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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中国商飞客服公司二期办公大楼正式启用
在中国商飞客服公司成立五周年之际，客服公司二期办公楼正式启用。新办公
楼与已有的飞行训练中心和航材支援中心共同见证了公司五年的创业历程。

汤小平 —— 识别和把握民机产业发展特色
ＥＩＳ 新机型航线成功的起点
—— 主制造商、航空公司、供应商、局方四方共商 Ｅ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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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让记忆告诉未来
在中国商飞客服公司成立五周年之际，客服中心二期办
公楼正式启用。新办公楼与已有的飞行训练中心和航材

２９

我国首部民航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解读（二）

３０

巴黎航展落幕 新机拼抢市场

３１

航空业复苏势头强劲

３１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发动机空中起动局方审定试飞完成

３１

空客为公务机客户提供新 Ｃ４ｙｏｕ 专属支援服务

３１

空客创新型燃料电池项目荣获绿色科技奖

３２

波音完成 ７３７ ＭＡＸ ８ 确认构型

３２

波音公司在北京上海设立 ７８７ 保障团队

３２

巴航工业公司产品支持服务两年间屡获殊荣

３２

Ａｍｅｃｏ 完成国内首架波音 ７４７ 飞机拆解工作

３２

美国 ＡＧＳＥ 在华成立维修中心

步伐快于全球经济

２３ 汤小平：

识别和把握民机产业发展特色
从军事装备制造体系转向民用航空制造体系

支援中心共同见证了公司五年的创业历程
胡 俊

０５

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型号的转变，而是需要

赵康樑

经历一个包括文化、体系和机制变更的内涵

客服公司 ＥＩＳ 再提速

丰富的转型过程。

航空公司已经习惯波音、空客等提供的优质服务，对中
国商飞的服务能力期待更高，面临的将是“服务范围更

３３

广、服务内容更深、服务响应更快”的客户要求

现代民机制造业拼的是服务意识
访客服公司工程技术服务部工程师 郭驭航

王 恺

邓卫国

０７

工业设计给大飞机加分
对于民机制造企业来说，唯有市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
成功。而工业设计正是连接工程设计与客户需求的重要

新机型航线成功的起点

桥梁
周森浩

１０

客户服务准备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
统工程，涉及到主制造商、用户、供应商等诸多方面。

航空器评审（ＡＥＧ）：
架起民机研发与运营的桥梁

３５

日本民机产业发展的启示
日本民机产业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国际航空界的广泛关注，其重
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加大对航空工业的立法和政策扶持

ＥＩＳ 是飞机从产品成功迈向市场成功的起点。

民用航空器通过局方型号合格审定并取得型号合格证

丁瑞平

３７

（ＴＣ），仅证明其设计满足最低安全要求，如要投入运营，
制造商还必须通过局方组织的航空器评审
钱浩然

邓卫国

张天斯

１４

客户服务 ＥＩＳ 工作介绍—主制造商视角

１５

Ｂ７８７ 飞机交付全日航 ＥＩＳ 工作实践
通过对零备件储备、维修培训、发动机的准备工作三个

论 道
２３

１７

从军事装备制造体系转向民用航空制造体系不是一个
简单的产品型号的转变，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包括文化、
体系和机制变更的内涵丰富的转型过程

郑亦巍

杨 路

３９

雷 阳

有效且高效的企业管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内部组织体系、管理
制度体系、科学合理的岗位体系、强有力的员工队伍
闫振锋

飞机引进批文、航材及地面保障、市场航线分析、运行
合格审定、系统及队伍建设、宣传等工作
谢小东

民面向航空公司的飞行运行支援
飞行运行支援服务始终以客户的的需求为立足点，为最
终协助客户始终保持安全、可靠、高效、经济的运行水
平提供产品、服务及技术保障
黄增强

廉 浩

１８

供应商的成功实践—以 ＧＥ 发动机的 ＥＩＳ 为例

罗 刚

４１

２２

局方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运行（补充运行）合格证

张 灏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 １０２ 架机左侧外襟翼与子翼连接螺栓断裂
问题分析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再飞机 ＥＩＳ 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４４
４７

王 恺

巴塔西

完善中国商飞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航空公司 ＥＩＳ 准备阶段的需求及工作
新机型 ＥＩＳ 工作中，航空公司要完成人员招聘、培训、

汤小平

２７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韩亚航空 ＯＺ２１４ 号班机，在美国旧金山国
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发生事故，燃起大火。３ 名中国学生在本次
空难中遇难

角度的观察，对 Ｂ７８７ 的 ＥＩＳ 工作做初步的探讨

识别和把握民机产业发展特色

韩亚航空失事浅析

陈 林
党春山 任 和

李 祺

系统工程在航材支援中的应用

王 海

对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飞行训练设备管理的探索

樊越强

朱子延
柏文华
闫振峰
吉风贤
孙宝泉
陈新霞
陆朝阳

张方平
吕荣照
胡永青
孙 莉
范志强
吴悠悠
王志强

张永刚
郭金树
肖 鹏
钱浩然
刘 昕
宋玉起

张 昕
彭奇云
吴 波
王震威
刘 伟
张雅杰

客服公司组建前夕，原中航商飞公司客户支援部 ５０ 余人
从上海的黄金地段——中山公园迁出，到紫竹这块离市
区不远，离梦想很近的一期办公区。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公司挂牌成立后，这只不足百人的“客服班底”像春天
的种子，快速生根发芽，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一期办公楼内回响着这种创业的激情：一期项目能

让记忆告诉未来

基本满足年交付 １５ 架、机队规模 ３０ 架支线飞机的飞行
训练和航材支援服务需求，是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
集客户培训、备件服务、办公为一体的民用飞机大型客

—— 记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五周岁生日

户支援中心，也是 ＡＲＪ２１ 项目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ＡＲＪ２１ 飞机客户支援中心包括培训中心和备件服务中心。
培训中心分为训练区、教学区、办公区，为 ＡＲＪ２１ 飞机

文 ／ 胡 俊 赵康樑

的客户提供飞行员、维修人员、乘务员、签派人员的相
关培训服务，装备了国际先进的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三维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客服公司迎来了第五个生日，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节，又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起点。

拟培训系统、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全动飞行模拟机、飞行训

过去的五年，客服公司最显而易见的成长是二期工程交付使用；最开创先河的成长是民机客服体系在

练器（ＦＴＤ）、台架式综合训练器 （ＩＰＴ），客舱综合训练

中国从无到有的开拓；最鼓舞士气的成长是客服公司对型号支援能力的提高；最催人奋进的成长是客服的

器和电脑辅助教学设备（ＣＢＴ）。备件服务中心未来将

战略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越走越清晰。

向客户提供每周 ７ 天、每天 ２４ 小时的全面备件支援和服
务。中心存储备件主要包括：机体零部件、设备、标准

五年很短。无论是相比于波音近一个世纪的征程，还是空客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五年的历程都太稚嫩
和渺小。但我们的每一个足迹都将载入中国民机客服史册，我们的勇气和魄力将成为其中璀璨和夺目的一笔。
五年又很长。客服公司一步一个脚印真真实实深深浅浅一路走来。其中的艰辛、迷茫、困惑、感动和欣喜，
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可以如数家珍、细数往昔，感谢我们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五年的坚持和坚守。
抬头仰望，新的五年、十年，让我们将所有的感动汇集成力量，将所有的热情凝聚成动力，并肩同行，
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一起经历风雨，一起笑看彩虹，一起助推大飞机翱翔蓝天的民机梦。

客服公司举办成立五周年升旗仪式暨二期入驻仪式

件，地面支援设备（ＧＳＥ）和工具等。这些看似没有生
命的库房、各种模拟培训设备、零配件、办公室将担负

当车行至紫竹国家高新科技园区，楼高上的反差很快

起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交付后 １５ 年，甚至是 ２０－３０ 年的健

将一栋灰白色建筑投射进你的视野。三年前，这片土地

康运行的重任。ＡＲＪ２１ 的每次飞行都将把生命交付于此，

上还只是一片芳草葳蕤，沟河纵横的荒地，偶尔还有水

这种责任，语言已无法穷尽。

鸟在绿草萋萋中嬉戏出没。时间是一架神奇的机器，眼

客服人的第二次搬家却 是 一 次甜 蜜 的 烦 恼。 随 着

前的变化只用了三年，而且在不远的将来，随着 ＡＲＪ２１－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首架机交付的日益临近和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研

７００ 飞机和 Ｃ９１９ 的陆续试飞交付，这里将成为飞机全寿

制工作的不断推进，客服公司进入了快速扩展期，２０１０

命运行的“生命中枢”。

年中下旬，人员规模超过 ３００ 人，原有的办公大楼已经

这就是位于上海闵行的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客户服务
有限公司。

远远超过自己的“服务载荷”，技术出版物部和市场与
客户支援部于是只能异地办公。大家半开玩笑地称为“两

当前，中国商飞公司将商业成功、市场成功将研制

地一线牵”：以莲花南路为界，西边是位于本部的客服

成功并驾齐驱，列为公司发展的三大目标。由此，客服

一起办公楼，东侧是租用的紫竹园区的办公楼。技术人

公司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凸显。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

员之间地理上的距离尽管不大，但却给科研协同、讨论

奋战，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在客服公司第五个生日之际，

交流带来了不便，大家夜夜盼，日日问：“啥时候我们

二期主体建筑已经满足办公需要，投入使用。新启用的

可以搬回家，搬进二期呢？”

办公楼与已有的飞行训练中心和航材支援中心共同见证
了公司五周年的创业历程。

员工在期盼，领导也关心，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
壮龙先后四次实地查看客服二期工程建设进展，指示全
体参建人员要以更快的速度，全力推进二期项目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植树节，董事长金壮龙特意在二期中

客服三迁——三次搬家

心广场种下一棵榉树。当时，二期工程已经进入了决战
冲刺的节奏。

“我们搬家了。”喜悦挂在每一个客服公司的员工
脸上。
对于搬家，很多客服的“老员工”并不陌生，五年前，

01

时 隔 半 年 左 右， 领 导 的 关 切、 员 工 的 期 盼 终 于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实现了，客服人的第三次搬家在五周
年生日这天画上了句点。徐庆宏总经理的激动溢于言表：

02

入驻新楼，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起点，必将带来新的

终究因生命和心灵而生。

五年来，客服公司坚决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专业人

气象、新的希望和新的业绩，我们目前的硬件谈不上超

要实施好这么一个工程，也绝非易事，二期也难免

航材支援、工程技术服务、技术出版物编制与全寿命服

才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推进“百人计划”工程，引进

国际一流，但已经大步赶上。二期项目包括客户支援中

少不了波折。尤其是突如其来的上海胶州路大火给整个

务、市场与客户支援、飞行运行支援六大核心能力建设，

民机客服领域资深海外人才和各类国内客户服务类高端

心和技术交流中心，项目包括了技术出版物、机队运营

上海建筑行业，也给公司二期项目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力求通过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项目的磨练，了解究竟应该如何为

人才；开展全员全方位教育培训，派遣员工赴成都航参

监控、快速响应、ＧＳＥ 设计、数据与信息中心、管理控

综保部部长汪涛介绍，本来项目 ２０１１ 年是提前一个月

用户提供服务，从而为 Ｃ９１９ 大型民机客户服务打下扎实

加引领示范实岗实训，客服工程师在西安试飞现场跟飞

制中心等，能基本满足年交付 ３０ 架，机队规模 １５０ 架支

结构封顶，按理说后面工期的压力不会太大，结果胶州

的基础。

锻炼；推进青年英才工程，选拔青年骨干赴境外著名航

线飞机的客户服务需求，将为建立我国民机客服快速反

路一把大火，二期项目也无辜被全市安全大检查给耽搁

五年来，客服公司对标国际一流，坚持自主创新，

应和运行监控机制，初步形成国际化、网络化客户服务

下来，更出人意料的是，原有的安全建筑标准大大提高，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客户服务工程研制取得重大进展。全动模

体系，提高民机综合服务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必须对原有已经完成施工的部分进行检查甚至还需要修

拟机和飞行 ／ 维修训练器研制工作全面展开；与庞巴迪公

空院校深造、参加“商飞之星”培训、系统工程师培训、
导师带教培训。
五年来，客服公司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开展协同创新，

二期工程的每一步都牵引着大家的目光，也倾注了

改，项目后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基建办的所有人扛

司开展 Ｃ９１９－Ｃ 系列飞机技术出版物共同性合作，制定

提升自主能力。与加拿大 ＣＡＥ 公司签署《全球飞行训练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徐峻和项目建设全体干部职工的心

过来了。在尘土飞扬中，赵瑾老师连续工作，多线作战，

客服工程数据交换基本规范和 ＳＢＯＭ 标准规范；加快技

服务网络规划研究合作意向书》，与荷兰福克公司签署《咨

血。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项 目 正 式 开 工，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娘子军罗凤体重减了 ３０ 斤，用她的

术攻关，完成“故障诊断与维修智能决策专家系统”等 ３

询与培训协议》，积极引进国内外技术力量，确保首架

日实现客户支援中心主楼结构封顶，２０１２ 年，完成了主

话说“这是免费的瘦身疗程”；汪涛部长还没享受喜得

项关键技术攻关。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倾听航空公司高层、

机交付后的安全平稳运行，尤其在持续适航、飞行运行

楼、辅楼及技术交流中心 １ 号楼主体结构所有收尾工作

千金的快乐就钻进二期工地，张哲的婚假、生育假也花

飞行员、机务、乘务等多个层面的专家意见，确立了以

支援、航材管理及支援、库存投资优化等方面缩小与国

并通过上海市优质结构验收，荣获上海市“白玉兰”优

在了工地上，刚刚怀孕没多久的季眉睫也穿梭在工地和

建立高质量、全方位、覆盖飞机全寿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际一流水平差距，在飞行训练、工程技术服务、航材支援、

质工程奖。徐书记对项目建设的要求总结成三个词：简

本部之间，汪涛很有意思：“苦是苦，不过这楼一盖，

为最高目标的中国商飞公司“Ｃ－Ｃａｒｅ”客户服务模式，

技术出版物、市场与客户支援、飞行运行支援六方面扎

约、实用、匠心独具。为此，二期项目设计图纸几易其稿，

基建办每年都喜气临门，苦点累点有啥呀。”

并据此制定大型客机服务方案，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通过

实建立起中国商飞民机客户服务体系。

原有的艺术性很强但影响实用性的内容做出了大量的修

国家级初步设计评审。

改，技术交流中心二楼的连廊也在最终的施工中取消。
在绿化项目建设中，徐书记提议将一期栽种的树木移植
到二期，大大减少了绿化项目的开支。同时大规模种植
竹子环绕翠湖四周，在其映衬下，整个绿化更显意境，

目前，随着新支线飞机试飞取证的加速推进，客服

五年来，客服公司加强适航意识，完善客服体系，

公司已经逐步被推到了交付工作的前沿，首当其冲面临

向上生长的力量

ＡＲＪ２１ 飞机客户服务适航取证与首家用户对接工作稳步

的就是 ＥＩＳ（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工作。通过五年努力，

推进。围绕“国际一流飞行培训中心”的目标，作为目

客服公司对接首家用户成都航空的 ＥＩＳ 工作已经从最初

二期建设只是客服公司这五年发展建设的缩影，客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行训练设备， ＡＲＪ２１ 飞机全动飞行

的大致框架到跃然纸上的详细 ＥＩＳ 计划，是详细量化到

一湾湖水，巧妙地将二期与一期建筑连在一起，和谐一

服人在探索发展民机客服发展的道路上，正不断积蓄向

模拟机完成升级，目前两台已投入使用。机务培训方案

小时、人数，细化具体到某一周、某一日的具体任务。

体，整个客服公司因为水，显得更为生动和灵动。翠竹

上生长的力量。

或局方认可，完成维修培训机构 （ＣＣＡＲ１４７）、飞行训练

所有一切的努力都宣告了客服公司为确保型号商业成功

经冬不凋、四季常青，雪压不倒、风吹不折，抬头望眼，

如果说基建工程是能力建设的基础条件，那么功能

中心 （ＣＣＡＲ１４２） 取证文审和现场符合性评估；飞行标准

而全力备战的决心和信念，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满园绿色，诸多烦劳一抛脑后，清新之风油然而生，又

的丰富则是真正体现客户服务能力的着力点。参照目前

委员会报告、维修大纲报批稿正式提交局方审议；快速

的时间阶段里，中国的民机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将力求

国际先进民机制造商为用户所提供的客服内容，客服公

响应系统在西安试飞现场启动运行；与上飞院共同组建

从全球民机业双寡头垄断的局面下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

ＡＲＪ２１ 项目技术出版物 ＩＰＴ 联合攻关团队，提升中英文

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通过对客户更为细心的观察和服

手册质量。

务，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和本土优势。

添几分惬意。正应了书记那句话：有形的是钢筋水泥构
成的建筑，无形的是每个居于其中的人的感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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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全面开展民用飞机客户服务技术研究，加强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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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各自的资源，建立互相信任感，实现效益最大化。客

我们的战役开始了

服公司积极开展对内、对外的合作旨在提高工作效率，提
高客服能力，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客服公司 EIS 工作再提速

与客户无缝对接。目前，客服公司的能力建设尚无法
满足成都航的全部需求，但通过与成都航的沟通和平时对
接工作中所积累取得的信任，双方的合作不断深化。２０１１
年成都航的飞行员参与了中国商飞公司 ＡＲＪ２１ 的飞行程

文／王恺

序的评审活动，成都航的飞行机务专家作为客服公司的兼
职教员参与到培训能力的建设中，在技术出版物的完善上，
成都航也根据自身运行经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修改意见。

航空公司已经习惯波音、空客等提供的优质服务，

客户经理作为客服公司与成都航的沟通桥梁及时了解客户

对中国商飞的服务能力期待更高，面临的将是“服

需求，跟踪工作变化，排忧解难。ＥＩＳ 开展的各项工作得

务范围更广、服务内容更深、服务响应更快”的客

到了成都航的高度认可，大家互相信任，理念一致，合作

户要求。

交流，互补优势，良好的沟通促进了业务水平提高。
内部精诚团结。飞机投入运行时间的不确定、新增的

市场是永恒的主题，当前的航空服务市场竞争日趋

超出合同的额外客户服务需求需要 ＥＩＳ 计划要在不断调整

激烈，波音、空客等航空巨头正在不断推出新的服务技

中改进。在国内，民机客户服务工作尚无成熟的先例可循，

术与服务工具来提升客户满意度。目前我们的飞机产品

摆在客服公司面前的困难重重，任务重，时间紧，客服人

和空客波音等航空巨头的成熟产品相比，竞争优势并不

唯有在的心中植入“客户的要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的

明显，优质的服务支援是中国商飞提升飞机的市场竞争

理念，唯有将客户服务的开展与项目型号的客服研制同步

力的重要途径，客服公司正全力建设客服能力，打造服

进行，唯有不断加强服务团队的能力建设，才能真正为客

务品牌，培养忠诚用户，促进飞机市场销售，实现项目

户提供一流的服务。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客服公司共与成都航

成功、市场成功，最终实现商业成功。

开展 ＥＩＳ 对接工作 １６ 次，主要集中在航材支援方案、成都
主制造商和运营商在飞机交付与运营过程中各有关

客户服务是中国商飞公司未来发展的突破点之一，

ＥＩＳ 工作。ＥＩＳ（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即在飞机交付前，主

为客户提供完备的客户支援是主制造商的重要职责，我

制造商完成飞机和客户服务准备工作，飞机运营者完成

注的重点，如何建立完善的客户支援体系，建立与客户、

们的产品在哪里，我们的支援和服务就要延伸到哪里。

飞机接受相关准备工作；在飞机交付后，主制造商、系

合作伙伴的良好合作关系是客服 ＥＩＳ 工作所要面临的挑

航维修能力建设、技术出版物与 ＧＳＥ 验证和 ＥＩＳ 工作对接
四个方面。
参与 ＥＩＳ 客户支援的各业务部门积极协作，密切配合，

客户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广泛，面对客户的需求要做出

统供应商向客户提供支援与服务，帮助客户建立运行能

战。自购机协议签署起，客服公司根据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

飞行训练部及时按照成都航的需求保质保量向成都航提

迅速的响应并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要比客户更了

力，保障飞机顺利运营。

机买卖合同进行梳理，密切跟踪客户需求并进行详细评

供各类训练大纲，负责航材支援的同事每次与成都航对

估。从飞机销售合同规定的客户服务内容中梳理出涉及

接完毕都会再次与客户经理讨论航材支援方案的细节，

解客户的需求，要高度重视客户支援与服务，客户支援

根据成都航首批 ＡＲＪ２１ 飞机接收后的航线计划，

与服务要介入产品的设计、制造、改进的全过程。首先

１０８ 架机和 １０９ 架机分别准备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和 １２ 月

客户服务条款 ８ 个章节 ／５０ 条 ／４ 个附录、１ 个补充协议，

共同商量讨论方案解决问题，工程技术服务部马不停蹄

要研究客户，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才能针对不同的客

投入到涉及拉萨、丽江和九寨三个特殊机场的 ７ 条航

形成 ７ 类、共计 ２４ 项客服交付产品。根据最新的飞机

推进工程技术服务和维修能力建设，相互支持，相互理解，

户提供最适合的支援和服务，要向客户学习、向国内外

线中。针对客户运营的新变化，客服公司必须马上相应

交付安排和成都航的需求共制定了多达 １８１ 项涉及工

相互包容。

的同行们学习、向供应商学习、向局方学习、向工程和

对 ＥＩＳ 工作计划进行调整和优化。而且拉萨、丽江、九

程技术服务与维修支援、客户培训、飞行运行支援、航

近期，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阎良试飞现场传来好消息，

制造学习，与用户共同成长。

寨因为其地理特征，各方面情况比较特殊，因此一发

材支援服务等方面的 ＥＩＳ 计划。由于成都航是 ＡＲＪ２１－

高原试验试飞取得重大进展，首架机交付的日子又近了

进入 ２０１３ 年，新支线飞机试飞取证工作接连传来

失效应急程序也要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并与性能软件

７００ 的首家用户，除飞机买卖合同以外，成都航另提出

一些，加速冲刺迎接大考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我们

好消息，承担客户服务及运行支援任务的客服公司也正

的交付时间一致，相应的为成都航提供的培训也须提

７ 类、共计 ５１ 项合同外客户服务需求，客服公司参考

的战役开始了。客服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在挑战面前毫不

积极努力开展首家用户客户服务准备（ＥＩＳ）工作。客服

前，便于用户更好地自行开展后续工作。航线计划还涉

市场相似客服项目价格进行超合同客户需求成本计算，

退缩，大家表示：“客户支援工作是项目工作的重要组

公司走近客户、紧贴市场，全力以赴做好首架机的客户

及到 ＥＩＳ 工作中飞行培训、工程技术服务与维修支援、

并与成都航反复沟通，大家推心置腹，最终取得了成都

成部分，保障客户安全、顺利、高效地接受和运行飞机

服务工作。

航材支援、技术出版物服务、数字化服务等运行前的支

航的理解和认可，对部分客户服务要求作了调整。

是我们的目标，客服公司承担的责任重大，留给客服公
司的时间非常紧迫，我们一定会将各项工作全面规划好、

援其他项目的调整，比如结构工程师的培训工作必须在

ＥＩＳ 再提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前完成，以便开展工程维修准备的要求，

风雨同舟 破冰前行

对接好。”

