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6 日，达索航空公司推出了“猎
鹰”10X 喷气式公务机，其最高速度

为 0.925 马赫，航程为 7500 海里（18390
千米），可从纽约直飞上海，预计 2025

年底投入使用。
“猎鹰”10X 在同类型飞机中拥有

最大的机舱，可容纳 4 个等长的客舱
区域。该机模块化程度高，可提供多种
内部配置，其客舱高 2.03 米、宽 2.77 米，
比目前最大、最高的公务机还要宽 0.2
米、高 0.25 米，客舱横截面甚至比一
些支线飞机大。该机的增压效果较好，
在 12 千米高海拔时，舱内气压相当于
900 米海拔的气压水平。此外，该机过
滤系统工作噪音低，可提供 100% 的
纯净空气。

该机机身上分布有 38 扇超大舷窗，
比“猎鹰” 8X 的舷窗大近 50% ；机翼
由轻质、高强、低阻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制成，展弦比高，配有可伸缩增升装

置，在低速飞行时有良好的机动性和
操纵性。该机配有 2 台罗罗公司的“珍
珠”10X 发动机，推力可达 8 吨以上。

该机驾驶舱中布满了触敏屏，并
配装了达索航空公司的下一代数字飞
行控制系统，可提供高水平的飞行精度
和防护，而且具有新型一键恢复模式。

该机使用单个智能油门进行主要
动力控制，可将两个发动机都连接到数
字飞行控制系统中，并根据飞行场景自
动调节每个发动机的功率。

该机使用了达索公司“猎鹰之眼”
组合式视觉系统，可同时提供增强型和
合成型视觉功能，主飞行显示采用双平
视显示器，使飞机能在零可见度情况下
飞行。� （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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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公司发布
“珍珠”10X发动机

据外媒报道，罗罗公司正式发布了“珍珠”Pearl 
10X 发动机。作为面向公务航空市场的“珍珠”发
动机系列的第三型也是最强大的成员，该发动机经
过优化，专门为达索公司最新推出的“猎鹰”公务
机提供动力。

“ 珍 珠 ”10X 采 用 公 务 航 空 领 域 最 高 效 的
Advance2 核心机，并将其与高性能低压系统相结合，
从而获得了超过 18000 磅（8165 千克）的推力。与
罗罗公司的上一代公务航空发动机相比，“珍珠”10X
的效率提高了 5%，同时具有出色的低噪音和低排
放性能。该机主要部件包括高效的整体叶盘风扇 ；
具有领先压比和六级整体叶盘的高压压气机 ；超低
排放的燃烧室 ；两级无罩高压涡轮以及增强的四级
低压涡轮。这种发动机的所有部件均放置在 Spirit 
AeroSystems 公司研制的全新超细长型短舱内。

该发动机由德国达莱维茨的罗罗公司公务航空
发动机卓越中心开发，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全面的测
试计划，其中包括使用 100% 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能力。

“珍珠”10X 的关键特征之一是由先进的增材制造工
艺生产的 3D 打印燃烧室壁。

“珍珠”系列发动机是罗罗公司智能发动机愿景
的一部分，主要技术包括，引进先进振动检测的新
一代发动机健康监测系统，先进的发动机远程诊断
技术，允许从地面远程重新配置发动机监测功能的
双向通信，以及云分析、智能算法和人工智能。

目前全球有超过 3600 架由罗罗发动机提供动力
的公务机在运营。 （何鹏）

欧洲航空安全局提出
飞机改装单层玻璃
观察窗安全建议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针对大型飞机后机身
上部安装两个观察窗的改装申请提出了安全建议。

一般来说，飞机上安装单层玻璃窗口无法达到
安全认证要求。因为认证标准要求，在发生窗口故
障后，飞机的窗户和挡风玻璃面板仍需承受压差、
空气动力、温度等恶劣因素影响。仅满足“光学质量”
要求的单层玻璃窗口改装措施显然无法满足认证标
准要求。

