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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社会责任党建引领

航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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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
改革发展

民用飞机

砥砺奋进航空报国路   聚力创新高质量发展
|| 本报通讯员　骆建利

|
航空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

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天，当
我们沿着时间轴向前点数 70 年，
点线连接成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精彩
画卷，一个个航空院所在画卷中绽
放光彩，一代代航空人在画卷中奋
发图强。

有一个地方，粗壮的梧桐、挺
拔的白杨排列整齐，草坪托扶着松
柏，一片郁郁葱葱……这里坐落着
一个国内专门从事航空与国防先进
制造技术研究与专用装备开发的综
合性研究机构，它就是中国航空制
造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制造院），
晚霞辉映，它异常光彩夺目、熠熠
生辉。

时间回溯到 1957 年，曾经的
制造院（625 所）在暂借的德胜
门外第四设计院北附楼正式成立，
1960 年迁址八里桥畔，伴随着航空
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全
过程，它与航空工业同成长、共
辉煌，与伟大的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

风雨历程 
自力更生搞建设跨越发展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
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
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
在党中央指示精神的鼓舞
下，625 所党政干部、科
研人员和工人，怀着从
事祖国航空事业的荣誉
感，决心为改变当时
我国的航空工业的落
后状态而努力工作。

走在泥泞而灰
沙满天飞的土路
上，住在百余平米
内有 60 来人的集
体宿舍，625 所
的干部员工上
下齐心，发挥
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当时“实际
锻炼，边干边学”的方针指导下，
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精
神，喊着嘹亮的劳动口号，攥着磨
破的双手老茧，他们把车库、炮库
改建成了实验室、厂房、宿舍、食堂，
辛勤的汗水滴落，滋润着一草一木，
灌溉着 625 所茁壮成长。

1958 年，在所党委“全体人
员一起吃苦”的号召下，技术人员
深入工厂生产第一线，在实践中树
立了制造技术研究必须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科研必须与生产结合，为
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 ；1960 年，
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技术人员下厂
和工人一起干活，以厂为家，积
累了丰富的科研生产经验……就在
2320 平方米的简陋研究室和厂房
里，在简单的几台设备运作间，数
控自动绘图机、发动机加工组合机
床、叶片型面电解加工机床、电火
花加工机床、动平衡机等重大设备
被成功研制出来，为解决飞机、发
动机生产中的工艺问题发挥了重要
作用。

经历了“探索启动”“完善突
破”“成熟转化”三个阶段，行走
在改革浪潮中的 625 所，全体干
部职工步调一致朝着既定目标大步
迈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
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
线，经过不断的“转轨变型”，最
终冲破阻碍发展的桎梏，在改革和
发展中迅猛向前，研制出一批具有
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国
防科技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
重要贡献。

历史回声
顺应新时代要求扬帆启航

2016 年 12 月 26 日，承载重
要使命的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正式挂牌成立，旨在建成一个集工
艺研究、材料研究、高端装备产业
化、科技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型
研究院。这是着眼于航空工业体制
改革而实施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
实国家制造强国战略、提升集团公
司制造技术水平的重要举措，标志
着我国航空制造技术将实现新的飞
跃，对我国航空工业未来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谭
瑞松指出，我国航空工业已进入自
主创新的历史时期，要赶超世界强
者水平必须依靠高端制造工艺和装
备的有力支撑，他明确赋予了制造
院“五项重要任务”，描绘了制造
院发展的宏伟愿景 ：“跻身世界航
空制造技术与专用装备研发强者之
林，构建符合集团公司发展要求的
科研体系和成果转化机制，拥有国
际一流的航空材料、制造技术、专
用装备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既是对
制造院源自 1957 年初心使命的再
次叩问，也给予了制造院未来发展
的崭新期待，这是历史的回声，亦
是前进的方向。

遵从新的使命，挑战新的任务。
制造院提出了“做精科研、做强攻
关、做优装备、做实转化”的发展
理念，|按照有利于产业发展、有利
于能力集聚的原则，通过顶层设计
和战略引领，理顺管理关系，优化

资源配置，整体规划布局，顺利实
现体质机制的转变，开启正式运行
的崭新历程。

新气象，新作为，过去的四年，
制造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集团公司各
项要求，紧紧围绕“五项重点任务”，
一年一个台阶，经营管理能力稳步
提升，在建设制造强国的历史征程
中乘风破浪，主要承担的航空材料、
制造工艺、专用装备等基础、应用
和工程转化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我国新型飞机、发动机研制和航
空工厂的技术改造提供了大量先进
制造技术和工艺装备，同时也为国
防工业其它领域，如航天、电子、
兵器、船舶等提供了先进制造技术。

