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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张设计图、一个个零件、一道道工序，
一张张执着坚毅的面庞、一个个朝耕暮耘的
身影、一道道如箭在弦的攻关……最终汇成
一架架崭新的飞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一
代代航空人青丝白发的梦想终得实现、欣慰
不已。

从 1951 年到 2021 年，新中国航空工业
70 年来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取得了令世界
瞩目的伟大成就。一路走来，航空工业把发
展我国民机产业作为使命任务，不断探索适
合我国民机产业发展的道路，不断提升自主
供给能力，实现了从蹒跚起步到振翅欲飞再
到闪耀国际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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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民机制造是对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严格考量，
其中大型飞机研制难度高、价值大，对提升
国家的整体实力、带动产业升级、促进科技
进步、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等意义重大。
C919 大型客机、AG600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作为国产民用大飞机，代表着中国航空工业
的跨代式发展，也蕴含着几代中国人的蓝天
梦。

2017 年 5 月 5 日，当披着天空蓝和大地
绿涂装的 C919 展翼高空、成功首飞时，这款
属于中国的完全按照世界先进标准研制的大
型客机惊艳世人，更意味着世界的天空即将
开启民机新格局。

在 C919 项目中，航空工业所属 50 多家
单位承担了整个机体 90% 以上结构工作量，
在航电、机电、起落架等 11 个主要子系统项
目上展开 50/50 对等合资合作，有力支持了
C919 的研制和首飞。

自 2019 年起，C919 开始进入“6 机 4 地”
大强度试飞阶段，先后完成了颤振、高温高
湿等重要专项试飞，开展了一系列地面试验
和飞行试验。2020 年 11 月，C919 获型号检
查核准书（TIA），全面进入局方审定试飞阶
段。2021 年 3 月 1 日，中国东方航空作为国
产大飞机 C919 全球首家启动用户，与中国商
飞在上海正式签署了 C919 购机合同，标志着
C919正式进入市场运营准备的新阶段。当前，
C919 已获 815 架订单，正朝着取证交付的目
标向前推进。几代航空人近半个世纪的接力，
新一代航空人 10 余年的攻坚，终于托举起中
国自己的大客机。

2020 年 7 月 26 日，航空工业自主研制
的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迎浪腾空、穿云破雾，圆满完成海上首飞。
AG600 是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
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
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
备。

“十三五”期间，AG600 几乎是每年一
大步，实现了快速成长 ：2016 年 7 月 23 日，
AG600 飞机 01 架机在珠海实现总装下线。
2017 年 12 月 24 日，AG600 在广东珠海成
功实现陆上首飞，党中央、国务院为 AG600
首飞成功发来贺电。2018 年 10 月 20 日，
AG600 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圆满完成水上首
飞，习近平总书记致电表示热烈祝贺，李克
强总理作出批示表示祝贺，极大振奋了全行
业的士气。2020 年 7 月 26 日，AG600 在山
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三
次成功首飞是航空工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个
标志性成果。

AG600 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的研制空白，是当今世界在研的最大一款水
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
的重大航空装备，对提升国产民机产品供给
能力和水平、有效促进我国应急救援航空装
备体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国
力、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广，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航空运输、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公安
执法、农林作业、航空运动、旅游观光……
通用航空涉及机型多广、应用广泛，为提升
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创造人民的美好生活发
挥了重要作用，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当前，我国的通用航空制造业方面形成
了较为完备的科研生产和维护保障体系，产
品谱系加快完善，已批量生产“小鹰”500、
运 5B、A2C、“海鸥”300 等飞机，起飞重
量从 600 千克到 53.5 吨，覆盖了活塞、涡桨、
涡扇等各种通用航空产品谱系。其中，不断
壮大的运 12 家族是我国目前出口数量和出
口国家最多、适航水平最高、出口潜力最大
的民用飞机，以 AC311、AC312、AC313、
AC352 为代表的 AC 系列直升机以及 AR500
无人直升机为代表的国产民机在祖国的广袤
土地上披荆斩棘、纵情驰骋。

中国的通用航空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7 年 12 月 13 日，第一架国产运 5
飞机首飞成功。这是新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
种运输机，也是用途广泛的通用飞机。运 5
飞机在航空工业洪都生产了 728 架后，1970
年 5 月转至航空工业石飞（今航空工业通飞

华北公司）生产，1985 年后研制了运 5B 飞机。
截至目前，国产运 5 系列飞机已经累计生产
1000 多架，成为我国生产批量最大、生产时
间最长、飞行作业时间最多的通用航空机种，
被誉为“一代神机”。

