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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高铁从北京到上海最快只需4小时
18 分，而辗转首都机场又是坐地铁，又
是安检排队，还不算航班起飞排队的等候
时间，其实未必比高铁快。不过此行记者
还是选择坐飞机，因为带着心中的一个疑
问——我们何时能坐上中国人自己造的大
飞机？

前不久与友人聊天，当他听说我们现
在乘坐的大型客机都是购买的国外产品
时，脸上流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什
么？可是我们的战斗机，国庆阅兵那么风
光，载人航天也早把宇航员送出地球了，
怎么大飞机还要买国外的？”记者告诉
他：“用不了多久了。这次去商飞采访，
我一定给你带回最新的进展情况。”

飞机冲上云霄，进入平流层，记者从
前排座椅口袋中拿出 《安全提示》，看到
乘坐的 CA1855次航班执飞飞机是美国波
音 787。想到最近刚看到的一则新闻，
C919大飞机的订单已经突破 1000 架，或
许几年之后记者再看 《安全提示》，上面
的机型会不同吧。

带着无数疑问来到上海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浦东基地和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记
者终于知道了民用飞机制造为什么那么
难。上面搭载的不是货物、也不是一两个
人，而是几十上百条生命，容不得出现任
何安全问题。除此之外，民航飞机对性能
的要求也非常高，一架飞机在服役期间一
般要经历6万个飞行循环 （起降），9万个
飞行小时，使用寿命 30 年或更长。即使
是飞机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也必
须要稳定、安全地使用几十年。为了和世
界航空市场竞争，我们造的大飞机还要比
别人更安全、更舒适、更环保、更经济，
才能有广阔的市场。

大飞机人正为这一切努力着。
在接受采访时，记者真切感受到了他

们的忙碌与敬业。采访数次被来电打断，
受访者一再按掉电话，怕影响记者提问。
当记者问上飞院的一位科研人员：“你们
工作中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吗？”他微微一
笑说：“也没什么，大家平时就是认真完
成测试任务。”坐在一旁的同事按捺不住
了，她抢过话头对记者说：“我们的科研
人员真的是非常忘我，很多技术骨干都是
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尽快完成
适航取证工作，他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加
班，你等天黑了看看我们的大楼就知道
了。”听到这里，之前那位说没什么故事
的科研工作者有些沉默，他说：“上周
五，我回到家已经晚上 10 点多了，发现
妻子没让孩子睡觉。我一想，早出晚归
的，孩子已经一个星期没和我说话了。”
这些点滴细节渗透在采访的方方面面，令
人动容。

结 束 采 访 离 开 时 ， 记 者 又 想 起 了
C919总装车间墙上悬挂的 16个大字——
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
献，在 ARJ21 交付 20 余架之后，未来两
三年内，C919 也将交付使用，中国与俄
罗斯合作的 CR929 宽体客机未来几年也
将开始建造。

让我们共同期待，蓝天上，国产客机
的身影越来越多。

运10：留下创新基
因，是国产飞机商用的
一次尝试
抵达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浦

东基地时，只见一架白色机身、喷涂了几道
蓝白条纹的大飞机正安静地沉睡在工业园区
草坪上，它的尾翼有一面鲜红的国旗。这架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客机曾在30多年前翱
翔于中国蓝天，它的名字叫“运10”。

登上运 10飞机，记者被彼时的工业水平
所震惊。驾驶舱内的油门杆、脚蹬、各种仪
表盘、指示灯布置合理、功能齐全，除了有
主驾、副驾、领航员的座位外，还有一个机
械师座位，当飞机在飞行中出现故障时，机
械师可以从座位旁的通道下到飞机内部进行
维修。来到驾驶舱，乘客座椅与现在常见的
大飞机没什么两样，只是座椅前后的距离更
大，乘坐体验更加舒适，扶手上还有烟灰缸。

1970 年 8 月，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国家
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由航空
工业部统一归口。任务名称为“708 工程”，
飞机代号为“运 10”。据统计，当时全国共
有 21 个省、自治区、市 300 多家工厂、科研
院所、大专院校参加了运10飞机的研制。

1980年 9月 26日，运 10飞机在上海成功
首飞。随后，运10翱翔祖国东西南北，曾抵
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
成都、合肥、郑州等10座城市，单次飞行最
长时间 4 小时 39 分，完成 3 小时 42 分飞越
3600 千米的科研试飞，它的性能和使用特性
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运 10 还曾 7 次飞越喜马
拉雅山进藏，为西藏自治区运送了40余吨急
需物资。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运 10飞机项目没有
正式投入商用，但“独立自主，大力协同，
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运10精神却被一代
代大飞机人传承下来。

