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7下降计划 

  之前讨论完737推⼒力管理与稳定进近，现在来讨论⼀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部分——737下降计划。目的是介绍⼀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通过分析不同下降策
略的特点，从⽽而建立飞机合理的⾼高距比观念和科学的飞机状态管理。通过这个
帖⼦子的讨论让飞⾏行机组能对飞机状态和运动趋势有个更清晰的判断，对不同的
下降策略的特点有更直观的了解，把机组下降时可以使用的多种策略以“⼯工具箱”
的⽅方式呈现，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从“⼯工具箱”里面选择最适合当时场景的策略，
完成⼀一个⼼心中有数的下降计划。⽂文中内容尽可能依据⼿手册，也包含部分实际运
⾏行经验，对于经验部分会用蓝⾊色字体单独标注，作为技术探讨，使用时请加强
判断。 
  从巡航⾼高度下降到终端区时飞⾏行员的⼯工作量显著加⼤大，下降过程中需要不断
针对ATC指令、程序⾼高度限制、危险天⽓气信息、结冰情况以及其他交通情况不
断的对下降计划作出相应的调整，目的是让飞机能以正确的速度和形态加⼊入着
陆机场的进近程序并安全落地。我们来看FMC计算的下降剖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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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计算的下降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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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计算的剖面是41000英尺，

是因为只显示到升限，不考虑升

限飞机能从更⾼高的⾼高度下降。

下降速度越⼤大，则需要越早的下降

到过渡⾼高度层或者10000英尺附近，

然后通过⼀一段平飞来减速⾄至250kts。

不同速度下降的轨迹在约60nm左

右会产⽣生交叉，这时再根据3：1的

⾼高距比来判断飞机⾼高低会比较简单。

  By MU原子键



  图中数据采集于真实航班运⾏行时FMC计算的剖面，条件为下降风为静风，标
准⼤大⽓气，Nav Path轨迹下降，FAF点之前计算机没有输⼊入任何⾼高度速度限制。
700型和800型略有差别，不同重量下剖面也略有⾼高低，图中数据主要是⼀一个参
考，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来以下⼏几个特点： 

•･ 油门慢车情况下，相同表速，飞机所在⾼高度越⾼高，下降剖面越陡峭；下降速
度越⼤大，下降剖面越陡峭。当你用310kts的速度下降时，在100nm位置FMC
通过微积分计算的⾼高度⼤大概在36000英尺上下，下降⾼高距比达到了350英尺：1
海里。为了统⼀一成业内术语，帖⼦子之后提到的⾼高距比没有单位，⾼高度除于
100。即此时⾼高距比为3.5：1。另外下降时的估算在米和英尺之间切换容易造
成混乱，全⽂文⾼高度单位将统⼀一使用英尺。 

•･ 在不使用额外阻⼒力装置的情况下，飞机下降时⽔水平位移的距离越远、下降的
速度越⼤大相应可以达到的下降梯度就越⼤大，但是随着⽔水平位移的距离越短这
个下降梯度要相应减少。 

•･ 不同的下降策略获得不同的下降剖面，速度250kts下降剖面相较于310kts，
280kts，210kts速度下降⾼高距比更接近于3：1。 

•･ 速度210kts接近飞机最佳升阻比速度，飘降能⼒力强，⾼高距比明显低于3：1。 

•･ 因为过渡⾼高度层或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10000英尺以下速度不得⼤大于250kts，
所以使用不同下降速度的剖面都会逐渐统⼀一，但速度210kts下降剖面则略低
⼀一些。飞机光洁形态下过渡⾼高度层越⾼高的目的地机场下降梯度相应减小。 

•･ 前期若飞机比3：1⾼高距比略⾼高可先通过增加下降率和下降速度获得更⼤大的下
降梯度修正，60nm左右再判断飞机⾼高低情况会比较简单，当然若⾼高度⾼高很多
不要等到60nm左右再决策，请及时提早使用减速板。 

 从原理上比较好解释这样的现象，⾼高⾼高度时空⽓气密度小，动压相对小，相同表
速飞机能用更陡的下降梯度，随着⾼高度下降空⽓气密度增加，相同地速的动压增
加，下降梯度逐渐减小。速度越⼤大阻⼒力越⼤大，能量消耗越多，相应能获得更陡
的下降梯度。飞机越接近光洁速度升阻比越⼤大，飞机飘降能⼒力越强。 
 飞机整个的下降过程原理上就是⼀一个能量管理的过程，通过减少飞机的能量让
飞机以合理的速度和⾼高度移动到机场五边。飞机的能量补充主要有两个⽅方面，
随着⾼高度下降飞机势能不断转化成飞机动能以及发动机通过燃油燃烧补充的飞
机动能。⽽而飞机的能量消耗主要是飞机的下降时的⽔水平位移和飞机阻⼒力的消耗。
假设飞机从巡航⾼高度开始下降，去除相同的变量势能，要减少飞机能量，可以
通过延长油门慢车时的飞机位移、减少发动机慢车⼯工作时间和增加飞机阻⼒力消
耗实现。 
  在不使用减速板、起落架和襟翼等装置产⽣生额外阻⼒力消耗的情况下，若下降
时使用较小的速度会延长发动机慢车⼯工作时间和减小飞机阻⼒力损耗；同理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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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时使用较⼤大的速度虽然会减少发动机慢车⼯工作时间但会增加飞机阻⼒力损耗，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若飞机从35000英尺开始下降，油门慢车情况下，
310kts和210kts的速度差导致的时间差⼤大概是5分钟，油耗按慢车800公⽄斤/小时
估算，两者产⽣生⼤大约60~70公⽄斤的燃油消耗差值。所以如果单纯从节油的角度
出发，过⼤大或过小的下降速度都不节油，节油涉及到航空公司的成本指数政策，
通俗的说节省单次航班的燃油会增加飞⾏行机组的飞⾏行时间，相较于节省的燃油
成本，航空公司更愿意让你快飞多飞航班创造更⼤大的价值，就不详细讨论了。 
  ⾔言归正传，从上飞机开始，飞⾏行教员就教导我们下降⾼高距比要按3：1（1:3是错