才能满足成航在 ＥＩＳ 后的运行维修要求。用“牵一发而
飞机交付航空公司进入市场首当其冲面临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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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身”来概括 ＥＩＳ 工作，丝毫不为过。

合作是开往成功的列车，合作有助于更加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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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

给大飞机加分
量的工作给客户带来增值效应，我们就必须成为‘跨界’

内饰选型和外表涂装的客户要求；特别是上飞院结构

人才，要做‘设计师’，更要做‘艺术家’。”

部、总体气动部等兄弟部门的帮助，让大家了解了国

民机的工业设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复杂性

文 ／ 周森浩

内民机工业设计现状，快速掌握相关知识。

体现在功能需求上，既要满足飞机本身的适航要求，

尽管成立时几乎“一穷二白”，工业设计所充分

又要兼顾产品经济性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必须满足

发挥主动性，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边规划、边引才、

市场的需求、客户的需求。复杂性体现在技术需求上，

边探索，摸索着向前迈进。

既要了解民机研制的相关技术，比如空气动力学、飞
机结构力学等，又要掌握工业设计的知识，还要了解
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深一脚也好，浅一脚也罢，
我们正在前进”

然而，要从零开始打造一支“设计师”＋“艺术家”
2013 年 4 月初，工业设计所在位于闵行紫竹的客服公司悄然筹建，没有热热闹闹的仪
式，没有此起彼伏的掌声，只有 4 个从其他部门调来的“80 后”，只有几台几乎“跑”不
动大型三维软件的电脑。面对民机工业设计这条从未有中国人完整走通过的荆棘之路，这
支明显稚嫩的团队能否担起重任，很多人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念，由总部市场营销部牵头，在客服公司筹建工业设

成熟的工业设计助力市场成功

计所，并于今年 ４ 月完成初步组建，由客服公司市场
与客户支援部部长陆朝阳兼任所长，下设总体布局室、

和军用飞机不同，民用飞机还要接受航空公司和乘客的
最终检验。对于民机制造企业来说，唯有市场的成功，才是

系统设备室、选型支持与技术标准室；目前员工 ７ 人，
多是年轻人。

真正的成功。而工业设计正是连接工程设计与客户需求的重

“目前工业设计所力量仍然很单薄，我们希望通

要桥梁，是在功能性要求之外，为民机赢得舒适性、艺术性

过我们的努力，在兄弟单位、兄弟部门的帮助下，在

加分的重要手段。为此，波音、空客都成立了独立的部门或

中国商飞这个大家庭里尽快成长。我们坚信，一定能

全资子公司，建立数百人的专业团队，为各自的产品提供专

走通民机工业设计这条道路，为客户、为市场、为项

业的工业设计和配套服务。

目提供支持，为两大型号甚至未来型号在市场上的成

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中国民机研制基础薄弱，配套的

功贡献力量。”陆朝阳说。

技术、理念、体系也不成熟，民机工业设计的短板正是表现
之一。工业设计目前在国内民机研制领域的应用基本被局限

“要做设计师，更要做艺术家”

在满足功能性需求上，客舱的设计人员很少直接接触客户。
中国商飞公司成立以后，在设计研发中心总体气动研究

中国商飞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工业设计所的发展。

部设置总体布局室、总体布置室，在结构设计研究部设置舱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７ 月 １９ 日，公司总经理贺东风两

内装饰室，进行客舱相关的工程设计和工业设计。

次到工业设计所调研。贺东风说：“客户价值的体现，

随着公司两大型号的发展，原有的工业设计能力渐渐不

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客户和乘客的立场就是我们的

能满足型号研制的需求。从 ２０１２ 年底开始，中国商飞公司

立场，只有贴近客户和市场，才能体现我们客户服务

秉持“一切为了客户，一切围绕客户，一切体现客户”的理

最大的价值。具体到工业设计工作上，要想通过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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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团队谈何容易。对于刚刚成立的工业设计所来
说，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没有专业设备，甚至连一台可以制作渲染效果图
片的电脑都没有，办公室的电脑根本打不开三维数模，

困难很多，但在工业设计所这些年轻人身上，记
者找不到沮丧和迷茫，看到的是朝气和信心。
“我们在公司这个大家庭里孕育成长，是有一些

怎么办？总体布局室的罗啸宇犯了难：“申请购置的

独特优势的。”陆朝阳说，“中国商飞是民机主制造商，

专业设备还没到位，可设计制图各项工作还得做。我

工程设计与工业设计的接口比较紧密，工业设计在民

们只好在别人下班后，‘蹭’其他部门的工作站做数

机特别是客舱的客户化选型、客舱升级改装和公务机

模轻量化；或者动用私人关系，找朋友公司的图形工

上的应用也有较大空间，公司与国际一流航空制造企

作站，晚上通宵加班，进行三维制图和效果渲染。”

业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能为工业设计提供经验和

工作任务繁重，七八个人怎么忙得过来？于是，

市场。”

在公司加班、在家加班成了设计所的常态。郑天地的

工业设计所技术标准室的穆甜甜同样信心满满：

母亲在一家航空公司也是负责客舱选型，郑天地就拉

“在工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商飞公司和国内同

上母亲一起忙活，“上阵母子兵”，一起琢磨客舱的

行们对工业设计所的关注。出去调研学习，各大院校、

设计。

研究单位都非常欢迎，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年轻员工多，在工业设计上经验不足，对相应适

让我们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

航条款、民机设计总体要求、客户需求了解不多，迫

按照中国商飞公司的规划，工业设计所将用若干

切需要培训提高。除了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升职

年的时间，迅速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队伍，掌握工业

工能力之外，工业设计所从内外两方面加强培训，引

设计的核心技术和方法，在不远的将来，具备向客户

导大家快速进入角色。内部搞培训，几个经验较为

提供工业设计服务的能力。

丰富的员工轮流上阵，从厨房系统设计和安装标准、

“民机工业设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全新

ＡＲＪ２１ 飞机内饰改装设想讲到 ＣＴＳＯ－Ｃ２２ｇ 安全带等，

的工作方向。从去年底工业设计所开始筹建到现在，

在给新员工补充知识的同时，自身也有巩固提高。外

我们这一路走来可以说绝非坦途。但是，深一脚也好，

部勤“取经”，先后到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上海视觉

浅一脚也罢，只要我们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艺术学院、东方航空工程技术公司、西工大机电学院

我们的事业就会越来越有希望。”穆甜甜的话，让我

工业设计研究所、湖南大学、航宇嘉泰、厦门太古等

们看到了工业设计所的未来。

十多家单位交流学习，到成都航空公司详细了解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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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通过局方型号合格审定并取得型号合格证（ＴＣ），仅证明其设计
满足最低安全要求，如要投入运营，制造商还需通过局方组织的航空器评审。

什么是民机工业设计？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 １０ 个航空器评审项目中，有 ８ 项由客服公司独立或牵头完成，
１ 项配合设计研发中心完成。

民机工业设计，是围绕着民用飞机这样一个产品
和其上系统所进行的预想开发和创造的设计活动，是
对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飞机的内部形态（包线）、色
彩、材料、工艺、结构、机构、表面装饰等，从效用、
经济、美观的角度给予综合处理，使之既满足使用者

航空器评审 (AEG)：
架起民机研发与运营的桥梁

对其功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人们审美的精神需要。
同时民机工业设计还需要全程参与民机的开发决
策和管理规划，解决飞机的形象、广告展览和市场促
销等方面的问题。
关系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领域均是设计的范
畴，从驾驶舱到货舱，从衣帽构到座椅，从厨房插件
到服务员按钮，范围庞杂广泛，包罗万象。

４． 开展定制设计，满足客户的各种个性化客舱内饰
与外表涂装要求；
５． 将外表涂装方案交予喷漆实施，帮助客户打造靓

为什么要做民机工业设计？

丽的飞行名片。

飞机客舱，是乘客体验和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因
素是航空公司的主要业载资源，和实施差异化服务、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

波音：工业设计，从 707 开始
１９５５ 年，波音公司找到了美国最早的职业工业设计
师之一沃尔特·提格（Ｗａｌｔｅｒ Ｄａｒｗｉｎ Ｔｅａｑｕｅ），与提格

民机工业设计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的设计公司合作，共同完成了波音 ７０７ 大型喷气式客机

民机工业设计是功能性、艺术性、舒适性的和谐

的设计，使波音飞机不仅有很简练、极富现代感的外形，
而且创造了现代客机经典的室内设计。设计时运用人机工

统一。
－

客舱、驾驶舱布局、空间、内型、色彩、照

明的效果设计；
－

客舱、驾驶舱设备、设施的功能定义、造型

设计与人机界面协调；
－

飞机内部装饰纹样设计；

－

飞机外表涂装方案设计。

工业设计的职责

飞行，来试验座位、厨房和其他设施是否符合人机工程学
的原理，飞机内舱采用了隐蔽的灯光，宽大舒适的座椅和
宁静的色彩，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舒适、安全的民用客机。

空客：270 人的工业设计团队
在图卢兹，空客有一个 ２７０ 人的工业设计、客舱改
装与维护的专业团队，拥有 １６ 万平方米的机库设施，已
经开展了 １５ 年的工作，为 １７０ 多架飞机提供了服务，业

饰方案，作为工程设计的输入，帮助工程设计部门设

务涵盖客舱设计、客舱制造、客舱改装、飞机维护、项目

计出客户欢迎的好飞机；

管理、客户支援各个专业，并获得了欧洲 ＥＡＳＡ 的设计、

功效的研究与应用数据，以提升乘员体验为目标，帮
助开展飞机定义和工程协调；
３． 将客舱内饰工业设计的丰富成果，提供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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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的数据，采用同比例的飞机模型，通过几十次的模拟

１． 准确理解客户要求，形成客户认可的客舱内

２． 参与飞机的型号预研和工程设计，提供人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中国民机产业的主
要参与者包括局方、制造商、供应商和用户
齐聚上海，共同见证中国商飞《Ｃ９１９ 大型
客机航空器评审申请方工作手册》的正式发
布。该手册明确了中国商飞作为申请方的机

良好的民机工业设计，将有利于航空公司占领市场先
机、提升竞争优势，进而促进飞机销售。

文 ／ 钱浩然 邓卫国 张天斯

场部门，更好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选型需求；

生产、维修、持续适航管理的批准以及其他 １０ 个国家的
相关批准。
此外，空客还委托了 ９ 家第三方工业设计机构，共同
为客户开展飞机客舱的工业设计。

构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依据，并与局方相
关评审机构实现对接，由此标志着中国商飞
Ｃ９１９ 项目航空器评审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为后续通过局方航空器评审奠定了基础。这
也是中国民机 ＡＥＧ 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

一、航空器评审与型号合格审定

能直接投入运营。航空器如要投入运营，制造商还需通过
局方组织的航空器评审。

要说明 ＡＥＧ，还要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适航”，
一个是“型号合格审定”。

“航空器评审”以航空器运营安全为最高准则，通过
评审主制造商运行支持对运行规章的符合性，证明航空器

适航（Ａｉｒ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是表明民用航空器固有特性

在不同运行条件、环境、标准和程序下均能安全运营。航

的专业术语，牛津字典对其解释为“ｆｉｔ ｔｏ ｆｌｙ”，意思是“适

空器评审工作一般由局方组建的航空器评审组 （ 以下简称

于飞行”。航空器的“适航性”保证了航空器在全寿命（研

ＡＥＧ） 予以实施。ＡＥＧ 检查包括飞机设计、维修、训练和

制及运营）期内始终符合其型号设计要求并始终处于安全

手册等对运行要求的符合性。航空器投入运行后 ＡＥＧ 工作

运行状态。适航是民用航空的基础。为此航空器管理机构

还有助于航空产品制造厂家积累使用经验和对产品的持续

（局方）制定了系列规章，对航空器制造商提出适航要求。

改进。不难看出 ＡＥＧ 工作始于型号设计阶段，贯穿于航空

为确保航空器适航要求得以落实，航空器从设计至投
入运行，需通过局方组织的两次评审，那就是“型号合格
审定”和“航空器评审”。

器的全寿命周期。
为配合并通过局方航空器评审，航空器制造商（申请方）
需向局方提出评审申请，局方会根据不同的评审对象和运

“型号合格审定”以航空器安全为最高准则，通过验

行要求确定评审项目和审定基础并通知申请方，申请方需

证设计对于适航规章的符合性，证明其设计符合最低安全

按照审定基础，组织开展航空器评审申请方工作，包括确

要求。型号合格审定一般要检查飞机设计与构造、操纵性

定符合性要求和方法、开展符合性验证、编制符合性材料、

与稳定性、飞机结构的强度；设备、电气线路等内容。值

向局方表明符合性等工作。

得注意的是，民用航空器通过局方型号合格审定并取得型

值得注意的是，型号合格审定与航空器评审之间相辅

号合格证（ＴＣ），仅证明其设计满足最低安全要求，还不

相成，有些评审项目（例如电子飞行包，ＨＵＤ／ＥＶＳ，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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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观察座椅等）互为交叉，藉此共同保证航空器全寿命周

系。这些文件的颁布同时也给航空器制造商指明了满足适

期安全运营。通过 ＡＥＧ 在型号审定过程中的评审，确保

航审定要求的工作方向。

其把可运行的航空产品交付给用户。

Ｂｏｅｉｎｇ、Ａｉｒｂｕｓ 等国外先进民机制造商，在大型民用
航空器的研制和发展方面具有较长的历史，在航空器评审

二、航空器评审发展在中国

申请方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建立了完整的航空器评
审申请方工作管理体系，为航空器顺利交付并确保用户安

ＡＥＧ 是伴随着民机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１９７１ 年，

全运营打下基础。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ＦＡＡ）在飞行标准部门设立 ＡＥＧ
以适应民用航空器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保证航空器的

三、航空器评审主要工作

持续运行安全性和经济性。经过 ４０ 多年的实践， ＦＡＡ 已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包括 ＦＡＲ、咨询通告 （ＡＣ） 及工

根据局方运行规章要求，航空器评审项目包括但不限

作手册等在内的航空器评审规章制度体系，为有效开展航

于：飞机、发动机及系统设备的运行符合性评审；驾驶员

空器评审奠定了基础。欧洲航空管理局（ＥＡＳＡ）目前没

的型别等级和飞行机组资格要求评审；最低放行设备要求

有设置类似 ＦＡＡ 的 ＡＥＧ 机构，尚未制定民用航空器运行

早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商飞即着手梳理 ＣＡＡＣ 航空器评

用户提供各类服务产品的重任。而航空器评审项目都是为

评审；维修要求评审；运行和持续适航文件评审。除此以外，

审相关规章，熟悉评审内容、要求和程序。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确保用户安全运行航空器而设立的，因此客服公司在航空

评估相关的实施细则。按运行评估委员会适用的临时程序

局方还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确定评审项目，例如新航行技术

印发《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申请方 ＡＥＧ 工作总方案》，确定

器评审申请方工作中承担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必然的。根据

开展运行评估工作，由 ＥＡＳＡ 审定司代表欧盟成员负责管

评审等。

了 Ｃ９１９ 项目航空器评审申请方工作机构与职责、工作内

中国商飞《航空器评审项目确认单》和《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

容、工作模式及航空器评审申请方工作实施路径。

申请方航空器评审工作手册》，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 １０ 个航

理。

根据双方确定的评审项目，民机制造商需根据飞机用

限于种种历史条件，我国航空器评审工作起步较晚。

途及运行环境按照有关要求编制报批材料及符合性说明

在与 ＣＡＡＣ 多次沟通的基础上，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空器评审项目中，有 ８ 项由客服公司独立或牵头完成，１

１９９２ 年，我国在与 ＦＡＡ 合作的 Ｙ１２ 飞机型号合格证影子

（声明）报请局方评审。局方进行评审并给出评审意见。

中国商飞正式向 ＣＡＡＣ 提交《航空器评审项目确认单》，

项配合设计研发中心完成，同时承担联合工作团队办公室

审查中，第一次接触航空器评审工作；２００３ 年，ＣＡＡＣ

航空器主要评审项目、申请方主要工作及报批材料详见

明确 “型别等级与训练要求”、“初始维修要求”等 １０

组织与协调工作。

表１

项评审项目。同日 ＣＡＡＣ 颁发《关于成立 Ｃ９１９ 飞机 ＡＥＧ

客服公司组织开展 ＡＥＧ 符合性要求及方法研究。借

评审项目组和专业委员会的通知》，由 ＣＡＡＣ 上海航空器

鉴国际主要航空制造商运行支持及航空器评审工作经验，

中的航空器评审；同年飞行标准司参与 ＦＡＡ 对 ７８７ 飞机

适航审定中心牵头负责、安全技术中心配合开展 Ｃ９１９ 大

分析研究不同航空器评审组织（ＣＡＡＣ、ＦＡＡ、ＥＡＳＡ 等）

航空器评审，并开始国产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航空器评审。

型客机航空器评审工作。

评审要求、技术要点和评审流程，提出申请方航空器评审

为加强我国航空运输业的运行安全管理、支持和促进国产
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明确飞行标准司负责航空器型号审定

．

２００７ 年中国民用航空局（ＣＡＡＣ）在飞行标准司设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ＣＡＡＣ 联合中国商飞在上海召开

项目（１０ 项）符合性要求和方法。针对运行和持续适航

立航空器评审处，并在上海和沈阳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设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航空器评审工作启动会议。会议确定了中

文件符合性验证方法和要求开展研究。梳理并研究局方运

立相应的支持机构（航空器评审室）。至此初步形成了

国商飞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航空器评审项目审定基础；ＡＥＧ 机

行和持续适航文件编制要求，借鉴国外先进航空器制造商

ＣＡＡＣ 的 ＡＥＧ 管理体系框架（如图 １ 所示）。

构、职责和工作规程。为更好地开展申请方、审查方航空

及主要供应商相关符合性验证方法和要求的经验，提出中

器评审工作，会议决定按照专业对口原则成立 ６ 个专业工

国商飞公司运行和持续适航文件符合性验证方法和要求及

作组分别开展工作。这 ６ 个工作组分别是飞行标准化委员

符合性验证程序，确定符合性表明方法，编制了中国商飞

会（ＦＳＢ）工作组、飞行运行评审委员会（ＦＯＥＢ）工作

运行和持续适航文件符合性验证工作指南。目前客服公司

组、维修审查委员会（ＭＲＢ）工作组；运行和持续适航文

所承担的航空器评审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可望在规定

件（ＯＣＡＩ）工作组、运行要求符合性工作组、维修培训

的时间内完成各项任务，确保飞机按时交付。

规范（ＭＴＥ）工作组。
为更好地开展航空器评审申请方工作，中国商飞按照

结

语

“一个声音，一个团队，有效利用公司现有资源”的原则，
组建 Ｃ９１９ 大型客机 ＡＥＧ 联合工作团队，统筹安排并充

图 １ 中国民航 ＡＥＧ 管理体系框架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ＣＡＡＣ 飞行标准司先后颁布航空

四、航空器评审与中国商飞公司

器评审相关咨询通告、管理文件及管理程序，包括《航空
器评审组工作手册》、《国内新型航空器投入运营前的评

作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成立之初即将适航能力建设

审要求》、《航空器的持续适航文件要求》、《驾驶员资

作为重点打造的六项能力之一，并将通过航空器评审作为

格计划编制指南》等，初步建立了我国航空器评审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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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之重在研制计划中予以落实。

航空器评审是架设在民机主制造商研发与航空公司运

分利用设计研发、客户服务、项目管理、适航管理等资源，

行之间的桥梁，是联系民用飞机初始适航与持续适航的纽

形成合力，保证在任何 ＡＥＧ 评审工作的正式场合，申请

带，是判定民用飞机设计及其服务产品是否满足安全运行

方始终是一个声音，并由相关责任人准确、明确地以书面

要求的必要手段，是民用飞机顺利投入航线运行、取得商

形式向审查方表达，进而确保评审工作有序进行。

业成功的必由之路。主制造商必须按要求申请并通过航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由联合工作团队编制的《Ｃ９１９ 大

