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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飞机的颠簸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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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颠簸的形成、颠簸强度的划分、颠簸对飞行的危害、空客飞机在严重颠簸中飞行的特点、 

应对严重颠簸的方法等进行了分析，以有效防止颠簸及减小颠簸对飞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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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Fly Airbus During Bumpy Condition 

GU0 Hongbing 

Abstract TJ1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 of turbulences．the category of turbulences。the hazards of turbulences to 

flight，the feature of airbuses flying in turbulences and the methods of correspondence to turbulences in order to avoid tur— 

bulences or reduce the hazards of turbulence in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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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颠簸是飞行安全的一大潜在威胁。由于 

天气的变化无常，可预知性的和不可预知性的颠簸 

逐渐增多，并且强度不断加大，严重颠簸事件屡有发 

生。颠簸不仅会影响空中的服务质量，严重颠簸还 

会威胁飞行安全，造成旅客和机组人员受伤，而极度 

严重的颠簸甚至会导致机毁人亡。 

一

、颠簸的形成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在大气中存在着空气紊 

乱流动的现象，大大小小的漩涡和不规则的波动交 

织在一起，使得大气中某一区域中任一点的空气流 

动的方向、流动的速度呈现随机的变化。当飞机在 

这些区域飞行，并且这些区域内漩涡的尺度和飞机 

尺寸相当，波动的频率与飞机机翼的自然共振的频 

率相近时，就会产生颠簸，并且颠簸的强度会随着这 

些漩涡的尺度和波动的频率的变化而不同。在讨论 

颠簸的形成时，可以将作用于飞机上的阵风分解为 

垂直阵风和水平阵风来进行讨论： 

(一)垂直阵风 

当垂直阵风作用于飞机上时，飞机的相对气流 

会发生变化，飞机的迎角增加，升力增大，飞机会突 

然上升。同理，当飞机突遇下降的垂直气流时，飞机 

的迎角减小，升力减小，飞机将突然下沉。当乱流中 

垂直阵风的大小方向变化不定时，飞机就会因升力 

不断急剧改变而呈现忽升忽降的颠簸状态。如果作 

用在飞机左右机翼上的垂直阵风的方向和大小不都 
一 致，那么产生的力矩还会使飞机出现摇晃的颠簸 

现象。如果垂直阵风作用的时间短促而频繁，则还 

会使飞机产生抖动。 

(二 )水平阵风 

当水平阵风作用于飞机上时，会使相对飞机的 

气流速度时大时小，飞机的空速和升力随之发生不 

规则的变化，从而导致飞机出现上下抛掷、摇晃和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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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颠簸现象。 