误的说法）这个梯度计算,这个⾼高距比的依据是怎么来的。从《FCTM》下降计
划部分上看看有哪些关键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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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静风并使用经济速度下降时，每下降1000英尺所需要的⽔水平距离约为3海
里。下降率取决于推⼒力、阻⼒力、空速计划和全重。 
  飞机经济速度下降时每下降1000英尺飞机需要⽔水平距离约为3海里。也就是说
飞机移动1海里需要约330英尺，⾼高距比为3.1：1。目前公司的下降经济速度为
285kts，对比之前的280kts的曲线图基本符合这个⾼高距比。因为下降梯度受到多
个因素影响，如飞机重量，下降时的空中风以及可能的防冰使用，过渡⾼高度层
⾼高度，目的地机场的温度和修正海压，管制员的空中调配以及飞⾏行机组估算时
的便利性等等因素影响，3：1是⼀一个比较有裕度的合理的⾼高距比。 
2、在慢车推⼒力和减速板打开或收起时，20000英尺以下可用的下降率列在下降
率表中。这些下降率适用于有和⽆无小翼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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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格⼤大家往往容易忽略了20000英尺以下这个条件，前⽂文我们说到⾼高⾼高度
因为空⽓气密度的原因动压小，所以在⾼高⾼高度固定表速下降能获得更⼤大的下降率，
低⾼高度则下降率减小。 
  经验参考：在没有切变风的情况下，737NG飞机20000英尺附近维持250kts表速
的典型下降率为1700英尺/分，但在10000英尺附近对应的⼤大约是1500英尺/分，
在30000英尺对应的下降率则⼤大约是2000英尺/分，其他下降速度同理。相同速
度情况下，737MAX下降率比NG型稍小。 
3.减速有困难时，可能需要⼀一段平飞。按照减速计划，平飞时从280海里/小时
减到250海里/小时，如果不使用减速板，737NG⼤大约需要25秒的时间和2海里的
距离（737MAX⼤大约需要30秒和2.5海里的距离）。平均全重时，737NG还需要
额外的35秒的时间和3海里的距离（737MAX还需要额外的55秒的时间和4海里
的距离）来减速到襟翼收上机动速度。使用减速板来帮助减速737NG可以节约
50%（737MAX可以节约10%）的时间和距离。 
 可以看出当平飞时737NG飞机从280kts减速到光洁⼤大约需要2+3=5海里左右的
距离，737MAX飞机需要2.5+4=6.5海里的距离，当使用500英尺/分的下降率减
速时，以上减速距离需要适当增加。对比3：1的⾼高距比，280kts左右的速度，
737NG⼤大约需要1500英尺的裕度来减速，737MAX⼤大约需要2000英尺的裕度来减
速，考虑到梯度本身的裕度，737飞机略比3：1⾼高距比低1000~2000英尺是⼀一个
非常合理的状态，此时的下降状态既经济又留有适当的⾼高度裕度。但是要明确

不考虑空中风的情况下，就算飞机在3：1的高距比上高度也是有裕度的，相较
于280kts下降，用250kts的速度下降裕度会相应减少，310kts的速度下降裕度会
相应增加。同理，如果⽔水平位移的距离越长下降梯度越陡，相较于3：1的⾼高距
比，⽔水平位移的距离越长裕度也相应增加。 
4.在空中使用减速板时，操纵飞机的飞⾏行员应将⼀一只⼿手⼀一直放在减速板⼿手柄上。
这可以有助于在不需要减速板时，防⽌止减速板伸出。飞⾏行中，不要将减速板⼿手
柄置于超过飞⾏行卡位的位置。 
  使用减速板时飞⾏行机组把⼿手放在减速板⼿手柄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并且要
明确减速板使用位置是以⼿手柄侧面⿊黑⾊色的⽔水平三角形指示位置为准。 
5.通常不使用襟翼来增⼤大下降率，避免使用起落架来增加阻⼒力，以减轻旅客的
不适并且延长起落架门的使用寿命。 
  快速下降通常在起落架收上的情况下进⾏行。然⽽而，当怀疑结构的整体性及必
须限制空速时，放下起落架能提供更令⼈人满意的下降率。若在下降中使用起落
架，要遵守起落架标牌速度。 
  通常不要使用襟翼来增⼤大下降率，避免使用起落架来增加阻⼒力，但在⼀一些特
殊场景下使用是飞⾏行机组综合决断的⼀一个后备选择。这里举⼀一个例⼦子，⼀一次在
⽆无特殊地形的某场压机场，由于特殊用户开始活动，管制员指挥保持⼀一个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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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过⾛走廊⼝口，飞机已经减速⾄至接近光洁的速度，程序上这个点距离接地区还有
40海里。管制要求必须严格程序尽快落地，因为这个场景下飞机⾼高距比5：1，
飞⾏行机组向管制申请加⼊入等待得到的答复是：“等待可以，但是等待时间⽆无法确
定，建议尽快落地。”飞⾏行机组申请机动延长五边下⾼高度也被驳回，必须严格程
序进近。这样的场景让飞⾏行机组陷⼊入被动的局面，综合考虑没有较⼤大的空中顺
风以及明显的地形限制机组决定开始进近，同时使用襟翼，减速板和起落架来
增⼤大下降率就成了唯⼀一选择。原理是增加阻⼒力和阻⼒力作用的时间，使用⾼高度层
改变让油门收光，拉出减速板下降⾼高度，此时核实速度低于270kts的限制，实
际速度220kts放出起落架；核实飞⾏行⾼高度低于20000英尺，当时放襟翼的⾼高度是
18000英尺，依次放襟翼⾄至襟翼5位置。虽然继续释放襟翼能进⼀一步增加阻⼒力，
但是标牌速度裕度会显著减小，从襟翼5的250kts减小⾄至襟翼15的200kts左右，
并且⼤大于襟翼15使用减速板飞机会产⽣生明显的抖动会降低安全裕度和旅客舒适
度。保持使用减速板、起落架、襟翼5的情况下，⾼高度层改变目标速度195kts，
这个速度下飞机也不容易出现过⼤大下降率的情况，飞机在五边13海里建立航道
并回到正常下滑轨迹。5：1的⾼高距比在40海里这个位置⼏几乎已经达到飞机下降
性能的极限，若距离增加或有较⼤大顶风裕度增加，距离减小或较⼤大顺风受到稳
定进近要求的限制可以说是超越了极限，建议等待或者改航备降。分享例⼦子目
的让飞⾏行机组有⼀一个参照，避免不了解飞机性能的情况下盲目进近，做出超出
性能极限的误判和操作，导致严重差错事件的发⽣生。 
  对于机组来说，如何制定下降计划最需要四个⽅方面的信息：预计的⽔水平位移、
需要下降多少⾼高度、何时开始下降、选择多少下降率。 