器评审。航空器评审申请方工作在国内首次按照局方要求

型客机申请方航空器评审工作手册》正式颁布，目前中国

全面铺开，无先例可循，责任重大，面临巨大挑战。中国

商飞有关单位正在按照手册要求开展工作。

商飞工作团队将继续努力拼搏，克服艰难险阻，让大飞机

作为中国商飞与用户之间的桥梁，客服中心肩负着为

早日翱翔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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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 EIS 工作介绍 —— 主制造商视角
文 ／ 郑亦巍

一、EIS 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同客户服务协议，市场与客户支援部将合同进行分解发送

客户服务 ＥＩＳ 是一个过程，其通常在飞机交付前 １ 年

各业务部门，由业务部门向客户提供相关服务。

半开始，由主制造商陆续完成客户培训、出版物交付、航
材推荐、工程技术支援，建立客户服务体系等工作，帮助
客户建立运营能力，保证飞机顺利交付；在飞机交付后半
年，主制造商、主要系统供应商向客户提供现场支援，在
初期帮助客户运营飞机。

新机型航线成功的起点

二、EIS 有哪几方参与？

文／胡俊
在飞行训练方面，首先在飞机交付前一年召开客户培
训大会，确定与客户之间的培训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与客

飞机交付过程是将客户订购的飞机按时、保质、保量交付给客户， 不同的飞机制
造商对飞机交付的过程有不同的认识和措施，但最终要实现的是将飞机安全、顺利交

户讨论排班计划。其次是航务人员、维修人员、乘务人员、

付客户，确保用户可以高效地运营飞机，同时尽可能地协助用户降低使用成本，提高

机务人员的培训。乘务人员提前半年或三个月，维修人员

飞机的产品竞争力。

提前三个月，飞行人员提前两个月，因为飞行员有特殊要
求，培训太早可能会遗忘就要进行复训，ＣＣＡＲ－１４２ 和

在交付过程中，客户服务准备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主
制造商、用户、供应商等诸多方面。飞机完成研制、总装、试验试飞是产品成功的基础，

参与 ＥＩＳ 工作的主要有四方：客户运营地的适航管理

ＣＣＡＲ－１４７ 是开展培训工作所要遵照的局方的相应规章，

而客户服务准备工作 ＥＩＳ 是飞机从产品成功迈向市场成功的桥梁，是主制造商面向用

局（对于新飞机还有审定中心）、飞机运营人、飞机主制

户的首要窗口，它的好坏，最终关系到用户对飞机的运营体验，直接关系到用户的市

造商以及供应商。局方的要求以适航法规的形式提出；运

在航材支援方面，首先要向客户提出航材支援模式，

场空间和利润空间。

营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飞机销售协议中；主制造商的要求

诸如航材全包或者是让客户自行采购，提供推荐清单。在

体现在其与供应商的客户服务协议中。

ＩＰ 会议上要向客户提供航材推荐清单，地面工具的推荐清

国际民机主制造商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锤炼，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 ＥＩＳ

也是客服公司所要取得的相关资质。

单，客户、主制造商、供应商共同参与，供应商会接受相

工作模式，Ｂ７８７、Ａ３８０ 投入航线运行初期，尽管面临各种挫折，但让我们看到了主
制造商在困难面前的娴熟和老练。中国商飞公司作为民机市场的新生力量，在 ＡＲＪ２１－

三、EIS 具体由什么组成，如何进行工作？

关的航材准备工作，客户向供应商提供需求，会有一些航

７００ 飞机首架机交付进入倒计时的最后冲刺阶段，如何借鉴空客、波音的经验，充分

首先新客户向主制造商提出具体需求，比如提出具体

材订购的价格讨论。

尊重用户的需求，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推进 ＥＩＳ，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基于此，我们特

需要主制造商培训多少飞行员，机务人员，航材保障率等。

别策划了本期《ＥＩＳ，新机型航线成功的起点》专题，从局方、主制造商、用户、供应

由客户与市场支援部组织内部讨论，制定建议方案交付客

提供 ＧＳＥ 推介和图纸的开放，现场代表派驻。工程技术

商四个角度做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为新支线飞机客户服务准备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

户，与客户进行谈判，谈判成功签订协议，将条款进行分

服务的相关工作主要是偏交付以后的，帮助客户用好飞机，

解，同客户进行对接，对接后产生的额外需求一起交到内

在飞机交付前工作相对较少。

部各个生产部门，共同向客户提供服务。

在工程技术服务方面，提供维修机构的清单，向客户

在技术出版物方面，总共要交付四批出版物，交付时
间根据客户的准备，第一批一般在飞机交付前一年，第二
批一般在飞机交付前半年，第三批在飞机交付前三个月，
最后一批和飞机同时交付。手册的介质分为纸质和光盘。
供应商管理方面，首先要将供应商协议交付给客户，
对供应商直接向客户提供的服务，主制造商起到监督管理
作用。供应商提供的培训包括：ＧＡＣ 的使用培训、ＣＭＭ
手册、供应商的维修站点、联络人、联系方式，供应商的

四、EIS 主要工作有哪些？需符合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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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代表在飞机交付后派驻到客户运营基地。

市场与客户支援部获取客户需求，针对需求给出建议

在客户支援方面，属于偏向前端的软服务，在真正开

方案，并与客户进行确认，双方经过谈判签订飞机销售合

展服务前工作量非常多，在各部门给客户提供服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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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持沟通联络，信息一致，组
织协调，整合资源。在服务交付以后将会有一个满意
度调查，对服务进行评估改进。

五、如何管理 EIS 工作？

B787 飞机交付
全日航 EIS 工作实践
ＥＩＳ 管 理 主 要 分 为 ４ 步： 制 定 工 作 程 序； 编 制
ＥＩＳ 计划；状态监控；满意度评估。工作程序用来明
确分工，规范工作；ＥＩＳ 计划对 ＥＩＳ 工作进行控制；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首架波音 ７８７－８ 飞机交付其启动
用户全日本航空公司 （ＡＮＡ） 并投入商业运营。

ＥＩＳ 状态监控主要是了解工作进展，暴露并解决问题；
满意度评估针对每项交付服务开展，测评客户服务工

零备件储备

作质量，了解客户反馈，提出改进建议。

大约 １ 年以前，波音公司发布了一份推荐的波音 ７８７

第一，制订工作程序，分工明确。在跟客户确定

飞机的零备件库存清单，以确保飞机的签派可靠性，这

合同之后，开始准备开展 ＥＩＳ 工作，首先建立一个团队。

像是围绕着一架真正的波音 ７８７ 飞机，学员采用交互式三

所要求的近于苛刻的油耗标准。同样， ＧＥ 公司重新设

份清单包含了波音从飞行试验中所学、客户的反馈以及

这个团队有一个客户经理，业务部门各有一个支援经

维模型，一步一步演习排故程序，并可以快速验证处理步骤。

计了 ＧＥｎｘ－１Ｂ 发动机的主要零部件，因此也促进了波音

ＡＮＡ 服务准备运营验证 （ＳＲＯＶ） 的经验。但截至首架飞

理，各自负责他们跟客户之间相关的需求和往来；第

便携式计算机将成为航空技术人员在飞机上的主要诊

机交付之日，在波音 ７８７ 的 ５７ 家航空公司客户中仅有首

二步是要对合同内的和客户对接中产生的一些需求，

断工具，它可以提供在线查询波音 ７８７ 维修性能工具箱，

首批 ４ 架波音 ７８７－８ 的遄达 １０００ 发动机都按 Ｐａｃｋａｇｅ

个接收波音 ７８７ 的 ＡＮＡ 的备件库已就位。

即一个存放实时维修信息的数据仓库。采用戴尔或松下

Ａ 构型进行了改进，使得燃油消耗降低了 ４％ ～ ５％。这

笔记本电脑，就足可以承受停机坪的恶劣环境。笔记本电

是 ２００７ 年按 ７４０００ 磅推力取证的基准型发动机的改型。

脑可以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方式与飞机连接，再通过航空公

进行了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Ａ 改装的遄达 １０００ 发动机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司的后台数据管理发送系统软件与波音的数据仓连接。

取证，推力为 ６４０００ 磅，主要用于 ＡＮＡ 国内和短途国际

ＡＮＡ 已安装了该系统的测试版。

航线的运营。

进行梳理；第三步是与客户开展 ＥＩＳ 工作，每月定期
召开会议，跟客户进行对接，把存在的问题和进展工
作向客户作通报。ＥＩＳ 每周进行检查，这个工作目前
列入项目计划的，由项目办对各部门进行考核。
第二，编制客服 ＥＩＳ 计划。主要有四个部分的输入。
第一部分是客户的运营信息，包括人员信息、原来使
用飞机情况、航材保障率、原先维修能力等级、航材

波音称，对于波音 ７８７ 的准备工作较其他机型开始得
都要早，波音公司、供应商和航空公司均已提前作好准备。
波音 ７８７ 通过了飞行试验、取证试验以及 ＳＲＯＶ，而
ＳＲＯＶ 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工作可以帮助航
空公司进行维修数据、人员培训、厂房和设施的工具及零
备件库存的准备工作。
对波音 ７８７ 进行维修服务大约需要 １１５ 种不同的设备，

波音 ７８７ 的维修手册中有 ６４００ 项任务，以适应航空
公司特殊的构型维修需求。

７４７－８ 的 ＧＥｎｘ－２Ｂ 发动机的改进。

由于波音 ７８７ 投入市场运营的时间比预期要晚，故
罗－罗公司为遄达 １０００ 前期投入商业运营所作的准备工

保障能力等；第二部分是合同条款；第三部分新飞机

当然，波音 ７８７ 飞机最为显著的特色是飞机的蒙皮

作比任何其他的发动机都要充分。罗－罗公司在英国达

包括千斤顶、起重设备等，在波音 ７８７ 的寿命期内所需设

的重要研制节点，比如取得 ＴＣ 证的时间和最后交机

１００％ 由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制成。因此，对于航空公

比的遄达 １０００ 发动机的维修厂房已获得 ＦＡＡ 和日本民航

备数量可能会增加至 ３２５ 个。

司维修人员来说，如何修理一架非铝质飞机将是一种观念

局的维修许可证。达比的维修厂在建成后的最初几年，

的转变。但波音公司称这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波音

将成为遄达 １０００ 的翻修中心。

的时间；第四部分是客户在与主制造商对接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需求，这也是工作的一个重要输入。

波音将会在西雅图、达拉斯、亚特兰大、迪拜、新加
坡、北京和多伦多等备件中心供应 ７８７ 飞机的零部件。

根据上述四个输入编制 ＥＩＳ 计划。目前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公司早在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就完成了波音 ７８７ 的构型。

从支援的角度看，罗－罗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在东

飞机的 ＥＩＳ 计划由 １０ 个部分组成，总共有 １８１ 项工作。

根据波音 ７８７ 飞机的取证要求，即使漏检了一些小的

京工作，在西雅图也有专人参与飞行试验。一旦波音 ７８７

维修培训

除了飞行训练、运行支援、工程技术、航材支援、技

碰撞，也可以保证机体结构的完整性。即便技术人员不是

飞机开始国际运营后，罗－罗公司将在欧洲和美国西海

ＡＮＡ 的机械师是首批接受维修培训的。课程采用全

术出版物之外，还有供应商管理、客户支援、适航、

无损检测专家，也可以用一个手持式损伤检查仪，利用脉

岸提供支援。

数字的、基于因特网的系统教学，并加入了与飞机运营

现场支援等方面的工作。

相同的模拟维修场景，开展基于性能的培训。通过数字

第三，对服务进行监控管理，开展满意度调查。

与装备波音 ７７７－２００ＬＲ／３００ＥＲ 的 ＧＥ９０－１１５Ｂ 发动机
相比， ＧＥ 公司已为波音 ７８７ 投入了 １０ 倍的外场支援人员、

交互式系统，波音将技术人员的资质培训时间从波音 ７７７

发动机的准备工作

的 ４５ 天减少至波音 ７８７ 的 ２５ 天。

罗－罗公司的遄达 １０００ 发动机于 ２００６ 年年初开始

波音 ７８７ 维修培训课程与实际的支援数据相连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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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波或者是超声技术决定飞机是否可以放行。

５ 倍的在翼支持场所和 ４ 倍的发动机大修车间。

试车，两项重大的改进使得发动机的性能接近波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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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 EIS 准备阶段的需求及工作
文 ／ 谢小东
在新机型引进及准备阶段（ＥＩＳ 准备阶段），航空公
司要完成诸多工作，包括人员招聘、培训、飞机引进批
文、航材及地面保障、市场航线分析、运行合格审定、系

低设备清单（含构型偏差单）；飞行计划制作、载重平衡

2

维修能力建设方面：

2.1 相关需求：

3

航材保障方面：

机队规模较小时，航空公司可采取将航材供应保障外

及起飞油量等各种使用数据的计算；飞机性能分析软件原

主 制 造 商 应 提 供 ＣＡＡＣ１４５／ＦＡＲ１４５／ＥＡＳＡ１４５ 部 规

包的方式，来解决耗资巨大的问题，成本也较低。若拟引

理，性能分析软件使用；飞机正常及特殊情况处置程序。

章审批支援，协助航空公司取得引进机型的维修资质。航

进飞机数量较多，那么航空公司就可以建立自己的航材库

统及队伍建设、宣传等工作。一般在 ＥＩＳ 前一年半至两年

1.2 主要工作：

空公司对整机或部件委托 ＭＲＯ 修理，需要主制造商提供

存管理系统。下面以航空公司自己建立体系管理航材库存

（具体视情况而定），航空公司会结合主制造商的飞机取

航空公司需制定针对引进机型的训练大纲，根据引进

ＭＲＯ 网络。由于对 ＭＲＯ 的能力、资质不了解，需包含

为例。

证进度和交付计划，以及主制造商针对其制定的 ＥＩＳ 工作

飞机数量，按照局方要求，结合自身运行实际情况，确定

ＭＲＯ 所取得的资质、维修能力以及信用评级等内容的清

3.1 相关需求：

计划，制定自己的 ＥＩＳ 准备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

参加培训的各类人员数量，并做好计划。在人员培训方面

单和推荐。

主制造商应向航空公司提供航材供应、送修、担保 ／

整。ＥＩＳ 准备阶段所涉及的工作繁杂、业务面广，在这里，

的主要工作见下表所示：

主制造商应提供客户化的维护方案，包括全寿命的构

索赔、物流等支援服务，此外，还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

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员培训、维修能力建设、航材保

型管理和可靠性管理，健康管理等服务；提供全寿命的维

的航材支援服务模式，比如航材寄售、租赁、交换、共享

障三个方面，就航空公司的需求以及主要工作和计划进行

修服务和工程服务，包括飞机修理、部附件修理、工程管理、

（Ｐｏｏｌｉｎｇ）、按小时收费（ＦＨＳ）等。同时，应与航空公

总体探讨。

生产计划、维护方案及更新、其他客户化工程手册的编制。

司建立并保持长期的、良好的沟通机制，特别是在非工作

2.2 主要工作：

1

日 ＭＭＥＬ 项航材及 ＡＯＧ 航材保障方面的保持高质量的全
天候沟通。

人员培训方面：

在航材保障方面，航空公司的最终目标是高安全性、
1.1 相关需求：

高保障率、低运营成本。主制造商应尽可能让航空公司航

航空公司需要主制造商为引进的新机型提供驾驶员培

材库存量低，周转率高；航材保障率高（总体 ９５％ 以上）。

训、乘务培训、机务培训、航务培训（签派 ／ 性能等工程

3.2 主要工作：

师培训）。

ＥＩＳ 准备阶段，航材保障方面的主要工作如下表所示：

——驾驶员培训课程应满足 ＣＣＡＲ－１４２ 部及其咨询
通告的规定和要求。
——乘务培训课程应设置转机型培训和定期复训，并
配置客舱 ／ 舱门训练器、紧急撤离滑梯等培训设施 ／ 设备，
供学员进行紧急训练。
——机务培训课程应满足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及其咨询通
告 ＡＣ－１４７－０４ 的规定和要求。对于机型 ＩＩ 类培训的理论
培训达到美国航空运输协会 １０４ 号规范 ＡＴＡ１０４ ＬＥＶＥＬ
ＩＩＩ 的维修培训课程的标准。
——航务培训课程应包括机型手册的使用方法、主最

		
注：１）Ｑ 表示该项工作需对应方（主制造商 ／ 供应
商 ／ 局方）支持或配合；
２）“ＥＩＳ－３”表示 ＥＩＳ 前 ３ 个月，“ＥＩＳ＋２”表示 ＥＩＳ
后 ２ 个月，依此类推。下同。

航空公司建立一个机型的 ＣＣＡＲ－１４５ 维修能力需要
在人员、资料、航材、设施、工具设备等多方面进行准备，
在各项准备完成后，向局方报批该机型的维修能力。以初
次申请该机型航线维修能力为例，航空公司需要开展的工
作如上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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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的成功实践
—— 以 GE 发动机的 EIS 管理为例
文／罗刚

Ｔ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ａｌ）、 使 用 说 明（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是发动机不可选。第一种情况下，客户需要和发动机供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安装手册（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ｕａｌ）、动力装置

应商洽谈发动机采购的商务条款，但是不管何种情况下，

组装手册 （ＰＰＢＵＭ， 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 Ｂｕｉｌｄｕｐ Ｍａｎｕａｌ）、相关部

客户都需要和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就售后服务洽谈《通用

件维修手册（ＣＭＭ，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项目协议（简称 Ｇ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ｒｍ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1.4 工程技术服务

ＧＴＡ 是客户从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获取客户服务的前提

向 客 户 指 定 或 派 驻 现 场 工 程 师（ 简 称 ＦＳＥ，Ｆｉｅｌｄ

条件。只有在签署了 ＧＴＡ 之后，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是 动 力 装 置 系 统 供 应 商 开 展 工 程 技

会为客户建立相应的帐号（Ａｃｃｏｕｎｔ）、指定专人开展备发、

术服务的标准做法，除去要对部件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备件的订单处理。同时，发动机作为一种受美国商务部出

（ 简 称 ＭＴＢＦ，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平 均 非

口管制的军民两用产品，每一个客户都需要签署《最终用

计 划 拆 卸 时 间（ 简 称 ＭＴＢＵＲ，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户声明（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Ｄ－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Ｕ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进 行 监 控 之 外， 发 动 机 供 应 商

ＥＮＤ－ＵＳＥ）》。

还对产品的以下性能参数进行监控：发动机签派可靠度

在 ＥＩＳ 进行的过程中，主制造商要积极推动动力装置

通常情况下，供应商的 ＥＩＳ 工作是针对特定客户而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飞 行 员 报 告 率（Ｐｉｌ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系统供应商与客户签订 ＧＴＡ，并协助动力装置系统供应

对自身客户服务网络和能力的阶段性客户化。对于一个

Ｒａｔｅ）、起飞发动机排气温度（Ｔ／Ｏ ＥＧＴ）、发动机控制

商获取客户的《最终用户声明》。

全新的民用飞机项目，其首架飞机交付给启动用户 ＥＩＳ

系统排气污染物（ＥＣＳ Ｂｌｅｅ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时寿件

２．２．２ 发动机标准商保

的过程中开展客户服务准备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更是远大

（Ｌｉｆ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ｓ）、空中停车率（简称 ＩＦＳＤ，Ｉｎ－Ｆｌｉｇｈｔ

尽管在主制造商与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在签署的研制

于飞机批量交付后。只有当飞机主制造商、系统供应商、

Ｓｈｕｔ Ｄｏｗｎ）、发动机车间返厂维修率（Ｅｎｇｉｎｅ Ｓｈｏｐ Ｖｉｓｉｔ

合同中会商定动力装置系统的标准商保，但是在飞机交付

飞机营运人（以下简称客户）三者均准备到位，才能确

Ｒａｔｅ）

前，客户会根据机队规模和与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的商务

保飞机 ＥＩＳ 的顺利进行。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在飞机 ＥＩＳ
前的准备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此，主制造商对
其开展的 ＥＩＳ 准备工作进行持续有效的管控，以满足客

关系，重新商定发动机的商保条件。一般情况下，某发动
Ｂ．

增强的前瞻性机队管理课程

户的需要。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 EIS 管理

２．２．２．１ 新发动机商保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采用 ＥＩＳ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作为对 ＥＩＳ 过
程进行监控的工具，其主要模块包含：飞机交付计划、客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客户服务的特点
与飞机上其它系统随飞机本体取得型号合格证（ＴＣ，
Ｔｙｐ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如 ＦＡＲ／ＣＣＡＲ Ｐａｒｔ ２５）不同，发动机
是独立于飞机之外取得型号合格证（如 ＦＡＲ／ＣＣＡＲ Ｐａｒｔ
３３），因此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的 ＥＩＳ 准备工作有其独
特性。
1.1 培训支持
除动力装置系统外，飞机上的其他系统供应商主要
开发的是各级别的航线维护课程，而发动机的培训课程
种类较多，分为：系统熟悉性培训、飞行操作类培训，
航线维护培训，随之而来培训所需的时间也比其他系
统长，所需的培训设备设施也比其他系统要求高。以
ＡＲＪ２１ 飞机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 ＧＥ 公司为例，其提供
的客户化的培训方案为：
Ａ．

