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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所扬州院首届科技成果和项目需求发布会成果丰硕
发布40项科技创新成果、14项项目需求，6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本报讯　4 月 15 日，航空工业沈
阳所扬州院主办的第二届扬州航空科
技文化节开幕。当天下午，沈阳所扬
州院举办首届创新成果和项目需求发
布交流会，共发布 40 项最新的科研创
新成果、14 项项目需求。航空工业科
技与信息化部、扬州市科技局、生态
科技新城以及航空技术创新联盟和扬
州市航空技术产业联盟相关成员单位
的 60 多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会上展示的 40 项最新的科研创新
成果源自沈阳所扬州院及创新联盟高
校，14 项项目需求源自产业联盟多家
单位。经过上台发布、意向交流等环节，

最终沈阳所扬州院与扬州万方电子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新扬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顺利达成合作
意向，并进行了项目合作意向签约。

此次发布会是沈阳所扬州院践行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发展定位、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途径和模式的首秀，为
促进创新联盟和产业联盟的成果与需
求信息的对接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十三五”期间，航空工业颁布了
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要求以多方
式、多渠道、多维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集团科技与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沈阳所扬州院在集团公司科技转

化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多种形
式的科技成果转化途径，以点带线概
面，全面推进成果转化工作，成为科
技成果转化的典范。

扬州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航空产业集群是以沈阳所扬州院落户
为契机、扬州市重点打造培育的先进
产业集群。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
扬州航空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散
到聚的转变。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
既是成果供给端和企业需求端互动对
接的强化，也是扬州航空产业蓬勃发
展的良好印证。

科技成果转化是沈阳所扬州院践

行集团党组构建新时代航空强国“领
先创新力”、打造扬州产业科创名城目
标的重大发展定位。自 2019 年成立以
来，沈阳所扬州院按照“1+M+N”的
发展思路，通过构建“政产学研用金”
有机衔接的成果转化模式，深化与创
新联盟和产业联盟的合作互通，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建
立知识产权交易和职务发明收益分配
的新机制，提升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
自主意识，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实现成果转
化，达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目标。                                       

                                          （朱浩）

AC352生产许可
审定工作正式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姜宇　史哲
昊）　4 月 8 日，AC352 直升机生产
许可审定委员会首次会议在航空工
业哈飞召开，标志着 AC352 直升机
生产许可审定工作正式启动。中国
民航适航审定司、民航东北局适航
审定处、黑龙江航空器生产监督处、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哈飞相关人员
参加会议。

会 议 介 绍 了 AC352 直 升 机 项
目整体情况、生产许可审定工作准
备情况和建议的生产许可审定计划。
生产许可审定委员会现场确定了审
查组人员构成，对生产许可审定计

划中的里程碑工作计划进行了初步
审议，并最终确定了 AC352 的生产
许可增项验证机有关事项。局方从
遵守适航规章和程序、做好审查配
合和保证安全性等方面提出了工作
要求。

本次生产许可审定委员会会议
的召开，是 AC352 项目发展的又一
个里程碑，标志着该型号向进入市
场迈出了关键一步。后续哈飞将全
力推进各项审查工作开展，保证 PC
取证顺利完成，早日实现产品交付
运营目标。

成飞一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本报讯　近日，航空工业成飞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申报的“大型复
杂构件机器人高精度制造关键技术及
装备”项目，获 2021 年国防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是成飞以问题
为导向，长期注重创新驱动、真抓实干，
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技术研
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取得的丰硕成果。

进入“十四五”，航空工业把建设
“领先创新体系”作为发展主线之一，
提出构建自主完整、协同高效、充满
活力的创新体系，加强基础研究、注

重原始创新，打好跨代航空装备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为更好地落实集团
发展战略，在公司“任务型 + 创新型”
的转变、“项目牵引 + 技术储备并重”
的能力线提升过程中，针对飞机部件
装配质量、效率不能满足批量生产要
求的问题，成飞开展了大型复杂构件
机器人高精度制造关键技术及装备研
究，大幅提升了公司产能。

