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7推力管理与稳定进近 

（2019年7月16日修改） 

  这是⼀一篇飞⾏行技术经验交流的帖⼦子，⼤大部分都是理论探讨，其中包含⼀一个实用的小⽅方法。

现在这个帖⼦子流转了近⼀一年的时间里机队里已经越来越多的讨论基准油门这个概念，这是⼀一

个很积极的变化。 

  传统的737五边推⼒力管理是⼀一种被动的修正——速度⼤大就收油门，速度小就加油门，具体收

多少，加多少，收加多少时间，飞机状态恢复后推⼒力调整到多少合适，操作完全因⼈人⽽而异，

也因精神状态，疲劳程度⽽而异。我在2018年⼀一共完成了500多个起落，其中副驾驶操作了其

中约40%的起落，如果每⼀一个起落都是这样被动的偏差修正，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引发

不安全事件的发⽣生。那有没有⼀一种更⾼高效、更主动的偏差修正⽅方法，让起落做到⼼心中有数，

我们接下来讨论。 

  真实航班运⾏行中因飞机重量不同，形态不同，⽓气象条件不同，飞机实际所需的推⼒力相应也

会不同，实际操作也就不同。如何在真实的航班运行中减少变量，尽可能的把风险端口前

移，避免一些机组人为原因的重大偏差出现，从而规避在重大偏差出现后再去处置继而引发

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应，这需要机组在不同运行条件下把每一个起落五边操作都修正到标准

大气条件下来参考，针对不同的运行条件设置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推力，这样可以减少变

量，从而帮助机组对起落五边的操作有一个更简单的认识，飞一个符合预期的起落五边，把

稳定进近提高到更高的层次。 

   如何飞出符合预期的起落五边，提⾼高稳定进近的层次，我准备从四个⽅方面谈起——飞机的

静稳定性、入口条件、进近速度和基准油门。 

一、飞机的静稳定性 

  飞机的静稳定性是指：飞机受到小扰动（包括阵风扰动和操纵扰动）后，偏离原平衡状态，

并在扰动消失后，飞⾏行员不给予任何操纵，飞机自动恢复原平衡状态的特性。静稳定性包括

俯仰稳定性、⽅方向稳定性、横侧稳定性，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上反角、后掠角等设

计让737同时具有三种静稳定性的。在受到微小扰动后，不论是俯仰、⽅方向、横侧平衡遭到

破坏，在扰动消失后，飞机能自动趋向恢复，机组需要做的是判断扰动是否持续，扰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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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强后再进⾏行适量修正。作为机组需要有条件的信任飞机，而不是一出现偏差立刻过度的修

正，导致因为一个偏差而修正出反向的偏差，进入再次修正反向偏差的循环。

二、入口条件 

  良好的⼊入⼝口条件意义重⼤大，⼀一个好的落地我们不光要看接地载荷，还有好的⼊入⼝口⾼高度、好

的接地速度、接地点、接地姿态、接地⽅方向、接地时的油门慢车以及合适的着陆距离，良好

的⼊入⼝口条件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机组飞出这样的起落。⼀一起来看这样⼀一张图：

  技术精湛的飞⾏行员应该每⼀一个起落都飞出⼀一个完美的五边数据，但要实现这样的起落需要

付出成倍的精⼒力去操作飞机，需要飞⾏行员有极⾼高昂的精神状态，同时要求身体时刻处于最佳

⽣生理状态。真实的航班运⾏行中，机组如何在⾼高标准的安全要求、精确的五边数据和持续多段

的疲劳中取得平衡，这就需要我们把五边进近分成两段来看，建立形态到Minimums，

Minimums到50尺⼊入⼝口。决断前的进近数据可以在稳定进近的绿色区间波动，甚⾄至瞬时的进

⼊入黄⾊色超限区间，但决断后就应该追求数据的相对准确，根据实际偏差进⾏行针对性修正，在

50ft⼊入⼝口的时候尽可能创造好的⼊入⼝口条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副驾驶PF、经历2000

小时、800型、落地重量64.2吨、昆明03号跑道、襟翼30、⽑毛⽑毛雨夜航、中雨后道面有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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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入⼝口条件非常好，道面因为积⽔水很⿊黑，PF出乎意料50尺⼀一把收光油门，飞机下沉非常快，

当时没有太多带飞经验没来得及回补油门，只及时的带出了⼀一点姿态，落地感觉载荷非常重，

起落报告单上显示4.2度的接地姿态，左边⽆无线电⾼高度表显示最⼤大数字为48英尺。也就是说⼏几

乎全重的情况下在50尺收光油门，平均下降率达到了576ft/min，姿态只有4.2度的情况下落

地载荷1.75g，最后QAR译码最⼤大值也是1.75g，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良好⼊入⼝口条件的重要性，

也让我看到了飞机的良好的操作性能。 

三、进近速度 

  东航的标准操作程序⼿手册，机组训练⼿手册有详细的描述，黄⾊色部分为原⽂文摘抄，在这里选

取⼏几个关键的部分作为探讨。 

第⼀一部分摘自《SOP》 

1.标准喊话：⾼高于机场标⾼高1000英尺以下，小于目标速度3海里／小时（含），⼤大于目标速度

5海里／小时（含）。 

2.稳定进近：飞机应保持进近速度，如果空速趋向返回进近速度，偏离＋10/－5海里／小时

可以接受。 

3.推⼒力调定值适合飞机形态。 

4.过量修正：正常范围内的修正偶尔会由于⼤大⽓气天⽓气条件原因⽽而瞬时过量，这种过量是可以

接受的。由于飞⾏行员操纵技术不佳导致的经常或持续的过量不属于正常范围的修正。 

问题来了（答案我们最后讨论）： 

问题⼀一，速度刚好⼤大了5节或者小了3节，推⼒力调定值适合飞机形态，PM进⾏行了标准喊话，我是否需

要操作油门？ 

问题⼆二，如果我五边速度⼤大了8节，但是我的推⼒力调定值并不适合飞机形态，油门已经偏小的时候我

还要不要继续收油门？ 

第⼆二部分摘自《FCTM》 

  关于机动速度和裕度，最小机动速度

不应与襟翼机动速度混淆。襟翼机动

速度是基于飞机重量，最小机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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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使用飞机的迎角和当前的空速计算出的。这两个速度提供了独立的⽅方式以确保当前的空