减少维护错误类课程

1.2 航材支援
发动机备发支援是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在航材支援
方面与其它系统供应商的最大区别。除此之外，与其它
系统供应商一样，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还会制定面向客
户机队的首批航材供应清单（简称 ＩＳＰＬ，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ｐａｒｅ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Ｌｉｓｔ）、建立初始航材库存和交换件库存。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在 ＥＩＳ 过程中还会向客户推荐一
批地面支援设备（ＧＳＥ，Ｇｒｏｕ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和工具，用于动力装置系统维护。ＧＥ 公司按照维护等级
将工具分为 ４ 大类：在役航线维护使用类、在翼吊架使
用类、中间模块和主要部件拆卸与重装使用类（水平方
向），仓库 ／ 车间使用类（大修级别）。
1.3 技术出版物
由于发动机要单独取证，由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编制
和发布的手册有：发动机手册（ＥＭ，Ｅｎｇｉｎｅ Ｍａｎｕａｌ）、
发 动 机 图 解 零 件 手 册（ＥＩＰＣ，Ｅｎｇｉｎ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Ｐａｒｔ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标 准 操 作 手 册（ＳＰ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Ｍａｎｕａｌ）、发动机图解工具和设备手册（Ｅｎｇｉｎ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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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供应商的标准商保如下所示：
发动机供应商为了每个新发动机和模块提供最初的
３５００ 飞行小时的商保：

户运营数据、维护资源、工具、数据交换和诊断、支援团

１）任何失效的零件都会得到零件信用补偿。

队、初始供应、飞行操作支援、设施准备计划、合同 ／ 协议、

２）有关替换失效件导致的任意新发动机零件的拆卸、

发动机记录、备发和快速换发（简称 ＱＥＣ，Ｑｕｉｃｋ Ｅｎｇ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ｅ）计划、租赁件支持、ＥＴＯＰＳ／ 维护计划、技术出
版物、维护培训等。
对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 ＥＩＳ 的管理可以从人员、商务
条件、交付物、服务设施、工作流程等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2.1 人员到位
以 ＧＥ 公司为例，如客户关系三角所示，ＧＥ 针对每
一个客户建立一个客户小组，成员包括：客户支援经理、

重装、测试、零件维修都会得到人工补偿。
３）零件信用补偿和人工补偿的方式为：在 ３０００ 飞
行小时内 １００％ 补贴，后从 ３０００ 飞行小时至 ３５００ 飞行
小时补偿额度从 １００％ 到 ０％ 按比例递减。
２．２．２．２ 新部件商保
１）在最初的 ３０００ 个飞行小时内，对此类零部件，
发动机供应商提供 １００％ 的零部件信用补偿或对故障零部
件维修的人工进行补偿。

航空公司技术项目经理、现场服务工程师、维修客户项目

２）发动机供应商对报废零部件的按比例提供零件信

经理、备件经理、商保经理和销售主管。从主制造商的角

用补偿，３０００ 飞行小时内补偿额度为 １００％，从 ３０００ 飞

度出发，在启动动力装置 ＥＩＳ 时，需要供应商明确客户小

行小时至该发动机零部件的使用寿命，补偿从 １００％ 到 ０％

组的成员及联系方式、各自的职责，以确保在 ＥＩＳ 进行的

按比例递减。

过程中，小组成员能协调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该小组的
工作应该是全天候的，甚至针对特定的客户，在一定时间
内要常驻在客户飞机运营主基地。
2.2 商务条件确定

２．２．２．３ 寿命件商保
１）发动机供应商担保其零部件寿命符合 ＦＡＡ 强制要
求寿命限制。
２）发动机供应商将按比例对零部件提供信用补偿，

２．２．１ 通用条款协议

其比例按全新时的 １００％ 至 ２５０００ 飞行小时时为 ０％ 逐

客户在选用动力装置系统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发

次递减。信用补偿只有在该零部件达不到美国政府强制的

动 机 作 为 ＢＦＥ（Ｂｕｙｅｒ 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另 一 种

２５０００ 飞行小时的最终使用寿命且永久移除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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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付物

常发生在飞机投入运营之后 ３ 年左右，因此 ＥＩＳ 阶段动力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在飞机 ＥＩＳ 前后需向客户提交一

装置系统供应商不考虑新建大修能力。不管是动力装置供

系列的交付物，概括起来包括：保障各类技术人员使用、

应商自身的修理机构还是第三方 ＭＲＯ，都必须得到适航

操作和维护动力装置所需的技术出版物、保障首批飞机运

当局的修理资质认证（如 ＦＡＲ１４５／ＣＣＡＲ１４５）。

营签派可靠度的航材与工具、保障各类技术人员使用、操
作和维护动力装置系统所需的培训课程。

局方 CCAR-121 部运行
（补充运行）合格证 Q&A

２．４．２ 航材库房
即使客户根据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的推荐购买了首批

２．３．１ 技术出版物交付

航材，为确保客户的机队签派可靠度达到合同条款承诺的

针对 ２．３ 中提到的动力装置相关的出版物，ＧＥ 公司

水平，供应商还需建立一定的合理库存，以提供临时的紧

通过其客户服务网络平台（简称 ＣＷＣ，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Ｗｅｂ

急服务：如 ＡＯＧ（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服务。库存内容

Ｃｅｎｔｅｒ）提供，客户登录 ＣＷＣ 后可以查阅或下载最新的

通常以 ＬＲＵ 件为主，依据市场情况，备发可作为库存选项。

局方对航材管理方面的部分要求

技术出版物，需要指出的是，客户的查阅和下载权限与发

与修理站的建设一样，动力装置供应商可自行建立航材库

区分航材是否合格，比较简单的一条依据就是航材是

动机型号是一一对应的。

房，也可租用第三方分销商库房。总之，库房的库存条件

局方在人员培训方面的部分要求

否得到局方认可的挂签，航材挂签也是大多数人比较耳熟

必须满足发动机和部附件存储的条件，便于管理和运输。

局方对于航空公司在人员培训方面的要求主要是：

能详的关于航材管理的要求。但是合格的航材不单单指航

１、航空公司的训练大纲需经局方批准，并保持其现

材得到局方认可的挂签，同时局方也要求航空公司应该建

２．３．２ 培训课程交付
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在系统研制过程中，同步开展培

２．４．３ 培训设施

文／张灏

训教材的开发、培训讲师的培养和培训器材的研制，通常

为了满足发动机培训的需要，尤其是发动机部附件的

在飞机交付前半年到 ３ 个月之间向客户提供培训，确保培

拆卸与安装，动力装置供应商需建立相应的培训设施，并

训的有效性和实时性。典型的发动机培训项目研发和交付

且培训讲师及其管理系统要取得适航当局的资质证明（如

训练主要分为：驾驶员、客舱乘务员、维修人员、航务人员。

里程碑计划如下图所示：

ＦＡＲ Ｐａｒｔ １４７）。

驾驶员应接受初始、转机型和升级训练；同时，对于向驾

Ｆｉｇｕｒｅ 某发动机培训课程研发和交付里程碑计划
２．３．３ 初始航材交付

行有效
２、相关人员能够接受到充分的训练，而对于人员的

２．４．４ 运营中心

驶员提供训练的机构，必须是取得 ＣＣＡＲ－１４２ 部相关机

动 力 装 置 系 统 供 应 商 的 运 营 中 心（ 简 称 ＡＯＣ，

型的飞行训练中心。客舱乘务员应接受初始和转机型训练。

立相应的航材管理制度，包括对航材供应商的评估、航材
入库检验、航材供应商清单。

１、对于航空公司提到的如何解决 １２１、１４２、
１４５、１４７ 取证时间周期过长，而无法保证其尽快将
飞机投入运营的问题。
局方的回复是：在前期与航空公司、主制造商相关人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的职责是为客户提供最及时

乘务人员的合格检查，由航空公司自己执行。维修人员应

员的沟通协调中，局方承诺，可以适时的提前介入开展对

的服务，客户可以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ｍａｉｌ 和电话直接与供

接受相应机型或部件项目的维修培训。必须取得 ＣＣＡＲ－

１２１、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７ 取证的相关工作，进而帮助航空公司、

应商的技术人员进行沟通，获得最直接的技术支援。

６６ 部维修执照相关机型或部件的签署。向维修人员提供训

主制造商尽可能地缩短整个取证周期。

练的机构，必须是取得 ＣＣＡＲ－１４７ 部相关机型或部件的

２、对于供应商方面提出的国外供应商航材制造
符合性检查挂签的问题

ＧＥ 公司在美国辛辛那提和中国上海各组建了一个

动力装置系统初始航材的交付包含备发、备件和工具

运 营 中 心， 其 中 位 于 上 海 的 ＣＨＯＣ（Ｃｈｉｎ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设备。飞机交付之前，动力装置系统供应商和客户召开初

Ｃｅｎｔｅｒ）能提供 ２４＊７ 中文服务，其相关职能还包括：航

始航材供应会，就动力装置供应商向客户提交的推荐航材

线维护支持、车间修理支持、ＡＯＧ 技术支援、ＡＯＧ 备件

局方对维修能力方面的部分要求

检查挂签方式分为两类：委托 ＦＡＡ 和不委托 ＦＡＡ。（对

清单（简称 ＲＳＰＬ，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Ｓｐａｒｅ Ｐａｒｔｓ Ｌｉｓｔ）进

服务、租赁件服务、机队数据管理、现场诊断、签派服务。

局方对于航空承运人维修能力的要求，在 ＡＣ－１２１－

于欧洲的供应商，由于暂时没有双边协议，故参照不委托

行协商，最后确定采购清单。以 ＧＥ 公司为例，其初始航
材供应的工作流程如下：

５２ 航空器投入运行的申请和批准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简

行必要的培训，以获取新机型 ／ 发动机相关的技术信息，

而言之包括：运行设备、特殊适航要求、维修方案、可靠

并建立数据库框架。在主制造商的要求下，动力装置系统

性方案、飞行记录本、维修能力、维修工程管理手册、人

供应商的 ＡＯＣ 需与主制造商的类似机构建立数据共享和

员培训等方面的要求。下面择其部分进行简要的说明

2.5 主制造商提供的输入条件
作为供应商进行 ＥＩＳ 准备的必要输入条件，主制造商

2.4 客户服务设施

需要向供应商提供：客户信息、首批飞机交付计划、机队

作为保障飞机正常运营所需的客户服务设施，发动机

交付计划、客户机队运营信息。

修理站、动力装置航材库、培训中心和运营中心均需在
ＥＩＳ 计划中进行明确，在 ＥＩＳ 前大部分设施要达到可用状

结束语

态或投入使用。
２．４．１ 修理站

局方的回复是：目前对于国外供应商航材制造符合性

新机型 ／ 发动机交付运营前，ＡＯＣ 的技术人员需进

交换平台，以便更畅通无阻地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Ｆｉｇｕｒｅ 初始航材供应工作流程

维修培训机构。

ＦＡＡ 的方式）。
委托 ＦＡＡ 挂签航材的范围，根据中美适航双边协议的
内容而定。
对于这部分航材局方认可 ＦＡＡ 的挂签。不委托 ＦＡＡ

１、对维修系统的要求

挂签的航材，局方将采用两种形式检查：文件检查和现场

１） 航空运输承运人应当建立一个维修系统来保证其

检查。对于可以依据相关文件进行制造符合性检查的航材，

飞机持续符合型号设计要求。
２） 维修系统应当具备必要的机构、设施、工具设备、

局方将在制造商处以文件形式进行制造符合性检查。对于
必须进行现场制造符合性检查的航材，局方将派人在供应

器材、人员和工作程序，并制定可实际操作的维修工程管

商处进行现场制造符合性检查。

理手册（ＡＣ－１２１－５１）、飞机维修方案 （ＡＣ－１２１－５３） 和

３、 同时对于供应商和主制造商提到的关于供应
商只能提供 ＣＯＣ 的情况。

可靠性方案 （ＡＣ－１２１－５４） 等。

２、维修单位的要求

局方的回复是：ＣＯＣ 不作为文件制造符合性检查的证

民用飞机的动力装置 ＥＩＳ 准备过程和飞机本体、飞机

１） 飞机及其部件的维修工作应当由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

据，局方不认可 ＣＯＣ 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主要原因在于

动力装置系统按照维修的等级分为部附件的修理和大

上其它系统有着很大的差异，只有充分认识到此种差异，

批准的维修单位承担，并且该单位的 １４５ 部合格证有相关

ＣＯＣ 缺少能够确定航材适航性状况、来源和渠道、颁发

修两类。供应商可以自行建立相应的部附件修理能力，或

针对动力装置供应商客户服务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管

机型及其部件的签署。

适航批准的当局的必要信息以及缺少能够全面有效的可追

授 权 有 资 质 的 第 三 方 ＭＲＯ（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控，才能确保动力装置供应商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位，客户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提供修理服务。由于发动机的首次进场大修通

顺利将飞机投入到航线运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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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维修单位可以由航空运输承运人自己建立，也可
以通过协议委托其他的维修单位。

溯的唯一的文件跟踪编号，所以局方暂时不会对仅能提供
ＣＯＣ 的航材进行挂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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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把握民机产业发展特色
文 ／ 汤小平

校对 ／ 朱子彦
客户首次运行支持等三项内涵的综合

如何识别、理解、把握民用飞机制造产业发展的特

睿智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努力把崇高的政治志向转

性工程，有意识地把销售和交付的节

殊点，一直是从事和关心民机产业发展人士共同关心的

化为平实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坚持用新文化的价值观来

点推后到该用户接受的首架飞机正式

课题。本文将以《“市场观、客户观”为指导理念，建

化解困难和压力，始终把适合民用航空产业发展需要的

进入商业运营之日。这种交付定义带

设市场研究和营销体系、改善产品研制制造体系、创建

文化建设作为企业自身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来许多工作内容、程序和习惯的变化，

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体系作为民机产业发展核心业务》的
思路为主线，结合最近几年的参与和跟踪民机项目的经

对企业是不小的挑战。

二．不断完善市场研究和营销体系

历，细化表述对“民机产业特色能力”建设的一点浅见，
以供进一步切磋讨论。

三 ． 改进产品研制、制造体系任
重道远

根本改变。究其根源，首先对民用航空营销对象是“人”（用

造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多并取得初步效果，现在需要

户 ） 而不仅仅是“物”（产品）的道理的理解不深；第

注意和探讨的是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走向。

二是服务营销体系队伍和能力较弱，基础工作不够牢靠，

民用航空产品与军事装备的研制体系有何明显的不

深化对细分客户使用需求的研究

尤其缺乏个性化营销功力；第三是销售和服务分属两家，

同？我以为，全局来看，所有航空产品研制的基本规律

当前涉及民用航空产品制造的企业，大都建立了市

尚需下功夫解决协调一致开拓市场的机制。但要认识到，

和管理要素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由于产品面对市场客户

中国航空制造业的诞生始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六十

场预测、销售工程和市场竞争分析等研究的基础，不足

服务营销的薄弱会导致对持续和增值服务营销的动力不

不同，以及研制环境和激励机制的变化，会导致在研制

多年的历史是由“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进而又

之处在于多是以十年或二十年为期的宏观预测和展望，

足，而这些服务是民用航空制造企业竞争力的闪光点，

体系构造和管理方面的一些差异。

向“并驾齐驱”目标迈步的追赶国际水平的成长史，是

而对产品细分市场和客户使用需求的理解和分析不足。

且没有持续和增值服务的营销，服务盈利几乎无望。服

调整“两总”体系构架和机制

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奋斗史，

当前谈产品根据，通常引用的是宏观市场研究的数字，

务营销需要有对用户深刻的了解，需要服务产品更新，

目前民用航空产品研制体系基本是搬用军用航空产

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总体来看，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产

而谈产品自身特色，依然脱离不了“感觉”或“领导一

也需要灵活和出奇的销售策略。目前，“服务营销”是

品“两总”体系。然而，由于研制环境和机制的不同，
“两总”

业发展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又使人惶然难解。业界逐

句话”，没有摆脱市场研究与产品研制“两张皮”的老路。

国内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软肋。

的角色至少面临以下差异： 首先，军事装备研制中制造

渐形成共识：从军事装备制造体系转向民用航空制造体

对细分市场和客户的研究既包括适航在内的各类法规的

合理设置销售交付“节点”

业的“两总”体系只是“执行任务”部分的体系，它是

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型号的转变，而是需要经历一个

内容，也有用户操作使用的实际需要；既涉及对产品技

以民用飞机为例，传统的贸易交割是以产品产权转

对制造体制外的项目责任人的产品定制任务负责的体系，

包括文化、体系和机制变更的内涵丰富的转型过程，其

术性能的要求，也有产品运作组织建设的需要；既凸显

移完毕为节点，此后制造商工作转入正常服务。但随着

没有项目最终决策权。但民用航空产品制造商却无法摆

中文化的变化首当其冲。当年新支线项目带出的民机发

有个性化用户的要求，也包含用户共性化的需要，内容

产品复杂程度和价值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激励，国

脱产品市场定位的责任，研制是对自己设定的市场目标

展“市场观、客户观”的立论曾让人耳目一新并得到一

会很繁杂。而制造商要能够把不同市场和客户使用的需

外知名企业早就把交付的产品进入使用作为销售的节

的责任。为此，制造商首先要明确项目决策责任制和“两

定程度的呼应，原因就在于从基本理念切入，触发了民

求加以识别，并努力将之化为产品和服务的定义，从而

点，尤其是对首次使用产品的用户，由于还需要经历运

总”的关系，其中项目责任者应该是项目开发的“司令官”，

机产业发展文化的探讨。传统的尤其是偏爱行政机制和

既保障产品对不同使用环境的适应性，也构造产品针对

营产品的资格和产品对运行环境适应性的审查，制造商

工作权限必然要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技术决策，而不能只

手段的观念和习惯，往往是民用航空产品开发需要跨过

细分市场的突出卖点。

的大力支持是他们必然索要的保障条件。必须提醒，我

是行政资源保障的“总指挥”角色；第二，军用飞机的“两

一．中国航空制造业民机产业发展
应注重理念和文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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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作用发挥不够，“只见产品不见服务”的倾向没有
产品营销和市场研究的基本理念早有共识，航空制

的第一道坎。所以，当军工色彩企业向商品制造转进时，

更加关注服务营销能力建设

们不能支持那种不顾用户使用条件、只为争抢市场的销

总”是对“定制产品”的责任，技术性决策是主线，因

首先要有强烈的“文化自觉”，要能自觉、踏实地从学

民用航空产品的销售是“产品＋服务”，是向客户

售，也不认可只图订单数量，忽略用户使用环境和改善

此总设计师体系格外突出。而民用飞机研制是对“定制

习和理解市场和用户的基本知识做起，把尊重、理解市

提供一个满足运营需求的、为用户带来增值效益的系统

保障能力的销售。说到底，我们不能让制造商短期效益

市场”的追求，多种要素间平衡的“市场”性决策是主线，

场和用户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诚心学习和认同

方案和相应软硬件实物，而不仅是单一产品的销售。这

成为产品销售的唯一动力，而始终要把客户运行能力的

必然导致体制内对工程技术问题的约束更频繁、更直接，

自身工作价值与市场、用户的成功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准

是 “以人为本”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制造企业社会责

建设，或者说是客户获得增值效益的基础建设，作为产

这将使得民机研制体系的工作职责、程序和习惯与军机

则。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为保障

任和竞争实力的体现。过去几年间，国内民机营销进步

品市场开拓和销售的重要工作，因为那更是制造商长期

“两总”体系要有所区别；第三，目前军事装备的“两

民用航空产业健康发展，就需要坚韧地推进文化的更新，

神速、成绩斐然，但也共同凸显服务的营销显得薄弱的

利益所在。为此，对用户，特别是新用户，应该把销售

总”体系主要在产品研制阶段活动，而民机项目责任制

清醒地抵挡短期利益的引诱，坦诚应对和克服浮躁心态，

弱点，尤其是针对“新、边、穷”用户，服务保障甚至

和交付的内涵定义为包括飞机交付 ＋ 服务产品交付 ＋

覆盖全寿命周期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因此从项目开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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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运行、客户服务、市场竞争和经济成本等要素在体

环境作为验证设计结果的要素，而不能止步于对标准条

的“维修工程”两大类专业。由于制造商现存的技术和

制内的决策权重就应该有别军事装备项目，这究竟会如

件的满足，这特别需要使用经验的积累。忽视使用实践，

管理体系中没有这种开发能力的位置，今后其行政从属

何影响项目管理体系的运作还有待观察，但经验一再证

特别是故障现象的收集和总结一直是我们的一大遗憾。

可以商榷，但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产品开发工程技术体

明，当需要技术和其他要素间平衡决策时，项目责任者

强化供应商管理能力

最要提防短期利益心理，自省早期技术更改总体上代价

供应商管理是开放体系的生存关键。供应商管理的

小得多的道理。

系的一部分，并要与工程技术体系各部分无缝隙的相通。
以数字化服务为目标提高基本服务水平

基本目标是保障供应商与我们始终同步。民用航空产品

培训、飞行支援、技术出版物、备件及修理、工程

工程技术体系开放性提出新课题

开放性体系协同主要甚至完全建立在商业契约的基础

技术支援是目前通行的民用航空服务的基本项目，基本

出于市场、成本、风险等因素考虑，多个合作伙伴

上，很少能借助于到行政干预。因此主制造商全身心的

服务要大力推广数字化技术应用，开发新的数字化工具

共同开发已经成为民用航空产品研制常态，因此民用航

关注是产品全寿命周期有效管理供应商的基本保障。供

和系统，增添新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水平。而产品大修

空产品开发的技术、生产体系都更加开放，而工程技术

应商管理的成功，首先要求主制造商在主观意识上，要

则是已经充分商业化的项目，制造商必须从一开始就注

体系又必须满足适航规定的对产品全寿命周期内产品技

把供应商视同为自己体系的一部分，坦诚相待，争取把

意以商业化运作来规划长期发展，注重技术支持和商务

术问题有效管控的基本要求，为此，工程技术体系的建

不在同一行政管理体系下的供应商研制体系，“虚拟”

