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8 柬工案技术 理论研究 

波音 73 7飞机雷击防护，检查和修理 
陶 军 

(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 250107) 

摘 要：雷击影响飞行安全，可能导致航班延误甚至航班取消，严重时造成机毁人亡的惨痛后果 本文介绍了波音 7 37飞机有关雷击的一些知 

识以期帮助航空公司机组和工程技术人员更好的了解该机型的雷击防护，飞机遭受雷击后的检查和修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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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雷击是航空飞行的主要天敌，轻者会干扰飞机通信导航，或引起 

飞机强烈颠簸、积冰，严重时可改变飞机气动外形，弓1起飞机失火导 

致空难等。目前运营的飞机是基于防雷击理念设计、制造，这可极大 

减少飞机遭受雷击的可能并且能保证飞机在遭受雷击后有足够的安全 

裕度继续飞行或有足够的时间选择备降机场。但是限于目前科技水平、 

环境因素、飞机运营的地理位置、雷电活跃区域起降频率等的影响， 

飞机不可避免会遭受雷击的侵害。因此对航空公司机组和维护人员来 

说掌握雷击产生的原因，了解飞机雷击防护措施以及飞机遭受雷击后 

如何建立完善的处理机制对保证飞机的运行安全和航班的正常运营极 

其重要。 

1 雷击简介 

雷击是指一部分带正电荷的云层击穿另一部分带负电荷的云层间 

的电场，或者是带电的云层对某一物体间迅速而猛烈的放电。因此雷 

击也常被认为是静电放电，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从 NASA(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 )绘制的 1995年4月至 2003年 2月全球雷电分布图 