速⾄至少为终端区域机动飞⾏行提供了全机动能⼒力。对于襟翼放出的操作，最小襟翼机动速度是

指到抖杆1.3g或40°坡度（25°坡度角以及超过15°）能提供全机动能⼒力的最慢速度。琥珀⾊色带

的顶端不随g载荷变化。 

  也就是说排除特情的情况，五边飞⾏行过程中，只要速度在琥珀⾊色速度值之上飞机就有40°坡

度的全机动能⼒力，就算是琥珀⾊色带中部的速度也依然有30°坡度的能⼒力，没有哪⼀一个飞⾏行员

会在正常建立形态和航道的情况下五边压超过15°坡度进⾏行修正偏差，更别说40°。 

第三部分摘自公司737机队的QAR监控标准 

  不同的公司安全管理理念和安全⽂文化不同，对QAR的态度也会不同，但飞⾏行员操作的依据

是SOP，⽽而不是QAR监控标准，不要在实际的操作中把QAR作为太⼤大负担。这里进⾏行⼀一下知

识的扩展，结合15页配图的速度带来看会比较直观。 

   进近速度⼤大超限和速度小超限，分别为1000英尺，500英尺，50英尺三个不同的监控标准，我们选

取最小的值来进⾏行讨论。从标准中可以看到触发超限的速度范围： 

                ⼀一级超限    － 5 kts   <VREF <＋15 kts    

                ⼆二级超限    －10 kts  <VREF <＋25 kts 

                三级超限    －10 kts（包含）以上 或＋25 kts（包含）以上 

事件号 事件名称 事件描述 ⼀一级事件标准 ⼆二级事件标准 三级事件标准

1020 Speed high(app 1000) 1000英尺进近速度⼤大 VREF+30kts VREF+35kts

1022 Speed high(app 500) 500英尺进近速度⼤大 VREF+15kts VREF+25kts VREF+30kts

1024 Speed high(app 50) 50英尺进近速度⼤大 VREF+15kts VREF+20kts VREF+25kts

1030 Speed low(app 1000) 1000英尺进近速度小 VREF-5kts VREF-10kts

1032 Speed low(app 500) 500英尺进近速度小 VREF-5kts VREF-10kts

1034 Speed low(app 50) 50英尺进近速度小 VREF-5kts VREF-10kts

1055 Speed high Conf 6
(Flaps 25)

形态6超速 VFE-10kts VFE-5kts

1056 Speed high Conf 7
(Flaps 30)

形态7超速 VFE-6kts VFE-3kts

1057 Speed high Conf 8
(Flaps 40)

形态8超速 VFE-6kts VFE-3k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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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精确的航迹比精确的速度更重要，进近速度是⼀一个相对⼴广泛的区间，避免三级超

限事件的速度带宽度接近35节，合理的速度偏差不要过量的修正油门，避免因⼀一个偏差修正

出另外⼀一个反向偏差。另外，放襟翼时留够阵风裕度的基础上，速度小于下⼀一个襟翼形态

VFE-5kts，可避免所有襟翼超速的三级超限。 

四、基准油门 

  波音对推⼒力管理的理念是按需设置适当的推⼒力，基准油门就是所说的适当推⼒力。基准油门

是一个油门范围，不是一个精确值，不是鼓励设置一个固定的油门飞至落地，而是找到符合

当天运行条件的那个适当油门，让飞机在合适的推力管理下创造更稳定的进近。 

  那基准油门是多少呢？先来看看《QRH》 PI章节中概述部分不可靠空速／穿越颠簸⽓气流飞

⾏行最终进近（1500FT)的表格，假如极端情况下飞机三个空速表都不可靠，这个表格是波音官

⽅方提供的参考依据。

  用737-700W/CFM56-7B24图为例，从表格上仅仅看到有襟翼位置和重量修正，相同重量和

形态的飞机查出相同的油门数据。比如说落地重量55吨，襟翼30落地查表得出52.5的油门，

那么是不是我今天不管在上海、昆明、拉萨不同标⾼高不同⽓气象条件的机场只要飞52.5的油门

都可以让飞机安全落地呢？对此我请教了波音的资深教员。 

  

  In B737 QRH 10.1 Airspeed Unreliable, when we check the Performance Inflight table of Flight 

With Unreliable Airspeed/Turbulent Air Penetration, the Final Approach (1500 FT) Gear Down, 

%N1 for 3° Glide slope, we see that N1 correction and PITCH ATT are only based on weight 

and flaps. According to many local pilots' experience, N1 at high elevation airports(like ZPPP) 

have some differences than at low elevation airports (like ZSSS). Does it mean that other factors, 

such as QNH, OAT, wind, airport elevation,etc are not concerned in this situation? If all the three 

airspeed indicators were to fail or unreliable, is it safe to land according to this table's data at any 

airports? Does it mean the safety tolerance is reduced but the airplane is still in safety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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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52.5的油门⾜足够把飞机安全飞到地面上，区别在于五边进近的实际速度上海可能是

