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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F-2000 欧洲战斗机

（ Eurofighter ） 前 身 为

EFA，是欧洲战斗机公司

（英国、德国、意大利和

西班牙 4 国合作）研制的

新型单座双发超音速战

斗机，主要用于执行防空

和空中优势任务，兼具对

地攻击能力。该机源于

1983 年 5 月英国、德国、

意大利提出的 FAP 试验机计划，1984 年 7 月法国、英国、德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5 国达成协议，联合发展 90 年代使用

的先进战斗机， 

 

 

 

 

 

 

1985 年 7 月法国宣布退出该

项目，1992 年英、德、意、西四

国为降低成本，对原 EFA 方案做

了调整，新方案称为 EF-2000。该

机计划生产 7 架原型机，首架原型

机于 1992 年 5 月 11 日出厂，1994

年 3 月 27 日在德国首飞，1998

年 9 月被同时命名为“台风”

（ Typhoon ， 正 式 名 称 仍 为

Eurofighter），生产型于 2000 年

3 月开始交付。 

该机采用了鸭式三角翼无尾

式布局，矩形进气口位于机身下。

这一布局使得其具有优秀的机动

性，但是隐身能力则相应

被削弱。操纵系统为全权

4 余度主动控制数字式电

传系统，具有任务自动配

置能力。广泛采用碳素纤维复合材

料、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铝锂合金、

钛合金和铝合金等材料制造，复合

材料占全机比例约 40%。采用一

些隐形技术，包括低雷达横截面和

被动传感器。前置鸭式三角翼构造

空气动力学不稳定设计提供高度

的敏捷性（特别在超音速）、低空

气阻力和可提高升力，机翼使用无

缝隙襟翼。飞行员通过每秒自动控

制 40 次的飞行控制计算机和全权

4 余度主动控制数字式电传系统

控制飞机去提供好的飞行控制特

性。在不使用矢量发动机的情况下

就具有优异的超机动性能，得益于

良好的机身设计，不但维持高速优

异操纵性、也具有很好的缠斗能力，

特别是高速高过载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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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的玻璃座舱                     

 “台风”理所应当会有一个

现代化的“玻璃座舱”，例如史密

斯工业公司的彩色平板的 MFD、

GEC-马可尼公司的广角平显、

HOTAS 飞行控制系统。飞行员坐

在马丁-贝克 MK16A 零-零（零高

度、零速度）弹射座椅上，头顶无

框一体成形座舱盖。双座型后座的

布置和前座相同，甚至包括一个复

制前座平显内容的平显。 

“台风”的座舱宽敞而舒适，

即便 TF-2000A 的后座也是如此。

座舱内控制器和显示器分布合理，

我 面 前 有 一 个 广 角 平 视 显 示 器

（HUD），下方是三个彩色多功能

显示器（MFD）。一般来说，中央

MFD 用于飞行员态势感知，显示

移动地图、导航数据和潜在威胁的

位置；左侧 MFD 显示雷达信息；

右侧 MFD 显示武器、燃料、发动

机和系统数据。 

台风战斗机现用 ECR-90/"捕

手"（Captor）雷达，将改用符合

Tranche 2 标准的改进的 SAR 模

式，使该战斗机迅速获得并扩展空

地攻击能力。其他设备包括先进集

成辅助自卫子系统（DASS），红外

搜索/跟踪系统（IRST），具有头盔

显示器、语音控制系统等控制的高

度集成化自动化的座舱显示系统，

STANG3838 北约标准数据总线。 

飞 行 员

控制系统具

有特色的是

采用语音控

制操纵杆系

统（VTAS），

直接的声音

输入允许飞行员使用声音命令实

现模态选择和数据登录程序，这也

是世界上第一种语音操控系统，覆

盖传感器、武器控制、防卫帮助管

理和飞行中的操纵，提供 24 个原

来需要指尖控制的指令。 

飞行员还配备英国宇航公司

（BAE）“打击者”（Striker）头

盔安装显示系统 （HMS）。平视

显示器显示飞行参考数据、武器瞄

准 、 插 入 字 幕 提 示 和 前 视 红 外

（FLIR）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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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台风”战斗机 
注：下文是《国际飞行》杂志

记者 Riccardo Niccoli 乘坐意大
利空军“台风”双座战斗机参加一
次训练任务的体验报告。 

这次任务中只有前座飞行员

能操纵飞机，操纵杆权限通过控制

面板左下方的一个按钮切换，油门

杆在左侧控制台上。“台风”可以

通过声音向飞行员提示一些信息，

与其他战斗机相比，该机的座舱里

完全看不到传统的发动机仪表，很

多基本信息只有在出问题时才会

被呈现出来。 

飞机航电自动执行了标准检

查项目，今天我们又额外进行了飞

控系统检查，这种检查每星期执行

一次。此外还检查了这次任务要用

的空中加油探管。 

发动机启动程序很简单：接通

燃油泵后启动辅助动力装置，再启

动制氧系统和发动机涡轮，然后，

飞行员只需把油门推到慢车就能

启动两台 Eurojet EJ200 发动机了。

之后我们检查抗荷服、打开雷达进

入地面模式、检查无线电、准备滑

出。在此期间地勤组长已经拔去了

飞机上的所有安全销，我们根据他

的指令稍稍加油门滑出机堡。即使

在慢车下，EJ200 发动机也能推动

飞机前进。 

弹射座椅在滑出机堡后就解

除了保险，我们在滑向跑道的过程

中检查了刹车和飞控。今天的天气

棒极了，地面温度是 20 摄氏度，

气压 1007 毫巴。我们 TF-2000A

的起飞重量大约是 17000 千克，

其中约 5850 千克是燃油。两台

EJ200 能产生超过 18000 千克的

推力，我期待着一次动感十足的起

飞。 

速度表在速度超过 50 节（92

公里/时）时开始显示信息，我们

要在到达 100 节（185 公里/时）

的决断速度前做个检查，因为高于

这个速度就不可能终止起飞了，当

然只有出现重大故障时才会这么

做。“台风”从释放刹车到加速至

147 节（271 公里/小时）的起飞

速度用了 12 秒，此时飞机抬前轮

升空。起落架收起后，向后拉杆进

入垂直爬升，并且在爬升中继续加

速。几秒后，我们的速度达到了

230 节（421 公里/

时），高度爬升至

1360 米。然后做一

个柔和右转，关闭

加力，在 1670 米

高度改平。 

驾驶“台风”时，你无须关注

发动机转速和襟翼是否被设置降

落状态，飞控可以可根据飞行员保

持的速度进行自动设置。“台风”

的自动驾驶、自动配平和自动定速

模式都非常先进，飞行员可以让

“台风”自行飞行，从而专注于执

行任务。 

经过稍稍拉平后我们触地了，

此时的速度是 145 节（271 公里/

时）。拜强大的刹车和鸭翼/襟翼的

减阻模式所赐，“台风”的着陆滑

跑距离很短。虽然飞行员可以放出

减速伞进一步缩短滑跑距离，但一

般的正常作业无需使用减速伞，徒

增地勤负担，降低跑道利用率。 

 

（本文由网络文章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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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风"战斗机与欧洲战斗机"
台风"和瑞典/英宇航公司正在发
展的 JAS-39"鹰狮"并称为欧洲"
三雄"，它们被认为是三代半战斗
机 。 因 为 它 们 虽 然 没 有 采 用 像 
F-22"猛禽"第四代战斗机的技术，
如外形设计隐身技术、推力矢量技
术、超音速巡航技术等，但比起现

在服役的第三代战斗机又采用了
大量的现代技术，因而其综合作战
性能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有相当大
的进一步发展潜力。如由于飞控系
统和结构材料技术的进展，这一代
战斗机都设计成静不稳定布局，不
仅减小了飞机的尺寸和重量，同时
使飞机的"机敏性"大大增加了。当

前的战斗机空战思想已从传统的
近距格斗向从远、中程导弹交战和
近距格斗并存方向转移，因而这些
三代半战斗机都十分注重增强导
弹作战效能，机载的雷达和武器系
统都要求能在尽可能远的距离内
发现目标，还要求能先发制人发射
武器将对方击落。 

  

图中所示阵风座椅后倾角很大，飞行员视界良好 座舱布局 

概述 

座舱设计 

    在"阵风"的驾驶舱内，采用了
侧杆双杆（Hotas）操纵杆，有一
个 30°×22° 宽视野全息平显
用于飞行信息显示，用于战术态势
显示的是一个 20°×20° 的彩
色 液 晶 显 示 屏 ， 一 边 还 有 一 个 
127×127 毫米的彩示显示屏用
于系统资源管理。现在达索公司的
电 子 分 部 已 经 合 并 到 汤 姆 逊 －
CSF 公司中，但达索公司认为"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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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座舱水平显示器 阵风”的单油门杆 

“阵风”的座舱是经典的战斗机“贴身”式样 

风"的飞控系统仍将由公司自己承担，
因为该系统对飞机的安全性和操控性
至关重要，决不会让别人去完成。 

"阵风"装的 4 通道（3 个数字式，
1 个模拟式）飞控系统除了确保飞机的
稳定性和操纵性之外，还确保飞行员无
顾虑操纵，并根据飞机不同的外挂布局
对无顾虑操纵的限止值自动进行调整。
例如当飞机投放了副油箱之后，系统会
自动调节限止值和飞行包线的边界。一
般来说对于气动"干净"的"阵风"，其迎角
限制为 28°，过载限制在 9g，滚转
率限制为 250°/秒～270°/秒；而对
全挂载布局，其迎角限制为 21°，过
载为 5.5g。滚转率限制为 150°/秒；
对于各种布局的最小速度限制则都是 
185 千米/小时。试飞表明，飞机即便
在 220 千米/小时的抬头姿态下仍有充
分的滚转操纵功率，机头有明显的低头
趋势。到目前的所有试飞表明飞机从未
进入过尾旋。 

