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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ABACE）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成功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共有 186家从制造商、运营商到零部件供应商、专

业媒体等航空各领域组织参展。其中，飞机制造厂商 10 家，用美国国家公

务航空协会主席 Ed Bolen 先生的话讲：“平均下来，每一家飞机制造厂商

就有十几家 OEM 及相应服务提供商为其提供支持性服务。”可见，公务航

空市场发展态势良好。同时，逐步回暖的整体环境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

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贡献了一己之力。另外，本届 ABACE 大会参展机型涵

盖涡桨、喷气、活塞、螺桨等全类型飞机，共 38 架，加之 186 家各类专业

参展商，规模乃历年之最大。

同时，基于良好的合作前景，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 14 日与上海机场

集团在此间签署延展协议，将双方的合作期限从原定的 5 年延长至 10 年。随

着全球通用航空市场的不断回暖，相信未来我们将在此类国际航展上发现

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

在本期的“简讯”板块，我们特别对本届亚洲公务航空大会和展览会

的主要新闻与资讯进行了整理，方便读者快速且高效的浏览本届航展各类

新闻资讯。

另外，随着国家对金融租赁领域政策的不断放宽，通用航空金融租赁

市场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期“通航经济”板块，我们将对通用航

空飞机的融资情况与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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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由国家空域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发起组建。由原民航总局副局长

鲍培德担任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陈志杰院士担任理事长。

中国通用航空的产业孵化商

面向科研院所：提供技术的推广转化、新

产品宣传、产业对接、资金导入、基地孵化等综

合服务。

面向通航产业基地：提供基地宣传推广、招

商引资、产业基金导入等综合服务。面向通用飞

机制造商：提供全球通用飞机机型、国际飞机制

造厂商对接、飞机引进全程谈判、PC\TC 全程代

办、飞机制造工程中心建设、飞机销售、机务维

修人员培养等综合服务。

面向国外厂商：提供国内合作伙伴对接、地

方政府对接、政策环境介绍、项目落地咨询等全

程综合服务

中国通用航空的集成服务商

面向地方政府：提供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通航产业发

展规划、通航产业基地规划、通用机场规划建设、航线规

划设计、产业资源导入、产业基金投资以及发展顾问等全

程综合服务。

面向军民航业务主管部门：提供通用航空发展规划研

究、空域空管发展研究、飞行服务站规划建设、通航相关

标准制定研究等综合咨询服务。

面向航空公司：提供公司筹建代办、飞机选型引进、融

资租赁、飞行机务人员推荐、基地机场推荐、航线申请代

办等综合服务。

面向机场投资方：提供从通用机场选址、空域规划、飞

行程序设计、可研报告、总体规划、初步设计、工程承包

等集成综合服务。

战略规划：

业务领域

通用航空公司的综合服务、通用航空机场的综合服务、通航产业基地综合服务、通用飞机的适航审定服务、通用航

空培训、空管技术与产品孵化业务

发展愿景：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我国通用航空技术、人才、资本和产业等资源的聚合平台，通过与各方面的广泛、深入合作，成

为我国通用航空的规划者、践行者和推动者，最终实现我国通用航空的早日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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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

The 3rd Council Meeting Held in Beijing 

2014 年 3 月 2 日，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理事长陈志杰

院士主持。名誉理事长鲍培德和副理事长张军院士参加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研究院关于《二○一三年工作总

结和二○一四年工作安排》的报告；通过了增选钱啟增为副理事长并继续兼任秘书长，增选李瑞义、梁汝强为理事，增

选王肖鸣为副秘书长的决议；通过了聘任梁汝强、李学祥分别担任研究院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的决议。

国家空域技术重点实验室来我院交流座谈
Seminar with Key Laboratory of National Airspace Technology at CRIGA

3 月 13 日，研究院理事会理事白松浩及国家空域技术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有关专家，来我院进行

