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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园区当年的老所区 锦业园区

走得再远，航空人也从未忘记来
时的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
圆梦，航空梦始终是我们最笃定的生
命航向！

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问世，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应
用领域日益广泛，美、苏等发达国家
争相发展这一技术。1956 年，周恩
来总理亲自领导科学规划委员会，制
定了《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规划
了 13 个方面、57 项重要的科学技术
任务，“计算技术的建立”名列第 41
项。

1958 年 11 月 22 日，今天的航
空工业计算所在西安交大无线电系宣
告成立，正式命名“中国科学院西安
计算技术研究所”，简称“西安计算
所”。当时主要研究方向和任务是研
究、设计、试制电子计算机，并承担
国家与西北地区的各项有关任务和专
用、通用计算机研制任务 ；建立计算
中心或计算站，承担西北地区各部门
的计算任务。截至当年年底，全所共
有 14 名职工。他们一边组织开展所
区筹建工作，一边研制“四位运算器”，
参与小型轻便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的
研制工作，并在西北大学数学系建立
计算数学教研室。

重任在肩、使命在前！ 

1960 年 4 月， 计 算 所 承 担 了
第一个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研制

“104A 机”。1965 年 4 月，《陕西日
报》头版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该项目研
制成功的消息 ：“104A 机”是第一台
全部使用国产器件的大型电子数字计
算机，是我国第一代数字计算机的典
型机种，平均运算速度达每秒 1 万次。

“104A 机”的研制成功，奠定了计算
所奋发图强、埋头苦干、协同拼搏的
文化基因。

机型投入使用后，计算所先后承
接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 1
号卫星轨道计算、火箭弹头压力分布
计算、火箭质点弹道计算、水库工程

计算、纤维强度计算、光学系统计算”
等计算课题，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
了巨大贡献。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型号精神在型
号攻坚克难中锤炼而成，型号精神为
型号成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歼 10 飞机首飞前夕，型号总指
挥将某机载计算机项目紧急转到计
算所，要求计算所全力解决技术难
题，研制首飞装机产品。计算所人
发扬“矢志报国、自主创新、攻坚
克难、协同奉献”的歼 10 精神，凭
借扎实的理论技术积累和丰富的计
算机研制经验，集中全所资源连续
奋战，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产品研
制交付，有力保证了型号任务的顺
利进行，多次受到上级机关的表彰，
被型号总指挥誉为“救火队”。

面对技术封锁，计算所主动请
缨，勇敢地承担了某软件国产化任
务， 在 短 期 内 取 得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领
导的表扬，并收到了总装备部成立
后的第一封贺电。

每一架冲上云霄的钢铁雄鹰都凝
结了计算人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划
时代的技术飞跃都源自集智攻坚、团
队协同。

面对新型航空装备研制需要，计
算所持续开展实时容错分布式计算机
系统、并行信号处理技术、接口、工
程化技术等关键技术预先研究，集中
优势力量突破了以新一代飞机航电核
心处理机为代表的机载计算机关键技
术，研制了综合核心处理机、高速机
载网络、天脉操作系统、航空专用集
成电路等核心产品，培养了一批勇于

创新、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老中青
专家团队 ；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
路，做精技术，做强专业，系列化的
产品满足了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发展需
要。

以心为翼，载梦飞翔。彰显责任
担当，树立良好形象，向社会持续输
出正能量。

面对新时代呼唤，计算所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发展战略，聚
焦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履行强军首
责、社会责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工程师素养和工匠精神，培育职工爱
岗敬业、聚焦价值创造、接续奋斗的
家国情怀 ；深化人文关怀，不断提升
职工文化生活质量，构建有序、和谐、
稳定、健康、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员、
干部、职工担当作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实现航空强国的目标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载梦飞翔，无畏征途。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前所未有的新机
遇，蓝天始终是航空人最广阔的舞台。

计算所依托军工产业扎实的技
术功底，全力推动军民协同发展。面
对蓬勃发展的民机产业，计算所瞄准
国际最高标准，按照国际 A 级标准
推进产品适航工作，增强产品的竞争
力，提升计算所在国内、国际民机
市场中的地位。近年来，计算所承担
了 C919、“新舟”60、“新舟”700、
ARJ21 等民用飞机系列产品的研制
任务，自主研制了“海鸥”300、“小
鹰”500 等通用飞机综合航电系统产
品，大力发展汽车电控、智能交通、

工业控制、高铁车载等高端民品，以
卓越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用户
的青睐，民机产业发展迅速，成为计
算所新的经济增长点。

计算所以“成为航空计算机技术
领域国际一流企业”为愿景，奋力构
建完整的计算机产业体系，争做航空
计算机领域的“主力军”“国家队”。
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计算所建成了
新型技术预研、型号研制、产品批产、
维护保障等完整的专业体系，拥有机
弹载计算机系统及其应用，航空软件
与信息化支撑技术，航空专用集成电
路，机载、车载、星载和舰载总线和
网络系统四类核心产品，已成为中国
航空工业的机载计算机发展中心、航
空软件开发中心、计算机软件西安测
评中心 、航空专用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和航空装备元器件管理与应用验证中
心（机载），打造行业领军单位优势。

