和作用力随角度α增加，呈线性
增大趋势，增幅亦较大，如表 15。 

表 16 弹簧片至过行程 70%的应力分布 

角度α 作用力(N) 最大应力（MPa） 

15 3.5 719 

16 3.58 722 

17 3.7 762 

18 3.8 827 

19 3.95 843 

20 4.1 910 

5.2.5 观察结论 

从表 13～表 16 看出，为满足疲劳平均化，
寿命最大化的设计要求，选择 15°为最优方
案。其中距离 L 应由 0.1mm 调整至 0.2mm
比较合理。 

5.3 调整后数据表 

表 17 六阶模态计算结果 

阶次 1 2 3 4 5 6 

频率/Hz 335 717 1743 2295 3102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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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三轴向最大应力与位移分布表 

振动
方向 

X 轴 Y 轴 Z 轴 

最大
应力

（MP
a） 

499 377 249 

位移
方向 

X Y Z X Y Z X Y Z

位移
距离 

0.
85 

0.
13 

0.
03 

9e
-3 

0.
42 

0.
64 

4e
-3 

0.
47

0.
7

表 19 弹簧片避免振动影响后的位置 

THP 与按钮距离 mm THP 倒圆角高度 mm 

0.1816 6.4 

表 20 弹簧片至过行程 70%的应力分布 

作用力(N) 最大应力（MPa） 

3.7 771 

5.4  小结 

依据《中国航空材料手册》第 4 本铜合金

P208 图 3-9 QBe2 的弯曲疲劳强度与循环次

数的关系，寿命在一万到 10 万次的寿命范围

其许用应力没有显示。根据其线性变化趋势，

771MPa 应力落在 2 万次左右，满足要求。 

本次优化还有如下不足，若产品的实际变

形情况与分析结果相差较大可能是以下几点： 

a)有限元分析软件的计算精度和准确性。 

本次分析所使用的 AWE 软件与 ANSYS 

classic 同属一家公司，是一款很好的适合于

设计人员使用的有限元分析软件。其操作自动

化，可使设计人员花更多的精力在自己的产品

设计上。相对应的，其权威性和准确性还需进

一步完善和提高。 

b)模型简化带来的误差。 

载荷施加简化了许多实际工况，如微动开

关按钮对弹簧片的按压力，模型中以恒力

1.4N 施加，又如传动销接触弹簧片变形，模

型中以恒定的接触面施加。 

在弹簧片变形计算中，使用 Probe 功能

大大提高了计算准确度，而在 2D 描画时仍以

刚性体接触作为分析情况。 

c)弹簧片材料厚度允许误差。 

0.2 和 0.3 的 QBe2 允许误差为-0.03。而

分析工况使用的分别为 0.18 和 0.28。 

d)弹簧片的制造误差。 

e)弹簧片的热处理后硬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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