目前，EASA 尚未确定实施机身改装的公司，
但表示准备批准部分飞机实施改装 / 研究，但改装飞
机不能用于商业运营。

EASA 已制定了各种规范性措施（如对窗格大
小进行特定限制等），确保安装单层玻璃窗格的飞机
在发生故障时，降低发生突发压力下降事故的风险。

另外，EASA 还在与型号认证开发商协商，拟
将实施玻璃窗改进的飞机数量控制在运营飞机总数
量的 10% 以内。其余飞机建议拆除玻璃窗格，安装
金属百叶窗。

在飞机安全防护措施部署方面，EASA 还规定
需在玻璃窗下方安装一个压力密封盒，如果窗户出
现故障，可保持压差负载。而且，除在每个座位上
方都安装常规氧气面罩外，EASA 还要求飞机必须
在机舱内携带足够数量的氧输送装置。该装置会在
飞机高度达到 15000 英尺（4572 米）之前自动启动。
 （石峰）

GE航空公司采用
3D打印方式生产
发动机零部件

GE 航空公司和 GE 增材制造工程公司合作，将
一台水陆两用发动机的 4 个零部件的生产由铸造方
式转换为 3D 打印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转换效果明
显，一是生产成本比之前下降 35% 左右，二是生产
周期从 12~18 个月缩短到 10 个月。

近年来，增材制造在飞机发动机领域的竞争力
优势越来越明显。例如，GE 航空公司 LEAP 发动机
的 3D 打印喷嘴可将原来的 20 个零部件组合成一个
单一结构，这使得生产过程大大简化。另外，GE 航
空公司的新型涡轮螺旋发动机更是将原有的 855 个
部件组合成 10 个 3D 打印零部件。 （郭文涛）

达索航空公司推出“猎鹰”10X公务机

疫情重创印度民航疫情重创印度民航
�| 王云涛

突然严峻的疫情使印度成为全球焦点，
从近期的数据看，印度三大航空公司（靛蓝、
印度航空和香料航空）同时在线的航班数量
较上个月几乎“腰斩”。印度全国约有 800
架民航飞机，预计至少一半的飞机已经停飞。

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蔓延

截至 4 月初，印度航空公司的座位容量
已达到疫情暴发前的 87%，印度航司本有
望在夏季恢复良好，但病例数量的增加以及
随之而来的入境限制和政府宵禁导致客运量
急剧下降。业内专家认为，未来几周对印度
航司来说可能是一个重大挫折。

出于对印度疫情的担忧，包括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
多个国家，都发布了针对印度旅客的入境限
制措施。截至目前，全球 10 余个国家陆续
宣布限制印度航班入境，英国政府在 4 月
19 日宣布，将印度列入旅行“红色名单”，
将对入境印度的英国公民进行强制性隔离。
随后，加拿大、阿联酋等国家接连宣布禁止
印度航班入境。

印度国内每日客运量目前低于 20 万人
次，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首次。在西亚和
印度各邦之间运营的许多航司客座率下降了
约 25%~30%。业内人士表示，预定量下降
了至少 50%。在近期与印度民航部的会议上，
印度航司敦促政府为航空业提供财政补贴。
信用评级机构 CRISIL 表示，这波疫情可能
导致印度航空业本财年净亏损 950 亿卢比。

占市场绝大多数的国内航班出现了回

落。
从近期的数据看，印度三大航空公司（靛

蓝、印度航空和香料航空）中，印度航空这
家老牌的国有“载旗”航空，在国内无法与
廉价的靛蓝和香料竞争，只能将主要精力放
在国际市场上。但因为印度疫情严重，英国、
加拿大、德国和阿联酋等地纷纷对它关闭国
门。

印度航空起始于 1932 年，由塔塔集团
创办，1938 年更名为“塔塔航空”。1947
年印度独立后政府入股 49%，将其改为“印
度航空”。1952 年，印度政府对其实施国有
化。印度航空在国有化之后曾维持高速发展，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机队规模和服务水
准可与新加坡航空相提并论。但进入九十年

代后逐渐失去活力，服务质量严重下降。
在上世纪 90 年代，印度政府开放了航

空市场，捷特航空横空出世。为了与印度航
空竞争，它把价格定得更低，服务做得更好，
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印度航空的利润空间。
进入 21 世纪之后，适合印度国情的廉价航
空在印度兴起，并迅速繁荣。在这种局面下，
印度航空开始亏损，而捷特航空则倒闭。