“阵风”的单油门杆和侧杆上集成
了 34 个独立开关，能完成多种操控，
减速板、无线电通信、自动驾驶和自动
油门这类关键开关的外形“矮胖”，用
手指很容易区分。 
    右下视显示器是触摸屏的，只配备
了用于指定和控制显示模式的实体旋
钮和按键。在未来“阵风”完成直接语
音输入升级后，能降低飞行员触摸下视
显示器的频率，有助于提高任务效率。  
    用于显示战术态势视图的广角座
舱水平显示器的焦点被设置在无穷远
处，这样飞行员把视线从平显快速移到
水平显示器上时就无需调整眼球了。随
着显示器技术的进步，这个水平显示器
在不久后能做得更扁以释放座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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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经验。早在"阵风"战斗机计划
之前，公司就自筹资金将"幻影
"2000 扩大为一种双发型"幻影
"4000。实际上这个飞机成为"阵风
"的一个"技术验证机"，在"幻影
"4000 上采用了许多以后在"阵风
"上被采用的新技术，除了新材料
（硼复合材料、石墨树脂材料）之
外就是"近距耦合"鸭式布局。 

“台风”VS.“阵风” 

    进入 80 年代后，英法德意决
定联合研制新一代欧洲战斗机，德
意航空科技只有打打边鼓的份，英
法是实际领导。但两家对欧洲战斗
机的指导思想产生严重分歧，英国
主张研制制空为主的重型战斗机，
性能至上；法国主张研制多用途的
轻型战斗机，降低成本、确保出口
至上。两家对技术领导权和工业份
额分配也各怀鬼胎，最终在 1985 
年一拍两散，于是有了今天的欧洲
“台风”和法国“阵风”。最明显
的一点，虽然这两种飞机在气动上
都采用了前翼加三角机翼的鸭式
布局，但"台风"采用的是基于前翼
与机翼相距较远的"远距耦合"鸭式
布局，据称其主要好处是可以降低
飞机的超音速飞行阻力，而"阵风"
则采用了前翼与机翼相距很近的"
近距耦合"鸭式布局。达索公司认
为，它们对这种布局已经积累了丰 

    正是由于有了"幻影"4000 的
实用考验，达索公司认为他们在"近
距耦合"布局上占有领先地位。达索
公司认为，与机翼靠得很近的可以
全动偏转的前翼将会对机翼的空气
动力产生很强的有利干扰，从而能
改善飞机的低速、大迎角飞行特性，
这对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的使用特别
有利。                   
    进气道的设计是"阵风"与"台风"
第二个最大的不同，尽管两者都是
双发布局，但"台风"采用了腹部进
气，两台发动机进气流没有完全独
自分开，而"阵风"是采用机身两侧半
埋式进气口，每台发动机的进气流
完全独立。独立的进气道可以保证
每一台发动机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完
整的工况。依达索公司的观点，腹
部进气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尽管现
代发动机的可靠性已大大提高了。 "
半埋式"进气道也十分有利于减少前
向雷达反射特征。 

（本文由网络文章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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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 年 10 月 27 日下午，在
美国国防部长 Ash Carter、空军
部长 Deborah Lee James、和空
军参谋长 Mark A. Welsh 出席的
发布会上，五角大楼宣布诺斯罗普
•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
战胜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团队，
赢得了为之奋斗了近 10 年的远程
打击轰炸机（LRS-B）合同。 
   在 10 月 27 日的发布会上，则
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被第一次公布：
合同内的飞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包括了发动机和飞机的子系统，但
现在不能透露发动机的型号和供
应商。当总产量为 100 架时，每
架飞机的造价为 5 亿 6400 万美元
（2016 年币值，此时一架 B-2 需
要 37 亿美元），约合 35 亿 8600 

万人民币。这架轰炸机会在 2025
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也许会让人感到困惑的是，目
前 LRS-B 项目的预算安排看上去
更像一个生产计划，而不是一个研
发计划，因为这次发布会没有公布
这架飞机的任何技术细节，这可能
意味着在这次发布会之前，LRS-B
项目已经进行了许多技术发展和
测试工作，诺斯罗普公司应该已经
完成了各个子系统的配套选型。虽
然这架轰炸机连外形都没有公布，
但我们仍可以根据诺斯罗普•格鲁
曼公司的技术路线来推断一下这
架神秘轰炸机的大致情况。 
    诺斯罗普对于飞翼隐身轰炸 

机的技术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无
论这架未来的轰炸机的研发进
度进行了到了哪一步，诺斯罗普
已经为美国生产了 21 架世界上
唯 一 的 载 人 飞 翼 隐 形 轰 炸 机
B-2，并已经服役了快 20 年。 
    最 近 他 们 为 空 军 研 制 了
RQ-180 飞翼隐形无人机，为海
军研制了 X-47B 飞翼隐形无人
机。 
    反 观 洛 - 马 和 波 音 ， 针 对
LRS-B 项目，这三家公司提交的
都是飞翼布局，洛-马的 RQ-170
因为被伊朗捕获而世人皆知名
声扫地，暴露了其在长航时无人
机方面的短板。波音的 X-45 单
从指标上就远逊于 X-47B。 
 

洛克希德-波音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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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罗普公司和飞翼轰炸机
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 40
年代初，在当时惊为天人的 YB-35
重型轰炸机
便是诺斯罗
普公司的第
一次尝试，
当然，诺斯
罗普是有备
而 来 ， 在
YB-35 之前，
他们已经把
12 种无尾布
局的飞机送
上了蓝天。
飞翼布局作
为轰炸机的
优势很明显，升阻比高，这使得它
相对于常规布局可以飞的更远，更
快，也更为经济。更为重要的是，
在 YB-35 试飞的时候，雷达经常
无法搜索到它。但在那个年代，
YB-35 过于超前了，双对转螺旋桨
和变速箱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而
且飞机极不稳定，难以操纵，试飞
员甚至认为 YB-35 完全不适合用
作轰炸平台——该机甚至不能保

持稳定的航线，或以恒定的高度和
速度进行飞行，平飞时伴有持续蛇
形运动，这会干扰轰炸瞄准具。与

B-29 相比 YB-49 在投弹测试中的
轰炸平均圆概率误差和范围误差
都十分可怜，加之二战即将结束，
使得军方逐渐对 YB-35 失去了兴
趣。 
    不过，诺斯罗普并没有放弃，
最终在 50 年后用 B-2 打动了空军，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YB-49 （ 喷 气 版
YB-35）和 B-2 的翼展都是 172 英
尺。 

   诺斯罗普是不折不扣的“飞翼
控”，不过诺斯罗普也完全诠释了
“付出终有回报”的道理。如果没

有 XB-35 ，
YB-47，B-2 和
LRS-B 的 存 在
都是未知数。            
    可 以 确 定
的是，正是诺斯
罗普丰富的飞
翼布局设计经
验打动了美国
空军，从技术层
面上来说，诺斯
罗普无疑是最
好的选择，而诺
斯罗普在飞翼

布局上的技术优势，又可以进一步
压缩项目成本，控制飞机造价。空
军 压 缩 成 本 的 办 法 十 分 简 单 ，
LRS-B 项目必须使用成熟或半成
熟的子系统，所以 LRS-B 是在现有
的成熟平台上对于飞机性能进行
升级的一架轰炸机，而不是新的高
风险实验型轰炸机。 
 

  

诺斯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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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气动方面，LRS-B 相对于
B-2 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高
航程和高载弹量一直是飞翼布局
相对于常规布局的优势。在隐身方
面，通过优化进气道和尾喷口等措
施，降低 LRS-B 的全向雷达反射面
积。除了雷达隐身，LRS-B 应该还
会通过遮蔽式尾喷口、涂覆伪装色
等措施提高红外隐身及可见光隐
身能力。而态势感知能力应该是
LRS-B 的主要升级项目，利用分布
式孔径系统（包括有源射频和无源
光电系统），LRS-B 可以迅速完成
对空中和地面目标的探测，并可以
实施大范围电子探测和侦察。依靠
隐身性能更好的数据链，LRS-B 可
以迅速接收命令，改变任务规划，
攻击新的目标，并将获得的信息迅 

 
速转发给上级和其他作战单元。在
本次发布会之后，LRS-B 的生产也
会在飞机成熟后缓慢进行，据报道，
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合同包括前五
批 21 架进行低速生产的 LRS-B，
这也意味着目前 LRS-B 至少可以
生产 21 架，而这些飞机的价格会
高于前文提到的 5.6 亿美元，空军
全球打击司令部会决定这些飞机
何时服役。 
    在空军对于轰炸机飞行性能
没有跨代级进步的前提下，诺斯罗
普•格鲁曼的技术实力并不是阻碍
LRS-B 项目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
于不到 6 亿美元的单机造价，如果
成本控制失控，这个项依旧存在很
大的风险。虽然诺斯罗普公司丰富
的飞翼布局制造经验对成本控制