在运 10飞机停靠的草坪旁，矗立着一座
雕塑，上面镌刻着“永不放弃”4个大字，这
是大飞机人发自内心的庄严承诺，也是亿万
人民对国产大飞机早日商用的翘首期盼。

时间进入新世纪。2000 年 2 月，国家决
定支持国产民用飞机生产，加快发展支线航
空运输。2002 年 6 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发文正式批复新支线飞机项目立项。其成果
就是今天已经翱翔于中国蓝天的新型涡扇支
线 飞 机 ——ARJ21 （Advanced Regional Jet
for 21st Century），意为 21 世纪先进的喷气
式支线客机。ARJ21-700 为其基本型，是中
国首次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航空适航管理条
例进行研制和生产的支线客机。

ARJ21：交付第21
架，为民机产业积累宝
贵经验
就在不久前的11月29日，中国商飞向客

户交付了第21架ARJ21-700飞机。谈起民用
客机与其他飞机的不同，中国商飞上海飞机
制造有限公司 ARJ21 事业部副主任叶超有很
多话要说：“自主研制一款喷气式支线客机需
要经过设计、试制、试验、试飞、取证、生
产等过程，这还不算完，要让飞机真正实现
商用，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如果不能满足
航空公司的要求，性价比低，驾驶员、乘务
员、乘客的体验不佳，飞机的使命就没有真
正完成。”

在设计研发过程中，ARJ21-700 飞机就
充分考虑到了座级数、舒适度以及中国西部
航空市场的需要。ARJ21-700 飞机客舱相比
同类机型有着更高更宽的客舱，客舱高度超
过 2 米，达到了与窄体机同等的客舱舒适
性，货舱高度接近 1 米，能为旅客提供更多
的行李空间。飞机的经济性也更加突出，发
动机油耗低。为了适应中国西部复杂的地理
环境，ARJ21-700 飞机在设计时注重起飞和
爬升性能，能够在较短距离内起落，在西部
航线和西部机场适应性上具有很强的优势。

尽管在设计制造时充分考虑到了客户需
求，但当真的面对客户代表时，商飞发现，
要完善的细节还真不少。因为，从“产品”
到“商品”，差的可不只是一个字，更是成千
上万次的自我完善和与客户持续不断的碰撞
磨合。

在 叶 超 看 来 ， ARJ21-700 的 销 售 之 路
上，有 3 次“自我革命”。“第一次是将飞机
卖给成都航空时，这是我们首次将飞机交付
给客户使用，在不断磨合中，我们发现有些

从没想到过的问题正是客户关注的。第二次
‘自我革命’是将飞机交付给天骄航空时。我
们由服务一家客户转为服务两家客户这就需
要我们在工艺和操作规范上更加精益求精。
现在我们正面临第三次‘自我革命’，国航、
东航、南航等新客户将对我们的产品提出更
多新要求，未来我们要从打造工艺品的角度
看待生产。”

从 2016 年 6 月 ARJ21-700 商 业 运 营 以
来，飞机生产过程的优化改善工作几乎每一
天都在进行，“比如为了降低飞行员工作负荷
进行的飞行员操作大改装；为降低机舱内噪

音，将常规隔音棉材料换为金属阻尼层和橡
胶隔音材料；为降低空调出风口气流噪音，
加装消音器等，还有针对乘务员和飞机维修
人员的各种优化。”叶超说。

随着订单越来越多，ARJ21 的批量生产
能力也逐步提升。2017 年生产 4 架，2018 年
生产11架，2019年力争生产20架以上。数字
跳动的背后是工位整体效率和技能工人效率
的持续提升，中国商飞在工艺技术、现场管
理、生产运营管控等方面不断推进生产管理
创新，今年1至9月，ARJ21飞机批产速率较
2018年同期增长76.9%。

ARJ21 支线飞机的研制为中国民机产业
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走完喷气式支线客
机设计、试制、试验、试飞、取证、生产、
交付、运营全过程后，中国具备了喷气式支
线客机的研制能力和适航审定能力，人们对
大型客机项目的未来更有信心。

C919：各项试验平
行开展，过关斩将备考
“取证”

在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航电系
统综合试验室中，科研人员正在紧张忙碌
着，一排排计算机上，指示灯闪烁不停；一
台台显示器上，程序代码依次掠过，这里正
在进行C919飞机的试验验证工作。

走进C919飞机铁鸟试验台，眼前的试验
台酷似一架“铁鸟”，除了不会飞，其外形和
内部结构与真正的C919飞机基本一致，堪称
一架仿真飞机。飞控、起落架、液压等系统
的集成测试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控制台发
出指令后，“铁鸟”完成相关规定动作，确认
和验证系统设计符合产品研制需求，保证飞
行安全，国际主流飞机制造企业都通过铁鸟
试验台完成相关机型的技术验证与技术改
进。“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当 C919
飞机试飞出现故障时，我们可以通过铁鸟试
验台进行模拟，找到排除故障的解决策略。”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民用飞机模拟飞行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主管李涛介绍说，“目前我
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验室适航验证试验
工作。”