青云顺义产业基地

六十载拼搏奋斗，我们与航空工业一同青云直上
1951 年 4 月 17 日， 中 央 人 民

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
《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
的航空工业自此在抗美援朝的烽火硝
烟中诞生。回眸 70 年前的春天，一
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怀揣着对
新中国航空工业的憧憬与希望，伴随
着共和国的成长，踏上了建设祖国航
空工业的漫漫征程。

1956 年 11 月， 航 空 工 业 局 做
出《关于加强仪表、电器、附件工
作的决定》，要求加快辅机工厂的建
设，以适应新机配套的发展需要。今
天的航空工业青云，几经易址，终于
在 1958 年 11 月，在北京市海淀区破
土动工（代号 232 厂）。1959 年初，
232 厂厂名正式确立为国营青云仪器
厂。自此，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和国
防实力的日益壮大，青云人踏上了筑
梦航空的奋斗之路。

作为我国军用航空机载设备领域
的骨干企业，伴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
走过的 70 年峥嵘岁月，经过一甲子
的辛勤探索，几代青云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拼搏奋进、自强不息，踏
着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走过了一段段
不平凡的历程。

建厂初期，厂区周围是一片荒芜
的农田。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代青云
人，一边克服着三年自然灾害、原材
料供应紧张、工作条件艰苦的种种困
难，一边在连取暖设备都没有的半地
下房间里画图、翻译资料……经过一
年的努力，青云的创业者们以报效祖
国的赤胆忠心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艰苦
创业，建成了机加厂房和生产准备厂
房，使工厂初步具备了一般性生产条
件。“先生产，后生活”，老一辈航空
人用汗水为青云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1958 年 3 月，第一台仪表机床开工
投产 ；1959 年 3 月，青云生产的第
一件产品——电表的双头螺栓诞生 ；
紧接着，1960 年第一个产品压力表
指示器试制定型 ；1961 年第一种航
空地平仪投入试制 ；1965 年自行研
制的第一种无线电高度表开始进行设
计……从创业初期的一穷二白到仿制

改进，再到逐步自主研发，青云生产
的产品从单一品种逐渐形成系列，配
套的机型从第三代向第四代、从有人
向无人、从空中到陆海空全域拓展。
从当年一枚小小的螺栓，到如今发展
成为具备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自动油
门系统、航姿系统、陀螺仪表、加速

度计、无线电高度表、综合显示设备
及电表等多种航空产品的研制开发和
生产试验能力的军用航空机载设备领
域骨干企业。青云从艰苦创业，到跨
越发展，一路蹄疾步稳、砥砺前行，
站在了改革创新的新起点！

目前，青云公司以航空电子产业
为主线，以研发和信息化两大平台为
基础，以顺义产业基地和房山产业基
地为支撑，全面提升研究发展、综合
集成、服务保障、适航管理等四项能
力。重点发展飞行控制、驾驶舱控制、
导航、微特电机及综合射频等五大专

业，着重发展军用航空及防务、民用
航空、精密机械、电子信息、航空维
修以及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持续创
新提升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自动油门
控制系统、电传油门台、集成脚蹬、
综合备份显示系统、航姿系统、速率

陀螺、加速度计、地平表、无线电
高度表、航空指示器等航空产品的研
制、生产和试验能力，并在多个技术
领域居于国内前列。全面具备新型歼
击机、大型飞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设
计和制造能力 ; 全面具备各类飞机油
门操控系统设计和制造能力，能够为
飞机的油门控制提供一整套的技术解
决方案 ；综合备份显示系统和航姿系
统广泛应用于直升机、歼击机、轰炸
机、运输机、无人机等不同机型 ；速
率陀螺、加速度计、地平表等装备了
绝大部分军机在役机型 ；无线电高度

表广泛装备于直升机、无人机、运输
机、教练机、导弹等飞行器。大量装
备于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预警
机、直升机、无人机等飞机上的产品，
荣获“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有重大贡献
单位”“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
程突出贡献奖”“首都劳动奖状”“首
都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并在多个
型号首飞和设计定型任务中荣立集体
功，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期强军使命。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梦想，伟大梦
想源于伟大使命，伟大使命凝聚伟大
力量。面对全球航空机载产业提速发
展的大趋势，航空工业在建设新时代
航空强国的新形势下面临更大的机遇

和挑战。战鼓催征，使命光荣。青云
人将一如既往地坚决落实党中央和航
空工业的战略部署，把聚焦主业发展
作为最高战略，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
主攻方向，加快航空业务的专业拓展、
市场开发和产品创新。我们将始终牢
记创新使命，在自主创新的征途上勇
立潮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60 余载岁月积淀，赋予了青云
人忠诚奉献、求真务实的精神力量。
挥戈新时代，圆梦恰逢时，青云公司
将一如既往，不忘航空报国初心、牢
记强军首责使命，努力完成好新时代
的答卷，把宏伟的规划蓝图变为现实，
为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

房山产业基地现代化机械加工车间。

初心如一  矢志报国
向着“成为航空计算机技术领域国际一流企业”的目标迈进

1959 年青云第一件产品。 80年代厂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