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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十多年前，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从理论心理学转向应用心理学，偶然间进入到了

交通心理学领域。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使我越来越认识到交通心理学不但有重要的社会价

值，而且有广阔的科学研究天地。

交通是人类实践本性的现实表达，是人类实践能力发展的外化标志。人类交通工具的

改进，交通体系的完善，交通文明的进步，直接推进了社会发展。要致富先修路，成为当

代我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坚定理念，也深刻地揭示了交通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交通

工具的发展表征了人类空间移动能力的提升。陆地交通从畜力车，到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电气机车，再到新能源动力车；水上交通从独木舟、风帆船，到万吨巨轮；最后，人类克

服了地心引力，一冲而跃，翱翔蓝天。航空是人类最具魅力的交通方式，当然，也是最有

前景的相关科学研究领域。

2021 年，我在成都见到了一批既具有极高学术素养，又富有青春才华的航空心理学

工作者。他们锐意进取，坦言要编撰一本航空心理学专著来展现他们的学术实力。2022 年，

一部《航空心理学概论》的书稿摆在我面前，兑现了他们的诺言。而当我读过书稿后，强

烈地感受到它的鲜明特色。

一曰，立意新颖。《航空心理学概论》一扫以往学术著作的叙事八股，布局谋篇舍小

求大，突出优势。作者聚焦航空心理学热点课题，反映航空心理学研究的重大关切，在进

展上下足功夫。新方法、新研究、新理论、新技术，直接把读者引领到航空心理学的研究

前沿。

二曰，直面现实。《航空心理学概论》关注航空交通实际，以问题为驱动力，紧紧围

绕飞行员的选拔、疲劳、注意、空间定向、人机交互、心理健康等亟需解答的实践课题，

深入分析内在机制，陈述制约因素，指明解决路径，提供解决办法。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

系，看重《航空心理学概论》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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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学养极高。《航空心理学概论》的每一部分作者都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们有

的来自飞行一线，功勋卓著；有的出身名校，师承大家。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他们发

表了大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众多奖项和荣誉称号。丰厚的学术积淀使得他们在撰

写相关部分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淋漓展现了他们的学术造诣。

我是航空心理学研究的外行，《航空心理学概论》的作者出于礼貌邀我写几句话，也

正是有着共同的学术志趣，我便欣然写下读过《航空心理学概论》的所思所感。一个外行

说的话不免有时会文不对题，浅尝辄止，挂一漏万。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航空心理学

概论》的作者们包容。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在航空心理学领域有更大的作为，助力我国航空

事业的发展。谨此。

常若松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22 年 3 月 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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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航空业历来非常重视安全，当前的航空安全水平主要受制于人的因素：统计表明，由

人的因素（人因）导致的航空事故占比超过 70%。航空人因关注的焦点在于“人”，它是

一门由多个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学科，其中航空心理学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只有充分

认识和理解关于人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人员选拔、培训、航空器设计制造等航空

实践中，才能进一步降低人因事故占比，提升航空安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本书编写组

依托数十年的教学科研积累，详细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就航空心理学里的几个重要

课题展开论述，以期促进航空从业人员对航空心理学的认识。

本书共有 7 章，第 1 章介绍了航空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历史，随后的各章分别阐

述了心理选拔、航空生理、注意与告警、空间定向障碍、人机工效和心理健康等内容。在

各章编写时，注重理论研究与航空实践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未来展望相结合，不仅详述了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还提出了编者的思考，特别是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此外，也花了大

量篇幅介绍新技术在航空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运用，如脑成像技术等。

本书可供航空心理学、人的因素、航空安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阅读和参考，也适合心

理学、工效学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参阅。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受到了民航局项目“飞行技术专业政校企多方协同育人模式改革

与实践（项目编号：MHJY2022007）”“中飞院‘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点建设（项目编号：

MHJY2022021）”及自科基金委重点项目“基于循证原则的中国民航运输航空飞行员核心

胜任能力理论体系与评估技术研究（项目编号：0062113）”的资助。

本书由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航空心理学教研室长期从事航空人因教学与研究的几名

教师共同执笔完成。全书分工如下：第 1 章由全体编者共同完成，第 2 章由孟豫编写，第

3 章由陈曦编写，第 4 章由彭姓编写，第 5 章由张雪编写，第 6 章由蒋浩编写，第 7 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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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琪编写；全书由蒋浩统稿。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罗晓利教授提供

了大量的资料，并对第 7 章的内容撰写进行了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另外需说明一

下，本书的参考文献编排采用了美国心理学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

格式。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王欣编辑和出版人员付出了大量辛勤工作，

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的能力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同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

赐教，批评指正。

编者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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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航空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

1.1.1  航空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航空是指载人或不载人的飞行器在地球大气层中的航行活动。广义的航空心理学

（aviation psychology）是指研究所有与航空活动密切相关的人员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科

学，这些人员首先包括与飞行员产生最多交互的机组成员，其次包括乘务、机务、安保、空管、

签派等其他人员，还包括但不限于在训飞行员（飞行学员）、地服人员、乘客、合格证持

有人（通常指航空公司）、飞机设计工程师等。狭义的航空心理学特指研究航空活动中的

飞行人员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科学。

航空心理学是心理学与其他有关学科交叉形成的一门应用综合性学科，包括认知心理

学、工程心理学、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人机工效学、临床医学等学科在航空领域的具体应

用。航空心理学以提升航空运输的安全性为根本目标，研究飞行人员在飞行活动中的心理

和行为特征，提高飞行活动效率，充分发挥飞行器的技术性能，维护与促进飞行人员心理

健康，以顺利完成各项飞行任务。从学科分类来说，它既是航空航天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又是心理科学的一个分支。

航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航空活动中的飞行人员，具体来说，是这些人员在航空活动

中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规律。从理想状态来说，这些飞行人员应该具备稳定完成飞行任务的

能力，并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具备处置各种事故和紧急事件的能力。但这些能力不是天然

的，需要进行干预，从职业入口来说，需要进行人员选拔；从飞行器来说，需要提升人机

交互的协调性；从机组搭配来说，需要进行人员沟通、协作及决策能力等的训练；从终生

绪    论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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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来说，需要从监管当局到具体组织部门对其身心健康进行有效的维护和促进。

1.1.2　航空心理学在飞行活动中的重要性

航空作业环境与人类已经适应了的地面生活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异，低温、低压、三维

空间复杂应力、高载荷、噪声、震动等，对我们的生理适应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的人类心理活动也相应受到影响，如空间认知、情绪状态、决策行为、人际交往等；而随

着现代飞行器的不断发展，飞行过程中人 - 机 - 环境 - 组织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相

对快速发展的飞行器而言，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的进步极其有限，作为航空活动中的关键

环节，其弱点也在不断被放大。近些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由“人”这个关键要素直接引发

的空难和严重事故征候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70%，因此，研究飞行中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的

问题，如何提升飞行安全，是航空事业发展的一大痛点，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近年来，

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以及由美国及欧洲开始兴起的“单人制座舱”甚至是“无人座舱”

的概念，也对人在飞行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发起了挑战，使得航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

进一步拓展。

1.1.3　航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随着航空技术和覆盖领域的不断扩大，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不断进步，加之航空活

动对社会影响不断加深，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被应用到飞行实践当中。目前，航空心理学

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职业胜任性

从一开始，飞行活动就面临飞行训练淘汰率的问题，较高的淘汰率增加了飞行训练成

本，而降低淘汰率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行职业胜任性选拔。长期的飞行实践表明，有些

人更适合飞行，适合飞行的人除了必须具备的体格条件外，还应该拥有良好的心理运动技

能、认知加工能力和与飞行活动相匹配的人格特征。因此，必须选拔更适合飞行的人进入

职业飞行员队伍，这是个体整个职业生涯的入口。因此，职业胜任性的相关研究是航空心

理学的重要部分。

最早研究飞行人员的能力、人格特征以及职业胜任性选拔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的，“一

战”“二战”期间，军事飞行人员的心理选拔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二战”后，民航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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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心理选拔逐步从军事人员心理选拔中独立，自成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后，基于计算机

系统的应用逐渐普及，能力倾向测验、认知测验、心理运动和个性测试综合成一体，提高

了测验的效度。随着近年来驾驶舱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人 - 机接口的改变，人 - 机功能划

分的重构，飞行员的职业胜任力出现了新的要求，必然给飞行人员的心理选拔工作带来新

的课题。

飞行人员的选拔从早期单纯的人员体格标准，到医学检查，再到加入心理选拔程序，

近年来，职业胜任的提法逐渐被接受，其内容也有相应的拓展，但总的来说，各民航大国、

民航组织，甚至各大型航空公司对于飞行员职业胜任性的内容和测定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

异，并未形成一致标准。

2. 人机工效

飞机驾驶舱设计中的人机工效问题是指秉持“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以人 - 机器 -

环境 - 组织为研究对象，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力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应用于系统设计，

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见图 1.1）。人机工效问题是航空心理学的研究重点，

涉及驾驶舱的功能和布局、操纵和显示、告警和应急处置等系统，主要应满足 3 方面的要求：

一是工作效率，操纵者在感知信息和做出反应上应省力和不易出错；二是安全，操纵者不

图 1.1 驾驶舱人机工效设计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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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到伤害；三是舒适、易操作。目前，航空心理学已经对航空仪表的显示方式，表盘的

各种成分，仪表排列位置，仪表的小型化、综合化，以及操纵用的开关按钮，手柄的颜色、

形状，操纵方式等，做过大量试验研究，并已经将研究成果用于新型飞机的设计、制造（钮

松，2013）。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民用飞机的智能化、自动化和舒适性的要求不断提升，民

用飞机驾驶员与设备仪表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来很多需要飞行员手动操纵的

设备，现在实现了编程自动化运行；原来需要飞行员自己计算的数据，现在由飞行计算机

动态提供；座舱内仪表设备的功能更加完善，功能模块化逐渐成为主流。随着这些技术的

进步，机械故障所直接引发的飞行事故占比下降，人的差错所导致的飞行事故成为主要因

素，因此，民机及其驾驶舱的设计越来越需要考虑适应人的特性，尽量减少人的操作过程、

信息读取、控制输入、信息沟通等方面的差错。

3. 飞行员空间定向

在飞行初期就已发现，飞行时若天气晴朗，能见度好，天地线清晰，地面有明显的地

标、地物可供定向，飞行员就可以很好地进行空间定向。一旦天气变坏，空间参照模糊，

飞行员就会很快失去目视空间定向能力。航空业界使用各类航行仪表，如地平仪、姿态仪

等，用以指示飞机的飞行状态、飞行方向、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等，帮助飞行员进行飞行

空间定向，从而实现全天候飞行。

空间定向能力是指人对自己在空间的姿态、位置和运动的判断及认识能力。飞行空间

定向障碍（spatial disorientation in flight）亦称“飞行错觉”“失定向”，是指飞行中飞行员

对自身和飞机的状态、位置、方向、运动及飞行环境的不正确知觉。空间定向障碍是威胁

飞行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报道，几乎所有的飞行人员在其飞行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体

验过飞行空间定向障碍，由此引发的事故占比在 20% 以上（见图 1.2）。各国的心理学学

者对空间定向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空间定向是大脑对人体相

对于地面位置和运动的知觉，这种知觉是由各感觉通道传入的空间信息通过加工、处理形

成的，它的作用是使人的机体与环境保持平衡，能够使人在动态、连续变化的环境里，于

意识中真实反映出自身的空间状态和空间位置。飞行空间定向障碍的生理机理一直是世界

各国学者较为困惑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尚未完全解决。在长期的研究中，学者们达

成了一个共识，认为：飞行中空间定向能力出现障碍，其本质是由于飞行员在三维空间运

动环境中心理和生理上的不足所致，主要源于在视觉参考不良甚至失去视觉参考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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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中仪表视觉失去主导作用，经各感觉通道传入的错误空间信息或中枢对空间信息处理、

整合错误，在空间知觉形成中起主导作用，是飞行中飞行员空间定向发生障碍的基本机制。

4. 应激

应激（stress）是指机体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刺激时所出现的全身

性非特异性适应反应，又称为应激反应。应激的最直接表现是精神紧张。在航空心理学中，

心理应激是一个重大课题。飞行中的应激源对飞行员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一般工作中应激

源对其工作人员的影响，特别是军事飞行更为突出。在飞行人员、飞机、环境和飞行任务

构成的这个闭环信息交换系统中，飞行人员处于关键地位，起主导作用。他们不仅要掌握

飞行操作，还要及时处置各类特情，在条件发生变化时，还需要及时调整处置措施，从而

保证飞行安全，发挥飞行器的最大效能。因此，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在实际飞行中，这种

工作性质都会给飞行人员带来强烈的心理应激和生理应激，这也对航空心理学的研究和实

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般认为，应激管理是个体在应激事件中，对该事件做出认知评价

后，为解决或消除该事件所采取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措施。飞行实践表明，对飞行应激事

件的应对方式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也是有效的。因此，研究飞行员对空中应激的应对方

图 1.2 空间定向障碍引发的空难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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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特点，纠正错误的、训练学习正确的应激管理方式是必要的。

飞行人员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会遇到各种生活事件。有的生活事件会使飞行人员

产生相当强烈的应激反应，进而不利于飞行活动的顺利开展。在遇到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

如严重机械故障、劫炸机或者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如非典、新冠疫情等）时，飞行员都会

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因此，各部门需要协同做好心理卫生工作，培养健全的人格，以维

护飞行人员的心理健康，防止心理失常和心身疾病的发生。

5. 心理健康维护

随着航空器可靠性和飞机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飞行员的体力负荷逐渐减少，但面

临的心理负荷和压力却有增大的趋势。飞行员从事着高技术、高难度和高风险的飞行任务，

经常暴露在高应激作业条件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我国民航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飞

行员的工作任务与安全责任压力越来越重，加上驾驶舱空间狭小，压抑的工作环境、持续

的高应激状态和昼夜节律的扰乱等都极易引发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经济变革的日

新月异，使飞行员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引发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等的日益复杂化，有可能导致飞行员价值观、职业观等的缺失

和错位；而飞行员面临的转机型、晋升的竞争、技术停飞等职业生涯发展问题，容易使其

产生焦虑、困扰、情绪懈怠等心理问题。

因此，Roberts 等人（1999）曾指出，预防和减少飞行事故发生的重要环节是及时发

现那些情绪不稳定的飞行员，并给予必要和及时的心理干预，以保证飞行驾驶作业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因为飞行员情绪不良会严重影响其任务绩效。从心理健康角度分析，严重的

心理障碍会显著降低飞行作业的安全绩效，美、日的研究报告中已经指出，飞行员的心理

健康问题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21 世纪以来，因飞行员自杀而造成的空难已有近 10 起，

这从一个侧面警示了飞行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此外，物质依赖和成瘾也是飞行员心理健

康中非常突出的问题（Sloan & Cooper，1986）。由此可见，开展飞行员情绪及心理健康与

驾驶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建立相应的情绪与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及处置方法，是当前航

空心理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且艰巨的任务。

1.1.4  航空心理学的研究原则

开展航空心理学研究，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客观性与科学性原则。研究者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主观臆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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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活动的具体实施和运营现实为研究基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反映航空活动的特点，

在一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究事物的原则。

（2）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要求研究者必须认识到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的相互作

用，认识到航空心理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是航空活动中的人、事、物，

其研究结果的正确与否需要在具体的航空活动中进行检验，研究成果需要为具体的航空活

动服务。

（3）发展性原则。由于成为职业飞行员的过程艰辛且漫长，飞行人员的心理始终处于

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因此，需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飞行人员的心理状态变化，比如心

理状态的认定，不能仅凭一次检查及格就进行判定，除必须分析其过去经历之外，还应在

不同的事件间隔中，进行多次检测，从而进行较为全面的判定。

（4）系统性原则。人的心理是一个多层次的、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系统。心理状态与

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相互调节，它同人的躯体、外部世界和人的外部活动密切相关。航空

活动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需要把人放在这个巨大系统中，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和航空人员的能动性角度去考察他们的心理，揭示其心理活动规律、工作效率和个体差

异的本质。系统性原则也要求，在航空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有整体观点和层次结构观点，

必须从心理活动的各个层次和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系统的认识。

 1.2  航空心理学的发展简史

1.2.1  国外航空心理学发展

谈及航空心理学的历史起源，就要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个国家关于飞行员的

心理选拔。本节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简要回顾国外以及国内航空心理学的发展历史。

1. 第一次世界大战

随着 20 世纪初航空产业的兴起，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开

始关注飞行员能力以及环境对飞行员的影响等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者开始将

研究重点从飞行员生理指标方面转移到改善设备性能以及飞行员选拔和培训上，由此催

生了航空心理学学科的诞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航空心理学的开端（刘乃杰，1990）。研

究者对国外几个重要国家在此期间航空心理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如下的总结（Ko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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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德国 德国在 1915 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武装部队心理测试中心，其目的是为德国

选拔合适的汽车驾驶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测试在德国被用来选拔飞行员、声呐探

测员和高射炮手等。随后，该中心开始关注飞机设备性能，例如对飞机控制器和显示器的

研究，以及航空环境对飞行员的影响，包括飞行高度、重力、噪声、温度以及其他应激源

对飞行员的影响。

美国 在“一战”初期，美国心理学会（APA）设立了航空心理问题委员会，1918

年 11 月，该委员会成为了美国国家研究协会下属的一个小组。两名早期成员 W. R. Miles

（第 40 届 APA 主席）和 L. T. Troland 致力于开发心理和生理测试，以确定人们的飞行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进行了许多研究，涉及飞行员的选拔以及压力对飞行员的影

响。1917 年夏，John B. Watson 少校被上级指派制定人员选拔方法，他召集了一批心理学

家，与医疗官员和生理学家共同研究航空问题。1917 年 10 月，美国军事部门委托医学研

究会对飞行中影响飞行员的医学和身体因素进行研究。Knight Dunlap（第 31 任 APA 主席）

在医学研究实验室心理科进行一系列心理测试，包括如何预测航空预备人员应付高空飞行

的能力。Bagby（1921）报告说，他们使用亨德森呼吸器来模拟高空飞行，进行了一系列

的感觉运动操作、记忆和注意力测试，后来发展成为航校学员的标准化测验。1917 年 4 月，

美国航空部只有 52 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到“一战”结束时，美国在前线共有 740 架战

斗机和近 1400 名飞行员。

意大利　意大利在培训飞行员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工作是在初期研究比

较了优秀、平庸、低水平的飞行员的表现，得出的结论是优秀的飞行员具有良好的注意分配、

注意广度，其心理活动的恒定性、精确性和协调能力良好，具有足够的情绪反应抑制能力，

能使上述机能不受情绪刺激的干扰。此外，还进行了反应时、注意、情绪稳定性、肌肉感

觉、肌肉知觉和平衡感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贝雷尼转椅测验、旋转眩晕测验和倾斜测验