Vref+10kts,昆明可能是Vref，拉萨可能是Vref-10kts，但是只要在最小机动速度之上飞机都是

可以安全飞⾏行的，只是安全裕度减少了（这个只是作为知识拓展，不是建议这样去飞⾏行）。

在空速表可靠的情况下，引⼊入基准油门的概念后不只是被动的去修正速度，⽽而是让速度以及

飞机状态按照预期的⽅方向运动。 

从飞⾏行原理上讨论与五边油门量有关的条件如下： 

1.落地重量 

落地重量越⼤大，需要的升⼒力越⼤大，五边油门就越⼤大，反之亦然 

2.襟翼形态 

襟翼形态越⼤大，升⼒力越⼤大的同时阻⼒力越⼤大，襟翼40的油门要比襟翼30⼤大 

3.下滑角 

下滑角越⼤大则五边下降率越⼤大，油门就越小 

4.空⽓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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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上N1值是非常保守的，换句话说可以在QNH、标⾼高、温
度等等多种不同情况下有效并且安全的使用。表里的信息是能
够让飞机安全的落地，但不意味着能保持⼀一个特定的参考速度。
飞机安全落地就是飞⾏行机组实际想要的，特别是他们没有可靠
空速表的时候，当然这是⼀一种很少遇到的情况。（在这里谢谢
云南飞培Emma老师的帮助）

波音资深飞⾏行教员Rich Brown的解答：



空⽓气密度不仅影响升⼒力的⼤大小，同时也影响发动机推⼒力，三个条件决定空⽓气密度：机场标⾼高、

修正海压、温度。机场标⾼高⾼高、修正海压低、温度⾼高则密度小；机场标⾼高低、修正海压⾼高、

温度低则密度⼤大。空⽓气密度⼤大升⼒力⼤大，发动机相同转速推⼒力⼤大，密度小升⼒力小，推⼒力小。 

5.是否使用防冰 

发动机转速如果相同，防冰的使用会减少发动机推⼒力，就需要更⼤大的油门。 

6.机翼污染物 

在中到⼤大的雨、雪天⽓气中进近，这些机翼污染物会破坏机翼升⼒力。 

7.上升下降⽓气流 

这里的上升下降⽓气流指的不是强对流天⽓气附近的下击暴流和乱流，下降⽓气流在稳定的天⽓气条

件下很少见，多见的是热带地区机场的五边上升⽓气流，特别是海上机场。上升⽓气流会让飞机

油门明显少于基准油门的情况下，飞机依然有很好的性能。我所运⾏行的机场里面在曼德勒、

曼⾕谷和香港遇到过，但是发⽣生次数很少。 

8.飞机发动机和飞机⽓气动外形的性能衰减等其他因素 

性能衰减会需要更⼤大的油门，这部分因素影响较小。 

9.⽓气象风（最重要的部分，对切变风的理解程度完全决定了对基准油门概念的认同程度） 

  ⽓气象风分为稳定风和切变风，我们可以再拆分为稳定顶风、稳定顺风、柔和的顶风切变、

柔和的顺风切变、剧烈的顶风切变、剧烈的顺风切变。 

稳定的顶风和顺风——飞机沿着固定的进近轨迹和固定的表速进近，当五边出现稳定顶风

时，需要减少下降率，油门则需要增加。稳定顺风时，需要增加下降率，油门则需要减少。 

柔和的切变——我理解的柔和的切变就是在稳定⼤大⽓气中，五边顺风进近时因地面摩擦⼒力的作

用，顺风通常是逐渐减少的，会遇到⼀一个顶风切变，飞机性能在变好，可以用略小的油门。

同理五边顶风进近时，顶风逐渐减少，会遇到⼀一个顺风切变，需要用略⼤大的油门，另外五边

⼀一些波动小的切变风也可以归纳到柔和切变的范围。 

剧烈的切变——实际运⾏行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春季⼤大风颠簸、夏季系统性强对流天⽓气、台风登

陆或者冬季强冷空⽓气来袭等情况。这种天气下需要大幅按需改变油门，切变的越快需要油门

变化的越快，偏离基准油门的也就越多，但是要明确的是当切变接近结束的时候，油门要回

到基准油门附近，这样可以避免重大偏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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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看看当飞机遇到切变风之后的状态变化，条件是飞机沿着航道和下滑轨迹飞⾏行，稳

定风的风速风向不变，速度Vref+风修正，油门固定不变。 

  当飞机突然遇到顶风切变，表速增加，地速下降。但随着切变结束，表速增量部分不可持

续，当飞机再次稳定在比之前大的顶风条件下，飞机表速增加导致阻力也增加，同时飞机为

保持下滑道，需要更平缓的五边，这些条件作用下，飞机开始减速。随着飞机减速到之前的

表速后，唯一的变化是顶风增加了，五边变平缓了，这跟稳定顶风增加的效果相同。飞机会

进一步减速到小于之前的进近速度，需要增加姿态维持升力，升力系数增加也会额外增加阻

力。如果放到一个足够长的进近五边来看，飞机的表速是先增速后减速，更大的顶风条件下

飞机要增加油门才能维持住下滑轨迹和进近速度不变。就是说顶风切变导致的速度增加不仅

不要急着收油门，反而准备加油门，或者说适当收油门，但准备加一个比之前更大的油门。 

  同理飞机遇到顺风切变后，表速下降，地速增加。但随着切变结束，表速减量部分不可持

续，当飞机再次稳定在比之前大的顺风条件下，飞机速度减小导致阻力也减小，同时飞机为

保持下滑道，需要更陡峭的五边，这些条件作用下，飞机开始增速。随着飞机增速到之前的

表速后，唯一的变化是顺风增加了，五边变陡峭了，这跟稳定顺风增加的效果相同。飞机会

进一步增速到大于之前的进近速度，需要减小姿态维持升力，升力系数减小也会额外减少阻

力。如果放到一个足够长的进近五边来看，飞机的表速是先减速后增速，更大的顺风条件下

飞机要减少油门才能维持住下滑轨迹和进近速度不变。就是说顺风切变导致的速度减小不仅

不要急着加油门，反而准备收油门。或者说适当加油门，但准备收一个比之前更大的油门。 

  对于柔和的切变，五边顺风伴随顶风切变，同时顺风让地速增加需要减小姿态维持下滑道，

姿态减小同时阻力也相应减小，所以五边顺风在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可以多收油门。五边顶

