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

责任编辑：沈建
联系电话：010-58354190
美术编辑：钟军

China Aviation News
�特刊

35
2021年4月17日　星期六

航空工业凯天

|| 王建伟

70 年弹指一挥，航空工业自诞生之日起，
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航空工业凯天，从蹒跚学步到振翅翱翔，以“感
知控制”为力量源泉，坚守航空报国初心，笃
行航空强国使命。穿越时光，回首来路，这份
初心点燃了艰苦卓绝年代里的报国热情，激发
了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奋进活力，砥砺了新时代
逐梦征程里的强国力量。

蹒跚学步   初心薪火相传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党中央“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引下，航空工业开
始向内地扩展布局，先后在西安、成都、兰州
等地建设一批机载设备厂，以改变国内辅机落
后、主机被动的现状。1962 年，原第三机械
工业部决定将成都航空工业学校改建为航空机
械仪表厂，随后又将成都第一航空工业工厂技
术学校并入其中，代号国营第一六一厂。由此，
蕴含着红色基因的凯天开启了航空报国之路。

航空报国的初心，点燃了凯天人艰苦卓
绝年代里的创业激情。校改厂初期，以提供机
载传感器为首要任务，凯天人在极为简陋的条
件下，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没厂房，自己修；
没配电，自己搭 ；没饮水，自己挖！规划了第
一个方案，画出了第一张图纸，制成了第一套
工装，产出了第一个零件……在上级支持下，
伴随着改厂措施的逐条落实，1963 年，转产
凯天的 3 型压力信号器就先后试制定型。首战
告捷，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1964
年，全员大干苦干，工厂实现了扭亏为盈，向

国家上交了利润，这是凯天为祖国航空事业献
上的第一份“决心”。1966 年，工厂生产各型
仪表达 1.8 万余支，成功助力型号首飞。此后
10 年间，工厂自行设计定型 18 种压力信号器、
6 种压力传感器，改型成功 7 种其他产品，逐
步具备了从生产仪表到自主设计航空传感器的
能力。

在投身航空、报效祖国的创业阶段，无
论条件多么艰苦，凯天始终不忘报国初心，先
后研制开发了小功率随动系统、垂直速度传感
器、组合高度速度传感器等百余项航空产品，
产品的品种、数量和技术复杂程度都超过了当
时的设计要求。这是凯天助力新中国航空工业
创建与起步而书写的忠诚答卷，也为今后以传
感器为基础向上集成发展出大气数据系统等产
品、助力航空事业的发展跃升奠定基础。

蹄疾步稳   初心熠熠闪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
革开放时期。航空工业落实改革开放政策，
实施“军转民、内转外”战略，坚持航空科
研先行，在走向市场、走向世界中加快发展。
凯天积极响应国家和航空工业号召，发挥“闯”
和“创”的精神，巩固传感基础，向上拓展系统，
当潮而立，敢为人先，主动融入改革开放的
时代大潮。

航空报国的初心，激发了改革开放航空
工业浪潮的奋进活力。20 世纪 80 年代初，
凯天响应航空工业号召，坚持“闯”的精神，
将视野从国内投向国际，主动融入世界航空产
业链，在行业内较早地开展了国际合作。90
年代，凯天与霍尼韦尔联合设计开发 MD-90

飞机 CADC 大气数据计算机，建立国内首家
满足 FAA 适航要求的大气数据计算机生产
线，取得了霍尼韦尔和 FAA 的适航认证和生
产许可证，助推了我国民航适航认证的发展
和进步。同期，凯天引进直升机三轴大气数
据系统设计技术，完成了直升机三轴大气数
据系统工程样机和试飞验证，使我国成为国
际上掌握该项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并为直
升机升级换代保驾护航。