随着航空工业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初，
国内轻型多用途飞机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
国内的市场需求也开始显现。站在改革开放
的历史拐点，哈飞采用国际权威适航标准，
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研制了轻型双发多用途
运输机运 12。1995 年，运 12 Ⅳ成为我国第
一个取得 FAA 型号合格证的机型，并直接推
动了我国民机适航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经过
几十年不懈努力，运 12 家族不断壮大，已形
成包括Ⅱ型、Ⅳ型、E 型和运 12F 在内的系
列化产品。运12系列飞机先后获得中国、美国、
法国、俄罗斯等14个国家适航型号认证，至今，
已出口巴基斯坦、秘鲁、斯里兰卡等 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200 余架。

运 12F 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全新一
代双发涡桨通用飞机，是世界范围内 8 吨级
FAR23/CCAR23部通勤类飞机中唯一通过权
威适航审查并投入市场的机型。2020 年 9 月
1 日，运 12F 飞机首次在国内投入商业化运
营飞行，开通“黑河—漠河—加格达奇”通
用航线，将原本黑河到漠河 17 小时的车程缩
短至 2 小时以内，开启“短途运输 + 低空旅游”
产业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企业
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研制生产
了一系列通用飞机型号，促进了通用航空产
业的持续发展。目前，以 AC311、AC312、
AC313 等系列为代表的 AC 品牌直升机逐步
走向市场，公安执法、海上维权、护林防火、
生态保护、应急救援、空中游览等领域都记
录下 AC 系列直升机的出色战绩。

AC313 直升机是我国第一款 13 吨级大
型民用直升机，于 2010 年 3 月首飞成功，
之后完成了高原高寒科目试飞，并成功飞至
8000 米飞行高度，创造了国产直升机最高升
限纪录，连续飞行 1200 公里进入西藏。

每年油菜花开时节，有着“中国最美乡村”
美誉的江西婺源都会迎来特殊的嘉宾，它就
是 AC311 直升机，人们乘坐着“空中巴士”
饱览秀美风光。2013 年 1 月，AC311 直升机
通过 AEG 评审，是我国首款通过该评审的民
用直升机，并获得市场运营准入证，打破了
国外同类直升机民用市场垄断局面。2016 年
8 月 16 日，AC311A 直升机获得中国民航局
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同年 10 月取得生产许可
证并通过 AEG 评审，改进升级的 AC311A

利用新技术对现有民机平台进行持续改进、
升级拓展，使国产直升机在这个细分市场上
有了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乘着国家大力发展通用航空的大势，4 吨
级双发轻型民用直升机 AC312E 于 2016 年
首飞成功。2019 年 12 月，AC312E 直升机
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证。2020 年 4
月 22 日，航空工业向哈尔滨市公安局交付 2
架 AC312E 直升机，实现 AC312E 直升机
在警航应用领域“零”的突破。与此同时，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中法合作研制的 7 吨级
先进中型直升机 AC352 成功首飞，填补了我
国民用直升机 7 吨级谱系空白，展现了航空
工业振兴民族直升机产业的雄心壮志。

在直升机领域，航空工业坚持有人、无
人系列双向推进。从 2016 年开始，明星产品
AR500 无人直升机先后完成高原、高湿、高
温试飞，其优异性能和广阔的任务执行能力
得到充分验证。作为性能优良的无人机平台
系列，“翼龙”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
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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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架国产民机飞上蓝天，不仅彰显了
我国民机产业的创新成就，也凸显了其背后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掌握在手的自信，
是市场不断开拓、产品遍布全球的自豪，是
建立民机产业体系、探索完整产业链的自立
自强。

“新舟”系列飞机和 ARJ21 飞机走过了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试验、试飞、批产、交付、
运营全过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改写了中国
民机的历史。

新中国航空工业是以仿制苏联军民用飞
机起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军用飞机领域，
中国自主研发了多型机种，但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民用飞机产业一直相对落后，没有走出
仿制的模式。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
飞机，并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商业上的成功，
迫在眉睫。

在涡桨支线飞机方面，改革开放之初，针
对国内航线全部被进口飞机占领的情况，航空
工业奋起直追。1986 年 1 月，运 7-100 飞机
正式投入使用，一举突破了国产客机在国内航
线运营“零”的纪录；到 1990 年底，运 7 系
列飞机共交付 65架，在 160余条航线上飞行，
成为当时中国民航支线客机最大的机群。

进入新时代，在国家部委等上级单位的
关心、扶持下，1988 年，航空工业在对支线
航空市场进行了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后，
启动了“新舟”60 飞机的研制工作。2000 年

2 月 25 日，“新舟”60 飞机首飞成功，同年
6 月取得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12
月取得生产许可证。至此，“新舟”60 飞机完
成全部研制工作，其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
环保性、适应性、维修性均达到或接近世界
同类先进客机水平。