印度各航司客运量下降

       据报道，印度航空在 2020 年亏损 13 亿
美元，目前的总债务约为 82.8 亿美元。印度
政府早在 2016 年就有意出售印度航空，但
一直到 2019 年才正式宣布了私有化竞标方
案。根据今年 3 月份公布的计划，竞标可能

在 6 月份结束。然而因为疫情再次变得严重，
有消息说这一计划将再次被推迟到 9 月份。

另据路透社 5 月 8 日报道，印度疫情肆
虐，该国航司也在承受着新的压力。除现金
流紧缺以外，印度航司或将面临租赁商回收
飞机的风险。据悉，印度各航司在今年 4 月
客运量比 3 月份的下降了 30%，截至目前，
5 月份的已经下降了一半。

业内人士称，印度政府没有提供足够
的救援或支持，印度的航司就得寻求私人或
商业公司的援助。印度靛蓝航空公司近日也
正在考虑融资，业内人士认为，该公司可能
会筹集 5.43 亿美元（约 34.92 亿元人民币）
至 6.79 亿美元（约 43.67 亿元人民币）。

CAPA India （ 印 度 航 空 咨 询 公 司 ）
认 为， 印 度 航 司 在 本 财 年 上 半 年 将 停 飞
250~300 架飞机，但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航
空运输却在逐渐复苏，因此租赁商不可能像
去年那样耐心地等他们交款。印度 Vistara
航司首席商务官表示，现在市场对飞机的需
求越来越大，飞机租赁商们宁愿回收飞机，
也不愿意把飞机留在印度各航司手里贬值。

印度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接连多天创新高。5 月 1 日，印度将开
始下一段疫苗接种计划，但因疫苗存量不足，
接种工作受阻。此外，美国政府表示，将对
印度实行旅行限制措施。由于供应短缺，印
度航空公司近日被迫取消员工疫苗接种计
划，印度航空公司也没有为疫苗接种计划确
定新的日期，称一旦获得更多疫苗，印度航
空将尽快确定。

拉美企业进军客改货市场

波音 5 月初宣布，将与哥斯
达黎加的航空维修企业哥航空工
业 服 务 合 作 社（COOPESA） 合
作，在 2022 年新开设两条 737-
800BCF 客改货生产线，这也是拉
丁美洲的第一条线 737 客改货生
产线。

疫情对客机机腹运力的短期
影响极大，同时，随着航空快递
和电子商务市场的成长，航空货
运的中长期需求也十分强劲。波
音公司将与 COOPESA 合作，在
位于哥斯达黎加的阿拉胡埃拉开
设两条 737-800BCF 转换线，新
的客改货生产线中的首条线计划
在 2022 年年初投入生产，第二条
也有望在同年晚些时候投入使用。

波音公司预测，未来 20 年将
需要 1500 架客改货飞机。其中，
将大部分（1080 架）是由窄体机
改装，将近有 30％的需求来自北

美和拉丁美洲。
波音客改货项目总监詹斯·斯

坦 哈 根 表 示 ：“ COOPESA 已 展
示出必要的技术能力，可以帮助
波音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对 737-
800BCF 的 需 求。” COOPESA 首
席执行官肯尼斯·沃称，公司拥
有 58 年的历史和足够的技术实力，
很荣幸被波音选为战略合作伙伴，
为 737-800BCF 提供客改货服务。

目前，波音官方的三个 737-
800 型客改货的产地均在中国，分
别是上海波音，广州飞机维修工
程有限公司 ；以及位于济南的山
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迄 今 为 止，737-800BCF 已
经获得来自四大洲 15 个客户的
180 多 个 订 单。737-800BCF 自
2018 年 投 入 运 营， 波 音 在 2021
年 3 月刚刚交付了第 50 架。

（阎振宇）

庞巴迪加快“环球”系列公务机生产比重
庞巴迪公司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

告中指出，公司第一季度共交付 26 架
公务机，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但其大
型、超远程机型（包括 8 架“环球”7500
飞机）的交付比例大幅上升，使其公
务机收入增长 18%。

