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机门是飞机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Il机设计中的难点。 

国内各大民航均配置r登机I'liJII练器，以模拟真实 1s机舱r】操 

作。本文论述了波音767 15机舱rJ训练器的设计及操作。 

波音 767飞机主登机 门训 练器设计 
Design of B767 Aircraft Entry Door Simulator 

◎王哲／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 

协 民航总局的规定，对_E行员和乘务 

伎 员除完成上岗前的培训外，每年必 
须完成一定时 的训练。乘务员的主要 

操作培训之一是训练开启飞机胎门。如 

果完全依靠真实飞机 ¨̈练，来完成大量 

的培训任务，一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二是 

花费太大。为解决这一矛盾，一种新的讪 

练方法一 舱f】模拟器应运而生。 

在航线上．乘务员的主要工作之一 

是在飞机到达和离场时开启和关闭舱 

f】．以保证飞行安全；以及在各种应急情 

况下．准确、快速地打开舱门，最大程度 

地节省时i'a J 模拟器要模拟真实飞机舱 

门开启步骤，以达到仿真的效果 真实飞 

机的舱f j比较复杂，为降低成本，在满足 

其功能的情况下 可进行结构简化。 

舱门模拟训练器概述 

波音 767一IL舱fj圳练器外形尺寸 

为 3360mm(长)x25iOmm(宽)x3200mm 

(高)，崮定在4 32m高的框架上，舱门为 

向内收向上打开的滑轨式舱门 舱¨下 

部两侧安装两个滚轮，可沿周定在门框 

结构上的两条滑轨上下滚动，舱门上部 

有一个与舱r J用铰链连接的拖架，拖架 

上装有四个滚轮，呵枯周定在舱体上部 

结构上的两条滑轨上下滚动 

舱¨设有锁机构，可使羌闭的舱门 

锁定在关闭位置或打开位置 

滑梯释放机构可使滑梯处于 “应急 

／非应急 状态时 ．在打开舱门肿I可时 ． 

模拟滑梯充气打开 滑梯挂在li龟门下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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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打开舱门时，必须首先使 

滑梯处于 “非应急”状态。 

内外手柄机构，除满足对锁机构和 

滑梯释放机构的控制作用外．各功能构 

件问进要满足联动 分离等功能，内手 

柄轴上装有缓冲器及故障模拟器控制 

摇臂。 

舱n具有电操作功能．在乘务控制 

面板和外手柄收八盒内分 U设置_『启闭 

控制开关，可以从机内和机外实现舱f j 

启闭的电动操作。内部逻辑电路可自动 

控制舱f J到位，自动实 上位锁解除等 

功能。 

胎门训练器主要由舱体 t包括侧 

壁、地板、天花板、栏杆、架子、楼梯等)、 

舱门(包括滑轨、观察窗等j、内部装饰 

(包括座椅、装饰盒、活动装饰等)、机构 

(包括手柄机构、上位锁机构、锁机构 

应急滑梯释放机构、平衡机构、动力机 

构 活动内装饰机构、助力器机构 故障 

模拟等) 电路【包括控制线路、照明系 

统 )等组成。 

登机门结构 

1．船体结构 

舱体结构主要由侧壁、地板、天花 

板 、护栏、立柱组成 

侧壁为铝台金铆接结构，蒙皮厚度 

2ram，侧壁中间部分有一个 ]070mmx 

1880mm的『J洞，横向为环框、纵向有长 

桁 顶部边缘是一擞大梁。 

地板由面板和骨架组成，面板为层 

板，上铺地毯．骨架采用角钢焊接而成， 

四周为槽钢对角焊．横向布置整体的等 

边角钢，纵』句布置了分段焊的等边角钢， 

与柱子螺接 天花板结构也采用骨架面 

板结构，面板为纸蜂窝板 除侧壁、楼梯 

出八u外，另三边为不锈钢管焊接栏杆 ． 

在靠近舱体对称线边竖有四根立拄、外 

包不锈钢管，用以支持侧壁 天花板及护 

栏 为了便于运输，侧体进行舟段对接安 

装。此外，两条删滑轨安装在舱门两侧． 

两个相距离l2sOmm的框腹板上，两条 

上滑轨安装在舱体顶部的短梁上 

2．舱门 

舱f J由蒙皮及纵横向构件组成，蒙 

皮采用厚2mm锚板、纵横向构件为铝台 

金挤压型材或钣金件 ．舱f】中部距地板 

1275mm处有一 直径为 150ram的观察 

窗，透明件为航空有机玻璃 

舱门f端内侧两边对称安装两个系 

结棒挂架，下侧两端还对称安装两个导 

轮和钢索联接器 

舱f J上部正中有一导轮和牵引接 

头，用螺栓连接柜舱门上 

舱¨内装饰通过铝台金铆接支架， 

角片连接在舱¨结构上 ，手动开关门时． 

辅助把手上的力主要通过铆接支架传递 

到舱f j结构上。 

操作 

舱f J的操作方法与真实飞机一样． 

并有可选择的故障状态 正常开、关f J 

时，滑梯系留杆挂于舱  ̈壁滑梯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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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机 