通过项目研制，成飞重点掌握了
机器人自动制孔、数字化在线检测、
部件高精度自动定位、自动化物流运

输和自动化装配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
其中飞机数字化装配技术、自动化装配
工装设计制造技术、自动化加工技术、
自动化物流运输技术、数字化在线检
测技术和自动化装配集成系统等研究，
实现了零部件定位及装配、自动制孔、
人工涂胶和铆接等装配工序流水线作
业，进一步提升了飞机装配的质量及
效率，促进了先进航空制造技术水平
的提高。

（何晓煦）

一飞院参研的两项科技成果
获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　白俊丽）　近日，
航空工业一飞院高旭、潘志雄、丁兴
志参与、2019 年申报的“新概念飞机
与关键技术研究”以及肖立华、张立国、
李素琴参与、2020 年申报的“先进复
合材料研制与应用”，分别荣获军队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军队科学
技术进步奖面向科研院所开放后一飞
院的首批获奖项目，是对科研团队的
极大鼓励。

在“先进复合材料研制与应用”
项目中，一飞院主要负责材料应用研
究工作。一飞院以某项目为应用考核

平台开展材料应用研究，突破了材料
与结构匹配优化设计等关键技术，完
成了材料的批产稳定性研究、全项性
能检测评价、国内外材料性能对比研
究及典型件性能考核等工作，证明了
材料达到任务书要求且与国外同类材
料性能相当，满足型号生产使用要求，
确保实现了材料的支持保障。

在“新概念飞机与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中，一飞院完成了飞机设计原则
和方法等研究。一飞院形成了完整的
飞机任务使命和模式定义，给出了一
体化设计等原则与方法，突破了设计

关键技术，建立了仿真评估方法，形
成了可行、可信的方案和实施途径，
为飞机设计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参考。

当前，一飞院积极营造创新生态，
通过建立课题组长负责制、科技创新零
星采购机制及成立“智能飞行器联合
实验室”、创建快速验证实验室等多种
办法鼓励创新，为科技创新创造条件，
真正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创新，让客
户有更多从 1 到 N 的产品选择，持续
为用户创造价值。

