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的结果。尊重人力资本、尊重技 

术文化，是尊重资本中的两个重大 

要义。 

个人方面：应意识到技术文化 

和掌握技术的重要性，身体力行。 

2．不足 

理论方面，研究较少；政府方 

面，保I~TYLN尚不完善；社会方面， 

旧意识和旧观念仍在主流话语里 

占一席之地；企业方面，只重赢利 

结果，不重赢利过程；个人方面，意 

识到身处技术文化时代的劳动者 

还不多。 

三．劳动者进入技术文化 

时代的程序 

从理论上看，分这样几个步骤 

1．认知——领会技术文化 

及掌握技术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2．态度——对吃苦和奉献 

有新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解。 

3．选择——抓住自身比较 

优势，对不同技术有明智取舍。 

4．手段——多渠道地、以各 

种方式方法学习和掌握技术。 

5．运用——能恰当、准确、 

熟练地使用已掌握的技术。 

6．发散——正视和解决技 

术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非技术性I司 

题 。 

7．效益——对技术所带来 

的收益进行正确评估。 

8．诉求——通过合法方式， 

求得本该自己得到的合法利益。 

9．展望——对技术的未来 

前景做出适当预测。 

1 0．批判——对技术中不 

合理及落后部分进行反思。 

1 1．更新——对新技术有 

强烈渴慕和追求。 

这该是每劳动者进入技术文 

化，以技术自救，争取享受改革成 

果的必要程序。这些程序具备一 

般性。其中第一步“认知”和最后 
一 步“更新”属认知循环。“更新”是 

更高层次“认知”，由此进入良l生的 

行为循环。 

某型飞机氧气系统不气密问题的解决 
囝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军品销售部 李鹏 

引言：某型飞机氧气系统的 

主要功能是在飞机飞行高度范围 

内，为飞行 员提供呼吸用氧；在飞 

机进行机动飞行时，抗荷分系统对 

飞行员体表进行加压保护，以提高 

机体的抗过载能力。减轻过载对人 

体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座舱失去气 

密时，氧气系统可对飞行员进行机 

体保护和加压供氧，如果氧气系统 

不气密，则飞行员在执行飞行任务 

时，氧气瓶 内的氧气将可能在飞行 

过程中快速泄漏，不能保证飞行员 

的飞行安全。本文讲解 了在地面 

主氧气系统从氧气开关到氧气断 

接器段高压管路气密性检查时，氧 

气系统不气密的常见故障及其排 

故方法 

1．检查方法 

主氧气系统从氧气开关到氧 

气断接器段高压管路气密性检查 

方法如下：从氧气断接器上取下氧 

气调节器。将夹具安装到氧气断 

接器上。确信供氧调节器应急供 

氧开关手柄置于“关闭”位置，而辅 

助供氧开关手柄置于“混合氧”位 

置，压力调节器手柄置于“压力”位 

置。打开座舱氧气开关；确信氧气 

指 示 器 氧 气 储 量 指 示 值 高于 

“0
．5”。供氧调节器的辅助供氧开 

关置于“纯氧”位置15 s～20 s。 

系统充满氧气后关闭氧气开关。 

观察氧气指示器氧气储量指示值 

的波动在氧气指示器指示值对准 

0．5时按动秒表。随后指示值达到 

0．25时按停秒表。如果检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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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20s，则此段系统是气密的。 

