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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民航局开新闻发布会

爆裂玻璃系空客原装件
法方人员将来华协助调查

▶1 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原装件，投入运营至事发前，未有任何故障记录，
也未进行过任何维修和更换工作。
▶2 备降事件飞机为法国空客公司制造，机号A319/B-6419。事件发生后，民航
局迅速组织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民航四川监管局、重庆监管局，以及民航局的事
故调查中心加入到调查组通力合作。
▶3 根据目前调查情况，初步掌握的是飞机的前右侧风挡在空中脱落，飞机的驾
驶舱前FCU ，就是飞行控制面板右侧的三分之一在空中也脱落了。
▶4 法方将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来华参与事件的调查工作。

为何旅客多耳鸣头昏为何旅客多耳鸣头昏？？
不均匀受压
产生气压伤

15日下午，成都市第一人民医
院召开发布会，通报川航3U8633
重庆飞拉萨航班风挡玻璃爆裂备
降成都事件中机组伤员及旅客的
救治情况。目前29名送医人员中已
有2名旅客于当日离院，另有5名旅
客正计划办理手续离院，2名机组
人员仍在住院治疗。

据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通报，此
次送医的人员中最大年纪为54岁，最
小年纪为8岁，其中大部分为男性。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生
张弘介绍，飞机快速下降的过程是气
压快速升高的过程，导致机体含气腔
室内压与外界不平衡，机体不均匀受
压，会导致肺、耳（外耳、中耳、内耳）、
鼻窦、牙齿、胃肠的气压伤。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胡逊称，
从万米高空突然舱门打开，玻璃破
裂后，内外压力会出现巨大变化，
因而最容易出现的是减压病。减压
病的损伤，首先是缺氧，耳鸣、头
昏、耳聋等主观不适。最大的危害
是体内产生很多的气泡，特别是在
压力改变的过程当中，而气泡如果
由小逐渐变大，最严重后果会导致
一些栓塞，甚至心跳呼吸骤停，脑
血管堵塞，这些情况对生命的影响
是最大的。

15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独家采访到此前对故障飞
机提供C检的四川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据其表
示，此前公司的维修工作没有涉
及到飞机风挡玻璃，而正常维修
是按空客给的维修工作包进行，
与这次风挡玻璃破损没有任何
关系。

据介绍，截至2018年5月14
日，上述川航出现故障的飞机共
使用19912.25小时，12920循环。该
飞机最近一次A检于2018年4月12
日在昆明完成。最近一次C检为
3C，于2017年3月9日对外委托四
川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完成。

四川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表示，此前公司维修工
作没有涉及到风挡玻璃，维修是

按照空客给的维修工作包（进行
的），与这次风挡玻璃破损没有
任何关系。

据了解，飞机一般按照飞行
小时或起落架次分为A、B、C、D
检等级别。A检，无须专门的飞行
日来停场维修，利用每日飞行任
务完成后的航行后检查时间来
进行此项工作；C检，为彻底对飞
机外部，内部，驾驶舱和发动机
做目视检查，主要对各个系统进
行检查、测试，如飞控系统、动力
系统、起落架系统、空调系统等
几十个系统进行检查，并有局部
结构检；D检，又叫大修、翻修，
是飞机长期运行后的全面检修，
通常8年会进行一次大检修。

广州航佳技术创始人、航空
高级工程师、中国宏泰航空经济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蒋绍新表示，

按照检修要求，C检肯定会包含
了飞机所有窗户玻璃的检修，针
对风挡玻璃，甚至还会有功能性
检查，比如加温测试、电阻测量、
排除故障信息（如有）等内容，通
常不会对状态正常的玻璃进行
拆除，而D检包含了飞机结构性
的检查、寿命件更换、监控件、重
要器材的送修等工作，因此也会
包括风挡玻璃拆装和测试、周边
结构检查等工作。

