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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kpit Voice Recorder 

 1966年起規定強制裝置
於2名組員操作、載客量
在6人以上之多發動機航
空器上 

 1991年規定在氣壓高度
18,000呎下飛航組員需
要使用hot microphone 

由引擎 (或地面APU) 提
供所需電力 

 

座艙語音紀錄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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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R發展近況 

磁帶式紀錄器已不再生
產；現在均使用固態式
紀錄器 

紀錄長度：30分鐘或120

分鐘 

 2010年12月後安裝於航
空器之紀錄器需備有至
少十分鐘之獨立電源供
應(Recorder Independent 

Power Supply, RI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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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R收錄之音軌 

共四軌： 

客艙廣播系統與駕駛艙觀察席 (PA) 

副駕駛座位之所有通訊 (CM-2) 

正駕駛座位之所有通訊 (CM-1) 

  (航管通話、hot mic、intercom、PA) 

座艙區域麥克風 (Cockpit Area 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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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R收錄之音軌 

正駕駛麥克風、副駕駛麥克風、座艙區域麥克風、廣播系統 

PA and Observer Microphone 

F/O microphone and VHF 

Captain microphone and VHF 

Cockpit Area Microphone 

CH 1 / 30 min (HQ) 

CH 2 / 30 min (HQ) 

CH 3 / 30 min (HQ) 

CH 4 / 30 min (HQ) 

     120 min (SQ) 

     120 min (SQ)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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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個別音軌資料(CH 1, 2, 3) 

錄音品質通常良好 

組員之間、與航管之間的通話 

其他航管通聯 

 Interphone 、客艙組員對話與 PA 

背景聲響： 

電子系統雜訊 

閃電雷擊 

駕駛艙雜訊 

航向、方位資訊 

2012飛安資訊交流研討會 

CAM音軌資料(CH 4) 

包含最多有利事故調查的資訊 

錄音包含駕駛艙背景噪音 

駕艙組員對話與通聯 

儀表、飛航控制系統發出聲響 

機體與空氣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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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R資料下載與處理 

本會訂有「CVR拆解與下載程序」供參考 

具100% 國籍航空器裝置之CVR下載與解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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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R資料下載與處理 

四音軌分軌一次下載 

與FDR及航管通話進行時間同步 

 CVR抄件撰寫 

依事故調查需要進行聲音處理或是頻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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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艙資料頻譜分析與應用 

發動機聲音、轉速計算 

爆炸的可能性鑑定 

結構失效的可能性鑑定 

聲響來源的鑑定(組員、系統) 

組員壓力狀態的鑑定 

組員生理狀態的判斷 

酒精與藥物對飛航組員影響的判斷 

對地速度的計算 

天氣、環境（雷擊、雷雨、雨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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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0: 背景噪音處理 
• 日航JL 123 事故：CVR聲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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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0: 背景噪音處理 

• 日航JL 123 事故：CVR聲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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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0: 聲響來源認定 

• 某飛航事故之CVR頻譜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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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1: 發動機轉速 

• 某款引擎： 22片扇葉，於100%N1轉速為 2,355 rpm 

Start of Spool up 
Reach 900 Hz 

  fN 1101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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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2: 旋翼轉速 

• 直升機螺旋槳聲響可被收錄於CVR之CAM軌 

• 旋翼轉速判斷，可於事故調查所用 

• 轉速(RPM)推估方式：頻率/葉片數 x 60 

約680 Hz 
約58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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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3: 結構失效 

• 聲波透過不同介質（如空氣、飛機蒙皮）傳播速
度不同 

• 故特定聲源由空氣或機體結構傳至駕駛艙並被
CVR收錄存有些微的時間差 

• 經由金屬傳遞之聲音速度a較由空氣傳遞之音速c

快，可視為「前兆」 

• 故特定聲源離駕艙距離約為： 

 t
ca

a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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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3: 結構失效 (cont’d) 

• 響度的不同：  

• 非加壓區之聲源因透過金屬傳遞響度降低 

• 如事件響度大於前兆響度則事件發生於加壓區
（透過加壓區空氣傳播）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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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4: 系統聲響來源 

航機系統作動之聲響多數會被CAM音軌收錄 

如雨刷、操作面板控制、減速板手柄是否備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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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5: 組員壓力狀態 

在處於高壓力狀態下時，人類表現在語言上的可
能反應有： 

頻率升高 

頻率變化減少 

音量提高 

音量變化減少 

速度變快 

單句或數個字的話語重複 

 500 Hz至1,000Hz間之音頻能量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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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5: 組員壓力狀態 

 CVR實際範例: 1997年CZ 3456事故 

CM-1的正常音調 ： 

“我…現在建立航向了” 

頻率範圍約在500Hz 至
1700Hz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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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5: 組員壓力狀態 

 CM-1略為急促的聲音 “帶著點…(重複六次)” 

•音調略為提高： 

頻率範圍約在500Hz 

至2400Hz 之間 

 

•音量變大、變化減少 

 

•速度變快 

 

•話語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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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5: 組員壓力狀態 

 CM-1非常急促的聲音 “復飛…加油門復飛” 

•音調再度提高： 

頻率範圍約在500Hz 

至3750Hz 之間 

 

•音量更為加強 

 

•速度變快 

 

•話語重複 

 

•音頻能量變強主要位
於500Hz至17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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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6: 對地速度的計算 

假設已知跑道鋪面的溝槽之間距離為L，若
CVR之CAM有收錄起飛加速滾行時輪胎通過
跑道溝槽之窄頻聲響之主要頻率為f(t)，則飛
機之對地速度為： 

             
)(tf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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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CVR記錄之資料不僅可還原組員對話，周遭
聲響更可進一步用於事故調查上。 

航空器換裝120分鐘固態式CVR，藉保存較
長時間之語音紀錄，更有助於事故調查作業
進行。 

本會調查實驗室將持續進行CVR資料與其頻
譜分析相關應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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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Works 

持續與國外調查機構進行頻譜分析技術與應
用的經驗交流 

發展並運用CVR資料於記錄飛航參數較少之
航空器機型之事故調查 

應用CVR資料於加強旋翼機與渦輪發動機之
聲頻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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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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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l Warning Sound 

 Stall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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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Pilot Disengage Sound 

 Stall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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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Repetitive 

Chime”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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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hord” S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