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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9年全球民用旋翼机市场分析与预测
|| 宋烨　编译

尽管从长远来看，全球旋翼机市
场将呈现利好趋势。但是，近期由于
全球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导致业界对
旋翼机市场产生担忧。在民用旋翼机
方面，许多制造商已经推出众多新型
号，以此重振民机市场以及刺激客户
需求。在未来，电动垂直起降（eVTOL）
飞行器将拥有巨大的潜力来改变现有
市场。

民用旋翼机市场利用 3 年时间恢
复其制造率，到 2019 年底，民用旋翼
机的生产量较之于 2018 年下降了约
11%。2019 年，全球旋翼机制造商共
制造了包括配备涡轮式动力发动机和
活塞式动力发动机在内的民用旋翼机
共 967 架，而 2018 年共制造 1088 架。

尽管配备涡轮动力和活塞动力旋
翼机的产量在 2019 年均有所下降，但
活塞动力市场受到的打击更重。由于
主要的非美国市场陷入了强势美元的
困境以及受到某些关键地区经济放缓
的影响，2019 年活塞动力旋翼机产量
下降了 35% 以上。

经济的逐步改善也在一直推动民
用旋翼机市场的复苏。虽然 2019 年经
济增长放缓，但全球经济仍然相对强
劲，尤其是在美国。然而，民用旋翼
机市场发展趋势受其关键细分市场的
影响很明显，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市
场走向。2019 年，能源行业对新型直
升机需求停滞，加上经济疲软，逆转
了民用旋翼机市场此前的势头。

2020 年底或 2021 年经济大幅度
衰退的趋势给民用旋翼机市场前景蒙
上了一层阴影。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经济活动放缓，使形势更加复杂。
根据预测，在这种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民用旋翼机的产量将在 2021~2022 年
期间下降，2023 年预计将恢复年产量。

与此同时，至今为止油价从未恢
复到 2014 年年中每桶 100 美元以上的
水平。产油国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的斗
争，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使得油价短期内不太可能持续上涨。
其结果是石油和天然气制造商以及为
他们提供运输服务的公司对新型旋翼
机的需求将继续停滞。一旦这种需求
开始恢复，最初可能会通过恢复目前
储备和 / 或增加对行业机队中当前未充
分利用的资源的使用。

油气服务行业正在经历一些整合，
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该行业对新型旋
翼机的需求。Bristow（布里斯托）公
司和 Era（时代）公司已同意合并，交
易于 2020 年下半年完成。合并后的公
司将以 Bristow 的名义来运营，将拥

有 300 多架直升机，并将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莱昂纳多公司 AW139 系列直
升机、AW189 直升机以及西科斯基公
司 S-92 直升机机队运营商。

执法部门是民用旋翼机市场另一
个重要板块，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
领域的需求一直保持强劲。然而，有
证据表明，执法机构对直升机的需求
在 2019 年开始放缓，因为此类部门依
赖于政府资金变动很容易受到影响。

紧急医疗服务（EMS）市场的情
况喜忧参半。美国以外的新兴市场运
营商的需求继续强劲，尤其是亚太地
区。不过在美国国内，新兴市场供应
商之间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该
市场规模。

但是，并非所有市场板块前景令
人担忧。增长的市场板块包括搜索和
救援、通用领域，尤其是公司/VIP运输。
可以看出，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高级
官员，主要企业高管以及超高净值人
士等贵宾的运输任务构成了某些领域
民用旋翼机市场日益增长的原因。

空中消防和海上风电场服务等细
分市场显示出相当可观的未来前景。
航空旅游和观光是旋翼机制造商未来

需要关注的又一强劲市场。但在一些
国家，这可能会受到未来立法的影响。

“Air Taxi”（空中出租车）运营服务是
另一个很有前景的市场，随着基于旋
翼机研发的 Uber 型飞行器的产生以及
按需服务发展，其市场潜力有望成倍

增长。
按需航空运输只是这些新型旋翼

机在未来一种可能的应用市场。其他
市场包括包裹和优先货物交付以及各
种公共用途等。

空客直升机公司新型 H160 中型
双发直升机计划于 2020 年下半年进入
服役。H160 直升机打算在民用中型
双发直升机市场领域效仿 AW139 直
升机，其设计着眼于客户的需求和要