主登机门上下开关 

图 1主登机 门 

下 

1．手动 

正常情况，从机内开f】：1) 扳动内 

活r1，使滑梯处于 “非应急”位置 ； 2) 

扳动内手柄，解除锁机构．使舱门内收， 

天花板上翘；3)抓住滑梯包上的把手， 

将舱门举至上位锁锁定 

正常情况，从机内关门：1)左手将 

舱¨向上托，右手压下上位锁，释放按 

钮，待上位锁解除，向下拉舱f】，直至打 

开舱门时的开锁位置；2j向下扳内手 

柄，使舱门锁机构锁定；3)一手压下活 

f】释放按钮，另一支手将内活门推至 

“应急”位置： 

正常情况，从机外开门：1)按外活 

f】，解除滑梯 “应急”状态 ，外手柄弹出 

手柄收入盒：2)扳动外手柄，解除锁机 

构，使舱门内收，天花板上翘；3)抓住舱 

门底部向上举至上位锁锁定位置，直至 

舱¨打开，上位锁锁定。 

2．电动 

正常情况．从机内开门：l J扳动内 

活门，使滑杆处于 “非应急”位置：2)扳 

动内手柄，解除锁机构，使舱门内收、天 

花板上翘 ；3) 按下乘务员座椅上方 UP 

开关，直至舱f J打开，上位锁锁定： 

正常情况．从机内关门：11按乘务 

员座椅上方DOWN开关，舱，]内上运动 

微小距离．上位锁解除．内部控制电机自 

动换I ，舱f 】下运动至舱门开锁位置， 

电机 自动关闭 ；2)向下扳内手柄 ．使舱 

锁机构锁定；3) 一手压下活门释放按 

钮，另一支手将内活¨推至 “应急”位 

置 

正常情况，从机外开¨：1『按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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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机掏筒圈 

门，解除滑梯 应急”状态，外手柄收入 

盒；2)扳动手柄，解隙锁机构，使舱门内 

收，天花板上翘；3)将外部开关(手柄收 

入盒上、拨向UP位置，舱门自动打开． 

直至上位锁锁定)一 

正常情况 ，从机外关r J：1)将外部 

开关拨向 DOWN位置，舱门自动下降， 

直至开锁位置，电机自动关闭；2)向下 

扳外手柄．并将其按入手柄收入盒．外活 

门自动弹出。 

故障模拟(卡阻 J 

故障模拟机构安装 

在内手柄轴前方，主要 

由直流电磁铁 摇臂、 

叉销组成 摇臂安装在 

内手柄轴前端 当电磁 

铁通电．即按下控制上 

卡阻按钮 ，叉销伸出， 

锁住摇臂运动，模拟舱 

门打不开状态 

1应急撤离 

应急撤离主要包括 

滑梯 状态选择 、系结 

棒 拉杆、摇臂 、主动 

轴、从动轴 当应急活 

门处于 “应急” 位置 

时．摇臂拉杆机构使主 

动轴的槽偏离舱门运动 

方向60。，系结棒与舱 

门脱离．并锁死在地板上．系结棒上的黄 

色应急标可 ，袁明滑梯处于 应急”状 

态 当应急活rJ处于 非应急”位置时， 

摇臂拉杆机构使主动轴的槽与舱f J运动 

方向一致，系结棒与主动轴和从动轴脱 

离，并锁紧在舱I’J结构上，此时黄色标示 

不可见，表明滑梯处于“非应急”状态： 

2．电动应急撤离 

扳动内手柄至开锁位置，接应急撤 

离按钮内部控制电路使电机启动，舱门 

自动打开，应急滑梯展开并充气，同时发 

出警报 

电气系统 

电器系统 由动力 照明、故障模拟 、 

信号 、乘务员控制板、控制台、自控开关 

及逻辑线路等组成。在舱『]天花板上设 

置了两组 日光灯 ，手柄上方设置一出u 

标示牌灯，在门框上方拐角处设置两处 

应急照相灯，用于舱r】应急打开时照明， 

手柄下方设置一蜂窝器，舱¨应急打开 

时接通，乘务员座椅位于舱¨前方，固定 

在地板上，座掎上方有控制面板 控制台 

位于舱门后方，固定在地板上，控制台有 

各种控制开关及信号灯。 [ 

中一镪量协舍棘空材料麻嚣技木工t| 

叠员舍威立 

中国锻造协会航空材料成形技术工作委员会成立 

会议于3月6-8 H在北京召开。中国锻造协会、国防科 

工委、国家科技部、空军装备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中 

航一、二集团公司所属厂所，航天、机械、冶金系统和北 

京市的厂所、有关高等学校、各兄弟学会和协会以及与 

锻压有关的外国公司及其驻京办事处的120系位代表 

和特邀嘉宾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专家学者作了l9篇学术和专题报告；国 

内外l?家厂商发布了产品与拄术信息，并有许多中外 

厂商参加合作浩谈。协商确定“中国锻协航材委”执行 

委员会委员单位组成，讨论通过了《中国锻协航材委工 

作条例》(报批稿)、《航材委委员单位及其委员守则》 

和《航材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守则》 制定2001年工 

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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