风伴随顺风切变，同时顶风让地速减小需要增大姿态维持下滑道，姿态增加同时阻力也增加，

所以五边顶风在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要多加油门，但是基于《QRH》手册上查表的基准油

门是Vref+10kts的油门,本身自带裕度可以少加。只要速度在＋10kts～－5kts之间波动不需要

过多的去干预，油门好的情况下速度出现偏大一点地变化先去观察是否由于风的变化引起，

判断切变的风是否持续，若只是瞬时变化的小阵风，随着阵风消失飞机本身的静稳定性会让

飞机恢复到之前的稳定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飞机状态，看波动的范围是否有扩大的趋

势，有扩大的趋势再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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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剧烈切变的部分，切变的速度决定了五边油门变化的速度，比如说5秒的时间内变化

20kts和10kts的修正量是不同的，切变越快油门变化越快修正量也越⼤大。同时修正量也跟操

作飞机的机组对五边决断前速度带范围的接受程度不同⽽而不同，有⼈人能接受⼀一级超限，⼆二级

超限甚⾄至三级超限，但有⼈人只能接受＋5kts～－3kts。但是不管怎么修正，当偏离基准油门

量越大的时候越要有回到基准油门的预期，但是回不回要以实际情况为主。切变结束时，速

度也稳定在合理范围后调整油门至基准油门附近，这样就不会出现较大偏差，保持比较稳定

的状态。 

  在这里我们以昆明长⽔水机场分别举例： 

  春季⼤大风颠簸，昆明向南落地，地面风顶风12m/s，阵风20m/s，当设置了基准油门以后，

遇到突然的顶风增加16kts，从超限标准来看这是⼀一个⼀一级超限，你可以适当收3～5个n1，收

了油门以后看实际情况，如果速度有继续增加的趋势，结合风速指示判断，若风切变还没有

结束，可以继续按需收油门，但是心里要有这样的预期，这个小于基准的油门是无法维持飞

机当前状态的。 

  夏季雷雨来袭，昆明五边建立形态以后，五边顶风28kts，地面风8kts，这是⼀一个20kts的顺

风切变。如果在10秒内变化，要有加5～7个n1的变化量甚⾄至更多；如果风在20秒内变化，可

能就只需要2～4个n1的变化量，因为我们⽆无法预知切变的速度和快慢，不能教条的操作油

门，按需操作就对了。 

  冬季冷空⽓气过境向北落地，五边顺风10m/s，地面顶风10m/s，在不操作油门的情况下，飞

机会因为剧烈的顶风切变增加40kts的表速。顶风切变出现时就要开始收油门，甚⾄至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收光油门，但当顶风增加到6米7米切变即将结束的时候需要根据实际速度开始回

补油门，当顶风增加到10米切变结束的时候，这时油门应该回补到基准油门附近，飞机状态

会很稳定。 

   基准油门修正参考了其他飞⾏行员总结的经验以及⽹网络上能查询到资料，基于标准⼤大⽓气、海

平面、3度下滑角机场修正，同时考虑⽅方法的简洁性和易掌握性，我们以5和10的倍数为基数，

修正量未必完全线性符合实际，但估算的基准油门一定在真实的基准油门附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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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和形态 查阅《QRH》PI章节

