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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直升机的发展特点及未来展望
|| 于琦

直升机的百年奋斗史，经历了从
萌芽到探索，从成熟到实用再到跨越发
展几个重要阶段。中国古代的“竹蜻蜓”
昭示了现代直升机的原理，其是人类
最早的概念直升机。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直升机的发展
由萌芽期进入了探索期，多种试验机
相问世，为直升机发展积累了可贵的
经验并取得显著进展，试验机实现了
短暂的垂直升空和短距飞行。直升机
空中盘旋的实现，打破了直升机发展
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从而使直升机
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直升机
从外形到结构更趋于合理，飞行性能也
得到极大的提高。R-4 直升机的诞生，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直升机发
展最艰难的探索时期已经结束，从此，
直升机开始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进入 21 世纪，直升机迎来了跨越发展
期，新构型相继涌现，新技术不断发展，
直升机在军民用领域应用更加广泛。

国外直升机的发展特点

先军后民，军民兼顾。纵观国外
直升机的发展史可以看出，首先发展
军用产品，在军用产品成熟后转向民
用。通过直升机军用和民用的实践，
实现军民同步发展并相互渗透。因此，
国外直升机呈现先军后民，军民兼顾
的发展特点。世界上第一种投入批量
生产的直升机是军用直升机，直升机
最初应用于战场搜索救援等军事领域，
后来才在民用领域的抢险救灾和医疗
救护开始广泛应用。国外直升机以军
用为主，大部分型号都是军用型，部
分民用型也是在军用型的基础上改进
而来，以此减少民用产品开发成本和
风险，而且可靠性也有保障。国外民
用直升机从直接使用军用直升机的第
一代，由军用改型的第二代，发展到
完全按民用要求研制的第三代和第四
代。

目前，国外直升机依据市场要求
和国家规划进行产品研制开发，军用
直升机方面，主要依据国防订单，民
用直升机方面则根据市场导向以及民
机发展规划进行研制，最终形成军民
直升机共同发展的局面。直升机产品
的军民平台通用性很强，国外直升机
公司也会积极采取军民机平台融合的
模式，一方面维持其军 / 民市场占有率；
另一方面保持自身的长足发展。总之，
军方投资发展新型号促进直升机技术
的发展，从而帮助民用直升机提高到
新水平。而民用直升机在使用条件下
的经验积累，又促进了军用直升机技
术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推动着直
升机事业的发展。

需求牵引，不断创新。科学技术
的发展只有以需求为牵引，才有足够

的动力和后劲。军民需求是直升机发
展的驱动力，在需求牵引下，直升机
技术不断创新，进而直升机的性能不
断提升。比如构型的不断发展和直升
机平台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大提高了
直升机的速度、航程以及有效载荷，
从而提高了装备的使用效能，提高军
队快速部署和精确打击的能力，同时
也可提高生存力。

直升机的发展取决于用户的要求，
不同的用户对直升机的具体要求有所
不同。例如 ，军方要求速度大和机动
性好的直升机，商运公司要求价廉和
舒适的直升机，建筑和伐木部门需要
大起吊能力的直升机。民众用户则更
重视它的噪声、振动、驾驶和维护的
难易。一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新电子设备几乎都是首先在武器装备
中投入使用，直升机更是如此。直升
机技术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军队的战斗
力，而部队的需求又直接刺激直升机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强化优势，形成特色。国外主要
直升机公司在直升机发展过程中，根
据自身的特点，强化和扩大在某一领
域的优势并形成特色，使之成为公司
的一张名片。波音公司已全面掌握了
纵列式双旋翼构型直升机技术，并将
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波音公司研制的
CH-47 直升机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
成功的纵列式双旋翼重型运输直升机。
贝尔直升机公司以生产单旋翼带尾桨
构型的轻型和中型直升机为主，两片
桨叶的跷跷板旋翼系统，是该公司直
升机产品的最大特色。麦道直升机公
司的无尾桨成为现代直升机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空客直升机公司是最先
使用涵道尾桨技术的直升机公司，其
单旋翼带涵道尾桨布局成为公司的一
大技术特色。莱昂纳多公司表现出很
强的传承性，家族化和模块化成为亮
点。俄罗斯卡莫夫直升机股份公司的
共轴技术成为一大特色。