用于考察航空预备人员的平衡感。在测验中，被试者需要确定自己的方位并要忍受强烈的

眩晕之苦。除此之外，意大利对前线执勤中神经衰弱的飞行员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的视

觉反应时间比其他飞行员长，但是他们的听觉反应时间比其他飞行员更快。在情绪反应的

研究中使用手枪射击、汽车喇叭或者爆竹作为情绪刺激，观察飞行员的血液循环、呼吸频

率和手部震颤。总体而言，意大利倾向于建立申请人的整体概况。

法国　法国强调反应时和情绪稳定性。他们对情绪稳定性的研究使用了一个与意大利

类似的测验。但是，法国将反应时和情绪稳定性的测验结果综合起来分析，并鉴别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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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预备人员。其中两类属淘汰之列：一类是其反应时偏离正常值太大，情绪反应过于强

烈；另一类是反应时起伏不定，但情绪反应并不过激。

英国　英国的研究人员很少关注反应时和对情绪刺激的反应。相反，他们关注高空飞

行和简单的运动协调测验的效果。大部分实验设计用于收集生理数据，比如脉搏、血压、

呼吸的力度和频率等，他们会使用一些压力计。协调性测试则包括用脚跟到脚趾的方式行

走、单脚转身、单脚站立 15 s，睁眼行走或闭眼行走，以及测试手和舌头的震颤。研究发现，

震颤的出现与飞行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2.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和停战以后，驻扎于欧洲的美国远征军的医学研究实验室

中的官员对飞行员进行了许多实验，以确定那些成功飞行员的个人特征。Dockeray（1921）

通过训练、执行任务等现场研究方法对成功飞行员的人格进行了探讨。他的结论是，飞行

员最重要的是能够具有快速适应新情景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随着美国航空业的发展，

飞机飞行高度和速度的纪录不断被刷新。此时，航空心理研究也转向了飞行高度对人的影

响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德国开始重建其军事力量。1920 年，德国战时内阁发布命令，

要求发展军事心理学，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相继成立了心理测验系统和完善的选拔程

序，截至 1927 年，所有接受军官培训的候选人都进行了心理检查。德国心理研究所的主

任 Paul Metz 于 1939 年在陆军心理选拔系统的基础上着手开发了德国空军招飞心理选拔系

统，1942 年开始正式使用。具体招飞工作在各地招飞站进行，由人事军官和医生共同实施。

通过纸笔测验、体能测验、面试和个人资料分析等方法来考察候选者的技能、人格、智力

和一般素质。其中，面试和个人资料分析结果是最重要的。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情况

1939 年，美国国家航空心理学研究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支持并极大地推动了航空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1945 年 5 月，美国 Wright 基地航空医学实验室的心理学组，在 Paul 

Fitts 的领导下，开始了战时人的因素的研究工作，包括飞行失误方面的研究，例如飞行员

的眼球扫视行为、飞行操作中的人机因素等。其研究领域甚至超越了航空心理学范畴，包

括人机配备、评价人操作特性的方法等。因此 Paul Fitts 不仅被认为是航空心理学的创始

人之一，而且也被认为是整个现代人因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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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剑桥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德国慕尼黑的航空科学研究所对

飞机设备与心理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美国实施了一项陆军航空队航空心理学研究方案，

有 150 多位心理学家参与这项研究，有 1400 多位拥有心理学背景知识的人成为辅助工作

人员。这项研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这项研究能以相当高的准确率选

取飞行员，并确保他们成功地完成任务。这项研究的内容并不局限于飞行员的选拔与分类，

也包括飞行员训练，以及研究在特定装备条件下的人为因素。上述成果在 1947 年被完整

地记录在一套 19 卷的航空心理学丛书中，后来这些书被称为“蓝皮丛书”（blue books）。

在蓝皮书的第一卷中，作者 John Flanagan给出了整个美国陆军空军航空心理学计划的概述。

其他部分则由其他从事航空心理学的专家编撰。该书第四卷中由 Arthur Melton 所编撰的

《仪器测试》（apparatus test），第八卷中由 Nel Miller 所编撰的《飞行员训练的心理学研究》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pilots training）被认为是航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第

19 卷中由 Paul Fitts 编撰的《装备设计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equipment 

design）被认为是人因工效学的第一本重要出版物。

“二战”期间，航空心理学家的研究强调操作者的选拔和训练，包括飞行员、领航员、

投弹手，以及这些人与正在开发设备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少量研究关注疲劳、警觉、目

标检测、高 G 加速度、防护服、极端海拔和温度下的特殊装备，其中最著名的实验是在

哈佛大学所进行的高空通话言语理解研究。应该指出的是，航空心理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

美国陆军航空队，海军也有许多同样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航空心理学家进行了一些

心理运动测验，陆军 α 测试和个人传记分析方面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航空心理学发展迅猛。Gordon（1949）研究了当时的民航

飞行员心理选拔方法的效度，结果发现有七项指标不能有效区分合格飞行员和不合格飞行

员，因此他建议应该开发新的心理选拔工具和更客观的飞行员技能评价方法。McFarland

（1953）总结了航空心理学及航空中人的因素的几乎所有方面，以及航空医学、生理学和

工效学设计问题。

“二战”后，Arthur W.Melton 和 Charles W. Bray 成立了空军人力和训练研究中心

（Air Force Personnel and Training Research Center）；海军的航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机构是

Bolling 基地的海军电子实验室（Naval Electronics Laboratory）。很多“二战”期间在部队

工作的航空心理学专家在战后进入大学和地方机构，因此，航空心理学在科研机构得到了

发展。

1946 年 1 月，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了航空心理学实验室。Williams（1949）进行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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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包括飞行阶段飞行员训练、显示与操控以及如何将飞行员在模拟器中形成的技能迁

移到实际飞行中。这个实验室的研究还包括任务分析、飞行显示系统和操控系统设计等。

Williams 从 1946 年开始，领导了这个实验室 10 年，将其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航空心理学实验室。著名航空心理学家 Roscoe（1980）甚至将其称为“航空心理学之父”。

后来，这个实验室更名为现在的航空研究实验室（Aviation Research Laboratory），目前仍

然是世界上航空心理学领域最好的实验室之一。

1945 年 1 月，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了航空学院中西部航空心理学研究所。研究所中

进行对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应用光学、医学、工程、气象学和农业学交叉研究的综

合计划。1949 年，Paul Fitts 指导建立了俄亥俄州航空心理学实验室（Ohio States Aviation 

Parapsychology Laboratory）。此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渡大学（Purdue）也成立了航

空心理学研究机构。但总体来说，伊利诺伊和俄亥俄州的实验室是这一领域最活跃和领先

的。还有一家教育机构必须要提到，那就是俄亥俄州的海德尔堡（Heidelberg）学院。这

所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院是美国唯一的本科生航空心理学教育机构。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民航管理局在国家航空心理学研究委员会的技术支持下进

行了许多航空心理学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是由各大学完成的。1950 年，民航领域的航

空心理学研究成果被汇集成册，称为“灰皮报告”（gray cover reports）。

1.2.2　国内航空心理学发展

相比于国外航空心理学如火如荼的快速发展，我国航空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

于 1958 年我国才逐步开始进行有关飞行员飞行能力的研究，初期主要聚焦于飞行员的心

理选拔问题，可以说“心理选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国内航空心理学的代名词（游

旭群 等，2017）。

1. 飞行员心理选拔研究的发展

以 1987 年国内招飞体制的改革为界，飞行员心理选拔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由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陈祖荣教授团队与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合作，通过借鉴国外研究结果与开展国内调研，提出了飞行能力的概念和

三级心理选拔系统，即招飞点—预校—航校三级选拔。其中招飞初选阶段采用纸笔测验，

给定淘汰率为 7%~15%；飞行预备学校阶段采用仪器选拔，累积淘汰率定在 15%~25%；

航空学校阶段采用仪器检查并参考飞行练习器或模拟器成绩，淘汰率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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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国城，2002）。通过一系列研究，团队完成了飞行学员五项纸笔测验和五项仪器测验的

研制（肖玮 等，2018），但由于历史原因，只有纸笔测验通过军委批准，在全国招飞中

正式推广并得以运用。

第二阶段始于 1987 年，招飞体制改革后招飞工作由空军组织实施，空军航空医学研

究所在空军要求下组织军内外专家从 1988 年起进一步深入开展飞行员心理选拔研究，王

辉、孟宪惠等人在三级选拔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筛选—控制”选拔体系的构想。该体

系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连续性。“筛选”是指对受检者学习飞行必需的心理品质进行心

理选拔；“控制”是指对某些暂时不合要求但可塑性较强的心理品质进行心理训练，使学

员的心理品质朝着有利于学习飞行的方向发展，同时又可以根据训练情况做进一步的筛选

（王辉 等，1992）。该体系将与飞行有关的心理品质概括为智能效率（包括注意分配能力、

应变思维能力和运动协调能力）、行为控制能力（主要指情绪控制能力）和人格因素（即

个性）三个方面，并以此作为心理选拔和训练的基本内容。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在开展“筛

选—控制”选拔体系研究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纸笔测验和飞行员专用的个性问卷

研究，并分别在 1989 年和 1994 年得到推广应用（武国城，2002）。

1994—1997 年，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办公室组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

学心理系、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和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等军内外单位的心理学专家组

建了“飞行人员职业心理选拔系统”联合攻关组，开展了全面、有效的系统研究。该项研

究将基本心理品质、飞行综合信息处理能力、任务负荷条件下的生理心理特征、专家面试

等技术进行有机结合，研制出由 3 个检测平台、1 个主检平台和 1 个专家组组成的招飞心

理选拔测评系统。第 1 平台是多项心理测评仪，可同时测评 36 人，主要检测基本认知能

力、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和飞行动机；第 2 平台是计算机控制下的仿真座舱，主要检测飞

行特殊能力、情绪稳定性操作指标和生理指标；第 3 平台是专家面试辅助检查平台，主要

进行室外活动观察、情景模拟测验和心理会谈。主检平台通过局域网对各平台进行控制和

管理。专家组由招飞专家组成，负责最后把关。该系统预测效度为 0.56，预测符合率为

82.4%，成为我国军事人员心理选拔领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要研究。该系统的检查方

法于 1999 年被制定为国家军用标准（GJB 3725—1999《招收飞行学员心理检查要求与方

法》）并颁布实施（武国城，2002）。

至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组织过的这三次大规模研究在实际应用

中产生了较大的军事与社会效益，但研究与应用主要集中在飞行学员初选阶段，对于现役

或在职飞行人员的心理评定来说相对薄弱。



13

第 1 章   绪 论

2. 空间定向问题研究的发展

由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于立身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皇甫恩教授等人开展的空间定向研

究，在预防严重飞行事故的发生、提高飞行学员心理选拔的准确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奠

定了飞行人员空间能力的检测和判定基础，推动了国内航空心理学的发展。

在该领域的早期研究中，有关飞行错觉的研究数量最多，且成果显著，主要涉及飞

行错觉调查、飞行错觉发生机理、地面与空中模拟飞行错觉、心理生理训练、前庭功能与

飞行错觉、飞行错觉的鉴定预防和治疗等方面。但早期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为

仅注重从生理特点和外部环境的角度出发，缺乏以心理学为主线的飞行空间定向障碍研究

（皇甫恩 等，1994）。

从 1980 年起，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心理学教研室在感觉生理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

神经心理和认知心理方面的研究，扩展了对飞行空间定向障碍的认知和理解，形成了大量

新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耳石器与空间定向障碍，空间认知特征与飞行能力的关系，空

间认知特征与飞行错觉水平的关系，场独立性、场依存性与飞行空间定向的关系 4 个方面，

同时还揭示出除认知能力外，飞行员的情绪与人格特征对飞行空间定向也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启示航空心理学在研究和实践中应关注飞行员自身、飞行器和飞行环境 3 大因素间的

相互作用，并考虑多学科的融合与协作（皇甫恩 等，2000）。

3. 其他方面研究的发展

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外已将飞行员心理训练视为重要研究内容，情境意识训练、

机组资源管理训练等更是热门话题，但国内相关的研究还未开展。国内主要关注的模拟器

训练也缺乏相应的心理学研究，不利于摸清其正、负迁移规律，找出训练时间与迁移率的

关系，制定合理高效的训练教程。

此外，在同时期国外进行的关于飞行恐惧症行为治疗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国

内在这一方面仍是空白。国内的心理卫生工作仅限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飞行人员

面临的生活事件、愿望挫折等心理社会因素，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心理卫生措施。

人机工效方面的研究在此时期较国外成果也相对滞后，国外在全息平视仪、准直显示

器、多功能显示器、夜视装置、头盔显示器、头盔瞄准具、握杆操纵（hand on throttle and 

suck，HOTAS）、编程开关、话音控制装置等方面的研究相当活跃；而国内专家围绕的人

体测量、综合电光显示、话音告警、握杆操纵等的研究总体来看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

研究手段相较落后，在飞机设计中还远未占据应有的地位（武国城，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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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航空心理学的研究新进展

1. 飞行员胜任特征

在飞行员初始选拔中主要基于基本的飞行能力，它包括特殊能力、个性特征和飞行动

机等内容。但是，经过这些选拔后的飞行员在后期的训练中以及执行任务中的飞行能力却

难以评估。为此，近年来，研究者引入了管理学中“胜任特征”的概念，试图建立飞行职

业胜任特征模型。根据这些模型不仅可以对不同的飞行员进行合理的飞行训练或飞行排

班，还可以进一步选拔出能适应各种危机情境的飞行员。

胜任特征通常是指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潜在的、

深层次的特征。目前主要的胜任特征模型有 3 大类。第一，冰山模型将胜任特征看作一座

漂浮在水面的冰山，知识和技能属于冰山以上的部分，是看得见的，而社会角色、自我认知、

特质和动机则是隐藏在冰山下的更大的一部分，这是看不见的。第二，洋葱模型将胜任特

征分为 3 层。最核心的一层是动机和个性，中间层是态度、社会角色、自我形象和价值观，

表层则是知识和技能。第三，金字塔模型认为胜任特征包括处在金字塔底的天生的能力和

处在金字塔上层的后天获得的能力。这些模型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组成胜任能力的不同成

分的特点。

要想建立飞行职业的胜任特征模型，就需要首先对飞行进行工作分析。国际民航组织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颁布的面向航线运输飞行员的行业指导

性文件中，就对核心胜任能力的评估指标、识别能力的情景要素制定了具体的规范。因而，

飞行员的胜任特征模型应该是基于这些被拆解开的各项评估指标来建立的。在民航领域，

有 Roe（2002）提出的民航飞行员胜任特征等级模型。该模型指出飞行职业胜任特征包含

3 个等级：胜任特征、次级胜任特征和基础胜任特征。胜任特征如完成着陆的能力；次级

胜任特征如向飞行计算机输入指令的能力；而基础胜任特征如交流能力、认读仪表的能力。

在军事领域，有苗丹民等建立的年轻飞行员胜任特征心理品质评价模型和宋华淼等建立的

军事飞行职业胜任特征模型。后者将军航飞行员的胜任特征分为 3 个结构：心理动力、个

性特质和心理能力。这三者用洋葱模型来构建，最内核的是心理动力，中间的是个性特质，

最表层的是心理能力。

目前，飞行职业胜任特征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胜任特征评价指标不够完整，

合理性还尚存疑问，后续还需要探究更多深层次的胜任特征。另外，目前的研究还未跟上

飞机性能的发展。很多新飞机的装备和性能大大提升，对飞行员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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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胜任特征模型的应用体系也不完善，目前更多的还是关于飞行员的知识、能力、个性心

理特征等的理论研究，在应用上主要是在选拔方面，而在培训、评估方面的应用较少。

2. 驾驶舱显示系统的优化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驾驶舱设计从简单慢慢变得越来越复杂。驾驶舱设备从全机械

仪表、手柄开关发展成为复杂的机电仪表、灯光音响信号和各种旋钮。数十个仪表，百余

个开关遍布驾驶舱上、下、左、右，驾驶员需全方位操纵。在这一阶段，驾驶舱的布局传

达给飞行员的信息有限，缺乏综合信息，缺乏自动化的综合控制和闭环控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驾驶舱向工作站方式推进，显示器平板化，玻璃驾驶舱得到普及。

传统的飞机驾驶舱设计是以机器为中心的设计，基本遵循以技术为中心的理念，将飞

行员的体验和需求放在次要位置，飞行员对驾驶环境的适应能力需通过大量的训练来实现。

现代驾驶舱设计则贯彻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要求飞机驾驶舱的设计与飞行员的能力相

匹配，保证驾驶舱的显示系统、操作系统设计与飞行员的认读能力、判断能力和操纵能力

相协调，为高效的飞行操作和圆满完成任务提供保障。

具体改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集成显示。在以往使用的电子机械设备的驾驶舱中，只能显示孤立的离散信息。

现在的驾驶舱显示设备则可以显示当前背景下的更有用的综合性信息。这一进步源于多种

技术的共同进步。电子光学时代（玻璃驾驶舱革命）最开始使用相对较小的更耗能的阴极

射线管（cathode ray tube，CRT）。现在，CRT 被液晶显示屏（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

代替，LCD 更薄，产热少，耗能也更少。它能做得更大，还能被做成各种形状和大小。

这种灵活性可以呈现各类任务所需的数据。显示器可以提供两类基本信息：速度类信息、

状态类信息。有两种基本的显示数据信息的方式：纯数字显示器和使用直观刻度的指示器。

在设计驾驶舱显示系统时要考虑到：如果参数值的改变过快或过慢，需要哪种精确度；飞

行员需要多快的速度阅读它们；等等。设计时存在速度—准确率的权衡。能被很快看明白

的信息通常不太精确；而有非常详尽信息的显示则通常需要更多时间去读取。现代电子光

学显示器可以将刻度盘和数字显示集成在一起，同时保证了速度和准确率。

平视显示器。平视显示器在军用航空中用得很普遍，目前也逐渐在商业飞机中使用。

在商业飞机中，平视显示器一般是装置在顶部仪表板上，在需要时向下展开，有点像汽车

的遮阳板。一般主要在起飞和降落时使用，尤其是在可见度较低时使用。平视显示器可以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 60% 以上的无关干扰。在可见度很差的情况下，平视显示器可



16

航空心理学概论

以很好地帮助飞机降落。平视显示器的出现是源于这样一种常常出现的情况：飞行员置外

界活动于不顾，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座舱内。因此，平视显示器将图像显示在透明的光学设