相比3°下滑角     3.5°下滑角减少2个n1 
                  3.2～3.3°下滑角减少1个n1 
（ 只有少部分特殊机场需要修正）

下滑角

衰减等其他
因素

空气密度

气象风
柔和的切变

地面稳定风 顶风每10kts增加1个n1 
顺风每10kts减少1个n1

五边是顺风切变，适当增加n1 
五边是顶风切变，适当减少n1

注：五边1500ft AGL建立好着陆形态，观察当前实际的风向风速，参考几个典型的

气象模型，修正下降前得到的n1值。当前顶风每10节增加1个n1，多加的油门用来抵

消顺风切变；顺风每5节减少1个n1，多收的油门用来抵消顶风切变。因无法预计实

际的切变高度，切变没有产生之前，飞机可能会有略微的增速或减速的趋势，可适

当恢复修正前的油门附近，当切变产生时调整到修正后的油门附近。若速度波动由

不可持续的切变风引起，小的波动可以不必过多关注，飞机静稳定性设计会自动趋

向恢复。通常1500ft建立形态以后,若五边顶风20节，仅仅在地面摩擦力的作用下地

面通常也是5～15节的顶风，若地面风报的静风甚至小顺风，说明有额外的顺风切变，

就要有加2个n1入口也可能偏弱的预期。若1500ft时空中风是30节甚至更大，地面顶

风依然5～15节，就说明顺风切变稍强一些，可以有额外再多加个3～5个n1的预期，

随着高度降低柔和的顺风切变减弱也按需少量调整油门。通常1500ft建立形态以后,

若五边顺风15节，仅仅在地面摩擦力的作用下地面通常也是5～10节顺风，若地面风

报的静风甚至小顶风，说明有额外的顶风切变，就要有减3个n1入口也可能偏强的

预期，随着高度降低柔和的顶风切变减弱也按需少量调整油门。

剧烈的切变 切变越快，油门变化越快，按需操作

注：很少情况涉及，切变速度越快，油门相应变化越快，当切变接近结束时开始

往基准油门方向调整，切变结束，油门回到基准油门附近，飞机状态会很稳定。

基准 
油门

影响忽略不计

每上升1000ft增加1个n1机场标高

修正海压

每高10°C增加1个n1（不考虑ISA偏差） 

每低10°C减少1个n1

每小10hPa增加1个n1 
每大10hPa减少1个n1

地面温度

中到大的雨、雪天气落地，增加1个n1防冰和机翼
污染物

注：查表数据基于VREF+10kts，因此在夏秋季高温平原机场增速明显需要直接减1

个n1，冬春季寒冷平原机场类似于低温修正则不需要减1个n1，高原机场不涉及。 

（推荐在温度10°C以下，高修正海压的平原机场则不减1）

简而言之： 

平原机场  低温    不减1个n1 
                  ⾼高温        减1个n1 
下滑角      3.5°          减2个n1 
                  3.2°～3.3°减1个n1 
标⾼高               每1000ft 1个n1 
地面风           每10kts  1个n1 
温度               每10°C   1个n1 
修正海压       每10hPa 1个n1 
空中顶风       每10节   1个n1 
空中顺风       每5节     1个n1 
约70% ±3  约90％ ±5  约10％
超过5 可飞⾄至决断，决断后按
需修正                  By MU原子键



针对⼤大家普遍反馈的五边切变风不好理解的问题，这里补充⼏几个典型的⽓气象模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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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Y
1500FT 

 AGL

地面顶风5~‾15节

空中顶风20节

RWY

1500FT 
 AGL

地面静风

空中顶风20节

典型的五边顶风⽓气象模型，举例下降前得到的n1值是60，空中顶风每10节加1个n1。

RWY

1500FT 
 AGL

地面顺风

空中顶风20节

通常1500ft建立形态以后,若五边顶风20节，仅仅在地面

摩擦力的作用下地面通常也是5～15节的顶风，这是典

型的柔和顺风切变，这种情况加2个n1，也就是62。多

加的n1用来克服顺风切变，因为⽆无法预计切变⾼高度，

所以切变没有发⽣生之前飞机会因为多的2个n1出现增速，

若地面风和空中风差值10节，可以在速度⼤大到5~10节

时，把油门设置到60，这时飞机并不会出现明显减速，

因为油门是好油门，速度⼏几乎不增不减，当顺风切变

产⽣生时，⼤大的速度会被抵消，速度恢复正常。 

地面静风要知道切变比有顶风的情况强，所以要有油

门需要⼤大于62的预期。 

地面顺风说明顺风切变比静风更强，要有油门要比静

风⼤大于62的油门更⼤大的预期。 

地面顶风5~‾15节，空中顶风是30节甚至更强，说明切

变稍强，正常63的油门的基础上，有额外加3~5个n1的

预期，也就是66~68，当较强切变结束后回到基准，此

时的基准由当前顶风决定，若顶风变成10节，则最终

基准为61。 

地面顶风20节，空中顶风是10节，这时如果教条的设

置油门61就错了，虽然空中是顶风，但这是⼀一个顶风

切变，所以应该设置小于60的油门。小的油门用来抵

消顶风切变，若500尺已经变成顶风20节，速度好的情

况下设置新的基准62，若100尺才变成20节，切变只要

没有结束，要有油门小于60的预期。 

预期归预期，操作要以实际情况为主，按需操作。

当切变结束，基准油门值会随当时气象条件改变。

RWY

1500FT 
 AGL

地面顶风5~‾15节

空中顶风30节

RWY

1500FT 
 AGL

地面顶风20节

空中顶风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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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Y

1500FT 
 AGL

地面顺风5~‾10节

空中顺风15节 通常1500ft建立形态以后,若五边顺风15节，仅仅在地面

摩擦力的作用下地面通常也是5～10节的顺风，这是典

型的柔和顶风切变，这种情况减3个n1，也就是57。多

减得n1用来克服顶风切变，因为⽆无法预计切变⾼高度，

所以切变没有发⽣生之前飞机会因为少的3个n1出现减速，

若地面风和空中风差值10节，可以在速度小3节时，把

油门设置到60，这时飞机并不会出现明显增速，因为

油门是好油门，速度⼏几乎不增不减，当顶风切变产⽣生

时，小的速度会被补充，速度恢复正常。 

地面静风要知道切变比有顺风的情况强，所以要有油

门需要小于57的预期。 

地面顶风说明顶风切变比静风更强，要有油门要比静

风小于57的油门更小的预期。 

地面顺风5~‾10节，空中顺风是25节甚至更强，说明切

变稍强，正常55的油门的基础上，有额外收3~5个n1的

预期，也就是50~52，当较强切变结束后回到基准，此

时的基准由当前顺风决定，若顺风变成10节，则最终

基准为58。 

地面顺风10节，空中顶风是5节，这时如果教条的设置

油门59就错了，虽然空中是顺风，但这是⼀一个顺风切

变，所以应该设置⼤大于60的油门。⼤大的油门用来抵消

顺风切变，若500尺已经变成顺风10节，速度好的情况

下设置新的基准58，若100尺才变成10节，切变只要没

有结束，要有油门⼤大于60的预期。 

预期归预期，操作要以实际情况为主，按需操作。

当切变结束，基准油门值会随当时气象条件改变。

RWY

1500FT 
 AGL

地面静风

空中顺风15节

RWY

1500FT 
 AGL

地面顶风

空中顺风15节

RWY

1500FT 
 AGL

地面顺风5~‾10节

空中顺风25节

典型的五边顺风⽓气象模型，举例下降前得到的n1值是60，空中顺风每5节减1个n1。

RWY

1500FT 
 AGL

地面顺风10节

空中顺风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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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基准油门的修正⼀一共分成四个步骤： 