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
LRS-B 的采购程序必须通过美
国空军快速反应能力办公室的
批准，而倒在快反能力办公室的
前一个项目就是为大众所看好
的 X-37B 太空战机，由于其高
昂的成本，即使其性能满足美国
空军的需求，大规模采购计划也
一直并未被批准。反观美国空军
新型飞机的研制过程，研制费用
超支几乎是无法避免的问题，这
也是 LRS-B 项目的头号问题。            
    不管 LRS-B 项目的前景如
何，诺斯罗普•格鲁曼似乎已经
做好了准备，并且为削减项目成
本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上文中

提到，这次的招标，制造工厂的问
题并不进入筛选条件，但诺斯罗普
•格鲁曼已经开始了“麦哲伦”计
划，这个计划可能正是为 LRS-B 准
备的大型载人航空器制造中心，它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经过长
时间的发展，美国的大型作战飞机
生产基地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的状态，都集中在了洛杉矶/棕榈
谷、圣路易斯和沃斯堡，而“麦哲
伦”计划，无疑可以为美国的航空
制造业注入一剂强心脏。这个计划
建造的航空器中心，占地面积接近
70000 平方米，可容纳 1500 名工
人，将于 2019 年完工。LRS-B 项
目究竟是一帆风顺还是会充满曲
折，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由网络文章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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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机飞行管理系统加速更新、换代 

 美国航空公司宣布重建一
支年轻的机队——自 2016 年
下半年开始在国际航线上运营
带有高级经济舱的宽体双通道

客机，参与航空市场前沿的竞
争；空客集团公司正在剥离非
核心航空业务，勾画出空客公
司的创新战略；FAA 和欧盟推
进于 2020 年强制使用管理员
与 驾 驶 员 数 据 链 通 信
（CPDLC），引发了一系列关
于射频环境和地基数据链通信
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和管理创
新：5 月 29 日， FAA 发布了
修订版《运营规范/管理规范授
权书 A056: 数据链通信》数据
链通信使用申请指南；6 月 22

日，FAA 局长和欧洲联盟移动
和运输局局长宣布，双方已就
于美国和欧洲地区延伸和扩展
为飞机飞行提供无缝空中交通

服务合作达成了意向；11 月 18
日，罗柯公司成功验证了符合
未来机载能力环境标准要求的
首个能实现所需导航性能区域
导航(RNP RNAV)的飞行管理
系统。 

核心处理技术不断发展和突破 

军事和航宇系统构架设计
人员和系统集成商正面临着用
户对安全和防护关键应用需求
日益增长的新挑战，保证整个
任务安全性的高可信计算能力
加速了商用货架嵌入式计算技
术进入军事应用，如飞思卡尔
公 司 的 QorIQ 系 列 处 理 器
（ P3041 、 P4080 、 P5020 、
T2080 和 T4xxx 处理器）:12 月
8 日柯蒂斯•怀特公司展示了 3
套相关系统，包括一套适用于

高密度图形航空电子设备的典
型动态、高分辨率显示器，带
基 于 飞 思 卡 尔 公 司 QorIQ 
T2080 处理器的 VPX3-133 单

板机（SBC）；基于飞思卡尔
公司 i.MX6 多核 ARM 处理器
的“数字桥头堡”鲁棒性、小
型化车辆管理计算机；基于飞
思卡尔公司 P2020 处理器的
XMC-109 SBC、VPX3-716 图
形卡的 3U OpenVPX 系统；5
月 12 日，英特尔公司 Xeon D
处理器使军事和航空航天(雷
达处理、情报通信和电子战)的
高性能嵌入计算有了跨跃式进
步，该全球最小的服务器可置
于一块 3U 嵌入计算板、甚至一
块 COM 快速夹层卡中；8 月
23 日，美国空军启动“信息管
理与计算技术”项目，在未来
10 年的花费约 3.04 亿美元，其
最终目标是通过“发现、访问
和共享信息”技术研发而获取
信息优势。 

  



  

（本文由由网络文章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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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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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舱盖的性能要求 

现代战机对座舱盖的要求很
多，主要有以下几项： 
1 透光性 

要方便飞行员观察座舱外部
环境和机务人员观察舱内情形，座
舱盖必须要有良好的透光性。现在
先进战机的座舱盖透光率可以达
到 70-80%，甚至达到 90%。 
2 阻光性 

座舱盖材料在允许可见光进
入座舱的同时，要防止红外线和紫
外线的进入。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
高空强烈紫外线对飞行员眼睛和
皮肤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光谱上的这两种光波对座舱盖和
座舱内的很多非金属材料都有加
速老化的作用，因此要尽可能挡在
外面。 
3 防撞性 

飞行中，座舱如果遇到飞鸟撞
击穿透，会对飞行员的安全构成致
命威胁，因此具有一定的强度，是
非常必要的。德国的 F-4 改进型的
座舱盖，厚度 25.4 毫米，可以承
受 1.816 公斤的鸟以 925 公里速
度撞击。美军 F-22 的座舱盖，可
以承受 4 磅/350 节鸟击。一般规
定，军机在最大速度飞行时，被
1.8 公斤质量的鸟撞，应当做到无
穿透性损害。 
4 耐温性 

飞机在高速飞行，特别是超音
速飞行时，高速气流对飞机表面的
摩擦，可以导致温度上升。比如
F-22，在 2 马赫飞行时，座舱盖外
部温度可以达到 110°。因此座舱
盖应当具有合理的耐温性能。 

5 保温性 
在高空低温环境下，为了保持

座舱内部的合理温度，同时也是为
了防止低温在座舱盖表面形成雾
膜或冰层，座舱盖的风挡上还会有
成对出现的金属丝作为加热除雾
的电极。 

除了上面这些特点，座舱盖还
要耐磨，重量轻，并有一定的经济
寿命，等等其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战斗机发展到
第四代，对座舱盖又提出了一个特
殊的要求，就是隐身需求。 

6 隐身性 
座舱盖的隐身需求，具体来说，

就是阻挡和吸收雷达波的进入和
射出座舱。 

首先，座舱内是空腔结构，各
个部件是很大的反射源。外部电磁
波摄入座舱后，很容易经过多次反
射后再多次射出座舱，形成腔体反
射效应（类似角反射器），大大提
高了战机的 RCS。 

其次，座舱内有多种设备会主
动发射电磁波，这些电磁波不但具
有暴露飞机方位的信号特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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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甚至有可能暴露战机作战信
息，从而不仅增加了战机的等效反
射面积，还有情报泄密的可能。 

座舱盖的材料 

和其他很多兵器装备类似，金
属镀膜座舱盖的材料与生产也大
致分为美、俄两个体系。 
1 美式座舱盖材料体系 

美国采用的材料主要是两种
树脂材料，再加上金属氧
化膜。 

第一种是丙烯酸酯
（Acrylic Ester）类透明
材料。丙烯酸酯树脂是一
个很大的树脂家族，其最
重要的性能是其透明性，
即良好的光学性能。其透
光率达到几乎 90%，接
近用于高级光学仪器的
水晶。丙烯酸酯家族中最重要的均
聚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可见光的透射率达到 92%，浑浊
度不到 2%。 

同时，丙烯酸酯的重量比较轻，
仅是水晶的 50%左右，比传统无
机玻璃也轻大约一半，因此这种材
料的座舱盖，比老式飞机的无机玻
璃座舱盖要薄很多。另外，这种材
料耐候性好，抗老化，装备之后不
出现传统玻璃的银纹现象，其颜色
也可以保持长期不变。它的加工性
也很好，能方便的加工成纤维、片
材、薄膜、型材、管材等。丙烯酸
酯类材料由于有上述多优点，经常
被用来与钢化玻璃多层复合后，用
于民航客机的风挡和侧窗。 

丙烯酸酯的缺点：耐冲击性和
耐温性差。因此，用于亚音速客机

舷窗问题不大，但用于高速战斗机
的座舱盖材料，还是有美中不足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要介绍的下一种
材料：聚碳酸酯材料。 

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
PC)是分子链中含有碳酸酯基的
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是几乎无色的
玻璃态的无定形聚合物，具有良好
的光学性，PC 薄膜的透光率超过
90%。 

与丙烯酸酯不同，聚碳酸酯的
热变形温度大约为 130°C-140°
C。同时具高强度及弹性系数、高
冲击强度，具有类似有色金属的强
度性能，并且有很高的韧性。聚碳
酸酯具有高透光率、高折射率、高
抗冲性、尺寸稳定性及易加工成型

等特点，因此在光学领域（如光学
级聚碳酸配制作的光学透镜）大显
身手，可用于照相机、显微镜、望
远镜及光学测试仪器，在眼镜和光
盘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航
空航天领域，仅在波音飞机上的聚
碳酸酯部件就达 2500 个，单机耗
用聚碳酸酯约 2 吨。在宇宙飞船上，
玻璃纤维增强的聚碳酸酯部件及
宇航员的防护用品也有数百种。 

当然，在高冲击强
度和高变形温度的优点
弥补了丙烯酸酯缺点的
同时，聚碳酸酯也有自
身的不足。首先是聚碳
酸酯长期暴露于紫外线
中会发黄，而且耐磨性
差，易溶于有机溶剂，
价格也比丙烯酸酯贵
50%-100%。 