庞巴迪公司在第一季度共交付 16
架“环球”飞机，其中包括 2 架“环
球 ”7500 飞 机， 而 一 年 前 仅 交 付 9

架。与此同时，“挑战者”飞机交付量
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14 架下降到了
最近一个季度的 9 架，而“利尔喷气”
飞机交付量则从 3 架下降到了 1 架，
庞巴迪公司计划年底前结束该产品线
的生产。

让庞巴迪公司感到鼓舞的是，税
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的持续运营同比
增长 43%，至 1.23 亿美元，这不仅是

因为公司交付机型更多为“环球”飞机，
而且还因为“环球”7500 飞机的生产
一直在持续降低成本。巴迪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Eric Martel 表示，公司
仍计划将“环球”7500 飞机的生产成
本节省 20%，计划覆盖第 50 架飞机到
第 100 架飞机。

庞巴迪公司订单数量在 1 月较少，
但在 2 月和 3 月显著回升，本季度订

单出货比约为 1:1。此外，庞巴迪公司
强调，将重振储备订单，因为其数量
目前已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136 亿美
元降至今年 3 月底的 104 亿美元，其
中部分原因是“环球”7500 飞机交付
量的增加导致了这一下降，还有全球
疫情流行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彩林）

我国将突破民航监控系统国外垄断现状
日前，一架装有航天恒星自行研

发的北斗机载设备的空客 A321 飞机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缓缓降落，地面
平台获得飞机完整航行数据。分析得
知，此次航行 1 分钟内数据上报成功
率达到 97% 以上，达到了国际上对民
用航空器追踪能力的要求。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作为目视飞行
和仪器飞行的辅助手段，有利于帮助
地面平台获取飞机的实时状态等信息。
此外，还可以帮助更灵活地最优利用
可用空域。

目前国际民航组织（ICAO）认
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有四个，分别
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
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欧洲的“伽
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和中国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在这其中，美国的
GPS 系统研发起步较早，系统运行成
熟，具有先发的技术优势，已为全球
193 个国家和 38 个地区提供民用航空
卫星导航服务。

由于美国 GPS 系统的先发优势，
此前我国国产的民航飞机在航电系统
等方面，无法做到自主可控，存在很
多的潜在风险。此外，国际民航组织
也提出只使用 GPS 这一单一星座，在
功能和性能方面都存在不足，需要尽
快补充其他卫星导航星座，形成共同

发展的新格局。
基于此，我国开始了在民航监控

系统的自主研发之路 ：2017 年，中国
民航局与航天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要利用通信、导航、遥感
等天基资源全面支持民航安全高效运
行，突破航空电子领域枷锁，推进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在国际上的应
用与引领。

2019 年，中国民航局颁布首个“北
斗”CTSO（民用航空产品技术标准
规定项目）标准《仅用作航空器追踪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机载设备》，要求
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与短报

文能力，实现对民用航空器的定位追
踪，提升民航系统运行监控水平。

2020 年 11 月至今，航天恒星完
成 9 架次空客 A321 飞机的民用航空
器“北斗”追踪定位设备的加改装工作，
且性能稳定可靠。

根据相关机构的研究结论，“北斗”
系统满足完好性需求，能够为民航非
精密进近阶段提供较优的导航服务。
且混合轨道的北斗系统相比单一轨道
的 GPS 有着更强的适用性。

此外，“北斗”系统还可以提供
GPS 等系统所不具备的短报文通信服
务（RDSS），RDSS 具备以短报文的
方式，将用户自定义信息通过“北斗”
卫星传递至地面系统的能力。换句话
说，“北斗”机载设备能实现飞机位置
的短信报告，为飞行上“双保险”。

按照此前民航局的规划，在 2024
年前全部安装上“北斗”机载设备，
并进入前舱导航系统。截至目前，我
国现有的民航航空器大概是 3800 架，
且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不难看出，“北
斗”机载设备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且随着自主研发的“北斗”机载设备
的全面应用，必将进一步突破国外企
业对于航电系统的垄断。 （北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