求。H145 轻型双发直升机的最新型
号 H145 D3 直升机也计划在 2020 年
进行服役，该机旋翼由五片桨叶构成。
H145 D3 直升机于 2020 年 6 月取得
EASA 认证，并于 9 月向首家用户进
行交付。

法国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生产
的“Arriel”（阿赫耶）2D 发动机为空
客直升机公司 H125 轻型单发直升机提
供动力，将该型直升机推力增加至 952
轴马力（约 710 千瓦），最终可将其有
效载荷增加至 420 磅（约 190 千克）。
而如今 EASA 已经为 H135 系列直升
机的最新版本认证了新的“备选起飞
总 重（AGW）”。 新 的 AGW 可 增 加
265 磅（120 千克）的最大起飞重量以
及有效载荷，在标准情况下也可使其
航程增加约 139 千米，或多飞 40 分钟。
空客直升机公司也在积极探索 eVTOL
领域，其中该公司旗下的四座“City 
Airbus（城市空中客车）”飞行器正处
于紧锣密鼓的研制过程中。

贝尔直升机公司正在重塑和振兴
其民用产品线。该公司新型贝尔 525
超中型双发直升机目前正在完成其认
证飞行测试计划。2019 年，贝尔 505
轻型单发直升机的交付量连续两年达
到三位数，证实了该公司重返这一细
分市场的决定是明智的。与此同时，
2018 年 推 出 的 贝 尔 407GXi 直 升 机
已经成为贝尔 407 轻型单发直升机的
标准型号。贝尔直升机公司也在研究
eVTOL 飞行器的概念，如自动吊舱运
输（APT）和 Nexus 4EX 城市空中交
通飞行器。

莱昂纳多直升机公司这几年凭借
着 AW139 直升机、AW169 直升机以
及 AW189 直升机及其改型牢牢占据
着民用旋翼机市场。此外，该公司民
用旋翼机产品线还包括 AW109 轻型
双发直升机和 AW119 轻型单发直升
机。该公司旗下新型民用倾转旋翼飞
行器 AW609 也处于研制和飞行试验
阶段，其产量正在缓慢上升。

2020 年 1 月，莱昂纳多公司签署
了一份并购瑞士 Kopter 公司的协议，
以 1.85 亿 美 元 完 成 此 项 并 购。 该 公
司正在研发 SH09 直升机，一款重约

6300 磅 （约 2.85 吨）的轻型单发直升
机。莱昂纳多直升机公司此前本就计划
设计一款新型单发直升机用来扩宽其
民用产品线，但是在并购了 Kopter 公
司以后，其研制的 SH09 直升机就可
以担当该角色。莱昂纳多直升机公司
认为 SH09 直升机可有效补充 AW119
直升机机队，因为这两款机型针对的
是不同的客户群体。目前，Kopter 公
司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在莱昂纳多
直升机公司的保护下正常运作。欧洲
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国联邦航
空局（FAA）预计将在 2020 年底对
SH09 直升机进行联合认证。

世界领先的活塞式动力直升机制
造商罗宾逊直升机公司旗下的活塞式
动力直升机产品线包含 R22 以及 R44
两 款 机 型。R66 轻 型 单 发 涡 轮 动 力
直升机是该公司产品之一。该公司自
2010 年开始交付产品以来，共计交付
约 1000 架 R66 直 升 机。 然 而，2019
年 该 公 司 直 升 机 交 付 量 总 体 下 降 了
1/3。 

西科斯基公司计划推出其 S-92 中
/ 重型双发直升机版本。S-92B 计划于
2025 年投入使用，将配备西科斯基公
司全新的“第四阶段”干运转主减速器。
将于 2023 年可提供将现有 S-92A 型
直升机升级到新型 S-92A+ 型直升机
的标准套件。S-92A+ 型直升机还配
备新型减速器，其配置与 S-92B 几乎
相同。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也正力求开拓
自身民用产品市场。该公司旗下几款
机型，包括喀山制造厂生产的“安萨特”
轻型双发直升机、多用途直升机米 -38
以及由米 -17 直升机改型的米 -171A2
直升机能够在拓宽民用旋翼机市场上
起到关键性作用。自 2016 年以来，“安