2。故障现象 
某型飞机在进行地面对主氧 

气系统进行检查时发现从氧气开 

关到氧气断接器段高压管路气密 

性持续时间为10s，明显不合格，系 

统存在漏气故障。 

3．问题处理 

首先按照通常的排故方法在 

可见的成品及导管接头上涂肥皂 

水查找漏点，没有发现漏气部位。 

因氧气系统共有十多个成品和数 

十根导管安装在座舱左操纵台侧 

壁板上及下方的狭小空间内，互相 

遮挡，部分成品和导管被完全遮 

挡，看不到摸不着，涂不到肥皂水， 



圈 1系统原理框图 

对此问题的解决造成了极大困难。 

再次按照换件法进行故障排 

查也不可行，因为除了装在外侧的 

两三个成品拆装比较容易外，内侧 

成品拆装都很困难，除了需要拆掉 

外侧的所有成品，个别成品的拆装 

还要拆掉座舱内左水平操纵台上 

的所有成品及相关电缆，需要几天 

时间。但此架飞机的飞行任务紧 

急，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有限， 

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快速准确定 

位故障部位。 

根据图1系统原理框图及相 

应成品的原理，我们通过容易实施 

的办法对漏气部位进行隔离排查。 

首先打开氧气开关，将供氧调 

节器的辅助供氧开关置于“纯氧” 

位置15 S～20 S，系统充满氧气后 

关闭氧气开关，并且同时关闭供氧 

调节器的辅助供氧开关，观察氧气 

指示器氧气储量指示值的波动在 

氧气指示器指示值，从0．5降至 

0．25的时间为120s，说明在供氧调 

节器辅助供氧开关之前的系统是 

气密的，但不能确定供氧调节器成 

品自身辅助供氧开关之后是否气 

密。 

然后我们断开指示器活门入 

口处的导管，因为此处安装位置便 

于拆装也可较多的排除成品和管 

路所以选择断开此位置。将通往 

供氧调节器A出口一端的导管用 

工艺堵帽堵住并确保气密。将供 

氧调节器的辅助供氧开关置于“纯 

氧”位置15 S～20 S，系统充满氧 

气后关闭氧气开关，观察氧气指示 

器氧气储量指示值的波动在氧气 

指示器指示值，从0．5降至0．25的 

时间为10s，说明断开导管部位之 

前的管路或成品存在问题。 

这就将待查范围缩小很多，经 

分析判断可能造成此问题的部位 

如下 ： 

1、供氧调节器A、B出口及供 

氧活门入口导管接头未拧紧或螺 

纹损坏造成的漏气； 

2、供氧调节器成品自身存在 

漏气部位； 

3、供氧活门成品自身漏气或 

者活1]内部串气通过管路从压力 

调节器上的通气孔泄入座舱造成 

气密性不合格。 

针对上述第 1条可能存在漏 

气的导管接头处涂肥皂水未发现 

漏气；针对第2、3条成品自身漏气 

的可能性，在上述成品外壳可见部 

位涂肥皂水未发现漏气，因安装位 

置局限不能完全检查到成品所有 

部位，不能完全排除供氧调节器和 

供氧活门自身漏气；针对第3条中 

供氧活门内部串气的可能性，断开 

供氧活I]出口导管，打开氧气开关 

发现从供氧活门出口有持续的氧 

气排出，说明供氧活1']存在串气现 

象。 

根据供氧活门工作原理，供氧 

活门正常情况是常闭的，供氧活门 

工作条件是飞机进行机动飞行造 

成大于2g的过载使抗荷调压器工 

作，抗荷调压器输出氧气在供氧活 

门KT口造成规定压力，使供氧活 

门打开，此时供氧活门才能使人口 

前的氧气从出口输出用于飞行员 

呼吸加压供氧。而地面试验时由 

于飞机没有过载KT口不应有压 

力，在供氧活1]出口是不应该有氧 

气输出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 

能有以下两种： 

a)抗荷调压器故障，抗荷调压 

器在没有过载的情况下输出氧气， 

在供氧活门的KT口 

造成规定压力，使供氧活门工 

作，在出口输出氧气； 

b)供氧活1]故障，在KT口没 

有压力输入的情况下，供氧活门异 

常打开，在出口输出 

氧气。 

将与供氧活门KT口连接的导 

管断开，打开供氧开关，在通往抗 

荷调压器的导管中没有氧气输出， 

排除了抗荷调压器故障的可能性， 

由此确定供氧活门故障。 

换装新的供氧活门，再次进行 

气密性试验，氧气指示器指示值从 

0．5降至0．25的时间为120s，气密性 

合格，问题得以解决。 

4．结论 

综上所述，此架飞机从氧气开 

关到氧气断接器段高压管路气密 

性不合格的原因是由于供氧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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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故障，导致非正常接通，在气 