可知海洋上空和南北两极雷电最不活跃 ，温暖的内陆是雷电最活跃的 

区域。同时根据波音商用飞机公司多年统计，当飞机在雷电活跃区域 

运行时其遭受雷击的可能性明显增多并且大多数雷击发生在飞机穿越 

云层的爬升或下降动作阶段 ，这是因为雷电主要发生在 5000到 15000 

英尺 (1524到4572米)的高空。这也就解释了支线客机遭受雷击的 

概率明显高于干线飞机的原因。 

2 雷击防护 

飞机的外部金属结构 (主要是铝合金)是最基本的雷击保护层， 

在遭到雷击侵害时金属表面有如屏蔽板一样，强大的电流平滑的流过 

机身或机翼蒙皮并最终通过飞机末端的放电刷将电荷放掉。虽然雷击 

会使机身蒙皮变色或是在蒙皮上留下烧蚀孔或缺口，但这一屏蔽板可 

以有效防止雷击伤害飞机所搭载乘客和机组并保护飞机上众多的电子 

／电器部件，使其免受电磁干扰。 

当下航空公司对燃油成本的控制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 

新材料的快速发展，质轻且强度不输于铝合金、钢的复合材料在飞机 

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复合材料的导电性很差，雷击发生后积聚 

在复合材料部件上的电荷不能形成通路通过飞机末端放掉而是冲过与 

之接触的导体间隙，冲向导体，造成部件损伤或产生火花，如果火花 

接触到油箱将会引起爆炸，造成重大的安全事故。因此在飞机制造和 

修理过程中，对复合材料部件的雷击防护问题尤为重要。目前飞机上 

复合材料部件的防雷击措施是在部件制造、修理过程中加入金属网， 

并在表层涂导电涂层将雷击电流引走，或者在复合材料部件上加装导 

电片以使其形成通路。传统飞机复合材料部件，采用火焰喷铝等特殊 

工艺，使复合材料表面形成一层导电的金属箔，以使积聚的电荷形成 

通路并最终通过飞机末端的放电刷放掉。 

3 雷击损伤及检查、测试 

雷击可造成两种类型的损伤：①直接损伤，如金属结构材料缺失， 

烧蚀，熔融或变色，变形等；非金属结构表面烧蚀，穿孔 ，分层，脱胶， 

材料缺失等。②间接损伤，损坏电子 ／电器部件、屏蔽导线、屏蔽端 

头或导致其非正常工作 ，如无指示，指示异常等 ，这些损伤主要是导 

线上通过大电流而导致磁场发生变化，使电子、电器部件的瞬间电压 

发生变化，影响电子控制和使显示系统失灵。 

直接雷击造成的损伤可视，且至少伴随着两个雷击点：一个是进 

口，一个是出口。损伤区域主要分布在雷达罩和机身前段蒙皮、发动 

机吊舱、机翼前缘和后缘、机翼翼尖、水平安定面翼尖、垂直安定面 

翼尖、升降舵以及辅助动力装置等。雷击发生时飞机的水平运动使得 

每次雷击沿着机身或发动机吊舱向后走，留下多个雷击点，这种雷击 

也被称为 swept stroke。因此一旦飞机遭受雷击，维护人员检查时就不 

应局限于某一特定位置的损伤 ，而应该全面排查雷击进口与出口之间 

的整个通路，确定所有雷击全部被检查到，尤其是需要仔细检查较易 

遭受雷击损伤的位置。 

间接雷击造成的损伤不可视或短时间内无法确定损伤部件、位置， 

这是因为雷击主要引起磁场变化从而干扰电子 ／电器部件的正常工作 

并且电子 ／电器部件多安装在飞机设备舱，或掩藏在地板或飞机内饰 

结构下。幸运的是，现代飞机驾驶舱内都有多块显示面板用于显示飞 

机在运行中的各种工作参数 ，当某一系统出现问题时会有相应的音响 

和 ／或灯光警示来提醒飞机员采取相应措施。 

对机组来说雷击发生后机组应根据损伤的严重程度正确判断飞机 

是继续执行航班还是选择备降机场降落以检查、修理损伤并在飞行记 

录本上详细记录工作异常系统及其指示参数以备航后维护人员检查、 

测试。按照波音 737飞机维护手册 (AMM)的最新要求 ，雷击发生后 

即便没有明显的雷击迹象，维护人员也需要对无线电系统和导航系统 

进行操作检查 ，以确定各系统是否完好。为避免遗漏，建议飞机维护 

人员参考下述的流程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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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击结构修理 

波音 737飞机维护手册要求，飞机遭受雷击后必须经过相应的修 

理才能保证其持续适航性，任何的遗漏和疏忽都将导致飞机不适航 ， 

危及飞行安全。但是雷击发生的位置及造成的损伤程度各式各样，加 

之，一次雷击后少则几处多则几十处的损伤，这样势必会增加维护人 

员的工作负担 ，而且由于航后时间紧迫 ，尤其是晚上降落的航班，不 

管是环境因素还是维护人员的工作状态都会大大影响雷击的检查和处 

理的正确性，所以建立、健全完善的雷击修理评估流程及机制能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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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员快速判断雷击位置、类型并熟练掌握各雷击损伤的处理要求 

和方法，以便保证航班的正常运行。如果雷击损伤超出飞机维护手册 

SRM、 AMM 的要求且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修理且需要停场大修时，应 

尽快通知航空公司签派以备其调整后续航班计划，保证公司航班的正 

常运营。为了能尽快的处理发现的雷击损伤，飞机维护人员可通过下 

面的流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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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修理开始前所有的雷击位置及相邻结构均需要 

无损探伤 (NDT)和 ／或目视检查以确定除雷击外无其他损伤。超 

出现有结构修理手册 (SRM)修理范围的损伤，按照雷击尺寸的大小 

OEM一般提供两种解决方案：① 雷击去除后的直径大于0．375英寸 

而小于 0．5英寸时，按照波音飞机结构修理手册 (SRM)安装冷冻塞 

并钻孔装新紧固件即可；②雷击去除后的直径大于 O．5英寸时，需要 

根据雷击所处的位置是在飞机的选择一层加强片修理还是两层加强片 

修理。 

5 结语 

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雷电不可避免，而且现有技术无法做到百 

分之百防雷，所以这就要求航路设计时应避开雷电活跃区域；航空公 

司情报部门应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以使飞机避开雷雨天气；机组在 

整个航程应有敏锐的判断，对可能出现雷击的区域选择绕飞，飞行中 
一

旦遭受雷击，机组应在飞行记录本上详细记录雷击情况，以便维护 

人员在航后或过站时检查、处置；维护人员应详细检查机组记录的雷 

击情况，由于一次雷击可导致多个雷击点 (swept stroke)或是飞行过 

程中未记录的情况，为保证飞行安全，要求维护人员详细检查飞机各 

部位尤其是容易遭受雷击侵害的位置和雷击后的整个通路并采取适当 

措施，只有在确保满足适航条件下才可放行飞机。飞行安全事关重大， 

需要每个参与者都严格按照各工作程序执行工作，时刻保证飞机的持 

续适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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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通过主机对控制器进行读取信息等操作。具体 电路由通用串行接 

口UART的数据接收线和数据发送线 (RXD、TXD)及选定的发送允 

许控制线 SDO经 RS485驱动器MAx485完成。通信硬件电路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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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串行通讯硬件电路 

通过 RS485总线通信可以向上位机提供变压器温度的数据，从而 

为工作人员的检测提供方便。 

3 软件设计 

软件采用模块化结构化的 c语言程序设计方案，C语言具有生成 

代码质每高，程序执行效率高，适用范围大，可移植性好等优点。软 

件部分包括温度采样、继电器控制、数据处理、报警输出、及通信等 

功能。软件的系统框图如图5。 

功能子程序有A／D转换、D／A转换、风机驱动子程序、按键功 

能子程序、数码管显示等。控制器通过 Ptl00热敏电阻实时检测变压 

器温度 ，并通过 LM324运放将测得电压信号送到主控芯片，主控芯片 

通过 A／D转换对电压信号进行判断，若检测到的温度值比设定标准 

值高 ，则启动风机，从而给变压器散热；如果检测到的温度值超出设 

定温度最大允许值 ，则立刻发出警报并提供一个开关信号给远方的控 

制柜 ，关闭变压器电源。启动风机后，对风机电流进行实时监控 ，若 

风机电流发生异常，则立刻关闭风机并发出警报。 

4 结语 

用单片机实现的变压器智能温度检测，具有控制灵活、智能化程 

度高、使用方便等优点。同时，控制器采取了屏l舨、看门狗及单片机 

二级稳压等一系列软硬件抗干扰措施，使得控制器具有很好的抗干扰 

能力，并且能通过 RS485总线通信实时监控三相变压器的温度值 ，使 

用更方便。经试验，本方案设计的变压器智能温度控制器性能稳定， 

工作可靠。 

图 5 软件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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