  1、预计的水平位移 
  预计的⽔水平位移是指飞机从巡航⾼高度到五边接地的预计总距离，主要有三种
途径获得。但这个距离很多情况下会因为ATC指挥直飞或者机动⽽而改变，需要
飞⾏行机组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①、严格CDU进港程序进近的话，那么CDU进程页面的总距离就是距离接地点
的⽔水平位移了。如果目的地机场是⼀一个不太繁忙的中小型机场，CDU上的距离
通常就是接近真实⽔水平位移，但是对于繁忙的⼤大型机场，为了满⾜足调配需要会
有很多的⾼高度和速度限制，进场程序也设计的也比较⼤大，此时如果与前机间隔
好，管制会指挥飞⾏行机组缩小进近程序，这种情况CDU显示的距离就不太有参
考的意义。但如果遵守进场程序限制，飞机的下降剖面是远低于3：1的⾼高距比
的，所以飞⾏行机组可以选择根据程序限制制定下降计划。 
优缺点：进程页面直接显示，简洁直观，如果严格进场程序参考性强，适合远
距离时参考。进场间隔⾜足够又满⾜足越障的情况下，管制员可能指挥直飞，需要
按需从新评估下降计划，出现下降剖面偏⾼高的情况。 

� /�5 24 MU原⼦子键



②、本场有VOR/DME台，可以从DME台显示的距离得出当前飞机位置距离导
航台的距离。如图： 

优缺点：传统导航，能从ND上的DME距离得出⼀一个⼤大概的距离参考，存在较
⼤大直飞可能性的机场比较适用，FMC故障时依然有效。若本场没有DME台，可
以用CDU上的FIX页面的点参考。远距离时参考性比较强，随着距离缩小误差
会逐渐增⼤大。 
③、MAP⽅方式下范围圈与FIX页面输⼊入的距离圈相加获得。 
这种⽅方法是在60海里以内针对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评估进场时的预计⽔水平位移，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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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nm
黄线与⿊黑⾊色虚线距离近似相等，若进场⽅方
向是机场侧⽅方，远距离时飞机距离本场DME
台的距离+10nm约等于合理的预计距离。

若进场⽅方向与机场着陆⽅方向同向，远距离时
飞机距离本场DME台的距离就约等于预计
距离。

蓝线与⿊黑⾊色虚线距离近似相等，若进场⽅方向与机场着陆⽅方
向反向，飞机距离本场DME台的距离+25nm（10nm三边
+5nm四边+10nm五边）约等于合理的预计距离。

  By MU原子键

假设飞机从不同⽅方向进港，距离本场DME台的距离相同（⿊黑
⾊色虚线）。远距离情况下同向进场⽔水平位移距离约等于绿线
+10nm五边距离，这个距离约等于⿊黑⾊色虚线距离，侧向进场
距离约等于黄线+10nm五边距离，反向进场距离约等于蓝线
+25nm（10nm三边+5nm四边+10nm五边）距离。



优缺点：60nm以内非常直观，通过ND上的累加获得相对精确的预计五边距离。
此⽅方法是前两种⽅方式的重要补充。让机组保持良好的处境意识，按最小⽔水平位
移计划下降，哪怕管制员指挥直飞也能很好应对。 

2、需要下降多少高度 

  所需下降的⾼高度=当前飞机英尺⾼高度—目的地机场英尺标⾼高。当前巡航30100
英尺，若目的地机场为上海（标⾼高10英尺），则需要下降约30000英尺；若目的
地机场为成都（标⾼高1680英尺），则需要下降约28400英尺；若目的地机场为昆
明（标⾼高6900英尺），则需要下降约232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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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前机间隔的情况下，预计
的⽔水平位移为范围圈的20nm+FIX
距离圈的20nm  
⼀一共约40nm

不考虑前机间隔的情况下，预计
的⽔水平位移为范围圈的60nm+FIX
距离圈的15nm  
⼀一共约75nm

不考虑前机间隔的情况下，预计
的⽔水平位移为范围圈的
35nm+25nm（10nm三边+5nm四
边+10nm五边） 
⼀一共约60nm

  By MU原子键



3、何时开始下降 

  通常决策合适开始下降最直观的参考就是FMC计算的下降顶点，考虑到程序
⾼高度速度限制、空中风、⼤大⽓气温度偏差、地面修正海压等等因素，需要在下降
顶点前30~40nm就要开始评估何时开始下降。在⾼高距比接近3：1时就应该主动
申请下降，如果空中顺风较⼤大或者管制限制下降速度较小时，应该提前申请下
降。如果计算机航路页面和下降页面设置了合适的⾼高度速度限制，预计的下降
目标速度以及下降预报页面输⼊入相关数据，这时FMC计算的下降顶点就非常具
有参考性。 

4、选择多少下降率 

当飞机沿着3：1⾼高距比下降时多少下降率是合适的呢？我们来看这个式⼦子： 

300/1=VS×60/GS →  VS=300×GS/60  →  VS=5×GS →  VS=GS/2 ×10 

  飞机每下降300英尺需要移动1海里等于每分钟下降率乘以60分钟再除以每小时
的地速，从⽽而得出若飞机按3：1⾼高距比下降的话，下降率数值等于5倍的地速或
者说地速除于2再乘以10。根据这个式⼦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 若没有特殊限制，当飞机⾼高于3：1的⾼高距比时，我们需要的下降率要⼤大于 

GS/2 ×10，同时让飞机油门保持慢车，这样才能让飞机更容易的追赶剖面；
当等于3：1时，受固定表速下降时地速逐渐减小的影响，需要的下降率等于
或略小于 GS/2 ×10；当飞机低于3：1的⾼高距比时，可以先选择⼀一个500⾄至GS/2 

×10之间的任⼀一下降率，当下降剖面逐渐回到3：1的⾼高距比时，再选择下降
率等于或略小于 GS/2 ×10，从⽽而让飞机保持3：1的⾼高距比剖面下降。 

- 若管制没有特别要求，若满⾜足程序限制你会发现，程序设计时的限制实际是
明显低于3：1的⾼高距比的。在⼀一些航班流量不⼤大，前后机影响不明显的机场
可以与管制员协商在满足速度限制的前提下，选择⼀一个贴近3：1⾼高距比的⾼高
度，这个⾼高度会偏⾼高于程序限制的⾼高度，这样既能能增加更多的安全裕度，
也能达到更好的经济性，节能减排。对于流量⼤大飞机多的繁忙机场，则优先
遵守ATC指挥，如下降率2000英尺/分以上或尽快下等等指令，及时让出⾼高度
层给区域里的其他飞机。 

