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性， 是老百姓选择乘坐哪款飞
机的首要因素，国产大型客机安全吗？

作为制造方， 中国商飞公司把飞机
的安全性时时刻刻放在了首位。 中国商
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总体气动部操稳
特性室副主任余圣晖对记者说：“我们
对故障是零容忍， 决不能让飞机把故障
带上天。 为保证飞机的安全性，目前我们
正把 9 名飞行员， 分为 3 个机组，对
C919 进行模拟航线试验。 同时，在重点
实验室进行大量故障试验， 有些故障的
发生率仅为 10 的负 7 次方，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仍要检测飞机的安全性。 ”

C919 在总装下线后， 还要经过试
飞，这是在真实的大气条件下，对飞机、
发动机及机载设备进行探索研究、 验证
和鉴定的系统工程。 其中有部分试飞，需

要在特殊气象与自然环境下进行， 包括
高温、高湿热、高原、高寒、大侧风、模拟
冰型与自然结冰、 噪声、 热气候燃油试
验、湿跑道、溅水、排烟、排液、除雨等。如
果这些特殊气象国内没有， 还要到国外
找。 只有经得起国内外极端气象与自然
环境的考验， 大型客机在全球的飞行才
能有安全保证。

最终，C919 还要通过中国民用航空
局的适航认证，确认飞机设计、制造满足
保证安全的基本要求。 对于 C919，中国
民航局将严格参照美国的适航标准进行
审查。 这样，C919 的设计、制造、试验等
每一个步骤都会严格按照国际上有关民
航安全的适航标准和规范来进行， 来不
得半点差错， 最后才可以销售给航空公
司运营，最大限度地确保老百姓的安全。

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最新
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飞机，于
2008 年开始研制，基本型混合级布局 158
座、全经济舱布局 168 座、高密度布局 174
座， 标准航程 4075 公里， 增大航程 5555
公里。 目前，C919 大型客机国内外用户数
量为 21 家，总订单数达到了 517 架。

C919 大型客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标志性工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针
对先进的气动布局、 结构材料和机载系
统，研制人员共规划了 102 项关键技术攻
关，包括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
控系统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 先
进材料首次在国产民机大规模应用，第三
代铝锂合金材料、 先进复合材料在 C919
机体结构用量分别达到 8.8%和 12%。

C919 大型客机所采用的新技术、新

材料、新工艺对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基
础学科进步及航空工业发展有重要的带
动辐射作用。 作为统筹我国干线飞机和
支线飞机发展的中国商飞公司坚持“主
制造商 - 供应商”发展模式，举全国之
力，聚全球之智，打造民机产业“生命共
同体”，基本建成了“以中国商飞公司为
核心，联合中航工业，辐射全国，面向全
球”的中国民机产业体系。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表示，
根据工程发展阶段计划安排， C919 大
型客机项目后续还将开展航电、 飞控、
液压等各系统试验、 机载系统集成试验
和全机静力试验； 首架机作为试飞飞
机， 首飞前需要完成系统调试、 试飞试
验设备和仪器安装等工作， 计划于 2016
年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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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大客机 C919

如果说总装下线的 C919 大型客机是一
个“大男孩”，那么他还有一个“小姐姐”———
ARJ21 新支线涡扇飞机。姐姐的芳名叫“翔凤”，
一些飞机发烧友又给她起了一个亲切的小名 “阿
婕”，她比“大男孩”C919 早下线 7 年。

“阿婕”不如“大男孩”有名，但也
颇受关注。 如果没有这位 “小姐姐”，
“大男孩”不知要多吃多少苦、多走多少
弯路。 “阿婕”开始研制时，国内民用飞
机制造业正处于低谷： 曾总装过 “运
10” 飞机，MD-82 飞机、MD-90 飞机的
上海飞机制造厂总装车间里， 承揽的竟
是乡镇企业的零活， 造飞机的工人们靠
这个维持生计。

“阿婕” 给中国民机工业带来了新
希望。与以往的飞机研制相比，国家明确
要求“阿婕”在民机研制、融资、运营等
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创新。

不过，“阿婕” 的成长非常艰辛，第
一个困难便是民机研制的技术问题。 西
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国飞行试验设计研
究院共同完成的一份资料说，“阿婕”落
地时， 我国飞机设计水平与国际水平相
比差距约 20 年。 在飞机制造技术方面，
与世界飞机制造加工基地相差 10 年至
20 年，数控效率只有波音的八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闭门造车”是行不
通的，ARJ21 项目便按照国际惯例，与国