一.初步n1值。（有7个修正值，每个修正值四舍五入容易导致误差大，请精确计算） 

  下降前查表（平原按需－1），修正下滑角、机场标⾼高，然后按收到的天⽓气信息顺序修正地

面稳定风、地面温度（不考虑ISA偏差）、修正海压，为了⽅方便记忆可以忽略小数点，不必

纠结要不要舍掉那0.7、0.8甚⾄至0.9，因为五边还要按需调整油门，记下这个n1值。 

二.修正初步n1值得到基准油门。（修正值是一个变化值，实际切变结束时的气象风决定

了最终修正值大小） 

  五边1500ft AGL,根据是否使用了防冰和是否有中到⼤大的雨、雪天⽓气以及对比地面风和此时

的空中风进⾏行切变风的预判，修正初步n1值。五边是顺风切变，适当增加n1，五边是顶风切

变，适当减少n1，请结合柔和切变的注释部分和补充的典型的气象模型参考操作。 

三.决断之前，在基准油门值附近操作油门，多看风向风速显示，参考判断切变风。 

  当速度偏差不⼤大的时候，脱开自动油门和自动驾驶，把油门放在修正的n1值上，观察飞机

状态。修正的n1值不一定是今天的真实基准n1，但真实基准n1一定在这个修正值附近，只要

航迹好，速度上下波动在稳定进近范围内不要过多去干涉，飞机本身的静稳定性会帮助减少

波动，通过顶风显示判断扰动是否持续，若速度波动持续上升或下降，再进行油门调整。  

   对于柔和的切变，因⽆无法预计实际的切变⾼高度，切变没有产⽣生之前，飞机可能会有略微的

增速或减速的趋势，可适当恢复修正前的油门附近，当切变产⽣生时调整到修正后的油门附近，

切变结束油门回到基准。根据目前积累的经验，决断之前n1变化量约70%的起落需要基准油

门±3个n1，约90%的起落需要±5，只有约10%的起落基准油门变化会超过5个。还是那句话，

切变越快油门变化越快修正量也越⼤大，当实际油门偏离基准n1值越⼤大越要有回到基准油门的

预期，实际回不回根据实际情况修正，切变结束时，速度也稳定在合理范围后调整油门⾄至基

准油门附近，飞机状态会很稳定。 

四.决断之后，见招拆招。（决断后按需修正，偏离基准油门越多越要小心） 

  根据具体偏差进⾏行具体适当修正，若此时油门已经偏离基准较多，±5个油门的变化量已经

很⼤大，再修正的量就需要谨慎，避免⼊入⼝口时盲目追求速度导致飞机能量明显偏强或者偏弱出

现，在50尺创造良好⼊入⼝口条件，正常收油门带杆落地。这个阶段里外结合的同时，注意去感

受顶杆⼒力，杆⼒力的变化比速度反馈来得及时，结合当时偏离基准的油门量来修正，创造好50

尺的⼊入⼝口条件，正常收油门带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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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动机推力与n1值关系的知识扩展：我们⼀一起来看⼀一张来自《CFM56-7B Training 

Manual》的图片。 

  若⼤大⽓气条件不改变，从这个图片红⾊色椭圆区我们能看出在EEC的控制下n1值在IDLE~CONT

（慢车～连续）的范围内，n1值和推⼒力的变化基本是线性的，只有在⾼高n1值时才会出现非线

性推⼒力变化。所以在五边正常进近过程中1500尺以下的⼤大⽓气条件变化不会很⼤大，进近油门范

围可以理解为推⼒力与n1值是约等于线性变化的。 

  关于顶杆力的实用扩展：先脱开自驾打配平，若此时油门不在基准上，油门必然调整，油

门调整会导致杆⼒力变化，之前的配平就白打了。先把油门设定为基准，再打配平，记住这个

杆⼒力，形成肌⾁肉记忆。油门合适的情况下杆⼒力持续变小，飞机有能量变弱的趋势，杆⼒力持续

增加，飞机能量有变强趋势。记得关注落地报告里的配平量，700和800是不同的，襟翼30和

40也是不同的，因为襟翼越⼤大油门越⼤大相同杆⼒力的配平量就小。当你同机型、同形态、同标

⾼高机场配平越来越固定，那么⼿手法就变得稳定了，决断后需要开始转移视线里外结合的时候，

保持住⼿手上的这个⼒力，飞机状态就不会偏差太⼤大。不要追求配平量完全相同，因为重量不同，

配载位置不同，⽓气象条件不同，油门也不同，相同顶杆⼒力的配平是不同的，但是偏差不⼤大。

适当的顶杆⼒力可以减少飞⾏行员收油门时掉机头的程度以及帮助在低能见条件下以及能量不⾜足

情况下让飞机退出着陆姿态，对于飞⾏行员是个保护。个⼈人建议把700型襟翼30的配平量打到

7+，800型襟翼30打到6+，相同杆⼒力襟翼40比30配平量相对小⼀一些，⾼高原比平原小⼀一些。 

  再补充一点：发动机油门变化，并不能第⼀一时间反应到速度上，燃油的增加带动涡轮加

速，涡轮带动n1风扇转动，n1带动n2，n2提供更多的氧⽓气给燃烧室，燃烧室可以燃烧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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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从⽽而继续带动涡轮，既⽽而再带动n1，这时风扇产⽣生的拉⼒力带动飞机产⽣生加速度，随着