  现在我们得知当飞机沿着3：1的⾼高距比下降时，飞机的下降率要满⾜足当前地
速除于2再乘以10，那当飞机表速280kts，地速540kts又刚好在3：1的⾼高距比上
的时候，是不是飞机使用2700英尺/分就可以了呢？从《FCTM》里的下降率表
我们可以看出，地速540kts对应的下降率是2700英尺/分远远⼤大于280kts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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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英尺/分的下降率，在30000英尺280kts对应的下降率⼤大概2400~2500英尺/
分，所以飞机⼀一定是⼀一个增速的过程，2700英尺/分的下降率会让飞机增速，表
速增加导致地速增加，为了维持下降剖面，飞机需要进⼀一步增加下降率，地速
也进⼀一步增加。但是随着⾼高度下降，空中风向风速变化，相同表速对应的地速
也在逐渐减小，加上⾼高⾼高度时飞机能获得⼤大于3：1⾼高距比的梯度，所以这个时
候要不要使用减速板就是机组需要综合考虑和判断的问题，这个时候参考ND
上的绿⾊色⾼高度范围弧就是⼀一个非常有参考意义。这个⾼高度范围弧是根据当前垂
直速度和地速，指示到达MCP⾼高度时⼤大致的地图位置。静风情况、油门慢车且
下降率不变的情况下，飞机的表速会逐渐增加，地速会逐渐下降，总体地速下
降的更多，所以⾼高度范围弧会逐渐往后移动，在下降前计划的那个位置之前到
达MCP⾼高度。在⾛走廊⼝口⾼高度有明确限制的机场，比如说6000米过XISLI，5100米
过AND等等的机场，可以把下降剖面分成小段，把飞机需要下降的⾼高度和到⾛走
廊⼝口的距离与3：1的⾼高距比做对比，从⽽而选择合适的下降率。同时也可以在计
算机输⼊入该⾼高度限制，然后参考FMC计算的下降剖面下降（若没有输⼊入过下降
预报页面的数据，此时的下降剖面只能参考），选择⼀一个让ND上的绿⾊色⾼高度
范围弧贴在⾛走廊⼝口上的下降率，操作简洁⽅方便。 
  当飞机接近3：1⾼高距比时，结合空中风，飞机飞⾏行⾼高度综合判断选择⼀一个⼤大
于GS/2 ×10的下降率，提前申请下降，若因为管制原因未能获准下降，则及时
减速。曾经遇到过⼀一个例⼦子：昆明—虹桥航班，由于西风带影响，空中正顺风
150kts，飞机巡航速度0.77马赫，管制员指挥10700米下降8900米，下降率⼤大于
2000英尺/分。副驾驶没有考虑到下降过程中显著的顶风切变，在对飞机性能不
了解的情况下，盲目遵从管制指令，提前告诉他会有速度偏⼤大的可能注意监控，
在2000英尺/分下降率和顺风迅速减小的双重作用下，飞机速度较快速的从
280kts增速到320kts，这样的场景下需要对飞机性能有个提前的判断，及时与管
制沟通，选择⼀一个较小的下降率或者及时使用减速板。 
  对于机组来说实现飞机下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VNAV下降、V/S下降、
LVL CHG下降。下面分别介绍： 

                         

  相信很多飞⾏行机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并产⽣生过困惑，管制员指挥下降⼀一个⾼高
度层并指挥保持⼀一个指定的速度，机组设置较低MCP⾼高度后使用⾼高度插⼊入功能，
然后再使用速度插⼊入功能设置管制指令的速度，飞机本应该保持插入的速度并

用1000尺下降率去截获新的巡航高度，实际情况确是飞机开始收光油门下降高

度，这种情况往往发⽣生于⾼高⾼高度，机组如果疏忽的情况下飞机会用非常⼤大的下
降率下降，这时如果遇到颠簸很容易发⽣生空中颠簸伤⼈人事件。什么原因导致非
机组预期的收光油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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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AV下降



  VNAV⽅方式下可以通过设置更低的MCP⾼高度并执⾏行CDU下降页面的DES NOW
或者⾼高度插⼊入提前开始下降。如果飞机距离下降顶点50nm以上，⾼高度插⼊入只能
激活巡航下降，截获MCP⾼高度后依然是巡航⽅方式，如果距离下降顶点少于50nm，
⾼高度插⼊入会激活DES NOW⽅方式，正常提前开始下降后，飞机会⽣生产⼀一个 1000
英尺/分的下降率直⾄至切⼊入下降轨迹。若下降⽅方式⽣生效以后选择速度插⼊入，飞
机会由VNAV PTH下降变为VNAV SPD⽅方式，类似于⾼高度层改变功能，这就是
感觉飞机会发⽣生非预期收光油门下降的原因。 

  现在讨论⼀一下VNAV下降的优缺点： 
  优点：如果FMC下降进近程序设置的合理并输⼊入了适当的下降预报数据，在
不繁忙的中小型机场，进场程序没有潜在较多直飞的情况下，机组基本只要设
置⼀一下MCP⾼高度就能顺利进近到五边。⾼高度自动化，会遵循FMC里的速度及⾼高
度限制，有速度保护，充分利用飞机性能达到最符合公司成本运⾏行政策的下降，
同时也能⼤大幅降低机组下降时的⼯工作负荷。 
  缺点：需要机组充分理解其⼯工作原理，连续下降途中尽可能减少改平，若中
途改平不能及时下降⾼高度，再次下降时计算机会指令较⼤大下降率直⾄至切⼊入计划
的轨迹；航路有偏置但未输⼊入结束点时五边的轨迹会有⼀一定偏差。下降轨迹根
据下降预报信息计算，下降预报与真实情况多少有偏差，实际运⾏行时飞机多少
会出现调速时机偏晚的情况，偏差较⼤大时需要机组⼈人为⼲干预。 
   说到下降预报⼤大家通常是根据放⾏行资料的下降预报风输⼊入计算机，然后输⼊入
ISA偏差和QNH，想着这样就能得到⼀一个相对精确的下降预报。但是这个GRIB
数据每6小时发布⼀一次，发布⼀一次有效时间是36个小时，当发布数据的时间离当
前时间较长时，下降风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化。当下降时的实际风与预报风有较
⼤大差别时，可以用增加裕度的⽅方式输⼊入下降预报风，我个⼈人是这样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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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AV SPD下降——自动油门慢车，保持FMC目标速度，类似于⾼高度层改变
功能。 
VNAV PTH下降——自动油门慢车，保持FMC下降轨迹，有速度保护，速度
过小自动油门指令FMC SPD⽅方式

  若下降时是较小的顶风可以输⼊入也可以不输⼊入，顶风会损耗飞机能量，不输
⼊入的情况下实际是增加了下降时的裕度。 
  若下降时是较大的顶风可以输⼊入⼀一个相对小⼀一点的顶风，然后随着⾼高度降低
逐渐减小输⼊入的顶风。 
  若下降时是顺风可以输⼊入⼀一个当前的顺风或者相对⼤大⼀一点的顺风，然后随着
⾼高度降低逐渐减小输⼊入的顺风。