在 YF-22 原型机上，美国采用
的还是丙烯酸酯舱盖。随着工艺上
的突破，到了量产型的 F-22，用
的就是二种材料多层复合的座舱
盖了。 
2 俄式座舱盖材料简述 

俄罗斯的座舱的材料，并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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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式的聚碳酸酯。而是采用了丙
烯酸酯的一个分支材料：多层复合
的聚氟代丙烯酸酯，作为座舱盖的
基础有机玻璃。其最大特点是耐高
温超过 180°C，比 F-22 的聚碳
酸酯还要高 40°C，非常适合高
速飞行。 

根据俄罗斯“科技‘科学生产
企业（NPP Technology）2012
年 3 月介绍，T-50 用等离子化学
沉积法制作聚合物舱盖主体，以等
离子磁控溅射镀上金属薄膜，由金
属播磨与聚合物层交替构成。风挡
上还有成对出现的金属丝作为加
热除雾电极。 

座舱盖的镀层 

即在有机玻璃座舱盖表面，再
镀一层金属薄膜，切断对人体有害
的电子辐射、紫外线及远红外线。 

美国人用的是氧化铟锡(ITO)
膜，厚 10-20 纳米。ITO 是一种铟
（III 族）氧化物(In2O3) 和锡（IV
族）氧化物(SnO2)的混合物，通
常铟氧化物占 90%，锡氧化物占
10%。ITO 膜层的电阻率一般在

5*10e-4 左右，最好可达 5*10e-5，
已接近金属的电阻率，同时透光率
超过 90%，化学性质稳定，对有
机玻璃和无机玻璃都有很好的附
着性。用磁控溅射法镀了这层膜，
再加上其他强化增透膜和保护层，
隐身座舱盖（不含机构件）就大功
告成了。 

我们以狮式战斗机为例，在采
用低信号技术即隐身措施之后，全
机 RCS 从 9 平米降大幅降低到
1.1-1.4 平米。其中，带屏蔽和吸
波涂层的进气道 RCS 可降低到
0.4-0.5 平米，倾斜安装天线的雷
达舱 RCS 为 0.3-0.4 平米，镀金属
膜的座舱盖使座舱 RCS 降低到
0.15 平米（比原来座舱的 2 平米
降低 90%以上），机体降低到
0.2-0.3 平米。这一次，座舱在全
机 RCS 的比例大约为 9-13%。 

俄式战机座舱盖的金属膜，主
要采用的是金膜（Au 膜），而不
是氧化铟锡膜（ITO 膜），也是与
美式四代机的重要不同。 

此外，座舱盖的 Au 膜和 ITO
膜系，实际上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

可以二者兼具。比如 T-50 未来的
膜系，就有可能采用黄金+铟+锡，
每层 20-30 纳米厚，共 90 纳米厚
的镀膜，可以让电子设备辐射外泄
为原来的 1/250。 

而 Au 膜的优点是：工艺简单
成熟，性能稳定，镀一层后长期不
改变性质，因此可维护性更好。
Au 膜的缺点主要是在光学性上，
如果厚度超过 10 纳米，则透光率
就会下降很快。比如，上例中 T-50
如果要采用 20-30 纳米厚的 Au 膜，
透光率会下降到 70%左右。 

反之，而 ITO 比 Au 膜，光学
性占优，但工艺性就是弱点，真空
层沉积工艺非常昂贵，而且 ITO 膜
比较脆弱，柔韧性稍差，因此完成
镀膜后，日常维护和寿命不如金膜。 

本文只是座舱盖的很小一部
分技术特征。然而以小见大，知微
见著，先进航空工业的复杂和先进
在这里，中国航空工业的进步和差
距在这里。 

   

（本文由网络文章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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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电子战系统（EWS）在现代空

战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电子

战包括对敌方信号的收集，辨别和

定位，以便提前探测敌方的雷达和

来袭导弹，并实施相应的反制措施

和对抗手段瓦解敌方的作战能力。

虽然美军配备有专门的电子战飞

机（例如空军的 EF-111 和海军的 

EA-6B），但是 F-35 战斗机仍然

装备了功能强大的综合电子战系

统，以便能够同时处理空对空和空

对地的电子战任务。F-35 的电子

战争系统能够极大地增强飞行员

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并可以对

敌方空中和地面的目标进行准确

地辨认、定位、跟踪和打击。 

F-35 的航电系统设计师试图

将战斗机的航电系统综合化程度

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其

电子战系统和飞机的各个任务子

系统高度融合。BAE 系统公司的 

F-35 项目主管兼 F-35 战斗机电

子战系统设计师马克.德雷克

（Mark Drake）解释到：“我们用

老旧的 F-14 战斗机打个比方，

F-14 战斗机装备的是联合式电子

战系统（FEWS），飞机上有一个专

用的模块用于容纳雷达告警接收

机（RWR），而另一个模块用于容

纳干扰箔条散布器；飞行员在一个

多功能显示器上控制机载导弹的

发射，而在另一个多功能显示器上

对战场环境进行监视，也就是说飞

行员就是最后的信息综合处理器

（CIP），其工作量异常巨大。相

反的，F-35 的电子战系统大为简

化了飞行员的工作量，在 F-35 航

电系统设计之初，工程人员就提出

将飞机的电子战系统和飞机的各

个任务子系统高度融合。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35 航

电系统负责人艾利克.布朗杨（Eric 

Branyan）说道：“虽然 F-35 并

不是第一种装备综合式电子战系

统的战斗机（在它之前，F-22A 就

拥有了综合式电子战系统），但是 

F-35 战斗机上的电子战系统带来

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使得战斗

机上各种电子战子设备可以联合

起来运作。F-35 上先进的光纤高

速数据总线系统和共用综合处理

器（ICP）可以处理大量的信息，

并将经过过滤的信息以最简洁的

方式显示给飞行员，从而大幅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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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了飞行员的工作量，使他们能

够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空战中的

战略和战术运用上，这就是 F-35 

战斗机最大的优势。”  

高度综合化的电子战系统 

F-35 的电子战系统综合了机

载 AN/APG-81 有源电扫相控阵

雷达（AESA），通信、导航、识别

系统（CNI）和光电分布式孔径系

统（EODAS），F-35 的电子战系

统拥有大量专用天线，当然机载有

源相控阵雷达的也可为电子战系

统服务，例如 AESA 可执行电子

战支援和信号收集、分析的任务。

由于 AESA 能够提供非常强的定

向射频（DRF）输出能力，F-35 可

利用其综合电子战系统中的雷达

告警接收机（RWR）与 APG-81 

相配合工作，雷达告警接收机能为 

APG-81 雷达提供敌机精确的目

标方位指示，在此指示下，

APG-81 雷达可以不采用大空域

扫描方式，而采用 2°×2°（方

位×俯仰）的针状窄波束对所指示

的方向进行精确扫描，在减小被截

获概率的同时提高搜索效率。即 

F-35 的电扫相控阵雷达完全在电

子战系统的控制之下对敌机进行

定向扫描，从而大大提高了 F-35 

的战场生存能力。 

和老旧的联合式电子战系统

（FEWS）相比，综合电子战系统

（IEWS）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对电力系统的要求更低，并且成本

低廉，IEWS 可大幅度增强现代战

斗机的战场生存能力。综合电子战

系统通过和机载 AESA 雷达系统

交联，即提高了雷达的工作效能，

又缩短了综合电子战系统的反应

时间。艾利克.布朗杨说道：“F-35 

的机载综合电子战系统和相控阵

雷达系统的结合非常完美！” 

F-35 的机载综合电子战系统

的综合化水平是世界上所有战斗

机中最高的，通过 F-35 的综合核

心处理器（ICP），其综合电子战

系统不仅和 APG-81 雷达相交

联，还和其它的机载任务传感器相

连通。当电子战系统的综合化程度

达到了这个水平的时候，其机载光

电分布式孔径系统（EODAS）传

感器也可支持电子战系统的对抗

措施。虽然基于射频（RF）信号

的电子战系统和基于红外（IR）信

号的分布式孔径系统是在不同的

电磁波频率范围内分开地运作的，

但是，通过功能强大的机载综合核

心处理器，它们也可以交联在一起

进行工作。以前，在老旧的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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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电子战系统的传感器和红外光

电侦测系统的传感器是互相独立

工作的，飞行员要分别操作电子战

系统和光电侦测系统的传感器来

探测到的威胁目标，并在座舱内不

同的显示器上读取不同传感器的

探测到的不同信息，其工作量过大。

而 F-35 上的高度综合化的电子

战系统可以将各种不同的传感器

交联起来，并自动对比各种传感器

探测到的威胁目标，经过信息过滤

后，自动将最佳结果显示给飞行员，

这极大的减轻了飞行员的工作负

担。如此高的自动化水平使飞行员

更为高效地掌握战场态势，从而大

大缩短了飞行员实施电子对抗措

施的决策和反应时间。 

F-35 上的综合核心处理器能

够将各种传感器通过光纤数据总

线传输来的各种数据进行汇总、整

理、选择和过滤，并将处理器过滤

后的最有效信息传输给飞行员。从

而使得飞行员方便地掌握战场态

势，飞行员可以根据综合电子战系

统提供的信息选择最合理的作战

方式，即选择规避、接触、对抗或

者消灭敌方目标。 

洛.马公司国际项目经理乔.沃

德诺普（Jon Waldrop）说道：“通

过和战场指挥和控制节点（例如预

警机）相交联，F-35 的电子战系

统将确保不遗漏战场上的任何敌

方目标，从而使孤立在飞机座舱中

的飞行员对战场态势拥有最全面

的了解。” 艾利克.布朗杨预言道：

“F-35 的高度综合化电子战系统

的性能将不亚于 F-22A，但是由

于 F-35 的电子战系统更多的采

用了民用超现成技术，所以其可靠

性超过 F-22A 上 IEWS 一倍以

上，而其成本只有 F-22 上 IEWS 

的一半。” 

