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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5年4月，空客超大型客机 A380成 

功地进行了首飞。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试 

飞。同时，为了取得这种载客量为853名乘 

客的双层超大型运输机的适航认证，空客为 

此征集了1 100名志愿者进行 A380的应急撤 

离试验，验证当飞机出现紧急情况而不得不 

应急着陆时，飞机上的乘客能否安全、迅速地 

从飞机上撤离。这也是该型号飞机能否获得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颁发 的型号合格证 的关键性试验 

之一。 

1 A380应急撤离试验计划 

空客长期计划的 A380应急撤离试验在 

德国汉堡的芬肯韦德工厂的厂房进行，使用 

内饰按 853名乘客专门布置的第 四架 A380 

试飞飞机(MSN007)。空客对该试验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试验计划在2006年3月26 

日进行，参试人员从空客的雇员和当地的体 

育俱乐部中征召。空客计划使用 16个出口 

中的8个，共有853名乘客，18名乘务员和2 

名驾驶员，要在规定的90秒钟内从飞机上安 

全撤离。使用的乘务员数量是按每个出口一 

名乘务员的要求限定的。 

尽管由于安全原因，新规范允许地面有 
一 些照明，使参试者能安全撤离飞机，但在芬 

肯韦德的 A380喷漆厂房中进行的试验却是 ’ 

在“漆黑的夜里”进行的。考虑到上层舱的 

高度，允许预先充气放出上层舱的滑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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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急撤离试验由EASA和 FAA核查，他们提前 

48小时通知空客哪些出口可用。应急撤离 

试验顺利完成后，A380将取得最大载客能力 

的认证。如果有必要再进行试验的话，5天 

后将使用一批新的志愿者进行第二次应急撤 

离试验。 

2 A380应急撤离试验要求 

空客于2006年 3月 26日进行 A380飞 

机的全尺寸应急撤离试验，有 16名来自FAA 

和 EASA的适航管理人员利用安装在飞机内 

外部的40台红外线摄像机进行监督。如果 

对试验期间所观察到的任何一方面不满意， 

那么他们将拒绝认可试验结果。在汉堡进行 

的试验使用来自空客雇员和当地体育俱乐部 

成员的853名志愿者，汉莎航空公司的 18名 

乘务员，2名驾驶员。这 873名参试人员只 

能使用每层客舱一半的出口，必须在 90秒钟 

内安全撤离。如果安全撤离出的人数低于 

650名，那么空客将不得不重新再做一次试 

验。但是空客有信心确保安全撤离出的人数 

超过 750名。 
一

旦有技术上的故障或者参试人员受 

伤，将取消试验。例如，如果有一个滑梯在试 

验期间不能充气或者漏气，为了安全起见将 

停止试验；或者在试验期间如果发生人员安 

全事件也将停止试验。如果适航管理人员对 

撤离试验的过程不满意，撤离出的人数则不 

能作为最终的取证依据。A380应急撤离试 

验必须符合以下关键要求： 

(1)尽管在试验前的48小时将通知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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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安全出口不能使用，但是客舱乘务员事 