备上，放置于飞行员平视的前方。图像的焦点在无穷远，这意味着飞行员不需要在窗外物

体与平视显示器之间转换视线时重新聚焦。还有一种头盔镶嵌式显示器，与飞行头盔合成

一体，直接将图像投影在飞行员视野内（通常在护目镜上），可以让飞行员同时看到外界

环境和重要的飞行信息。

增强复合视觉系统。另外一种新出现的新型视觉系统能够极大地提高飞行效率，帮助

飞行员更好地起飞和落地。它们可分为增强视觉系统（enhanced vision system，EVS）和

综合视觉系统（synthetic vision system，SVS），具体而言，是将数据库和传感器技术与显

示器结合起来，以提升情境意识。EVS 使用机载数据库增强外部视野。SVS 则不再向飞

行员直接展示外部世界，而是将传感器收集到的外部环境的实时数据和数据库中的信息整

合起来，形成加工后的图像。二者均可以显示在平视显示器上。有些 SVS 将外部真实环

境上覆盖一个帮助装置，该装置将机载数据库和飞机的 GPS 结合起来。在视觉条件较差时，

可以帮助飞行员发现复杂机场的跑道和滑行道，帮助起飞和降落。这些系统将信息（而不

是数据）以自然直观的方式展现给飞行员，大大减少了飞行员对设备数据的理解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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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飞行人员核心胜任能力

2.1.1　飞行职业工作特性分析

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飞行员在三维空间的特殊环境中工作，在高空、高速、高

负荷等激烈的变化中实施操作，其心理机能的发挥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作为保障，因此，

飞行职业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有着特殊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新

设备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飞行员这个职业出现了如下特征。

（1）从飞行作业的性质而言，随着现代航空技术的发展及其成套装备的日趋完善，现

代飞行器的机械稳定性和可靠性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还使飞行员从传统的体力操作型工

作方式向认知、监控的方向转变，短时间内完成大量信息的综合加工、做出准确判断的决

策过程已成为现代飞行活动的主要特征，人的因素引发的飞行事故占比已高达 75% 以上

（Shappell et al.，2007），无疑，这将对飞行员尤其是航线飞行员的记忆、信息加工和逻辑

思维等飞行认知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2）从职业风险角度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的可靠性不断增强，航线

飞行活动具有极强的先进性、异境性、程序性、时限性、突变性和独立性等特征（戴琨，

2010）。飞行员需要在高技术环境、高难度、大容量的心理活动的条件下进行操作。飞行

员的身心负荷大，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来予以应对，以满足职业要求，维持自身身心健康，

否则将带来一定的职业风险，影响飞行安全，如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患各种身心疾病（抑

郁、焦虑、神经衰弱等）（晏碧华 等，2012；You et al.，2013）。

（3）从飞行员培养角度而言，培养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是高素质飞行人才的客观要求，

飞行员心理选拔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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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变化；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素质

训练与辅导，将有助于飞行员更好地增强自身心理能量，促进心理健康；飞行技能的提高

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基础，培养从事飞行职业所需的心理素质，将更有利于飞行员技

术提高与个人成长。

（4）从社会影响角度而言，飞行职业责任重大，飞行员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存

在，因其对公共安全的影响，使其还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虽然在所有的交通运输方式

中飞行事故发生率最低，但由于其事故后果的严重性，飞行事故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

损失，还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需要飞行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等心理素质，以

保证飞机能安全到达目的地。

正是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飞行员这个特殊的职业出现不久，就已经有人意识到，必

须对飞行员进行心理素质选拔，挑选那些能适应飞行职业责任大、难度大、风险大等特点

的候选者，并快速进行大规模应用，今天，不论是民用航空飞行员还是军航飞行员，心理

选拔都是其选拔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本章将对飞行员的心理选拔的历史及未来发展趋势做一个综合的阐述。

2.1.2　飞行人员核心胜任力及其要求

长期以来，飞行能力始终是一个未定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理

解。Fleishman（1930）提出，飞行员心理品质应包括操纵动作的精细性、空间定向能力、

肢体运动协调能力、鉴别反应能力、运动辨别能力、对速度或频率变化的感知和反应能力；

“二战”时期的研究者们把一般智力和心理运动能力等同于飞行能力；Placidi（1955）提出，

果断性、目测力、情绪控制、反应迅速、战斗精神、纪律性、主动精神、动机特点、判断

品质、自信是飞行人员应具备的心理品质。苏联《飞行员和航天员心理选拔》提出，情绪

稳定、神经过程快而强、注意分配广、转移快、范围大和稳定性高、思维属实际类型和有

随机应变能力、良好的空间和时间概念、良好的记忆力、知觉范围广、速度和准确性好、

坚强的意志、飞行兴趣感强是飞行员必需的心理素质（鲍德罗夫，时勘，1986）。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Gantt 等人在调查、分析后指出，飞行能力应该包括：①杰出的心理运动能

力（手、眼协调）；②在加工和综合各类信息的基础上，瞬间的决策能力；③良好的态度

和个性品质（苗丹民 等，2004）。正是在这一定义的前提下，美国空军于 1985 年编制了

基本特性测试（basic attributes test，BAT）。Kaplan 等人（2010）通过引用欧洲民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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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拟纲要提出了完整的欧洲民航心理评估，包括个人信息（如生活、家庭、工作经历）、

基本认知能力、人格（如动机和压力应对）和心理会谈。其中，认知能力测验包括一般能

力（即智力）、言语、数量关系、空间、机械、知觉速度、反应时、仪表理解、时间分配、

注意等方面。然而，这些评估结果不作为选拔的一部分，而是作为选拔结果涉及基本认知

能力和人格等问题时的一种参考。

我国学者曹日昌、陈祖荣、荆其诚、武国城等均对飞行员的心理品质做了研究，如曹

日昌、陈祖荣（1958）提出，感知判断力深度、速度和平衡，注意分配、转移和强度，动

作能力、动作速度、动作协调、动作准确性，情绪意志和思想认识力是飞行员的心理品质

特征。常耀明等人（2013）提出，合格的驾驶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心理特性，其中包括但不

限于迅速而准确的感知觉、广阔灵活的注意分配和转移力、协调的肢体运动、较好的动作

模仿能力、较强的计算和思维能力，以及坚强的意志品质等。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IATA）于 2019 年提出八

项飞行员职业胜任力，分别为程序的应用和法规的遵守、沟通、飞机自动飞行路线管理、

飞机手动飞行路线管理、领导力和团队合作、问题解决与决策、情景意识和信息管理、工

作负荷管理（IATA，2019）。欧洲民航局（EASA）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列为第九项

胜任力。

IATA 还建议，在对飞行员进行职业胜任力的测试时，应使用如下测量维度。

（1）英语水平。作为交流和确保学习、促进全球飞行员流动的不可或缺要素。

（2）基本的心理能力。内容包括：记忆容量，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感知、分类

和转换），空间能力（静态），技术理解，推理（以基本数字来处理信息），逻辑能力，长

期专注。

（3）综合心理能力。内容包括：注意分配，多任务（合并不同任务），心理运动能力 （尾

随追踪、补偿追踪），空间能力（动态）。 

注意：这些维度与飞机的飞行路线管理，手动飞行和自动飞行有关。

（4）运行能力。内容包括：问题解决与决策，工作负荷管理，情景意识和信息管理。

（5）人际交往能力。内容包括：沟通，领导力和团队合作。

（6）性格特质。内容包括：专业精神（专业动机，自律，自我批评，自我组织， 安全驱动，

以社会对抗来处理压力，信息负荷，时间压力），以及程序应用并遵守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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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开展

飞行员心理选拔（psychological selection of pilots）是由飞行专家和心理学专家运用心

理学的方法，共同对候选飞行学员的心理特征进行检测并做出评定，选拔出能够适应航空

职业特征的候选飞行学员（皇甫恩，苗丹民，2000）。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选拔更合适的

候选人进入飞行员队伍；另一方面是降低淘汰率，节约飞行训练的成本；其最终的目的是

维护飞行安全质量。飞行员心理选拔是特殊职业选拔之一，是航空职业选拔的关键组成部

分，是航空航天心理学的重大课题。随着科学技术及制造工艺的发展，组成飞行活动的硬

件及软件系统所导致的飞行事故率大大降低，而人的因素已成为导致飞行事故的主要原因，

心理选拔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2.2.1　国外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开展

1. 军航飞行员心理选拔

最开始对飞行人员进行心理测评是源于战争的需要，在战争中获得的经验使得人们充

分认识到，“人”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核心，而不是机器，求胜的愿望使得作战的双方都

对飞行员的心理品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此，对个体的选拔和训练成为提升军队战斗力

的重要环节（曾思瑶 等，2019）。“一战”时，陆军航空兵就开始使用飞行员能力测试，

以德、美两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首先开始从心理学角度对军航飞行员进行选拔，主要包

括基本认知能力、心理运动能力和人格特征 3 方面（Robertson，2001）。Rippon 最早对飞

行员素质特征进行了描述，开启了对飞行员素质的研究（Boring et al.，1932）；意大利最

先建立了关于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实验室，将考察重点放在快速的反应、精确的心理运动协

调能力和持久的注意力上；Parsons（1918）最早倡导使用智力选拔；海军军医 Backman

（1918）最早使用了心理运动能力选拔测试；美国是“一战”中唯一使用普通智力测试选

拔飞行员的国家；在法国，仪器测试中的血管收缩被认为可以表明飞行员的情绪稳定性；

德国则重点开发精细的仪器测试，以此来测量对失定向的抵抗能力。至 20 世纪 30 年代

末，大多数国家开始把心理运动变量加入到飞行员选拔测试程序之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飞行员素质的研究范围包括反应时间、记忆、注意、辨别力、速度判定、心理健康等。

最杰出的代表是 Flanagan（1941）编制的航校学员入学资格测验（aviation cadet qualifying 

examination，ACQE），用以评估飞行素质。测验包括：判断能力、动机、决策与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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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控制、注意分配 5 项心理素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行员心理素质的研究蓬勃发展，

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选拔系统（见图 2.1）。各国的心理选拔内容不尽相同，但主要包

括 4 个方面：一般能力测评、飞行能力测评、心理运动能力测评与人格测评。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美、

英、德等国首先采用计算机化的心理选拔系统，使心理选拔预测效度提高到 0.47 左右（张

凌 等，2013）。20 世纪 80 年代后，筛选与训练（selection and training）已经成为全球民

航飞行员培养的一个通用模式（ICAO，1989）。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空军飞行员心

理选拔的测验项目发展为 16 项：语言理解、运算推理、数字理解、机械理解、刻度阅读、

仪表理解、旋转木块、隐藏图形等。从 1993 年开始，各国在飞行员心理选拔方面开始用

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仪器测验替代过去的纸笔测验，时间准确性和感觉真实性有了很大的

提高，进而确保计算机测验在选拔飞行员方面有更好的预测性。近年来，飞行员心理素质

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已出现了针对特定机种或特定机型的分层选拔。

2. 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

与执行特殊飞行任务的军航飞行员不同，民航飞行员是指那些以执行日常航班飞行为

主要目的，以机组成员协同作业为主要工作特征的商业飞行人员。由于各自飞行任务的要

求不同，所以，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要求与军航飞行员心理选拔要求之间具有一定差异。

第一，民航飞行员着重注意分配能力，而对于注意的稳定性要求要比军航飞行员要低；第

图 2.1 军航心理选拔纸笔测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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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进的现代电子导航设备以及不需要做大幅度的飞行动作，使得民航飞行员对空间定

向能力的要求要远远低于军航飞行员；第三，民航飞行任务一般需要两名或者多名飞行员

共同完成，同时需要飞行员与空中管制人员进行联系、交流，因为有国际航线任务的民航

飞行员还必须掌握外语，所以，对言语沟通能力的要求，民航飞行员是要高于军航飞行员的。

早期，由于行业发展缓慢，基本上没有建立起行业性的飞行员心理选拔体系，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各航司主要是利用军方已有的选拔技术来改进航线飞行员的选拔过程，其中

比较典型的是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于 1938 年推行的

民航飞行员训练项目（civil pilot training program，CPTP），但此项目于 1941 年随战争进

程而终止。

“二战”后，民用航空发展迅猛，但由于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效

度始终难以得到验证，其有效性和客观性遭到了质疑，航空公司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如

认为一名优秀的军航飞行员自然是优秀的民航飞行员；学业成绩优秀的候选人自然是优秀

的飞行员；等等，种种错误认识和争议，导致航线飞行员选拔工作在“二战”后相当长的

一个时期里，远远落后于军航飞行员的选拔（游旭群 等，2007）。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民用航空业的迅猛发展，航线飞行员选拔工作的特殊性日益

凸显出来，寻求和建立适用于民用航空飞行特点的飞行员选拔与培训体系，已成为各国

航空心理学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为使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快速发展，有些国家甚至成立

了专门的飞行员心理选拔研究和测试机构，如美国的 Armstrong 实验室、德国的宇航中心

（DLR），都有专门的航空航天心理研究所。但各国心理选拔所考察的特征各不相同：如美

国的认知成套化测验（cognitive laterality battery，CLB）用于评价言语连续性与视觉空间

两大认知功能；在德国，由德国宇航中心统一负责民航和军航飞行员的心理选拔，也包括

航天人员的选拔（王爱华，1998），已开发出计算机辅助测评系统（computer assisted test 

4，CAT-4），SCHU-HFRIED 研发的维也纳测评系统（Vienna Test System，VTS），计算机

化飞行员能力倾向选拔测评系统（computerized pilot aptitude screening system，COMPASS）

以及加拿大的空勤人员选拔系统（air crew selection，ACS），这些都是系统集成化的可用

于飞行员素质测评的系统，除 ACS 不包含人格测评外，其余系统均包含智能与能力测评、

心理运动能力测评与人格测评。英国的飞行能力测评系统包括注意容量、心理速度、心理

动力、推理与空间定位的相关测评；法国的心理选拔系统包括认知、心理运动、个性动机、

集体适应、合作关系等；澳大利亚的 Mieropat 测评系统测评多种协调能力，包括时间分配

与注意分配、空间定向、判断与决策、记忆与心算等多种能力；葡萄牙、巴尔干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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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bat-CS 系统测评飞行员的情境意识与耐压能力。除此之外，国外常用测验飞行基本认

知能力的测验还有：表面发育检测 -Vz3（The Surface Development Test-Vz3）的视觉注意

转换测验、S&M 心理旋转测试（S&M Test of Mental Rotation Ability）的空间心理旋转能

力测验、温德利人事测验（The Wonderlic Personnel Test）的逻辑推理能力测验等。下面以

德国宇航中心的心理选拔系统为例作简要介绍。

 该系统所有测试均针对航线飞行员设计，并在德国和西班牙的航线飞行员选拔中具

有很高效度（Hoermann，1999； Neal & Schmitt，2014），其测试包括与优秀航线飞行员职

业特征密切相关的所有必备心理品质，主要包括 3 个环节。

（1）一般能力测试，主要测试 3 个方面：①一般性知识，主要考查候选者通过学习所

掌握的英语、数学和物理知识；②心理感知能力的测试：主要考查候选者的感知速度、注

意分配及转移能力、视觉联想记忆、听觉记忆能力及空间定向能力；③个性心理特征，主

要了解候选者的成就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及情绪稳定性。

（2）心理运动能力测试，主要测试 2 个方面：①手 - 眼（耳）- 脚协调能力（CCT）；

②多任务操作能力（TOM）。

（3）心理访谈，进一步对候选人的个性特征做考查。经过汉莎飞行学院 15 年的应用，

其预测合格率为 97%~98%。

2.2.2　我国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开展

1. 我国军航飞行员心理选拔

我国飞行员心理选拔研究工作始于空军，1958 年陈祖荣等人在借鉴英、美等国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军航飞行员心理选拔的研究，1962 年，陈祖荣等首次提出将心

理选拔与在招收飞行新生时关注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构建出飞行学员全过程心理选拔方案，

提出了招飞点 - 预校 - 航校三级选拔设想，即初选淘劣（纸笔测试，给定淘汰率为 7%~15%）、

预校淘劣（仪器选拔，累积淘汰率定在 15%~25%）以及航校淘劣（仪器选拔结合训练成

绩，淘汰率视情况而定）3 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纸笔测试、仪器测试和个性测试等常

用心理评测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先后研发出 12 项基本能力测验、5 项纸笔测验、6 项仪器

测验以及一套《空军飞行员心理选拔个性问卷》。后来由陶桂枝等继续研究，于 1978 年形

成了 5 项纸笔测试（注意广度、视觉鉴别、运算能力、地标识别和图形记忆）和 6 项仪器

检查（主要包括注意品质和反应动作灵敏性等）心理选拔系统，检查淘汰率为 9.0%，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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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淘汰符合率为 76.3%。1978—1982 年在全国空军招飞中使用，1986 年周家剑在国内首

次将计算机技术用于招飞仪器检查方法，研制了方位辨别反应和手足控制光点运行两种方

法，实现了对操作成绩的实时处理。上述种种方法由于历史原因，只有纸笔测验经中央军

委批准于 1978 年在全国招飞中正式推广应用。1987 年空军招飞体制改制以后，为进一步

提升信效度，1988 年我国空军再次开展了“筛选 - 控制”选拔体系的研究，智能效率测验、

心理会谈和纸笔式心理素质测验在 1989 年向全军推广，飞行人员个性特点问卷于 1994 年

被推广应用，1997 年招飞心理选拔测评系统被研制出来。随后 2002 年，空军又委托中科

院心理所工程心理学实验室对特殊飞行能力进行第二轮实验研究，2003年完成新测试平台，

现已投入招飞使用。国内现有的空军飞行员心理选拔分为 4 个部分：一是基本能力认识检

测，主要检测学生思维、理解、记忆、注意、判断和决策等方面的能力；二是特殊能力检测，

主要检测学生在任务背景下的操纵、协调、反应、注意和空间定向等方面的能力和情绪控

制水平；三是飞行综合能力测试，主要检测学生在模拟飞行任务环境下的操控能力、模仿

能力、注意分配和个性心理特征等；四是专家访谈，通过室外活动观察（模仿操、集体游

戏、球类活动、器械活动、体能测试）和室内面试会谈，判断候选人是否适合从事飞行职

业，是否具备飞行员必要的基本心理素质条件，有无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见图 2.2）。

以上 4 个部分的选拔使用 3 个平台的心理选拔系统。第一平台是多项心理测评仪。可

同时测评 36 人。主要检测基本认知能力、情绪稳定性、人格特质和飞行动机。第二平台

图 2.2 心理选拔仪器测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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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计算机控制下的仿真座舱。主要检测飞行特殊能力、情绪稳定性操作指标和生理指标。

