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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将修订航空远景规划《航迹2050》
|| 李慧熹

2020 年 12 月，欧洲航空研究和
创新咨询委员会（ACARE）发布报
告《变革时刻——迫切需要重新考虑
欧洲“航迹 2050”》（以下简称《变
革 时 刻 》）。 介 绍 了 自《 航 迹 2050》
2011 年发布以来欧洲航空业取得的进
展，以及各领域实施的成功案例。

2000 年，欧盟委员会为航空业
制 定 了 第 一 个 愿 景《 欧 洲 航 空 业 ：
2020 远景》。2011 年，又发布《航迹
2050》，明确了欧盟航空未来的发展
方向和重点。

《变革时刻》提出 ：当前航空业
面临着新的三大挑战，分别是各航空
公司和整个生态系统如何平稳度过迫
在眉睫的新冠疫情危机，如何为更具
弹性的行业制定复苏计划，以及如何
加快业内各部门的参与脚步以确保航
空业的未来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竞争
力。ACARE 提出对《航迹 2050》的
重新思考，既是对过往成就的总结，
也是在新的形势下更好的谋划未来发
展。本文对《变革时刻》主要内容进
行分析解读，以期对我国制定航空中
长期发展规划有所借鉴。

《航迹 2050》实施以来
航空业取得的进展

欧洲航空业一直在不断地采用创
新技术，以期在客机降噪和减排方面
达到《航迹 2050》的目标。

第一，先进构型的机翼和翼尖实
现油耗和噪声降低。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所有投入市场的新型飞机（如空
中客车 A380 和 A350）设计都配备
了气动外形优美的机翼来节省燃料，
同时通过加装翼尖小翼改善起飞性能
从而降低噪声。翼尖小翼最多可减少
4%~5％的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例如，A320neo 鲨鳍小翼型翼尖最多
可节省 4％的燃油消耗。

第二，高效安静的发动机。当代
的飞机都采用新一代加大直径的发动
机和内部齿轮箱提供动力，从而降低
了油耗和噪声。与上一代发动机相比，
先进的涡扇发动机可降低高达 15％的
油耗。

第三，复合机身和水平尾翼使飞
机更轻巧、更坚固、更耐用。机体重
量减轻和空气动力外形改进有助于降
低燃油消耗。复合材料具有高强度、
低重量和耐用性三重特性。30 多年
来，欧洲航空业一直处于材料科学的
最前沿，并率先在商用喷气客机中使
用碳纤维增强材料。最新一代的飞机
广泛使用比铝更轻、比铁更坚固且比
两者都更耐腐蚀的碳纤维增强材料。
欧洲航空供应链也随之进行了更新，
因此现在可以为飞机提供完整的复合
机身和水平尾翼。复合机体不仅变得

更坚固、更耐用、更轻量，而且还减
少了在航空运营中所需的维护量。例
如，A350XWB 超轻机体中一半以上

（53％）的材料都是采用创新的全新
碳纤维增强塑料，下一代飞机将采用
更多的 3D 打印部件，从而进一步减
轻重量和降低成本。

第四，增加了乘客舒适度。当今
的飞机客舱可以为乘客提供更舒适、
更安全的飞行体验。机舱变得更清洁、
更明亮、更安静，并且准备迎接未来
的机舱技术。

第五，层流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减
少排放。层流技术有望减少下一代飞
机的能源消耗和排放。在欧洲联合技
术倡议“洁净天空”计划的推动下，
欧 盟 联 合 20 个 主 要 合 作 伙 伴、 约
500 名人员，开展了 BLADE 项目（全
称为“欧洲突破性层流飞机验证机”），
其目标是减少 50％的机翼摩擦阻力和
最高降低 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而改善航空业对环境的影响。

第六，安全性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有效的
监管、强大的安全文化、培训方面的
改进以及飞机系统技术的进步。