模式的结合。

设要实施“大工程体系”概念。一方面，着眼于产品全

到一个整体环境下来管理，做到项目研制“无缝隙”的

建设“服务运行中心”（SOC），完善全方位服务体系

寿命期的技术应用和保障，涵盖制造和服务技术领域；

对接；第二，供应商管理是全体系的而不仅是一个部门

服务体系首要的是要有实体化的服务部门，它要具

另一方面，为保障产品完整性、符合性，应该涵盖供应

的对接，每个职能或技术部门都需要与供应商相应部门

有基本服务项目和手段能力。同时，主制造商要牵头建

商的相关技术体系。要积极开展对体系基础构架的探讨，

的对接；第三，是供应商管理是项目管理的一部分，供

设包括供应商在内的以“外场信息网、备件和修理网、

究竟是延续传统封闭式的专业科室的垂直组合的构架，

应商管理部门的职责是督促供应商的工作，要把大部分

取代过去的“图样管理”，特别是要以“公共资源”和

技术支持网、培训支持网”为标志的服务体系，保障应

还是以供应商（或制造分工）为参考，以系统、分系统、

时间花在到供应商现场去，不能过多地承担自身体系内

“公共服务”的意识，完善和加强数据管理、构型管理，

对外场、特别是应急事件的快速、有效的需求。客户服

零部件为单位的综合团队构架为好？值得认真研究。主

的协调；第四是因为供应商不能使用主制造商的信息平

保障产品定义数据的准确、完整和及时地传递；第二，

务部门应当承担这个网络的牵头和信息前台职责，制

制造商面对这种开放性，要增强对供应商产品和系统的

台，需要建立专用的工具平台，实现供应商信息的集中

源数据利于应用组合的特性为创建新的数字化工具以提

造 商 则 要 建 设 有 权 威 性 的“ 服 务 运 行 中 心”（ＳＯＣ—

功能和分配基线的定义和控制能力，牢牢把握从顶层引

管理，保障信息最大的共享。最后，要接受一个事实，

高或改善业务和管理水平带来机会，这又正是技术创新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作为服务网络的管控中心，

领、掌控全局的能力。

那就是如果我们自身在技术、管理上的定义不完整甚至

的重要途径和领域。制造商应该更深刻理解数字化技术

调动内部和社会力量，实施快速有效的外场使用和维护

扩充民用航空产品研制特需的专业和知识

概念不清，或者决策的犹豫不决，或者识别问题的能力

的内涵，围绕数字化工程做大增强实力的文章。

需求的保障。ＳＯＣ 是全方位服务网建设的关键，需要制

民用航空产品开发需要增加一些军事装备开发不需

不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供应商管理工作。

造商的高度重视。

要的专业和知识，主要是与旅客生活和社会环境相关专

加快专业的民机试飞能力建设

业和知识，诸如内饰、水及废水、娱乐资讯、环控（包

试飞对任何航空产品的研发都是关键环节，专业民

括氧气、空气卫生等）、内外噪音、成本控制等专业；

机试飞能力建设更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民机试飞能力

此外，技术应用的人文化因素增加，使得许多传统专业

的建设和管理要完全遵循民用航空产品发展的基本规

也面临新的课题，比如所谓“情景灯光”、“清洁客舱”

律、规则甚至习惯，首要任务是对民用航空产品开发体

等，对灯光、环控专业提出了新课题。如果再考虑到我

系的支持，是民用航空产品大工程技术体系重要一环；

从传统的军事装备制造商转向民用航空产品制造商，服

本价格、产权保护和工作有效性等市场要素的影响，努

们传统上薄弱的维修和运行支援学科知识，民用航空产

第二，除了科研、生产（交付）试飞外，服务需要的大

务能力的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性工程。

力避免这些要素波动对产品市场开拓的影响。

品研制技术体系需要许多专业和知识的增添和变革。作

量的培训和带飞工作是民机试飞单位繁重的任务；第三，

服务需要相应的研究开发能力的建设

服务持续改进能力

为主制造商，面对技术领域的扩张，应该毫不犹豫地建

由于适航规定及飞机产品本身的特性，鉴定试飞任务的

需要强调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产品的合理、有效

相对于产品的持续改进，服务的持续改进更经常、

立这些新的专业和知识的技术单元，在技术体系中不留

安排有别于军事装备的试飞，需要精心的研究和开拓；

的使用和维护都是需要专门化的“设计”，它不可能由

更紧迫。除了适航的经常性的变化外，不同用户对服务

专业技术盲点，但不一定都需要硬件或体系的扩充，这

第四，适航鉴定试飞对飞行技能、故障再现和一些特殊

产品的定义设计自然生出，也不会是盲目实践、摸索的

拓展要求有差异，处于不同年龄段的飞机需要的服务也

应该成为技术体系建设基本原则。

策划、建设和把握全球客户服务网络建设
全球的销售必须有全球的服务网络的支持，应该从

四．创建与国际接轨的客户服务
体系

销售策略、目标和实施方案出发，合理地规划不同级别、

服务是民用航空产品制造商业务和职责的重要部分，

的资源在内的服务网络，主制造商则始终要把握住对成

不同任务的，包括供应商、零售商、独立第三方和客户

设备的研究建设有独特的要求，尚需从头做起。目前，

简单总结。产品的使用维护除了要对工程设计的理解和

有差异，这需要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民用

完善适航符合性验证能力的建设

专业的民机试飞体系尚属民用航空产业链的缺项，它的

把握，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对相关工作内容、方法、程序

航空产品制造商需要有对持续服务改进资源保障的意识

适航验证是民用航空产品研制的最明显、最突出的

建设步伐必须加快。

以及工具等进行科学的研究开发。这种研究开发是设计

和能力。

特色，民用航空制造商必须要具备适航规则符合性的验
证能力。除了一般意义下的能力建设外，还要注意，第一，

激活数字化工程的内能

工程和使用技能间的桥梁，有自己的科学理论和准则，

数字化工程不是简单的三维设计或制造的问题，更

它基于工程设计数据，再创造出包括培训、维修、备件、

本文是根据这么多年参与和跟踪国内航空企业民用

已有的实践表明，适航的制约大多是技术标准、验证方

重要的是一种产品设计理念的变化。数字化工程用数字

技术出版物等在内的服务产品，帮助用户实现产品定义

飞机开发的实践和思考而编写的，本意在论述民用航空

法（手段）和工作流程“三位”一体的制约，因此不能

化的单元（各样 ＤＭ）、数据包（各种 ＢＯＭ）、数字

预定的安全、持续、经济使用的目标。我国航空制造业

产品研制体系中不同于军事航空装备研制体系的特点，

忽视符合性验证流程和手段与适航当局的交流和共识；

化样机（工程样机和装配样机以及可能的服务工程样机）

在这部分的知识和能力普遍欠缺，民用航空制造业服务

或者说是想标识出那些“民机元素”，以益于今后民机

第二，适航的规定大多都是特定使用环境下的符合性要

取代了传统的图纸设计方法来实现产品的定义和数据的

能力的建设首要就是填补“服务开发”能力，这至少包

产业发展借鉴。但能力所限，不仅观点和内容会挂一漏万，

求，所以工程设计要有“情境设计”能力，把某些使用

传递，而这导致，第一，需要用新的管理理念和要素来

括以操作为主要目标的“运行工程”，和以维修为目标

甚至会是谬误百出，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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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配载平衡分析（ＣＣＡＲ１２１／ ＡＣ－１２１－６８ ）；
９）ＲＶＳＭ 运行批准 （ＡＣ－９１－７ ）；
１０）ＰＢＮ 运行批准 （ＡＣ９１－ＦＳ－２０１０－０１Ｒ１）；
１１） 电 子 飞 行 包 运 行 批 准 （ＣＡＡＣ ＡＰ－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０－０４／
ＡＣ－１２１－０１３ ）；

面向航空公司的
飞行运行支援

文 ／ 黄增强 廉 浩

飞行运行支援服务主要面向航空公司、飞机租赁公司、
局方、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协助客户完成 ＥＩＳ 工作，直
接面向和接口航空公司的运行控制体系，为飞行员、签派
员、性能工程师、地面配载人员及航空公司运行管理人员
提供运行产品、性能分析、运行技术指导、咨询和定制化
的技术支持服务，始终以客户的的需求为立足点，为最终
协助客户始终保持安全、可靠、高效、经济的运行水平提
供产品、服务及技术保障。

批准指南；
ＡＣ－９１－０２ 特殊航空器和机组 （ＳＡＡＡＲ） 实施所需导航性能
（ＲＮＰ） 程序的适航与运行批准准则；
ＡＣ－９１－０５ 要求授权的特殊航空器和机组 （ＳＡＡＡＲ） 实施公
共所需导航性能 （ＲＮＰ） 程序的适航和运行批准准则；
ＡＣ－９１－０８ ＲＮＡＶ５ 运行批准指南；
ＡＣ－９１－０９ 在航路和终端区实施ＲＮＡＶ１ 和ＲＮＡＶ２ 的运行指南；
ＡＣ－９１－ＦＳ－２００９－１２ 在海洋和偏远地区空域实施 ＲＮＰ４ 的
运行指南；
ＣＡＡＣ ＡＰ－２１－０５Ｒ１《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适航证件的颁
发和管理程序》。

飞行运行支援工作
飞机制造厂家在面向航空公司开展飞行运行支援时，
其主要依据来源于三个方面，即规章要求，客户需求和市
场需求。

我们将通过某航空公司决定引进飞机开通成都到大理

１）针对具体航班运行，使用运行前准备好的各类数据；

措施），同时在 ＥＣＡＭ 上出现 ＦＬＡＰＳ ＬＯＣＫＥＤ 警告信息。

２）签派放行问题咨询；

飞行员按照 ＦＣＯＭ 手册上的程序进行处理（相关程序也

3、航线结束后：

显示在 ＥＣＡＭ 上），此时飞机滚转角达到 ３０ 度，飞机出

１）采集飞机 ＱＡＲ 数据进行飞行品质监控 （ＡＣ－１２１－１３５－
ＦＳ－２０１２－４５）；
２）飞机燃油监控（发动机性能衰减趋势分析）；
３）燃油计划监控等。

飞行运行支援 ＥＩＳ 工作
飞行运行支援 ＥＩＳ 对航空公司飞机引进工作至关重要，
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航空公司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工作的顺利
开展（新成立航空公司需要做运行合格审定工作，当需要
同时还会对飞机交付后的持续航线运行工作产生影响，所
以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 ＥＩＳ 工作才能为飞机
交付以及投入航线运行奠定基础。

飞行运行支援其他工作

大理机场属于一般高原机场（１５００ 米到 ２４８３ 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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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该航线位于云贵高原，航路最低安全高度较高，

在飞机整个全寿命周期内，厂家从提升客户运行安全
水平以及人员技能角度，需要提供飞行运行支援服务：
人员技能提升：提供飞机运行技术指导（包括飞机性
能、装载平衡、各类应用软件、新航行技术运行等 ）。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航路运行也比较困难。运行这样的机

运行水平提升：通过大量的运行数据分析以及对运行

场和航线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和运行预案，才能确保飞

技术的研究，提供安全经济运行建议和解决方案，通过技

机安全运行。

术报告、手册、内部技术刊物、飞行运行与安全会议的形
式提供给客户（包括经济性分析、节油分析、污染跑道运行、

1、航线运行前：
１）飞行人员在完成理论和本场训练后需要建立航线初始运
行经历（航线带飞）；
２）新开航线论证 （ＡＣ１２１－ＦＳ－００６）；
３）起飞性能分析（ＣＣＡＲ１２１）；
４）着陆性能分析（ＣＣＡＲ１２１）；
５）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设计（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００－２）；
６）航线飘降和释压供氧程序设计（ＣＣＡＲ１２１）；
７）计算机飞行计划（ＣＣＡＲ１２１）；

但威胁到了运行安全。
事后该航空公司向厂家进行咨询：为什么按照相关
的手册程序进行了处理，仍然会发生不稳定的飞行操控？
再次遇到此情况应该怎么办？
从厂家角度需要完成以下工作：１）收集相关信息
（包括当天航班飞行数据、飞机状况、天气情况、飞行
员对当时操作及仪表显示情况的描述，陆空对话等）；
２）飞行数据译码分析（飞行数据译码分析人员）；３）
研究手册相关程序设计原理和评估飞行操作程序是否需

以及操作工程通告（ＯＥＢ）。

和苍山又造成风向和风速的不稳定变化，飞机五边飞行基

ＡＣ－１２１－２１ 航空承运人高原机场运行管理规定；
ＡＣ－１２１－２００９－１７Ｒ１ 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标准；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００－２ 关于制定起飞一发失效应急程序的通知；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０９－３３ 航空承运人湿跑道和污染跑道运行管
理规定；
ＡＣ－１２１－１３５－ＦＳ－２０１２－４５ 航 空 运 输 承 运 人 飞 行 品 质 监 控
（ＦＯＱＡ） 实施与管理；
ＡＣ－１２１－６８ 航空器空重和重心控制；
ＡＣ－１２１－０１３ 在 终 端 区 实 施 区 域 导 航 的 适 航 和 运 行 批 准
ＣＡＡＣ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０９－３１《电子飞行包（ＥＦＢ）的适航和运行
批准指南》；
ＣＡＡＣ ＡＰ－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０－０４
《电子飞行包的运行批准管理程序》
；
ＡＣ－２１－１３ 在 ＲＶＳＭ 空域实施 ３００ 米（１０００ 英尺）垂直间
隔标准运行的航空器适航批准；
ＡＣ－９１－７ 缩小垂直间隔（ＲＶＳＭ）空域的运行要求；
ＡＣ９１－ＦＳ－２０１０－０１Ｒ１ 在终端区和进近中实施 ＲＮＰ 的运行

但此时飞机燃油不足，飞行员决定降落。所幸未发生事故，

发布所有运营人通告（ＡＯＴ）和飞行操作通告（ＦＯＴ）

对进离场程序控制较高。机场处于大风区域，临近的洱海

殊机场（机场净空条件差、导航设施落后、飞行程序复杂

行员再次决定复飞，第三次近进仍然出现前两次的问题，

出解决方案，增加检查程序，向使用同类机型所有客户

北接丽江市。属于本场地形复杂之高原机场，地速较大，

效应急程序的 ４３ 个机场之一，也是我国民航局限定的特

次发生（此时飞机襟翼仍然锁止在完全放下位置），飞

试验（型号技术飞行员）；６）最后查出问题原因，给

楚雄州，南靠普洱市、临沧市，西与保山市、怒江州相连，

ＣＣＡＲ－１２１－Ｒ４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ＡＣ－１２１ＦＳ－００６ 飞机航线运营应进行的飞机性能分析；

定复飞。当再次近进到 １２００ 英尺时，明显的侧向震荡再

试验（型号技术飞行员）；５）某些项目需要真机飞行

大理机场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海拔 ２０９０ 米，东邻

间），是中国民航局分三批下发通知要求制作起飞一发失

现明显的侧向震荡，无法建立稳定的近进，此时飞行员决

要修改（手册编制或程序制定人员）；４）模拟机飞行

完成的工作。

ＣＣＡＲ１２１ 及相关咨询通告：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某航空公司 Ａ３２０ 飞机在香港启德国
际机场 １３ 号跑道着陆。当飞机进近到 ８００ 英尺高度，飞
机在襟翼处于完全放下位置时，发生襟翼锁止（设计保护

航线，介绍从飞行运行支援的角度厂家需要协助航空公司

本是沿着山坡在飞，对飞行存在一定影响。

作。

2、航线运行中：

引进新机型运行时就需要完成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工作），

飞行运行支援服务的依据

确保客户安全运行。下面通过一个典型案例介绍此类工

高原机场运行等 ）。

飞行运行支援与飞行安全

ＡＦＭ、ＦＣＯＭ 手册的修改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不可
能通过手册修订及时向客户进行反馈，这样既影响安全又
影响运行效率。所以需要采用临时性文件通知客户问题原
因、应采取的措施或修改的操作程序以及后续工作计划。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早期空客飞机设计上的一个缺
陷，当飞机左右襟翼收放不对称时，飞机有襟翼锁止功
能（保护措施），当襟翼在 ３ 和 ４ 之间出现不对称时，
襟翼锁止在 ３ 的位置，按照操作程序飞行员要将襟翼放
置的 ３ 的位置，缝翼同时处于相匹配的位置，这样操作
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设计缺陷，导致由于在着陆时阵
风影响襟翼被锁止在 ４ 的位置，此时飞行员按操作程序，
将襟翼手柄放置在 ３ 的位置，而实际襟翼在 ４ 的位置，
而缝翼是按照襟翼 ３ 放出的，导致缝翼位置与襟翼位置
不匹配，出现不稳定的操作。

在航空公司实际运行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我们预见不

在时隔 ３ 个月之后，１９９４ 年 ６ 月，某印度航空公司

了，但一定会发生的与飞行操作直接有关的问题，当问题

Ａ３２０ 飞机在降落进近过程中，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飞行

发生后，需要厂家的飞行运行支援人员去查找问题原因，

员按照空客公司发布的 ＯＥＢ 程序，进行操作处理，飞机

修改操作程序或给出运行建议，避免同类事情再次发生，

最终平稳安全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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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航展落幕 新机拼抢市场

我国首部民航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解读（二）
新浪航空讯 巴黎航展是全球最大的航展，迄今为止已成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工信部印发了我国首部《民用航空工业
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国

航工业在天津合资建立空客 Ａ３２０ 总装基地，意大利阿古斯

举办了 50 届，本届巴黎航展从 6 月 17 日持续至 23 日，新机型、

A350-900 为同级。787-10 推出后获得了来自欧洲、亚洲、北美

特与昌河航空在南昌合资建立的直升机生产基地等。

新技术、新表演让人眼花缭乱，订单争夺、新机展示、各国竞演，

五家用户的 102 架飞机的承诺订单，这其中包括航空金融租赁公

精彩纷呈。

司 (30 架 )、GE 航空金融服务公司 (10 架 )、国际航空集团 / 英

产干线飞机国内新增市场占有率达到 ５％ 以上，支线飞机

国内民用航空配套及零部件业的布局与整机制造有极

和通用飞机国内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民用飞机产业年

大的相似性，这主要是由于民用航空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

营业收入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同时明确了我国民用航空工业

的整机拉动特点导致。目前，国内民用航空配套及零部件

的发展重点、布局导向，为实现我国民用航空工业跨越式

制造主要可分为机身部件、动力系统、航电设备及其他零

发展指明了方向。

部件配套。随着国内航空装备制造业生产制造水平的提升，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列中尺寸最大的一款机型，在座位数量上与空客 A330-300 以及

国航空 (12 架，待股东批准 )、新加坡航空 (30 架 ) 和美国航空

订单之争：巴黎航展似航空业最大集市

波 音 787-10 的 推 出， 模 糊 了 787 与 777 之 间 的 分 级， 也
说到订单之争，不得不提民机市场上的一对老冤家：波音

许多国内大企业都进入了国家航空装备转包生产供应链，

与空客。空客凭借巴黎的本土优势以及在航展前及时推出新一代

从无到有建立起完整体系，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民

为国际航空巨头转包生产飞机零部件，如昌河航空为阿古

客机 A350，在本届巴黎航展订单争霸中略胜一筹。空客在本届

用航空器领域与国外的差距尤为突出。随着国家将民航工

斯特 ＣＡ１０９ 制造机身和尾梁，为波音 ７６７－３００ＢＣＦ 生产

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发布后有关部委还将出台

部分零部件，西飞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美国应用材料公

航空发动机重大科技专项，预计未来几年内国家将投入上

司、意大利阿莱尼亚、欧洲空客等 １０ 多家世界著名航空

千亿元来支持《规划》以及专项的实施。

制造商建立了转包生产合作关系。由于技术差距，在航电

民用舫空器主要分为干支线客机和通用航空飞行器。

设备和动力系统方面，国内企业仍集中于仪器仪表、传感

依据《规划》，在干支线客机领域，未来的发展主体已锁

器等零部件的制造，２０１１ 年，中航—通用电气民用航电

定为中国商飞和中航工业集团。《规划》指出“以上海、

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生产一体化航空电子系统，该项

陕西及天津为基地，依托现有骨干企业发展民用干支线飞

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中国航电系统制造水平。

(20 架 )。

航展上共收获 466 架飞机订单，总价值 687 亿美元，其中 241 架

全面捍卫了波音产品线的衔接，波音此举无疑是不希望给空客
A350-800、A350-900、A350-1000 飞机任何可乘之机。

中国商飞公司亮相巴黎航展

确认订单，价值 393 亿美元。而其在民机市场上的主要对手波音
则收获 382 架飞机订单，总价值 602 亿美元，其中 300 架确认订
单，价值 380 亿美元。

这是中国商飞公司第 2 次参加巴黎航展，公司展台位于巴
黎航展展馆 5 号馆 B 片区，面积约 250 平方米，展示了 C919 大
型客机模型和 ARJ21-700 飞机模型。在此次展示的飞机模型中，