第三平台是专家面试辅助检查平台。主要进行室外活动观察、情境模拟测验和心理会谈。

主检平台通过局域网对各平台进行控制和管理。专家组由招飞专家组成，负责最后把关。

该系统的预测效度为 0.56，预测符合率为 82.4%。1999 年该系统的检查方法被制定为国家

军用标准（GJB 3725—1999《招收飞行员心理检查要求与方法》）并颁布实施，该系统测

验题目的信度和效度都很高，并且题库丰富，有 4 个等效题库。

近年来，我军主力机型在隐身性能、巡航能力、机动能力和信息能力等多个方面的不

断换代提升，这对我军飞行员的身体载荷和认知负荷提出了新的挑战，已有学者认识到心

理选拔应进一步发展，以匹配军事要求的进展，譬如，针对我国第三代战机成为主战机型，

武国城（2002，2005）经过研究，制定了国家军用标准（GJB 4424—2002《歼击机飞行员

心理品质检查方法》），并沿用至今。

2. 我国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

我国民航起步较晚，飞行员选拔研究基本沿袭了空军的模式，至 1989 年，才开始在

民航飞行员选拔中使用心理学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提出民

航飞行职业对飞行员的心理品质要求，包括注意分配能力、动作协调能力和模仿能力、信

息管理能力，以及情绪稳定性、细心和协作性等 5 个方面的技能。1990 年，民航总局研

制出我国民航第一套心理选拔纸笔测验——《民航飞行学生心理选拔智能测试》，包括罗

盘旋转、视觉辨别、空间定向、听觉记忆和人体旋转等，并很快投入使用，其淘汰率约为

15%~20%（Hoermann & 罗晓利，2002）；1995 年 1 月，民航西南空管局开发研制出用于

测试飞行员候选者的飞机操纵能力的仪器——飞机驾驶能力智能评估系统，但因种种原因

未能在我国民航飞行员选拔中得到应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 1994 年，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在 1995 年先后引进了德国民航飞行员选拔系统，并将其修订

为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飞行员心理选拔工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应用，但在使用中仍发现

如下问题：教育体制与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某些文化适应性问题、飞行筛选与训练和航线驾

驶工作成绩之间的相关问题、个性品质对于飞行学员成为有效机组成员的发展问题等。因

此，有学者提出，我国航空心理学研究者还需根据我国文化背景对该套系统的利用和预测

效度做出更加系统的研究（Hoermann & 罗晓利，2002）。

历年来我国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测评系统的情况简要汇总于表 2.1。总的来看，我国

民航局各部门及航空公司开发了多套心理选拔测评系统，但目前很多人，包括航空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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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都认为心理选拔测评的效度较低，甚至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用，加之监管部门未有

强制性要求，因此，国内民航招飞心理选拔的形式和结果使用缺乏一致性，可谓“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表 2.1 我国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测评系统

系统名称 研发或引进年代 研发或引进机构 测评内容 应用现状

民航飞行学生心理选拔

智能测验
1990 年自主开发 原民航局体检队 智能与能力倾向 应用较广

DXC 多项群体心理测

评系统

1991 年 开 始 研

发，已有第 6 代
第四军医大学

能力测评、人格测

验、心理健康测验
军航使用

空勤人员选拔系统

（aircrew selection system, 

ASS）

1994 年南航引进

1995 年国航引进

南航、国航 智能与能力倾向、

心理运动能力
几乎未使用

飞行员心理选拔系统

（PPCSS98 型）

1995 年德国宇航

中 心（DLR） 引

进并改进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

学院

个性、智能与认知

能 力、 心 理 运 动

能力

纸笔测试部分大规

模应用约 10 余年

仪器测试部分小规

模应用

心理访谈个别应用

飞行驾驶能力智能评估

系统
1994 年自主研发 民航局西南局

智能与能力倾向、

心理运动能力
小范围应用

飞行品质评定系统 1999 年自主研发 原民航医学研究室
智能与能力倾向、

心理运动能力

小范围应用

空勤人员警觉测评系统 2003 年自主研发 原民航医学研究室 智能与能力倾向 小范围应用

多重任务测验仪 2004 年自主研发 民航局西南局
智能与能力倾向、

心理运动能力
小范围应用

民航干线航线飞行员选

拔系统
2008 年自主研发

陕西师范大学与南

航联合开发

基本能力、特殊能

力、人格测验
小范围应用

中国民航初始飞行学员

心理选拔系统
2009 年自主研发 民用航空医学中心

认知能力测评、人

格测验
飞行选拔使用

 2.3  现有飞行员能力选拔方法及主要内容

2.3.1  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手段

国内外应用于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方法很多，从形式上概括起来主要有基础能力测试

（纸笔或计算机化）、运动能力测试（仪器测试）、半结构化心理会谈、带飞等级评判 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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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观察法和传记法也有使用，但应用较少。根据考察的内容不同或受场地及时间的限制，

各方法均有优劣，同时也说明了飞行员心理选拔的复杂性。

（1）纸笔测试。因为技术的限制，大多数心理评估和选拔之初均采用此方法。该方法

实施简易实用，用纸张呈现试题，候选者根据试题要求以书面形式进行作答，可应用于群

体测试，得到了推广应用。

（2）仪器检测。以计算机为基础，在具有特殊装置的设备上对心理品质进行测试，该

方法具有测试精度高、准确可靠和数据处理快捷等优点，是心理检测方式发展的趋势。虽

然仪器检测法具有上述优点，但被试者的情绪、动机和其他心理品质无法得到客观的反映，

再者，仪器设备成本相对较高无法进行群体性测试，因此较为耗时费力。

（3）结构会谈法。招飞机构根据需要考察的内容，组织心理学专家和飞行专家以面对

面的形式对候选者进行提问并实时记录，并将访谈记录量化、标准化为统一指标来对心理

品质进行评估。该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且对主试者的心理学知识、飞行经验、访谈技

巧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访谈结果的量化、标准化也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4）行为观察法。最早应用于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方法之一，根据需要考察的内容构建

相应的情境，在此情境下对个体的行为表现进行观察，根据观察结果对个体的心理品质进

行评估。该测试主要由经验丰富的飞行专家和心理学家实施，方法直观便利，但缺乏客观

性和标准化。

（5）传记法。以候选者的个人经历、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相关的传记类资料为基础，

分析受试者的个性特征，归属于主观评价法。由于个人资料获得困难且缺乏真实性，因此，

在飞行员心理选拔中应用较少。

（6）飞行模拟器检测法。在地面采用能够模拟实际飞行的设备，对与飞行相关的心理

品质进行评估的方法。该方法更贴近实际飞行，有很高的预测价值。由于技术的限制，模

拟情境与真实飞行情境有一定的差距，越接近于真实飞行情境的系统越复杂，成本也更高，

因此，在招飞心理选拔中应用较少，多见于美、欧等军航飞行员选拔。

2.3.2　心理选拔的通用实施程序

由于基于计算机 / 网络的心理选拔实施程序操作各不相同，因此此处仅介绍传统纸笔

测试的实施程序（彭兆云 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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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试方式

通常以团体方式进行。对单个个体进行测试，其方法与团体测试基本相同。

2）测试前准备

（1）施测者应是熟练掌握测试方法的专业人员。

（2）准备足够的测试用具，包括测试题、答题卡 / 答卷纸、笔（签字笔及铅笔）、转笔刀、

橡皮、序号标签等。

（3）随参试者人数增加，应相应增加测试助理 1~2 人。每次测试总人数通常不超过

50 人。

（4）施测场所应保持安静，光照、通风良好。被试的座位之间应留出空间，使施测者

可以来回巡视。

3）测试步骤

（1）施测者提前布置好场地，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提前对参试者进行编号并粘贴序号

标签。

（2）组织参试者入场就座。

（3）施测者介绍测试内容、形式、目的及测试的限定时间，对测试的注意事项提出要求。

（4）施测者 / 助理分发答题卡 / 答卷纸，指导参试者在答题卡 / 答卷纸上逐项填写基

本信息。

（5）施测者 / 助理分发测验图册或问卷，告知参试者不得在测验图册或问卷上写字或

做记号。

（6）施测者 / 助理宣读指导语，对被试提问可以进行解释，但不应做提示性的补充或

更改，确认参试者已经充分了解测试规则后方可进行下一步。

（7）要求参试者在限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全部测验。测试开始后，施测者 / 助理一般不

再解释或回答问题，巡场过程中，应保持测试场所安静有序，可择机确认参试者各项基本

信息是否填写完整。

（8）当参试者完成全部题目后，应收回测试材料和用品，确认参试者填写的基本信息

字迹清楚，方可让参试者离开测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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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心理选拔现存问题

2.4.1　全球心理选拔现存普遍问题

1. “飞行能力”这个基本问题定义不统一

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飞行能力”的定义尚未统一，除了传统上的一般智力和

心理运动能力之外，人格特质中的哪些部分与飞行能力密切相关？人 - 人交互作用中的沟

通、协作能力是否应该考察？决策能力又属于哪一类能力？军航 / 民航的差异是什么？新

的战机 / 民机的投入使用，使得飞行能力的要求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基本问题的界定不

清，使得各国 / 各组织使用的心理选拔千差万别，研究者多数基于自身的理解和具体实际

来开发心理选拔系统。从客观上来看，使得心理选拔带上了较强的“主观性”面纱，对心

理选拔有效性的质疑也多基于此点。

2. 有效性

总体来看，不论是军航还是民航，心理选拔的有效性都不高，以水平最高的美国为例，

其军航的预测效度约为 0.47，民航约为 0.44，在统计学意义上仅为中等相关水平（王若

竹，2009）。Roscoe（1987）对过往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指出：这些测验所得的分数与

初期飞行训练成绩呈中度相关，与后来的操纵能力及毕业时的成绩相关度很低，与日后在

飞行部队的飞行成绩则根本不相关。Damos 等人（1996）在考察了飞行员选拔成套测验后，

认为过去的 50 年里测验的内容和低预测效度一直没有改变，并指出大多数飞行员选拔

成套测验预测的是训练成绩，而不是作业绩效。根据国外多项研究表明（Hunter，1994；

Martinussen，1996），飞行员后期训练绩效的最佳预测因子是前期训练成绩（r=0.30）和由

若干项认知和心理运动测验组成的综合测量指标（r=0.37），而单项心理运动能力或信息

加工能力的预测水平仅为 0.2~0.3，而人格测验、智力测验和学业成绩的效度更低，仅在 0.15

左右。换句话说，尚未有数据证明心理选拔能够提升飞行安全。

3. 全面性

传统上，民用航空界非常重视飞行员的驾驶技能，因此，现有飞行员心理选拔与评估

主要着眼于个体是否能够掌握驾驶技能，但对保障飞行安全的认知品质、意志品质，如飞

行员安全人格特征、心理适应性等方面关注不够，且对提高机组作业绩效相关的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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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决策能力等涉及也较少。

4. 跨文化适应性

文化、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同国家使用的选拔方法千差万别。国内现有

对飞行员精神状态及人格特质的评估过分依赖国外的成熟量表，如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

（MMPI）及其相关修订版等，这些量表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建立和修订的，具有浓厚的

西方文化观、价值观与宗教色彩，其文化跨度性较大，难以适用于我国的社会环境。使用

适合本国国情和文化特点的自陈量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在跨文化方面，全

球民航均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心理专家会被告知，航医才是整体情况的负责人，只有航

医才能根据医学原因让飞行员停飞（暂时或长期），心理专家只能在航医办公室给予飞行

员咨询服务，缺乏自主性是全球心理专家面临的共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心理学在

健康管理中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角色定位也不明确（雷蒙德，2017）。

5. 系统性缺乏

长期以来，全球民航界对于理想的民航飞行员应具备的基本特点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要想克服目前的飞行员心理选拔缺乏系统性问题，就必须建立统

一的飞行员心理选拔云平台。任何一个预测准确率高的选拔模型或者标准都不可能是由人

拍脑袋确定出来，或者简单计算出来的，它一定是基于大数据所得到的。

2.4.2　我国心理选拔现存问题

1. 选拔理念和选拔方法陈旧

目前，我国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在选拔理念和选拔方法上都略显陈旧。如用于飞行员

人格测试量表多为国外量表修订而来，MMPI 及其相关修订版还在广泛应用：一方面，这

些量表编制的初衷并非用于诸如飞行员在内的特殊职业从业者的选拔；另一方面，这些量

表的结构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所建立和修订的，它并不适用于我国的文化环境或社会环境。

此外，现今我国所使用的人格选拔测验并无平行的等效题库，是反复使用相同的一个或几

个量表，事实上，这些量表中的题目甚至评分方法在网络上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信

度和效度得不到保证。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做法值得借鉴，民航和军航飞行员心理选拔由

德国宇航中心（DLR）统一负责，该中心仅针对飞行员人格测试一项就开发了超过 900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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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工具，并且不断更新相关版本。

2. 选拔缺乏统一性

自 2015 年起，我国民航规定招收飞行学生必须进行心理健康评定，评定结果将作为

招飞机构的淘汰依据，现行评定工具为经过了行业化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主要对候

选人的人格特质和精神健康状况进行评定，但未涉及其他与职业胜任性相关的评估，如认

知能力等。因此，除人格测试（精神健康评定）外，迄今为止，我国民航既无统一的指导

思想和选拔标准，更遑论统一的心理选拔工具和流程，各航空公司具有自主权，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导致心理选拔的方法、流程，在招飞体检中的角色千差万别。个别航空公司甚

至使用商业机构如北森的图形推理 100 题作为选拔依据，严重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

3. 选拔的行业针对性不足

现有飞行员选拔的研究还是基于军航飞行作业特点所设计，如视知觉搜索速度、编码

速度及空间定向能力等，对民航飞行员所需要的机组协作与交流、自动化管理能力、风险

识别和评估、决策等方面的能力涉及甚少，导致心理选拔对未来的飞行训练效果预测性较

低，其效度始终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这也是心理选拔目前在国内招飞中受重视程度

不高的原因（游旭群 等，2007）。

4. 选拔系统与训练系统脱节

目前，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各大航空公司都已认识到，心理选拔对提高候选者成材

率以及飞行驾驶安全行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有关心理训练或人因技能训练的价值和作

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训练中，也未根据心理选拔结果做针对性的训练（游旭

群 等，2014）。此现象在近期已有所变化，我国民航于 2020 年发布的飞行员技能全生命

周期管理体系（professionalism lifecycle management system，PLM）中提出：要“构建职

业作风、核心胜任力和职业适应性心理 3 大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统一多数据源输入转

化为技能指标的基本方法，逐步完成飞行员岗位胜任力的动态‘画像’，实现飞行训练模

式由反应式的‘大水漫灌’向预测式的‘精准滴灌’的转变。”在其工作计划中提出，于

2023 年构建心理胜任力指标体系（基础 KPI），基于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剖析飞行员心理

健康和职业适应性所需匹配度，初步形成基础心理胜任力指标体系。可见，我国民航业监

管机构已经对上述问题有所觉察，未来数年内，飞行员心理选拔有望形成行业标准，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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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融入到飞行训练实际中。

 2.5　飞行员心理选拔发展特点与未来趋势

2.5.1　外军飞行人员心理选拔近年发展的特点

1. 精细化管理

在军事飞行人员选拔工作上进行精细化管理是当前美国等军事先进国家的突出特点。

主要表现在美、英、德等国空、海军在医学检查筛选和心理品质筛选上制定了详尽的系列

层级标准及业务指导，实行精细化管理，其中，“标准”为指令性的，“业务指导”为依

据性的。例如：美国空军颁布的《医学检查标准》（AFI 48—123 Medical Examinations and 

Standards）和《空军特许飞行指导》（Air Force Waiver Guide）每年进行修订，是美国空军

现行飞行人员选拔的重要指导性文件。目前的《医学检查标准》将各类空中作业人员分为

FⅠ、FⅠA、FⅡ、FⅡA、FⅡB、FⅡC、FⅡU、F Ⅲ 8 个等级，每个等级标准对应不

同机种、不同任务的飞行人员，并列举了特许飞行的条件。《空军特许飞行指导》经过多

年的修订完善，对于飞行人员生理选拔条件予以适当放宽，已经发展成为涉及 22 个专业、

160 种疾病放宽标准的业务指导，提供了针对每种疾病航空医学应关注的问题及特许飞行

依据，明确了特许飞行鉴定所应提交的原始信息资料，为飞行人员（Ⅱ、Ⅲ级） 选拔与医

学鉴定工作提供了行业操作规范。

2. 选拔理念的变化

心理选拔重要性提高，近年来，美、英、德等国空、海军从原来的以医学检查筛选（包

括体适能选拔）为主、心理品质筛选为辅，转变为二者并重。这种转变一方面来自第五代

战斗机（F-22A 和 F-35A 为主）对飞行员心理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要求明显提高，另一方面

反映出外军在军事飞行人员选拔理念上的变化。

3. 选拔的综合性提升

综合来看，外军飞行人员心理选拔大部分包含了 3 个方面：综合素质和能力评估、心

理结构和能力结构测试以及特殊环境心理测试。

（1）综合素质和能力评估。美国空军招收飞行学员注重综合素质评估，不仅重视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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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飞行能力的测试，还注重选拔具有知识型、管理型素质的飞行学员。强调多人合作、共

同完成作战任务，利用团队合作避免个人决策失误，从而积极地避免危机与错误。在综

合素质测试中还特别强调组织领导能力，注重组织领导潜能评估。Chappelle 等人（2012）

的报道将综合标准化心理测试（包括认知与人格）与体适能测试结合，利用一系列统计学

判别方法建立效能预测模型，其中包括体适能变量、认知能力变量与人格特质变量。这种

多变量分析研究方法是选拔适合在严苛条件下执行特殊任务人选的基础方法，弥补了传统

选拔方法只考虑体适能以及认知方面的考核而忽略人格特质的不足。

（2）心理结构和能力结构测试。飞行员的信念、动机、战斗精神、独立性和进取心等

心理因素是成功完成空中打击作战的必要条件，而优秀的飞行员需要具备优秀的心理结构

和能力结构。心理结构和能力结构与个体的先天因素有关，如个性、智商、注意控制力、

认知能力及应激能力等，有的个体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改变或提高，而有的则无法改变或提

高，所以外军在飞行人员选拔中很重视对心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测验与筛选，除生理、心

理素质要求外，还更加突出对候选人员的结构素质和天赋（aptitude）的要求。

（3）特殊环境心理测试。军航飞行员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常面对缺氧、疲劳、高压、恶

劣环境等，这些特殊环境会引发高水平的应激反应，外军已有多项关于此类特殊环境下的

心理测和应激能力评估方面的研究。如高压力下人体内特定的血液生化标志物和生理过程

研究，发现了不同蛋白表达分值和压力耐受之间的关系（Cooksey et al.，2009）；人格人

性“韧性”（personality trait“resilience”）与健康关系的研究（Taylor et al.，2010）；过载

条件下认知功能评估系统（G-performance assessment simulation system，G-PASS），对特定

过载条件下认知功能的下降程度作出评估等（O’Donnell et al.，2003）。

4. 多技术进行效果验证

美国空军应用多元数据分析技术验证和分析飞行学员选拔方法（pilot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PCSM）的效能。该研究应用权重回归的方法对空军军官资格考试的飞