第七，贯穿于飞机的整个寿命周
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欧盟在航空领
域引入涵盖了生态设计和循环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概念。航空业定期对新兴
技术进行审视，以检验其是否可以有
效地减少废弃物、能源或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对环境的影响。

第八，更加高效的空中交通管理。
自 2014 年引入了“自由路线空域”

这一概念以来，欧洲航空业已经少排
放了超过 260 万吨的二氧化碳（约占
航空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0.5％）。欧
洲航空业实施了单一欧洲天空 ATM
研究计划，旨在根据创新的技术和运
营解决方案实现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
现代化和统一化。目前正在部署技术
升级，以提高效率、减少排放并降低
噪声。此外，“单一欧洲天空效能计划”
定义了环境、安全、效率和容量方面
的指标和目标。 

五大变化因素

当前形势下，新的环境和预测正
在影响整个世界和航空业。《变革时
刻》共指出了 5 个主要因素 ：

一是政策调整 ：航空业的繁荣有
赖于强大而稳定的政策环境。最近的
形势变化迫使航空业调整其政策。

欧盟成员国已采取了一项新的增
长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节能高
效和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欧盟旨在履
行其法律义务，以在 2050 年实现气
候中和。新的需求和期望要求相关方
立即进行长期投资，以便为未来的航
空业提供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欧盟
通过框架计划等政策工具，对航空的

研究和创新进行了充分的设计和稳定
的投入。但是，对于未来航空的颠覆
性设计，如赛博物理系统、可持续替
代燃料和氢能等，需要在全球层面对
发展和政策监管等开展协商并保持一
致，同时也需要欧盟出台相关的政策，
明确如何协调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
学术背景的人才。

二 是 经 济 发 展 ：在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之前，多国政府政策推动
了市场的放松管制并减少了国家干
预。航空业也因此提高整个行业的效
率，促进了全球移动性的增长。推动
航空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包括 ：自 2000
年以来，空中交通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航空运输业通过对新技术的投资改进
设计和制造技术，大幅提高了航空器
的效率，并显著降低了乘客每公里的
成本 ；卓越设计方法优化了飞机设计，
并提高了飞机的可制造性和可靠性。

三是技术进步 ：这些技术进步包
括翼尖构型、复合材料的应用和层流
技术的发展等。航空业需要对可能在
未来数 10 年内投入应用的新技术、
集成方法和数字化使能因素进行最新
的预测，以便协调所有利益相关方。
清洁和高效的能源利用将成为未来几
年的关键因素，新的颠覆性技术必然
会影响飞机上的能量存储方式，以及
机场的能源供应、发动机设计以及许
多其他方面，其中包括飞机的环境和
热管理。数字化转型的使能因素正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
将航空业的当前业务流程数字化，它
们亦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来利用数字生

态系统中的技术，从而以更快的速度
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四是社会期望 ：随着公众意识和
政治监管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航
空业必须应对社会方面的压力，加快
行动步伐，减少航空运输对环境的影
响。社会移动性不仅需要新门类的解
决方案（例如，无人机、城市空中交
通和区域混合动力飞机），而且还需
要与其他交通方式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进行更广泛的合作。航空业必须与欧
洲航空安全局合作，通过创新从根本
上改变当前的运营方式，从而不断提
高航空领域的技术安全水平。其涉及
范围很广，涵盖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
飞机以及导航和交通管理。对于新冠
疫情危机，还必须采用新的健康安全
措施，包括旅客和行李的检查、周边
安全和监视、访问控制以及网络安全。

五是新冠疫情的冲击 ：由于航空
公司当前正面临生存压力，在没有外
部资助的情况下难以投资高效的新飞
机。因此需要在航空领域加快部署现
有的脱碳解决方案，并在新技术上进
行充分的投资。航空业务对于各国的
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甚至可以促进欧
洲工业跨越国界的发展。必须保护整