    这样输⼊入的好处是根据实际风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准确并且有裕度的
下降剖面。 
   在使用VNAV⽅方式下降+PBN进近时非常依赖数据库的准确性，因为PBN程序
要求使用前要确认⽆无⼈人为修改，如果各位机组在使用中发现数据库数据有问题
可以及时与运控导航部门反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得到⼀一个⾼高效、简便、自
动化程度⾼高并且完全满⾜足程序限制和要求的有安全保障的下降。 
  V/S⽅方式下降是机组使用的频率最⾼高的下降⽅方式，V/S⽅方式指令俯仰保持选择
的垂直速度，并在SPEED⽅方式接通A/T,以保持选择的速度。 

   

现在讨论⼀一下V/S下降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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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下降

GRIB俗称SABRE⼤大⽓气数据，
机组直接把下降预报风输⼊入计
算机的下降预报页面，这样做
往往容易忽略预报风数据的发
布时间。数据每6小时发布⼀一次，
但是发布以后有效期是36个小
时，也就说预报风数据可能是12
个小时之前甚⾄至更早的信息。
如图：数据发布时间为世界时11
日18点，计划下降的时间为世
界时12日05点，预报风与实际
可能会有⼀一定偏差。

GRIB—General Regular-Distributed 
Information in Binary

下降时用防冰会激活发动机进近慢车，导致损失慢车时的下降率，下降剖面会变平
缓，输⼊入预计防冰开和关的⾼高度。 
ISA偏差 ISA DEV=当前地面温度－（15℃－标⾼高/1000×2℃） 
如：标⾼高6900英尺，地面温度20℃  ISA DEV=20℃－（15℃－6.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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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这种⽅方式机动性最⾼高，可以选择适当的下降率来灵活控制剖面，也能
及时满⾜足管制快速⾼高度改变的要求。需要及时减速时可以用500英尺/分甚⾄至更
小的下降率减速，当使用1000英尺/分的下降率减速时，减速效果显著变差。在
不稳定⽓气流的下降中保持比较固定的下降率，保持客舱的舒适性。在低于3：1
⾼高距比时这个⽅方式非常有优势，只要使用⼀一个1000英尺/分~2000英尺/分的下降
率就能很均匀的下降，在较低⾼高度的进⼀一步下降中能有效控制地形接近率。 
  缺点：V/S⽅方式要求机组熟悉不同⾼高度和不同下降率对应的不同速率关系，若
下降剖面明显偏⾼高，使用不得当很容易出现超限事件发⽣生，比如在在⼀一万英尺
以下下降率1500英尺/分很容易超过250kts的法规限制。 在⾼高距比偏⾼高，⽔水平位
移较长，需要“冲⼀一冲”⾼高度的情况下，注意结合空中风对切变进⾏行预判，结合
QAR监控标准，下降前要明确合理的下降率。 

  从QAR监控标准来看，10000英尺以上不要选择⼤大于4500英尺/分的下降率，
3000~1000英尺AGL下降率不要选择⼤大于1500英尺/分，低于1000英尺AGL下降
率不要选择⼤大于1000英尺/分，2500英尺以下速度不要⼤大于230kts。 
  V/S下降需要熟练牢记典型状态下在不同⾼高度不同速度所对应的不同下降率，
机组设置⼀一个下降率，该下降率会在当前⾼高度对应⼀一个典型的速度，若对应的
速度比飞机当前的速度⼤大，则飞机会逐渐收光油门增速，若对应的速度比飞机
当前速度小，则飞机会加油门保持目标速度。在不考虑空中切变风的情况下有
⼏几个典型的下降率推荐 ，这些下降率有⼀一定的裕度保护。随着⾼高度下降接近⾄至
10000英尺，选择相应下降率后，即使当前速度并不匹配，速度也会逐渐加减到
向对应的速度附近，就算下降初期选择了更⼤大下降率，随着⾼高度下降也要记得
减小到对应值附近： 
光洁形态下       ﹣2800英尺/分：飞机逐渐增速到310kts左右。 
                           ﹣2000英尺/分：飞机逐渐增速到280kts左右。 
                           ﹣1500英尺/分：飞机逐渐增速到250kts左右。 
                           ﹣1200英尺/分：飞机逐渐增速到210kts左右。 

事件号 事件名称 事件描述 ⼆二级事件标准 三级事件标准

1407 Desc.high >FL100 ⼀一万英尺以上下降率⼤大 -4500 ft/min -6000 ft/min

1400 Desc.high 3000-2000 3000-2000英尺下降率⼤大 -2500 ft/min /3S -3000 ft/min /3S

1401 Desc.high 2000-1000 2000-1000英尺下降率⼤大 -1500 ft/min /3S -1800 ft/min /3S

1402 Desc.high 1000-500 1000 - 500英尺下降率⼤大 -1300 ft/min /3S -1500 ft/min /3S

1403 Desc.high 500-50 500-50英尺下降率⼤大 -1100 ft/min /2S -1300 ft/min /2S

1018 Speed high <2500ft 2500英尺以下速度⼤大 230 kts 250 k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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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翼5形态下     ﹣1200英尺/分：飞机收光油门保持180kts左右 
                           ﹣1500英尺/分：飞机收光油门保持195kts左右 
  襟翼5形态下，1500英尺/分下降率策略应用于偏⾼高的下滑轨迹以及保持⼀一定速
度的进近。但是设置襟翼15时要特别注意，有超襟翼15标牌速度的风险。 
  以上推荐的下降率未必能精确匹配对应速度，但却是相对安全并⼴广泛适用的。
若下降过程中存在潜在的顶风切变，切变越强则下降率的使用要越保守，当⽓气
流相对稳定再选择对应的下降率下降。这里再提醒⼀一句，如果在剖面偏⾼高的下
降中如果使用了⼤大于2800英尺/分的下降率，飞机会增速⾄至310kts以上，随着速
度增加要有减小下降率到2800英尺/分或者更小下降率的意识，防⽌止速度过⼤大。 