时间增加⽽而速度上升。所以当操作了油门以后要等⼀一等，看看飞机的状态变化，如果状态变

化不符合预期，再⼀一次修正油门，再观察。这⼀一点在⾼高⾼高原机场尤为明显，加速慢，减速也

慢，所以当偏离基准油门值很⼤大时也未必第⼀一时间反应在速度上，这会导致当出现偏差的时

候实际偏差已经较⼤大，即使此时速度是好的。真实航班中排除恶劣天⽓气原因，在⾼高⾼高原机场

落地前甚⾄至要加油门值80以上才能维持下沉就是这个原因。五边设定基准油门，此时若飞机

速度小，但油门已经⾼高于基准适当的值，稍等⼀一会看看飞机状态，若出现增速迹象，收回⾄至

基准附近，速度偏差不会太⼤大。这样操作油门比仅仅通过速度⼤大小来修正会有效很多，能避

免出现较⼤大偏差，让飞机状态朝机组预期的⽅方向变化。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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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当五边设置了基准n1以后，根据速度变化情况来判断油门大小。油门好的情况

下速度会在＋10～－5之间波动，甚至＋15，通常这种波动是由于大气扰动导致。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地面报的顶风3m/s，五边此时也顶风3m/s，这时遇到一个顶风7m/s的切变风导致

进近速度大8kts，这种情况下通常逻辑是收油门，但实际上7m/s的切变风不可持续，当风减

速到3m/s时，飞机速度也会自然恢复，飞机静稳定性设计也在逐渐消耗这种扰动。机组五边

决断前，速度适当波动以判断波动是否持续为主，决断后再针对实际的偏差修正。若设置油

门偏大能看到速度是一个波动中逐渐上升的过程，可以判断为油门略大，可以略收油门后再

观察，如果速度上升趋势没有减弱则再收油门。若略收油门后速度在一个较大的值附近上下

波动，没有继续增加。这时机组有两个选择：1.保持当前合适的基准油门，飞机保持在一个

相对稍大的速度上不增不减，但在稳定进近速度范围内，飞到决断后再具体修正。2.收一个

更小的油门让速度逐渐回落，当接近目标速度后增加到之间那个合适的基准油门上，从而让

实际速度稳定在目标进近速度上。对于修正量有个小的建议，速度偏差几节的情况下油门修

正量不要过大，过大的修正量反而导致状态不稳定。假如出现偏差后机组增加5个n1修正量

只保持了5秒钟，那么是不是可以用2个n1修正量保持12～13秒去修正，效果虽然不完全相同

但一定相近。所以在进近第一段当中只要在稳定进近速度区间不要过多过量去修正，把油门

上腾出来的精力去照顾飞机状态和判断切变风，帮助飞出一个符合预期的起落五边。 

  结合天⽓气条件举例，下降前机组进⾏行下降进近准备，收到目的地机场天⽓气条件。如昆明： 

 ZPPP WIND220 DEG 8MPS 9999 25/10 Q1008 

第一步：初步n1值 

  55吨重量，700型襟翼30油门：52.5、不是平原机场：－0，下滑角3度：－0、标⾼高6900尺：

+6.9，然后根据收到的天⽓气条件顺序修正，地面风16节：＋1.6、温度25：＋1、修正海压低5：

＋0.5、长⽔水非平原机场：不用－1，⼀一共7个修正值即52.5－0－0＋6.9＋1.6＋1+0.5=62.5，可

以忽略小数点，记下这个数字62。 

第二步：修正初步n1值得到基准油门 

  修正之前数字62。飞到五边建立完形态约1500尺，有中到⼤大的雨、雪天⽓气＋1、对比地面风

与空中风判断切变程度来修正n1。 

  若五边几乎是静风：基准油门就是62。 

  若五边是柔和的切变：根据当时具体⽓气象条件修正62得到基准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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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五边是剧烈的切变：按需调整油门不要犹豫，若速度⼤大，则油门要收到基准油门以下飞

机才会有减速的趋势，油门小的越多则减速效果越好，速度小同理。随着⾼高度降低切变通常

会减弱，根据实际减小油门的修正量，切变结束设置基准油门。 

第三步：决断之前，在基准油门值附近操作油门，多看风向风速显示，参考判断切变风。 

  按需操作，基准油门±5的变化量已经很⼤大，偏离基准记得有回的预期，回不回以实际为准，

合理利用飞机的静稳定性，⽓气流扰动导致的小偏差不要过度去⼲干预，飞机自身会修正。 

第四步：决断之后，见招拆招。 

  根据具体偏差进⾏行具体适当修正，若此时油门已经偏离基准较多，再修正的量就需要谨慎，

在50尺创造良好⼊入⼝口条件，正常收油门带杆落地。 

  为⽅方便使用，这里摘抄了《QRH》表格的数据，不需要每个航段查阅⼿手册，考虑到夜航情

况，特别增加了黄⾊色的背景⾊色来保护眼睛，为⽅方便查询数据可以截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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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波音 《QRH》By MU原子键

最终进近（1500FT） 

起落架放下，3度下滑道的%N1

飞机构型
襟翼位置

（VREF+增量）

重量（1000KG）

40 50 60 70

737-700W

(22、24、24A)

