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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万米高空剧烈颠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面前

的氧气罩就掉了下来。”乘客王小悠
（化名）回忆说。

5月14日早上6时26分，王小悠
乘坐的 3U8633 航班起飞，这比原计
划的起飞时间晚了21分钟。

由于工作需要，他曾多次乘坐该
航线航班。像往常一样，起飞后不到
一个小时，乘务员开始陆续发放早
餐，入睡没多一会儿的王小悠也因此
被叫醒。

早餐还没有吃完，飞机顶部突然
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机舱骤然变
暗，氧气面罩垂在了眼前。

王小悠感觉到，飞机在急速下
降。失重的体感中，他脑子里一片空
白，“看了四周才确定这不是梦，然后
在乘务员的指导下戴上氧气面罩”。

掉下来的氧气面罩，让乘客苏婉
君（化名）的心揪了起来。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为自
己就要完了，还有人被吓到头晕、呕
吐。”她拍摄的一段事发视频显示，客
舱地面上散落着不少杂物，场面混
乱。

王小悠证实，故障发生得太突
然，四周很嘈杂，有人哭但声音不大，
很快乘务员就开始安抚大家。

坐在中部靠前位置的赵仕海回
忆，飞机出现剧烈颠簸时，自己正在
睡觉，“整个人都被抛了起来，来来回
回好几次”。没等他缓过来，驾驶舱
的门开了，迎面吹来一股冷风，客舱
里的东西很快被吹得七零八落，不少
乘客还摔倒了。

乘客王强（化名）说：“当时乘务
员正在我附近派餐，旁边有乘客的粥
都洒出来了，当时我都吓傻了。”他介
绍，氧气面罩掉下来后飞机就很颠
簸，前排有乘客说看到驾驶舱爆开了
一个大窟窿，很快机组工作人员开始
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戴上氧气面
罩。

风挡玻璃空中脱落
7 点半左右，航空摄影爱好者

朱明（化名）通过航班追踪软件，得
知 3U8633 航班有特殊情况发生。
于是，他立即赶往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的跑道边，并成功拍下 3U8633 落
地前的一组照片。

从他拍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
地看到，飞机降落时，驾驶舱右侧
的风挡玻璃已经消失。

不久，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
管理局通过官网发布消息：5 月 14
日，四川航空公司 3U8633 航班执行
重庆-拉萨航班任务，在成都区域
巡航阶段，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
破裂脱落，机组实施紧急下降。

通报称，备降期间，右座副驾
驶面部被划伤，一名乘务员在下降
过程中受轻伤。民航西南局、四川
监管局已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调查处置。

短短一百余字，体现在飞行轨
迹上，形成一段“勺子形”的曲折路
线。

飞行轨迹显示，3U8633 航班从
重庆起飞后，不久就升至 32000 英
尺，经过成都区域时，飞机仍正常
前行，但很快又折回成都方向，转
圈一周后，逐渐从近万米高空降
落。

空中惊魂的27分钟
3U8633 航班的航空日志显示，

当天早上 7 点 15 分，飞机开始处于
备降状态，27 分钟后成功备降成都
双流机场。

机长刘传健描述，事发时没有
任何征兆，风挡玻璃就突然爆裂，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我往旁边
看时，发现副驾驶的身体已经飞出
去了一半，半边身体在窗外悬挂，
还好他系了安全带。”

刘传健机长告诉记者，当时距
离成都刚刚过去 100 多公里。风挡
玻璃脱落后，驾驶舱所有物品都飞
了起来，许多设备都出现了故障。
由于噪音巨大，无线电的声音开始
难以被听见，与此同时，飞机强烈
的震动，也让看清仪表变得十分困
难。

他回忆，当时飞机时速达八九
百公里，且处于高空。风挡玻璃脱
落后，驾驶舱瞬间处于失压、低温
环境，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十分艰
难。

在发出 7700 紧急代码后，刘传
健凭借目视，人工操作完成返航迫
降，“靠毅力在掌握方向杆。”直到
平安落地后，他才意识到，“当时我
的身体应该也是发出了非常大的
抖动。”

作为有着几十年飞行经验的
“老机长”，刘传健说，在学习飞行
的初级教练阶段，曾经有过一个极
端情况的模拟训练，但其高度和速
度都不像这次这么高、这么快。

刘传健表示，这次成功备降多
亏了当时天气好，“几乎无云，能见
度非常好。”他有些后怕，如果当天
有降雨，或者天气状况不好，后果

将无法预料。

一次“世界级”备降
来自四川航空的通报显示，机

长刘传健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副驾
驶皮肤擦伤，一名乘务人员腰部受
伤。此次航班故障备降中，共 29 名
旅客感觉不适。

昨天下午 2 点 05 分，除了部分
选择放弃继续飞行的乘客，3U8633
航班的 50 余名乘客改签 3U8695 航
班飞抵拉萨。

至此，遭遇此次高空危机的众
人终于舒了一口气。机组人员紧
急时刻沉着冷静地处理也得到了
一众赞叹，被誉为一次“世界级”的
备降。

果壳网主笔、航空科普作家瘦
驼解释说，故障发生时，3U8633 航
班的飞行高度比珠峰还高，机舱外
温度可达零下四五十摄氏度。而
飞机的客舱经过增压处理，可以保
持人体需要的温度、湿度和氧含
量。“驾驶舱玻璃脱落后，舱内首先
会听到巨响，随后处于低压缺氧状
态，空气急速从机舱内被抽离，要
不是安全带绑着，人都可能被刮出
去”。