F-35 的综合电子战系统是全

数字式的，因此其设备尺寸、重量

和耗电量都比 F-22 上的同等设

备要减小很多，同时其综合核心处

理器（ICP）的运算速度和准确性

也比 F-22A 上的 CIP 更高。

F-35 上的综合核心处理器的运算

速度高达 1 兆次/秒（F-22A 上

的共用综合处理器的运算速度为 

105 亿次/秒，也就是说 F-35 战

斗机上核心处理器的运算速度是 

F-22A 上处理器运算速度的十倍

——译者注），并且在 F-35 形成

战斗力时，其 ICP 内存保留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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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扩大一倍的能力。乔.沃德诺普

说道：“洛.马公司在 F-35 上选

择了基于民用技术的综合核心处

理器，这样和 F-22A 上的 ICP 

相比，其成本大为降低，而性能

大为提升。”  

德雷克说道：“F-35 的综合

电子战系统可以为飞机提供全向、

宽频的保护。如果你绕着 F-35 

飞机走一圈的话，你不会发现任

何外凸的电子战天线，因为我们

将 6 个低可视度电子战天线内

嵌入飞机结构之中，它们分别被

嵌入主翼的前、后缘和水平尾翼

的后缘。这 6 个电子战系统天线

对于 F-35 战斗机的雷达隐身特

性非常重要，其中一个天线能够

识别敌方雷达的工作模式，还有

两个天线则可以确定敌对雷达辐

射电磁波的入射方向，而另外三

个电子战天线是为四通道宽频电

子战接收机（four-channel 

wideband EW receiver）工作

的。”  

由 APG-81 有源相控阵雷

达支持的各种任务传感器和电子

战系统将首先探测到敌方目标，随

后 F-35 上的光电跟踪系统

（EOTS）内的激光测距仪将对目

标进行探测。F-35 的机载相控阵

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将在射频领域

紧密合作：在综合电子战系统被动

侦测系统（例如雷达告警器）的指

示下，F-35 的机载相控阵雷达将

对远距离目标进行快速而精确的

定向扫描（针状窄波束精确扫描）。 

F-35 的机载雷达告警器能够

分析、鉴别和跟踪敌方雷达信号，

区分敌方雷达的工作模式，并能够

对敌方雷达进行精确的定位。通过

识别敌方雷达在信号特征（例如不

同的频率、脉冲宽度和脉冲重复频

率等）上的差异，F-35 的综合电

子战系统可以区分敌方不同的雷

达型号；而区分敌方雷达的工作模

式相对比较困难，这要根据美军已

经掌握的敌方各种雷达的不同工

作模式下的信号特征来鉴别，这就

需要强大的数据库系统的支持。 

F-35 战斗机的自我保护系统

包括分管射频（RF）、红外（IR）

对抗措施的两部任务管理器，而在 

F-35 的后机身装有红外干扰弹发

生器和雷达干扰箔条散布器，F-35 

上先进的红外干扰弹散布器在体

积上比它的前辈们要小得多，但是

它却可以携带更多的红外干扰弹，

以满足未来战场上高强度红外对

抗的要求。F-35 的电子战系统在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上比它的前辈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洛.马公司宣

称其平均故障时间间隔高达 440 



 

27 

小时，而 F-35 的机载自我诊断和

故障隔离系统可以自动地为地勤

保障人员提供故障信息和数据，由

于 F-35 的电子战系统采用了模

块化设计思想，所以地勤人员可以

通过更换外场可更换模块（LRU）

的方法，迅速地排除 F-35 战斗机

电子战系统的故障。这样极大的简

化了 F-35 战斗机的后勤保障难

度，并大幅提高了战斗机的出勤率

和完好率，成倍地增加了 F-35 战

斗机的作战效能。 

电子战系统的优化设计 

据 BAE 系统公司 F-35 项

目的副总负责人丹.格布尔

（Dan.Gobel）介绍：“F-35 的

电子战系统在发展之初就充分考

虑到了可支持性的要求，在项目开

始的时候，我们就制定了研制目标，

当项目进入关键设计评审（CSR）

阶段时，我们研发的电子战系统的

结构重量比预计的目标轻了 

10％。”去年，BAE 系统公司证实

其开发的电子战系统的重量仅为 

185 磅（84 千克）。 

在 F-35 的电子战系统开发

过程中，英国 BAE 系统公司借鉴

了许多以前的成熟技术和经验，例

如，BAE 系统公司曾开发了 

F-22A 战斗机上的 AN/ALR-94 

雷达告警器和其他电子对抗子系

统，在 F-35 的电子战系统开发过

程中，BAE 系统公司充分借鉴了

在开发 F-22A 电子战系统中得

到的经验。德雷克说道：“F-22A 

和 F-35 战斗机的电子战系统不

仅存在着继承性，而且存在着关联

性，所以其发展是互相借鉴、互为

补充的，我们从 F-22A 的试飞和

发展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会用在 

F-35 电子战系统的开发之中，当

然，F-35 电子战系统技术上的突

破反过来也会用于改进 F-22A 

的电子战系统。 

F-35 的电子战系统在设计之

初就充分考虑到易于生产性，可支

持性和低成本性，这样，能够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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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降低 F-35 电子战系统的生产

成本和风险性，并能提高系统可靠

性。 

F-35 的电子战系统采用开放

式架构设计，便于日后和其他系统

的综合和升级。该系统多采用工业

标准部件，其软件采用 C++语言

编写，F-35 的航电系统设计者在

系统硬件中更多的设置了可插拔

部件，并增设了许多预留接口，以

便于日后系统硬件的升级。 

F-35 的航电

系统中很多传感

器是相互交联的。

比如 F-35 的 

AAQ-37 光电分

布式孔径系统

（EODAS），

EODAS 由 6 个

分布在机身各处

的光电传感器组成，它们与机身设

计融合在一起，并不需要外置一个

专门的设备舱。六个红外传感器被

埋置在 F-35 机身四周的不同的

部位上，这样就可以为飞行员提供

一个围绕飞机机身的全景视野，飞

行员能够“看透”飞机的底部和侧

面，没有任何观察死角。因此 F-35 

的座舱没必要象其他空优战机那

样把座舱过分突出（目前的 F-35 

后向视野较窄），也能获得比其他

战机更好的飞行员视界，空战时飞

行员能通过头盔显示器得到周围 

360 度的空情信息。EODAS 在红

外范围内工作，它能识别并跟踪逼

近飞机的有危险目标，比如敌方的

导弹或者战斗机，它极大地增强了

飞行员对战场的全方位感知能力。

虽然 EODAS 并不是 F-35 综合

电子战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

其强大的探测功能有助于电子战

系统发现敌方危险目标，由于电子

战系统的雷达告警器探测的是射

频雷达信号，而 EODAS 探测的

是红外信号，因此 EODAS 和电

子战系统结合使用，将使 F-35 拥

有“射频-红外“（RF-IR）双重监

视能力，这将极大地提高了 F-35 

的战场生存能力。 

（本文由网络文章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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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飞机任务功能不断加强，相应，与飞行任

务相关的显示信息急剧增加，为满足信息显示需要，

显示信息已逐渐集成至机载显示器上。航行过程中，

受高空多角度强光照射、云层反射眩光、拂晓/黄昏

时水平光线直射等动静态光环境影响，尤其对于歼

击机等需要高速飞行、机动作战的飞行器而言，随

着其进行轴线滚动、水平翻滚、垂直翻滚或者切入

厚云层等飞行动作，照射在显示器上的光环境亮度

的变化跨度很大，速度非常快，全天候飞行条件下

飞机座舱内光环境异常复杂[1]。为保证机组人员在

动态光环境下能清楚观看显示信息，要求显示器亮

度随着驾驶舱外环境光变化进行调节。 

现在显示器亮度主要采取手动调节方式，由机

组人员根据观看需要旋转显示器上亮度调节旋钮。

由于驾驶舱内装有多个显示器，若要调亮所有显示

器，则需依次调节各显示器上亮度调节旋钮，这无

疑会加重机组人员负担，影响飞行效率。因此，显

示器开始采用亮度自适应调节方式[2,3]，根据座舱内

环境光的亮暗变化自动调节显示器的亮暗[4-6]，但是

对于入云、出云、翻滚等环境光亮度变化跨度大的

场合，现有亮度自适应调节方法的调节效果不佳，

主要是因为显示器亮度调节时未考虑人眼的亮、暗

适应特性，表现为环境光照度大幅度变化时，显示

器亮度相应明显变化，显示器亮度的剧烈变化给机

组人员造成明显的不适应。 

针对动态光环境亮暗变化条件下，显示器亮度

剧烈变化给人眼造成不适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航

空机载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系统，本亮度调节系

统以光照传感器检测驾驶舱内环境光变化，根据显

示器亮度控制模型计算显示器目标亮度，并依据人

眼亮、暗适应曲线调节显示器当前亮度。 

2 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原理 

亮度为在给定方向单位投影面上单位立体角内

发射和反射的光通量。显示器亮度是对显示器发光

强度的量度。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时，通过光照

传感器检测到环境光照度后，根据显示器亮度控制

模型确定当前环境光照度下显示器目标亮度，然后

依据人眼亮、暗适应曲线调节显示器当前亮度，其

中显示器亮度控制模型和按人眼亮暗适应曲线调节

Environment Of The Adaptive Control System 
Dynamic Light Airborne Display Brightness Under The  