四川一家知名的航空维修企
业技术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检属于
小范围检修，C检属于大范围检
修。时间间隔和维修项目内容由
飞机的制造厂家指定标准，按机
型提供维修大纲，维修单位在维
修保养时必须按照大纲规定来操
作。肉眼检测玻璃，只能检测是否

有表面损坏，例如老化、龟裂。无
法检测出配件规格是否符合规
定，需要专门的检测工具。

另一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
的机务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每
次飞行前，飞行后都会有要求检
查整个飞机，包括玻璃（一般为
目视检查），C 检里也是一样要
求目视检查。”目视检查主要是
看窗子有没有起泡，变色，裂纹，
导电层有没有击穿，窗加温正不
正常等。

另外，作为资深机长，现为
某航空公司A320机长的轩言民
15 日就此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风挡玻璃属“高精尖”
技术，除了玻璃本身质量的技
术，运维方面也十分重要。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吴丹若

每日经济新闻

在川航工作以前，刘传健在
驻泸州某空军部队服役了10年，
他的一位老战友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刘传健在部队退役时已是
少校军衔，先后担任教员、中队
长、训练股长，“他飞得好，各方
面素质都很出色”。

这位56岁的战友已经有1万
多个小时的飞行记录，他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刘传健能有这样的
素质，跟他在部队服役期间练就
的飞行经验分不开。

部队10年
至少飞了3000小时

战友介绍，驻泸空军部队于
2003年改制，飞行教员进行了分
流，刘传健当时分流到了陕西，
后来怎么去的川航，他也不是很
清楚。

在战友的印象里，刘传健是
1991年8月当兵的，1993年左右

到的泸州，先是当飞行学员，然
后留教做了教员。按照部队要
求，每批学员中，只有各方面素
质出色的尖子生才能留教。

“这个人比较外向、活跃，篮
球打得好，工作方面很认真，留
教几年后提为中队长，后来又到
训练股当股长，之后分流到陕
西。”战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
担任飞行教员期间，刘传健各方
面表现非常突出，不管是教学还
是飞行技术在大队都是比较靠
前的，跟大家工作、生活也都处
得很融洽。

战友介绍，当时在部队驾驶
的是初级教练机，跟民航的飞机
不一样，如今的民航飞机设备应
该更先进，智能化更高，而飞机
越先进，人为操作越少。那个时
候，做飞行教员一天往往要飞5
个多小时，看到的都是蓝天白
云，非常枯燥，而初教机座舱环
境比较小，人穿着伞，活动空间

就更窄。
战友说，刘传健在空军部队

待了10年，按训练情况计算，10
年估计得飞3000多小时，这已经
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飞行员
了，“按当时在部队的标准，安全
飞行3000小时，都是二等功了”。

特殊要求
空军教员水平更高

战友介绍，刘传健在部队做
飞行教员时，虽然开的初级教练
机，但那时候所有科目都要练
习，包括战斗机所做的编队，以
及各方面的基础训练都要做。

在这位老战友看来，刘传健
能够备降成功，跟在部队当飞行
教员是分不开的。“教一个什么
都不会的学员，我们不但要看地
面，还要看仪表，还要看他的动
作是不是做错了，做错了我们需
要马上纠正他。”他说，而且当时

的教练机手动操作非常多，这就
要求飞行教员各方面素质都非
常高。

战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完全能够想象得到风挡玻璃突
然爆裂后的情景，“人应该是一
下子懵了，风也很大，眼睛也睁
不开，座舱失压后，人会被吸出
去”。战友说，这时候要操作飞
机，需要非常沉着、冷静、果断，
这样的危急关头，每一项处置都
要正确，这种耐力和毅力，以及
过硬的驾驶技术，“我感觉跟他
在当教员时积累的经验是有关
系的”。

“凡是留教当教员的，就是
飞行员里的尖子，尖子当中，又
经过在教学中锻炼，安全观念，
各方面素质都是非常强的。”战
友说，虽然说开初教机与民航飞
机有差异，但这就是刘传健10年
练就的“基本功”。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飞机风挡玻璃
为何会爆裂