2008 年 10 月 9 日，“新舟”600 飞机首
飞成功 ；2009 年 9 月开始进行型号合格审定
试飞、适航验证及改进试飞。在科研试飞的
100 多个日子里，“新舟”600 以其卓越的性
能、优异的试飞成绩，写下了中国民机科研
试飞的辉煌篇章。2010 年 5 月，“新舟”600
取得型号合格证，成为“新舟”家族的新生
力量。紧随其后，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新一
代 70 座级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 是国家
民用飞机“两干两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于 2019 年 2 月通过了工信部组织的详
细设计评审，进入全面试制阶段。

历经 10 余年的开拓，“新舟”系列飞机
已经交付 100 多架，分布在 18 个国家共 30
多家用户近 300 条航线上，在国内外树立起
了中国民机的品牌。从“新舟”60 走向“新
舟”700，“新舟”系列飞机沿着市场化、国
际化的轨迹启航展翼、提速腾飞。

在总结我国民用飞机发展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中国政府做出了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涡扇支线客机的战略决策。大飞机项目的确
立，犹如一声春雷，令广大航空人为之振奋。
2002 年立项、2014 年取证、2016 年首航，
ARJ21-700 飞机历时 14 年艰难地走完了一
个民机型号从设计论证、生产制造、总装集成
到适航取证、投入商业运营的全过程。

ARJ21 飞机项目是在几乎没有任何预研
的基础上启动的，项目的技术跨度远大于一
代飞机。这一路，项目全线攻坚克难、披荆
斩棘，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创造了
众多“第一”。可以说，无论是探索商用飞机
完整的研制经验，还是打造中国具有与欧美
航空强国同等水平的商用飞机适航审定能力，
ARJ21 都为中国民机产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
新纪元。2017 年 7 月，中国民航局为 ARJ21
颁发生产许可证（PC证）。2020年 7月 20日，
ARJ21 迎来了她的第 100 万名乘客，这也是
我国国产民机赢得的第一个“百万 +”。

七十载栉风沐雨、接续奋斗，七十载敢
闯敢干、探索追求，中国民机产业正以层层
递进的方式羽翼渐丰、日益强盛，中国人的
民机梦想正由憧憬变为现实。航空人匠心如
初、奋楫前行，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国产民机品牌，让国产民机走向世界，傲立
潮头。

（上接 24 版）
结构强度试验，尤其全机强度试验是保

证飞机飞行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飞机首飞
前必须发放的第一张通行证。目前，我国逐
步构建了从元件、组件、部件到全机的完善
的强度验证体系，形成了国内能力最强、配
套最齐全的地面强度验证体系，各项强度试
验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极大地推动了各类军民机型号的研
制工作，完成了我国几乎所有新研或改型飞
机型号的强度试验。尤其是近年来有力保障
了四代机、大型运输机、C919、AG600 等国
家重点型号首飞、设计定型、列装部队，用
科学、严谨、准确、可靠的试验数据和结论
托起雏鹰翱翔蓝天，有力保障了各型号的如
期首飞、顺利定型，对我国航空事业和经济
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标准、计量、情报、档案、环境试验、
可靠性、适航等技术基础贯穿研制全过程，
以标准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俄标引进和
转化，支撑装备仿制，到美军标引进和转化，
支撑三代机研制，再到自主研制和国际接轨，
支撑四代机和民机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各型
飞机的通用化率水平和可靠性技术基础，从
无到有，由弱至强，不断从体系和技术上满
足新型武器装备发展需求。

逐梦蓝天  创新始终是航空人的姿态

航空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离不开科
技工作者辛勤的奉献，更离不开一代代科技
工作者矢志报国、勇攀高峰。新中国航空工
业从修理仿制到跟踪发展，再到自主创新，
一代又一代航空人自强不息、锐意探索、敢
于突破，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努力
把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国初期，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
顾诵芬、程不时、屠基达、陆孝彭等一批在
探索中前进的技术人员，投身新中国航空工
业创建之中。他们深刻地认识道 ：中国要自
立与世界航空之林，必须能够设计自己的飞
机，建立起独立的航空科研体系，并提出新
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应该从中级喷气
式教练机开始。1958 年，歼教 1 的成功首飞
骄傲地向祖国汇报 ：我国航空事业从此跨入
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的新纪元。也由此，
培养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航空科学技术人
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中国航空工业
的一代宗师。如今，凝聚在歼教 1 的民族精
神和创新理念，仍在昭示着过去与未来 ：自
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
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航空科技工作者
把“航空报国、航空强国”作为自己的初心
和使命，大力弘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的航空报国精神，把个人理想和祖国命运、
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坚韧执着，
埋头苦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了
我国航空工业历史性跨越，使我国跻身世界
上少数几个能体系化、系列化自主研制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航空武器装备的国家之列。