先不能知道这些出口。同时，在试验中使用 

的应急出口的数 目不得超过总数的 50％。 

试验中规定不能使用的出口，撤离人员一律 

不能使用。 

(2)应急撤离试验须在“漆黑的夜里”进 

行，外部只用微弱的安全照明系统照明。 

(3)空客不得对参加试验的乘务人员和志 

愿者进行训练、排演或描述，任何参试人员也 

不得在参加应急撤离试验前六个月内参加过 

任何类似试验。 

(4)要求参加应急撤离试验的志愿者中 

35％的年龄必须超过 50岁，至少40％必须 

为女性，而且 15％的女性年龄超过50岁。 

(5)因为打开这些安全门需要一定的时 

间，出于安全的考虑，适航管理人员同意上层 

客舱的滑梯提前展开。所有窗户都必须遮 

掩，以免暴露试验中将提供使用的应急出口。 

参试人员经过没有窗户的通道进入飞机，不 

能看到已展开的滑梯。 

(6)试验开始前，适航管理人员将在过道 

以及其他地点分放一些物品例如行李等，以 

模拟轻微的障碍。 

这一试验是 A380验证过程中的重大阶 

段 ，是以适航当局认可的 “超大型运输机”与 

较小的飞机相似，必须符合普遍规定，包括乘 

客在 90秒内撤离能力的设想为基础。1998 

年 10月，在荷兰诺德克豪特举行的为期4天 

的会议上 ，FAA和 EASA共 同做 出这一 

决定。 

3 A380应急撤离试验过程 

对于空客来说，控制飞机的生产进程至 

关重要，但其飞机的这项全尺寸应急撤离试 

验却好像人的生命一样非常难以控制。研制 

和工程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 

都可能受到数百名未经培训的志愿者中的任 

何一个人的支配。一旦有一个人失误、一个 

小小的意外发生或莫名其妙的愚蠢行为，飞 

机制造商可能会面临适航当局毫不留情地拒 

绝批准飞机的生产许可。可想而知，对于载 

客量高达 853名乘客的 A380来说，应急撤 

离试验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3．1 A380应急撤离试验前的准备 

为参试人员设置的障碍已证明是安全 

的。由于 A380超大型客机载客人数巨大， 

参试人员遭遇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超过 

空客、EASA和 FAA适航当局对 A380的取 

证要求。 

原先考虑用模拟应急撤离试验代替，但 

是EASA和 FAA决定用 A380目前的飞机尺 

寸，以及其新颖的两层客舱的构型，做真实的 

应急撤离试验。 

A380撤离试验的基本概念是：将两层客 

舱的每一层单独处理，传统的飞机客舱明确 

要求的撤离时间为 90秒——A380与其他型 

号的飞机要求一致。 

不谈涉及到的真实数据，至少 A380与 

其他型号飞机的撤离试验有着三个明显的 

区别：飞机总高24．08米，上部客舱滑梯的 

高度对乘客心理会产生影响；乘客沿着上 

下客舱之间宽敞的楼梯移动会带来不可预 

计的后果；当乘客试图从飞机上逃离时，由 

于乘客人数过多增加了乘客之间互相干扰 

的可能性。 

有利条件包括：机翼上方没有需要乘客 

移除舱门的应急出口；全部使用古德里奇公 

司提供的、新一代双滑道滑梯；增加了飞机上 

的空间，特别是靠近门的地方。 

由于冗长的行政程序，加上表面文章的 

“灵敏性”试验，而且，过了几小时后在登机 

前还要做一些热身准备，使得试验之前要花 

很长时间。 

按照 EASA和 FAA要求 35％的参试者 

年龄必须超过 50岁，至少 40％的参试者必 

须是女性，而且 15％的女性年龄也要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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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这一切无疑又增加了 A380应急撤离试 

验的难度。 

3．2 A380应急撤离试验过程 

一 名英国《飞行国际》杂志的记者有幸 

作为志愿者参加了这次试验，以下是本次试 

验的大体过程(见图1)。 

当参试人员(“乘客”)走进飞机机库的 
一

半时，只能看到飞机的前段——最前面的 

上层客舱门的后面全部用一个大的黑色帘子 

遮挡着。飞机的下面也用一排纸箱完全封 

住。一走进飞机就发现飞机所有的窗户遮光 

帘全拉下来了，让参试人员无法看到哪些上 

层客舱滑梯是预先展开的，哪些门被故意遮 

住以模拟实际无法利用的门。 

一 组参试人员进入了上层客舱。如一次 

正常的飞行一样，汉莎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 

向参试人员问好。由于不知道坐在哪里也不 

知道座位号，而且参试人员身穿的有编号的 

白色罩衫上没有对应的座位排号和位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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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登机的时间很长。 