凯天保持“创”的劲头不变，矢志以自
主创新提供性能优良的设备。1978 年，凯天
研制的某垂直速度传感器设计定型，成为自
行研制的第一个带小集成块的电子成品，这
成为凯天仪表电子化的开端。基于传感器的
技术进步，凯天被指定生产机电式大气仪，
踏入系统发展的新领域。而后凯天研制的大
气数据系统成为我国航空机载设备的重要组
成部分。1984 年，凯天敏锐地观察到数字式
模拟式在当时大气仪技术上具有无可比拟的
优越性，于是抢抓机遇、先手布局，自主研
制出国内首台数字式大气数据计算机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凯天相继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分级精度
的振动筒压力传感器，进一步提升了大气数
据系统性能，为各型飞机加速发展做出有力
支撑。

进入 21 世纪，航空工业飞速发展，新机
型对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凯天不忘提供优良
设备航空报国的初心，主动求变，创新性地
采用系统一体化设计，成为国内首家研制出
分布式大气数据系统的单位，助力多型飞机
成功首飞。

振翅翱翔   初心逐梦远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航空工业发展，中国
航空工业进入了建设航空强国的新时代。初心
引领未来，使命呼唤担当。凯天强化“接棒意
识”，对标“两个一流”建设要求，志存高远、
敢于胜利、善于创新，加快建设一流高科技企
业，助力航空科技自主创新，助力我国从制造
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航空报国的初心，砥砺了新时代逐梦征
程里的强国力量。凯天人志存高远，致力于成
为国际国内智能感知与控制系统的一流供应
商，在这一宏伟愿景下，凯天着力做优专业，
不断延伸传感的智慧触角，实现从感知到控制
系统跨越。2012 年，凯天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主动探究直升机平台对大气探测现实和潜在需
要，克服重重困难，研发出新一代高度 - 速
度综合信息系统，助力新型直升机性能提升。
2017 年，凯天作为 C919 飞机国内一级供应商，
承担了大气数据加温控制器的配套任务，保障
了 C919 项目顺利首飞。在 2018 至 2020 年间，
凯天以新标准新要求为起点，研制 AG600 大
气数据计算机以及加温控制盒，保障 AG600
陆上、水上和海上首飞成功，助力了国家应急
救援体系的建设。近年来，为满足新型飞机
的升级需求，凯天研发出飞机起落架收放控
制系统、舱门位置检测系统等，助力 AG600、
ARJ21 等多款机型首飞成功，为我国飞机机
身应用提供更多的凯天智慧解决方案。

凯天人敢于胜利，着力做大产业，助力
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十三五”末，

经历多年的艰苦攻关，凯天克服传感器敏感元
件设计、制造以及标定试验的全过程研制困难，
多型压力传感器顺利通过技术鉴定，满足了客
户对传感器技术进步的需求，实现了看似不可
能的突破。“十三五”期间，凯天传感器立足
航空市场，拓展非航和高端工业制造领域，产
品谱系不断完善，产业化加速拓展，多型传感
器产品在新领域新市场实现新占位，助力“神
舟飞船”“华龙一号”“嫦娥五号”等国之重器
闪耀登场，让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步伐走得更
加矫健。

凯天人善于创新，构建面向未来的开放
创新融通平台，不断激发和释放创新动能。

“十三五”期间，凯天连续获批“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等认证。2020 年入选国家“科改
示范行动”企业，构建了“1+3+3”的创新融
通平台，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为平台，促
进“技术、人才、资本”三大创新要素在“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发展”三大创新链上
快速融通，形成更加开放高效的协同创新网络，
让创新成为推动航空机载产品发展和进步的不
二法门，使创新驱动发展的信念在报国强国的
征程中不断赓续。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展望
未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新时代航空强国征程
已然开启。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凯天将坚定
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在航空工业党组和机载系统党委的坚
强领导下，坚持创新驱动，走科技自立自强
之路，在新时代航空强国的春天里扬帆远航！

