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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响  逐梦蓝天
——航空工业上电所历史撷英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于匆匆中，
新中国航空事业已走过 70 年的光辉
历程。回首航空工业上电所与祖国航
空事业共奋进的征程，如一幕幕波澜
壮阔的画卷，如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赞
歌，这一路，布满了荆棘与挑战，满
载着希望和荣耀，更彰显着上电所人
不懈求索、奋勇前行的爱国情怀。

1957 年初夏，上电所诞生在上
海市泰兴路上的一条小弄堂里，不
大的办公场所承载了我们最初的梦
想。作为上海地区最早从事无线电电
子技术应用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之
一，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袖珍式
晶体管收音机、第一批国产印制电路
板和上海市第一只锗晶体二级管和三
级管。1969 年，上电所积极响应聂
荣臻元帅提出的“加强新中国国防建
设”的号召，以振兴中国航空工业为
使命，大踏步迈入机载电子设备的研
制道路，从此踏上了航空报国的征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伴随着
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波折、崛起和
跨越，一代代上电所人始终秉承航空
报国航空强国的初心使命，励精图治，
攻坚克难，用不懈的拼搏践行蓝天使
命，用一项项跨越发展的成就书写蓝
天承诺，这些深深浅浅的足迹凝结着
智慧和汗水，在岁月中熠熠生辉，激
励着上电所人接续奋斗、忠诚奉献、
逐梦蓝天。

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上电所人的心中，每当谈起那
段激荡人心的岁月，就会泛起阵阵涟
漪，它踏满了激情奋进的脚步，闪烁
着只争朝夕的灯火，它似乎已久远，
却又历久弥新，它的成功影响了中国
三代机的研制，也将上电所推入了
21 世纪快速发展的轨道，它就是某
预先研究项目。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军方对战
斗机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美国等西
方国家提出了数字式航空电子信息系
统计划，开始为航空电子注入“综合”
的概念。为了推动我国航空武器装备
事业快速发展，1978 年，第三机械
工业部把开展航空电子系统综合技术
预先研究列为航空科技发展规划十大
关键课题之一，并将此任务以三计函

（79）1026 号文的形式正式下达给上
电所。

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概念是什
么？路怎么走？这在当时几乎是一项
完全从零开始的任务。面对一片空白
的国内研制基础，上电所认真消化吸
收国外资料，于 1981 年提出了航空
电子综合系统预先研究方案，并经过
持续攻关，逐步掌握了航空电子综合
系统原理、概念，开发了原理样机。

1987 年，某项目正式立项。作
为项目总体单位，上电所在航空电子
综合系统研制中承担了显示控制管理
系统、1553B 总线、机载计算机、系
统软件以及数据传输设备等研制任
务。每一步的技术攻关都付出了艰苦
卓绝的努力，面对未知的领域，面对
庞大的系统工程和设备交联，上电所
科研人员始终保持一丝不苟，抱着决

不放弃的信念，坚持独立自主、不懈
创新，在 1553B 总线中首次研制出
了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 MBI 模块，
成功应用于航空电子综合系统地面 /
试飞样机以及某型号飞机航空电子综
合系统中。航空电子综合系统数据传
输设备也完全采用了上电所自行研制
的数据传输设备。

1990 年，地面样机系统在上电
所仿真试验室进行综合试验。热火朝
天的试验现场做到天天有布置、有
小结，设置“试验显示牌”，记录试
验项目和技术要点，试验项目通过
打“√”，不通过的打“×”，打“×”
的项目立即召开技术分析会，采取措
施一一落实解决。经过不懈的努力，
1990 年 10 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
个航空电子综合系统顺利完成地面样
机和综合试验。

1990 年 11 月 13 日，时任国家
领导人在国防科研成果展上亲临航空
电子综合系统地面样机展台参观，样
机系统工作稳定，从飞行准备到导航、
雷达搜索跟踪和攻击四个阶段的任务
功能都非常形象直观地展示在模拟座
舱的彩色显示屏上，受到中央领导、
各军兵种领导和专家们的高度赞扬。