动态光环境下机载显示器亮度 
自适应调节系统设计 

冉剑 / 技术中心四室 

摘 要：受飞行器运行姿态、天空光参数变化影响，机载显示器上光环境动态变化，尤其对于歼
击机等高机动性的飞行器，显示器上光环境变化更为复杂，针对动态光环境对显示器上显示信
息观看舒适度的影响，本文提出一种机载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系统，该调节系统以光照传感
器检测光环境变化，根据亮度控制模型计算显示器目标亮度，并依据人眼亮、暗适应曲线调节
显示器当前亮度。本系统具有亮度变化柔和、调光过程光色一致性好等优点，保证驾驶舱照明
环境的均匀、舒适，且具有好的视觉工效。 
 

关键词：照明；显示器；动态光环境；自适应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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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是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的关键。 

显示器亮度控制模型定义了驾驶舱内环境光照

度和显示器亮度对应关系，该亮度控制模型通过视

觉工效试验建立。视觉工效试验的理论基础为韦伯-

费希纳定律，韦伯-费希纳定律给出了人眼受到某些

刺激时，人眼主观亮度与光源亮度之间的关系。人

眼的主观亮度 F 与光源亮度 B 的对数成正比： 
0lg KKF B+=  

其中 0K 和 K 是与周围环境亮度有关的常数。

不同亮度 B 时，人眼能察觉的最小光源亮度变化
minBΔ 取决于相对亮度变化。人眼可察觉的最小相

对亮度变化 BB /minΔ 称为对比灵敏度阈，以δ 表示，

其值通常在 0.005~0.05 之间[7]。视觉工效试验时模

拟太阳光源形成照度不同的环境光，环境光照度按

照韦伯-费希纳定律以等比关系进行变化，在某一环

境光照度时，由飞行员判读显示器上视标，若观看

舒适，则认为当前显示器亮度为舒适亮度，否则，

旋转显示器亮度调节旋钮，调节出舒适亮度。根据

环境光照度和显示器亮度对应关系可建立显示器亮

度控制模型，视觉工效试验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视觉工效试验示意图 

按人眼亮暗适应曲线调节亮度定义了驾驶舱光
环境由光亮环境进入光暗环境或由光暗环境进入光
亮环境时显示器亮度的变化规律。当从光亮环境进
入到光暗环境时，在一段时间内驾驶员完全看不到
或很难看到视觉对象，过一段时间，随着视觉感度
的升高逐渐能看见视觉对象，最后视觉观察达到稳
定和清晰，这种视觉系统感度的升高被称为暗适应，
相反，从光暗环境进入到光亮环境过程中视觉系统
感度下降的现象被称为亮适应。虽然人眼视觉系统

能适应光环境亮度的亮暗变化，但是亮暗适应时间
的长短取决于亮度变化的量级，亮度差异越大，适
应时间越长[8]。并且，暗适应时间（约 30min）要
长于明适应时间（5~15min）,明暗适应曲线如图 2
所示。 

 

图 2 明暗适应曲线 

3 亮度自适应调节系统设计 
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系统包括环境光照度检

测单元和亮度调节控制单元。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
节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3 所示。环境光照度检测单元
利用光照传感器检测驾驶舱内环境光照度；亮度调
节控制单元采集、处理光照传感器输出信号后得到 

 
图 3 显示器亮度自适应调节系统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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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光照度，根据亮度控制模型计算各显示器
目标亮度值，并依据人眼亮暗适应曲线计算显示器
当前亮度值，最后将亮度值通过 HB-6096 总线发送
给显示器；显示器接收、解析亮度值后给出与亮度
值相应的背光亮度。 
3.1 系统硬件设计 

3.1.1 环境光变化检测单元 

环境光变化检测单元为光照传感器，其作用是

检测环境光的光照强度，将环境光照度转换成电信

号。光照传感器布置在显示器周围[9]。显示器亮度

自适应调节系统工作时，利用分布于驾驶舱内各相

关位置处的光敏传感器来检测驾驶舱内环境光变化，

系统中有两类光敏传感器，第一类是较高照度检测

光敏传感器，主要感知照度 0lx~100000lx 内的环境

光变化；第二类是低照度检测光敏传感器，主要感

知照度 0lx~200lx 内的环境光变化。下面主要对第

一类是较高照度检测光敏传感器的设计进行介绍。 

光照传感器的核心器件是光电二极管，当无光

照射时，光电二极管产生的暗电流很小,光照传感器

的输出电压较低；当受到光照射时，光电二极管产

生的电流随之增加，光照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相应升

高。光照传感器的电路原理如图 4 所示。 

面积为 S 、光通量为 Φ 的光照传感器其接收面

可认为是理想漫散射面，环境光强度对应光照传感

器接收面法线方向的光强 nI ，平均照度 E 为： 
SIE n /π=  

光照传感器能检测（0~100000）lx 范围内环境

光照度，输出电压范围为（0～5.1）VDC。该光照

传感器的 R2 与 R3 构成分压电路，分压比为 5/14，

对光敏元件的输出电压进行分压， D1 为 5.1V 的

稳压管，用于对光照传感器输出电压进行稳压，保

证传感器输出电压在限定范围，电阻 R1 和电容 C1

实现对光照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反馈检测。 

 
图 4 光照传感器电路原理图 

3.1.2 亮度调节控制单元 

亮度调节控制单元原理框图如图 5 所示。亮度

调节控制单元为亮度控制组件，安装在驾驶舱内操

纵台上。光照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经过滤波、

放大及过压保护等处理后进入 DSP 的 ADC 采样通

道。DSP 采样、处理光照传感器输出信号后按照电

压-照度模型得到显示器上环境光照度，根据亮度控

制模型计算出显示器目标亮度，然后依据人眼亮暗

适应曲线求取显示器当前亮度值，并将亮度值通过

HB-6096 总线发送给多个显示器，HB-6096 总线为

航空领域广泛应用的航空电子总线，具有接口方便、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HB-6096 是航空

设备数字信息系统传输标准，该标准包括通信协议

和电气接口的规定。电气接口一般使用 ARINC-429

总线。 

亮度调节控制单元具有亮度控制模型数据更新

接口，通过 RS-232 接口与外部交互数据，亮度调

节控制单元自动识别连接状态，当连接成功后，则

准备更新亮度控制模型数据。 

图 5 亮度调节控制单元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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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亮度，并按照当前亮度改变显示器亮度，同时

更新时间变量T ,TN ，返回步骤 3）；若 TUT <Δ ，

更新时间变量TN ，显示器亮度不变，返回步骤 3）； 

若目标亮度小于当前亮度，计算当前亮度和目

标亮度的差值，由亮度差值计算出当前亮度变换到

目标亮度所需的时间TU ；更新时间变量TN ，并计

算 时 间 变 量 T 和 时 间 变 量 TN 的 差 值 TΔ 。 若
TUT >Δ ，按照人眼暗适应曲线表减小当前亮度，

并按照当前亮度改变显示器亮度，同时更新时间变

量T ，TN ，返回步骤 3）；若 TUT <Δ ，更新时间

变量TN ，显示器亮度不变，返回步骤 3）。 
3.2.2 高照度与低照度传感器切换算法 
显示器需要全照度范围进行亮度自适应调节，

其周围有低照度、高照度检测传感器，其上照度需
根据两个传感器输出值确定。由于高照度传感器在
低照度条件下的敏感度较小，输出电压也较小，因
此在低照度环境下需采用低照度传感器来采集环境
光的照度。这其中涉及两个传感器采集照度值的选
择问题，尤其当环境光照度在 150lx~200lx 内变化
时，两种传感器在感光范围上有一个重叠区间，因

此需定义两种传感器间切换的算法，以保证设备能
准确采集环境光的照度，并实现无缝切换。若传感
器照度值选择算法设计不合理，会造成两个传感器
照度值的不断切换，这将影响驾驶舱照明自动亮度
调节效果。 

传感器切换算法如图 10 所示，系统上电时默
认设置低照度传感器的照度值为当前值。 

1) 判断低照度、高照度传感器值。分别采集低
照度、高照度传感器的输出值，设低照度传感器采
集的照度值为 SL，高照度传感器采集的照度值为 SH，
判定 SL、SH 是否均大于第一照度设定值 L1，若条件
满足，则视照度值 SH 为全照度需调光设备上环境光
照度，环境光照度确定流程结束；否则转到步骤 2； 

2) 判定当前全照度需调光设备确定环境照度
当前所采用的传感器，若当前全照度需调光设备确
定环境照度所采用的传感器为低照度传感器，则视
SL 为全照度需调光设备上环境光照度，环境光照度
确定流程结束；否则转到步骤 3； 

3) 进一步判定低照度、高照度传感器值。判定
低照度传感器照度值 SL 是否大于第一照度设定值 L1

或高照度传感器照度值 SH 是否大于第二照度设定

开始

(低照度传感器

照度值SL> L1)  &&
(高照度传感器照度

值SH> L1)  