交流座谈。其间，白松浩理事及实验室专家介绍了实验室的主要职能和建设情况，以及在我国低空空域改革试点中

相关研究工作情况，并对我院提出的有关问题给予了解答，对我院积极参与低空空域改革研究及合作开展通航飞行

试验研究的愿望，给与了肯定和支持，对开展深入合作的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内蒙古辖区首家基地运输航空公司正式运营

来源：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时间：2014-02-17

1 月 8 日 10 时，随着 CA1102 呼和浩特—北京航班从呼和浩特机场起飞，国航内蒙古有限公司正式运营。

国航内蒙古有限公司作为辖区内首家基地运输航空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由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内

蒙古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参股。在发展定位上，公司将依托内蒙古自治区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民航产业基础，以

及国航丰富的安全管理经验、完善的服务保障链条，以呼和浩特为基地，连接自治区主要机场，运营初期将使用 2 架

B737-700 型飞机执飞，首期开通呼和浩特至北京、包头至北京航线。

在前期工作总，内蒙古监管局对公司筹建、运营等环节高度重视，开展了一系列高效、有序的监管工作，配合管理

局完成公司经营许可初审、121 部运行合格审定工作的同时，从“细化责任、完善体系、建设队伍”三个方面进一步明

确了今后的监管方向和重点：一是要督促公司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按照法律规章、运行

标准和运行手册的要求运行管理；二是引导公司不断强化安全体系建设和运用，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坚实的安

全基础；三是关注公司专业人员队伍建设，重点关注飞行、机务、签派等岗位人员的资质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储

备机制，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证。

国航内蒙古有限公司的正式运营，对改善自治区交通条件、构建自治区民航多层次运输网络、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将

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东北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挂牌

 来源：中国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　   时间：2014-02-24

近日，东北局民用航空人员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医学中心举行。东北局陈锡兵局长、汤劲副局长为医学中心揭牌。

揭牌仪式后局领导与航卫处、医学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

座谈中，汤劲副局长表示，医学中心的挂牌，象征着新征程的开始。对于未来发展，要做出总体的规划和设想。要

明确医学中心的发展目标，并向之进行不懈努力。在用人、用钱方面更要认真规划、严格审批。

陈锡兵局长对医学中心的发展做出重要指示。陈局长指出，医学中心的挂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荣幸与大家一

起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第一，医学中心的发展对东北民航发展具有保健作用，从长远看对管理局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第二，体检鉴定机构的成立，对民航东北地区航空安全有保驾护航的作用，空勤人员及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体检鉴定

工作将更加有力，对东北地区航卫工作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第三，挂牌仪式象征着医学中心发展已经迈开了重要的第

一步，接下来需要大家认真思考怎样将医学中心做大做强，要做好总体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希望全体人员

共同努力，使医学中心取得更大的发展。

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获准设立成都分公司

来源：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时间：2014-02-18

近期，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获得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批准。至此，在民航双流国际机场

注册的基地航空公司已增加至 5 家，分别是：国航西南分公司、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空有限公司、东航四川

分公司、祥鹏航成都分公司。

香港航空集团与美国世纪航空国际集团来我院交流座谈

2014 年 4 月 22 日，香港航空集团执行董事邓亚军先生、美国世界航空国际集团 Jacob 先生与薛淑芬女士一行

5 人前来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交流会谈。双方就国内外通航产业发展情况，国内通航飞行计划申报、审

批以及美国现有通航运营公司筹建相关问题等进行了深度交流。通过此次座谈，双方对未来合作前景表示认同，将

就合作事宜做进一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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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监管局向通辽神鹰通航颁发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    

来源：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013 年 3 月 28 日，内蒙古监管局向通辽神鹰通用航空公司颁发了《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这是内

蒙古地区第三家获得 CCAR-91 部运行许可的通用航空公司，也弥补了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通航事业的空白。

在颁证会议上，监管局李陆康副局长提出，中国民航正在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变，通用航空是行业中的短板，发

展相对滞后。去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把通用航空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力求培育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希望通辽神鹰通航能够把握住政策支持的契机，不断拓展和创新通航配套服务，切实健全安全运行管理