聚力创新
把握方向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
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 70周年、
制造院成立的第五个年头，此时的制
造院，拥有 1个国家级创新中心、1
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发中心、2个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7个航空科技重点
实验室、4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中
心，1个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是集团公司 3家海外联合研发中心
依托单位和制造技术中心、材料技术
中心、专用装备研发中心、激光武器
技术中心、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材料
检测与评价中心的依托单位，是航空
先进制造技术研发的骨干力量。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
交汇期，集团公司党组明确了创新
在航空强国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领先创新力”作为“双世界一流”
的战略支撑。工作会上，集团公司提
出了制造院要为全行业工业制造能
力提升做出创造性贡献的要求，集团
党组“领先创新力”决定明确制造
院是集团公司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
和新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造院发展到了向“创新求发展”的
精益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在
“十四五”期间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

科学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方位，
把握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制造院研
究新情况，做出新规划，用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的态度，在创新为本的坚持
下，聚焦主业、强军首责、担当作为、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以“为集团公
司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坚强
技术支撑”为核心任务，坚持“小核心、
大协作”的发展方式，按照“聚焦核
心任务、建立两种机制、做强三大领
域、做实四个中心、实现五个融合”
的发展思路，以系统观念、全球视野、
长远眼光把握好创新方向。

2021 年，制造院将持续推进新
材料研发，加强新工艺应用研究，推
进产业模式创新，加快重点新产品
创新，坚持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双
轮驱动”，集聚智力、财力、心力落
实集团公司《党组创新决定 30条》，
坚决落实深化改革各项要求，加大“三
项制度”改革力度，持续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加快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在思想上破旧立新、行动上求真求实、
发展上扬长补短，抓住机遇，聚力创
新，实现“十四五”高质量开局。

守护祖国，情牵蓝天，60 余年
的发展历程，制造院一代又一代航
空人怀揣航空报国的梦想，在这片
热土上相许于热爱的祖国，用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承载使命。点点微
光积聚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滴滴汗
水汇聚成磅礴奔涌的后浪，制造院
在使命召唤中接力不辍，奋力前行
实现航空强国的蓝天梦想。|

创新步伐从未停止  科技铸就大国重器
——航空工业科技创新70年纪实

|| 本报记者　任旼

大国崛起，需要强大的国防；民族振兴，有
我重器守土安邦。

航空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同国家的命运
紧紧连在一起，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世
界发达国家产品性能相当的航空装备，使中国
跻身于能同时研制先进战斗机、轰炸机、直升
机、教练机、特种飞机等多种航空装备得少数
几个国家之列。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
发展，尤其是以歼 20、运 20、直 20 等为代表
的新一代航空作战力量相继亮相，并陆续装备
部队；C919、AG600 实现首飞，CR929、“新
舟”700 开始立项研制。

在航空工业 70 年发展的实践历程中，一
项项科技突破振奋人心，一个个人才方阵朝气
蓬勃，一件件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
力，有效提升了我军现代化转型的“加速度”。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
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听党指挥
有力推动航空技术奋勇向前

在国家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总
是挺立潮头，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在
社会进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党中央无不高瞻
远瞩，为科技事业的进步规划蓝图。

在抗美援朝的烽火硝烟中，新中国航空工
业应运而生。1951 年 4 月 17 日，抗美援朝第
四次战役接近尾声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
空工业建设的决定》，这一决定，成为新中国
航空工业的“出生证”。从此，新中国航空工
业走上了一条艰辛曲折又充满希望的自主创新
之路——从白手起家，到三代机、四代机，从
陆基到海基，从有人到无人，从小型到大型，
从固定翼飞机到直升机……|

1978 年，在党中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方针指引下，航空工业部在天津召开
了第一次航空科技技术工作会议，并制定了“航
空科技七年发展规划”，开始了向重点抓科研
和新机方面发展的重大转变，航空工业历史性
地提出要“科研先行”，开启了我国航空科研
的新篇章。此后，经过不断的探索发展，航空
科技发展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
技术开发、演示验证到工程发展的科学路径。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持续发展高
精尖端技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
化。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党中央适时提出“自主创新”，并将其放在科
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航空工业党组坚持创新在航空强国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建设“世