追求谱系，塑造品牌。国外主要
直升机公司都在追求直升机全谱系发
展，强调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的全面
能力，增强公司品牌对用户的吸引力，
强化公司品牌的市场效应。空客直升
机公司的现有产品谱系已经覆盖从 1.5
吨到 12 吨，而且各个平台之间衔接紧
密、构型丰富，可以确保满足用户的
所有要求。 西科斯基公司产品涵盖了
1 吨、1.5 吨、3 吨、5 吨、6 吨、9 吨、
12 吨、19 吨、33 吨、38 吨等多个吨
位级别。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形成轻、
中、重型直升机共同发展的格局。此
外，莱昂纳多公司、贝尔公司等各有
侧重点，也在一直扩展其型号吨位级
别，注重向大型直升机方向发展，以
便追求全谱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品
牌效应，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俄罗斯把销售良好的直升机作为
品牌机，改进改型的同时也发展后继

替代机型。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注重
减少全寿命周期内的成本，大幅增加
平均大修间隔时间。利用品牌优势，
完善产品结构，抢占新的市场。截至
2019 年，投产的米 -8 共发展 50 多个
型号，生产 12500 多架。米 -8/17 系
列直升机以结实耐用、价格低廉著称，
在全球范围内经受了恶劣使用环境的
考验。因此，深得市场青睐。“黑鹰”
系列直升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10 余种
型别的直升机家族，彰显出其近乎完
美的通用型，共生产 4500 多架，成
为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直升机之一。

“黑鹰”在全球现役军用直升机的服役
数量中占比达到 19%，排名第一。因
此，“黑鹰”以其设计的优越性成为直
升机领域的经典。空客直升机公司推
出了经典的“小松鼠”系列，从 20 世
纪 70 年代末开始投入使用，一直是其
销售的绝对主力产品。该机几乎成为
全球 2 吨级民用直升机的最佳典范。

整合并购，做大做强。为适应全
球市场和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直升
机公司进行不断整合并购，目的是做
大做强。国外许多直升机科研、制造
机构经过多次重组后，形成了一批具
有强大竞争力的新的直升机公司。直
升机研究、设计和制造模式不断推陈
出新，直升机产业格局也随之发生了
重大变化。例如，俄罗斯政府合并直
升机工业，把直升机工业部门重新划
归国有，组建了新的直升机联合股份
公司，结束长期独立设计和制造多样
化产品的历史 ；法国和德国共同投资
组建了空客直升机公司，充分发挥双
方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大力发展新型
直升机投放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空客直升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过了
三次大的重组和更名，此期间又完成

了多次内部并购。通过这些举措，一
方面不断优化内外资源，使企业快速
适应市场的变化 ；另一方面不断注入
新的元素，使企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空客直升机公司通过成功转型，使公
司的业务能力更加适应产业发展的步
伐。

改进改型，系列发展。为了满足
不同任务需求、延长直升机的使用寿
命和改善飞行性能，同时还可以缩短
研制周期和降低研制费用。国外各大
公司对直升机不断地进行改进改型，
多数型号呈一机多型、家族化、系列
发展的格局。如 CH-47 和 UH-60 直
升机经过不断改进改型，目前已形成
庞大的直升机家族。从国外主要直升
机公司的型号研制历程来看，对原有
机型的升级、改进几乎贯穿了大部分
型号。这种升级改进带来的好处是 ：
大幅度降低了新机开发所需要的巨额
成本，通过更换发动机、改进旋翼系
统、升级航电设备、采用新材料等方式，
逐步提升原有型号的性能，从而满足
不同用户不断提高的要求 ；改进升级
到一定程度，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又
可成为一种全新的平台。