襟翼30

（VREF30+10）
%N1 45.4 50.4 54.6 58.2

襟翼40

（VREF40+10）
%N1 52.4 57.5 62.3 66.0

737-800W

襟翼30

（VREF30+10）
%N1 47 52 57 60

襟翼40

（VREF40+10）
%N1 53 58 63 67

737-800W.SFP

或

737-800W.1

襟翼30

（VREF30+10）
%N1 47 52 56 60

襟翼40

（VREF40+10）
%N1 52 58 62 66

737-8

LEAP-1B27

襟翼30

（VREF30+10）
%N1 41 45.4 49.3 52.8

襟翼40

（VREF40+10）
%N1 45.6 50.5 54.8 58.6



   基准油门对于运⾏行⾼高原、⾼高⾼高原特殊机场尤为适用，我随机收集了8月某天下午4点多的多

个机场天⽓气，假设相同形态和重量，基于步骤⼀一的n1值修正，⼴广州＋3.1、重庆＋4.5、沈阳

＋2.1、成都＋3.4、昆明＋6.8、中甸＋10.4.可以看出平原机场之间的修正值偏差不⼤大，n1差

值2~3个，但是对于⾼高原、⾼高⾼高原机场修正值偏差就比较⼤大了。对于云南公司⼀一个典型的甸

双甸航班上成都和中甸机场五边油门差值到了7个n1，实际航班运⾏行中如果仅仅是速度⼤大就

收油门，速度小就加油门的话，在三个机场的五边上油门操作对飞⾏行员的操作⼲干扰就会⼤大⼤大

增加，特别是⾼高⾼高原机场的性能衰减会容易让飞⾏行员反复出现过量的反向修正。相反如果估

算基准油门后，根据估算基准值适当调整，就可以⼤大幅降低操作负荷，提⾼高情景意识。国内

737机队运⾏行特殊机场最多的东航云南公司，基准油门可以发挥出优势。优势概括为以下⼏几

点： 

1.简洁的油门操作，避免为修正偏差⽽而过量的油门操作导致的反向偏差，降低过量操作和⽆无

效操作，减少五边进近时较⼤大偏差的出现，出现较⼤大偏差也能更快的恢复正常状态，降低不

稳定的进近和机组⼈人为原因复飞事件的发⽣生率。 

2.降低五边油门对飞⾏行员精⼒力的⼲干扰，特别非精密进近，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操作飞机轨迹。 

3.提⾼高起落的情景意识，对于操作能⼒力偏弱的机组，特别是刚上座的副驾驶，以及左座带飞

的机组，帮助提⾼高起落的信⼼心。在疲劳状态下，恶劣天⽓气条件下尤为有效。 

4.油门的相对固定让配平也相对固定，容易形成固定的杆⼒力，从杆⼒力的反馈能更快的察觉飞

机的状态变化。 

   说了那么多优点，其实这种⽅方法也有缺点，随着实际运⾏行中实践的增加，会越来越深⼊入理

解这种理念，会导致对飞机的速度越来越不敏感。该修正5个量n1的时候只想修正3个，该修

正3个的时候甚⾄至不想动油门，必须要克服这种懒惰的⼼心理，尽可能非常⼀一个相对较精确的

数据，这是⼀一个作为职业飞⾏行员的技能要求。还有就是不要过度迷信基准油门，该果断操作

油门修正⼤大的偏差时⼀一定不要犹豫和等待。 

回到⽂文章之前的问题： 

问题⼀一：速度刚好⼤大了5节或者小了3节，推⼒力调定值适合飞机形态，PM进⾏行了标准喊话，

我是否需要操作油门？ 

  五边进近决断前不需要操作油门，⼤大5小3只是标准喊话提醒PF有偏差，对于决断后需要适

当修正为50尺⼊入⼝口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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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如果我五边速度⼤大了8节，但是我的推⼒力调定值并不适合飞机形态，油门已经偏小

的时候我还要不要继续收油门？ 

  对于速度⼤大，油门偏小要不要收油门可以先判断速度⼤大是否由于切变风引起，如果切变还

有持续让速度增加的量可以适当再收油门，如果切变不可持续，那可以等⼀一等，看看速度有

没有回的趋势，若出现回的趋势，记得速度恢复以后，回补油门⾄至基准油门，此时飞机状态

会很稳定。 

   这样的飞行方法并不是鼓励设置一个油门不动到落地，而是通过分析当天实际运行条件得

出一个适当的油门参考，⼤大幅降低约70%起落五边的操作负荷，适当降低约20%起落五边的

负荷，只有剩下的约10%甚⾄至更少需要⼤大幅按需操作，从⽽而整体降低实际运⾏行航班时的起落

负荷，降低负荷的同时还能加强机组对飞机运动趋势的判断，减少反向过量操作，让飞机朝

预期的⽅方向运动，实现⾼高层次的稳定进近。 

  由于学识和实际运⾏行经验有限，⽂文中涉及的内容难免会有错误和疏漏，做为⼀一名带队将满

三年的机长，不敢保证基准油门修正覆盖所有情况的起落五边，也不敢保证适用于高高原机

场，需不需要额外修正。⾄至少在我现阶段运⾏行的737机型和所有机场里面是成立的，实际运

⾏行下来极⼤大的减少了⼯工作负荷和起落⼼心理压⼒力，⼤大幅提⾼高了对飞机趋势变化的判断和情景意

识。结合现阶段民航“三基”建设要求，“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扎实基本驾驶术和

过硬的业务技能，⼀一同保障航班安全，飞⾏行技术是⼀一个“传、帮、带”的⼿手艺活，感谢之前教

我飞⾏行的教员和机长，我也希望为后面新加⼊入的兄弟们尽⼀一份⼒力。 

  最后分享⼀一位资深教员对起落的总结：对于基准油门要有⼀一个“成熟”和“正确”的概念，毕竟

每次飞⾏行的实际情况均有所差异，重点是摒弃不良的操作习惯（如油门推拉过多），尽可能

创造均匀⼀一致的下滑和拉平曲线，在合理的接地点以合理的姿态和速度完成即可。没有必要

把着陆这个过程“理想化”和“妖魔化”，飞⾏行毕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着陆只是这个过程中⼀一

个相对重要的环节。飞737的兄弟们总是习惯于把每⼀一次的着陆期待为⼀一次完美的着陆，⼼心

情可以理解，但从长时间从事这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把每⼀一次的着陆控制在偏差可以接

受的范围之内就已经⼗十分优秀了，这也是⼀一个“成熟”飞⾏行员的标志。    

     祝愿每一个飞行机组起落平安！希望有所帮助！ 

                                                                                                                  东航云南公司机长 原⼦子键 

                                                                                                                                                201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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