界一流军队、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支撑，面
向航空科技前沿，加速新技术探索与应用，提
升航空工业自主创新、原始创新能力 ；面向国
家武器装备建设重大需求，加速航空科技创新
供给能力和效能提升，迈进航空工业科技新时
代。

科技创新的力量，使我国航空工业快速发
展，先进航空产品井喷式的涌现，重大试验设
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航空发动机已列入国家
重大专项，努力推动整体突破 ；高性能推进系
统、自主控制技术、先进火控系统、电子综合
系统等机载系统突飞猛进 ；歼 20、运 20、直
20 正式列装，歼 15 飞机把我们的火力投送到
了大洋远海 ；民机 ARJ21-700、“新舟”60
已批量生产和商业运营，C919、AG600 已成
功首飞 ；一批以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
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平台发挥重要作用，航空技
术体系更加完善，创新成果、骨干人才大量涌
现，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中国航空工业已
经具备研制高性能军民用航空产品的强大能
力，如今，中国航空工业已经具备研制高性能
军民用航空产品的强大能力。

在“十四五”规划中，航空工业明确提出
将创新放在集团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领
先创新力”作为集团发展的战略支撑，通过持
续加大研发方面的投入为创新提供强力支撑，
强化航空科技创新力量，创建新质航空基础科

研能力，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
航空科技项目，形成一批在国际上并跑领跑的
重大创新成果，实现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构建
新时代航空装备技术基础体系。|航空工业党组
出台的“创新决定 30 条”，更是提纲挈领、精
准阐释，为各单位科技创新工作划清重点、指
明思路、部署路径。

自立自强
基础研究体系为创新建立基础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迈向高质
量发展必须打牢的基础。对于航空工业发展而
言 ,基础技术起着支撑和引领的双重作用。航
空工业在立足自主研制的基础上，坚持跟随创
新、集成创新与原始创新协调并重，实现了航
空科技研发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改革开放之前，航空基础技术一直比较薄
弱和落后，一是技术落后，二是条件能力薄弱。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航空型号主要是以“测绘
仿制”为主的二代机，民用飞机几乎空白。改
革开放后，特别是从 1999 年起，党和国家自
主研制国防装备的意志越来越坚定，对航空基
础领域能力提升越来越重视。航空基础技术能
力建设队伍，锐意进取、拼搏奉献，激情开创
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之路。航空工业瞄准国
际水平，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试验技术国际
一流的全机静力 / 疲劳试验室，建成 FL-10、

FL-62 风洞和气候实验室等一批“国之重器”，
填补了国内空白。|如今，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实
现跨越式发展，从航空装备设计阶段的气动试
验、气动和结构优化设计，再到飞机研制后的
整机强度和疲劳试验，以及贯穿研制全过程的
标准、计量、情报、档案、环境试验、可靠性、
适航等，无不包含着航空基础技术的身影和贡
献。

从我国自主研制的以“前鸭翼，后三角翼”
气动布局的歼 10实现首飞，到歼 20等为代表
的新一代航空作战力量相继亮相，再到采用“超
临界机翼”C919 实现首飞，每一自主研制型号
首飞的背后，都离不开大量的气动试验。改革
开放之初，为满足科研生产需要，我国先后开
展建设了 FL-2 风洞，并对 FL-8 风洞实施了
升级改造，补齐了高低速生产型风洞设备短板。
尤其 2000 年以后，风洞建设加快步伐，建设
了一批先进大型风洞设施。如 FL-9 低速增压
风洞和1.6米高速风洞（FL-3）建成并投入使用。
目前，FL-51 风洞一期建设内容已全面投入型
号应用；FL-61 风洞已初步具备常规试验能力，
并承担多期型号试验任务；2 米声学风洞顺利
通过可研评审；FL-10 风洞已初步具备常规试
验能力，填补了我国回流式大型低速风洞的空
白，使我国具备了比肩世界上最先进的德荷低
速风洞的基本条件。

|（下转29版）

C919飞机全机静力试验。

南昌航空城C919大部件生产场景。

在线数字化检测与自动化配准打造大型结构件自

适应精准加工。

部件厂技术人员正在操作柔性装配机器人

加工某零件。

航空工业是高科技行业。
航空工业气动院FL-2风洞实验室。

航空工业制造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