个行业的高技能职业岗位，并在整个
行业范围内对航空公司部署现有脱碳
解决方案的行为进行鼓励性投资。欧
洲必须保持自身的世界竞争力，以建
立优势并捍卫其领先地位。

 
重新考虑对策正当其时

政 治、 经 济、 技 术、 社 会 和 疫
情方面的因素，迫使欧洲修订《航迹
2050》愿景，使其涵盖更广泛的范围，
包括研究、创新和部署。

最近的形势变化要求航空业调整
其政策 ：考虑到政治上的放松管制和
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到 2050 年实
现气候中和的迫切需要，研究与创新
战略需要在欧盟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
也保持一致。因此，欧洲航空研究政
策与监管框架之间必须采取协调一致
的方法并保持不变。这就需要在研究
创新外，采取更全面的国际合作。如
此一来，建立“地平线欧洲”研究框
架法规所倡议的伙伴关系和协同合作
就显得尤为必要。

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航
空业提供的连通性和移动性。在过去
20 年中，航空旅行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新冠疫情危机已完全破坏了航空公司
的经济商业模式。欧洲需要进行持续
的经济影响分析，并提供专门的建议
以帮助航空业从这场危机中复苏，重
新建立社会移动性和增强欧洲凝聚
力，以及支持相关行业的复苏。

虽说飞机行业在某些领域是技
术的引领者，但在其他领域却是技术
的追随者。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最新
的数字化使能因素正在向行业发起挑
战，要求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跟随这
些领域的发展脚步并整合行业新入
者。航空业还需要加快可持续航空燃
料和新燃料 / 能源设计（如氢）的技
术开发。

全社会期望更加绿色环保的未来
能够更快的来临。这正在推动行业加
快攻克新能源的技术挑战。日益增加
的社会移动性要求与外部利益相关方
加强合作，在新的新冠疫情形势下，
安全和保障仍然是重中之重。

因此，欧洲航空业正面临严峻
挑战。在整个价值链中做出全面而高
效的响应至关重要。要实现《航迹
2050》的目标，就必须始终关注航空
利益相关方紧密依赖的投资链，刺激
和推动研究和创新利益相关方日益增
长的投资需求，并鼓励运营商更多地
将高性能产品投入到其运营当中。

 
启示与思考

一是欧洲具有创新的雄心和技术
储备，并有志于引领航空业大步迈向
碳中和。当今世界，气候和环境相关
的挑战日益严峻。全球气候变化的驱
动因素不受大陆和国家边界的限制。
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欧洲绿色协
议》，旨在使欧盟在 2050 年之前实现

“气候中立”。航空业同其他行业一样，
也应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以实现绿色
目标。

二是安全、绿色、数字、高效是
欧盟未来航空发展的关键词。安全至
上、绿色化、高效、低成本、智能化
将是欧盟未来航空科技发展的重点方
向，除了持续推动航业传统专业领域，
如气动、材料、动力等不断发展外，
还将借鉴新兴领域的成果。如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赋
能航空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三是欧盟继续面向全球广泛开展
科技国际合作的战略不会改变。欧盟
一直高举“开放科学、开放创新和向
世界开放”旗帜，通过欧洲内部的联
合和与中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
美国等国家同步开展航空科技国际合
作，提升其航空科技创新的效率、质
量、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空直公司“高速低成本
旋翼机”推至明年首飞

空客直升机公司曾在 2017 年宣
布“高速低成本旋翼机”（RACER）
将在 2021 年实现首飞。空直公司宣
布，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多条生产
线进度放缓”，不得不将 RACER 首
飞时间推迟至 2022 年。

空直表示，RACER 项目 2019
年通过关键设计评审，2020 年开始
制造长工期部件，目前座舱盖、复
合材料侧面机身、尾梁等主要部件
都已完成交付。空直计划在“未来
几周”内在马里尼亚讷工厂进行其
他几个主要部件的总装。

空 直 透 露，RACER 机 身 由 金
属和复合材料制成，按计划本月完
成交付。RACER 主旋翼采用空客
EC175 直升机桨叶，航电设备采用
Helionix 系 统 组 件，RACER 采 用