筚路蓝缕负笈逐梦   一心笃志航空报国

航空逐梦 56 载，无论是在艰难曲折中创
业，还是在巩固地位中发展，作为我国唯一
的航空强度研究与验证中心，强度所不断实
现创新超越的蝶变之路，在“航空报国、航
空强国”的初心使命中，用令人瞩目的成就
挺起了我国航空强度发展的脊梁。

艰难曲折中创业

强度专业是航空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随着航空事业
的发展，建立飞机强度专业研究机构的需求
显得尤为迫切。1965 年初，在国防“大三线”
建设的高潮时期，国家批准在陕西耀县苏家
店建立飞机结构强度研究所，同年 4 月 12 日，
正式批准设计任务书，这一天也成了强度所
的建所纪念日。

强度所一诞生，就展现了“立足山沟胸
怀祖国看世界，献身革命志在四方图创业”
的豪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强度所仅用
时 1 年多就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设施一流
的 1 号静力试验厂房，并于 1968 年 12 月 28
日圆满完成轰 6 飞机全机破坏试验。这在我
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一时期，强度所优质完成了轰 6、水轰
5、运 8、运 10、歼 8 等型号的强度验证任务，
研制了手动控制液压加载试验系统等一批重
大仪器设备，为我国国防武器装备研制和航
空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强度所完成了航空结构静力分析
系统（HAJIF—I 型）、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
统（HAJIF—II 型）等系列软件研制，编制
了《飞机强度规范（试用本）》《飞机结构静
力验证试验标准》《航空结构连接件疲劳分析
手册》等多个规范、标准和手册，获得省部
级以上科技成果 31 项，产生的研究成果有力

支撑了运 7、运 10、歼 9、歼 12 等型号研制。

自强不息中坚守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三线”工作环境
恶劣、信息闭塞及科研人员流失、人心不稳、
发展乏力等困难，强度所为了长远发展，争
取到国家“三线”调整的历史机遇，于 1993
年 9 月 1 日顺利实现主体搬迁西安。期间，
强度所与飞机结构热强度研究所合并，组建
了新的强度所。“搬迁西安”“两所合并”开
启了强度所发展的新篇章。

1983~1993 年，强度所积极拓展科研生
产领域，确保歼轰 7、运 7 系列、运 8 系列等
型号试验任务的完成。强度所历时 8 年，圆
满完成歼 8 全机疲劳试验，上级给出了“歼
8 全机疲劳试验的技术与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
地位，达到 80 年代国际同类试验水平”的意见。

这一时期，强度所承担了近百项课题研究，
形成各种规范、标准、手册、技术要求等 14 种，
获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95 项，其中，国家级成
果 13 项。研究成果在轰 6、运 8、歼 7 等多
种型号研制与改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试验
技术上，强度所探索形成了一套全机静力与疲
劳试验自动化加载控制、测量分析技术，结束
了手动加载历史，标志着强度试验发展进入一
个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时代。此外，强度所牵
头开发通用有限元程序系统，填补了我国大型
结构分析系统的空白，打破了国外在 CAE 软
件行业的垄断和封锁。1986 年，强度所在结
构力学学科拥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

巩固地位中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搬迁后的强度所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运行压力。

强度所发扬“能打硬仗、敢打硬仗、善

打硬仗”精神，持续攻坚，先后完成了歼轰
7、歼 10、歼 11 等型号研制任务。1998 年，
强度所拥有了自己第一个航空科技重点实验
室——全尺寸飞机结构静力 / 疲劳航空科技
重点实验室。这一时期，强度所承担了高性
能飞机结构疲劳断裂设计及可靠性技术等多
项重点预研课题，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
取得了 38 项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其中，国家
级科技成果 6 项，研究成果为歼轰 7、歼 10
等新一代战斗机提供了关键的设计分析与试
验技术。同时，在传统军机预研基础上，强
度所逐步开始发展民机预研，提升了其专业
地位。此外，强度所倾力开发民品，开始了
军转民的探索。