体系，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李陆康副局长表示，内蒙古监管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通航事业，将监管与服务结合，促使公司严格按章运行、规范

运行、安全运行。

关于批准筹建西亚（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的公告

来源：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民航新疆通航公告 [2014]001 号

根据《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局 176 号令），经西亚（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筹）申请，民航新疆

管理局审核，批准西亚（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筹）开展筹建工作，具体事项如下：

筹建认可通知书编号：民航新疆通许发 [2014]002 号

拟筹建企业名称：西亚（直升机）航空有限公司

拟筹建企业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中心 23-2 号

拟筹建企业类型：甲类

拟使用机场：乌鲁木齐地窝铺国际机场

拟注册资本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筹建负责人：史世赟

拟从事通用航空经营项目：甲类：陆上石油服务、海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

中游览、公务飞行、直升机引航作业、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乙类：航空摄影、空中广告、城

市消防、空中巡查；丙类：飞机播种、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

空护林、空中拍照。

筹建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0 日至 2016 年 2 月 9 日。

特此公告。

                                 民航新疆管理局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西北局向陕西中俄飞行学院有限公司颁发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 

来源：中国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4月10日，西北局召开CCAR-91部运行合格审定颁证会议，西北局余文亮副局长和局方审定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余

文亮副局长向陕西中俄飞行学院有限公司颁发了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陕西中俄飞行学院有限公司成

为西北地区取得运行合格证的第十三家通用航空公司。

会上，陕西中俄飞行学院有限公司介绍了筹建经过和发展规划情况，西北局审定小组成员就公司正式运行后应关注

的重点和发展规划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提示和交流，最后，余文亮副局长就公司运行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严格

按照局方批准的运行规范运行，杜绝违规运行；二是要安全运行，严把天气、飞机、教员、科目标准，各项保障工作要

到位；三是要加强培训，提高专业人员能力；四是要协调好和其他单位的同场飞行问题，防止空中冲突。

 重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获颁 CCAR-145 维修许可证 

来源：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重庆市对通用航空产业支持性政策的陆续出台，重庆地区通航产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2013年，重

庆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和飞行学院重庆通用航空培训公司先后通过民航重庆监管局组织的运行合格审定，获颁 CCAR-91 运

行合格证。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发展，重庆通用航空公司又再次通过维修许可审定，于 2014 年 4 月 3 日正式取得局方颁

发 CCAR-145 维修许可证。

重庆通用航空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正式向重庆监管局提出维修许可申请。经过资料审查、现场审查、发现问题

整改、整改措施的评估和复核，重庆监管局最终于 3 月底圆满完成了整个审定流程。4 月 3 日，重庆监管局代表民航西

南地区管理局正式向其颁发了 CCAR-145 维修许可证。重庆监管局邓晓帆局长、汪传志副局长及相关处室监察员出席了

颁证仪式。

根据民航规章要求，从事商业非运输的运营人须取得局方颁发的 CCAR-91 运行合格证及运行规范。而对于航空器

的维修，一般性维修工作可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按 CCAR-43 的要求实施，但是大型航空器所有的维修项目和所有航空器的

翻修项目必须由 145 维修单位或制造厂家实施。重庆通用航空公司此次主动提高维修标准，表现出其追求高质量维修水

平、做大做强的决心。获得CCAR-145维修许可证也是其今后扩大维修范围，增加其他机型或翻修项目的必要前提。同时，一

家高水平的维修保障单位无疑也对整个重庆地区的通航产业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

西北局向陕西欧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经营许可证

来源：中国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时间：2014-03-03

2 月 28 日，西北管理局向陕西欧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颁发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该公司是西北地区第 17 家获得经

营许可证的通航企业。

为帮助指导陕西欧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做好下阶段工作，在颁发经营许可证后，西北管理局余文亮副局长、机关相

关部门负责人与该公司领导进行了交流座谈，各职能部门结合职责对企业运行需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交流指导。