近年来，航空工业以技术专家梯队建设
为抓手，大力推进技术专家队伍建设。始终
聚焦高端人才。航空工业始终坚持高端引领，
力争培养一批在世界航空技术领域有影响力
的领军技术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樊会涛、
孙聪两名同志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伟同
志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 人先后入选国家
“万人计划”，9 人获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
210 人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近年来，累计

调整型号“两总”人员百十余人次，选送参
加国防科工局“两总”能力建设培训50余人次，
进一步提升了型号“两总”人员的能力素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 年要改
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规划纲要就“深化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实行“揭榜挂帅”“赛
马”等制度；航空工业党组“创新决定 30 条”
强调要创新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试点。要建设
一流的企业，就要聚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这
个重要支撑，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做到“产
业引才，环境育才，平台留才”，争取把人才
留住，让人才实力、科技实力真正体现在创
新成果中，培养真正的科技领军人物。作为
央企的一员，航空工业将继续争当技术创新
主力军、排头兵，把解决“卡脖子”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关键技术 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
待发，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十四五”
开局之年，航空工业将有力布局新兴技术和
前沿领域，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快构
建新时代科技创新体系。

近年来，我国航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航空技术与研发投入持续增强，航空武器装
备的研制历程除了所涉及的设计、材料、制
造和测试试验专业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外，先
后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图纸模线物理样
机、全机数字样机、异地并行协同研制、基
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四个发展阶段。通过建立
基于网络的协同研制平台，实现了多家参研
厂所的连接和贯通，确保了全研制链的管理
协同、工程协同和制造协同，形成了支持飞
机研制的跨地域多厂所一体化协同研制的新
模式。运用基于模型的定义（MBD）技术，

实现全三维数字表达和全局数字量传递，大
型飞机数百万零组件均采用 MBD 技术表达。
运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进行复杂系统功
能、性能和行为的自顶向下的分解以及自底
向上的综合验证，形成新一代复杂航空产品
创新设计能力。运用虚拟仿真试验替代传统
风洞、强度、结构等物理试验过程，加速了
在数字空间对产品的快速迭代，型号研制周
期普遍缩短三分之二。目前诸多航空制造企
业已经开始应用 3D 打印、复杂结构件数控加
工等由模型直接驱动智能设备制造技术。工
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制孔、铆接、喷涂、密封、
复材铺敷、无损探伤、切割、检测等工业领域。
把航空工业变为数字化企业，在数字空间构
建全新的数字神经网络，打通信息“大动脉”，
重塑航空工业的价值创造模式也成为将最新
的数字化技术。

我国已掌握了大量的新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材料，完全掌握了第三代战斗机
和发动机、涡扇支线客机、先进直升机的研
发技术，取得了近百项重大科研成果，填补
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多项空白。以“太行”大
推力涡扇发动机研制成功为标志，我国已具
备自主研发第三代航空发动机的能力，实现
了军用航空发动机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的跨
越。空空、空地导弹等实现从第三代向第四
代跨越，可以批量生产交付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与发达国家在役主力战机水平相当的航
空武器装备，大大缩短了我国航空工业与国
外的差距。

近年来，航空工业有效开展了一批重大
背景项目的预先研究，在先进气动布局、高
推比发动机、雷达、电子综合技术以及先进
材料等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企业技
术中心建设全面推进，所属企业均成立了技

术中心，并通过创建省级、国家级技术中心
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紧紧围绕重点工程
项目，大力推进用高技术改进传统产业，淘
汰落后生产能力，坚持与产品结构调整相结
合，着力解决型号设计、研制、试验中存在
的关键技术、特殊技术，不断提高武器装备
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研制、试验检测能力，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建成并投入运行，形成
了能满足风洞、强度、结构等航空试验的基
础设施，有效支持了我国航空科研的高速发
展。

目前，航空工业已经摸索和积累了大量
成功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工程管理的理
论和方法。近年来，全行业积极推进管理创
新，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全面推行预算管理、
成本系统工程、6S 管理、六西格玛、精益制
造、综合平衡计分卡等先进管理方法，并通
过流程再造将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行整合，产
生倍增效应，使得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方
法、管理效果实现了一次真正的飞跃。例如，
歼 10 飞机项目，涉及上百个参与研制的单位，
涉及科研、生产各个环节，涉及成千上万个
零部件，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协作攻关，系统
工程管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百舸争流千帆竞 , 敢立潮头唱大风。创
新是时代主题，科技是企业之魂。70 年来，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
对世界先进航空工业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
的历史性跨越。

航空工业必将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
关键核心技术，勇于攀登科技高峰，为把我
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

创新步伐从未停止  科技铸就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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