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衍粥道 波音777驾驶舱设计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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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过程 

波音777先进驾驶舱的新特性和功能是 

依靠综合了多家用户准则来推动的，这些准 

则如下： 

● 提高安全性； 

● 改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 附加值(投资收益)； 

● 改善机组舒适性和降低机组疲劳； 

● 减轻重量 ； 

● 降低费用； 

● 机队通用性 。 

航空公司介入波音777设计的程度在航 

空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用户的代表从一开始 

就在飞机的所有系统方面同波音的设计工程 

师一起工作。发起用户(又称先锋用户)中 

的 11个同志还参加了初步设计过程中驾驶 

舱设计的三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专项评审会。 

在第三次专项详细设计评审中，来 自每个航 

空公司的驾驶员和代表花了近两天半的时间 

在波音777工程模拟器中工作评估驾驶舱的 

设计。之后，其它航空公司的约 500多人通 

过模拟器的演示 行对波音777的性能进行 

评审。 

尽管驾驶舱的新特性和功能是由用户需 

求推动的，但为了达到最终的设计，附加的准 

则是必要的。波音的驾驶舱设计原理提供了 

这些准则。设计基本原理指导设计工程师从 

用户需求到详细的系统设计。这一基本原理 

在获得更多的认识下，不断向如何最好地设 

计驾驶舱方向发展，以保证它满足机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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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地完成其职责。 

波音777的驾驶舱以波音 747 的驾 

驶舱布局和波音757／767的系统界面为基础， 

具有高度的操作通用性。其次，根据用户的需 

求选择了新的特性和功能。驾驶舱设计原理 

在这方面得到了应用，产生了支持机组人员执 

行其职责的新效能。下面通过对波音 777驾 

驶舱新特性和功能的描述，将说明用户需求和 

驾驶舱设计原理是如何影响设计的。 

2 波音驾驶舱设计基本原理的关 

键要素 

● 驾驶员拥有飞机操作的最终权限； 

● 两个机组成员都对飞行的安全负有 

最终责任； 

● 机组的任务按优先顺序分别为：安 

全、旅客舒适、效率； 

● 根据驾驶员过去的训练和操作经验 

进行机组操作设计； 

● 将系统设计为容错的； 

● 设计选择的等级为：简单性、余度、 

自动化； 

● 自动化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不 

是取代驾驶员的工具； 

● 基本 人 的力 量、极 限和个 体差 

异——对正常和非正常操作的考虑； 

● 采用新技术和新功能，仅当：——它 

们带来清晰明了的操作或效率上的优点，并 

且 ——对人一机界面没有不利影响。 

3 舒适和方便特性 

波音公司在设计波音 777驾驶舱时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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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虑了人的因素和工业设计影响，以使工 

作环境(驾驶舱)适应于工作者(驾驶员)。 

由于驾驶员的舒适和方便对长距离飞行具有 

重要意义，对驾驶舱布局和特性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做出的改进包括如下主要项 目：舱 

内基本设施，显示和照明。 

3．1 舱 内基本设施 

一 种高效率地利用现有空间，在驾驶舱 

显得宽敞的布局 (如图 1)方面给予了高度 

重视。为机组人员的携带品提供了改进的存 

放空间。为三个机组成员提供了在驾驶舱内 

每人均能存放一件大衣、一件夹克、一顶帽 

子、一个飞行包和一个箱子的空间。手册的 

存放处位于任何一个机组成员座位处都能拿 

到的地方。 

相  

图 I B777的驾驶舱布局 

为改进所有机组座位在长距离飞行时的 

舒适性、提高机组人员的防护能力而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此外，每个机组座位在驾驶舱 

中的位置都设置合理 ，以保证透过各个窗口 

的视界最充分。 

就连驾驶员和观测员的杯座、铅笔座、书 

写板和写字台的位置都由波音和航空公司驾 

驶员的意见来确定。遮阳板的有效区域可达 

到整个 2号和 3号窗口，从而提高阳光防护 

能力，同时又为 l、2号窗口提供了设计为单 

手操作的染色遮阳板(窗口排序从中间往两 

边分别为：左 1、左2、左 3；右 1、右2、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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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虑个体差异，设计方便了身材较 

矮的驾驶员的操作。例如，改进了方向舵脚 

蹬设计以便更有效地应用于刹车，顶部仪表 

板的轮廓设计使得更容易触摸。此外，这些 

仪表板上醒目的标示，给予机组更好的顶部 

开关的可视性，使仪表板更易读。 

3．2 显示和照明 

平面仪表板显示技术应在六个主显示 

器、三个备用仪表 、飞行管理控制显示器 

(CDU)和维护入口终端(MAT)中应用(如图 

2)。平面仪表板技术还用于备用的侧面显 

示器(如图 3) 