行候选人员综合得分、飞行小时数以及 5 种基本特性测试的综合分数进行总评估，该研究

还用多层感知器神经网络技术和辨别分析技术开发了两种独立模型，用线性回归和逻辑回

归两种方法，对现行 PCSM 权重改变的可能性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及应用独立测试集来

评估权重和独立模型的效能。美国海军还应用多元回归和逻辑回归对飞行人员选拔测试结

果进行测试分析，评估不同组之间的飞行训练结果。此外，美国空军利用荟萃分析方法对

反应、能力、知识、行为等 16 项训练效果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方法对于客观评价训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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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非常有效。瑞士空军在选拔飞行员的过程中，应用了弗莱施曼（Fleishman）的人的工作

绩效分类分析法，而在数据评估时采用了一个以加权贝叶斯网络为基础的概率模型，以保

证评估的客观性。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飞行人员选拔与鉴定，不是仅局限于某些常规心理

素质测试与筛选，而是着眼于综合素质的测试评估，并利用数理方法和技术分析方法力图

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增强测试评估的客观性。

总体来看，外军飞行人员心理品质选拔发展水平高于民航，表现在心理选拔得到高度

重视，不断修订完善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系统，突出人格品质特征选拔测试，应用新技术

进行客观循证验证（张凌 等，2013）。

2.5.2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心理选拔与评估

民用无人机行业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是无人机驾驶员心理选拔与评估基本上呈现空白

状态。

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是无人驾驶飞机的简称，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或

者自身所携带的计算机程序控制装置来操纵的一种飞行器，包括无人直升机、固定翼机、

多旋翼飞行器、无人飞艇、无人伞翼机等，可以在无人驾驶的条件下完成复杂的空中飞行

任务。无人机具备诸多有人驾驶飞行器不可比拟的优点：有良好的飞行能力，体积小、重

量轻、携带方便；智能化程度较高、易于操作、可执行高危任务，或在不良气候条件下执

行各类紧急任务；造价相对低廉。因为这些显著的优点，无人机被广泛应用于航拍、游戏、

政府公共服务等领域，应用前景非常广阔。2014 年 4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了《关于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但至今尚没有无人机驾驶员

的心理选拔与评估的相关要求及标准。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未来如果要进行无人机驾驶

员的心理选拔与评估，有如下问题需要在评估中进行考虑。

（1）与传统的飞行器相比，无人机与驾驶员在空间上是分离的，驾驶员对无人机的操

控和感知以及相应的反应都和传统飞行器很不一样，因此，信息的输入、处理、反应等环

节的分离适应性是心理选拔和评估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无人机驾驶员可能参与紧急救援、消防等高危行业作业，通过操控平台能够观察

到有人航空器到达不了的区域，对现场情况有更切身的体会，如犯罪现场、火警现场、灾

难现场等，无人机驾驶员通过操纵平台将感受到强烈的视听刺激，认知和情感卷入大于传

统的有人飞行器驾驶员，可能会承担更大的道德压力和责任压力，因此，无人机驾驶员的

个性特征，如适应性、抗压性等，也应是选拔的重要组成部分（Chappelle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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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新技术与设备应用前景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不局限于通过传统测量法和行为实验法来研究个体心理，脑成像

技术和基因测序技术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手段（张凌 等，2013）。例如，已

经有大量研究证明个体在静息态的脑功能连接与个体的人格特质（Kong F，2018；Kong 

R，2018）、认知能力（Liu et al.，2018）、决策及行为倾向（Tavor et al.，2016）高度相

关。美国空军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预

测疲劳易感性，7 位受试者的初步试验结果表明，斯腾伯格工作记忆任务（Sternberg 

working memory task）能力和空间工作记忆任务（spatial working memory task）能力均

与全脑激活（global cerebral activation）水平、左后顶叶皮质激活（left posterior parietal 

cortical activation）水平以及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ical 

activation）水平呈负相关，据此可以推断，在 fMRI 测试时脑激活水平低的个体容易发生

疲劳。Souvestre 等报道，fMRI 测试脑激活水平的方法用来验证生物光子学疗法对脑中枢

感觉 - 运动控制（central sensory - motor controls，CSMC）性能损伤的恢复程度，并用于

航空医学案例评估，为研究飞行中失能（inflight incapacitation，IFI）倾向的预测模型提供

了可行的技术手段。上述试验为选拔飞行员和飞行员状态鉴别提供了新的尝试。

2.5.4　飞行员心理选拔的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飞行员心理选拔更关注反应风格而非飞行技能。近年来，有研究者认识到，顺

利完成飞行任务，保障飞行安全的核心不仅仅是飞行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团队情境下的反

应模式，如交流、团队协作、决策等，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Hunter 等人（2003）制定了

情境判断测验（situation judgment test，SJT），检测个体差异和个人能力结构，评价个体在

管理中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人际技能方面的潜能。而 Sternberg 等人（1995）所开发

出来的与 SJT 具有很大相似性的“潜在知识测验”（tacit knowledge test），也被应用到了飞

行员选拔测试系统中，从本质上考察了处理和解决工作中各种职业问题所涉及的实践智力

或社会智力。在借鉴 SJT 技术的基础上，Hedge 等人（2000）开发了评估机组成员反应风

格的情境测验（situational test of aircrew response styles，STARS）——机组资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CRM）技能测验。这套 CRM 技能测验的建立旨在考察飞行候选人

在问题解决、决策、复杂情境中的反应方式、沟通能力、机组管理能力和人际交往有效性

等 CRM 方面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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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心理选拔会进一步分层、分级化。未来的军航及民航队伍中必然包括更多女性，

她们将与男性飞行员在同一水平上竞争，也可能驾驶各类机型。未来的飞行器操控者将会

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境或敌人。由于国家及政治组织起起落落，导致战争和战争机器也会不

断变化。战斗员的认知能力和人格构成需要随着敌人和技术的变化而做出相应改变。无人

机和先进的飞行器，以及快速变化的区域性爆发的全球核威胁，都会给操作者的心理带来

独特的挑战，心理专家将被赋予帮助飞行员和决策者适应快速变化形势的任务。民航正在

探索单人制座舱或无人制座舱，一旦取得突破，传统的飞机驾驶舱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仅有一名驾驶员的飞行器或在远控中心操作飞行器的飞行员，其心理上的变化也是前所未

有的，并将彻底引发民用航空运营伦理方面的巨大争论。随着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每一架

飞机和其执行的任务中，我们也将获得更多关于人这个操作者的信息并从中获益，不论这

个人是飞行员还是虚拟或现实环境中的操作员。

总体来看，世界范围内的飞行员心理选拔不断发展，新技术和新理念逐渐成形，反观

国内，尤其是民航飞行员心理选拔，尚停留在统一标准、工具和程序的初级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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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是一项特殊的职业活动，它的工作环境是实时变化的，对精确性和安全性要求极

高。飞行安全在各个国家都是关系国家经济民生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飞行设备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的提升，人的因素，尤其是飞行员的因素，成为影响飞行安全的首要因素。

以往科学家试图从飞行员的认知特征、人格特质和作风品质等方面对飞行员的胜任能力进

行筛选，这些努力有一定的成果，但现有的标准几乎都只涉及行为表现层面，未能深入到

个体的生理机制层面，目前，对于飞行相关的生理机制，尤其是高级神经机制的认识来说，

尚属于空白。3.2 节从人体神经系统的各主要成分入手，尝试探讨与飞行相关的高级神经

机制。

此外，飞行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与人体熟悉的地面环境有很大差异。其特殊性

首先体现在机舱是一个密封系统，它有特殊的气压、气温，并且经常会处在由于飞行运动

而导致的失重或过载环境中；此外，机舱在飞行过程中会持续暴露在来自宇宙和机器设备

的各类辐射与噪声、振动中。多年的研究发现，随着飞行任务时间的不断延长，这些环境

因素对机体各大系统的影响日益凸显。分析近年来飞行人员的疾病谱发现，飞行人员的循

环系统和运动系统疾病比例较高，高血脂、高血压及颈椎腰椎疾病最为普遍。3.3 节通过

有关文献分析，总结现有的飞行环境对人体生理系统影响的研究成果，为下一步改善飞

行环境、降低飞行人员患病率提供依据。最后，3.4 节介绍了飞行疲劳的成因、评定及其 

管理。

飞行相关的生理问题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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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概论

3.1.1  人体生理系统简述

人体的结构十分复杂，构成人体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由细胞构成组织，组织再构成器官，

器官再构成系统。人体解剖学把人体全部构造分成骨骼、肌肉、循环、呼吸、消化、泌尿、

生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以及感觉器官。

为了正确地描述人体结构的形态，解剖学上常采用一些公认的统一标准和描述用语。

为了说明人体各部结构的位置关系，特地规定了一个标准姿势：身体直立，面向前，两眼

向正前方平视，两足并立，足尖向前，上肢下垂于躯干两侧，手掌向前。由此形成了下述

空间方位。

（1）上和下：近头侧为上，远离头侧者为下。

（2）前和后（或腹侧和背侧）：凡距身体腹面近者为前，距背面近者为后。

（3）内侧和外侧：是对各部位与正中面相对距离的位置关系的描述。

（4）内和外：是表示与空腔相互关系的描述。如胸（腔）内、外，腹腔内外等。

（5）浅和深：是对与皮肤表面相对距离关系的描述。即离皮肤表面近者为浅，远者为深。

此外，人体常以下述 3 个互相垂直的面予以描述。

（1）矢状面：将人体分成左右两部的纵切面。

（2）冠状面：将身体分为前后两部的切面。

（3）水平或横切面：将身体分为上、下两部的断面。

3.1.2　人类高级神经系统的研究方法

脑是生物亿万年进化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产物，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体系。以视觉

系统为例，视觉相关的脑区主要集中在枕叶，但除了枕叶之外，还涉及全脑的很多区域，

这些区域组成了复杂的视觉加工系统，它们有各自特定的加工内容，但之间又有密切的联

系，没有哪个系统能独立负责所有的视觉信息。

脑这个占身体很小体积的复杂组织主宰着动物和人的意识和行为。它是如何产生感

觉、意识、动机和情绪的？如何学习和记忆的？如何控制行为的？如何自我修复和功能代

偿的？它在飞行训练和实践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研

究人类神经系统的主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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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脑电图

人类大脑是由数亿个神经元组成的，神经元加工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动作电位。大

脑皮层表面主要由神经元的胞体组成，肉眼呈灰色，故也称为灰质。由于神经元使用电脉

冲传递信号，所以当大脑皮层活动时，大量的神经元同时放电，会在头皮表面产生可测量

的电磁场，通过信号加强和过滤，就可以得到神经元活动图，能够告诉我们神经元处理工

作的忙碌程度。

具体实施时，通常在个体头皮处安放一些金属电极片，数量从几个到几百个不等，

电极的位置通常覆盖全脑。被试者在测量过程中保持头部静止。脑电图有静息态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EEG）和事件相关脑电图（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两类。

EEG 的获取是在被试者保持清醒、安静，不做任何特定思考的情况下采集的，它可以获

取被试者的基线脑电情况，能了解被试者的当前大脑状态，如个体的疲劳程度或者意识的

清醒程度等。ERP 的获取是在被试者安装好电极后保持头部静止，同时执行一些任务的过

程中采集的，它能获取被试者在加工特定任务时的大脑活动表现。

脑电图的优点是技术成熟、安全，时间分辨率极佳（能达到 ms 级），且设备相对便宜。

缺点是空间分辨率差，很难定位到具体的脑区。

2. 正电子断层扫描

神经元在加工和传递信号时，新陈代谢会更旺盛。在工作数秒后，大量携带氧气和葡

萄糖的新鲜血液就会聚集于该脑区。因此，通过观察大脑内氧气和葡萄糖的代谢变化，即

可推断出大脑的工作情况。

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就是利用了该原

理。它是侵入式的。实验中，需要事先向被试者注射放射性化学物质，然后进行仪器扫描，

观察放射物随血液在脑内分布的情况而推断大脑的活跃情况。

PET 可建立脑部活动的立体影像，空间分辨率高。但它需要人体注射放射性化学物质，

对人体有一定伤害，且 PET 设备庞大且昂贵，时间分辨率低。

3. 磁共振成像

磁共振成像是脑部成像之王。它具有极高的空间分辨率（可达到 mm 级），不具有创

伤性，且目前尚未发现副作用。磁共振成像扫描在一个大型电磁体中进行，磁场使脑内的

氢原子状态改变，使分子共振，在这一过程中收集分子产生的信号。由于人体不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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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信号也不一致，即可建立脑部解剖结构的三维立体图像。

磁共振成像一般常用 3 种模态，有利用有机体组织的不同磁特性研究大脑灰质结构

的 T1 加权像，有利用分子弥散特性研究大脑白质纤维束纤维解剖结构的弥散张量成像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也有利用血氧代谢水平间接反映大脑功能活动水平的功

能磁共振成像（fMRI）。被试者在扫描时，需要取下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躺进仪器里，

在扫描过程中保持全身静止不动。

磁共振成像的优点是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为 s 级，对人体无创无伤害。缺点是

设备购置和维护费用昂贵，且不能用于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个体。

后面文中提到的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基于上述研究方法得到的。

 3.2　飞行相关的高级神经机制

神经系统最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神经元。它可以产生神经冲动（动作电位）和传

导冲动。一个典型的神经元由胞体、树突和轴突组成。胞体含有各种细胞器，并维持细胞

的生命活动。树突在胞体附近反复分支，是信息传入的接收站，功能类似于天线。轴突从

胞体向远处延伸，将胞体产生的信息向下一个神经元或效应器传递。轴突的末端与另一个

神经元相连接的地方叫突触。

神经元聚集联系形成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包括位于颅腔中的脑、椎管中的脊髓，以及

与脑、脊髓相连的脑神经、脊神经、植物性神经及其神经节。脑与脊髓借脑神经、脊神经、

植物性神经与身体所有器官相联系。整个神经系统根据功能可划分为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

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它们分别位于颅腔和椎管内。周围神经是联络中枢神经与周

围器官的神经系统：其中与脑直接相连的部分称为脑神经或颅神经，共 12 对；与脊髓直

接相连的称为脊神经，共 31 对。它们各自都含有感觉和运动两种成分。根据所支配的周

围器官的性质不同，周围神经又可分为躯体神经和内脏神经。躯体神经分布于体表、骨、

关节和骨骼肌；内脏神经又称为植物性神经或自主神经系统，分布于内脏、心肌、平滑肌、

腺体。植物性神经与躯体神经的命名是根据它们所支配的对象而言的。

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均极为复杂，各器官、系统的功能不是孤立地进行着，内、外环境

的各种刺激由感受器接收后，通过神经系统的活动，保证器官系统间的统一与合作，并使

机体与复杂的外环境保持平衡。因此，神经系统在机体的一切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飞行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和环境的特殊性，有着其特有的高级神经机制。下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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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阐述与飞行活动相关的生理机制。

3.2.1　脑干

脊髓上行穿过枕骨大孔，与脑干尾端相连。脑干和脊髓属于中枢神经的低级部分，脑

干是大脑、小脑和脊髓之间联系的干道。脑干内含有很多重要的生命中枢，如心跳中枢、

呼吸中枢等，一旦受损，将危及生命。

脑干的深处散布着大量形态、大小不等的神经细胞簇和神经纤维，统称为脑干网状结

构。脑干网状结构是进化上比较古老的结构，它与中枢神经系统各部位均有直接或间接的

联系。它的功能主要是参与躯体运动、躯体感觉以及内脏活动，同时在睡眠、觉醒中也具

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刺激已入睡的猫的脑干网状结构内侧区，猫会迅速觉醒。当损毁中脑

被盖中央区的网状结构而不伤及中脑周边部的特异性上行传导束时，动物可进入持续昏睡

状态。大量证据表明，上行网状激活系统是维持大脑皮层觉醒状态的功能系统。上行网状

抑制系统与上行网状激活系统的动态平衡决定着睡眠—觉醒周期的变化。作为全天候的行

业，航空作业环境中的跨时区飞行和夜间飞行都可能会影响相关作业人员的昼夜节律，进

而引起飞行员中最常见的睡眠质量差、疲劳感重等现象。

此外，每一种传入刺激在经过特异投射通路到达大脑皮层特异性区域时，都会产生特

异的感受，在传输过程中，这些传入刺激都会经过侧支纤维兴奋脑干网状结构，通过它发

出的弥散纤维联系使大脑保持唤醒状态。如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内突然闻到焦糊味，会

立即警觉起来（皮层唤醒，脑电去同步化），心情紧张（情绪唤醒，通过网状结构至边缘

系统的投射），心跳加快（植物神经系统唤醒，通过网状结构与丘脑下部的联系），肌肉紧

张（脊髓唤醒，通过网状脊髓束提高肌张力）。这一系列的全身性应激反应，代表着机体

对危险刺激的适应状态。

脑干内有前庭核。前庭系统的感受器在内耳的耳石器和半规管内。它们向大脑报告头

部的位置和运动，给我们以平衡的感觉，并帮助我们协调头部和眼部的活动，以及调整身

体的姿势。当前庭系统行使其正常功能时，我们往往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其功能受到

干扰时，会给个体带来不快和不适的感觉，如头晕、恶心等。内耳的前庭感受器的刺激传

导至前庭核，前庭核与脑干内的中缝核和蓝斑核有往返的纤维联系，之后，信息会进一步

上传至小脑、丘脑和大脑皮层。关于前庭功能的更多描述，见 3.2.3 节的丘脑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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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小脑

小脑位于颅后窝内，可分为左右两个小脑半球和中间的蚓部。它接收来自脊髓、前庭

和大脑皮层等处传来的各种信息。

小脑的功能主要与维持身体平衡、调节肌张力并协调由大脑皮层所控制的随意运动相

关。它参与运动的调控，但不参与运动的启动。在正常状态下，参与运动的各个肌肉按照

一定的目的相互配合进行运动，当小脑受损后，这种协调就会受损，运动会变得不平稳。

3.2.3　间脑

间脑的两侧和背面都被大脑半球所覆盖，仅腹部的部分区域暴露于脑的底面。间脑包

括（背侧）丘脑、后丘脑、上丘脑、底丘脑和下丘脑。

1. （背侧）丘脑

（背侧）丘脑是间脑中最大的核团，对称地分布在第三脑室两侧，形状大小类似鸽子蛋。

丘脑内有大量的神经核团，这些核团之间，以及它们与中枢神经其他各部分之间存在大量

的直接纤维联系。

丘脑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核群：前核群、内侧核群、外侧核群、

板内核群、中线核群和丘脑网状核。这些核群又可再分为细胞构筑、纤维联系和功能不同

的多个亚核。丘脑各核团的纤维联系广泛而复杂。丘脑不仅在其内部各核团间，而且与中

枢神经各区域之间存在直接的纤维联系。丘脑与大脑皮质的几乎所有脑叶之间都有往返的

纤维联系，这些纤维联系集中通过内囊，再分散投射至半球各皮质区，形成丘脑辐射。

除嗅觉外，其他所有感觉冲动在传入大脑皮层特定区域进行加工之前，都会经过丘脑

的相应核团进行中继。同时，丘脑会对这些传入的感觉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丘脑可

以对触觉、温度觉以及痛觉有粗略的感知。同时，这种感知还伴随着一定的情绪。而大脑

皮质的下行纤维对丘脑的功能有抑制作用，能避免丘脑过度活动从而产生感觉过敏。丘脑

的腹外侧核和腹前核会接收来自小脑、苍白球和黑质的纤维，并投射至额叶和躯体运动区，

从而影响皮层的运动功能。在丘脑后下方有一卵圆形隆起，称为内侧膝状体，是听觉神经

通路的重要中继站；其外侧为外侧膝状体，是视觉传导通路的重要中继站。

除了与感觉运动功能相关，丘脑还参与高级心理活动的加工。丘脑的内侧背核、外侧

背核、外侧后核和枕核等统称为联络核，它们与丘脑内其他核团联系密切，并与大脑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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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联络皮层之间有丰富的往返纤维联系。这些纤维联系使丘脑具备复杂的整合能力，

