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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以梦为马　骁骑云海天涯　　初心不忘　再创荣光华章
——航空试飞事业砥砺奋进新时代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
70 年征程中，航空人不忘初心、披
荆斩棘，用航空梦托举伟大的中国梦、
强军梦，将“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的矢志奋斗铭刻九天，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丰功伟绩！中国航空试飞事业伴
随新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历史脚步，发挥了无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走出了一部航空
试飞人“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励
志史，向世人展示了我国航空工业的
跨越式发展。无论是 60 年代“红专
502”的首次飞行，80 年代歼 8 Ⅱ、
歼 7 Ⅲ、歼教 7 试飞的“三大战役”，
90 年代歼 10 飞机的龙腾东方，还
是新世纪新支线客机 ARJ21-700、
大型客机 C919、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以及代表新时代航空强国
实力的歼 20、运 20 等国之重器，几
乎所有在我国蓝天上翱翔的战鹰，都
要在这里经受严苛的检验，方能领取
飞向蓝天的“通行证”。在祖国的蓝
天上，中国“国家试飞队”的旗帜迎
风飘扬。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以下简称“试
飞中心”）62 年的薪火传承，几代航
空试飞人以“向国家负责”为己任，
在党的领导下，不忘航空报国初心，
笃行航空强国使命，筑梦蓝天、为国
试剑，用忠诚担当、求实创新描绘了
一幅幅绚丽恢宏的航空试飞壮丽画
卷 ；62 年的自强不息，试飞中心始
终坚持站在航空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强有力地支撑和引领了航空科技的跨
越式发展，以公正严细、坚忍勇毅谱
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航空试飞华彩
乐章。

1959 年 4 月 15 日，中国飞行
试验研究院（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正
式成立。面对着薄弱的工业基础和百
废待兴的艰苦条件，在党和国家的正
确领导下，老一辈航空试飞人汇聚阎
良，克服重重艰难困苦，提出了“一
边建设，一边研究，迅速发展，逐步
建成”的基本方针。整修机场、解决
设施、组建队伍、艰苦创业，日夜兼
程为飞行创造条件，终于在 1960 年
1 月 26 日用“脸盆加油”实现了首
次飞行。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和外援撤
离的双重压力，老一辈航空试飞人凭
借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凭借排除万
难的拼搏精神，坚决承担了国家下达
的第一项 WG-2 高度表试飞任务，
并在 1960 年 6 月 17 日实现了中国
历史上首个架次的飞行试验，且仅
用80天就圆满完成了这项试飞任务。
航空试飞人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了零的

突破。

20 世纪 60至 70年代：
航空试飞事业艰辛起步

面对与国外航空强国的巨大差
距，航空试飞事业的创业者们饱尝艰
辛。航空试飞人用 10 年时间，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边建设、边研究，
一步一个脚印，在荒芜中披荆开路。

圆满完成第一个试飞任务后，试
飞中心又先后承担并完成了“红专
502”鉴定试飞、歼 5、歼 6、强 5
飞机的飞行试验任务，完成了歼教 5、
歼 6 等系列型号，涡喷 6 甲、涡桨 6
等发动机的试飞。

在系统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老一辈航空试飞人不断探索，艰苦奋
斗，加快试飞技术研究，发挥集体智
慧，开展试飞设备研制和试验设施建
设。期间，试飞中心科学化、系统化
建成了涵盖多个专业的大型立式弹射
台、校准风洞露天车台等多项重大科
研设施，相继研制成功光学示波器、
各种传感器和信号调节器等测试设
备，创立了一套科学严谨且符合实际
工作的试飞方法。这一切都为航空试
飞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揭开了试飞中心稳健起步的新篇章，
彰显了航空试飞人敢为人先、一往无
前的激情和进取精神。

20 世纪 80年代至世纪末：
航空试飞事业探索前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新号角，航空工业迎来了
新一轮发展热潮。这一时期，为了助
力国防建设，航空试飞人在党的领导
下，以“拼刺刀”的精神，率先完成
5 机一发一弹（歼 7、运 7、歼 8、运
8、歼 8 Ⅱ全天候、涡喷 6 甲发动机、
PL-5 导弹）的定型试飞任务，走过
了其它国家需要两三倍时间才能走完
的发展历程 ；打响了中国航空史上一
场史无前例的航空“三大战役”（歼
7 Ⅲ、歼 8 Ⅱ和歼教 7 三种新机同
时进行定型试飞）。试飞中心先后完
成了空中加受油工程空中对接试飞，
完成歼轰 7、运 8C、运 7-100、运
7H-500、运 7-200B、运 7-200A、
多型直升机等重大军民用飞机的鉴定
试飞和适航取证试飞，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蓝天奇迹。

在近 30 年的征程中，航空试
飞人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飞豹精
神”“改装精神”等宝贵的精神财富。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试飞中心排除

万难，自主研制的单轴变稳机和三轴
变稳机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研制成功的高速弹射试验机填补了我
国航空技术空白，陆续研制成功了第
三代磁记录系统和“华山测试系统”，
建成了“航空仿真重点实验室”和“火
控重点实验室”等，航空试飞技术实
现了从二代机到三代机的技术储备和
升级发展，有力地助推了中国航空工
业和国防建设向着世界先进水平大步
迈进。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
航空试飞事业换挡提速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航空装备
呈现井喷式发展，这也是航空工业型
号试飞的追赶超越时期。航空试飞人
肩负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对
标国际一流，紧跟时代步伐，提出了
“打造世界一流试飞机构”的战略目
标，先后承担了技术更新、性能更好、
难度更大的航空装备鉴定试飞和适航
审定试飞任务。