安全落地后，王小悠把此次经
历记在了备忘录上，称自己“大难
不死”，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梦。
他说，在飞机备降的过程中，一度
觉得自己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
关。

王小悠暂时放弃了此次行程，
他选择留在成都，住进川航安排的
酒店，享受四川的美食。他表示，
近期不想再坐飞机。

与王小悠不同，王强和苏婉君
选择了改签航班，当天下午就已抵
达拉萨。王强心情不错，在社交网
站更新了好几条后续动态，跟关心
自己的网友互动。苏婉君有点高
原反应，稍作调整后她打算继续原
来计划的旅程，她说：“感谢机长把
我们从死神那边拉回来。”而赵仕

海因受伤暂时待在医院，同行的妻
子陪着他。

事故调查已经启动
在川航客机遭遇空中惊魂之

后，除了点赞机组人员，也有声音
提出质疑：最为坚固的风挡玻璃为
何会在空中破裂脱落？

记者查询发现，3U8633 航班由
一架空客 A319 客机执行，注册号
B-6419，机龄 6 年 10 个月。

虽然此次事故极为罕见，但在
航空史上并非首例。资料显示，
1990 年 6 月 10 日上午 7 点 20 分左
右，英国航空 5390 航班在从英国伯
明翰起飞前往西班牙马拉加途中，
驾驶舱左侧风挡玻璃脱落，机长蒂
姆受气流冲击，上半身被吸出驾驶
室。经过 20 多分钟紧急操作后，飞
机最终平稳降落于跑道，成为英国
民航史上最惊险的一次迫降。

据事后调查，该客机曾在出事
前 27 小时更换风挡玻璃，维修人员
在更换风挡玻璃的同时也换了螺
丝钉，但并没有参考飞机的维修手
册使用标准的螺丝钉。由于使用
了更细的螺丝，才造成风挡玻璃在
飞行途中脱落。

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消息
称，关于此次事故的调查工作已于
昨天上午 8 点启动，事故导致前右
侧风挡在空中脱落，飞行控制面板
右侧三分之一脱落，后续调查工作
仍在进行之中。

空客中国公司称，根据中国民
用航空局和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
析局的要求，空中客车已经指派专
门的技术团队，为由中国民用航空
局主导的事件调查提供任何必要
的支持。

对于涉事飞机设计制造情况
和进一步的资料，空客中国方面表
示暂无其他信息可提供。

据《北京青年报》

川航客机空中惊魂27分钟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飞行
专业技术分会会长陈建国告诉记者，飞机风
挡玻璃破碎，可能存在四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
安装风挡玻璃时，使用的螺丝不合格，

或安装时用力过猛，产生裂纹，造成隐患。
陈建国说，飞机出厂进入运行状态后，

都需要维护，根据不同的维护级别，进行不
同的检查，有些检查项目需要将风挡玻璃全
部拆卸，再重新安装。该客机是否进行这样
的检查，尚不清楚。

飞机的定检周期一般按飞行小时或起
落架次分为A、B、C、D检等级别。从A到D，
检修级别越来越高。D 检是最高级别的检

修，对飞机的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装
修。通常8年会进行一次大检修。

第二种可能
玻璃材质存在问题。
一般风挡玻璃可以承受 3 万个循环

（一个起飞和落地的过程），如果风挡玻璃
材质不合格，可能出现提前老化等情况。
在检修时，也存在根据需要，对风挡玻璃
进行更换的情况，但更换飞机航材都有严
格规定，且需要相关认证。

公开信息显示，该飞机2011年出厂，已
经飞行了 7 年，飞行 1 万多个循环。据川航
的说法，该飞机的风挡玻璃未做更换，依然

用的是空客公司的原装风挡玻璃。

第三种可能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由于高空机舱外

温度极低，通常前风挡玻璃需要加温以维
持其强度，但如果加温过程中，出现短路或
发热不均衡，也可能导致玻璃强度变化，在
内外压力差的作用下破裂。

第四种可能
风挡玻璃遭到外来物撞击，导致破裂

脱落。
飞机风挡玻璃有三层，内层主要承压，

外层主要是防震，通常内层强度最大，如

果被外来物撞击，一般是外层破裂，只要
内层完好，飞机飞行不会有大问题。

陈建国说，此前国内曾出现过类似情
况，飞机进入云层后，遭到冰雹等打击，出
现外风挡玻璃破碎的情况。但在 9800 米
高空，遭受外来物撞击的可能性很小，这
个高度没有冰雹，能飞的鸟类也极少，因
此基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陈建国说，根据相关规定，一般发生民
航事故后，由事发地属地民航管理局主导
调查，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公司和航空公
司，也会被要求参与协助。他表示，具体
的事故原因，需要以调查结果为准。

业内人士分析事故四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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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准备备降到成功降落，机长刘传健用了27分钟。
5 月 14 日早上，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在从重庆飞往拉

萨时，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突然破裂脱落。由于失压，驾
驶舱气温迅速下降到零下 40 多摄氏度，大多数仪表都已失
灵。

危急时刻，机组成员靠目视和手动操作，成功将飞机从
32000英尺（约9800米）的高度备降到成都双流机场。

空客中国公司已经指派技术团队，为由中国民用航空
局主导的事件调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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