C919大飞机不是已经腾空了吗？科研人
员还在忙什么？

“我们正在进行 C919 客机的适航取证工
作，也就是‘考证’。目前，试验室试验正在
这里进行，此外还有机上地面试验、飞行试

验、模拟器试验、供应商产品鉴定试验等。
在2017年C919客机研发试飞取得成功后，还
需要若干阶段的试验试飞和适航取证，才能
交付给航空公司。”李涛说。

为了保证机上地面试验与飞行试验的高
效进行，“今年10月，105架机完成首次试验
飞行，未来用于试飞的飞机将达到 6 架，相
关试飞试验工作正在并行开展。”C919 客机
105架机机长南国鹏介绍。

模拟器试验也正在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有序展开。登上C919客机工程模拟器，这个
外观看起来像个大圆球的设备，内部几乎与
真正的飞机驾驶室别无二致，李涛介绍：“模
拟器可以承担飞机控制律评估、驾驶舱评
估、安全性评估等试验任务工作。同时，它
也可以承担试飞机组培训与训练工作，帮助
飞行员尽早了解飞机性能。”

据了解，在C919大飞机交付使用前，需
要考取 3个证，分别是：型号合格证 （TC），
表 明 飞 机 设 计 安 全 适 航 ； 生 产 许 可 证

（PC），表明飞机制造体系符合要求，可以大
规模生产；单机适航证 （AC），证明单个飞
机处于安全可用状态，相当于汽车的“行驶
证”。这些工作计划利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
成，如果进展顺利，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就
可以坐上自己设计制造的国产大飞机了。

除了乘坐国产大飞机的欣喜与自豪，
C919的研制更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它不是
一个简单的产品，也不是一件普通的商品，
大型客机制造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皇冠”，对
民用航空产业以及现代工业的带动作用十分
显著。

从航空产业角度看，以上海为龙头，陕
西、四川、江西、辽宁、江苏等 22 个省市、
200 多家企业、近 20 万人参与大型客机项目
研制和生产，C919大型客机带动形成的中国
民用航空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能量巨
大，同时推动建立了 16 家航电、飞控、电
源、燃油和起落架等机载系统合资企业，提
升了中国民用飞机产业配套水平。

从提升现代工业水平的角度看，一架商
用飞机由300万至50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
零部件需要数千个供应商生产，能够带动新
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
动控制、计算机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和诸多基础学科的重大进展。“C919 客机零
部件有很多国内供应商参与，液压系统的油
箱、阀门以及起落架设备等都是国内生产
的。通过C919这个项目，我们与供应商共同
得到了成长。”李涛说。

暮色四合，离开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时，科研大楼依然灯火璀璨。为了C919能够
早日交付、翱翔天际，技术工作者们的又一
个夜晚开始了……

近探国产大飞机
本报记者 张鹏禹

2017年5月5日，怀揣着大飞机梦的人们早早来到了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第四跑道外的一个小土坡，在这里等待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到来。这
一天，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喷气式大型客机C919首飞的日子，跑道外的小
土坡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望九坡”。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由机长蔡俊、副驾驶吴鑫驾驶的第一架
C919大型客机于14时从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腾空而起、冲上云霄，79

分钟后圆满完成飞行任务着陆。在经历9年科研攻关、无数次试验与技术
调试后，蓝天上又一次有了国产大飞机的影子，标志着中国进入少数几
个拥有研制大型客机能力的国家行列。

如今，两年多时间过去了，C919客机的适航取证进展如何，中国人
何时能坐上国产大飞机？近日，记者来到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了实地走访。

2009 年 1 月 6 日，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发布首个
单通道常规布局150座级大型客
机 代 号 “COMAC919”， 简 称

“C919”。
2009年12月21日，LEAP-1C

发动机确定为 C919 国外启动动
力装置。

2010年11月15日，C919大
型客机 1:1 展示样机在珠海航展
首次与公众见面。

2014年8月24日，C919大型
客机首架机前机身大部段交付。

2015 年 11 月 2 日，C919 首
架机总装下线。

2016 年 4 月 11 日，C919 大
型客机全机静力试验正式启动。

2017 年 5 月 5 日，C919 大型
客机成功首飞。

2017年11月10日，C919大
型客机101架机转场阎良。

2017年12月17日，C919大
型客机102架机首飞。

2018 年 7 月 12 日，C919 大
型客机102架机转场东营试飞基
地。同日，C919 大型客机完成
2.5g极限载荷静力试验。

2018 年 12 月 28 日，第三架
C919 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完成首次飞行。

2019 年 8 月 1 日，C919 大型
客机104架机完成首次试验飞行。

2019年10月24日，C919大型
客机105架机完成首次试验飞行。

（本报记者 张鹏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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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5日，C919大型客机101架机首飞成功。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C919首飞机组。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C919客机大事记C919客机大事记

运10飞机驾驶舱。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运10飞机驾驶舱。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从运10到C919，中国人正一步步实现着蓝天梦
采 访 手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