外供应商合作。 到 2006 年，已有 19 家国
外供应商参与这一项目。 这是我国飞机
工业第一次广泛地与国外供应商进行国
际合作。

2008 年，“阿婕”总装下线后首飞成
功，2009 年 7 月转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
院，进入试飞阶段。在此过程中，“阿婕”
是我国首次完全参照美国飞机安全和技
术标准进行试飞。 “阿婕”到 2013 年才
终于突破了民机试飞的所有关键技术，
并于 2014 年年底完成试飞，获得了飞机
销售市场的许可证———型号合格证。

“阿婕”的试飞，使得我国民机的试
飞技术上升到了与波音、空客处于一个量
级水平。我国第一次建立了全面、完整、系
统的民机试飞体系，并建立了一支高素质
的民机试飞队伍，其中的一些骨干已完全
可以胜任新民机型号的试飞总师。这些都
为 C919 的试飞做好了准备工作。

目前，“阿婕”即将交付市场、投入
运营。这些经历将都给 C919 商业化成功
提供最好的经验和教训。

姐弟俩一路相伴成长， 推动着中国
民机工业不断走向高处。

首架机总装下线

C919的“小姐姐”

三问 C919 大型客机

C919是网络上的超级“红人”。 点赞的、质疑的，从
来没有停止过：一串串问题时不时从网上冒出来，其中
有三个问题特别受人关注。

大型客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组装？
C919大型客机自研制以来就一直宣

称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制
造”，但是网友的质疑仍不断出现：发动
机、航电核心处理系统、部分材料都得靠
老外提供产品或技术，凭什么说是“中国
制造”？

网友的质疑不无道理， 但是判断一
架飞机是本国制造还是组装， 一般看三
个标准：一，整机的产权归谁？二，研制整
机的核心团队是谁？ 三，整机研制的关键
环节掌握在谁的手里？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告诉记
者，C919 整机的产权属于中国商飞所
有， 研制时是以中国商飞公司的团队为
核心，飞机的设计、总装、试飞、销售等关
键环节都掌握在中国商飞手里。 中国商

飞在选择用哪款发动机、 哪个航电核心
处理系统、哪些材料。 “中国设计、系统
集成、 全球招标， 逐步提升国产化”，中
国商飞公司这一研制飞机的思路， 清晰
地表明了 C919 大型客机确确实实是
“中国制造”，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意志。

金壮龙说， 至于外国企业提供零部
件或技术， 这在全球航空制造业中是常
见的事。 像波音、空客这样的航空制造业
巨头， 在研制飞机时也在很多关键零部
件上使用国外的产品， 如在复合材料方
面大量使用日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中
国商飞公司用 “主制造商 - 供应商”模
式制造 C919 大型客机，在坚持中国制造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聚全球之智”，
提高了国产飞机的性能。

老百姓何时坐上大型客机？
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坐上 C919 呢？ 金

壮龙在下线仪式上给出了 2016 年首飞
的答复， 但对于何时投入市场却未明确
告知。

金壮龙的谨慎，是有道理的。 根据最
初的打算，C919 大型客机 2014 年底实现
首飞，2016 年交付使用。 但现在已是 2015
年 11 月， 才刚刚总装下线， 首飞推迟至
2016 年，交付的日期自然也往后顺延。

导致出现顺延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
最主要的一条，是 C919 为我国首款按照
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
C919 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对记者
说， 我国在大型客机的实践上已停止了
很多年， 飞机设计的参数、 定值积累极
少，加上要参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
起来得“踮起脚来才能够得着”。

老百姓到底何时登上国产大型客机
呢？ 南昌航空大学飞行器工程学院航空
文化教研部主任江善元说， 这主要取决
于 C919 首飞后的试飞时间。在欧美航空
工业发达国家， 一款新飞机的试飞周期
和研制周期是 1 比 1 的关系，按此比例，
C919 研制花了 7 年，试飞也需要 7 年。

不过， 由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在
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首次完全参照美
国飞机安全和技术标准对 ARJ21 飞机进
行了试飞，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C919 试
飞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中航工业洪都
C919 项目总师郑和兴预测，从首次试飞
到试飞结束拿到适航证，“两年困难，三
年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按三年计算，加
上首飞到开始试飞的时间， 老百姓可能
会到 2020 年坐上 C919。

坐国产大型客机安全吗？

ARJ21-700

订单数达到 517 架 明年首飞

本版稿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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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
地厂房内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 C919 首架机的机体大部段对接和机载系统安装工

作正式完成，已经达到可进行地面试验的状态，更标志着 C919 大型
客机项目工程发展阶段研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

下一步首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