空客 A350 新飞机下线后迅速亮相创造历史

公司全面展示了 C919 大型客机混合级布局，ARJ21-700 飞机混
合级、全经济级、行政机和公务机布局。

巴黎航展开展前 3 天，即 6 月 14 日，空客新一代客机 A350

机”，要按照“支线飞机—单通道干线飞机—双通道大型

当然，整机制造在航空工业格局中起着核心作用，可

干线飞机”的路线推进民用客机发展。无论是 Ｃ９１９ 大型

带动从研发到运营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集聚。近年来，随

首飞成功，随后空客宣布 A350 将在巴黎航展上公开飞行。这也

客机，还是 ＡＲＪ２１、新舟 ６０ 系列以及新舟 ７００ 型等支线

着国产大飞机项目的推动以及通用航空的发展，中航工业、

是巴黎航展有史以来最短时间内展示的最新客机。A350 从首飞

客机，开发过程都霜要投入上百亿的研发资金，研发周期

中国商飞等国有大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定的战略调

到 21 日首次公开亮相巴黎航展，中间间隔了仅 7 天，而 A350 从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17 日在巴黎航展上宣布推出全新改进的

长达 ７￣１０ 年，技术积累和经验要求高，承担的风险巨大，

整，上海、天津等地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落地，新建设的

下线到首飞也仅间隔了一个月。空客对 A350 的信心，也为这款

E 系列支线喷气飞机，新机型共获 100 架确认订单和 215 架购买

是国家要集中资源重点突破的领域，地方发展面临较高的

民用航空制造基地发展势头良好。珠海、重庆、北京、滨

飞机的销售起到了更大的刺激作用。A350 的订单从开幕前的 613

意向协议。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曾一度计划推出全新一代支线喷气

门槛和壁垒。

州等城市抓住通用航空发展的机遇，积极培育市场，有侧

架增加至 678 架。

飞机，但去年宣布放弃这一计划，转而选择为现有的 E 系列支线

我国航空工业的布局主要依托各地整机制造商生产基

重地招商引资、争取资源，当地通用航空产业正逐步成形。

地，最早一批航空产业基地如沈阳、西安、成都等形成于

与美国民用航空相比，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尚处孕育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防建设与三线建设时期。经过多年

民用机场和飞机数量均不足美国的百分之一，未来发展空

的发展，目前全国基本形成沿哈尔滨、沈阳、北京、西安、

间巨大。随着我国人均 ＧＤＰ 水平正逐步迈向 １ 万美元大

成都一线以及天津、上海、珠海等沿海一线的发展格局。

关，在空中作业和私人飞行等需求大幅增长等市场因素推

当前国内民用航空整机制造企业主要可分为三类，一

动下，国内民用航空工业的格局将进入到新一轮发展演变

类是中航工业集团、中国商飞两家中央企业，例如中国商

中，各地方抢抓机遇促发展正当其时。截至目前，国内有

飞承担了国产大飞机 Ｃ９１９、ＡＲＪ２１ 支线飞机等一系列重大

超过二十个省市（区）都公布了发展地方民用航空工业的

项目，中航工业集团则构建了从机载设备、发动机到各型

计划。对这块千亿级蛋糕，谁也不想落后一步，投资热暗

飞行器的研发生产体系；第二类是民营企业，如山东滨奥、

潮涌动。考虑到民用航空产业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对地方

青岛海利、珠海雁洲，受资金、技术和政策限制，多发展

政府而言，一定要根据地方市场特点，制定有效措施发挥

通用轻型飞机；第三类外商合资企业，多选择与中航工业

各方资源优势，打造有地方特色的民用航空产业，切忌一

集团旗下企业合作在国内建立生产基地，如空客公司与中

窝蜂，一头热、贪大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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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全新改进版支线飞机收获大订单

喷气飞机改装发动机。该公司计划在未来 8 年内投资 17 亿美元，

波音 787-10 欲反击 A350 争抢 787 与 777 市场

设计和改造改进版 E 系列支线喷气飞机，以提高燃油效率和经济
效益。

波音方面，则在本届航展推出了 787-10 飞机，这是 787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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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业复苏势头强劲

波音完成 ７３７ ＭＡＸ ８ 确认构型

步伐快于全球经济

波音讯
新浪航空

在第 ５０ 届巴黎航展上，全球主要飞机制造商收获的订单已经超过 １０００ 架，总价值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凸显出世界航空

７ 月 ２３ 日，波音已经完成了 ７３７ ＭＡＸ ８ 的确认构型。之后，

７３７ ＭＡＸ 项目将进入详细设计阶段。详细设计完成并发布后，将进入制造阶段。

业强劲的复苏势头和增长潜力。驱动航空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全球航空运输市场不断扩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今年年初发布的报告

７３７ ＭＡＸ ８ 预计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总装，２０１７ 年第三季度开始交付。７３７ ＭＡＸ 的

显示，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全球航空客运量每年将增长 ５．３％，预计到 ２０１６ 年将达 ３６ 亿人次。

燃油效率将比当前最高效的单通道飞机提高 １３％，而且每座油耗比未来竞争机

全球航空运输市场增长与世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经济学家预测，未来 ２０ 年，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３％，其中发达经济体年均增

型低 ８％。飞机构型包括针对 ７３７ ＭＡＸ 所优化的 ＬＥＡＰ－１Ｂ 发动机、重新设计的

长率为 ２％，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为 ４％。经济发展将使选择航空工具外出旅行的人数越来越多，从而刺激民用客机需求增长。

尾锥和能够降低油耗的“先进技术”翼梢小翼。其他变化包括驾驶舱显示器升级、
电动引气系统和电传扰流板飞行控制。迄今，７３７ ＭＡＸ 共获得了 １４９５ 架订单。

波音公司在北京上海设立 ７８７ 保障团队

中国商飞公司与庞巴迪签署第二阶段战略性合作正式协议
商飞讯

新闻晚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签署的《关于 Ｃ９１９ 与 Ｃ 系列飞机项目共同性的正式协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９ 月 ６ 日，海南航空启用第二架波音 ７８７ 型客机执飞京沪航

签署《第二阶段合作意向书》之后，庞巴迪与中国商飞公司（ＣＯＭＡＣ）宣布签署了一份包含 ４ 个合作项目的正式协议。该正式协议将作

班，至此，全球已有 １４ 家航空公司的 ８４ 架波音 ７８７ 投入商业运营。为提高波

为双方长期合作的第二阶段的一部分来实施，以 Ｃ９１９ 和 Ｃ 系列飞机的共同性为契机，实现双赢。 中国商飞公司与庞巴迪的第二阶段合

音 ７８７ 客机的签派可靠率，波音公司已在北京、上海等机场设立了专门的 ７８７

作旨在为提高 Ｃ９１９ 和 Ｃ 系列飞机项目，乃至中国商飞公司和庞巴迪整体业务的竞争力做出进一步贡献，并在使 Ｃ９１９ 和 Ｃ 系列航空公司

保障团队，并在美国西雅图总部设置了运控中心，可实时远程监控每架 ７８７ 客

客户在运营两个飞机系列时获得成本收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为双方节约成本并扩大市场份额。

机的运行状态。
目前，波音公司向中国的南航、海航交付了 ５ 架 ７８７ 梦想客机，已在京沪、
京广、沪广等商务航线上投入运营。美联航、英国航空等，也计划将 ７８７ 投放
至中国航线，以增加航班竞争力。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发动机空中起动局方审定试飞完成
商飞讯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１６ 时 ５０ 分，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 １０２ 架机顺利降落位于阎良的中国试飞院机场，标志着新支线飞机发动机空

中起动局方审定试飞圆满完成。据悉，该科目自 ８ 月 ２６ 日开飞以来，１０２ 架机累计飞行 ６ 架次共 １３ 小时 ２２ 分，充分验证了发动机的空

巴航工业公司产品支持服务两年间屡获殊荣
民航资源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消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已经连续两年在业界最重要的产品支持服务调查中赢得殊荣，为公司近年

中再起动能力。按照适航条款要求和试飞大纲，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的目的，主要是验证发动机在空中起动包线内的再起动能力及其安

来十多项设计、创新和产品支持服务奖项的纪录锦上添花。此次公司在《国际航空新闻》（ＡＩＮ）２０１３ 年度产品支持服务调查中位列第二，

全性，检查并证明发动机在空中起动试验中其风车状态下运转不会危及飞机安全

仅落后第一名 ０．１ 分。目前，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约 ７０ 家自有和授权服务中心，以确保地理多样性和客户服务的快捷性。同时，位于
公司总部的 ２４ 小时客户联络中心作为公司全球客户服务中心网络的有力补充，能够随时随地为公司客户提供支援。

空客为公务机客户提供新 Ｃ４ｙｏｕ 专属支援服务
民航资源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消息：空中客车公司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公务机客户服务中心（Ｃ４ｙｏｕ），旨在由一支富有经验的团

队为公务机客户提供快速、高效的专属支援服务。

AMECO 讯

９ 月 ６ 日，北京飞机维修公司（Ａｍｅｃｏ）与北京集安航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ＧＡ）合作，完成了国内首架波音 ７４７ 飞

机拆解工作。

目前，空客已经为公务机客户提供了诸如一对一专属客服总监、低利用率飞机维护项目、飞行小时服务等定制服务。新的 Ｃ４ｙｏｕ
服务是对现有服务的补充，使空客能够更好地支持客户飞机的运营。

Ａｍｅｃｏ 完成国内首架波音 ７４７ 飞机拆解工作

推出 Ｃ４ｙｏｕ 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空客的公务机客户和用户能够获

得最好的售后服务，无论飞机飞到哪里，空客都能够保证飞机安全、高效的运营。

飞机拆解工作是在 Ａｍｅｃｏ 的空中客车 Ａ３８０ 机库外维修坪进行。拆解下的机身会整体卖给首都机场进行消防安全和除冰除雪的演练，
所以客舱座椅、起落架都予以保留，这样可以发挥演练效果。发动机、紧急滑梯、航空仪表等 ２０００ 多种高附加值零部件，会全部作为二
手航空件再利用。Ａｍｅｃｏ 飞机维修部长航程飞机分部经理马杰表示，飞机的专业化拆解是 Ａｍｅｃｏ 的首次尝试，相对飞机维修来说，拆解
工作成本较低，生产控制上易操作、灵活性强。通过此次合作，Ａｍｅｃｏ 将积累此方面的经验。随着中国机队的逐渐老龄化，此次合作将
对 Ａｍｅｃｏ 以后扩展此类业务有重要意义。

空客创新型燃料电池项目荣获绿色科技奖（ＧｒｅｅｎＴｅｃ Ａｗａｒｄ）
空客讯

空中客车公司将燃料电池作为一种民用航空替代能源所开展的相关研究项目日前获得航空领域“２０１３ 年绿色科技奖”

（ＧｒｅｅｎｔＴｅｃ Ａｗａｒｄ ２０１３）。这一“多功能燃料电池系统”探索了采用多功能燃料电池取代辅助动力装置（ＡＰＵ）和冲压空气涡轮（ＲＡＴ）
的可行性。
空客目前研究的燃料电池是一种通过将氢气和氧气混合，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水、热量和一些惰性气体（主要是
氮气）是这一发电过程的唯一产物。

美国 ＡＧＳＥ 在华成立维修中心
民航资源网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发动机换发和运输设备制造厂美国 ＡＧＳＥ 公司于 ７ 月 １８ 日成立其在华维修中心，上海威士顿航空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为美国 ＡＧＳＥ 唯一授权的中国维修中心。
ＡＧＳＥ 的客户都是世界飞机制造业的各大巨头，它是空客和波音飞机公司的 ＯＥＭ 厂商，ＡＧＳＥ 在中国的主要产品为各型发动机的运输、
换发托架。目前已有的客户包括广州 ＧＡＭＥＣＯ、北京 ＡＭＥＣＯ、厦门太古、山东太古、四川 ＳＮＥＣＭＡ、波音上海以及各大飞机制造企业和
航空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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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机制造业拼的是服务意识
—— 访客服公司工程技术服务部工程师郭驭航
文 ／ 邓卫国

是工作中的指导性文件。但是这些文件能否满足实际工

题如果现场代表解决不了，就要进行高效地分配和收集，

在加拿大就不一样，他们考驾照还真很少考驾驶的，主

作的需要，能否在工作中发挥实际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些问题在最初的实践中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我们也期待

要强调的是有路权意识，你有没有这在条路上走的权利。

现在我们一方面仔细审核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

这样的考验，只能这样才能积累经验，让后续工作更容易

整个驾校考证的过程都强调这个，新手上路的时候满脑

方面通过模拟运行来检验程序的可行性。从去年开始，

开展。空中客车公司有 ＡＯＧ（飞机停场）处理机构，功

子都是路权的意识。在技术上大家没有大的差别，大家

工程技术服务部开展了大规模的模拟运行，目的就是为

能类似于中国商飞公司的快速响应中心。他们接到现场服

拼的是服务客户的意识。

了检验程序的可行性。我们在阎良试飞一线派驻了四名

务请求会进行内部分配和解决，是个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机

同志常驻，把试飞院当作我们的客户，把 ＡＲＪ２１ 飞机在

构。当然，这种高效来源于经验丰富的工程和队伍，庞大

中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培训，与世界先进民机制造商相比，

试飞中遇到的问题作为我们的故障来源，进行收集、整

的数据库也为解决问题提供帮助。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

有接触，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可能还是在技术的积淀上。

我们还有哪些差距呢？比如空客，他们在处理现场问题

理、输入、分派、解决再到反馈，所有过程都以实战的

向。在模拟运行中，我们把试飞院看到客户，按照程序文

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经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

的时候效率很高，你能看出他们很职业化。这种职业化

状态进行，在模拟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

件的规定进行问题的收集整理和解决。通过这样接近实战

音和空客是一个很大的整体，他们的服务部门不是独立

不但表现在处理问题的专业和高效上，还表现在很多细

使我们的工程流程可以逐渐适应未来实战的考验。第二

的演习我们在经验和数据库两方面都有了初步的积累，这

的法人，而是一个部门，制造商接收到航空公司的服务

节上。长期下来，他们会给客户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像

就是培训和学习，主要的方式是自习和培训。现在工程

也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快捷的服务提供帮助。

请求后，会协调设计、制造等各方面资源，按照既有的

前面说过的，他们的专业会体现到像电子邮件这样的“小

技术服务部在每周四晚上都安排了部门性的培训和学习。

程序予以解决，这方面的经验，其他主制造商很难企及。

事”上。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他们掌握了办事的程序化

这些培训的主讲人都是部里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

快速解决问题。需要沟通联络的方面不但包括中国商飞公

一般说来他们解决问题的效率比较高。以航空公司

和精确化。日积月累，就不是靠人在保证事情的解决，

进行分专业讲解。其中有大量的实例是来自试飞一线。

司各大中心，还有各供应商。我们与供应商密切联系，共

而是制度化的程序在保证事情的解决。

他们所有人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在奉献自己经验的同时

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问题解决方案。目前，在快速响应中

也提高了自己。

心人员还不多，主要分结构、航电、机电等专业方向进行

４、飞机交付后，我们现在的工作流程会受到很
大的考验，现场解决问题的准备进展如何？

重点准备。我们清楚短板在哪里，也知道努力的方向。所

面向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援，
首先是要树立服务意识
１、你在海外航空公司有过很长的一段工作经
历，现在来到了中国商飞公司，不同的工作环境，
你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在加拿大工作的时候我和波音和空客的现场代表都

的视角，空客特别的称道之处，他们的人员专业素养很高，

为了做到这一点要重视员工培训。我们在日常工作

任何时候都有板有眼，严格按照流程办事，比如他们怎

对于我们新公司来说，我觉得培训方面可以做得更

么样回邮件，用什么样的语气，让人感觉他们做事的方

专业一些，在客户化方面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如何让

式很职业。就以他们回邮件来说，第一封邮件可能不是

客户更好的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是一个专业问题。

有的工作都是为完美交付而准备。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会存在

直接解决问题，而是对你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他们在
回应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语气和表达的方式，看起来是小

快响中心作为一个接口，我们要运用一切资源为客户

我们有信心面对飞机交付后的挑战

事情，但让人很舒服。这种专业素养拉近了他们与客户

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流程上

做事情，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的问题等等，飞机交付后我相信解决问题的效率会大大

３、ＡＲＪ２１ 新支线飞机交付在即，工程技术服
务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准备情况如何呢？

提高。比如飞机在运行过程中因故障停场，我们这里不
能解决，会动员整个中国商飞公司的资源来为客户服务，

６、中国商飞公司成立五年了，我们应该以什么
心态面对新的挑战？

我还不能代表我们技术服务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

比如上飞院，上飞厂都是强大的后盾。当然，有些问题

中国商飞公司是以现代商业模式运营的公司，在这种

很多时候技术是一方面，而意识是另一方面。我感

可以谈谈我的观点。要说交付前的准备永远没有说已经

有前期就要解决，比如与兄弟单位的接口方式和人员，

模式下，很多事情是要用商业的方式来解决，但很多时候

觉对我们这种直接面向用户的企业来说，首先是要加强

完美的时候，因为交付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能是无法

故障的流转方式，要多长时间解决等问题都要经过不断

核心的东西是无法买到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拼一拼，咬

服务意识的培训，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支援体系运作起

预计的。对于无法预计的问题我们只能在思想上做好预

地演练，不断完善现有的流程。

咬牙。在过去，我们国家搞军机和民机，那时候条件没有

来会更顺畅，然后通过大量的实践、考核和磨练，进而

案，到时候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再按照程序进行处理。

现在这么优越，困难巨大，怎么办？我们的方法是政治动

内生为整个公司及其员工的潜意识，就像开车，比如对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交付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５、快速响应中心处于是中国商飞与客户接触的
窗口，我们现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比中国与加拿大考驾照的差距，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

行。最主要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梳理工作

象。在我们国家，驾照考试经常考一些高难度的驾驶，

流程，二是抓紧时间进行业务学习。

之间的距离。

２、客户服务公司提供的是技术支援，我们有
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呢？

要过大路考、小路考，各种趴车情况下的处理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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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制定了大量的工作性程序文件，这些程序

在人员准备上，我们未来将采取 ２４ 小不间断值班制。

员，全国上下一盘棋。在这种模式下，单位与个人都不缺
少奉献精神。这是我们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是我们成功

现在值班工程师已经确定，他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岗位

的法宝，这一宝贵经验不能丢。简单地说，做事情，我们

培训。包括熟悉工作流程，熟悉各系统知识，用户的问

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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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第三，国际合作开发已成为潮流，独自研制整机，费用大、
风险高。

日本民机产业发展的启示
文 ／ 丁瑞平

通过国际合作提升研制能力
自 20 世纪 80 年代 YS-11 客机国际市场竞争失利以后，日本
民机产业发展思路，从过去一味地独立发展整机向国际合作，而
且从一般零部件开始。1986 年原通商产业省颁布了重新修订的《航
空工业振兴法》，将自主开发国产化改为国际合作开发，并成立

产品的特殊性以及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

在 2012 年第 48 届英国范堡罗国际航展上，美国支线航空天

研制的第一款型号，日本政府在政策和经济上对 YS-11 计划给予

航空器国际合作开发促进基金（IADF），给国际合作开发项目提

把大力发展航空工业确定为富国强兵的基本方针，许多国家都制

西航空公司定购 100 架日本 MRJ 支线飞机，订单总价 40 亿美元，

了极大的扶持。1957 年，由当时的通商产业省主导成立输送机设

供补助。新的补助制度保留了原来的补贴部分，增加了利息补贴，

定专门法律对本国航空工业发展提供法律保护。综观美、英、法、

这是日本 MRJ 支线飞机最大的一笔海外订单。日本民机产业的异

计研究协会，具体负责 YS-11 的研制工作。1958 年 7 月，YS-11

让项目负责单位向政府系统的日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IADF 给予

日及俄罗斯等国的航空科研与生产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严格

军突起引起了国际航空界的广泛关注，其迅速崛起一个很重要的

的设计工作正式启动，为保证新机研制的顺利进行，由日本政府

利息补贴。

的国家计划管理，加以重点扶持。

原因是政府加大对航空工业的立法和政策扶持，从而为战后日本

组织，除官方部门外，还集中了包括新三菱（后来的三菱重工）、

航空工业的重建和发展，全面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参与包括波音 787 客机在内的国

1952 年 7 月，战后的日本颁布了《日本航空工业企业法》，

富士重工、川崎重工、新明和工业、昭和飞行机、日本飞行机等

际航空零部件转包、合作开发生产的飞机有 29 个机种、发动机有

1958 年 10 月颁布了《日本航空工业振兴法》，1986 年又重新修

日本航空制造业全部精兵强将参与研制工作。

20 个机种以及机载设备。通过民用飞机、发动机项目的实施，日

改了《航空工业振兴法》，在日本政策强有力的支持下，日本航

1959 年 6 月，日本政府以“输送机设计研究协会”为基础，

本飞机机体、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达到了世界水平。现在，

空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新型支线飞机研制上后来居上。

集合参与 YS-11 计划的全部企业，正式成立了“日本航空机制

日本航空企业在某些技术领域已靠近世界领先水平或处于世界先

1969 年，巴西总统签发特别法令，内容包括政府直接参与

日本航空工业创建于 1910 年，至今已有 90 多年的历史。从

造株式会社”（简称 NAMC），日本政府先后投入 42 亿日元，占

进水平，因此不再甘心在航空工业领域处于小伙计地位，希望着

投资组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研制“先锋”号支线飞机，对巴西

创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航空工业发展迅速，1931 年，年产

NAMC 55% 股份。此时的日本还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战后恢复期，

手开发自己的环保型高性能小型客机和发动机。正是在这种背景

航空工业的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巴西航空工业经过

飞机不足 400 架，1941 年，年产飞机 4800 架，而到了 1944 年一

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政府投入巨资进行国产支线客机的研制，

下，日本的 MRJ 支线飞机项目正式出“炉”。

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支线飞机强国。

跃达到年产 2.8 万架飞机，发动机 4 万台规模，使日本航空工业

可见决心之大。

立法为航空工业发展扫清道路

2008 年 3 月，日本宣布启动研制 MRJ 支线飞机，以欧洲和美

上世纪 80 年代是美国通用航空大幅缩减的十年。1979 年美

1961 年 5 月，NAMC 正式发布了 YS-11 的第一期生产计划，

国的航空市场为目标。MRJ 支线飞机标准座 70—96 人，最大速度

国生产和交付的通用航空飞机有 17000 架之多，到 1984 年降为

计划首批投产 150 架。1962 年 8 月 30 日，YS-11 在名古屋首飞

0.82 马赫，最大航程 3700 千米，机长 35.8 米，翼展 30.9 米，机

2600 架。在经历了严重滑坡之后，美国政府重新考虑通用航空的

生产，整个航空工业处于解体状态达 7 年之久，使日本航空工业在

成功。1965 年 9 月，YS-11 基本型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内设计有独特的轻薄型座椅，保证座位间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使