可以参与感觉的精细辨别，以及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

与飞行相关的一种重要的感觉是前庭感觉。飞行员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其中一项非常

重要的任务就是飞行空间定向，即飞行员在飞行中对自身、飞机以及飞行环境的认知，是

对当前姿态、地点、空间、时间以及运动的知觉。人长期生活在地面上，利用周围的参照

物很容易定向。但飞行环境是一个三维的环境，它和人类习惯的地面活动相比，多了一个

维度的运动。在三维飞行空间中，由于受到飞行环境和人自身生理局限的影响，很容易发

生空间定向障碍（关于空间定向障碍，详见本书第 5 章），产生各种飞行错觉。其中，由

于前庭器官的局限而导致的错觉占相当大的比重，并且这种错觉一旦发生，飞行员很难不

去理会，这种持续性的感觉冲突甚至可以使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都经历极大的压力，筋疲

力尽。前庭信息来自内耳的耳石器和半规管，这些信息经由脑干上传至小脑和丘脑，进

而投射到包括顶叶—岛叶前庭皮层在内的多个皮层区域，构成“丘脑—皮层前庭系统”

（Gurvich et al.，2013）。近年来，神经成像技术的发展使研究人员能够通过电刺激或热刺

激来观察丘脑—皮层前庭系统对单侧前庭扰动的反应。临床上，外周前庭神经影像学研究

显示，丘脑—皮质前庭系统对前庭扰动有异常反应。

由此可见，丘脑可能参与整个飞行过程中的感知觉组织和加工。但以往在飞行领域对

丘脑的研究涉及很少，因此，它的具体作用尚不能明确论定。

2. 下丘脑

下丘脑体积很小，但结构复杂，联系广泛。它位于丘脑下方，紧靠第三脑室壁，通过

垂体柄与垂体相连。虽然它体积很小，但它对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中心机

能是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及维持个体生存。它参与调节机体的能量代谢，调节水与电解

质平衡，调控及协调生殖、生长、发育、应激反应、睡眠与觉醒、体温与免疫等功能。由

于下丘脑按照脑的指令整合躯体和内脏反应，因此，下丘脑的一点小小的损伤就会产生严

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机体功能的广泛损害。

每侧的下丘脑分为 3 个区：外侧区、内侧区和室周区。

室周区紧靠第三脑室。其中一组细胞构成视交叉上核，位于视交叉的上方，它们直接

接受来自视网膜的神经支配，起着协调明暗交替和昼夜节律的作用。另一组细胞调控自主

神经系统，调节支配内脏器官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传出冲动。第三组细胞是神经分

泌神经元，其轴突向下朝垂体柄延伸。它分泌催产素和加压素（也叫抗利尿激素）。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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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以调节血容量和氯化钠浓度。此外，下丘脑通过视上垂体束和室旁垂体束与垂体前叶

直接相连。这些纤维在兴奋时可向血管周围间隙释放促垂体前叶释放激素或抑制激素，经

由下丘脑—垂体门脉系统运输到垂体前叶，分别调控相应的垂体激素分泌进入血液，进而

影响外周组织及器官的功能活动。垂体前叶的细胞合成和分泌多种激素，主要作用于性腺、

甲状腺、肾上腺和乳腺。为此，垂体前叶被描述为机体的“主控腺体”，它的功能主要受

下丘脑的调控。

下丘脑的室周区除了调节血液中的激素外，还参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自主神经系

统是广泛分布于内脏器官的相互连接的神经元网络，它主要支配 3 种组织：腺体、平滑肌

和心肌。下丘脑外侧区和后部与交感神经的功能密切相关。这些区域受刺激时，会出现外

周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如瞳孔散大、竖毛肌直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呼吸加快等表现，

这些反应常出现在应激反应中。在下丘脑的前部和内侧区有副交感神经控制区，刺激这些

部位可引起迷走神经及盆神经中副交感成分的活动，表现为心动过缓、外周血管扩张、消

化道管壁张力增加与运动增强等，这些反应常出现在有机体处于安静平和的时期。在整个

应激过程中，我们的内部各种活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自主神经系统不像躯体运动系统那

样迅速准确地调动骨骼肌，它的作用是广泛且时间较长的。

下丘脑视前区内有对温度敏感的神经元，可对血液的温度变化产生应答。哺乳动物为

维持生命，就要求体温和血液成分（血压、血盐、血酸、血氧和血糖等）只能在很小的范

围内波动。下丘脑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体温和血液成分作相应的调节。例如，当你

感觉很寒冷时，下丘脑会发出指令，让你打寒颤（肌肉产生热量）、身体发紫（血液离开

寒冷的体表以保存热量）。体温的调控与机体的睡眠、觉醒，以及昼夜节律等也有密切关系。

此外，下丘脑内的视交叉上核直接参与调控睡眠与觉醒。损毁视前区可引起大鼠失眠，而

电刺激该区可引起慢波睡眠。损毁下丘脑尾部可引起嗜睡。

人体的昼夜节律主要是为了适应地球因自转而形成的大致 24 h 为一周期的明暗节律。

而在民航领域，跨时区飞行或夜间飞行，可能引起个体的内在生物节律与外界的明暗自然

节律不匹配，从而产生个体的昼夜节律改变。这种情况如果长期累积，则可能出现个体的

昼夜节律紊乱，产生睡眠障碍、注意力下降甚至抑郁等异常。正常人一天的体温变化有一

定的节律性，一般凌晨 6 点左右体温开始升高，而在晚上 10 点左右开始降低，这样的变

化与外界自然环境对人体的要求是一致的。当体温升高时，人脑变得清醒，以便于高效工

作；当体温下降时，人脑变得疲惫，准备进入睡梦。而当个体处于节律紊乱状态时，其内

部生物节律，如体温、激素分泌水平等，和外界自然环境变得不同步，从而导致该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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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不够清醒，而该入睡的时候又迟迟无法入眠。当一个飞行员执行夜间飞行任务时，工

作要求他集中精力，认真工作，但其体内固有的节律却仍然处于夜间模式：相对低的体温、

处于休眠状态的消化系统等，这会导致夜间飞行的个体注意力集中状态不佳，工作效率低

下，事故率也较高。当飞行员执行完夜间飞行任务，需要休息补充睡眠时，此时往往正是

白天，人体的体温正处于上升阶段，头脑自然会变得活跃。因此，熬夜后的白天补充睡眠，

其睡眠质量往往较差，飞行员普遍反映疲劳感十分严重。跨时区飞行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

长期的节律紊乱可能会造成飞行员出现睡眠障碍、内分泌失调，最终导致严重的疲

劳感。昼夜节律失调可能会引起生理的代谢异常。有研究发现，长期昼夜节律失调会显

著减少皮质醇激素的分泌，而短期昼夜节律改变则会使胰岛素的分泌增加（Spiegel et al.， 

1999）。一项持续 5 天的睡眠剥夺实验发现，受试者的胰岛素敏感性大约降低了 24%（Melo 

et al.，2016）。节律失调也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生理功能改变，如过量的能量摄入，自主神

经活动紊乱，或炎症因子的表达等。

3.2.4　大脑半球

大脑包括左右两个半球，覆盖半球表面的灰色层是大脑皮层，也叫灰质；皮层深部是

白色的，也叫白质。在两个半球的白质内，存在有侧脑室和皮层下中枢——基底核。

大脑半球表面有许多深浅不同的沟，沟与沟之间隆起的部分称为大脑回。大脑表面被

几条主要的沟分为 5 个脑叶——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和岛叶。随着大脑皮层的高度分

化，有机体的各基本机能系统，如运动、躯体感觉、视觉和听觉等在大脑皮层都有各自的

调控中心。一般认为，枕叶和颞叶的功能主要是接收和整合来自客观环境的信息，主要是

视觉和听觉，顶叶主要接收和整合来自躯体感觉的信息，而额叶则是接收和整合来自枕叶、

颞叶和顶叶的信息，并产生意识等高级心理活动。现分述如下。

1. 基底核团

基底核，也叫基底神经节，位于大脑基底部，主要包括尾状核和豆状核（壳核和苍白

球）。它是大脑皮层—丘脑—大脑皮层这一复杂神经环路的重要中间站，它的作用与运动

调控有关。其病变主要与运动相关，如帕金森病、亨廷顿舞蹈病等。

基底核的传出神经纤维大多到达皮层感觉运动区、运动前区和前额皮层，这意味着基

底核的功能涉及运动计划，特别是涉及将若干单关节运动组合为复杂运动，或将各种感觉

刺激、记忆储存信息转换成合适的运动反应。基底核团在控制微小的自发运动和眼球运动



49

第 3 章   飞 行 相 关 的 生 理 问 题

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尾状核和壳核也是基于环境的运动决策（例如：对于一个给定

动作，是否需要以及何时需要对其做微小修正）的核心脑区。尾状核在启动眼球扫视运动

中有重要作用。在飞行的起飞和降落阶段，飞行员的眼球扫视策略非常重要。有研究发现

（Causse et al.，2011），在目视进近过程中，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注视点更多，并且在每个注

视点停留的时间更短。在进入跑道后，专家飞行员有非常清晰的眼球扫视路径，在跑道瞄

准点和空速表之间来回切换，而新手飞行员的眼球扫视路径则显得混乱。由此可见，基底

核团，尤其是尾状核，对于飞行准确安全着陆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

在一项飞行员参与的实验中（Adamson et al.，2014），飞行员依照其飞行经历分为专

家组和普通组。被试者在磁共振仪器扫描的同时，进行模拟飞行的降落任务，降落条件分

为低能见度和高能见度两类，飞行员需要根据气象条件决定是否降落。结果发现，在决策

中，专家组的准确率更高，同时，其双侧尾状核的激活水平更低。这意味着专家组的尾状

核的工作效率更高。

2. 躯体感觉区与躯体运动区

躯体感觉使我们的机体有触觉、痛觉、温度觉，并知道身体的各部位正在做什么。躯

体感觉处理的中枢在大脑皮层的顶叶，主要位于中央沟后侧，称为中央后回，从中央沟的

深部扩展至整个中央后回以及旁中央小叶后部，它接收来自丘脑腹后核的传入投射，有精

密的定位投射关系。身体各部位在此区的投射具有上下颠倒但头部正立、交叉对侧投射的

特点。身体各部位在此区的代表区的范围大小与感觉的灵敏度有关。中央后回受损后，对

机械刺激的辨别力减退，触觉、手指和四肢的位置觉发生障碍。

中枢运动控制系统是以等级方式构成的，端脑处于最高水平，脊髓处于最低水平。大

脑的联合皮层和基底神经节属于运动控制的最高水平，它们负责运动的战略层面，确定运

动的模板和达到模板的最佳运动策略。中间水平是躯体运动区和小脑，它们负责运动的战

术，即肌肉收缩的顺序、运动的空间和时间安排，以及如何使运动平滑而准确地达到预定

的目标。运动控制的最低水平以脑干和脊髓为代表，负责运动的执行，即激活运动神经元

和中间神经元，并对姿势进行必要的调整。

感觉和运动是人和外部环境进行交互的重要过程，飞行员能够顺利飞行的前提是能够

准确感知飞机的运行情况和外界环境的实时变化，并能及时正确地进行决策并执行相应的

操作行为。飞行员为了获得飞行技能，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训练其对飞行和外部环境的

感知能力，以及对飞行的操纵能力。这可能会导致飞行员的感知运动功能得到一定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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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军方的飞行训练和空战模拟中，均使用了心理运动能力的相关测量方法。他们

发现，心理运动能力对飞行技能的塑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飞行员在不同的环境进行不

同的飞行操作时，均需能够较快速地作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并且，性能越复杂的飞机，对

飞行员的心理运动能力的要求越高。各种心理运动功能在飞行员进行飞行任务的不同阶段

均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在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一项研究中，采集了飞行员和地面对照组的静息态

磁共振成像数据，专门考察了两组被试者的感知运动网络（包括中央前回、中央后回和辅

助运动区等）的基线功能状态的差异。该研究使用基于 MATLAB 的 GIFT 软件，用独立

成分分析的方法筛选出感知运动网络，并进行了组间比较。结果发现，飞行组的感知运动

网络的基线功能强度显著增强，主要表现为右侧的中央后回的功能连接性显著增加。这一

结果表明，飞行训练这一经历可能与个体的感知运动网络的功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

一关系是原发的还是由训练导致的，还需要更多的后续实验验证。

在另一项考察滑翔机飞行员的大脑灰质结构的研究中（Ahamed et al.，2014），研究者

对比了 15 名滑翔机飞行员和地面控制组的大脑灰质概率密度值，结果发现，飞行员组在

运动前区和辅助运动眼区的灰质概率密度有显著的增加。以往研究发现，运动前区多参与

对物体的抓取和操纵，并与运动的学习相关。而辅助运动眼区的功能则主要与眼球运动，

如视觉追踪等功能相关。相比大型运输航空器而言，滑翔机的飞行对操作者的手眼协调运

动能力要求更高。飞行员需要对多感觉通道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并实时监测。滑翔机飞行

员在长年的职业生涯中不仅锻炼了自己的相关能力，还可能最终导致大脑结构发生了稳定

的变化。当然，这一结论也需要更多的实验验证。

3. 视觉区

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取决于视网膜所提取的信息，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其他部分对这

些信息的分析和诠释。视觉通路包括丘脑的外侧膝状体和初级视皮层。外侧膝状体将视觉

信息根据其特性分为几个相互分离的并行通路，传递到初级视皮层后再将这些信息送到颞

叶和顶叶的数十个不同的皮层，由这些特化的区域对不同类型的信息进行分析。

初级视觉区位于枕叶内侧面距状沟的两侧，又称为纹状皮层或 V1 区。该区神经元的

排列大致可以分为 6 层，每一层都有特定的功能。视觉系统中主要有两个相互平行的通路，

其中，大细胞通路始于视网膜的 M 型神经节细胞，这些细胞的轴突投射至外侧膝状体的

大细胞层，最终经由初级视皮层的第四层的 Cα 层终于纹状皮层的第四层的 B 层。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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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通路被认为是特化处理物体的运动信息。小细胞通路始于视网膜的 P 型细胞，并投射至

外侧膝状体的小细胞层，然后经由纹状皮层第四层的 Cβ 层最终投射至纹状皮层的第三层。

小细胞通路被认为是特化处理物体的形状信息。视觉世界中的每一点都为皮层的有限区域

内的细胞所分析。

在一项研究中（徐开俊 等，2020），我们使用了低频振幅的方法，考察了飞行员群

体大脑的基线脑功能状态的差异。静息态磁共振成像是通过采集大脑在静息状态下的血氧

饱和度信号来间接反映大脑的基线活动水平。磁共振仪器采集的血氧饱和度信号有多个频

段，其中的低频部分（0.01~0.08 Hz）被认为是真正反映大脑生物信号的部分。通过获取

磁共振信号内的低频部分，计算频率幅值的均值，就可以从能量角度展现大脑具体脑区的

神经元活动变化。结果发现，飞行员群体的枕叶的楔叶部分的基线活动水平显著增强，同

时，这一增强的趋势与飞行员的飞行小时数正好呈现正相关。此外，枕叶内部（右侧舌回

与楔叶之间）的功能连接也呈现显著增强的趋势。

在人类的众多感官中，视觉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对于飞行员这个职业而言，视

觉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前期的体格筛选中，就对视觉有明确的要求。在飞行器的驾驶舱

设计中，对于各类仪表信息的视觉可读性也有极高的要求。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飞行员需

要实时关注驾驶舱内外的各类信息，尤其是在起飞和降落阶段，更是对视觉条件有极高的

要求，如目视条件不佳，则会影响航班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视觉对于飞行员而言是非

常重要的。在长时间的飞行训练中，飞行员的视觉功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这可能是我们

发现飞行员的视觉处理皮层基线功能活性更强的原因。

4. 听觉系统

虽然听觉和平衡觉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它们在结构和原理上却十分相似。我们可以对

声音进行检测和定位。平衡觉则向我们提供关于头部和身体位置以及它们移动情况的信

息。初级听皮层位于大脑外侧沟深面的颞横回。人体的两个耳朵对两个半球的皮层均有输

出，因此，在单侧听皮层受损的情况下，正常听觉功能几乎不受影响。

5. 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位于大脑半球的内侧面，呈环形围绕胼胝体。主要结构有扣带回、海马旁回、

杏仁核、隔核、下丘脑以及背侧丘脑的部分核团。边缘系统在进化上是脑的古老部分，其

功能与内脏活动、情绪和记忆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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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位于海马沟的深处，其纤维联系广泛，接收来自脑干、间脑及皮层发出的纤维

联系，并向大脑皮层各处投射纤维。杏仁核被认为与内脏及植物性反应，如呼吸频率、心

跳频率和血压升降有关。此外，杏仁核还与愤怒、恐惧等情绪反应相关。切除动物双侧的

杏仁核，可导致其恐惧显著减少，并能影响其攻击和记忆。一只切除双侧杏仁核的大鼠会

接近一只猫。在人类因病导致的双侧杏仁核损毁的个案中，个体很难识别照片中别人的一

些情绪，尤其是愤怒和恐惧的情绪，她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两种情绪。电刺激完好的杏

仁核，会导致警惕和注意的增加。刺激猫的杏仁核外侧部会造成恐惧和暴力攻击的增加。

电刺激人类杏仁核，则会导致焦虑和恐惧。

海马结构位于颞叶深处，包括海马、齿状回、海马旁回和下托。它主要与记忆活动相关。

在双侧颞叶切除的患者中，个体表现出严重的健忘症，最显著的是个体的顺行性遗忘，他

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情。但对于很久以前的记忆还相对保持较好。更具有特异性的是，个