当前为低照度
传感器

高照度传感器
照度值

低照度传感器
照度值

(低照度传感器

照度值SL> L1)  ||
(高照度传感器照度

值SH> L2)  

高照度传感器
照度值

低照度传感器
照度值

结束

结束

结束 结束

图 10 传感器切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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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L2，若条件满足，则视 SH 为全照度需调光设备上
环境光照度，环境光照度确定流程结束；否则 SL 为
全照度需调光设备上环境光照度，环境光照度确定
流程结束。 

其中第一照度设定值为低照度环境光变换至较
高照度环境光的过渡点，该环境光过渡主要发生在
拂晓时分；第二照度设定值为较高照度环境光变换
至低照度环境光的过渡点，该环境光过渡主要发生
在黄昏时分，为避免自动调光控制在拂晓、黄昏时
分环境光照度选择时不断切换，第一照度设定值和
第二照度设定值确定时应当综合考虑低照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较高照度传感器测量范围和较高照度环
境范围。第一照度设定值一般为 60lx~120lx，第二
照度设定值一般为 150lx~300lx。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环境光大幅度变化条件下，显示器亮
度剧烈变化给人眼造成不适的问题，设计了一种机
载显示器照明亮度自适应调节系统，解决了在多显
示器条件下驾驶舱亮度调节的整体协调性。由于显
示器亮度调节时完全依照人眼亮暗适应曲线，保证
了显示器亮度变化的柔和、均匀。该亮度调节系统
已在飞机上实际应用，应用中表现出了亮度舒适、
调节过程光色一致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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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按键导光板已广泛应用于飞机、舰船、

兵器等领域，其不仅为各种状态信息和操控器件提

供指示照明功能，还可通过导光板上的按键操作，

起到信号传输与通断控制的作用。作为操控设备的

重要组成部分，按键导光板的按压手感和导通可靠

性会对人员的操控质量及准确性产生直接的影响。 

导光板按键尤其是船形按键在长时间使用后，

其按压手感会变差，且常有电路不导通的情况发生，

通过对返厂的导光板进行维修，发现很多船形按键

的簧片产生了移位，偏离了正常封装时的中心位置，

致使按键导柱不能很好地抵住簧片中心，进而影响

了按压手感与导通性。本文通过对导光板按键尤其

是船形按键的工作机理进行阐述，并针对按键簧片

的受力模型和当前簧片普遍采用的封装结构进行了

分析，着重提出了簧片模块化封装的技术方案，并

进行应用验证。 

 

1  导光板按键的工作机理 

按键导光板相比普通导光板，其最大特点是增

加了按键操作功能，具备信号传输与通断控制的作

用。按键导光板上常用有机玻璃按键的结构类型，

一般可分为普通按键和船形按键两种。普通按键只

有一个导柱与簧片接触，通过垂直方向的上下运动，

压紧簧片使之变形，从而导通触点；船形按键有两

个导柱，通过分别按压与之接触的簧片，实现类似

跷跷板式的运动状态。不过，船形按键与跷跷板又

有所不同，跷跷板只有一个转动自由度，而船形按

键则处于浮动状态，其工作机理及力学模型较跷跷

板和普通按键都要复杂的多。 

由于普通按键的工作机理相对简单，本文不再

赘述。在此，仅以典型的船形按键为例进行研究，

常用的导光板船形按键的装配结构如图 1 所示。在

图 1 中，通过按压船形按键一端 M 处位置，使得按

键导柱与簧片的接触点 B 点向下方移动，从而压缩

该处簧片变形，实现簧片下面的中心触点导通电信

The Application Of Light Guide Plate 
Reed Modular Encaps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Keys Of 
导光板中的运用 

簧片模块化封装技术在按键 

郑子明 / 导光板事业部 

摘  要：针对当前按键导光板在长时间使用后，按键手感变差及导通性不佳等问题，本文
首先通过对导光板按键的工作机理进行阐述，再针对按键簧片的受力模型和当前簧片普遍
采用的封装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现有封装技术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了簧片模块化封装
的技术方案，并经过应用验证，达到了预期效果。 
 

关键词：按键导光板；簧片；受力模型；模块化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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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功能。 
  

 

图 1  导光板船形按键的装配结构 

在结构装配时，按键导柱与簧片之间通常有

一定的预紧力，以保证按键在导光板的按键槽内

不能随意窜动。在 M 处施加外力，可知船形按键

有转动的趋势，而按键整体作为刚体不可变形，

且按键运动限制点为 O、P、A、B 四点，由此初

步判断转动中心应该在 O 点或 O 点以左位置。我

们先假设 A 点为旋转支点，此时刚体绕 A 点作顺

时针转动，在外力作用下，B 点向下方运动，那么

O 点就必须向上方运动，然而，O 点的上方有按

键槽壁的阻挡是无法上移的，而 A 点处的簧片为

弹性元件，外力足够大时即发生弹性变形，因此，

当 B 点处的簧片发生变形并导通时，处于 O 、B

两点之间位置的 A 点处簧片也要产生一个向下方

的运动位移（但不足以导通触点）。考虑到外力 F

的施加过程是瞬间的，时间很短，在此情况下，O

点来不及发生移动；且由于预紧力的存在，O 点

处产生的摩擦力也会阻止 O 点平移；即使 O 点发

生偏移，受结构限制，移动位移将极小，此位移

相比 OA、OB 的大小可以忽略不计。鉴于以上分

析，可以判定 O 点为船形按键的刚体转动中心。 

同理，按压船形按键另一端，A 处簧片产生

变形并导通触点，此时以 P 点为转动中心，运动

状态与受力分析过程与 O 点相同，因此不再阐述。 

 

2  簧片的受力模型与封装现状 

2.1  簧片受力模型及分析 

为便于分析和研究，在前述船形按键结构与工

作机理阐述的基础上建立了按键坐标系 xOy（如图

2 所示），在图 2 中，F 为施加在按键一端 M 处的

外力（假设 F 方向垂直于 OM 连线），则 A、B 处

的受力分别为 FA 和 FB，m，a，b 分别 F、FA、FB

关于 O 点的力臂。 

 
图 2  按键坐标系的建立 

进一步对图 2 中的按键坐标及结构受力图进

行刚体简化，可得到按键对应簧片的受力模型，

如图 3 所示。 

 

图 3  簧片的受力模型 

根据簧片的受力模型，针对 A 点和 B 点的运动

状态和受力情况进行研究。在外力 F 的作用下，两

处簧片的受力示意如图 4 所示，其中θA 和θB 分别为

OA、OB 与 x 轴之间的夹角，θi 为刚体在任一时刻

的转角（且θi＞0）。为表述方便起见，此处规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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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各参数只表示大小，箭头为实际方向，按键导

柱与簧片为点接触。 

 

图 4  簧片受力分析 

由于按键上 M 处受 F 力作用时，只有 B 点处

的簧片触点导通，在此需重点研究 B 处簧片的受

力情况（A 处的分析过程与之相同，不再赘述）。

由于按键最大行程仅为 0.5mm 左右，相比 b 值

要小得多，可知θi 为极小角度，且θB、θi、θB+θi

的范围均在 0°～90°之间，故可得： 

初始 B 点坐标为 

Bx = b·cosθB                    （1a） 

By = -b·sinθB                    （1b） 

θi 转角后的 Bix 点坐标为 

Bix = b·cos（θB +θi)              （2a） 

Biy = -b·sin（θB +θi)              （2b） 

由式（1a）、（1b）和式（2a）、（2b）可得 B

点到 Bi 的位移分量： 

SBx =︱Bix- Bx︱= b·cosθB - b·cos（θB +θ

i)                  （3a） 

SBy =︱Biy- By︱= b·sin（θB +θi) - b·sinθB                  

（3b） 

其中，SBx 表示按键刚体转动θi 角度时，导柱

上 B 点在水平方向（即 x 方向，下同）的位移大

小，SBy 表示导柱上 B 点在竖直方向（即 y 方向，

下同）的位移大小，SBy 即簧片 B 的变形位移量，

亦即按键的有效行程。 

由于 SBx＞0，即按键导柱上 B 点一定产生位

移，使得簧片的水平状态有两种可能情况：一是

簧片始终不产生移动，只是在导柱和簧片之间发

生相对滑动，二是簧片在某一时刻被导柱带动一

起滑行一段小位移。 

接下来，针对簧片 B 在 Bi 点的受力情况进行分

析。如图 4 所示，其中 FB 为导柱上施加的外力，可

以分解为沿-x 方向的 FBx 和沿-y 方向的 FBy，FBH 为

SBy 的变形位移下簧片的反弹力，FBf 表示导柱与簧

片表面之间的摩擦力，FH 表示簧片采用胶膜封装时

在水平方向的粘合力。 

簧片 B 在 Bi 点的竖直方向分力 

FBy= FB·cos（θB+θi)                （4） 

假设在任一 Bi 位置，簧片的反弹力与外力在

竖直方向的分力始终保持平衡，即 FBH = FBy。则簧

片 B 在 Bi 点的水平方向分力 

FBx= FBH·tan（θB+θi )               （5） 

又，设 µ 为导柱与簧片表面之间的摩擦系数，

且 FBH = FBy，则摩擦力 

FBf= µ·FBH                        （6） 

由于簧片在 Bi 点处水平方向的合力大小为 

FBx＇= FBx-FBf-FH                    （7） 

将式（6）代入式（7）得 

FBx＇= [tan（θB+θi)+ µ]·FBH - FH    （8） 

在式（8）中，反弹力 FBH 可由簧片的弹力变形

曲线建立与簧片变形位移量 SBy 的关系，而簧片封

装粘合力 FH 亦可通过试验测得。当（FBx＇）max≤0

时，簧片 B 将始终处于静止状态，不产生移动；反

之，当（FBx＇）max＞0 时，簧片 B 将产生水平位移。

受篇幅所限，以及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本部分不再

深入阐述，仅作定性分析。 

由于簧片通常采用双面胶隔片和单面胶薄膜封

装限定在 PCB 板上，双面胶隔片上的簧片让孔一般



 