国外直升机未来发展展望

高速直升机成为未来直升机发展
主旋律。在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
效率、时间就是胜利的原则下，直升
机速度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现代直
升机尽管具有诸多优势，但飞行速度
始终落后于固定翼飞机，所以未来的
直升机的发展聚焦到速度的提高上。
由于军用和民用需求的推动，以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为基础的直升机
技术的发展和更新都在加速。而军民
领域对直升机的速度日益苛求，则是

高速直升机快速发展的最直接推动力。
目前，美国、欧洲和俄罗斯都加快了
高速直升机的研究，多个型号相继问
世，高速直升机的时代已经来临。

电动直升机引领直升机发展新潮
流。电动直升机最突出的优点是环保、
低污染、低噪声、低振动。与现有直
升机相比，可实现零排放，噪声和振
动水平显著降低，具有极好的舒适性。
电动直升机最关键的是电能存储及生
成系统，包括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
和太阳能电池等。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成为直升机发展的下一个潮流。为
解决城市拥堵和最后 20~30 千米交通
问题的立体运输，多家公司竞相研发
电力驱动、多旋翼的空中出租车。贝
尔公司推出了 Air Taxi，空客直升机
公司则推出了 City Airbus。

人工智能开启直升机智能化发展
新纪元。智能化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
的先进而完备的电子系统为依托，实
现对直升机操纵、维护的自动控制，
从而大大减轻飞行人员的工作负荷，
提高操纵功效和作战能力。未来直升
机人工智能可以采用智能 + 的概念 ：
智能 + 旋翼、智能 + 起落架、智能 +
驾驶舱等。例如，智能飞控具备预定
任务分析能力、实际飞行环境的解算
能力和对飞行员驾驶习惯的记忆能力，
具有极高控制权限的人工智能飞行控
制系统能够达到全解耦飞行控制，在

必要时甚至可以接替飞行员对直升机
的控制。人工智能的引入使自适应起
落架成为现实，该技术是一种基于仿
生学理念，有效融合了地形辨识、仿
生设计、智能监控与信息监测等前沿
技术于一体，通过采用机器人仿生技
术，实现起落架姿态的实时调整，使
直升机具备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稳定着
陆甚至行走的能力。

无人化或可选有人无人直升机未
来可期。无人直升机的已成为各军兵
种 “革命性转型”的重要标志，由于无
人驾驶直升机与有人驾驶直升机相比，
既具有更大的任务效能又具有更高的
成本效能，特别是在军事应用方面更
是如此。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军事部
门的高度重视。无人驾驶直升机结构
独特、隐蔽性好、性能稳定，因而它
能执行多种军事任务，甚至能完成其
他飞行器无法完成的一些任务。在研
制无人机的同时，国外也在大力发展
可选有人 / 无人直升机技术，以满足未
来直升机发展的需求。

总的来说，各直升机公司的发展
策略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应用
新技术，提升产品能力和竞争力 ；二
是发展新型号，针对市场需求补齐型
谱缺漏 ；三是整合资源，更高效地为
客户提供售后服务 ；四是加强管理、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空客公司利用A320neo
展开A321XLR的系统配置研究

日前，空客公司已停止汉堡工厂一
个 A320neo 飞机中后机身段的总装并
拆除已经配装的系统部件，将其作为研
究 A321XLR 单通道窄体客机内部系统
配置的基础平台。

空客公司将这一机身段称之为“生
产前系统加速器”，计划使用 PISA 主
甲 板 作 为 基 础 平 台 展 开 A321LR 和
A321XLR 的内部系统配置研究，同时
使用 PISA 下甲板展开 A321XLR 的内
部系统配置研究。空客公司还计划以
PISA 作 为 基 础 平 台， 展 开 A321XLR
大型后排中心油箱、容量 300 升的废水