密性试验时系统内的氧气经过供 

氧活门从压力调节器上的通气孔 

中流出，导致失密。此次故障的排 

除未拆卸一个成品，只断开3根导 

管，通过系统原理分析准确断定造 

成此问题的原因，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此问题的快速解决保证了飞机 

质量和飞行员的试飞安全。 

现代陈设品中的传统装饰图案 
圈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孙珊乐 刘海英 

摘 要 ：我国是一个文化内涵 

丰富，历史悠久的国家，其中传统 

装饰图案就是我国艺术创作题材 

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装饰图案 

无论从造型方面还是色彩方面都 

极具形式美感，从而使 当代很多艺 

术作品都对传统装饰图案进行 了 

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现代陈 

设品就大量应用传统装饰 图案进 

行创意设计，使其在具有了很强的 

装饰美化作用外，也使现代陈设品 

具有 了更多的传统文化 内涵和社 

会价值。本文重点论述了传统装 

饰 图案在现代陈设品 中的应用影 

响，提炼出传统装饰 图案的优点， 

并结合现代家居生活的需要 ，对现 

代 陈设品的类型进行分析 、归纳， 

从而总结 出传统装饰 图案在现代 

陈设品中的形制、风格和价值。 

关键词 ：现代；陈设品；传统 

装饰图案； 

陈设品作为现代人们生活的 

必需品最早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起 

源时期。它起初只是人们生活的 
一 种必需品。但随着人类不断进 

步，物质生活和科技的提高，陈设 

品已从“必需”的物品演变为具有 

“装饰”特性的现代家居陈设品。 

现代家居陈设品的审美倾向比较 

强烈，其目的多数直接用来美化自 

身、美化物品和美化环境，反映出 

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 

也显示出设计师的聪明才智和艺 

术技能。传统装饰图案作为中国 

古老的文化象征，近年来多出现在 

现代陈设品中，形成具有复古风格 

的现代陈设品。这类具有传统装 

饰图案的陈设品不只是单独追求 

气派的装饰纹样，而是常以实用为 

基础，突出使用功能的合理性和传 

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科学I生。 

口  

口口 

现代家居环境中的陈设用 

陈设品一词在《现代汉语词 

典》里是指用来美化或强化环境视 

觉效果的、具有观赏价值或文化意 

义的物品。作为家居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现代家居中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它举足轻重的现代家 

居地位使它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 

上可以划分为“装饰性陈设品”和 

“机能性陈设品”两大类型。所谓 

“装饰性陈设品”是指本身没有实 

用价值而纯粹供作观赏的装饰品， 

这种类型的陈设品大多数具有浓 

厚的艺术趣味或强烈的装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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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雕塑品、艺术器皿、装饰 

品、收藏品、绘画品、书法、小品、纪 

念品等；而“机能性陈设品”是指本 

身具有特定用途并具有观赏意味 

的实用品，这种类型的陈设品在外 

表有简单的装饰特性外，还以具有 

实际使用功能取胜，如：日常器皿、 

用具、书籍等。 

现代家居环境中的陈设品是 

人们内心世界的表达和感情世界 

的流露，并潜移默化的在人们的家 

居生活中逐渐深化。现代人们的 

家居生活以离不开它的存在，如果 

一 所住宅的家居环境中没有较好 

的陈设品，就会给人以一种空白单 

一 的乏味感，使人们的生活缺少艺 

术情感。现代家居中的陈设品因 

其家庭结构、经济收入和个人情 

趣、文化层次等不尽相同，使他们 

对陈设品也有不同概念的选购。 

最近几年，人们不断增强的爱国意 

识和复古风格艺术的出现，使传统 

装饰图案在现代家居陈设品中越 

来越占据主要地位。现代家居陈 

设品上的传统装饰图案不仅仅是 

具有传统装饰特性的纹样，而是经 

过设计师们的精心创意和改造的 

新型传统装饰图案。它使现代家 

居陈设品在具有传统审美概念的 

同时也不缺乏现代新颖的艺术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