平面仪表板显示器也称为液晶显示器 

(LCD)，是为了取代 当时波音飞机的 CRT 

(阴极射线管)而研制的。CRT的取代带来 

了巨大的使用效益，但平面仪表板显示器则 

带来了更大的效益。波音 777的 LCD能够 

节省空 间、降低重量，而且只需很小的驱动 

功率，这样热量产生较少，提高了可靠性和更 

长的使用寿命。 

多功 能显示器 

主飞行显 

备用仪表 

飞行 管理 
控制显示器 
(CDU) 

多功能 

显示器 

图 2 平 面仪表 板(LCD) 

同 CRT相比，LCD还具有下列优点： 

● 在从夜间操作到阳光直射的各种驾 

驶舱照明条件范围内，LCD改进了可视性； 

● 由于与同样尺寸的 CRT相比较具 

有较大的可用显示面积，所以LCD上的信息 

更容易阅读； 

● 由于 LCD只需要较小的电功率，主 

飞行显示器中的五个可以仅靠备用的电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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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备用侧 面显 ，下器 

工作。 

一 项较简单的 LCD技术(分段 LCD)也 

应用于驾驶舱中的自动驾驶方式控制板示 

窗、水平安定面位置指示器和方向舵配平指 

示器。它们替代了机械指示器和方式控制板 

示窗，提供了较高的可读性和可靠性。 

对驾驶舱照明系统作了改进。以简化系 

统控制和提高部件可靠性为 目的，研制了一 

个主亮度控制系统。故驾驶舱中所有显示器 

和仪表的照明可由两个驾驶员顶部仪表板上 

正中位置处的单个控制旋钮来调节。在主亮 

度控制使用时，个别照明控制仍然可在有限 

范围内进行调节。如驾驶员偏爱采用如象其 

它飞机那样的个性控制按扭，那么主控制系 

统可以脱开，控制方式也可回到个别控制。 

在按钮式开关、指示器和仪表照明方面， 

照明技术由固态 LED(发光二极管)替代了 

过去的白炽灯源。这种转变提供了更高的光 

源可靠性。 

4 考虑发展潜力的系统设计 

为了降低将来引入附加功能的费用，在 

系统设计中考虑发展潜力是很重要的，它使 

得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变得更容易。随 

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航空领域技术和飞 

机本身应该具有的功能需要保持一定的同 

步，以保证机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履行其 

职责。动态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就是这种技术 

变化的一个例子。 

波音777驾驶舱提供的新功能包括如下 

领域：显示器管理、游标控制装置、数据连网、 

电子检查单 、飞行管理系统 、推力平衡补偿和 

发动机故障报警、电传飞控系统及附加显示 

功能。 

4．1 显示器管理 

为了容纳综合化的驾驶舱数据连网功能 

和一个电子检查单，波音开发了一种显示管 

理的新途经。并设计了一种光标控制装置来 

提供接口。 

为便于飞行操作，波音 777驾驶舱像波 

音747一_400一样采用六 个大显示器。位于 

遮光罩上的显示选择控制扳(如图4)使驾驶 

员在三个多功能显示器中的任一个上显示上 

可以手控选择如下信息： 

● 导航显示 

● 辅助发动机显示 

● 电子检查单 

● 状态显示 

● 系统概要显示 

● 通信(综合化数据连网) 

每一种功能只用一个显示器。由于增加 

了电子检查单和数据连网功能，三重多功能 

显示器设计在显示位置方面为机组提供了可 

以同时显示一种以上功能的灵活性。 

波音777驾驶舱的显示管理包含驾驶舱 

设计基本原理和原则。显示选择板允许手动 

选择所需信息。通过显示选择板可以手动选 

择每一个功能，保证了机组明白哪个显示器 

位置选择了哪个功能。它还保证驾驶员拥有 

显示器操作的最终权限。手动选择设计使每 
一

个用户能够制定相应的标准操作程序，以 

适应个别公司的需要，而不会被一种固定的 

自动方式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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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飞机的有些系统还提供了非正 