发展，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994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通用航空振

世界航空工业进入喷气时代后处于落后的局面。面对战后百废待兴

颁布的型号合格证，具备了外销的资格。

乘客如同乘坐大型干线客机一样舒适。MRJ 支线客机采用美国普惠

兴法案》，把通用航空飞机生产厂商对其生产的飞机及部件产品

公司（P ＆ W）的发动机，燃油效率比其他竞争对手最多高出约三成，

负责的年限定为 18 年，该法案一出台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

水平仅次于美、苏、德、英，居世界第 5 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禁止从事航空科研

的局面，日本政府把发展航空工业作为恢复国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1965 年至 1970 年是 YS-11 的辉煌期，在短短的 5 年间，日本

分，并从建立和完善法律入手，开始了航空工业振兴之路。日本于

航空机制造株式会社先后推出了 6 种 YS-11 的改型，用途主要集中

噪声降低一半。为了降低运营成本，MRJ 支线飞机采用碳纤维复合

些停产的机种恢复了生产、飞机交付数量上升、新机种不断涌现。

1952 年 7 月颁布了《日本航空工业企业法》，1958 年 10 月颁布了《日

在支线客运和军用运输两个方面。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 70 年代，

材料、先进的气动外形和新型发动机等多项新技术，其耗油率比

从而拯救了通用航空制造业，使通用航空重新勃发生机。

本航空工业振兴法》，1986 年又重新修改了《航空工业振兴法》。

YS-11 系列的外销势头开始急转直下，1973 年至 1974 年爆发的第

普通客机低 30％，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这些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为日本航空工业的重建与快速成长打下了

一次石油危机，使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由每桶不足 3 美元爆增至

为确保 MRJ 支线飞机项目研制成功，2007 年日本政府支持三

牢固的基础。

13 美元，这使得 YS-11 的运营成本直线上升，直接影响了飞机的

菱重工（MHI）联合丰田汽车、三井住友银行成立三菱航空集团

战后的日本航空工业发展，选择中型运输机作为自行研制飞

外销业绩。YS-11 外销的另一个致命打击是来自波音公司的阻击，

(MiTAC)，其中三菱重工持有 MiTAC64% 的股份。MiTAC 负责 MRJ 支

综观欧美和日本等国在发展本国航空工业中，制定相关法律，

机的突破口，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从技术层面上，以日

对于当时正立志于一统支干线客机市场的波音而言，对来自日本

线飞机的设计、生产、适航取证和销售工作。目前，MRJ 支线飞机

使航空工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得以固化，为航空工业加速发展保

本当时的技术实力，直接进入喷气式飞机设计领域尚不成熟；其次，

这个“小兄弟”的挑战是不可容忍的。也正是这种来自竞争对手

项目研制按计划推进，三菱重工已经选取美国派克宇航、汉胜、

驾护航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从政治层面上，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对日本的重新武装还存有疑虑，

和石油危机的双重狙杀，最终决定了 YS-11 的黯淡结局。

罗克韦尔柯林斯及日本纳博特斯克、住友精密工业株式会社等公

选择民机较军机更容易得到美方的允许；第三，从经济层面上讲，

YS-11 在国际市场竞争失败以后，日本重新审视了航空工业

独立研制的中型运输机不但可以满足自卫队的需要，还可以承担

发展战略：第一，通过仿制在生产上掌握了一些先进制造技术，

国内的支线航运和进军国际支线航空市场，为本国赢得宝贵的外

工业基础得到了较大的恢复，但新机（飞机和发动机）研制的技

汇收入。

术基础比较薄弱，尤其在集成和综合管理、市场预测、售后服务

司作为其合作伙伴，共同为 MRJ 支线飞机提供主要机载系统。

1988 年 12 月，韩国议会通过了《航空工业开发条例》，要
点是促进航空技术的发展，条例规定了提高输入技术水平和专利
生产返销量等补偿贸易的原则。

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而言，《“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国务院关于促进民用航空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法规的出台，无疑是发展的重大利好。

加快中国航空工业立法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为加快《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的立法步伐，工业
和信息化部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立法调研工作。通过立法确定航

1956 年 5 月 30 日，日本正式发布了《中型输送机国产化计

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第二，70 年代中期以

划》，新机被命名为 YS-11，飞机开发的主要目标是：中型飞机、

后，部分航空企业积累了与国外航空企业合作开发的经验，80 年

高附加值，是维系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体现综合国力

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航空工业法，以促进民用航空产业长期健康

可在 1200 米的跑道起降，能满足支线航空的要求。作为战后自行

代日本政府将航空工业列为新兴产业之一，要大力发展民用航空

的战略性产业。基于航空工业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它的产业与

发展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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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航空工业的特点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高投入、高风险、

空工业的战略高科技产业地位和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早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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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商飞
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
文 ／ 闫振锋
文 ／ 闫振锋

有效且高效的企业管理离不开以下四个要素：第一，科学合理的内部组织体系，确保实现企业战

管理、质量管理、设备与基础设施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管

的现实利益诉求；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企业在按照 ISO9000 系

略的各项工作有专门的内部机构负责执行；第二，一套“覆盖全面、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

理、职业健康管理、环境管理、信息管理等与技术标准相关联的

列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之前，质量管理一直就是一个公司、尤

实现企业战略的主要工作有明确的流程和规范；第三，科学合理的岗位体系，确保企业内部机构的职责

重复性事物和概念。目前大家比较熟悉的管理标准主要有质量管

其是制造业公司的重要管理模块之一。

被有效执行；第四，一群胜任岗位职责且人数合理的员工，确保各岗位职责能够被有效执行。

理标准、职业健康管理、环境管理标准，实际各类管理事项都可

无论是质量管理体系、还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或环境

完善中国商飞管理制度体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以公司章程为总纲领，章

以制定相应的管理标准。2013 年第二季度发展规划部广泛征集

管理体系，本质上都是把一项管理标准应用于公司某个管理事项

程确定的企业使命和主营业务直接决定了战略目标和运营价值链，也就决定了企业的主要管理模块；第

意见的《项目管理通则》理论上讲应该作为中国商飞公司飞机型

的管理，把特定管理事项的成熟方法论应用于该特定事项的管理；

二，要以规章制度体系为管理制度体系的基本架构，以规章制度体系明确公司各管理事项的主要责任方、

号项目管理的管理标准，适用于每一个飞机型号的项目管理。

比如，将 ISO9000 或 GB/T 19000 质量管理标准应用于企业质量

相关责任方、管理流程和考核；第三，要以标准体系作为管理制度体系的基础，其中管理标准为各管理

“工作标准”指对企业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工作

管理就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将 OHSAS18000 或 GB/T 28000 职业

事项提供最佳管理实践，技术标准为工作交付物提供标准规范，工作标准为确定岗位职责、岗位资质、

事项所制定的标准。“工作事项”指在执行相应管理标准和技术

健康管理标准应用于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就会建立职业健康安

履行岗位职责提供标准规范；第四，要在质量管理、职业健康管理、环境管理之外，考虑在项目管理、

标准时与工作岗位的职责、岗位人员基本技能、工作内容、要求

全管理体系，把 ISO14000 或 GB/T 24000 环境管理标准应用于企

供应商管理、全面风险管理等重要领域应用成熟的专业管理体系。

与方法、检查与考核等有关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

业环境管理就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一、标准体系是建设管理制度体系中的基础
标准体系包括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三种标准的作用可以简单概括为“技术标准管物，
管理标准管事，工作标准管人”。企业标准体系是企业各管理体系（如质量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
财务成本管理、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等）的基础。

在中国商飞公司现有管理体系中，为了理顺规章制度体系

本企业方针目标、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和本企业标准化规定的指

和质量管理体系的关系，应该首先在规章制度层面制定质量管理

导下建立，包括企业贯彻、采用的上级标准和本企业制定的标准。

规定，在质量管理规定中明确质量管理的内涵外延、管理原则、

在中国商飞公司现有管理体系中，为了理顺规章制度体系

管理机构和职责、采用 AS9100 作为质量管理标准等等。从本质

和标准体系的管理，应该首先在规章制度层面制定标准化管理规

上而言，公司目前采用的 AS9100 航空航天企业质量管理标准只

和层次结构。企业只生产单一类型的产品时，企业技术标准体系可用序列结构表示，一般以产品为中心，

定，明确标准化管理的内涵外延、管理原则、机构与职责、标准

是我们用来开展质量管理的一套方法论。相应的，应当在职业健

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技术标准按质量形成过程为排列顺序组成，同时考虑能源、安全、职业健康、环境、

体系的架构、制定程序等等，以此作为公司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最

康管理、环境管理方面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在制度中分别管

信息等技术标准。企业生产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类型的产品时，可用层次结构表示，第一层是技术基础标

高层次的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司的技术标准体系、管

理事项的内涵外延、管理原则、管理机构和职责，并明确公司将

准，其覆盖面是企业的产品标准、产品实现过程中所有综合性的技术基础标准，第二层是产品实现过程

理标准体系和工作标准体系，以此作为公司整个管理制度体系的

采用 OHSAS18000 或 GB/T 28000、以及 ISO14000 或 GB/T 24000 来

中的技术标准是以产品质量形成过程为顺序的技术标准和能源、安全、职业健康、环境、信息等技术标

基础。

进行职业健康管理和环境管理。

“技术标准”指对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标准。结构形式分为序列结构

准。就我们中国商飞公司而言，因为将来会生产多个型号的飞机，所以应该建立层次结构的技术标准，

二、专业管理体系是管理标准在特定管理模块的应用

第一层是适用于所有机型的技术基础标准，第二层是每个飞机型号的技术标准，比如 C919 大型客机技

最为大家熟知的专业管理体系是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

践进行提炼总结，目前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多达到实际应用水平的

体系是将质量管理标准应用于质量管理而形成的专业管理体系，

管理标准或指引，比如项目管理、供应链管理、风险管理等等，

“管理标准”指对企业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管理事项所制定的标准，可以理解为某个管

由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组成。中国企业争先恐后的

中国商飞公司应当考虑尝试在更多管理模块应用已经被证明的专

理事项的最佳管理经验总结。“管理事项”指在企业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经营管理、设计开发与创新

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这是与国际接轨、让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业管理体系，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术标准体系，ARJ21 新支线飞机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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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体系内的所有标准应根据各管理模块的要求，在

随着管理学专家和企业管理者不断对各领域的最佳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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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号子翼螺栓断裂，原因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ａ、
子翼螺栓质量是否有问题，力学性能是否达标；ｂ、子翼螺栓
安装质量控制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存在强迫装配现象；ｃ、子
翼连接设计是否满足使用环境（载荷环境、振动环境等）要求。

孔的情况下装配螺栓，必然存在一定的强迫装配。
接头单、双耳平行度较差时，单耳螺栓孔与螺栓由面接
触变成孔边缘与螺栓的线接触，螺栓接触点应力成倍增加，
《航
空用钛合金的失效及其预防》一书指出：“钛合金零件若装

某型飞机试飞时左侧外襟翼
与子翼连接螺栓断裂问题分析
文／李祺

免会出现一定变形，降低耳片接头位置精度。因此，在耳片终

３ 机理分析

配不当造成局部接触，十分容易导致低周疲劳”。另外，单、
双耳上螺栓孔同心度不好，也会产生装配应力。

校对 ／ 任 和

3.1 故障树

３．３．２ 单、双耳片螺栓孔超差情况及分析

为便于分析，以故障树开展原因分析，故障树见下图。

总装公司提供的飞机检测数据显示，部分位置单耳、双
耳孔孔径偏大或为椭圆孔，其中最大孔径为 ６．０ｍｍ。
飞机子翼接头单耳上的螺栓孔超差较双耳严重。子翼上
螺栓与孔的配合精度高的螺栓将承受更大的载荷，配合精度

关键词：航空运输；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试飞阶段；故障案例；螺栓断裂

低载荷将相应降低。较多的螺栓低精度配合变低，将加剧子
翼在气流中的振动。

引言
２００９ 年某机型全面进入试飞取证阶段。作者参与了外场

3.4 设计原因分析

检查人员确认：两螺栓均是在本次飞行中飞掉的。连接
螺栓为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螺栓直径 ４．７６ｍｍ。两连接螺栓及单耳、

３．４．１ 结构设计复查

双耳材料均为 Ｔｉ－６Ａｌ－４Ｖ， 连接情况如图。

１）子翼连接形式的合理性
据现有资料，该款飞机子翼的连接形式与 ＣＲＪ１９０、

试飞阶段故障案例的采集、分析与处理，总结了飞机各系统

ＭＤ９０ 飞机类似，上述为机型经历长时间考验的成熟机型，并

及相关结构部件的维修性设计的效果，这为制定维修大纲和

3.2 标准件力学性能测试与理化分析

配置备件等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本文选取该飞机试飞时左
侧外襟翼与子翼连接螺栓断裂问题进行故障分析和总结。

１ 问题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机务人员在对飞机进行例行检查时
发现：左侧 ５＃ 子翼 １ 号接头前点连接螺栓脱落飞失，２ 号接

２）子翼钛合金连接螺栓选择

为判断所选用的螺栓质量是否符合要求，测试中心抽取

ＣＲＪ１９０ 子翼连接螺栓直径与该款飞机同级，ＭＤ９０ 子

与装机螺栓同牌号、同规格的 １０ 件螺栓，分两组进行拉伸与

翼螺栓直径比该款飞机大一级为 ０．２５ｉｎ，合金钢材料。直观

剪切试验测试。试验数据见表 ３。

上看，该款飞机子翼连接螺栓直径小于 ５ｍｍ，不宜在主要承

标准件手册提供的无涂层钛合金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 螺栓强度
失效螺栓残留部分见图 ２，长度约 ７ｍｍ。飞机子襟翼单
双耳连接螺栓中，磨损较严重而未断裂的螺栓见图 ３。

数据：拉伸强度 ３１８０ 磅（１４１４８．４６Ｎ），双剪强度 ５３８０ 磅
（２３９３６．７Ｎ）。与下表 ３ 比较，螺栓静强度符合标准要求。
表 ３ 螺栓力学性能测试数据（单位：ＫＮ）

头后点连接螺栓断裂，在单耳接头内残留螺栓光杆，其它部
分及螺母、垫片飞掉。

３．２．２ 标准件理化分析

子翼通过子翼双耳接头、螺栓连接到外襟翼前缘支臂接头上，
子翼与主襟翼之间采用单双耳配合的螺栓连接形式。单、双

图 ２ 飞机 ５ 号子翼 ２ 号支臂后部单、双耳连接螺栓

耳所在平面平行于飞机对称面。

图 ３ 飞机 ５ 号子翼连接螺栓磨损情况

Ｔｉ－６Ａｌ－４Ｖ，螺栓牌号为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材料为 Ｔｉ－６Ａｌ－４Ｖ。

总装公司按《关于飞机运动翼面检查的说明》要求对子

其预防》一书指出：“表面完整性对钛合金的疲劳性能，尤

效分析中心对飞机 ５ 号子翼 ２ 号接头内残留的螺栓光杆进行

论补偿间隙。间隙上未相应设置垫片，且没有螺栓定力要求，

理化分析，同时委托中航工业失效分析中心对飞机所有拆卸

可见，在螺栓连接的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

的子翼螺栓表面缺陷原因进行分析。
据失效分析中心测试报告 ＦＡＲ２０１０－４８，可知：ａ、性质：

连接孔，其尺寸理论值为 ４．８１－４．８３ｍｍ，检查结果表明，左

飞机 ５ 号子翼钛合金螺栓的断裂性质为疲劳断裂；ｂ、原因：

侧连接孔超差较多，且主要是正差。

单耳与螺栓光杆部分的局部磨损是螺栓断裂主要原因。

针对飞机所有子翼连接螺栓进行拆卸检查，发现部分螺
栓光杆表面存在较严重的缺陷，缺陷疑似磨损所造成。

该款飞机左侧 ５ 号子翼接头中，除第 １ 个支臂是紧配合
传递侧向载荷外，第 ２、３ 支臂上单、双耳存在 ０．９ｍｍ 的理

３．５ 子翼连接强度分析
１）试验情况
为验证子翼连接接头强度，设计子翼连接接头强度考核
验证试验，试验由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承担。试验选取３号

3.3 生产原因分析

子翼进行试验，对于连接结构，分别进行子翼段强度试验和

３．３．１ 接头螺栓装配超差情况与分析

子翼双耳片连接螺栓拉脱试验。

根据设计单位要求，总装公司拆卸了飞机所有子翼连接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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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钛合金表面容易出现损伤。《航空用钛合金的失效及

为确认螺栓是静强度还是疲劳破坏，委托测试中心和失

翼相关部件及其他动翼面进行了检查。对于飞机襟翼与子翼

２ 问题定位

图 １ 外襟翼子翼结构布置图

金弹性模量低，表面不耐磨，若用在有振动、装配不太开敞

３）螺栓连接细节

５ 号子翼布置 ３ 个支臂接头；６ 号子翼布置 ２ 个支臂接头。

单耳连接孔径为：４．８ ～ ４．９２ｍｍ，单、双耳接头材料均为

钛合金比强度高、耐腐蚀、复合材料相容性好，但钛合

其抗疲劳性能显著降低。

号子翼展向布置 ２ 个支臂接头；４ 号子翼布置 ３ 个支臂接头；

耳连接孔孔径为 ０．１８９５ ～ ０．１９０５ｉｎ（４．８１３ ～ ４．８３９ｍｍ），

力结构上使用。

其是高周疲劳性能影响较大”。可见，表面损伤的钛合金螺栓，

飞机每侧外襟翼沿展向共布置有 ４ 段子翼，见图 １。３

螺栓直径为 ０．１８９０ ～ ０．１８９５ｉｎ（４．８０１ ～ ４．８１３ｍｍ），双

一直采用此种连接方式，因此可以认为此连接形式是可靠的。

３．２．１ 标准件力学性能测试

栓，发现部分单双耳配合的平行度存在超差现象。个别位置螺

子翼段强度试验，加载到极限载荷的 ７４４％ 时，外侧后
部连接的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 螺栓断裂，见图 ８。

栓较难拆卸，表明孔的同轴精度不高。在西飞装配现场，子翼

子翼耳片拉脱试验，单－双耳连接螺栓采用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

单、双耳接头有工装型架保证位置精度，但从型架下架后，难

钛合金螺栓。试验结果见表 ４，试验中未出现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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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断裂情况。试验结果表明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 螺栓在承受 ２３１９８Ｎ
载荷情况下不破坏，见图 ９。

系统工程在航材支援中的应用

４． 总 结

外襟翼静力试验 ６７％ 载荷试验后，未发现 ＮＡＳ６４０３Ｕ８
螺栓有失效情况。

综上所述，从螺栓强度性能测试、结构设计、静强度分

文／王海

析、载荷复查来看，子翼连接螺栓断裂不是静强度不足的问题，
表 ４ 子翼连接接头螺栓拉脱试验结果

校对 ／ 任 和

航材支援是一项集技术和管理的复杂工作，贯穿于飞机设计、制造、试飞、运营直到报废的全过程，而且在

而是制造装配及设计导致的疲劳断裂问题。

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又各有侧重。航材支援涉及的专业学科有系统工程、管理科学、采购与供应链、计算机与

根据 ５ 号子翼断裂螺栓的理化分析结果，结合子翼连接螺

信息科学、商务管理等，因此航材支援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将主要介绍飞机研制系统工程与航材

栓装配检查情况，可以得出飞机 ５ 号子翼螺栓断裂原因为：

支援工作，研究航材支援与飞机维修性设计、产品综合保障分析等工作的相互关联，并举例说明系统工程技

制造及装配原因

术过程分析模型的应用。

１、子翼接头及支撑接头连接孔装配超差较多，单、双耳接头

关键词：系统工程，航材支援，综合保障分析

装配平行度和同轴度差，导致螺栓和连接孔配合精度较差；２、安装
过程中装配不当，存在强迫装配，部分位置面接触变为线接触，局
部压应力变大，表面容易出现磨损缺陷，在表面出现缺陷后，低周
与高周疲劳性能显著降低，因此提前发生了疲劳断裂；３、子翼装配
图 ８ 子翼试验螺栓断裂情况
图 ９ 螺栓拉脱试验情况

下架后，组件变形控制不到位，与主翼装配后及在后续使用中产生
装配应力。
设计原因

２）计算情况
根据《外主襟翼与其子襟翼连接片静强度计算报告》，

飞机研制系统工程

１、单、双耳接头无衬套来调节间隙，对连接螺栓定力有
较大影响，连接螺栓上会产生附加弯矩，导致螺栓断裂；２、

1.1、飞机研制系统工程
飞机研制系统工程属于工程系统工程的范畴，是组织管
理飞机设计、试验、生产、运营和保障全过程的系统方法与
工程技术 ［１］ 。

并行工程与序列化的工程研制过程相比有如下特点：
ａ） 将传统的序列化研制过程转变为并行的、相互间不断
有信息交流的交互作用的研制过程；
ｂ） 强调协作精神；
ｃ） 强调人在产品研制中的主动精神。
经过国外成熟飞机制造商的实践，实施并行工程具有降
低研制费用、缩短研制周期、提高产品质量等优势 ［３］。