存贮箱、电子方向舵、燃料管线和液压
系统以及主起落架等部件的配置研究。

空客公司 A321XLR 项目主管表示，
研发团队首先使用 3D 可视化技术进行
虚拟装配，然后才在 A320neo 机身段
进行实体部件安装，实现从更改设计
到工业生产“端到端的开发流程”。与
此同时，开发团队还利用其他平台检验
A321XLR 部件的设计方案，以期降低
整个项目潜在的风险。

另 外， 空 客 公 司 圣 纳 泽 尔 市 工
业 成 熟 中 心 已 将 另 一 个 A320neo 机
头段改造成一个实体模型，充当包括

A321XLR 在内的 A320neo 系列客机改
装试验平台。开发团队已在该实体模型
上进行了新型主仪表盘的集成测试，这
种新型仪表盘已经成为 A320neo 系列
客机的标准配件。

空客公司单通道价值流程图项目
负责人表示，在这个实体模型上进行设
备改装后的集成测试，能使生产厂家在
产品投产之前发现潜在的风险和干扰因
素，可优化配置生产设备和材料供应。
空客公司表示，A321XLR 单通道窄体
客机将在 2023 年投入运营，目前该机
主要部件即将进入总装阶段。 （曹耀国）

韩国政府发布新版城市
空运路线图

韩国国土交通部近日发布了新版本的
城市空运（UAM）发展路线图。

该路线图将城市空运发展定义为 3 个

阶段 ：2025 年 ~2029 年，采用有人驾驶，
航程约 100 千米 ；2030 年 ~2034 年，应
用远程控制飞行技术，航程约 200 千米 ；
2035 年以后，航程提升至 300 千米。

韩国政府预计，2035 年韩国将运行
超过 200 条线路、建设 50 个城市空运机场，
飞行器价格将控制在 7.5 亿韩元左右（约
440 万元人民币）。该路线图由韩国国土交
通部联合韩国气象局，贸易、工业和能源
部，信息通信技术部以及中小 / 初创企业
部共同编制，第一版于 2020 年 6 月发布，
本次新版本增加了城市空运商业化发展的
研发计划等内容。 （穆作栋）

波音737MAX8-200飞机
获EASA认证

继 3 月 31 日获得美国联邦
航 空 管 理 局（FAA） 认 证 后，
波 音 公 司 737 MAX 8-200 飞
机近日又获得了欧洲航空安全
局（EASA）的认证，并于 4 月
6 日开始生效。

737 MAX 8-200 增 加 了
737 MAX 8 飞机的座位容量，
其最大起飞重量与 MAX 8 相
同，均为 82.2 吨，并且行李舱
容量也相同。爱尔兰廉航瑞安航
空公司是这型飞机的主要客户。
去年 12 月，瑞安航空公司将改
型飞机的订单从 135 架增加到

210 架，座位配置为每架飞机
197 个座位。此外，该型飞机还
增开了一对出口门，以满足疏
散要求。由于对环境控制系统

的通风率要求，EASA 将该型
飞机的最大客舱乘客总数限制
为 207 人，包括 202 名乘客与
5 名机组人员。 （吴佳茜）

英航投资氢动力
飞机企业

日前，英国航空公司向美国
ZeroAvia 公司投资，支持其加速
开发 50 座级氢动力飞机。

本次融资由地平线风投、英
航、突破能源风投、壳牌风投等多
家公司联合启动，向 ZeroAvia 公
司投资 2430 万美元。后者则提出
了 50 座级氢动力飞机概念，采用
基于燃料电池的电推进系统，执
行支线运输任务，计划 2026 年投
入商业运营。

ZeroAvia 公司是氢动力飞机
领 域 的 先 行 者， 提 出 2024 年 实
现 19 座级氢动力飞机（HyFlyer）
运营，航程 800 千米，2030 年将
600 千瓦级氢动力系统应用于 100
座级飞机。2020 年 9 月，该公司
完成了世界首次商用氢动力飞机
试飞。近期该公司完成了氢动力
系统地面测试，显示其动力系统
架构不依赖蓄电池运行。

此次投资显示了英航对绿色
航空的重视，该公司计划在 2050
年实现短途航线零碳排放。

（穆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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