在垂直阵风和水平阵风的作用下飞机就会出现 

各种颠簸状态。虽然垂直阵风和水平阵风都会引起 

飞机颠簸，但它们的作用大小却不可相提并论。计 

算表明，在垂直阵风风速和水平阵风风速大小相等 

的情况下，当飞机的迎角为 10度时，由垂直阵风引 

起的升力增量约为水平阵风的 3倍；当飞机的迎角 

为2度时，由垂直阵风引起的升力增量约为水平阵 

风的 14倍。由此可见，垂直阵风对飞机形成的颠簸 

比水平阵风对飞机形成的颠簸要强得多，可以说垂 

直阵风的强度决定了飞机颠簸的强度。 

二、颠簸强度的划分 

颠簸强度的划分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飞行员 

感觉和目测的飞行状态划分等级；二是根据飞机在 

垂直方向承受的负荷变量划分。由于在飞行中无法 

量化由颠簸导致的载荷变化，在此仅介绍按飞行员 

感觉和目测的飞行状态来划分的颠簸强度级别。 

颠簸可分为四个级别：轻度、中度、严重和极度 

严重。轻度颠簸会引起飞机轻度、间歇性地抖动，飞 

机的高度和姿态略有变化；中度颠簸时，飞机会频繁 

地摇晃，飞机的高度、姿态和指示空速会有一定程度 

的变化，但飞机始终处在可控状态；严重颠簸会使飞 

机急剧地抖动，飞机的高度、姿态和指示空速有较大 

的变化，飞机可能瞬时出现失控状态；极度严重颠簸 

时，飞机有非常强烈的抛掷感，飞机的高度、姿态和 

指示空速的变化类似于严重颠簸 ，飞行状态无法维 

持，飞机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可能导致飞机结构受 

损。 

按照颠簸强度的划分，当飞机处于轻度、中度颠 

簸时不会直接危及飞行安全，但会影响客舱的服务 

质量。只有严重程度以上的颠簸才会威胁飞行安 

全。 

三、严重颠簸对飞行的危害 

(一)严重颠簸会使飞行状态和飞机的机动性能 

发生不规则的变化，从而失去稳定性，会使部分仪表 

的指示误差加大，甚至失常，从而导致飞机操纵困 

难，难以保证正确的飞行状态，甚至失控。 

(二)严重颠簸时，飞机的高度变化频繁，甚至可 

能急剧变化，在空域繁忙的区域极易导致飞行冲突。 

(三)严重颠簸引起的飞机载荷变化快，变化量 

大。在大速度飞行时，阵风过载可能会大于飞机的 

最大允许载荷，从而导致飞机结构受力过大而变形、 

受损甚至结构解体。 

(四)严重颠簸会造成机组和旅客的紧张和疲 

劳，严重影响客舱服务质量，突发的严重颠簸甚至会 

导致客舱机组和乘客受伤。 

四、空客飞机在严重颠簸中飞行的特点 

在严重颠簸中飞行，所有飞机都会剧烈抖动，上 

下抛掷；飞机姿态不停变化；空速表和升降速度表指 

示不稳定 ，甚至失真；高度无法维持，甚至出现大的 

偏差；飞机载荷忽大忽小，机上人员和物品出现失重 

和超重的现象；飞机操纵困难，人工的修正动作往往 

滞后于飞机姿态的变化，容易使飞机的扰动更大。 

以上均是飞机在严重颠簸中飞行的特点，但对空客 

飞机而言，由于飞机操纵系统设计的不同，在严重颠 

簸中飞行 ，空客飞机还具有以下特点： 

(一)飞机的正常操纵法则是一种带有自动配平 

和全飞行包线保护的载荷指令操纵法则，能降低飞 

机载荷超限的可能性。 

(二)飞机的机动载荷释放功能和颠簸阻尼功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飞机所承受的过载，保护飞 

机的结构。 

(三)自动驾驶对颠簸导致瞬时偏差反应灵敏， 

但又不会过度修正，能有效防止诱发振荡。 

(四)自动推力的“软方式”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推力的频繁改变，从而减小对飞机的扰动。 

(五)空客飞机的包线保护功能使飞机在以小速 

度飞行时容易触发飞机的迎角保护，以大速度飞行 

时容易触发高速保护，这两种保护均会导致 自动驾 

驶断开(如已接通)。 

五、应对严重颠簸的方法 

(一)避开严重颠簸 

导致颠簸的原因是乱流，有乱流区域就可能存 

在颠簸。根据乱流的成因我们可以将颠簸分为动力 

乱流颠簸、热力乱流颠簸、晴空乱流颠簸和飞机尾流 

颠簸。其中动力乱流颠簸多见于中高纬度大陆，多 

数离地面不超过 1—2千米；热力乱流颠簸多见于低 

纬地区且多于高纬地区，并多出现在对流层的中层； 

晴空乱流颠簸多出现在对流层上部和平流层；飞机 

尾流颠簸会在飞机起飞前轮抬起时产生，结束于着 

陆后的前轮接地之时。 

乱流导致的颠簸存在于不同的大气运动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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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明，在锋面、空中槽线和切变线、高空低涡、急流 