4 月 13 日，在 2021 年中国商

飞供应商大会上，航空工业上电
获中国商飞 2020 年度优秀供应商

银奖。这是自 2013 年独立承研控

制板组件与调光控制系统以来，上

电第四次获此殊荣。2020 年，上

电与中国商飞紧密合作，围绕项

目取证交付的共同目标，扎实推

进产品交付、鉴定试验 / 型号审查、

试飞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圆满保

障产品生产及准时交付，顺利完

成了鉴定试验任务 ；建立了专业

保障团队，全力做好现场支持和

试飞保障工作，平均外场服务响

应时间低于 12 小时，跨省外场保

障实现当天反馈、当天到位、当

天处理解决，确保飞机各项试飞

任务顺利开展。此外，上电还全

面参与中国商飞命运共同体建设，

积极参与多个 COE 项目，为中国

民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迟林华）

经初审及终审两次现场审核，

日前，航空工业安大凭借过硬的专

业制造能力水平，顺利通过了波音

DPD 审核。对于安大而言，DPD

（数字化产品定义）是一个全新的

要求，尤其是针对技术状态有了

更严格的管理要求。在整改期间，

公司质量部对行动项进行分解并

组织相关部门讨论，同时还协同

外贸事业部多次与波音质量代表

协商、完善相关文件，最终完成

共计 29 项行动项的整改，获得了

波音 DPD 批准。本次证书的取得

是波音新项目进展的一项重要里

程碑，为安大波音项目的后续开

展奠定了基础。� （晏燕）

4 月 9 日，第十一届中国西部

国际物流产业博览会暨第五届中

国（西安）智慧交通博览会在西

安开幕。博览会以“新丝路，新

枢纽，‘一带一路’新通道”为主题，

吸引了包括国家能源集团、陕西

物流、山东港口、中国国际航空

货运等企业参展，受到了业界企

业和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中航
电测智能装备事业部展出了 DWS

系统环形演示线、高精度动态秤、

传感器称重模块、动态称重仪表

等众多产品，吸引了包括快递协

会、物流甲方、供应链友商前来

参观，DWS 系统以其高精度成为

本次展会的明星产品。本次展会

由西安市商务局、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单位牵

头主办，展厅面积达 32000 平方米，

是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强的物流行业盛会。� （金鑫）

4 月 9 日，航空工业永红工会

一行参加了以“感受航空发展史，

凝心聚力促发展”为主题的参观

培训活动。在原云马厂“三线贵

州歼击机总装厂旧址”，老航空人

刘金雄作为贵州航空发展史亲历

者、见证者向培训人员讲述了贵

州制造第一架歼击机的艰辛历程，

慷慨激昂、朴实无华的介绍响彻

防空洞，感染鼓舞着每一个人。

留存遗迹见证着三线航空人奋斗

的身影和挥洒的汗水，也传承着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助、

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王娟）

协同攻坚　首战告捷

|| 康洋

3 月 30 日，航空工业南京机电
顺利交付 AG600 项目两型液压油
箱铁鸟件，成为液压系统第一个完
成交付的供应商。在此之前，南京
机电还分别完成重力加油口盖座装
机件和空调系统航电试验件及激励
器、工程模拟件交付，至此南京机
电 AG600 项目首个集团责任书任务
全部按时完成。

政治引领　层层压实责任

根据 2021 年度《大型灭火 / 水
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研制责任书》，
3 月的首个交付节点任务艰巨。面对
挑战，南京机电领导高度重视项目
进展，先后两次召开 AG600 专题动
员会，中心领导带头学习贯彻型号
年度工作会精神，部署 2021 年工作。
项目分解责任书，各参研部门签订
责任状，层层压实责任 ；同时，项
目还策划以临时党支部来推进、以
党建带动项目，凝聚力量，落实责任。

AG600 项目团队对接主机客户
总体进度，围绕完成研制批产品制造
和鉴定试验准备两项核心任务开展，
对上承接主机和型号项目计划节点
要求，对下科学分解任务，确保了
计划管控颗粒度的细致度和完整性。
项目制定了“项目抓总、分部主责、
高层保障”的型号策略，实行分层
例会，制造日例会、CPMT 周例会、
制造 PDT 协调会、型号月度例会、
生产交班会滚动召开 ；定期召开风
险分析会，编制项目风险清单，建
立风险上升、高层督办机制，“高级
风险不过夜、低级风险不过周”；实
行设计员定期现场跟产制度，加快
问题响应，保障产品准时产出 ；建
立供应商沟通机制，加强过程介入，
确保交付节点，定期与供应商召开
高层对接会，制定供应商管理计划，
深入监控供应商详细排产计划。

目标牵引　坚决完成任务

南京机电作为 AG600 飞机承研
成品数量最多的供应商，涉及 8 个
专业的核心产品，零组件数量 1300
多种，其中液压油箱铁鸟件等交付
件只有短短 3 个月的制造周期。“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南京机电项目
团队弘扬不怕困难，敢作为、能作
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利用各种条
件提升工作效率、解决各类问题。

项 目 团 队 成 立 AG600 制 造 党
员突击队，加强思想动员，党员冲
锋在前，营造战天斗地的拼搏氛围 ；
制造四部抢周期保节点，加班加点，
放弃假期和休息时间 ；面对主机英
制改公制的临时需求，团队采用并
行工程，采取措施加急投产，顺利
完成接头补投入库 ；派专人赴外协
厂家进行跟产和验收，加快问题协
调和入厂复验。最终，项目团队按
节点完成了液压油箱等产品的零件
齐套。

在产品产出的冲刺阶段，公司
相关领导深入基层到制造三部现场
督战。制造三部奋战不停歇，迅速
完成工序，确保了次日主机质量验
收工作的计划节点。液压部成立了
铁鸟件交付攻关党员突击队，并举
行宣誓仪式，连续数日加班至深夜，
完成产品交付的最后一棒。3 月 30
日，两型液压油箱顺利通过主机质
量验收，入库发货，较责任状节点
提前 1 天完成任务，成为 AG600 飞
机液压系统首个交付的新研成品。