常条件下的信息 自动显示。例如：用于发动 

机参数超限(如低油压)的辅助动力指示器 

的自动显示。这种执行过程采用自动化程序 

提醒驾驶员。不过，这种执行过程决不会取 

代机组选择的功能。 

现实选择榨制器 

一一一 
图 4 位于遮光罩上 的显不选择板 

4．2 游标控制装置 

每个驾驶员在中央操纵台的前部(如图 

5)都有一个自己的游标控制装置。这个装 

置提供了在多功能显示器上与电子检查单和 

数据连网功能对接的能力。游标控制装置的 

设计完全按照驾驶舱环境要求和限制条件设 

计而成的： 

● 在湍流中可用 

● 有限的空间 

● 方便非惯用手使用 

● 高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游标控制装置选择了玻璃触板类型。显 

示器上的游标符号随着手指在触屏表面的运 

动而移动，类似于计算机监视器上的游标相 

应于桌面鼠标的移动。除了这种相对运动之 

外，为触屏设计了程序，所以只要将手指放到 

四个角中的一个，就可以将游标移到显示器 

的相应角。这种“热角”功能使驾驶员更快 

地沿着显示器格式的底部进入指令“按钮” 

和沿着顶部进入目录条。游标控制装置的功 

能由位于侧面的一个很大的选择按钮来实 

14 

现，一旦游标放在所需的信息上就可以进行 

项目选择。该装置还设计了一个手掌托，以 

便在湍流中使手稳定操作。 

电子检查单和数据连网功能显示器的外 

观和操作进行了尽量的标准化，以简化机组 

操作。这种公共用户界面为新功能相互作用 

和未来增加功能的协调方面提供一个标准。 

触板 
手掌托 显示选择健 

选择按钮 

图 5 副驾驶员 的标 

4．3 数据连 网 

新的数据连网功能显然提高了航线运行 

与机组之间的数据通信容量。这使机组能更 

有效地操作飞机，为航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数据连网功能是作为一种交互功能，在 

多功能显示器上执行的。这就提供了比采用 

CDU或其它独立的ACARS设计可能具有的 

大得多的显示空间。更多的空间转换成少数 

几个目录级和每个数据连网显示器上更大的 

信息客量。显示器的当前位置把信息集中起 

来使得阅读容易。 

航空公司通常要求目录细 目和下行连网 

显示可以由各航空公司修改，这种功能给予 

航空公司有利于它们按要求灵活地改变显示 

方式 。 

4．4 电子检查单 

新开发的电子检查单功能采用，减少了 

传统纸张检查项 目列表时出现的机组错误 ， 

这种错误通常包括： 

● 由于中断而遗漏步骤； 

● 在提取与机组报警有关的检查单时 

晶_ 晶阻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出现的错误； 

● 没有留意操作注释和程序。 

ECL(电子检查单)操作简单而高效。 

ECL包括所有正常和非正常程序下的检查 

内容，设置有一个 目录系统，以便能帮助机组 

成员减少依靠记忆来进行检查工作的独特特 

性。它提供的位置保留功能同机组报警信息 

系统相联，以保证正确地提取检查单信息及 

提供后续的检查单细目和注释的自动管理。 

ECL可以由机组成员通过手动来选择， 

也可自动选择。手动选择保证 ECL的初始 

操作中驾驶员享有最终权限。自动功能辅助 

驾驶员高效地完成每一个检查单。因为游标 

自动地步人下一个未完成的项目，所以，通常 

很少或不需要使用游标控制扳。当机组已经 

适当地改变开关位置或系统状态的时候，检 

查单上的许多项目会自动地指示“完成”。 

对正常程序检查单来说 ，机组通常只需 

要选择检查单并按动游标控制装置上的选择 

按钮以确认已完成的非自动检测的项目。仅 

当当前一个检查单已经完成时，下一个正常 

检查单的选择才能自动进行。 

对于非正常程序检查单，选择检查单功 

能来显示与机组报警信息有关的检查单。如 

果提示“着陆准备”程序的，则程序检查单将 

自动执行附于各航空公司选择的正常检查 

单。所有非正常程序的注释都收集整理存放 

于非正常程序集里，机组成员在需要的时候 

可及时提取和查看。 

考虑到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有一些独特的 

检查操作程序，因此，ECL的执行程序设计 

是允许航空公司自行修改的。 

4．5 飞行管理系统 

波音 777上 的两个 新特性是 采用 了 

CDU的彩 色功 能和一 种备 降机场功 能。 

CDU的彩色技术引入，使驾驶员能够容易地 

查看和提取数据。色彩代码(见图6)还与导 

航显示器上相应的数据相一致 ，以便容易地 

进行信息交叉检查。例如：飞行管理指令数 

据用洋红显示，驾驶员做出的修订数据用白 

色阴影给出。 

备降机场功能可提供在整个飞行过程 

中，按照一个连续时间顺序的目录表提供可 

能的备降机场信息。这种 自动 目录表帮助 

驾驶员做出合适而及时的改航决定。备降机 

场计划可以在单一CDU页面上完成，只需通 

过按压三次键就能执行至备降机场的航线更 

改。结合全球定位导航系统(GPS)提供的所 