1993 年 , 试飞样机跨入系统空
中试飞进程。至 1994 年，在多次试
飞中，试飞样机显示器数据与飞行仪
表指示器数据完全一致，指示信息安
全可靠。经过十多年的预研攻关 , 某
航空电子综合系统順利通过试飞考
验。

某项目是上电所人自 1978 年以
来，从零开始、顽强不息，经过探索
实践，历经概念研究、体制验证、关
键技术攻关，再到原理样机研制、试
飞样机研制，并最终完成试飞样机试
飞全过程的重大项目，通过研究上电
所初步掌握了三代机航空电子系统设
计能力，为国内飞机显示控制系统研
制奠定了技术基础。

于此同时，80 年代末期，在航
空航天部的支持下，上电所承担了歼
10 飞机显示控制子系统和数据传输
设备的研制任务。作为当时我国航空
研制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项目
之一，歼 10 飞机显示控制子系统完
全由我国自行研制。从方案设计、原
理样机研制，到工程样机、试飞联试、
设计定型，每一步都在未知中探索，
每一步都在艰难中前行。没有样机，
我们就自己从头设计 ；缺乏工程研制
经验，就边摸索边学习。面对一个个
难啃的“硬骨头”，面对紧张的时间
节点，上电所人始终以追求卓越的精
神，迎难而上，顽强攻坚，以严谨的
工作作风、严格的工作要求，深入研
究，广泛学习，自主攻克了一系列关
键技术，圆满完成了歼 10 飞机座舱
显控系统研制任务。

历经某项目和型号工程的淬炼，
上电所突破了系统设计、计算机处
理、图形图像、视频处理、数据传输、
集成验证等一系列座舱显控基本和关
键技术，自主掌握了三代机座舱显控
技术和能力，并全面应用到我国第三
代飞机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研制中，推

动了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的跨越发展。
1994 年某项目获得中国航空工业总
公司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6 年
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成果二等奖，但
上电所人并未耽于成功，而是继续奋
进，通过持续攻关、积极争取，把某
项目科技成果迅速、成功地转化应用
到了我国一大批三代飞机和二代机的
改造上，为国防装备水平的提升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为了一个时代的跨越

当某型飞机作为国之重器被提上
研制日程的时候，上电所的一批工程
师被赋予了跨越时代的使命。2011
年，随着某型首飞成功，新
一代机载座舱系统产品和机
载设备也全面进入紧张的研
制阶段。

相比于第三代战机，某
型飞机座舱显示系统综合化
程度更高，体积更小、重量
更轻，功能性能指标实现指
数级增长，系统架构几乎进
行了颠覆性创新，许多国内
航空领域从未应用过的新技
术将首次应用。面对这一史
无前例的项目，上电所人看
到的却是一片待开垦的创新
土壤。

显示管理处理机是新机
显控系统中最重要、最前沿，
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变革。在 C
型件阶段，研制团队迅速研制出了第
一套座舱显示系统地面原理样机，但
是由于图形引擎和画面显示等许多功
能分散在各个产品中，有些功能实现
陷入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经过充分考虑，主机所对新机显控系
统的实现提出了更为完善的要求。“新
一代飞机能否体现先进，必须要有颠
覆性的设计架构”，这一句响亮的指
示重重地敲打在上电所研制人员的心
头。这一次，必须从头再来。团队不
断总结原先方案的弊端，潜心研究国
际先进技术，形成了以显示管理处理
机作为核心的系统构架，而很多原先
碰到的问题由此迎刃而解。但因为综
合化程度更高，在设计和制造方面也
带来了更高的挑战。

为了让处理机体积变小、重量变
轻，硬件团队将各功能的电路板以最
小的间距层层堆叠，以最巧妙的方式
进行组合，缩小占用空间，使用重量
较轻的钛合金托架进行特殊处理以应
对振动要求，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热管技术确保处理机迅速散热，降低
功耗。最终，显示管理处理机的体积
和重量大大减小，并通过苛刻的鉴定
试验考核。