同力攻坚　整合优势资源

3 月 27 日下午，随着航空工业
通飞华南公司质量代表检查结束，
AG600 空调控制器、口盖座、空调
出风口等产品成功发货，各项产品均
提前责任状节点 4 天完成发货，南
京机电也成为 AG600 动力环控专业
第一个交付的供应商。“第一”的背
后，是各部门自去年 12 月产品关键
设计评审后便开始的连续奋战，是
制造三部、物资采购办的密切配合
和支持。

AG600 制造团队围绕责任书节
点目标，各研究部、制造分部、物
资采购办、供应链部均安排专人参
加每日电话会，形成风险及时反馈、
计划及时衔接的良好机制。团队“心
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以交付为
中心共同出谋划策，相继解决各项
瓶颈问题，圆满完成了此次研制任
务，实现了 AG600 项目全年工作的
良好开局。

全国首家高原适应研究
康复中心建成启用

本报讯　为落实国家对高原援
建人员的健康保障要求，助力精准
扶贫工作，北京市于 2018 年 4 月启
动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建设。
其中，由航空工业风雷承建的“模
拟高原复合环境训练舱”“低温低压
动物试验舱”“复合氧疗舱”于今年
3 月底建设完成，并交付北京小汤山
康复医院。

建成启用的康复中心将成为全
国首家集复查、评估、适应、治疗、
康复与研究为一体的高原适应医学
研究康复机构，可以为高原援建人
员制定全面的健康保障服务方案，提
供包括选派前排查隐患、援派期间

适应性训练以及援派结束后康复治
疗为一体的健康管理。　　

康复中心既是国内首家围绕高
原援建人员开展全周期、全方位健康
管理的康复机构，也是开展与国际
接轨的低氧医学康复和研究的国内
一流研究与应用平台，是风雷公司
围绕航空航天医学及高原医学研究
应用领域的又一里程碑式建设项目。
项目的建成及投入使用在有力推动
国家高原援建人员健康保障工作的
同时，也将对风雷公司高低压舱民
品项目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雪飞）

罗卫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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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仪启动“型号政工师”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陈玉）　近日，

航空工业武仪技术中心联合党建文宣
部召开 2021 年度“型号政工师”工作
启动会。为保证 2021 年重点型号任务
的顺利完成，更好地围绕重点型号研
制开展精准攻坚，会议现场还成立了
两支党员突击队。

会议就切实抓好各项重点专项工
作、推动年度型号重点工作任务的圆
满完成，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忠实履行使命担当。
型号总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主要精力放在型号上，以“党建 +

质量”“党建 + 服务”模式，不断加强
型号队伍的思想作风和履职能力，将
型号研制经验成果最大化、效益最大
化。二是充分发挥党员突击队和党员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型号攻坚团队要持
续保持严慎细实的工作态度，到一线、
破难题、担责任，聚焦产品研制、生产、
试验、测试等工作，严把产品质量关，
按计划完成型号科研任务。三是持续
关注和加强基础能力提升。时刻牢固
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加强沟通
协调，结合年度任务认真分析全年能
力满足情况，进行有序衔接，落实快

速有效 ；加强青年技术人员培养和技
术人员能力建设的培训 ；深化职工关
心关爱，及时协调解决型号攻坚团队
工作、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
凝聚发展合力。

“型号政工师”作为武仪八大品牌
之一，是“党建 + 科研”双向联动的
一种打开方式。武仪将深入贯彻公司
党委提出的“党建 +”工作机制，通过
将政工师系统建在科研第一线，发挥
政治优势，打造思政“高地”，推动党
建与科研型号深度融合，使党建工作
更聚焦、方向更明确。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AG600项目首个集团责任书任务完成

满弓劲发　齐头并进

液压泵 / 马达是航空工业力
源的主业。进入 2021 年，力源一
方面深度拓展军品，强化“一个
目标，两个梦想，三项举措”战
略，聚焦客户需求，坚持为客户
创造价值，均衡生产和精益管理
双轮运行，航空、航天配套任务
增长喜人，大国防配套向前迈进
一大步 ；另一方面快速发展民品，
对标国际，强化市场、质量、成
本和服务意识，“两高一大”和“降
成本”双战略齐头并进，民品业
务大幅增长。

马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