体还能形成新的程序性记忆，但失去了形成新的陈述性记忆的能力。由此可见，海马及其

周围的组织对于事实和事件的学习、编码以及相关信息记忆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主

要与陈述性记忆相关。简而言之，海马帮助我们形成和维持有意识的经验。

以往有研究发现，海马体积会随着密集的训练而改变。在一些对比新手和专家的横断

研究中（如出租车司机和新司机），往往发现他们的海马体积存在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海

马参与了空间记忆和导航定向的加工。在一些纵向研究中，人们更加明确了大量的专业训

练与海马体积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音乐家、建筑家、谈判专家和杂技演员中都得

到了验证。在一项针对飞行员的纵向研究中（Adamson et al.，2012），共纳入了 60 名飞行

员，并按照他们的飞行资历分为了低、中、高 3 个水平的小组。结果发现，对于高水平的

专家级飞行员来说，其海马体积越大，其飞行操作越好。总体而言，海马体积与专业训练

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关系需要更大的样本进行验证。

6. 前额叶

额叶是从额极向后到中央沟，向下到外侧沟，分别与顶叶和颞叶相邻。额叶约占大脑

皮质面积的 40%，主要由运动皮质、前运动皮质、前额叶皮质和额叶底面构成。前额叶几

乎和所有的感觉系统、运动系统和皮层下结构都有往返的纤维联系，它被认为在个体的目

标指向性思维和行为的组织和控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根据个体内在的

目标来规划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大脑功能中最让人迷惑的就是认知控制了。这些数以亿计、相互连接的神经元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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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前额叶的各亚区划分 (Zhou et al.，2015)

背外侧前额叶：8、9 区域的背侧以及 46 区；

腹外侧前额叶：44、45 和 47 区；

喙侧前额叶：10 区；

眶额叶：11、13、14 和 47 区；

内侧前额叶：8、9、10、32、24 和 25 区的内侧面。

（a） （b） （c）

产生有目的、有组织的行为的呢？这一功能通常认为是由前额叶执行的。它是大脑的执行

中枢，负责对传入的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并选择适当的行为反应。它的功能涉及注意、

知觉、执行功能和情绪等。

在 1848 年，美国一起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都非常著名的事故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

看到前额叶的相关功能。一根钢钎穿过了铁路工人盖奇的颅骨，其双侧额叶中下部分和腹

内侧区，尤其是左侧前额叶严重受损。事故后，盖奇没有死亡，他的智力和身体功能未受

影响，但其情绪和社会性行为有了极大的变化，变得脾气暴躁无常，行为无任何计划和目

的，任性妄为。这表明前额叶的功能似乎不涉及具体的行为，而与更宏观的计划和情绪控

制功能相关。

具体而言，前额叶在简单的自动化的行为控制（如对突发声音的朝向反应）中并不重

要。这些自动化行为是不灵活的程式化反应，它们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主要

由刺激性质和已有的神经通路所决定（Miller & Cohen，2001）。而自上而下加工中的行为

则是由个体内在状态或意愿决定的。人们认为，大脑内的加工是竞争性的：不同的通路携

带不同来源的信息，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争取达到行为上的表达，最后能够获得最多资源

的信息，在行为上得到处理和表达。前额叶在认知控制中的功能似乎主要是根据个体的目

标实时调节大脑工作模式，它为全脑的感觉加工模块、执行功能模块、记忆和情绪评估模

块等提供筛选过的信息（Szczepanski & Knight，2014）。

前额叶可以细分为多个亚区（见图 3.1），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区有背外侧前额叶

（DLPFC）、内侧前额叶（MPFC）和眶额叶（OFC）。其功能各有侧重（Cron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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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外侧前额叶区域主要与执行控制功能相关，具体而言，与认知任务的选择、监控和

操作相关。脑损伤研究发现，该区域受损将影响工作记忆加工、规则学习、计划和注意等

心理功能。它似乎具体参与工作记忆任务中的相关刺激的重新整理、转换或追踪，而不仅

仅是信息的维持。背外侧前额皮层的脑损伤会导致个体更常出现分心的情况，这会导致注

意缺陷。此外，该区域脑损伤的被试者可以执行一个任务中独立的各个片段，但却无法将

同样的行为按照时间顺序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这意味着背外侧前额叶的

功能与行为计划和问题解决有关。

内侧前额叶的功能似乎主要与社会认知加工相关（Crone，2014）。社会认知加工包括

对自己的理解、对他人的感知、人际交往动机等。该区域的功能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大体

而言，其前部主要与未来行为的决定相关，即基于预期的价值来决定行为。内侧前额叶的

尾部主要与行为相关。越是靠额极的方向，其加工的信息越抽象，多与元认知相关，使我

们可以反思我们的行为及其结果的价值（Amodio & Frith，2006）。这一水平的加工在社会

认知的很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可以让我们思考别人行为的价值和后果，也可

以让我们推测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眶额叶皮层则负责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评估，评估其社会和情绪意义，以更好地指

导目标导向的行为（Kringelbach & Rolls，2004）。具体而言，眶额叶皮层主要加工奖赏和

惩罚信息。大量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眶额叶皮层的内侧主要加工强化物的奖赏的价值，

而外侧部主要涉及刺激的惩罚的评估。此外，眶额叶皮层的前部主要加工复杂或抽象的强

化物（如金钱的获得或损失）的信息，而后部主要涉及更简单的强化物（如食物或疼痛）

性质的加工。

在飞行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决策。例如，在降落阶段，当遇到一些特殊情

况，比如不稳定进近、跑道上有其他飞行器、有强侧风或风切变的时候，按照安全飞行的

原则和手册的要求，飞行员主要执行复飞程序重新降落或备降其他机场。复飞的决策是手

册要求的，但具体是由飞行员，主要是机长在当前情况中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Causse 

et al.，2011），在雷暴天气下的 2000 余次进近中，有三分之二的机组不顾糟糕的气象条件

而坚持落地。这种现象称为计划继续错误（plan continuation error，PCE），它在通用航空

运输中也存在，并且贡献了接近一半的事故率。在理想状态下，决策是基于理性事实的，

但实际情况中，情绪、价值判断等会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一直作用于决策的整个过程。在

一项模拟飞行任务中（Causse et al.，2013），使用金钱作为刺激进行奖励或惩罚，考察飞

行员的决策机制。脑影像数据发现，在被试的决策过程中，除了执行控制功能相关的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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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绪和奖赏相关的脑环路也参与其中。这些脑区包括背外侧前额叶、腹内侧前额叶和

眶额叶皮层等区域。

此外，近年来，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成为

了一种新的提升认知能力的方法，它一般是在个体大脑额部通过微弱的直流电刺激。目

前研究发现，tDCS 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认知功能，尤其是提升个体的高认知水平的加工，

如隐藏图片识别、空间工作记忆、语言习得和运动技能提升等。飞行员工作中需要的很多

认知能力，如心算能力、认知灵活性、视空间推理和工作记忆能力，都与前额叶的功能息

息相关。一项研究发现（Choe et al.，2016），在对个体的前额叶进行 tDCS 调制后，被试

者在模拟机中完成一系列飞行任务时，表现明显更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调制后的大

脑前额区域的 θ 波活性增强，执行功能表现更好。

7. 网络连接层面的飞行相关生理机制

大脑的运行规律可以从两个基本法则去理解：功能分离（functional segregation）及功

能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前者指大脑的每一个神经集合（脑区）对应负责一个具体

的行为功能，是功能定位的假说基础；而后者则指每一个具体的行为由多个神经集合共同

协调完成，可以理解成是脑连接、脑网络的理论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脑的加工

方式在更多时候是以多脑区协作的方式，即脑网络的方式进行的。

大脑的工作状态可以大致划分为静息状态和工作状态。静息状态时，个体不做特定的、

目的性的思维加工，让大脑处于一种自在放空的状态，这种状态体现了大脑的基线状态；

工作状态时，个体带着特定目的思考，有明确的指向性。研究表明（Raichle & Snyder，

2007），大脑在静息状态时消耗全身 60%~80% 的能量，而在工作状态时，大脑的耗能仅

仅比静息状态增加 0.5%~1%。由此可见，大脑的静息状态，也就是基线状态，可能就反

映出大脑的很多关键特性，它可能反映了人类行为和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

大量研究发现，大脑稳定的存在 3 个主要的大尺度网络，分别是默认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DMN）、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N）和中央执行网络（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CEN）（Menon，2011）。中央执行网络主要在大脑处于工作状态时呈

现显著激活，而在大脑处于静息状态时处于明显抑制状态。默认模式网络主要在大脑处于

静息状态时呈现显著激活，而在大脑处于工作状态时处于明显抑制状态。突显网络则似乎

是控制两个网络之间切换的转换器，它根据个体的内外状况判断当前进入大脑的刺激是否

具有显著性，是否具有进一步加工的价值，以决定大脑此时是 DMN 激活还是 CEN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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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脑的静息状态的重要性，有必要考察飞行员群体大脑的 DMN 是否存在一些特异性

生物标记。

在一项研究中（Chen et al.，2019），我们采集了飞行员被试和年龄性别匹配的对照组

被试的脑部静息态磁共振图像，并对比了他们之间的 DMN 属性的差异（见图 3.2）。结果

发现，飞行员群体其 DMN 内部的激活程度显著更高，同时，相比地面对照组，飞行员的

DMN 内部连接更加紧密，并且这一趋势与飞行员的飞行小时数呈现显著正相关。

之后，我们继续分析了 DMN、SN 和 CEN 三大网络之间的关系（Chen et al.，2020），

使用主成分分析并结合滑动时间窗的方法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见图 3.3）。结果发现，

飞行员群体相比对照组，其三大网络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同时，飞行员群体的大脑

在不同状态之间的切换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人类的大脑内随时都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几乎没有大脑内真正一片空白的状态。只要

人还活着，大脑就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和运转，因此，大脑随时都处于动态变化中。对大脑

在一段时间内的工作状态进行聚类，可以发现大脑状态可以划分为几种主要的工作状态，

不同的工作状态可能对应着个体面临的不同场景和任务需求。在一段时间内，大脑会在不

图 3.2 飞行员 DMN 的激活程度和内部链接更强 (Chen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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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飞行员三大网络之间的联系有改变 (Chen et al.，2020)

同的工作状态之间来回切换，以应对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评价

指标。我们对大脑状态的研究发现，飞行员群体的大脑更能适应分布式加工方式，并且其

大脑在不同工作状态之间的切换更为灵活。这可能与飞行员的工作环境相关。飞行是在一

个动态变化的场景中进行的，飞行员需要实时关注多通道的内外环境信息，这意味着他们

可能需要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关注多个来源的信息，并且随时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这种工作性质要求一个更灵活的大脑。

但飞行员大脑的这种增加的动态特性是源于前期筛选还是源于长年累月的持续工作？

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数据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

 3.3　飞行环境对人体生理各系统的病理学影响

飞行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与人体熟悉的地面环境有很大差异。其特殊性主要体现

在机舱是一个密封系统，它有特殊的气压、气温环境，且机舱在飞行过程中持续暴露于来

自宇宙和机器设备的各类辐射与噪声、振动中。此外，由于飞行运动造成的失重或过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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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人体有一定影响，而这些影响在一些生理系统中尤为显著。分析近年来飞行人员疾病

谱发现，飞行人员的循环系统和运动系统疾病比例较高，高血脂、高血压及颈椎、腰椎疾

病最为普遍。这意味着这些系统对于飞行环境更为敏感。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3.3.1　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由骨和骨连接以及骨骼肌组成。骨通过骨连接互相连接在一起，组成骨骼。

骨骼肌附着于骨，收缩时牵动骨骼，引起各种运动。骨、骨连接和肌肉构成人体支架和基

本轮廓，并有支持和保护功能，如颅支持和保护脑，胸廓支持和保护心、肺、脾、肝等器

官。运动系统作为人体的一个部分，是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进行活动的。

在飞行员的疾病流行病学研究中，腰椎和颈椎疾病的患病率一直位于首位（刘玉

华 等，2013；朱俐俐 等，2016）。此外，在近年国内的航空事故中，研究者发现，机

组人员的骨折愈合速度显著慢于普通乘客，这提示：长期暴露在飞行环境中可能会影响机

体的骨骼系统。通过对比飞行机组人员和地面对照人员的血清骨钙素及血清骨特异性碱

性磷酸酶水平发现，飞行人员的两个指标相比地面对照人员均有显著降低（沈海明 等，

2006），此外，飞行员的骨密度相比地面人员显著下降（沈海明 等，2006）。这意味着飞

行人员的骨代谢水平受到显著影响。飞行人员的颈椎、腰骶部及腿部疼痛是其常见病症，

发病率为 10%~30%（万梅 等，1999）。进一步研究发现，有腰腿疼痛的飞行员其骨矿物

质含量显著下降，血清骨钙素与骨密度均显著降低（于青琳，于文学，2000）。这些研究

表明，飞行员的骨代谢水平异常，且这些异常可能与飞行员的各类脊椎和关节疾病相关。

骨代谢过程包括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骨重建的动态平衡过程（Briot & Roux，

2005）。当破骨细胞的骨吸收过程大于成骨细胞的骨形成过程时，会导致骨量减少，进而

产生骨质疏松。飞行环境中的宇宙辐射、低压低氧环境及飞行所产生的振动等，会严重

影响环境中个体的骨质。研究表明，大剂量的电离辐射对成骨细胞的增殖及分化等各项

功能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此外，高频的机械振动也会抑制成骨细胞的活性（Heffner et al.，

2017）。而飞机飞行过程中产生的失重或过载则会使机体骨骼受力改变，对人体各关节，

尤其是颈椎和腰骶部的骨骼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飞行环境会导致飞行人员的骨代谢

异常，使其成骨功能受损。此外，飞行中的重力改变会对飞行人员的关节，尤其是脊柱增

加压力。在高过载或重复较小过载作用于飞行人员时，其椎间盘承载能力逐渐下降（伍

骥 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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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循环系统

循环是指各种体液（如血液、淋巴液）不停地流动和相互交换的过程。循环系统是进

行血液循环的动力和管道系统，由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组成。循环系统的功能是不断地

将 O2、营养物质和激素等运送到全身各组织器官，并将各器官、组织所产生的 CO2 和其

他代谢产物带到排泄器官排出体外，以保证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正常进行。如血液

循环停止，则机体所有器官和组织将失去氧及营养供应，新陈代谢将不能正常进行，体内

的一些重要器官将被损害而危及生命。

心血管系统包括心脏、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动脉将

心脏输出的血液运送到全身各器官，是离心的管道。静脉则把全身各器官的血液带回心脏，

是回心的管道。毛细血管是位于小动脉与小静脉间的微细管道，管壁薄，有通透性，是进

行物质交换和气体交换的场所。淋巴系统包括淋巴管和淋巴器官，是血液循环的支流，协

助静脉运回体液入循环系统，属于循环系统的辅助部分。

研究发现，短时间飞行训练可致飞行员的血清甘油三酯、胆固醇一过性降低（徐永

波 等，2013）。而长期处于飞行环境中会导致飞行员出现各种慢性循环系统疾病，常见

的有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和心脑血管疾病（段世英 等，2016）。多项研究表明，飞

行人员的心脑血管发病率很高，且发病年龄早于普通人群（侯方高，2006；李丽 等，

2012）。对比飞行员和地面工作人员的血液流变学数据，结果发现，两组的全血黏度、血

细胞比积和红细胞压积有显著组间差异（段世英 等，2016）。由此可见，飞行环境会影

响飞行员的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而增加个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血液黏度受血液中红细胞数量的影响。当血细胞压积增加时，血液黏度也会随之增加。

实验表明，经低氧暴露 3 min 后，个体的脉搏次数显著减少，血氧饱和度明显降低。飞行

环境是低气压、低氧的环境，在低氧状态下，血细胞会聚集，机体血液黏度会增加，会导

致血液流通不畅，进而容易出现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此外，飞机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产生的

过载或失重也会影响机体的心血管循环系统。在过载或失重条件下，人体内的体液，尤其

是血液会重新分布，会改变心血管循环系统的各项生理参数，从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影响。

使用数学仿真研究发现，在失重条件下，人体的舒张压与收缩压降低，心室血压升高；而

随着重力的增加，动脉压和心率会升高（赵金萍，2014）。因此，目前认为，飞行环境中

的低氧和重力变化因素可能是导致飞行人员罹患各类循环系统疾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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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免疫系统

研究发现，长时间飞行的航线飞行员，其染色体发生易位的概率大大提升（Yong et 

al.，2009）。此外，飞行机组成员罹患皮肤黑色素瘤的概率是常人的两倍。通过对比飞行

员与相应的地勤人员对照组的外周血免疫球蛋白（IgA、IgG 和 IgM）和补体（C3、C4）

水平发现，在飞行早期，飞行员的各类免疫指标尚无明显变化；随着飞行小时数的增加，

飞行员被试的各类免疫指标发生普遍改变，其 IgA、IgG 和 IgM 水平降低，而 C3、C4 水

平增高，且变化水平与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呈现相关趋势（晏雪婷，2016）。这提示，随着

飞行时间的增加，长期累积效应会造成免疫系统损伤。

人体中的淋巴细胞是对辐射敏感的细胞，而染色体是对辐射最敏感的细胞结构。当染

色体受损时，会在胞浆中形成微核。研究表明（晏雪婷，2016），低剂量的宇宙辐射即能

引起飞行人员的微核增多，提示其遗传学指标发生变化。进一步对比飞行人员和地面对照

人员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率发现，两组被试者间微核率差异显著，且飞行人员的微核率

与飞行小时数呈线性相关，经过一个月的休假后则有一定的恢复。这些结果表明，飞行中

的辐射能引起飞行人员遗传学指标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存在一定的可逆性。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长时间处于飞机头部，暴露在玻璃窗下的时间较长，受到的高

空电磁辐射较多。自然界存在的辐射主要是宇宙射线，人工辐射主要是机载雷达和大功

率机械电子设备等（晏雪婷 等，2015）。高空宇宙辐射强度显著高于地面。其强度随着

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的增强。现代喷气式客机巡航高度为 8~12 km，其飞行人员

接受的年平均宇宙辐射有效剂量约为当地居民人均年宇宙辐射剂量的 5 倍以上（Scott & 

Lyons， 1979；张涛 等，2005）。对空域及航线的宇宙辐射剂量进行测算发现，飞行人员

年吸收宇宙辐射剂量显著高于地面人群。宇宙射线对有机体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直接击中生

物大分子，破坏分子结构而实现的。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于 1990 年将喷气式飞机机组人

员列为职业受照人群。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机体受到的辐射剂量逐渐累积，进而损伤免

疫系统。频率在 300 MHz~300 GHz的电磁波是微波。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微波辐射较为敏感。

有机体的免疫系统通过识别危险信号以引起免疫应答，进而执行免疫效应，维持机体的自

身稳定。以往研究表明，每天一小时、持续一个月的全身微波辐射会显著影响小鼠的特异

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张文辉 等，2005）。小鼠经微波长时间辐射后，其 NK 细胞活