试验的这架 A380飞机的客舱是全经济 

舱布局，座位排距为30英寸。构型根据目前 

用户的要求设置，在上层客舱可容纳 300名 

以下的乘客。 

飞机起飞前，汉莎飞行乘务员与平时一 

样做了飞行前的安全简介，座椅背上的安全 

卡提醒“乘客”飞机上的门是同一种类型，开 

门程序相同。 

参试人员在飞机上呆了将近 1小时后， 

客舱内灯光暗了下来，就像起飞前那样，“乘 

客”等待着或许再过 15分钟就会进行紧急 

撤离。 

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客舱突然变 

得漆黑一片。有片刻的寂静，然后听见乘务 

员的喊声。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声音听起来很 

遥远，而且较轻。此外，是让 人听不懂的 

德语。 

整个试验最真实的一面是，当客舱突然 

图 1 A380应急撤离试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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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一片时标志着紧急撤离开始了。按照真 

实的紧急情况的感受，还伴随着英语的指挥， 

“乘客们”在 1、2秒钟以内已经很快地做出 

了反应 。 

人们开始离开座位，有的与过道对面座 

位的人相碰撞，顺着通道朝着在座位前、后的 

安全门疏散。当人们刚刚到达一个安全门， 

也许就在几秒钟时问内，听到一位男乘务员 

正在喊，这个门不起作用，并指引人们朝其他 

安全门疏散。 

在暗淡的应急灯的照射下，客舱后部的 

过道上挤满了长长的朝后门疏散的人群。只 

见两道安全门的中问地段、在第一排座位前， 

全都挤满了人。有人沿着空排的座位爬了过 

去，到了安全门出口。人群在缓慢而有序地 

移动，相当安静。 

由于要安排疏散的人群登上滑梯，安全 

门那里有些拥堵，在缓慢移动的人群中前面 

的有些人跳上了滑梯的右侧滑道。 

在记忆中，当参试人员突然逃离了飞机， 

无疑在真正的飞机应急撤离中一定会感到晕 

头转向，在那样的环境下逃离飞机恐怕不会 

这么顺利。 

巨大的机库漆黑一片，只有滑梯壁上的 

LED灯照射出的暗黄色灯光特别醒 目。突 

然变得嘈杂的环境与飞机的内部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黑暗中许多装扮的援救人员尖叫着 

提醒人们快速逃离飞机。 

空客对于乘客在上层客舱滑梯顶部犹豫 

不决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进行了多次的讨论， 

实际上这种情况或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 

严重。 

整个逃生经历已深深印在了脑海里，使 

人有种穿越 隧道的幻觉，世界好像 “变小 

了”，最初也只能感觉到周围几米范围内发 

生的事情。而真正的应急撤离给人带来的冲 

动可能会更加强烈。 

最后的印象是站在地面看着这架超大的 

A380飞机沐浴在朦胧的黄色光线下，右侧的 

滑梯全部展开，数百个身影顺着滑梯滑下，飞 

行乘务员在所有“乘客”离开飞机后才出现 

在滑梯上 。 

随后空客确认 EASA决定不使用飞机所 

有左侧的滑梯。 

在黑暗中人们能看到空客的项 目主管们 

为试验的成功在欢呼雀跃。两天后 EASA证 

实853名乘客、18名机组人员、2名驾驶员撤 

离时间实际只用了78秒。 

无论 EASA还是空客都没有对在应急 

撤离演示期间乘客是否使用过 A380上下 

舱之间的宽敞楼梯，或者对在地面被疏散 

的人流之 间是否有相互干扰的问题表示 

评论。 

4 结束语 

试验前，EASA和 FAA适航当局警告说， 

即使达到在90秒钟内安全撤离也不一定能 

确保获得批准。如果发现应急撤离试验有不 

当之处，他们保留拒绝批准的权利。适航当 

局正在研究内部和外部的红外线录像中的试 

验记录，对试验结果进行审查。如果这次应 

急撤离试验能顺利通过，离获得 EASA和 

FAA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又近了一步。A380 

超大型运输机的各种试验和试飞工作还在进 

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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