区、对流层顶以及积状云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颠簸。 

要避开颠簸，就要了解何处存在这些区域。因此在 

飞行前应尽可能地获得完整、详细的气象资料，同时 

应根据这些气象资料对整个飞行航路颠簸情况进行 

分析，确定可能出现严重颠簸的区域，制订计划绕过 

这些区域；在飞行中，要随时更新天气信息，特别要 

注意收听来自管制员和飞行员的天气报告，要科学 

使用气象雷达，及时发现航路上的雷雨天气，采取改 

变高度，修改航路等方法避开严重颠簸区域。 

(二)穿越严重颠簸 

在无法避开严重颠簸区或突遇严重颠簸的情况 

下 ： 

1．机长立即接管对飞机的操纵权，严格执行严 

重颠簸标准操作程序。 

如果在起飞过程中遇到严重颠簸或不得不在严 

重颠簸条件下起飞时，根据飞机性能考虑使用 TO． 

GA，推迟收轮时机，将收襟缝的基准速度增加 20kts 

(但不大于 Vfe一5kts)。 

如果在空中穿越严重颠簸区前或突遇严重颠簸 

时，应选择速度并调整至机型手册规定的颠簸速度， 

这是因为机型的颠簸速度能确保有足够的余度防止 

阵风载荷损坏飞机结构，并防止空速低于飞机的 

VIS。另外，在飞机重量较重时，颠簸速度可能会小 

于飞机的绿点速度，此时仍应选择颠簸速度飞行。 

绿点速度仅仅是一个机动速度，而不是限制速度，飞 

机可以低于绿点的速度安全飞行。 

2．系好安全带。首先驾驶舱的人员尤其是在座 

人员必须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包括肩带)，固定好 自 

己的身体，防止对侧杆和方向舵脚蹬的误操纵；其次 

要及时接通“安全带信号灯”，按预先协同的规定信 

号通知客舱机组，防止客舱人员受伤。 

3．严密监控飞机的速度变化，防止飞机超速。 

严重颠簸会导致速度产生较大的变化，甚至导致飞 

机的速度超过最大操作速度而威胁飞机的结构。可 

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防止飞机超速：当速度趋势指 

针达到或稍微超过最大操作速度时，仅通过调低 

FCU上的目标速度就可达到防止超速的目的；如果 

当速度趋势指针大大超过最大操作速度时，除了在 

FCU上选择一个较低的目标速度外，还应根据情况 

采取脱开自动驾驶、使用减速板等措施防止触发高 
· 52 · 

速保护。但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 

是脱开自动驾驶时，必须密切关注飞机周围的交通 

状况，防止发生飞行冲突；二是在重新接通自动驾驶 

之前，应让飞机建立一个较小的俯仰姿态；三是减速 

板的升起会导致飞机的俯仰姿态变化，同时也会增 

加飞机的最小可选速度；四是在接近飞机升限的高 

度上必须谨慎使用减速板。 

4．保持自动驾驶接通。在严重颠簸情况下，人 

工飞行存在诸多缺陷。其一，颠簸状态下，由于空客 

电传设计特点，侧杆上没有气动效应力反馈，人工飞 

行容易产生过多的侧杆输入，容易导致与驾驶员意 

图不一致的舵面偏转，出现不正常的飞行状态。其 

二，颠簸状态下，AP能很好地中和飞机的正常飞行 

包线和高度保持之 间的要求。另外，特别是在 

RVSM运行中，AP可以避免人为的高度偏差，防止 

交通冲突。如果自动驾驶断开，在条件合适时，应该 

尝试重新接通。 

5．如果自动推力的变化太大时，应断开自动推 

力，并根据机型手册规定设置推力值。除非速度变 

化过大，否则不要改变推力来追踪速度，同时切记速 

度减小会降低飞机的抖动余度。 

6．申请改变高度层或水平航迹，脱离颠簸区。 

颠簸层厚度一般不超过 1000米，强颠簸层厚度通常 

只有几百米。因此，当飞行中出现颠簸时，通过改变 

飞行高度，一般都能迅速地脱离颠簸区。但如果改 

变高度不能脱离颠簸区，则应考虑降低飞机的飞行 

高度，以增加飞机的抖动余度。空客机型在最佳高 

度(含以下)飞行时，就能保证足够的飞机抖动余度。 

7．颠簸中的人工飞行。如果在颠簸中不得不人 

工操纵飞机(如起飞过程中和由于空客机型的保护 

功能生效导致自动驾驶断开后)，那么要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人工操纵时禁止双侧杆输入，建议机长使用 