歼 10 飞机是我国首型自主研制
的第三代歼击机，从设计到生产再到
试飞，凝聚着无数航空人的忘我付出
和不懈奋斗。作为歼 10 试飞的主战
场，试飞中心提出了“决战决胜，确
保型号工程按节点完成”的战斗强音，
航空试飞人全情投入、全力拼搏，按

节点顺利完成定型试飞。
以三代机试飞为契机，试飞中心

技术水平取得长足进步，掌握了多项
关键技术，实现了多项重大突破，飞
行试验技术和能力提升到一个崭新阶
段。试飞中心接连突破三代机人机
闭环飞行品质等 30 多项试飞关键技
术，自主研制成功雷达电子试

验机、空中试车台、6 自由度飞行模
拟器、A/GDAS 实时监控系统，形
成了特种试验机重大改装总体设计能
力，对机体结构、机械系统等进行测
试改装的能力，在试验机反尾旋伞系
统、重心自动调节系统等非标系统的
研制与改装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试飞中心在民
机试飞领域熟练掌握了 CCAR23 部、
25 部 D 分部试飞规章和适航审定试
飞的特殊规律，为确保 ARJ21-700
成功适航取证试飞，试飞中心进行了
高平尾飞机失速特性、颤振激励系统、
自然结冰等一系列关键试飞技术的预
先研究，确保了中国新支线飞机的振
翅高飞。

另外，试飞中心还圆满完成了多
个重点型号的鉴定试飞任务。歼 11
系列、歼轰系列、空警系列、高级教
练机系列、直升机系列等翱翔祖国蓝
天的战鹰，无一不倾注着航空试飞人
的心血和汗水。在与世界航空工业“并
驾齐驱”的征程中，航空试飞人以舍
我其谁的勇气和魄力，迎强风破巨浪，
在搏击长空中茁壮成长。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航空试飞事业跨越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需要，试飞中心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2010 年
底，集团公司党组做出了《关于加强
试飞行业建设的决定》，为航空试飞
事业的发展壮大指出了新方向，注
入了新活力。

试飞中心统筹推进“科研任务、
技术发展、产业发展、智慧院所、管
理提升、服务职工”六项战略部署，
协调推进“研究 + 鉴定 + 使用”业
务布局，全面践行“支撑 + 引领”双
重作用，各项任务和关键节点得到了
有效推进，特别是科研试飞任务屡创
新高，科研试飞架次数持续增加，圆
满完成了一大批新型飞机、发动机等
航空装备试飞任务。中国新一代军用
大型运输机运 20 在这里踏上试飞征
程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喷气式支线
客机 ARJ21-700 圆满完成适航审定
试飞 ；大型灭火 /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
飞机 AG600 完成陆上、水上、海上
三次首飞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在试
飞中心开展适航审定试飞等。试飞中
心在这些型号试飞中攻克了一大批试
飞关键技术，全面提升了综合试飞能
力。

同时，试飞中心建立健全了飞行
力学、强度载荷、飞行品质、振动与
声学、动力装置、飞行控制、飞行模
拟、测试与数据处理等由 120 多个专
业构成的完整的飞行试验综合体系，
专业几乎涵盖了所有航空科学范畴。
试飞中心在型号试飞中苦练内功，突
出型号任务带动技术发展，持续开展
型号试飞支持技术项目研究 ；以跨代
型号任务为牵引，突破了多项发动机
专项维修技术、试验机设计改装技术
等 ；以标准规范建设促进试飞技术发
展，完成新增、修订标准和规范百余
项，完善了试飞管理体系，并在特殊
飞行器飞行试验指南的编写上取得重
要成果。试飞中心还在飞行驾驶技术
研究方面，前瞻性开展了一系列关键
技术研究 ；并通过民机适航试飞的扎
实开展，建立了全面系统的民机试飞
体系，推动民机产业发展进入新时代。

“航母 STYLE”凌空一指、国产
大飞机 C919 首次采用数字化及智慧
化的试飞模式开展试飞、ARJ21—
700 冰岛大侧风试飞、珠海航展上歼
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过失速机动飞
行、歼 20 飞机开舱“亮剑”、运 20
飞机走出国门……在世界航空竞技的
舞台上，试飞中心助力中国航空工业
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逐
步走向舞台中心，与世界航空强国“同
台竞技”。

几十年风华烁烁，几代航空试飞
人庄严承诺，用自己的青春、热血、
甚至生命，推动着中国航空试飞事业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突破和跨越。
这里涌现出滑俊、王昂、黄炳新、李
中华等“试飞英雄”，以及国际试飞
员赵鹏，“航空金奖”获得者周自全，
航母 style 第一人沈意等为代表的英
模群体，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奉
献者，更有那些长眠在试飞中心烈士
公墓中的 16 位英烈……他们用常人
难以想象的拼搏和努力，换来了中国
航空试飞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试飞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按照中央和集团公司党组
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的新
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按照航空工业“一
心、两融、三力、五化”航空强国战
略，坚定航空报国初心，笃行航空强
国使命，以“一流两步走、三力三平台、
四个全方位”新时代发展规划为指引，
全力打造国家级定型和鉴定平台、创
新性技术演示验证平台、全国防行业
服务性平台，支撑航空工业发展、引
领航空科技未来。

雄关漫道闯险关，重整行装再
出发！“十四五”是我国“两个一百
年”接续奋斗的关键时期，是航空强
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在“十四五”新
的时代起点上，航空工业试飞中心将
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和集团公
司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定理想信
念，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真正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
初心点燃航空报国奋斗的激情，用使
命成就无愧于时代的试飞业绩，在推
动航空试飞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
突破，在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和打造
世界一流试飞机构的征程上书写新篇
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航空梦、
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再立新功。

（航空工业试飞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