余文亮副局长对公司取得经营许可证表示祝贺，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扎实做好运行合格审定等后

续工作。要按照规章要求早作准备，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好做扎实。二是要加强工作对接，加强沟通联系。要加强业务联

系和沟通了解，及时了解最新政策规章的变化要求，避免走弯路。三是要加强规章学习，做好人员储备。要牢固树立安

全意识，重视安全运行管理，加强规章标准学习，组织开展业务培训，防止违规现象发生。同时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要

结合自身实力，合理规划，科学发展，加强飞行、机务维修等专业人员的储备，防止盲目发展。四是要严格按照各项规

章标准，遵守相关工作程序，履行各项报备手续，在未取得运行合格审定以前，严禁开展通用航空经营活动。最后，余

副局长表示管理局将继续加强工作指导，做好服务工作，帮助公司争取早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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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局 2014 年 2-3 月通用航空筹建、变更等情况一览

荆门中航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筹）   同意筹建期延长一年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

广东道和投资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意筹建

广西吉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同意筹建

广东翔泰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同意筹建

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                 同意变更注册资本

珠海中行飞行学校有限公司           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

河南信阳春申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 同意筹建

成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二级医疗机构授牌仪式在西南局举行

来源：中国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时间：2014-02-14

2014 年 2 月 13 日下午，成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二级医疗机构授牌仪式在西南管理局举行。管理局吴小兵副局长、航

空卫生处及医学中心有关人员出席了授牌仪式。

为提高民航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体检鉴定工作质量，规范管理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按照民航局《民

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管理程序》（AP-183FS-004）的要求，第一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评审委员会通过周密

细致的组织和客观公正的检查，分别对申请分级评审的体检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评审。经民航局对检查评审结果核准，成

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等十二家医疗机构被评为新一届“民用航空人员体检鉴定机构”，委任期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管理局吴小兵副局长在授牌仪式后对成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并提出工作要求：一是要切实加强管

理，将各项制度和岗位职责落到实处；二是认真按照民航局提出的整改通知要求，逐项梳理存在的问题，在规定的时限

内一一落实并完成；三是要进一步规范体检鉴定工作流程，加强质量控制管理；四是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虚心听取空

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诉求，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五是要切实把好飞行人员体检鉴定放飞关口，为保障民航飞行安

全贡献力量。

内蒙古监管局向通辽神鹰通航颁发 CCAR-91 部运行合格证    

来源：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013 年 3 月 28 日，内蒙古监管局向通辽神鹰通用航空公司颁发了《商业非运输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这是内

蒙古地区第三家获得 CCAR-91 部运行许可的通用航空公司，也弥补了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通航事业的空白。

在颁证会议上，监管局李陆康副局长提出，中国民航正在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变，通用航空是行业中的短板，发

展相对滞后。去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把通用航空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力求培育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希望通辽神鹰通航能够把握住政策支持的契机，不断拓展和创新通航配套服务，切实健全安全运行管理

体系，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李陆康副局长表示，内蒙古监管局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通航事业，将监管与服务结合，促使公司严格按章运行、规范

运行、安全运行。

《中国通航博览》对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主席 Ed Bolen 先生专访

《中国通航博览》就庞巴迪 2014 市场规划对其媒体负责人进行采访

2014 年 4 月 16 日，我刊有幸对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NBAA) 主席 Ed Bolen 先生进行了一次颇具深度的专访。采

访话题涉及行业前景、就业问题、大中小型飞机市场发展、如何吸引新的使用者及就业者等内容。具体内容请见《中国

通航博览》六月刊。

在本届 2014 ABACE 展会上，我刊对庞巴迪宇航公司媒体

负责人 Annie Cossette 女士及 Fauve Castagna 女士进行采访。双

方就媒体合作进行了全面的沟通，并对庞巴迪在中国市场的媒体

策略进行了更深一步的了解。Cosseete 女士提到，环球 7000 较

以往拥有 3 个分区的机型来讲，体型增大 20%，并具有 4 个主

要分区。庞巴迪在中国大陆地区约有 150 架左右的注册飞机，大

部分为包机和金融租赁客户。为了更好的给客户提供全面周到的

服务，庞巴迪十分注重客户关系维护以及服务中心的建立。在不

断的与客户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庞巴迪不断获取并完善其客户资

料储备，并将客服反馈意见整理用于新机型的开发中去。当提到中国客户的购机偏好时，Cossette 女士表示，中国客户

更青睐客舱大航程远的公务机。她认为，这一趋势是由于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需求决定的。她们的客户需要进行更长途