操控按钮，防止 PNF本能地参与操纵。二是空客飞 

机的操纵法则完全能够确保在颠簸中飞行，飞机可 

在很少或没有侧杆操纵量输入的情况下以最佳状态 

飞行；人工操纵动作应该也必须柔和，应保持适当的 

飞机姿态，避免过多粗猛的侧杆输入，允许速度和高 

度合理波动，防止因追踪速度和高度而诱发飞机震 

荡。三是如果在飞机的高速保护功能生效后进行人 

工操纵，那么必须记住，除了飞行员的操纵指令外， 

飞机 的大速度保护还会 自动给飞机一个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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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g的上仰指令 ，两个指令的叠加不仅可能会导致 

飞机载荷超限，并且还可能触发飞机的迎角保护。 

因此在进行此类的改出时，操纵动作应该更加柔和。 

2001年 1架 A320飞机在 1万 1千英尺飞行时，突遇 

严重颠簸，飞机进入超速，自动驾驶 自动断开，机组 

操纵在进行改出时动作不够柔和，触发了迎角保护， 

在改出时，操纵动作再次过于粗猛，导致飞机突然下 

降，造成乘务员严重受伤。 

8．颠簸中禁止使用方向舵。首先在系统工作正 

常的的情况下，不需要使用方向舵；其二飞机的方向 

舵是没有过载保护的操纵面，不恰当的方向舵输入 

可能对飞机的结构产生严重的损害。2001年 1架 

空客300在美国纽约起飞后遭遇前机尾流，机组在 

操纵飞机时过度使用方向舵直接造成飞机解体。 

9．通知 ATC，报告颠簸情况，提醒其它飞机和 

ATC，随时保持对周围交通状况的了解 ，防止 TCAs 

冲突。 

10．必须强调机组在任何状况下必须相信仪表， 

依靠仪表而忽略任何生理暗示，防止飞机出现不正 

常状态 ，从而确保飞行安全。 

六、客舱安全 

确保飞行安全不仅要确保飞机的安全，更需要 

确保机上人员的安全。根据空客公司的统计数据， 

在严重颠簸导致的乘客和客舱机组受伤的不安全事 

件中，绝大多数受伤人员都是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 

造成的。这表明在严重颠簸的问题上 ，驾驶舱和客 

舱之间可能存在着沟通不畅。因此加强驾驶舱与客 

舱的沟通就可以有效防止机上人员受伤： 

1．飞行前直接准备时，飞行机组应将飞行中的 

颠簸区域和大致到达该区间的飞行时间通报给客舱 

机组，以方便客舱机组做好预案。 

2．飞行前，飞行机组和客舱机组应该细致明确 

地协同关于飞行中颠簸信息的通报和警示方案。例 

如，使用安全带灯、使用客舱内话或直接的旅客广播 

等。 

3．针对不同级别的颠簸 ，驾驶舱和客舱之间应 

制定不同的警示方法。例如，使用开关安全带灯的 

次数表示颠簸的强度等。 

4．在飞行实施阶段，在遭遇颠簸时机组必须及 

时按协同的警示信号采取行动，进行客舱信息沟通 

和颠簸告警。 

严重颠簸是飞行安全的一大潜在威胁。只要深 

入了解严重颠簸的特点，熟练掌握飞机的性能，科学 

地分析各种气象资料，加强驾驶舱与客舱之间的沟 

通，就完全能确保在严重颠簸中的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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