为了实现强大的功能，上电所在
硬件层面采用最先进的图形芯片，首
次自主研发成功新一代高性能图形引
擎，软件层面首次采用了结构化需求
建模，首次使用了比较先进的 UML
建模方式和基于模型的开发工具进行
软件开发，首次研发成功二三维一体
化地图引擎，解决了硬件和图形驱动
软件方面的问题，促进了屏幕显示器

高分辨率显示、高实时性控制处理功
能的圆满呈现。

从 2013 年 3 月到 2014 年 4 月，
在一年多的时光里，新机项目成为锻
造和考验上电所新一代机技术能力最
重要的战场。团队成员放弃了无数个
周末和节假日，用热血青春与时间赛
跑，克服一项项难关和挑战。“相对
于其他承制单位，我们的产品技术状
态变动最大。很多新技术都是首次在
型号中应用，时间又特别紧，团队的
每一个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从那时
起直至首飞我们几乎都没有过完整的
休息日，每天每夜都在紧张的研制、
试验、联试、排故中度过……。”在

主机所和用户单位组织的方案评审会
上，上电所研制的显示管理处理机地
面原理样机圆满实现了各项技术状态
要求，让在场的所有专家不禁赞叹。

为了提升飞机未来作战和应用能
力，2014 年，上电所重点瞄准了最
能代表战机先进水平的软件产品——
多源信息融合技术。面对处理架构革
新、算法模型突破、工程化优化等多
项创新技术应用的难题，上电所人继
续迎难而上，戮力攻坚，仅用了 3 个
月时间就突破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然
而在后来两年时间的外场试飞验证
中，该版本软件暴露出了一些棘手的
难题。2017 年，经过与主机所反复
研讨，上电所毅然决定将第一版数据
融合软件推倒重来，摒弃早期针对三
代机的信息融合处理架构，从技术层
面创新突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面向
体系综合的数据融合处理架构。项目
团队重新开展需求捕获和架构设计，
重新编写代码和功能测试，这一次，
依然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终于让 2.0
版本涅槃重生。为确保新技术对装备
作战能力的提升，软件交付三年多来，
上电所信息融合团队长期扎根外场，
认真收集分析每一架次的试验数据，
认真解决试飞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
题，并以用户需求为指导不断优化设
计，改善应用效果，用工匠精神不断
打磨算法和软件，应用效果获得了用
户的一致认可。

为了一个时代的跨越，上电所人
仍在研制国产先进战机的征途中不懈
耕耘。他们日复一日，攻坚克难，经
历着复杂艰苦的岁月，更创造着刻骨
铭心的传奇。当一次次试飞成功，当

一架架战机翱翔，这份精彩就是对上
电所人因使命而担当、因热爱而成就
的最美赞扬。

助力国产民机智慧翱翔

振兴中国民机制造业，建设航空
强国，承载着几代中国航空人的梦想。
而这份梦想，上电所人从未缺席。在
30 余年的民机航电产业探索实践中，
上电所不断瞄准国际一流水平，通过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国际先进的
研发流程和经验，大胆探索，开拓创
新，用脚踏实地的行动助力国产飞机
智慧翱翔。

2017 年 5 月 5 日，我国首款按
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拥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大 型 客 机
C919 成 功 首 飞， 在 这 举 世
瞩目的成就背后，凝聚了无
数航空人的智慧和心血，而
作为国内首次承担大型干线
客机机载 A 级系统研发任务
的上电所而言，更为此付出
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相比于
军用项目，民机航电项目研
制的困难不仅仅体现在技术
上，还体现在研发过程与组
织、项目管理、适航取证等
方面。面对近乎空白的民机
研发基础，知之甚少的国外
适航体系，上电所项目团队
前行的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