萨特”直升机的产量显著增加，成功
在 EMS 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据悉，该
型直升机配备了液压机械式飞行操纵
系统取代了传统的电传操纵系统。

而作为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子公司
的 VR 技术局正在研制一款新型轻型
单发涡轮动力直升机 -VRT500。该型
直升机采用共轴、双旋翼设计，配备
三片碳纤维桨叶以降低噪音辐射。机
身广泛采用复合材料，航电设备配置
玻璃面板，滑动门设置在座舱后部。
发动机配备加拿大普·惠发动机公司
的 PW207V 涡轮轴发动机。

根 据 Forecast International 公
司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 2020 年至
2029 年将制造约 11574 架民用旋翼机。
其中包括 2356 架活塞式动力旋翼机和
9218 架涡轮动力旋翼机。根据 2020
年美元汇率估价，11574 架民用旋翼
机的总价约为 704 亿美元。 

预测报告显示，2020 年 ~2029 年
将会制造出共计约 17044 架旋翼机，
根据 2020 年美元汇率估计，总价约
2135 亿美元。在此期间，空客直升机
公司在旋翼机产量上依然一骑绝尘，成
为领头羊，紧跟其后的是罗宾逊公司、
贝尔公司、俄罗斯直升机公司、莱昂
纳多公司、西科斯基公司及波音公司。
就生产的货币价值而言，西科斯基公
司预计将领先市场，其次是俄罗斯直
升机公司、波音公司、空客直升机公司、
莱昂纳多公司、贝尔公司以及 NH 工
业公司。

通过预测报告可知，未来各大航
空企业发展方向及旋翼机市场未来走
向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发展大趋
势。随着未来电动垂直起降（eVTOL）
飞行器研制热潮的一波一波来袭，随
着 5G 技术成熟应用，无人机快递运输
服务和无人驾驶汽车的纷纷出现。可
以预见，未来电池技术、电动直升机
将是必不可少的研发方向。未来空中
运输市场则是各大航空公司必争之地。

二是开发新能源市场，尤其是海
上风电场。海上风电场是一个新型的
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对海上风能的
深层次开发，预计 2030 年海上风能将
接近 250 千兆瓦，这预示着未来将有
大批量风机需要进行装机，而直升机
在运输、维护方面则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

三是各大航空公司针对旗下产品
结构进行调整，其中一大特点就是军
机和民机型号相互转化，互为发展。

目前，旋翼机市场可以说是处于
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民用旋翼机市场
经济波动和停滞不前的油气市场将会
延迟民用旋翼机市场的恢复速率。然
而，油气市场行业的未来前景还是可
以用“乐观”两个字来形容，加上对
新能源及新兴市场的开发，对于民用
旋翼机市场而言，所需的仅仅是“等待”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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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计划推进SSJ NEW项目

|| 张慧

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集团（UAC）正
在研制 Superjet 100 飞机的新改型，该项
目被称为 SSJ NEW。在该项目框架下计
划采用国内零部件替代数十个国外配套系
统，包括在飞机上安装俄制 PD-8 发动机
等。同时，进口替代并不是项目研制的唯
一目标，UAC 和“俄罗斯技术”国家公司

（Rostec）下属的其他航空企业力求通过
引入新一代国产配套产品来提高飞机的效
率，这些产品有些已经在进行台架和飞行
试验。

替代需求

俄 罗 斯 Superjet 100（SSJ100） 于
2011 年推出，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研发

的第一型客机。俄罗斯认为，与国外同类
产品相比，该机的航程和座级是俄国内市
场的最佳选择，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和舒适
性。当前，SSJ100 在俄罗斯航空运输中的
作用正在不断增长，根据 2019 年运输数
据统计结果，俄罗斯航空公司所有民用支
线飞机和涡桨飞机客流量的 51％以上均由
SSJ100 完成。

“Superjet”项目是由俄罗斯国内航空
企业与国外公司深度合作开展。在 2000 年
代初期，俄罗斯国内大多数机电系统和航
空电子设备制造商尚未准备好为 SSJ 100
提供配套支持，SSJ 100 只能引入国外系
统和部件，以便满足国外严格的航空法规
通过认证。