39 

较簧片外形尺寸要大 1mm～2mm，基本起不到簧

片限位作用，而单面胶薄膜的粘合力受粘合面积及

结构限制，其固定簧片的作用也相对有限，尤其在

高、低温试验下，存在胶体粘度变化、材料变形等

因素，加之按键上导柱与簧片的接触面积小，簧片

封装的水平粘合力会受到很大影响。按键在经历长

时间的反复按压操作后，其下方的簧片较易产生移

位，进而造成按键卡死及信号不导通现象的产生。 

2.2  簧片的封装现状 

目前，簧片的封装结构如图 5 所示，其封装

工艺过程为：首先需要按照产品 PCB 板图形用激

光刻蚀双面胶隔片，并粘贴在 PCB 板上，且确保

其上的簧片让孔与放置簧片的金手指位置一致；

然后在簧片让孔内放置簧片，并保持簧片处于金

手指中心位置；最后在簧片上整体封一层单面胶

用于固定簧片，并根据需要在簧片周边开出通气

孔。 

 
图 5  簧片封装结构 

当前簧片封装采用的是多个簧片进行整体封

装，此封装技术用在导光板上存在以下不足： 

（1）封装工艺复杂，操作环节繁琐，有些产

品的隔片和单面胶还需要根据产品外形情况剪裁

成多片，封装耗时长，人力成本高；且封装为手

工操作，封装效果因人而异，过程中不可控因素

多，质量可靠性不高。 

（2）隔片上的簧片限位孔尺寸误差大，不能

精确限位，也不能有效地阻止簧片受力移位；带

脚簧片虽然能靠自身结构进行限位，但需有隔板

和底板进行防护，增加了整体结构上的复杂性。 

（3）封装簧片后，PCB 板整体厚度尺寸误差

大，封装平面度差，各按键手感存在偏差。 

（4）双面胶隔片与单面胶膜之间由于是胶与

胶的粘合，在高温情况下受粘度变化、材料变形

等因素影响易产生平面滑移，对簧片固定起不到

应有的作用。 

（5）由于簧片周边需有通气孔，以及 PCB 板

上放置簧片的位置存在过孔，导致簧片密封性不好，

灰尘进入导光板后会影响簧片导通可靠性。 

（6）维修不便。由于采用的是多簧片的整体

封装技术，若个别簧片损坏，维修更换时难免会对

其他簧片造成影响。 

3  簧片模块化封装技术及优势 

3.1  簧片模块化封装思路 

通过前文所述的簧片受力模型分析可知，导

光板船形按键在按压操作过程中，对应簧片会受

到水平力作用和簧片封装结构的影响，从而可能

产生位置偏移，进而影响按键手感和导通可靠性；

且当前簧片封装技术在工艺操作等方面也存在诸

多不足之处。现有导光板产品有别于手机等电子

产品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各型号按键导光板通

常加工数量都不多，属于小批量定制生产。目前

的簧片封装技术，随着按键导光板产品种类的增

多，差异和不确定性也会增多，进而会降低产品

的整体可靠性。 

要提高当前按键导光板的整体质量，不仅要解

决船形按键簧片偏移的特性问题，还需要解决目前

簧片封装的共性问题。综合考虑按键导光板的产品

特点和簧片封装的现状问题，笔者以为，采用单个

簧片的模块化封装将是一种发展趋势，这样既能控

制水平分力和限制簧片位移，又可避免双面胶隔片

与单面胶膜的封装弊端，而且适用于更多产品，可

以大大提高各按键导光板产品在簧片封装质量上的

一致性。由此，确定了采用簧片模块化封装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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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轻触开关电路图及PCB封装尺寸 

 
图9  轻触开关的PCB封装效果图 

3.3  簧片模块化封装的优势 

对于按键导光板来说，采用簧片的模块化封装

技术，可将模块单独贴焊在 PCB 板上，具备目前簧

片封装所没有的以下优势： 

（1）安装操作方便，只需简单焊接，避免了

目前封装的繁琐工序；焊接模块各焊盘分离，PCB

板上无需过孔走线，降低布线板层数量，减少簧片

过孔防护工序；导光板结构更简单，可以根据需要

取消导光体、隔板、底板等，能提高整个产品的生

产与装配效率。 

（2）在PCB板上丝印出簧片模块的位置，焊

接偏差可以控制，操作一致性得以提高；且按键与

簧片模块为面接触，水平位置的适度偏差不会影响

按键操作质量。 

（3）按键通过橡胶导柱按压簧片，橡胶导柱

可少量压缩变形，既吸收水平分力避免簧片移位，

又能补偿导光板的加工和装配误差。 

（4）维修方便，簧片模块可直接更换，缩短

维修时间；且各簧片模块相互独立，无关联干扰。 

（5）簧片模块化封装采用成熟的轻触开关产

品，防水防尘等级高，产品整体质量更有保证。 

4  应用验证实例 

4.1 船形按键对比试验导光板 

为验证簧片模块化封装的效果，设计了船形

按键对比试验导光板（如图 10 所示），并进行了

高低温、光性能及寿命等项目的测试及分析。图

10 中所示的“改进前”代表常用的簧片封装结构，

即簧片用双面胶隔片限位加单面胶膜封装的方式；

“方案 A”除采用带脚簧片加单面胶膜封装方式

外，其它与“改进前”相同；“方案 B”采用轻触

开关贴焊方式，无导光体结构。三种方案采用相

同的布光方法，LED 光源与按键字符的距离保持

一致，电路原理也相同。 

 

图10  船形按键对比试验导光板实物图 

（1）高低温测试 

轻触开关式船形按键在高低温条件下的导通性

和按压手感的测试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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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轻触开关式船形按键导通性及手感测试结果 

       方案

B 

 

按键 

低温-45℃ 高温+70℃ 

保温 10min 保温 30min 保温 60min 保温 10min 保温 30min 保温 60min

导通 手感 导通 手感 导通 手感 导通 手感 导通 手感 导通 手感

第 1

组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第 2

组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第 3

组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第 4

组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 好 

由表 2 可知，方案 B 在低温-45℃和高温+70℃

条件下，其导通性和按键手感均良好，可满足常规

按键导光板的工作温度要求。 

（2）光性能测试 

船形按键对比试验导光板的亮度及均匀性测试

结果见表 3。 

表 3  亮度及均匀性测试结果 

 改进前 方案A 方案B 

亮度（cd/m2） 1.85～

3.90 

1.71～

3.38 

2.62～

4.45 

均匀度 2.11 1.98 1.70 

由表3可知，采用轻触开关封装的方案B，与现

有簧片封装结构相比，其光性能非但没有变差，甚

至整体亮度有所提高，因此，新的封装技术可以满

足导光板的光性能要求。 

（3）寿命测试 

船形按键对比试验导光板的寿命测试结果见表

4。 

 

 

 

表 4  寿命测试结果 

 改进前 方案A 方案B 

导通寿命 约 20 万次 约 20 万次 ＞30 万次

按键手感 无手感 无手感 手感良好 

质量稳定

性 

簧片偏向一

边、 

损伤严重 

移位不明

显、 

损伤严重 

未移位、 

未发现损

伤 

由表 4 可知，方案 B 采用簧片模块化封装轻触

开关在导通寿命、按键手感和质量稳定性方面均优

于现有封装簧片。 

4.2  轻触开关式按键导光板 

为进一步验证簧片模块化封装在产品上的应

用效果，研制了某型号产品的轻触开关式按键导

光板，如图 11 所示。 

 

图11  轻触开关式按键导光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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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按正常研制流程进行了环境应力筛选、

验收试验测试及环境适应性试验，结果均满足导

光板技术要求。与簧片模块化封装直接或间接相

关的试验项目见表 5。 

表 5  轻触开关式按键导光板相关项目及结果 

序

号 
分类 项目 结果 

1 
环筛试验 

温度循环试验 
满足 

2 随机振动试验 

3 
功能测试 

照明功能 
满足 

4 按键功能 

5 

性能测试 

亮度、均匀度、色度 

满足 6 对比度 

7 绝缘电阻 

8 

环境试验 

高温试验 

满足 
9 低温试验 

10 湿热试验 

11 盐雾试验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导光板按键的工作机理、簧片的受

力模型和当前簧片的封装结构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指出造成当前船形按键手感变差及导通性不佳的原

因和现有封装技术存在的不足，着重提出了簧片模

块化封装的技术方案及优势，并对采用簧片模块化

封装的按键导光板进行应用验证，达到了预期效果。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提高，导光

板产品势必朝着模块化、集成化方向发展，这就要

求产品本身的质量具有不断提升的相对稳定性，传

统的簧片封装技术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快速生产的质

量要求，其势必会被集成化的簧片封装模块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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