  ⾼高度层改变下降时，自动油门保持慢车推⼒力，AFDS保持选择的速度。 
  现在讨论⼀一下LVL CHG下降的优缺点： 
  优点：操作简便，当⽓气流相对稳定，剖面接近3：1的⾼高距比时用⾼高度层改变
下降能有效避免⾼高度出现再次偏⾼高的情况，⼀一万英尺以下很够很好的满⾜足不⼤大
于250kts的法规要求。在满⾜足剖面下降的过程中能及时让出⾼高度层，满⾜足管制
员的尽快下降的指令。 
  缺点：⽓气流不稳定的下降中飞机俯仰不稳定，下降率不稳定，容易造成旅客
舒适度降低，在放出襟翼的过程中变化更明显。低⾼高度有地形的进近中容易造
成地形接近率过⼤大，不适合在较低⾼高度使用。 
 介绍完三种⽅方式的优缺点，在实际下降过程中机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
的⼀一种、两种甚⾄至三种的组合，机组可以在下降过程中设置⼀一些评估点，如每
10nm评估⼀一次，或者根据实际运⾏行条件的较⼤大变化重新评估下降计划，对下降
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提的就是减速板，减速板能有效增加
飞机的减速率和下降率，但是关于减速板有⼏几个重要事项。转弯过程中使用减
速板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会⼤大⼤大增加横滚率。当减速板在中间位置时，横滚率
会明显增加；空中使用减速板严禁超过飞⾏行卡位，超过会引起抖振；如可能，
在襟翼15或者更⼤大时，减速板应该收回；在1000英尺AGL前应该收回减速板。 
  根据以上背景知识的介绍，⼀一起来完成⼏几个下降计划： 
举例1  VNAV下降 

条件：7800米巡航、管制要求调速250kts、地速355kts、着陆的ZPMS机场标⾼高
2900英尺、BSD-91A进港、跑道23号，偏置结束在BSD点，FMC预输⼊入的下速
度为.61马赫/280kts，过渡⾼高度以下目标速度240kts。当前飞机预计飞向五边的
距离⼤大概在80nm（距离LUM台75nm）、飞机⾼高距比接近3:1，需要收光油门紧
凑的下降，VNAV⽅方式在这样进场程序固定且不繁忙的中小型机场较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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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保持指定速度250kts接近下降顶点，此时空中风为小顶风270/22节，不输⼊入下
降预报风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下降轨迹的裕度，输⼊入更有利于计算的更精确。根据此
时的⽓气象风输⼊入计算机如下图，随着⾼高度降低逐渐减小风值，这样做的好处在前⽂文
下降预报风输⼊入的部分已经介绍过，根据得到的天⽓气信息完成下降预报页面的输⼊入。
核实FMA⽅方式正确，没有速度插⼊入，预调管制指令下6000米的⾼高度，飞机即将开始
下降。注意在VNAV⽅方式下要避免不必要的改平，需要提前申请更低⾼高度，保持⼀一
个连续的下降状态。

  By MU原子键

  By MU原子键

根据当时实际
空中风FL256 
270/22，适当
考虑裕度时输
⼊入的下降预报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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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开始沿着计算的轨迹下降，同时得到许可直飞BSD并取消速度限制。由于之
前计算机输⼊入了偏置结束点也是BSD，所以直飞后可以看到下降轨迹并没有明显
偏离。通过传统的DME台机组可以⼆二次验证⾼高距比是否合适，约75nm距离+机场
标⾼高2900英尺，⾼高距比3：1对应的⾼高度为25000英尺，飞机当前⾼高度25100英尺，速
度250kts，是⼀一个非常经济的轨迹下降状态。

飞机接近⾼高度6000米，管制指挥下⾼高度5400米过BSD台，接近5400米管制进⼀一步指
挥下⾼高度4200米，这个过程中飞机逐渐增速到下降速度280kts，符合公司燃油政策
要求。下降过程中可以看到空中风向风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与下降预报输⼊入的
风差别不⼤大。随着⾼高度接近过度⾼高度层，飞机接近计算机计算的减速点，飞机即
将开始减速。

绿⾊色⾼高
度范围

弧

  By MU原子键



� /�16 24 MU原⼦子键

飞机在达到减速点后，开始减小下降率逐渐减速⾄至目标速度240kts，但由于性能原
因，飞机在减速的过程中开始偏离计算的下降轨迹，出现略微偏⾼高的趋势，飞机增
加下降率⾄至2650英尺/分的同时减小目标速度⾄至233kts，这是飞机自我修正的⼀一个过
程。同时可以看到飞机下⼀一个减速点在10nm之外，可以预见进⼀一步的减速将开始。
说到UP速度标识，这个绿⾊色的UP指示会在飞机⾼高度低于等于20200英尺（不知道为
什么波音不设定成20000英尺的襟翼操作⾼高度限制）出现，所以在放襟翼时，如果
核实速度和⾼高度后，如果再确认⼀一下UP标识出现，那么超过⾼高度极限操作襟翼事
件发⽣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相当于给自⼰己多加了⼀一个保护。

 

飞机修正状态回到计算的下滑轨迹，目标速度恢复⾄至240kts，下降率恢复正常1450
英尺/分，此时地速285kts对应的下降率为1400英尺/分，飞机延着3:1⾼高距比下降。
管制员指挥下降⾼高度3900米，通过传统的DME台机组可以验证⾼高距比是否合适，约
40nm距离+机场标⾼高2900英尺，⾼高距比3：1对应的⾼高度为14900英尺，飞机当前⾼高度
14100英尺，速度240kts，是⼀一个非常经济的轨迹下降状态。

  By MU原子键

UP速度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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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速度240kts接近⾼高度3900米，管制指挥下降3000米，可以看到此时飞机下降
率，目标速度都是非常理想的状态，通过选择ILS台频率后能看到距离接地点还有
33.1nm，与DME台的距离33nm非常接近，空中风为229/11没有显著变化。这时下
滑道指示飞机偏低⼀一个1.2个点，在这个距离上下滑台的指示可能不准确，通常五边
10nm~15nm才能得到可靠的下滑道指示。飞机即将开始减速⾄至MS901程序限制速度
190kts以下，在速度减小⾄至合适速度后需要准备开始建立襟翼形态。

飞机到达减速点开始减速，减速过程中按速度设置襟翼形态，设置襟翼1以后，襟
翼1速度游标显示，设置襟翼5以后出现襟翼5速度游标，FMC目标速度会先短暂减
小⼀一次，该目标速度为襟翼2的速度，随即再减小⾄至襟翼5速度158kts，准备开始建
立航道。同时飞机为了保持目标速度，油门⽅方式从ARM转为FMC SPD⽅方式。 
  整个过程机组只需要持续关注飞机状态，及时设置目标⾼高度，避免过程中的⾼高度
改平，可以得到⼀一个⾼高度自动化，会遵循FMC里的速度及⾼高度限制，充分利用飞机
性能达到非常理想的下降，⼤大幅降低偏离程序速度⾼高度要求的不安全情况出现。