性显著降低，白细胞、淋巴细胞计数逐渐降低，脾脏出现明显损伤，提示其免疫功能受损

（鲍建芳 等，2001）。因此，长时间的飞行工作导致飞行人员接受各类辐射剂量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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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损害机体的免疫系统。

3.3.4　生殖系统

生殖系统由生殖器官组成，人和高等动物的生殖器官按解剖位置可分为外生殖器和内

生殖器，按功能可分为主要性器官（主要生殖器官）和附属性器官（附属生殖器官）两部

分。主要性器官又称性腺，女性为卵巢，男性为睾丸。女性附属性器官包括子宫、输卵管、

阴道、外阴部等。男性附属性器官包括附睾、输精管、精囊腺、射精管、前列腺、阴茎等。

精子是人体分裂最迅速的细胞之一，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对温度、有害气体

和辐射等较为敏感。长期处于飞行环境下会导致精子凋亡率显著增加，这是飞行人员生殖

系统功能受损的直接表现（胡海翔 等，2014）。精子形态是评价精子功能的重要依据之

一。研究发现，经过长时间的飞行，飞行人员的精子形态出现异常，有头部异常、顶体异

常和尾部异常（胡海翔 等，2013）。空泡精子的产生说明飞行环境对飞行人员的部分精

子遗传信息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导致遗传信息改变或缺失。顶体结构异常可能影响精子的

穿透力，最终不能与卵子结合。而精子尾部结构异常则可能影响精子的运动功能，使受孕

率下降。在飞行环境中，个体体内的活性氧基会增加，机体处于氧化应激状态，这会增加

精液中的氧自由基，引起精子 DNA 不同形式的损伤，从而导致精子形态异常和活力下降

（李文杰 等，2014）。飞行环境不仅影响精子活力，还可能导致飞行人员子代性别比率失

衡（Okumura et al.，2003）。

飞行环境对生殖系统的影响是可逆的。在脱离飞行环境 7 天后，机体精子活力参数显

著提升（罗少波 等，2013）。飞行人员在工作期间，其不孕不育概率增加，而在脱离飞

行环境 1~2 年后，自然受孕率显著增加（Kumar et al.，2003）。

3.3.5　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由消化管和消化腺两部分组成。消化管包括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大

肠和直肠。消化腺包括口腔大唾液腺、肝、胰及消化管壁内的小腺体，如胃腺、肠腺等，

它们均借排出管道将分泌物排入消化管腔内，对食物进行化学性消化。

调查发现，飞行人员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病率高达五分之一（王萍 等，2015）。功能

性消化不良是指在餐后饱胀不适、上腹痛或有灼烧感，但又无明显器质性病变的临床综

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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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飞机多采用密封增压座舱，但在高空飞行时，舱内的气压和氧气含量仍属于

较低水平。以往研究发现，当有机体进入低压、低氧状态时，恶心和食欲减退等胃肠道症

状为最常见的症状，其发病率高达 62%。人体中的下丘脑参与食欲调节。动物实验表明，

当机体处于缺氧状态时，下丘脑很容易受到影响，进而抑制摄食中枢，使机体食欲减退。

此外，机体在缺氧环境下，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抑制，血液中的

一氧化氮浓度升高，进而导致胃肠蠕动减弱，食欲减退。噪声污染也会影响消化系统。噪

声可能会引起机体的应激反应，导致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异常，降低消化系统的

内分泌功能。飞机客舱内气体源于压缩舱外的大气，而空气湿度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下

降。因此，高空中座舱内的空气湿度很低。人体在低湿度的环境中暴露一定时间后，体内

的水分会蒸发，从而引起各消化腺体分泌减少，消化功能减弱。

3.3.6　神经系统

考察高级神经系统发现，飞行员的脑白质高信号检出率高于普通人，且高信号脑区的

体积会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国外研究发现，飞行员脑白质高信号脑区数量是普通

人的 3 倍，体积是普通人的 4 倍，且分布更均匀（孟彩丽 等，2016）。有学者认为，这

可能是由减压导致的轻微脑损伤引起的。另有研究发现，微波辐射可能导致小鼠神经细胞

凋亡（Zuo et al.，2014），这意味着这种脑损伤也可能与飞行员受到的辐射有关。

综上所述，飞行环境会影响人体的各大系统功能，造成可逆或不可逆的损伤。这主要

与飞行环境的低压、低氧、高噪声和持续的辐射因素有关。作为一项特殊的职业，飞行人

员要执行长时间、高压力的飞行任务，承受飞行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考察飞行员独特

的职业环境特点及其对有机体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从而为建立相应的缓解方法提供一定的

参考依据，对于我国未来中长期航空任务的顺利完成十分必要。

 3.4　飞行疲劳

2010 年 1 月 25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 409 号航班起飞后不久便失事坠毁，共造成 90

人遇难。事后查看飞行数据记录仪，数据基本都处于正常值。空管员的指挥也无可挑剔。

排除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剩下的就是真相。通过对驾驶舱语音记录仪的分析发现，飞

行员多次提到“疲劳”。通过查看出勤表发现，机长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得到充分

的休息。飞行员由于太过疲劳，混淆了他们的操作方式，以至于不能修正一些小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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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的飞行员失能案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航运输业也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于航空业

需要 24 h 不间断的工作，以满足长航线、区域航线、过夜货航等业务需求，因此，夜班、

轮班以及反复倒时差，是航空业必然的组成部分。随着航班数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由轮班

工作和跨时区长途飞行导致的飞行员疲劳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根据国际民航飞行事故统计，

有 4%~8% 的飞行事故与飞行疲劳有关。一份由 1488 名航空公司机组成员参加的调查显示，

有 61% 的人承认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在运营过程中经常发生（林岭，张燕，2015）。当疲

劳发生时，行为准确性下降，动作协调性受到破坏，反应时间延长，同时，判断失误增多。

飞行员心理疲劳问题既是飞行安全的主要隐患之一，也是困扰航空界的主要学术疑难问题。

国际民航组织在第 9966 号文件中对疲劳的定义：由于睡眠不足、长时间保持清醒、

所处的昼夜节律阶段或者工作负荷（脑力和 / 或体力活动）过重而导致开展脑力或体力活

动能力降低的生理状态，这种状态会损害机组成员的警觉度及其安全地操作航空器或者履

行安全相关责任的能力。简而言之，疲劳会导致飞行员的判断力、注意力、决策能力降低。

反应迟缓，是威胁航空安全的重要因素。

疲劳有多种分类方式。按疲劳内容可分为心理疲劳和生理疲劳。心理疲劳主要是指长

期从事紧张的脑力劳动，由单调的环境刺激而引起的情绪动机降低及行为活动能力的减退，

往往和心理负荷及精神紧张状态相联系，表现为缺乏动机、精神不振、情绪低落、注意力

不集中、思维缓慢、工作效率低下、判断力下降、决策失误等。生理疲劳则主要以肌肉疲

劳为主要形式，又称肌肉疲劳，是指肌肉经过一定时间的收缩或伸展后所出现的疲劳症状，

表现为收缩强度变小，伸展速度变慢，操作速度迟缓，进而影响到工作效率。按照恢复的

快慢分类，可以分为急性疲劳和慢性疲劳。急性疲劳可以通过适当的休息而得到完全恢复，

当这种疲劳持续累积而得不到适当的恢复时，就会进入慢性疲劳。还有人将疲劳划分为主

动疲劳和被动疲劳。主动疲劳指个体主动参与任务而造成的疲劳，主要与高认知负荷相关；

被动疲劳则是由长时间的单调反应所造成的，主要由作业单调缺乏刺激和激励而引发，与

低认知负荷相关。

3.4.1　疲劳的成因

疲劳可能是急性的，发生在剧烈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之后很短的时间段内。疲劳也可能

是慢性的，源于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睡眠（由于时差或者轮班），或者可能源于持续的体

力或脑力活动，而其间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慢性疲劳也可能源于抑郁和应激、熬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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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仅仅是因为呆在不熟悉或不舒适的环境中。

疲劳是民航从业人员，尤其是飞行员的工作常态。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疲劳感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曾经进

行过一项详尽的研究，确定疲劳、睡眠缺失和生物节律紊乱对飞行机组成员幸福感和工作

表现的影响。实验数据来自常规的飞行实际工作、全动模拟机和一系列实验室实验。主要

结果如下：晚上在家庭以外的地方睡觉，飞行员需要更长的时间入睡，也醒得更早，平均

比在家时少睡 1.2 h，同时，睡眠质量也较差；主观疲劳和心情会因长途飞行后的异地停

留而更遭；飞行员在工作日摄入更多的咖啡因，这一般是在早上帮助他们清醒，或者在午

夜帮助他们对抗疲劳。

人体的生理节律一般是以 24 h 或 25 h 为周期。生理节律不仅控制人体的睡眠 / 觉醒

模式，还会控制激素分泌、身体温度和食欲等。普通职业的人群每天基本都在相似的时间

醒来，在相似的时间睡觉。一般每天的睡眠时间在 6~9 h。这一规律前后改变 1 h，对人体

只有轻微的或基本无损害。但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此外，任务持续时间也

会影响疲劳感。持续的活动会导致疲劳，疲劳程度会随着任务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研究表

明，在汽车驾驶员中，随着驾驶时间的增加，驾驶员有大量的过度矫正行为，驾驶绩效显

著下降（窦广波，2017）。

具体到工作中，对于飞短途的飞行员来说，他们不用考虑倒时差的问题。但他们通常

会很早开始工作，有时又会工作到很晚，昼夜节律紊乱，正常的睡眠习惯被破坏，导致疲

劳感加重。此外，短途飞行意味着更频繁的起落，导致整个工作日的工作量巨大。这会带

来两个问题：工作时间不规律以及极高的工作负荷。总而言之，很高的工作责任、很高的

工作负荷、紧张的日程安排和对环境相对较少的控制，这些都会显著增加飞行员的压力水

平，加重他们的疲劳感。

对于飞长途的飞行员来说，飞越多个时区，长时间无社交的工作，会导致高水平的压

力和疲劳，长途机组成员不但有睡眠问题，同时，由于他们通常的目的地与常住地相隔较

远，饮食习惯差异很大，与家人和朋友长时间的分离也会造成压力。如果长途飞行后有较

长的停留休整时间，可能会降低疲劳和时区变化对生物节律的影响。但是，这也会增加与

家人及朋友分离的时间，从而增加压力。此外，研究表明（Runeson et al.，2011），当昼夜

节律紊乱时，飞行员的个体绩效会下降，反应时间会增加。有人收集了飞行员在 12 天国

际旅行期间的数据（Roach et al.，2012），结果表明，长途飞行间的短期异地停留会导致

之后的疲劳程度升高，若必须停留，建议中间异地停留时间延长为至少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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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飞行员回到家里，并不一定全在休息。在一项对短途飞行员机组的调查中发现，

飞行员报告他们在执行两次任务周期之间平均有 12.45 h 自己的时间，但只有 6.7 h 在休息。

近年来，廉价航空更加强调效率。由于每个座位带来的利润很少，所以工作负荷会更

大。飞行员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从而导致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

3.4.2　疲劳程度的评定

对疲劳程度的评估有主观评定法和客观评定法。主观评定法使用量表测量，以个体主

观的疲劳感觉来判断其疲劳的程度。客观评定法借助各种仪器设备等工具，通过测量人体

机能的变化来评定疲劳程度，常用的有心率、心率变异性、脑电图、瞳孔直径等生化指标。

另外，还可以通过心理运动测量，通过让个体执行一些精神运动警戒任务（Psychomotor 

Vigilance Task，PVT），测量个体对简单、显著信号的视觉反应时，以此推断个体的警觉

性变化，间接测量疲劳程度。

1. 主观评定法

主观评定法主要使用自陈式问卷。国外常用的量表有 Coper-Harper 问卷、NASA-TLX

量表、Samn-Perelli 量表、Karolinska Sleepiness Scale 量表等（丰雯娟，2019）。

这种评估方法要求个体根据自身主观感受报告疲劳状况。这种方法存在一定问题，比

如，有时个体的身心其实已经进入疲劳状态，但自我感觉还良好；更常见的是，个体因为

收入等原因，隐瞒或虚假陈述，会导致评定无效。

因此，人们更关注的是客观评估。

2. 眼动评定法

眼睛的状态与人的疲劳有较高程度的相关，能够有效可靠地反映疲劳状态。1999 年 4

月，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发表文章，提出把单位时间内（1 min 或 30 s）眼睛闭合所占的

时间的百分率（PERCLOS）作为预测驾驶员疲劳的可行方法（黄瀚敏，2007）。

人眼可分为 4 种状态：闭合、可能闭合、可能睁开、睁开。使用眼动仪持续监测个体

的眼睛闭合情况，计算其眼睛闭合所占总时间的比例，即可得到 PERCLOS 值。当该值超

过设定的疲劳阈值时，可以认为飞行员处于疲劳状态，提出告警。

也有研究使用专用仪器精确测量眼睛瞳孔的直径变化、眨眼频率和头部运动。结果发

现，通常人眼闭合时间在 0.2~0.3 s，如果眼睛闭合时间超过 0.5 s，就处于危险状态（马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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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2012）。

日本尼桑研究中心汽车研究实验室已据此原理设计出了瞌睡监测装置，通过判断眼睛

的开闭状态，计算一定时间段内眼睛闭合的次数来推断个体的警觉水平，当发现警觉水平

下降时就提出告警（张雪英，2005）。

目前，在民航领域，由于适航等原因，相关研究多在实验室和模拟机中进行。

3. 脑电评定法

脑电图是利用现代电子放大技术，将脑自身微弱的生物电放大记录成为一种曲线图。

能直接反映脑部活动的变化，已成为脑力疲劳研究中广泛采用的评定中枢神经系统变化的

重要依据。

以一个具体实验为例（韩霜，2017）：记录飞行前坐姿 5 min 脑电，模拟飞行器飞行

训练全过程中坐姿 30 min 脑电，模拟飞行训练结束后坐姿记录 5 min 脑电。记录 α、β、γ、θ、

SMR（感觉运动节律）波波幅。随着疲劳程度的增加，各波波幅均升高，相对功率谱的平

均值会增强。同时，右脑各波幅均高于左侧半脑，飞行后右脑的恢复也较左脑偏慢。人类

大脑的左脑以数理推算为主，空间定向则以右脑为主。模拟飞行中飞行员运用的心理能力

为图像识别，故右脑的疲劳程度可能更重。

目前，脑电被认为是疲劳评定的金标准，但其缺点也很明显。测试仪器便携性差，对

环境要求高，对飞行员侵入性强，且脑电信号容易受到头动和身体运动等驾驶行为的影响，

难以在真实的飞行环境中获得准确的数据。

4. 心理运动能力评定法

大量研究表明，脑力疲劳时，反应时出现延长，信息处理能力下降。在脑力疲劳的情

况下，反应时测试是较敏感的评估指标。以往研究表明（Basner & Rubinstein，2011），心

理运动能力对于完全睡眠剥夺和慢性部分睡眠剥夺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目前，被认为是评

估神经认知能力的有效工具，是检验行为警觉性和注意力的黄金标准。

通过让被试完成一定的视觉或听觉反应时任务，计算被试的答题总数、正确率、正确

答题的平均时间和第一反应答题的平均时间等指标，即可评估个体的疲劳程度。

此外，还有使用临界闪光融合频率（critical flicker frequency，CFF）的测量（詹皓，

2014）。主要原理是测试视觉系统分辨时间能力的极限。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会对个体

辨别闪光的能力有一定的影响。当个体处于疲劳状态时，其对闪光的分辨能力会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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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主要评定方法外，还有人使用心率、嘴部闭合程度、头部位置变化等方法来

评估个体的疲劳程度。它们的有效性和优缺点各有不同（参见表 3.1）。美国国家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局和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在实验室模拟驾驶过程中的疲劳监测的各类指标，考察

PERCLOS、脑电图、人体头部姿势变化和眨眼监测等方法的测试结果与客观疲劳的关系

程度（杨奎，2017；郑培，2002）。这些指标和方法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人体疲劳。

表 3.1 不同疲劳检测方法的比较

检测方法 准确度 实时性 全天候 抗干扰 舒适性 集成度 实用性

脉搏 一般 高 高 一般 低 高 高

脑电图 40.30%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嘴部闭合 一般 高 低 低 高 高 一般

头部位置 52.90% 一般 一般 低 高 高 一般

方向盘监视 低 一般 高 高 高 高 一般

反应时间 低 一般 高 一般 一般 低 一般

眨眼测试 48.0% 一般 一般 低 高 一般 一般

PERCLOS 87.80%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研究结果发现，PERCLOS 中的 P80（眼皮盖过瞳孔的面积超过 80% 的阶段所占时间

的比例）与疲劳程度的相关性最高。脑电和头部姿势的变化则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

3.4.3　疲劳风险管理

加拿大是最早开始研究疲劳风险管理系统的国家。他们于 2007 年根据飞行时间的限

制建立了疲劳风险管理体系。之后，欧美国家陆续发布了关于疲劳风险管理系统建设和实

施的指导文件或咨询通告。而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也相继颁

布了关于疲劳风险管理系统的指导手册。国际民航组织发布的第 9966 号文件，将疲劳风

险管理体系作为安全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用来管理与缓解疲劳风险。

在 1999 年 5 月，中国民航局首次制定并发布了管理飞机运行的管理规章 CCAR-121 部，

自此之后经过数次修订。在最新版的 P 章中，针对飞行员的疲劳风险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丰

雯娟，2019），包括飞行员的飞行时间限制、飞行执勤期限制、累计时间限制以及休息时

间的要求等，连续 7 个日历日累计飞行执勤的时间不超过 60 h，任一日历月累计飞行的时



68

航空心理学概论

间不超过 100 h，将一年的最大飞行时间限制由原先的 1000 h 降为 900 h。此外，考虑了

昼夜节律的影响，将非扩编机组的飞行时间限制在一天之内做了区分：0 点至 4 点 59 分

之间和 20 点至 23 点 59 分之间报到的，最大飞行时间为 8 h；其余时间报到的，最大飞行

时间为 9 h。在上一个执勤期结束后至下一个执勤期开始前，至少有连续 10 h 的休息期；

在 6 h 及以上的跨时区飞行后，至少有连续 48 h 的休息期。

急性疲劳可以通过每日的最大飞行时间来缓解，而累积疲劳的影响则可以通过累积最

大飞行时间限制来缓解。

目前，民航业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独立的疲劳风险管理体系，将它作为航空公司

日常安全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基于大量的实际运行和疲劳科研数据，实现动态闭环的疲

劳风险管理，以疲劳研究的数据信息为基础，评估排班表，收集运营数据，提供增强的安

全级别和更大的运营灵活性，实现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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