有飞行阶段信息流便可实现更准确的导 

航行。 

图 6 (右 )CDU彩 色文 本 

4．6 推力平衡补偿和发动机故障报警 

增加了推力不对称补偿(TAC)功能和发 

动故障报警，以提高发动机处在故障状态下 

的飞机的安全性。TAC是实现飞机左右发 

动机推力存在差别 (例如一台出现故障)时 

候帮助驾驶员控制飞机的一种装置。TAC 

有人工和自动驾驶两种模式，在 自动控制状 

态模式下，通过提供一个 自动的方向舵输入 

值来抵消由一台发动机故障或油门分路引起 

的偏航。这时 TAC将航向脚蹬移动到相等 

于自动的方向舵输入的位置上，以使驾驶员 

感受到该功能在起作用。 

由于驾驶员拥有飞机操作的最终权限。 

因此，总能够通过施加所需的方向舵脚蹬输 

入量来超控 TAC。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模式。 

为了保证 TAC在起飞过程中不至于掩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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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故障，该系统设计原理上要求能抵消大 

部分飞机偏航力矩(但不是全部的飞机偏航 

力矩)。一旦处在空中，TAC就对发动机推 

力进行充分的补偿以至达到平衡。所以驾驶 

员不必因由于工作中发动机推力变化而调整 

方向舵脚蹬位置或方向舵配平。 

发动机故障报警功能帮助驾驶员识别和 

确认发动机故障。如果一台发动机没有达到 

驾驶员所指令的推力或者完全失效，警告信 

息就会发出。在起飞滑跑中，发动机故障报 

警包括：语音喊出“发动机故障”、主警告灯、 

主飞行显示信息“ENG FAIL”。使机组能够 

立刻知道关键阶段故障报告情况。在空中报 

警由伴随警告声和主警告灯的提示级别报警 

信息组成。 

4．7 主飞行控制系统 

电传主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同以往波 

音飞机的飞控系统相 比有显著提高。较高 

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改善 了飞机飞行包 

线保护功能 的操纵品质 ，减轻了重量。不 

过，机组与飞控系统的界面与 目前飞机相 

比没有大的变化。保 留了传统驾驶杆和驾 

驶盘控制方式，以满足驾驶舱设计基本原 

理的一些要素。 

怎样使设计满足每一个要素： 

根据驾驶员过去的训练和操作经验进行 

机组操作设计 

● 传统 的控制力感觉 以免过 度的 

机动； 

● 在空速改变时正常地使用配平以消 

除杆力。 

两个机组成员都对飞行的安全运作负有 

最终责任 

● 操纵系统联动以便知道另一个驾驶 

员的操纵量； 

● 来 自自动驾驶和自动油门的控制指 

令的视觉和触觉提示。 

驾驶员拥有飞机操作的最终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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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失速、超速和坡度的包线防护 

功能可以由驾驶员通过使用驾驶杆和驾驶盘 

实行超控； 

● 驾驶员通过驾驶杆 、驾驶盘和方向 

舵脚蹬对自动驾驶进行超控的能力。 

辅助显示器 驾驶舱中放置了三个辅助 

显示器：维护入口终端(MAT)(见图 3)和两 

个侧面显示器。MAT为航空公司维护技术 

人员提供了一种与飞机系统连接 的专用 

接口。 

两个新的侧面显示器是供用户的选择 

项。目前，它们能够通过驾驶员游标控制装 

置所提供的界面来显示 MAT信息。将来的 

功能扩展尚需与用户共同来确定，如电子库 

系统等。 

5 结束语 

当今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新产品研发能 

力大大提高、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每一种新 

产品都有其 自身的价格属性。在航空工业 

这一竞争性的产业 中，用户可承受 的产品 

价格是最重要的。技术仅使我们能够提供 

新的特性。 

在确定需要哪些新特性和新功能方面， 

波音777设计初期就让航空公司(用户)参 

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其次，波音 

飞机的驾驶舱设计基本原则为整个设计过程 

提供指南。 

波音777驾驶舱设计理念实现了一个对 

用户有价值的、并保证航空公司机组成员安 

全高效地执行其职责的航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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