充分的国际合作为俄国内航空业发
展做出了贡献，包括发展数字化技术，引

入先进的生产工艺，通过与领先的航空系
统企业合作积累研制经验，建立与租赁公
司的互动等。同时，在“俄罗斯技术”国
家公司的支持下，俄国内航空工业企业进
行了合作，包括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制
造企业。这些企业为新型民用飞机提供了
具有竞争力的新一代配套产品，近期配装
PD-14 发动机的 MS-21-310 飞机试飞即
是最好的诠释。

因此，当前俄罗斯有能力研制主要使
用国产配套系统的 SSJ NEW 飞机，且部
分设备将与最新的 MS-21 中短程干线客
机通用。

更换新发动机

SSJ NEW 的 主 要 创 新 是 换 装 PD-8
发动机，该发动机基于可配装 MS-21 干
线飞机的 PD-14 发动机研发。由于缺少
7~10 吨推力的国产航空发动机，俄罗斯许
多航空项目发展受到了阻碍，并增加了对
进口的依赖。PD-8 发动机研制可以解决
此问题，其可安装在 SSJ NEW 支线飞机、
别 -200 多用途水陆两栖飞机以及未来的
直升机上。

SaM146 是 SSJ100 当前配装的发动
机，由 UEC 下属的“土星”公司和法国
斯奈克玛公司联合研制，其热端部件主要
由后者负责研制，如果潜在的客户有需求，
也可以将其用作 SSJ NEW 的动力装置。

SSJ NEW 进入批生产取决于 PD-8 发
动机的研制和取证时间。“俄罗斯技术”国
家公司副总裁乌拉季米尔·阿尔贾科夫表

示，发动机核心机将于明年进行试验，发
动机取证将于 2023 年进行。

 其他国产配套

“俄罗斯技术”国家公司下属的多家企
业参与了 SSJ NEW 项目。与 SSJ 100 一样，
新型飞机也完全在数字环境下开发，由于
使用了基于虚拟桌面技术的现代 IT 解决
方案，伊尔库特公司的子公司“支线飞机”
公司并未因新冠疫情影响工作进度。

“俄罗斯技术”国家公司下属的无线电
电子技术集团目前正在研发 SSJ NEW 的
机载无线电电子设备系统，其中许多设备
已经处于试验阶段，由莫斯科机电与自动
化学院研制的新惯性导航系统 BINS-2015
将于今年夏天开始试验，这些有助于缩短
新飞机的生产时间。

“俄罗斯技术”国家公司下属的“技术
发展”集团内部企业为 SSJ NEW 研制了
多种机电系统，包括氧气系统、发动机振
动控制系统和电源系统等。其中乌法“闪电”
科研生产企业研制了发动机的振动控制系
统、空调系统计算器、防冰系统结冰警报
器等，由发电和配电系统组成的电源系统
是由乌法部件制造企业研制。

“俄罗斯技术”国家公司总裁谢尔盖·谢
梅佐夫表示，新 Superjet 中约 97％的国
外零部件将被替代，这将是一种很有前途
的飞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国外都有
市场。

霍尼韦尔公司推出下一代
数字舱压控制监控系统

日前，霍尼韦尔公司推出了新型舱压控制监视系统
（CPCMS）。

该新型气压监控系统适配军民用飞机（公务机 / 支
线飞机、战术 / 军用教练机等），采用全电动、数字化设
计（采用数字控制技术，易于升级），重量更轻（较上代
产品减重 30%，整体重量不到 6 磅，约 2.72 千克），性
能更可靠（传感器精度 / 响应速度更高），认证成本更低。
该系统可全面监控飞机内部气压情况，对进入机舱的空
气进行调节，控制气压变化速率，使飞机在爬升 / 下降过
程中舱内气压更为稳定，显著提升乘员的舒适度。

作为该类型系统的第四代产品，系统内置测试功能，
可自主检测 / 报告系统故障。系统可靠性更高，飞机员系
统操作 / 维护工作量更少。

目前，霍尼韦尔公司已与比亚乔航空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新型 P.180 Avanti Evo 飞机集成 CPCMS 系统。该
产品将于 2021 年第三季度开始交付。采用新系统的首
批 P.180 Avanti Evo 飞机预计 2022 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石峰）

2020~2019 年民用旋翼机市场年生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