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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起飞机客舱门余压指示灯点亮所做的探讨 

罗呜 姚立彬 

(民航西藏 自治区管理局机务工程部 ，西藏 拉萨 850050) 

摘 要 ：客舱压力控制和监控 系统(CPCS)控制飞机座舱 内的增压，确保旅客和机组在飞行 中的安全和 

舒适。在飞行的各个阶段 ，客舱压力控制器(CPC)根据增压程序全 自动地控制外流活门的开关及开关 

速度 ，进而控制排 出座舱的空气量 ，以达到控制座舱压力及限制压力变化率。如果 自动 系统不工作 ，机 

组将人工控制外流活门开度，座舱 由 自动增压转为人工增压。为防止增压 系统失效，空客 319飞机在机 

身的后承压隔框处装有两个安全活门，当内外压差达到设定值时，安全活门打开，防止在机身的压力太 

高或者太低损伤飞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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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 A3l 9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时 ，机外 的大气压 

力和温度极低。如果座舱 内不进行必要的增压 ，将无 

法保证旅客和机组生命安全。为了提高旅客乘坐的舒 

适性，座舱增压系统需要在不同的飞行阶段合理的控 

制庵舱压力并确保座舱压力变化率在规定的范围内。 

当机组输入了本次飞行 的起始和 目的地后 ，飞行管理 

及指引计算机(FMGC)将存储的机场标高数据传送给 

CPC，以此生成本次飞行 的增压曲线。在接近 目的地 

机场时 ，需要利用修正大气压(QNH)进行更为精确的 

座舱压力控制。若修正大气压(QNH)不可用，系统就 

会自动使用大气数据计算机的计算的大气数据进行增 

压控制。如果以上数据均不可用，系统则 自动默认标 

准大气压(QNE)进行计算。在飞机落地后，确保飞机 

座舱及时释压，保持与外界大气压力平衡，对保护飞机 

结构及 机正常运行也至关重要。下面就近期出现的 

一

起客舱门余压指示灯点亮事件进行浅显的分析。 

1． 原理 分析 

客舱压力控制和监控 系统 主要有两部 CPC以及 

其执行机构组成。CPC1和 CPC2交替工作。其工作 

有全自动、半 自动、人工三种方式。正常情况下座舱增 

压为全自动控制。飞机的自动增压有以下六种模式： 

1．1 地面模式 (GN) 

1 2 

飞机在地面时 ，外流活门全开 ，飞机不进行增压 。 

1．2 起飞模式(TO) 

飞机滑跑时，外流活门处易受空气扰动，为避免座 

舱压力波动 ，需要对飞机座舱进行预增压。 

1．3 爬升模式(CL) 

在此种模式下 ，CPC根据外界环境压力及飞机 的 

爬升速率利用预设 的增压程序控制座舱压力变化 ，以 

确保座舱 内外压差满足要求 。 

1．4 巡航模式(CR) 

座舱压力与外界大气压力保持规定的压差 。 

1．5 下降模式(DI) 

飞机接近 目的地下降高度，CPC根据外界环境压 

力及飞机的下降速率控制座舱压力变化。为防止压力 

波动，飞机在接地前 ，座舱压力大于外界 0．1psi。在飞 

机接地后 ，座舱以 18．3mbar／min(0．265psi／min)进行 

释压，以达到机内外压力平衡。接地 55秒后 ，外流活 

门全开 ，7O秒后两部 CPC自动转换。 

1．6 中断起飞模式(AB) 

飞机起 飞后 ，由于故障等原因 ，飞机未进行爬升 ， 

为防止座舱增压模式转为爬升模式，而设定此种模式。 

其中下降模式(DI)的座舱压力精确控制需要获取着 

陆机场的实时修正大气压(QNH)。如果修正大气压 

不可用，CPC将采用大气数据计算机(ADR)测得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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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发展服务队伍，提高福利待遇。政府应积极引 

导，鼓励成立老年人服务组织、志愿者协会等；政府出 

资、招聘专业人员担任社会公益性岗位，提供助老服 

务；培训储备专业护理人员；提高服务人员待遇，积极 

扩充、稳 固社区助老志愿者队伍 。 

4．4．5 新建住宅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居住需求 。 日 

本作为亚洲地区最早实现老龄化的国家，在住宅设计 

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从 20世纪 8O年代大量 

建设养老院到现在的“小规模多功能性在宅护理”的转 

变说明，在宅护理将成为今后养老模式的新趋势。拉 

萨市现有的住宅大多以多层为主，并不完全适合老年 

人出行 ，加上对现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难以进行，因此 

新建住宅应在细节设计上为老年人 出行提供方便 ，以 

增加住宅 的功能性。 

5 结语 

养老问题是值得全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 目 

前亟待解决的难题。社区养老模式虽尚不完备，其广 

泛推行还需要更多的论证和检验，但只要我们坚持“以 

人为本、为老服务”，坚持“社区主导、社会参与”，坚持 

“创新形式、务求实效”，保持社区养老服务的良性发 

展，让老年人的权益更多的落实到社区中，就能真正实 

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 、老有所 

为”的积极健康的社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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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两种情况，客舱门余压指示灯点亮的原 

因可能有 ： 

①客舱压差确实大于 2．5mbar，这种现象基本是 

由于外流活门卡阻，飞机不能及时进行释压造成的；② 

客舱门余压指示系统故障，包括余压探测器(14WN) 

或其线路出现破损异常接地提供了假信号造成的；③ 

受外界大气条件如风速 、风向、温度等影响造成系统出 

现误指示，系统本身并无故障。 

对于第 1种情况我们可以检查外流活门是否有异 

物卡阻，以及对 CPC进行测试 ，判断 飞机增压 系统 是 

否存在故障。第 2种情况下，为快速判断故障部位，我 

们可将四个客舱门滑梯解除预位(针对 A319)，若四个 

舱门余压灯均点亮，说明余压探测器(14wN)故障，更 

换即可。但若舱门余压指示灯并未全部点亮，那么判 

断是线路问题，对相应线路进行测量，修复即可。对于 

第 3种现象，我们无需做任何处理。按照规定航后工 

作结束后，需要对飞机的皮托管、总温探头、静压孔进 

行必要保护，防止异物进入。当备用静压孔被完全封 

死后 ，客舱余压探测器 (14WN)探测到外界 大气压力 

实际为备用静压孔管路 内部的大气压力 ，客舱随着外 

界大气压力在变化后，在第二天的航前就有可能出现 

客舱门余压指示灯点亮。所以在航前出现类似现象 

时，不必过于紧张，也不要忙于开启客舱门，首先我们 

要将备用静压空上的堵盖取下，观察客舱余压灯是杏 

熄灭。如果客舱门余压灯正常熄灭，就说明客舱门余 

压指示系统工作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在取下备用静压 

孔堵盖后，指示灯仍点亮，就要按照上述第 2种情况进 

行快速故障定位了，及时更换故障部件，保证航班正常 

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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