  By MU原子键



举例2  V/S下降 

条件：11000米巡航、M.77马赫、地速415kts、着陆的ZPPP机场标⾼高6900尺、
MEBNA-1Y进港、跑道由03号刚改为21号，所以决断⾼高度还没有来得及改过来。
当前飞机预计飞向五边的距离⼤大概在155nm（距离XFA台140海里），也可以参
考FIX页面上飞机距21号跑道头定位点的距离，预计过⾛走廊⼝口MEBNA⾼高度6000
米，飞机⾼高距比远远低于3：1，不需要收光油门紧凑的下降。估算下降率只是
⼀一个近似值，实际下降中参考绿⾊色⾼高度范围弧适当微调非常直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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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准备开始下降，管制员指挥下降8400米，预知过MEBNA⾼高度为6000米（约
20000英尺），所以预计下降的⾼高度为36000-20000=16000英尺，预计到MEBNA的⽔水
平位移约为80海里。如果按3：1⾼高距比下，80海里能够下降约24000英尺，但是我们
只需要下降16000英尺，所需下降⾼高度占可下⾼高度的三分之⼆二。同时415kts地速按3：
1⾼高距比对应的下降率为415/2×10=约2100英尺，那么2100英尺所对应的三分之⼆二下
降率为1400英尺，所以此时选择下降率约1400英尺/分。

  By MU原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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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下降率1400英尺/分，能看到随着⾼高度下降相同马赫数表速会逐渐增加，地速
也逐渐上升，但是变化不⼤大，同时能看到⾼高度范围弧显示再飞约35nm飞机会到达
8400米的⾼高度。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开始用小于1400英尺/分的下降率，当飞机回到
相对于到MEBNA的3：1剖面上再用当前地速对应的2100英尺/分的下降率去维持下
降剖面，或者直接选择⼀一个⼤大于1400英尺/分的下降率提前到达指定⾼高度，然后再
平飞到指定位置，从各⽅方面来说前面这种⽅方式都比后两者更合理和舒适。

绿⾊色⾼高
度范围

弧

⾼高度接近8400米，管制指挥继续下⾼高度6000米过MEBNA。随着⾼高度降低，表速从
264kts增速到280kts，地速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至407kts。虽然设置的1400英尺/分的下
降，但由于扰动下降率瞬时达到了1550英尺/分，但从绿⾊色的⾼高度范围弧能直观看
到飞机预计到达6000米时正好在MEBNA附近。飞机即将达到管制交接点，此时管
制员会根据你当前的下降率提前约⼀一分钟移交进近，也就是说管制员会在19700英
尺+1400英尺=21100英尺附近让你联系进近；若你的下降率是2500英尺/分，则会在
22200英尺附近转频，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管制在交接点前让你尽快下降的原因。

  By MU原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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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昆明进近指挥后，飞机减速⾄至法规要求的250kts，我们可以从PFD左上角DME
距离指示得出MEBNA距离21号跑道接地点约70海里，对于3:1⾼高距比能下降21000英
尺。飞机当前⾼高度19700英尺，所需下降⾼高度为19700英尺－6900英尺＝12800英尺。
所需下降⾼高度占可下⾼高度的约⼀一半多⼀一些。此时地速对应的下降率为1600英尺/分，
同理对应的下降率为1600的⼀一半多⼀一些⼤大约900英尺/分，但考虑到实际⽔水平位移会
超过70海里，所以选择比900小⼀一些的下降率，此时设置下降率800英尺/分。

飞机⾼高度接近4500米，管制指挥下降3900米，若直接飞向CI21也有
⼤大约40nm，加上标⾼高，飞机远低于3：1⾼高距比剖面，这时也可以参考下滑道指示来
⼆二次验证。飞机准备开始减速建立五边，在保证越障的情况下，这时前后机间隔是
调速放襟翼的关键信息。因为TCAS显示不能作为飞⾏行机组调整间隔的依据，关于
间隔的内容以后合适的时机再讨论。 
  整个过程机组只设置过两次V/S值，⼀一次1400英尺/分、⼀一次800英尺/分，飞机保
持稳定的下降率达到五边终端区，后根据实际情况调速设置着陆形态。

暂不考
虑前后
机间隔

偏离告警系

统有下滑道

指示，后⽂文

补充⼀一个五

边误按TO/

GA处置的

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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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3  LVL CHG下降 

条件：7200米下降、表速275kts、地速363kts、着陆的ZSPD机场标⾼高13尺、
DUM-11Y进港、空中⽓气流稳定，没有明显的颠簸和扰动、当前飞机预计飞向五
边的距离⼤大概在80nm（距离PUD台70海里）、飞机⾼高距比刚好在3：1，需要收
光油门紧凑的下降，此时FMC计算的下降剖面低9116英尺不具有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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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最小⽔水平位移约为70nm+10nm=80nm，⾼高度23500英尺，相较于3：1⾼高距比低
了500英尺，考虑到速度275kts，其实飞机有⼀一点点偏⾼高，但是241/40的顶风让地速
只有363kts，要想维持3：1剖面该地速对应的下降率为1800英尺/分，275kts在23500
英尺的下降率为2000英尺，结合下降率表参考这个下降率是个合理的下降率，可以
预见飞机会逐渐适当低于3：1剖面，再考虑到繁忙机场因前机间隔要求和适当的延
长五边，这样的⼀一个下降状态是由适当裕度的。飞机此时保持VNAV SPD⽅方式下降，
油门⽅方式为ARM，可以看出来飞机属于VNAV下降⽅方式时的速度插⼊入275kts状态，
前⽂文介绍过该⽅方式的⼯工作与LVL CHG⽅方式相同，飞机保持⼀一个收光油门保持MCP
板插⼊入的目标速度下降。

  By MU原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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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保持FMA⽅方式不变，从⾼高度7200米下降⾄至5400米，管制指挥下降2100米。随
着⾼高度降低，空中风逐渐减小，固定表速情况下地速下降⾄至343kts，地速对应的下
降率为1700英尺/分，实际下降率减小⾄至1900英尺/分。距离本场52nm，那最短⽔水
平位移为52nm+10nm=62nm，对应⾼高度18600英尺，飞机实际⾼高度为17600英尺，
飞机低1000英尺，与之前预见的⼀一样飞机在逐渐偏低，ND面板右侧指示的低于剖
面8128英尺依然不具有参考性，飞机预计不会飞完完整的进场，会提前转向五边。