进入 21 世纪，强度所先后完成了军机科
研、民机科研、基础科研、航空支撑等领域
50 余项课题研究，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成果和核心技术，获得部级以上科技成
果奖 36 项。研究成果在三代机研制和四代机
方案设计，以及新支线飞机和无人机的研制
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面对新型号提出的新要求，强度所抓住
阎良飞机工业园建设的历史机遇，争取到拓
展试验基地的重大建设投资。随着一批新兴
实验室的拔地而起，强度所的总体试验技术
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
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和核心
技术，进一步彰显了技术实力和行业地位。

奋楫扬帆中前进

2008 年以来，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强
度所也驶入改革发展的快车道。2015 年以
来，强度所始终立足“强度理论的探索者、
强度技术的创造者、强度工具的提供者、强
度设计的验证者”使命，积极对接现代化强

国和航空强国战略目标、航空研究院“五性”
技术定位，围绕“大强度、新强度、数字强
度”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 2025、2035、
2050“三步走”发展战略，推动强度所和强
度专业转型升级，其科研能力和综合实力得
到了长足发展。

型号研制初心不改，使命在肩。强度所对
我国航空型号研制与部队列装工作起到了重要
作用。近 5 年，强度所确保了 16 个重点型号
的按期首飞，累计完成 60 余架次全机试验任
务、540 余项部件验证任务、18 余万件元件
级试验任务，有力支撑了国家航空装备研制。
强度所首次完成全机落震试验，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二个具备全机落震试验技术的国家 ；首
次完成实验室条件下全状态飞机气候试验，实
现国内该领域零的突破 ；首次完成全机虚拟试
验，开创了物理试验与虚拟试验双线并行的验
证新模式 ；型号研制实现了“两大跨越”，系
统化支撑了航空装备研制。

科技发展创新驱动、敢为人先。强度所
科研立项成绩卓著，研究经费较“十二五”
増长 258%；新建气候环境适应性等三个专业，
发展结构冲击动力学等三个专业，专业体系
持续优化 ；“一体两翼”强度技术创新体系持
续完善，国际合作“三三制”架构全面推进，
成功融入国际创新体系 ；突破了大型飞机耐
久性 / 损伤容限、结构冲击实验 / 评估、全
机静强度虚拟实验等系列强度关键技术，并
在型号中得到成功应用 ；获国家级、省部级
科技成果奖共计 49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1 项。与“十三五”初期相比，专利
年度申请量提高近 2 倍，发明专利占比提高
35%，有效专利增加 116% ；SCI/EI 等高水
平论文增加 252%。

技术产业奋勇不息，追求卓越。强度所

构建了“以航融航，服务大航空 ；以军融军，
进军大防务 ；以军融民，支持大工业”的“三
融三通”技术产业生态链 ；立足陕西，布局
华东，基本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强度服务供
应商，可面向全工业领域提供强度问题一体
化解决方案。其中，减振器研制综合实力已
居国内前列，振动与噪声控制等技术国内领
先，大型非标准化试验装备研制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
垄断。

党建文化凝心聚力，同向携行。强度所
党委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充分发挥党
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通过“党
建 +”系列活动，持续壮大专家队伍体系，深
耕特色文化建设，不断涌现技术专家，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持续提
升党建工作水平，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

56 年来，强度所历经风雨洗礼，愈加焕
发生机与活力。发展格局从偏居一隅到多点
运行，型号研制从单一试验到全面验证，科
技发展从型号牵引到创新驱动，技术产业从
立足航空到服务工业，能力建设从满足需求
到体系融合，航空强度事业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收获了国家重大贡献奖、中央企业先进
集体、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级
管理创新成果奖一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
国家级奖励 8 项，主要领导两次受到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强度所的行业地位和国
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未来，强度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历次全
会精神为指引，以最紧迫的责任感、最奋发
的姿态、最务实的工作，为全面建设新时代
航空强国持续贡献卓越的强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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