螺栓静强度满足要求。详细设计阶段还对 ３ 号子翼接头与螺

对于子翼连接设计，Ｔｉ－６Ａｌ－４Ｖ 钛合金的单双耳连接，采用钛

1.2、飞机研制系统工程与飞机设计过程

栓的组合进行了静强度试验，试验表明 ３ 号子翼接头与螺栓

合金螺栓连接，存在钛合金之间的磨损加速疲劳问题，这是设

飞机研制系统工程可分为系统工程过程、工程专业综合、

的安全裕度为 ６．４４。

计上的缺陷；在循环载荷的作用及局部的振动环境下，螺栓光

系统分析与控制三个方面。飞机研制系统工程与飞机设计的

３）对 ５ 号子翼连接螺栓的复核计算

杆部位与耳孔间出现小幅振动相对滑移，在钛合金螺栓上产生

关系如图 １ 所示。

依据 ＦＡＲ２０１０－４８《钛合金螺栓断裂原因分析》，判断

了微动磨损，破坏了钛合金螺栓的表面完整性，并进而产生了

通过图 １ 可以看出，系统工程过程将客户提出的使用需

５号子翼２号接头后部连接螺栓两断口位置分别为：Ａ断口

微动疲劳；使用耐磨性较好的合金钢螺栓能较好的解决此类问

求转化为工程系统的技术性能要求，为飞机设计提供依据；

在飞机研制系统工程中，航材支援属于工程专业综合中

位于单耳接头与双耳间严重磨损区的对侧（弯曲应力为拉应

题。３、子翼接头单、双耳不平行，单耳孔边未倒角，使得钛

工程专业综合将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产品综合保障等

综合保障工程的范畴，工作实质是在飞机系统发生故障需要

力）；Ｂ 断口位于双耳与螺栓头之间（弯曲应力为拉应力），

合金螺栓光杆部位与耳孔边接触位置的磨损加剧；

与飞机效能有关的技术性能与飞机设计过程紧密融合，从而

备件时最大程度地保障可用，工作核心主要是解决定性与定

装配改进

扩展了传统设计的系统性能（如强度、重量、速度、功率等）；

量两个方面的问题。定性问题是航材辨识、确认和分类；定

１、装配必须考虑型架上及型架下子翼的变形量的不同，

系统分析与控制将对飞机研制的整个过程进行监控、实施管

量问题是确定适合的航材数量，避免航材短缺或者过剩。如

理，以确保达到预期的任务要求与目标 ［２］。

上述所述，现代飞机研制是一项并行工程，航材支援在飞机

两断口对应位置见图 １０。

须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子翼下架后的变形，避免产生严重
的装配应力导致的连接件的磨损疲劳。２、必须避免强迫装配，

1.3、飞机研制过程的并行工程

野蛮操作，严格工艺规程执行。

并行工程是对产品及其相关过程（包括制造过程与保障

通过复核计算，螺栓剪切强度裕度：Ｍ．Ｓ． ＝２．８０；螺栓
弯曲裕度：Ｍ．Ｓ．＝０．４２。
对于 Ｂ 断口，弯矩（按矩形分布）为 ４７９５．９４Ｎ＊ｍｍ，裕度：
Ｍ．Ｓ．＝１．４３。

2.1、定义

研制初期就投入开展。
2.2、航材支援的作用与意义

设计改进

过程）进行并行、综合设计的一种系统化方法。这种方法使

航材支援是飞机运营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飞机设

１、设计可考虑是否可将单双耳片孔的制孔放在装配阶

开发者从一开始就考虑产品全寿命周期中的所有因素，包括

计的一些限制（比如使用技术状态、经济限制及环境条件限

质量、费用、进度与使用维护。

制），使得飞机系统不能完全满足客户所需的系统性能。这

段，避免产生连接孔同轴度差的现象，并考虑操纵空间的影
图 １０ 螺栓断口位置示意图

航材支援的概念

响。２、可考虑在连接孔设计给一定余量，并设计调节衬套，

种设计限制可能导致非计划和突发的停机事件发生，而航材

方便以后出现问题的调节及返修。

支援可以改善这类问题。
航材价值较高，需要占用大量资金。根据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问题思考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统计，全球 ２０００ 年存储有约 ５００ 亿美

外襟翼与子翼连接螺栓断裂并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

元航材，并且库存航材还在以每年 ７￣１０％ 的速度增长。

它反映出的是整个机翼在生产制造及装配过程中未考虑到机翼在
型架上的理想同轴度状态与装配过程中机翼承受自重发生形变的

航材支援是飞机主制造商的责任之一。按照 ＷＡＳＧ（世

实际状态之间差异而导致同轴度变差、存在强迫装配的问题（该

界航空公司和供应商指南）规范，只要有 ５ 架飞机运营，主

３．６ 问题复现

款飞机首飞前对襟翼支臂、摇臂装配螺栓孔同轴度的调整，也是

制造商就有义务提供航材支援确保飞机正常运营。

根据对其他部位螺栓及安装情况的观察发现，单、双耳

基于类似问题）。在今后的设计生产过程中，要提前考虑到机翼

2.3、飞机全寿命周期的航材支援工作

接头装配平行度和同轴度较好处，钛合金螺栓状况良好。由

在装配和使用过程中承受自重产生的型变量，从而更好的保证局

飞机全寿命周期的航材支援工作如图 ２ 所示。在研制阶

此证明单耳与螺栓光杆部分的局部磨损是螺栓断裂主要原因。

部同轴度，避免强迫装配的情况出现，保证连接件的正常使用。

螺栓挤压应力计算：裕度 Ｍ．Ｓ． ＝１．６５，螺栓承受挤压载
荷能满足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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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系统工程与设计工作的关系

段，航材支援的重点工作是航材工程分析，具体内容包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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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参数体系规范，飞机零件可拆性分析，制定全机潜在航材
清单，航材需求预测等。随着设计定型、试飞取证及交付等
工作开展，
航材支援将主要围绕ＥＩＳ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开展，
包括提供客户化的初始供应资料（如 ＲＳＰＬ 清单、租赁件清
单等），召开 ＩＰ 会议，交付首批航材等；飞机交付后，将
主要面向客户提供航材供应、航材租赁、ＡＯＧ 支援，航材
增值服务等。

在飞机研制过程中，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是产品
的重要属性。如果将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分开研究，
那么就会可能导致可靠性高、维修性和保障性低，或者维
修性高，但可靠性和保障性低的情况。航材支援可以解决
上述问题。因此航材支援有如下要求：
ａ） 对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进行综合管理。如某系
统进行 ＦＭＥＣＡ 发现某故障危害度较高，除改进设计提高其
可靠性外，在维修性分析中据此提出应保证排故时具有开
敞、可达性和测试性的有关要求。在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
进而开展预防维修和航材支援。
ｂ） 对维修性、可靠性、保障性进行综合权衡。即在维
修性分析时，不能只追求维修性的定性和定量指标，而且
要考虑在特定指标下的保障性水平，如为了降低维修停机
时间，就要求航材的及时供应。

第 １１ 章“维修级别分析（ＬＯＲＡ）”的输出数据是
航材支援的输入之一，数据包括修理级别、修理类型、报

在潜在航材分析模型中，将系统设计输入数据在控制
指令与执行指令下开展分析活动，输出潜在航材清单。

废率、使用环境和修理限制、各种相关费用等。考虑到零

4.2 潜在航材清单

件维修级别以及经济性因素，飞机主制造商要求系统设备

飞机防冰／除雨系统由机翼防冰、短舱防冰、结冰探测、

供应商将航线可更换件做到更换简便、价格便宜。
第 １２ 章“维修任务分析（ＭＴＡ）”将基于分解的产
品结构，针对不同的维修工作所需要的资源进行梳理与分

风挡加热、风挡除雨、风挡清洗 ６ 个子系统组成。经过分析，
潜在航材清单共计航材项目 １３０ 项，其中 ＬＲＵ 项目为 １８
项，ＬＭＰ 项目为 ３８ 项，其他 ７４ 项。

析，包括了维修工作对航材更换需求分析。因此，在飞机

按照 ＡＴＡ２０００ 规范标准，潜在航材清单中包含的航

投入运营后基于维修任务开展航材采购及储备将是航材支

材项目应与飞机图解零件目录手册（ＡＩＰＣ）涵盖的零件

援工作的重要内容。

范围一致。因此，随着设计深入，应将潜在航材清单与
ＡＩＰＣ 进行比对，迭代完善。同时，分析得到的航材项目

应用举例

也应与系统设计人员和供应商进行沟通、确认，并将航材
项目纳入飞机产品基线进行构型管理。过程如图 ６ 所示。

下面将以某飞机研制中的防冰 ／ 除雨系统潜在航材分
析为例，阐述系统工程中技术过程分析模型的应用。

小 结

4.1 分析模型
图 ２：飞机全寿命周期的航材支援工作

综合保障工程与航材支援

在系统工程过程分析中，每个技术分析过程都可以采

由于民机项目研制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

用内外关系图模型进行分析 ［６］。潜在航材分析是在飞机

点，如何协调好各参研单位（包括供应商）的研制工作并

研制进入详细设计后开展的一项分析工作，按照系统工程

与项目研制进度保持一致，如何在相互影响甚至制约的各

过程方法，建立分析模型如图 ４ 所示。

个分系统之间找到最佳方案以保证整体最优，是系统工程
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

欧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工业协会（ＡＳＤ）产品支援系列

航材支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利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与

规范是开展产品综合保障工程的实践标准。产品综合保障

知识对这项工作在开展过程的组织规划、技术研究等内容

分析（ＬＳ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前端是“工程设计”

进行管理，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本文对系统工程在航材
支援中的应用做了简要阐述，并将内外关系图分析模型应

或者说产品基本定义，后端连接产品支援的各类业务，是
图 ３ ＬＳＡ 的逻辑关系图

整个综合保障工程的核心。
3.1、维修性设计对航材支援工作的影响

3.2、综合保障分析对航材支援工作的影响

维修性设计是产品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包含研制、

在 Ｓ３０００Ｌ 标准中，综合保障分析主要内容如表 １ 所示

生产、运营中涉及维修性的所有工作，从维修性设计工作体
系建立，参数、指标的分析论证、分配、预计，设计方案
的分析权衡，到具体设计特征分析检验，试验结果的分析等。

用在潜在航材分析实例中，对飞机研制阶段开展航材支援
工作具有一定借鉴参考价值。

［５］。
定义飞机航材是 ＬＳＡ 的重要分析内容之一。不同的分

参考文献：

析方法、产品结构分解的深度、维修方案的制定等都影响

３．１．１、维修性设计与航材支援工作的关系

航材的定义。在 ＬＳＡ 中的第 ３ 章“ＬＳＡ 业务过程”中，包

参考 ＡＳＤ 的 Ｓ３０００Ｌ 标准开展综合保障分析，可以确

含了对航材定义与分析的基本要求。

图 ４ 表 １ 潜在航材分析模型

［１］ 朱一凡 ， 李群等译 ． ＮＡＳＡ 系统工程手册 ． Ｐ３
［２］ 阮镰 ， 章文晋 ． 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 ． Ｐ４￣Ｐ５

定满足客户使用要求与环境要求的供应保障方案，确保工

［３］ 阮镰 ， 章文晋 ． 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 ． Ｐ２４３￣Ｐ２４７

作顺利地开展。ＬＳＡ 的逻辑图如图 ３ 所示 ［４］。

［４］ Ｓ３０００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０－０４－０１． Ｐ１０

通过图 ３ 可以看出，供应保障与飞机研制过程的维修
性 ／ 测试性、可靠性均有关系。航材支援是供应保障的组成

［５］ Ｓ３０００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部分，其中的航材可拆性分析与维修性分析直接相关。例如，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０－０４－０１． Ｐ４２

制定结构部分零件可拆性分析原则时，可对结构维修性分

［６］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ＩＮＣＯＳＥ－

析中的可达性、设计简化、互换性、标准化，维修口盖等

ＴＰ－２００３－００２－３）． ２０１０－０６． Ｐ１７

分析内容进行梳理与总结。当进入实际总装阶段，可以结
合零部件的生产与安装情况，对零件可拆性原则进行完善
与验证。
３．１．２、航材支援对维修性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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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潜在航材清单迭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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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飞行训练
设备管理的探索

文 ／ 樊越强

感知层是整个物联网系统的基础，主要使用传感器、

心（处理中心可能是分布式的，如计算机、手机或 ＩＰａｄ 等

智能终端、ＲＦＩＤ 电子标签等设备完成训练设备各种状态信

平板电脑，也可能是集中式的，如中国商飞的互联网数据

息的采集、转换和收集。感知层设备一方面运用智能传感、

中心，由处理中心完成各个训练设备通信的相关计算。

身份识别以及其他信息采集技术展开对训练设备进行基础
校对 ／ 张方平

的信息收集工作，另一方面又接收来自上层的控制指令对

４． 物联网的关键技术问题

训练设备运行进行调整。感知层的关键技术主要为传感器
自从物联网的概念被提出以后，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中。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物联网定义是：物联网是通过信息传
感系统（传感网、射频识别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条码与二维码，全球定位系统，遵循规范的通信协议，
通过网络实现信息交互，完成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网络。具体地说，指在物理世界的实体中，部署具
有一定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嵌入式芯片和软件，使之成为智能物体，通过网络设施实现信息传输、协同和处理，
从而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互联。

技术和短距离传输网络技术。传感器是一种能把特定的被
测量信息按一定规律转换成某种可用信号输出的器件或装
置，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记录、显示和控制等要求。

从物联网的三层体系结构来看，每一层都有许多的关
键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１）

传感器节点问题，传感器节点是物联网系统的基

随着信息科学与微电子技术，特别是微型计算机与通信技

础信息单元，是实现对现实世界感知的基础，是物联网服

术的快速发展，传统传感器已开始与微处理器、微型计算

务和应用的基础。传感器节点目前主要问题有：其一，传

在第一时间将监控结果传给训练设备维护人员，使存在问题

机相结合，形成了兼有检测信息和信息处理等多项功能的

感器节点部署通常具有数量大、分布广的特点，传感器节

的训练设备得到及时检修，提升训练设备的故障响应与维护

智能传感器。短距离传输网络将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信息发

点只能由自身所携电池提供能量，而且在运行过程中电池

民用飞机市场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产品竞争转变为产

时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系统能够 ７＊２４ 小时全天候地监

送到网关或将应用平台控制指令发送到传感器。

无法被补充或替换，因此如何降低传感器节点功耗，延长

品和客户服务相结合的体系竞争。建设完善的客户服务体

控所有被安装过 ＲＦＩＤ 传感器等物联网传感设备的训练设备

网络层在物联网系统中主要通过各种有线和无线通信

使用寿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其二，传感器技术

系是中国商飞重点打造的六大核心能力之一，飞行训练业

的状态，并通过预先设置的自检程序定期触发对训练设备进

网络实现信息数据的快速、可靠、安全的传输和处理，既

依附于敏感机理、敏感材料、工艺设备和计测技术，对技

务则是民机客户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设备的意义在

行自检，然后，将得到的自检数据与训练设备维护手册上的

自下而上地传输感知信息，又自上而下地传输控制指令。

术工艺要求极高。

于训练设备健康持续稳定的运行就是对飞行训练业务持续

相关数据指标进行比对和全面分析评估，预测一切可能存在

网络层包括两个部分：接入单元、接入网络。接入单元是

稳定开展的保障，是保证训练质量、满足训练标准的必要

或将会发生的潜在问题，及时做好预防性维护，把训练设备

连接感知层的网桥，它汇聚从感知层获取的数据，并将数

集技术为客观世界中的物品和虚拟世界中的网络提供了沟

条件。中国民用航空局也在 ＣＣＡＲ１４２ 和 ＣＣＡＲ４７ 部中对

的故障率降到最低，提升训练设备的无故障运行系数。这样

据发送到接入网络。接入网络即现有的通信网络，包括有

通的桥梁，但是，物联网的规模却远远超过现有的互联网，

训练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制定相关的规范和咨询通告，以保

的预防性维护尤其是对全动飞行模拟机这样的高价值且全天

线局域网网和无线网络等。通过接入网络，人们将数据最

无以量计的物品将随时在物联网上交换信息。接入终端的

证其运行的可靠性，保证其受训人员的训练质量满足要求。

候运行训练的设施设备尤为适用。

终传入互联网。网络层是基于现有通信网和互联网建立起

多元化、网络规模的迅速增长将给现有的网络体系带来严

来的层。

峻的挑战：其一，需要寻求统一协议。其二，需要扩充 ＩＰ

１． 训练设备对飞行训练的意义

２）

组网互联问题，ＲＦＩＤ、智能卡、传感器等信息采

此外，训练设备是进行各类训练的基础，上海飞机客户服

训练设备健康预测管理系统将是物联网技术与航空训练行

务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所有飞行训练都是运用和围绕训练设

业的一次亲密接触。意味着通过物联网技术可以将训练设备的

应用层是物联网系统的核心。这里主要完成训练设备

备所开展的，如其发生故障，又在第一时间得不到维修，

安全无故障系数大大提高，很好地解决了训练设备因故障问题

数据的管理和数据的处理，负责对各种训练设备 ７＊２４ 小

则会影响飞行训练任务的正常进行，从而难以保证训练的

而给飞行训练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根本性地改变了

时海量的感知信息进行汇总、共享、分析，并依据处理结

质量、难以满足训练的标准，因此，保障各类训练设备的

原有训练设备人员对训练设备维护的工作模式，把原先等到故

果对各种训练设备进行智能决策，是否需要对此训练设备

感器节点以及其他信息采集设备。在信息感知过程中，

正常运行或者第一时间发现训练设备的故障遗患与故障信

障发生后疲于奔命的事后维修模式转变成事先预防性维护模式。

进行预防性维护工作，做到将这些数据与各种训练设备的

如果每个节点都单独向上提交感知数据将会严重浪费节

维护手册、制造商与行业的应用相结合。应用层包括两部分：

点的通信带宽和能量资源。由于传感器节点体积小，其

物联网中间件与物联网应用。如果软件是物联网的关键和

电源能量、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有限，这样的浪费必然

灵魂，中间件就是这个灵魂的核心。物联网中间件处于物

会降低信息收集效率，影响数据采集的及时性。由此可见，

联网的集成服务器端和感知层、网络层的嵌入式设备中。

在物联网信息收集过程中，如何利用数据融合技术有效

从物联网的技术架构上来看，在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一个

服务器端中间件称为物联网业务基础中间件，很多时候也

去除冗余数据，减少网络通信量，提高资源利用率是一

物联网的基本体系架构逐渐被大家所认可，
也就是从下至上依次是：

叫框架或平台，一般都基于传统的中间件（应用服务器、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有效数据挖掘与云计算是

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和五官，网络

ＥＳＢ／ＭＱ 等）构建，加入设备连接和图形化组态展示等模

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层相当于人体的神经中枢和大脑，应用层相当于人的社会分工。

块。它是一种独立的系统软件或服务程序，用于支撑跨行业、

息，然后立即展开检修。这对于训练工作来说意义重大，
也是飞行训练管理体系核心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又关系到中国商飞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飞行训练服务能力。

２． 物联网将为训练设备提供健康预测管理
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一系列新的应用和服务将会产
生，在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大背景下，
物联网会是工业乃至更多行业信息化过程中，一个比较现实
的突破口。对于航空训练行业来说，通过在训练设备上使用

３． 训练设备健康预测管理系统的物联网
技术架构

基于物联网的训练设备健康预测管理系统的三层体系
架构图如图 １ 所示：

联网应用。统一封装的能力包括通信的管理能力、设备的
控制能力、定位能力等。

设备在内的物联网技术，把与飞行训练业务相关的包括全动

面健康预测管理。以便能够随时把训练设备的开关机状态、
自检状态、运行状态、故障状态等信息传给系统终端，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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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处理问题，物联网中包含了数量庞大的传

４． 结束语
物联网是一场新的划时代的科技革命，又称之为第三
次浪潮。此番对它在航空训练行业中具体应用的前景进行

基于物联网的训练设备健康预测管理系统的系统应用

探索，发现它能够大大提升训练设备预防性维护的效果，

图 １ 基于物联网的

流程如下：首先，对各个训练设备静态和动态的属性进行

并且，能够成功地将训练设备维护人员原有的事后检修的

训练设备健康预测

标识，静态属性可以直接存储在标签中，动态属性需要先

工作模式转变成了事先对训练设备进行预防性维护的工作

管理系统的三层体

由传感器实时探测；然后，识别设备完成对各个训练设备

模式。最终，为民机客服飞行训练业务未来更好更快的发

属性的读取，并将信息转换为适合网络传输的数据格式；

展保驾护航。

飞行模拟机在内的所有高使用率和高价值的训练设备与互联
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实施专门针对训练设备的全

的 ＩＰｖ４ 资源而言是无法支持的，那就需要 ＩＰｖ６ 来支撑。

众多能够公用的能力进行统一封装，提供给丰富多样的物

包括 ＲＦＩＤ 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

网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实现对训练设备的智能化识

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和互通，也可以将

地址。由于物联网需要更多的 ＩＰ 地址，这对目前即将耗尽

系架构图

最后，将各个训练设备的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信息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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