难。“那时候，国内没有可以借鉴的
经验和技术，我们请来国外咨询公司
的专家给我们讲课，但是很抽象，还
有各种专业术语、外语缩写、语言上
的障碍……”团队日夜埋头于民机适
航标准资料中，比照着国外的标准一
句一句研读，不断消化吸收，在学习
中创新。在向外方专家的学习交流中，
由于时差，团队成员只能在晚上加班
加点与外方专家进行沟通。那时与国
外的技术团队联合工作，每周需要开
两次电视电话会议，美国是白天九点
钟，我们是晚上九点钟，然而没有人
喊苦喊累，经过不断努力，上电所终
于在学习合作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适
航研制体系。上电所如同刚入门的运
动员，一下子从“全运会”跳到了“奥
运会”的舞台上，跨度很大，但是仍
然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

为了提供安全可靠的航电系统产
品，上电所从全所抽调技术专家与骨
干，按照适航规章建立起服务于民机
市场与产业发展的战略业务单元，积
极引进先进的民机研发理念，务实推
动民机研发体系和环境能力建设，通
过 AS9100D 体 系 认 证， 建 立 了 符
合 CAAC、FAA、EASA 相 关 要 求
的民机研发体系，引进了基于模型系
统工程（MBSE）的理念、工具与方
法， 并 按 照 ARP4754、DO178B 和
DO297 等国际化标准要求，建立了
航空电子系统、软件和硬件的研发业
务流程，建立了完善的项目管理、项
目过程与组织标准体系。在基础能力
的建设过程中，通过聘请国外专业公
司提供咨询、广泛开展业务交流协作、
建立国际化供应链体系、聘请国际专

家团队参与系统设计，上电所的技术
能力、过程组织能力、项目管理能力、
适航取证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对项
目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保障。在研制
阶段，面对频繁的客户需求更改，面
对一项项技术风险和适航难点，团队
始终坚持“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
期吃苦、长期奉献”的精神，通过制
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开展基于活动的
项目进度落实与管理，不断优化研发
流程，坚持正向设计理念，迎难而上、
只争朝夕，努力完成着一个又一个任
务的开发和交付。

在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
飞机 AG600 项目中，上电所承担了
飞行管理系统研发任务。作为难度极
大、国外垄断最为严格的航空电子系
统之一，飞行管理系统曾令众多科研
工作者望而却步。然而，纵使前路布
满荆棘，上电所人也要做勇敢的先行
者，用 3 年时间将自主研制开发的飞
行管理系统应用到 AG600 飞机中，
成功开创了飞行管理系统在国内型号
项目中应用的先河。在项目软件开发
阶段，为了满足国际民机标准，团队
以强烈的责任感不懈论证，攻坚克
难，顶着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技术空
白的重重压力，反复分析国际民机需
求及相关标准，最终确定了系统软件
总体架构，实现了一系列关键技术攻
关，研发的核心算法基本达到国外知
名制造厂商的设计精度，为飞管技术
成功应用于 AG600 飞机奠定了坚实
基础。今年春节，面对艰巨的项目研
制任务和紧张的交付节点，项目团队
里的不少成员都放弃了春节回家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位，全身心投
入到项目软件开发、产品投产和系统
集成联试等各项工作中，全力以赴确
保 2021 年装机件按时交付。

目前，上电所已从单一功能产
品供应商发展成为民机航电系统集成
商和航电核心产品供应商，研制的显
示系统、主航行系统、飞行管理系
统、综合监视系统等已成功应用于国
内民用客机、通航飞机、民用直升机
等多种机型，全力保障了以 C919、
AG600 等为代表的多个民机重点项
目的快速推进。在民机研制的道路上，
上电所人始终用匠心认真对待每一条
需求、每一次试验，用坚守拥抱每一
次挫折，每一个挑战，秉承让飞行智
能、简单、可靠，让天空智慧、安全、
高效的愿景，在国产民机的产业腾飞
中坚定前行。

时光荏苒，使命给予我们风雨的
洗礼，更打磨着我们航空报国的底色。
在为国铸器中，在改革发展中，在产
业拓展中，在创新创业中，充满着一
幕幕上电所人拼搏奋斗的身影，它们
沉淀在时光中，积蓄着航空报国的精
神力量，成就着我们的过去，更激励
着我们的未来。站在“十四五”发展
的新起点，上电所人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努力在新的时代征程中续写
更加灿烂的篇章。

 （航空工业上电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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