保持FMA⽅方式不变，此时⽓气流非常平稳,空中风以及减小⾄至282/7，飞机穿过过渡
⾼高度层3600米，减速⾄至250kts，并指挥下降⾼高度900米。飞机距离本场31nm，预计
最短着陆距离41nm，对应⾼高度12000英尺，速度250kts是⼀一个飞机理想的状态。但
是可以看到两个前机⼀一个已经雷达引导偏离了进场航路，⼀一个虽然在航路上但在
前⽅方15nm位置只低了2000英尺，正常应该低4500英尺，所以综合判断前⽅方有调配
需求，预计会延长⽔水平位移，机组可以提前有⼼心理预期，根据实际情况调速设置
形态。 
  整个过程飞机保持LVL CHG⽅方式到进近终端，操作简便做到⼼心中有数，在这里
给上海管制点赞，可能净空好的原因，总体指挥经济⾼高效，管制指令非常合理。

  By MU原子键



  以上三个例⼦子是比较理想的下降计划，实际运⾏行的时候往往要比这个复杂的
多，管制调配，绕飞天⽓气，地形限制，特殊活动等待都会导致需要重新评估下
降计划。真实的⼀一个航段中往往需要其中⼀一种、两种、甚⾄至三种组合的使用，
请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适合的⽅方式。希望在下降时提前帮助机组判断，想使
用减速板是觉得飞机还有多种策略能够下降，但是综合考虑使用减速板，⽽而不
是稍微⾼高⼀一点就觉得不拉减速板就下不去了，不得不拉减速板了，从⽽而做到每
⼀一个下降都⼼心中有数，见招拆招。   
  当飞机飞⾏行到终端区准备进近和调速，不考虑前机间隔的情况下，这里分享
⼏几种策略： 
1、首先要满⾜足程序限制要求，当需要偏离程序限制时需要征得管制员同意，
否则严格按照程序限制飞⾏行。 
2、速度250kts，满⾜足越障的情况下，低于⾼高距比3：1剖面1000~2000英尺是⼀一
个飞机合理的状态，正常25nm到接地点开始调速，明显低于剖面可以延迟到
20nm，但是要注意2500英尺AGL以下速度不要⼤大于230kts的限制，顺风较⼤大时
需要适当酌情提前调速时机。 
3、速度250kts，满⾜足越障的情况下，等于⾼高距比3：1剖面，飞机需要提前减速
或者适当使用减速板，如果减速则把减速时机提前到30nm，这样25nm放出襟
翼5，襟翼可以适当增加阻⼒力，阻⼒力会损耗偏⾼高的剖面，顺风较⼤大时需要适当
酌情提前调速时机。但是终端区当后⽅方有连续进港飞机与前机间隔又较⼤大时，
建议使用减速板下降⾼高度，适当晚调速。 
4、速度250kts，满⾜足越障的情况下，⾼高于⾼高距比3：1剖面，飞机需要使用减速
板或者提前放出起落架，通常不建议在五边20nm以上放出起落架，起落架放出
后会产⽣生很⼤大的噪音，既不经济也影响旅客乘坐感受。 
5、速度210kts，满⾜足越障的情况下，当下滑道指示出现，在下滑道接近⼀一个点
的时候需要放出襟翼了，若不放出襟翼，飞机光洁形态沿着下滑道下降飞机会
不断增速，导致后期不容易放出襟翼。 
6、明确综合考虑主动选择使用减速板和不得不被动使用减速板有本质的区别 
比如主动选择使用减速板是考虑到下降阶段若存在持续⽆无法避让的结冰区，下
降时的持续慢车并不利于防冰；考虑到前后机间隔，主动保持⼀一定速度等等。
被动使用减速板就是不知道飞机能不能下去，先使用减速板下降到较低⾼高度再
说；使用减速板下降⾼高度后由于下降计划⼈人为原因制定错误导致剖面再次⾼高起，
再次使用减速板等等。 
7、当接近FAF时，请根据公司运⾏行⼿手册和操作⼿手册操作，正常建立航道和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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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到建立航道和下滑，谈⼀一个副驾驶五边脱开油门时误触TO/GA电门的
处置经验：五边脱开自动油门却误碰TO/GA电门，此时飞机会用⼀一个减推⼒力的
复飞推⼒力，但是加油门有个过程，如果油门刚往上加的时候，及时脱开自动油
门，飞机能量并不会明显过⼤大，此时最⼤大的⼲干扰项是指引会变为复飞指引，机
组需要在偏差还没有过⼤大时及时恢复指引，其实下滑道和航道依然是有显示的，
只是变成白⾊色的游标显示（20页提到过），稳住状态为主，及时⼈人⼯工收到基准
油门，此时的偏差并不会⼤大。稳住杆，循环两个指引，再次给app⽅方式，在下
滑道偏离2/5个点以内的情况下，下滑道能够重新截获，正常修正偏差落地。
所以只要采取的措施及时准确，飞机状态不会有太⼤大偏差，若偏差过⼤大及时复
飞。如果遇到737五边指引意外消失也可以用循环指引重新给⽅方式的⽅方法重置指
引，指引会再次出现。 
   
  有机组提出飞⾏行运⾏行时应当按照运⾏行⼿手册要求遵循“安全”、“准时”、“服务”、“经
济”的优先顺序原则。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飞机在航路安全⾼高度之上，特别是
在平原机场地区，没有必要特别去在意3：1的剖面，飞机提前下到指令⾼高度然
后平飞也是可以的。这样做的确没有问题，只是在不影响到航路交通的情况下，
适当保持理想剖面下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颠簸的发⽣生和颠簸持续的时间，
可以获得更小的运⾏行噪音以及更经济的燃油消耗。飞⾏行机组的举⼿手之劳能在牢
牢保障“安全”的基础上适当兼顾到“服务”和“经济”，这应该可以看做是良好飞
⾏行技能和职业素养的表现。当然也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作为减速设备，减
速板该使用就使用，不存在使用了减速板就是下降计划不好的说法，也不存在
使用慢车油门到FAF点就是下降计划优异的这种理论。从发动机的使用角度⽽而
⾔言，长时间保持慢车推⼒力并不利于防冰和稳定⼯工作。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耐⼼心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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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感谢以下⼏几位给出不少建议和帮助的东航教员：孙
杰（上海）、茶辽宇、侯东宇、李松、邢鹤、赵猛、李劲松、杨四辉、范冬旭。下降
计划与起落操作⼀一样需要⼤大量的航班反复的总结并积累经验，不可能仅仅依靠⼀一篇帖

⼦子解决所有问题，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中国机长》告诉我们要敬畏⽣生命、敬
畏职责、敬畏规则，英雄在平凡中展现伟⼤大，作为从业者我们有理由为了保障
中国民航运输安全⽽而尽⼼心尽⼒力，严格自我要求、扎实理论基础、全⼒力保障安全，
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热爱飞⾏行，敬畏飞⾏行！希望有所帮助！ 

                                                                                         东航云南公司机长 原⼦子键                                                                                                                               
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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