传统飞控系统而不是电传操纵系统，
共有 12 个国家 40 多家公司参与开
发此项目。

RACER 旋翼机近一半的升力来
自固定翼，其巡航速度高达 220 节

（410 千米 / 时），几乎是传统直升机
的两倍，航程为 400 海里（730 千米），
可 乘 载 6~8 人。RACER 旋 翼 机 采
用两台 2500 马力的赛峰 Aneto-1X
发动机，动力比其他同尺寸发动机
高出 25%。在巡航飞行期间，一台
发动机处于备用模式，这能使耗油
量降低 15%，发动机由备用模式转
换到工作模式只需不到 10 秒的时间。

空 直 还 计 划 在 首 飞 后， 对
RACER 旋翼机进行为期一年的技术
调整，然后再进行空中救护、搜救
和执法方面的演示活动。 （曹耀国）

美国航空业呼吁制定新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激励措施
日前，由美国航空业组织和

公司与可持续燃料供应商组成的
联盟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可持续航
空燃料的发展，希望在最近公布
的“美国就业计划”立法中纳入
旨在刺激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的
财政激励措施。

该联盟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运
输协会、国际通用航空制造商协
会、美国国家航空运输协会、美
国航宇工业协会、飞机所有者和
飞行员协会、美国航空公司、美

国达美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
和联合航空公司、空客公司、波
音公司和湾流公司、联邦快递、
NetJets、美国机场协会、美国飞
行员协会、美国支线航空公司协
会、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和分
销商以及飞机发动机制造商。

此前，美国国家航空运输协
会对美国国会政府问责署计划开
展的政策审查表示支持，此次审
查旨在查找可能帮助或阻碍可持
续航空燃料的开发、认证、生产、

部署及使用的政策。美国交通部表
示，支持增加可再生燃料的使用，
希望通过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使可持续航空燃料达到真正成熟
化水平。联邦快递公司表示，愿意
扩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使用范围，
并表示将继续与利益相关方合作，
寻求进一步发展，并投资于成本
效益较高的可替代燃料，以减少
碳排放。 （彩林）

Aerion公司将开发
新一代超声速客机AS3

Aerion 公司近日透露，将开发
新一代超声速客机 AS3 飞机。该机
可搭载 50 名乘客，可以 4 马赫速度
飞行 7000 海里（12964 千米），预
计将在 2030 年前首飞。

Aerion 公司还强调，为了保证
AS3 研发工作顺利进行，公司继续
与 NASA 的兰利研究中心保持合作

伙伴关系。该公司的董事长、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Tom Vice 指出，公
司的愿景是人类可以在 3 个小时内
实现全球任何两个地点之间的往来。

此外，Aerion 公司还表示，正
在研制的飞行速度 1.4 马赫 AS2 飞
机将在 2023 年开始生产。

（胡佳茵）

ZeroAvia公司
开发50座零排放飞机

近 日， 氢 电 飞 机 开 发 商
ZeroAvia 公司已从英国航空公司在
内的投资者手中获得了 2430 万美元
的融资，用于开发 50 座零排放飞机，
目标在 2026 年之前设计出一种用于
大型飞机的氢电发动机。

ZeroAvia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为实现向航空公司提供零碳、
氢 燃 料 飞 机 的 使 命，ZeroAvia 公
司正在启动针对全尺寸支线飞机的
2MW 氢电动力总成的开发计划。”

去年 9 月，ZeroAvia 公司试飞
了首架完全由氢提供动力的商业级
飞机。飞行员在英国贝德福德郡上
空驾驶 6 座 Piper Malibu 飞机升空
到 1000 英尺（305 米）的高度，以
大约 100 节（185.2 千米 / 时）的速
度绕机场飞行了两次。该公司的目标
是到 2024 年完成 500 英里（805 千
米）航程 10~20 座飞机试飞，2026
年 50 座飞机首飞，2030 年完成 100
座单通道飞机研发。 （石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