5月14日早间，由川航执飞
的3U8633重庆至拉萨航班因机
械故障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引发各界关注。备降航班事件的
调查已向原因方面延伸，目前，
外界非常关心的是：飞机风挡玻
璃为何会爆裂？

5月15日下午，中国民用航
空局（下简称民航局）专门召开
新闻发布会，民航局安全总监兼
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唐伟斌通
报，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
原装件，投入运营至事发前，未

有任何故障记录，也未进行过任
何维修和更换工作。

民航局15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围绕川航3U8633航班风挡玻
璃空中爆裂事件作出通报称：根
据目前掌握的调查信息，该机于
2011年7月26日新机加入川航运
营。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机
原装件，投入运营至事发前，未
有任何故障记录，也未进行过任
何维修和更换工作。

备降事件飞机为法国空客
公司制造，机号A319/B-6419。

事件发生后，民航局迅速组织民
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民航四川监
管局、重庆监管局，以及民航局
的事故调查中心加入到调查组
通力合作。

14日，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航空安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曾
繁舸对媒体表示，根据目前调
查情况，初步掌握的是飞机的
前右侧风挡在空中脱落，飞机
的驾驶舱前FCU ，就是飞行控
制面板右侧的三分之一在空中
也脱落了。

5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致电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其称，目
前事件正在调查当中，不会这么
快出结果。记者还多次致电民航
局航空事故调查中心了解情况，
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民航局称，根据国际民用
航空公约有关规定，其已向法
国航空事故调查局（BEA）和空
客公司发出通知。法方将派出
专业技术人员来华参与事件的
调查工作。 每日经济新闻

C检应不应该
涉及风挡玻璃?

四川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正常维修是按空客给的维修工作包
进行，此前公司维修工作没有涉及
到风挡玻璃

中国宏泰航空经济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蒋绍新：按照检修要求，C检
肯定会包含了飞机所有窗户玻璃的
检修

二问

四川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按空客工作包C检 未涉及玻璃

根据目前掌握的调查信息，该
机于2011年7月26日新机加入川
航运营。脱落的右侧风挡玻璃为该
机原装件，投入运营至事发前，未有
任何故障记录，也未进行过任何维
修和更换工作。

一问

他能成功备降
与当过空军教员分不开

为何被吸出机舱仅擦伤为何被吸出机舱仅擦伤？？
副驾身体耐受力
优于常人

在此次航班风挡玻璃爆裂，备
降过程中，仅有两名机组人员受
伤，其中，处于飞机头部副驾驶的
飞行员徐瑞辰在经历航班高空失
压、高速低寒、吸出窗外等恶劣考
验后，仅面部和手部被擦伤，让不
少人感到意外和惊奇。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胡逊医
生介绍，副驾驶徐瑞辰在万米高空
历险之后，还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
态，仅皮肤遭受气压擦伤，其主要原
因在于，其身体构造在抗打击、抗风
险，或者其他物理条件的情况下，身
体的耐受力与普通人相比，要优秀
得多，另外也与其平时的飞行训练
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如果换
做一个普通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
就会出大事的。但他们是训练有素
的飞行员，自己也有保护手段以及
一些本能的运作，所以能够把损伤
降到最低程度。”

胡逊介绍，副驾驶飞行员又是
受影响最直接的一个人，“我们对
他的后期观察也会特别的关注。”

而对于普通旅客，在此过程中，
一是没有处在危害最直接的位置，
也难有这样的机会，二是，除了身
体，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在心理方面。

“因此，我们在救治他们的过程中，
还请了（市）四医院的专家对他们29
人进行心理的疏导和评估。”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王拓
摄影记者 张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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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航执飞的3U8633重庆至拉萨航班因机械故障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战友解密战友解密
刘传健

““凡是留教当教员的凡是留教当教员的，，就是飞就是飞
行员里的尖子行员里的尖子，，尖子当中尖子当中，，又经过又经过
在教学中锻炼在教学中锻炼，，安全观念安全观念，，各方面各方面
素质都是很强素质都是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