的飞行，从而更加偏爱航长远的大体公务机。同时，庞巴迪认为，这一趋势在未来 20 年内不会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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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航空将于霍克太平洋就公务机改装签订协议

民生金融租赁确认其为 
以前未透露身份的挑战者 350 喷气飞机买家

庞巴迪宇航集团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确认，民生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是 2013 年 12 月 30 日订购十架挑战者 350（Challenger 

350）喷气飞机的客户。

2014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举行的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和展览会

（ABACE）期间，庞巴迪和民生金融租赁举行专门仪式，双方高

管出席并宣布了该笔订单。“我们很荣幸赢得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对我们新型挑战者 350 喷气飞机的信任，”庞巴迪公务机区

域副总裁韩智宇表示， “庞巴迪最畅销的挑战者飞机家族是世界

主导公务喷气飞机机队的中坚力量，我们很高兴庞巴迪产品再一次在中国获得了强有力的认可。”

“庞巴迪宇航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之一”，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飞机租赁事业部副总裁刘浩然表

示， “其生产的高性能飞机和提供的优质服务使其在全球航空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并打造了卓越的品牌。”

比亚乔首家中国大陆地区维修中心授权成立

2014 年 4 月 15 日，环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获得意大利比亚乔航空工业公司的独家官方维修资质授权，成为在中国

大陆地区首家 P180 Avanti II 飞机的官方维修服务机构。同时，作为中国首家获得比亚乔 P180 Avanti II 飞机维修机构授权

的公司，环天航空将为拥有比亚乔 P180 Avanti II 飞机的用户提供飞机、发动机及其附件等方面的维修服务。环天航空将

充分利用现有的飞机维修机库，不断提升飞机维修能力，拓展维修业务，更好地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标准、高技术和

高效率的优质维修服务。P180 Avanti II 维修服务中心的运营基地将设立于环天航空在天津国际机场的运营基地内。环天

航空现已运营两架比亚乔 P180 Avanti II 飞机，同时能够为所有比亚乔公司在中国地区的客户与运营商提供一级工厂认可

的维护与修理工作。作为比亚乔在中国的首个维修服务中心，环天航空所提供的维修与日常护理工作不仅仅适用于 P180 

Avanti II，同时适用于公司的全系列机型的日常保养和维护。

环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取得民航局的筹建批文，公司注册资金为 2 亿人民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

作，公司于 2013 年 3 月取得经营许可证，正式成为从事商务包机、公务飞行、飞机托管的甲类通用航空运输企业，于

2013 年 6 月取得民航华北局颁发的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证，公司开始了正式的商业运行，成为国内第

十三家公务机航空公司。自 2012 年 11 月 18 日拥有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架比亚乔 P180 Avanti II 飞机，经过为期一年多的

安全运行以及数百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经过比亚乔航空工业公司的严格审核后，环天航空在人员资质、工装设备、航

材保障、厂房设施、手册程序等方面均完全达到了授权维修机构的各项标准，出色的表现得到了比亚乔公司在维修技术

和维修能力两个方面上的高度评价。

比亚乔航空的股东结构是由：塔塔公司（英国公司为印度塔塔集团的一部分）、穆巴达拉发展公司、Abu 

Dhabi、HDI 基金、皮耶罗法拉利所共同掌管的一家发展与投资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活跃在飞机设计、制造、维护及

维修全产业链的公司。比亚乔公司还生产航空发动机，维护及维修航空发动机。比亚乔在意大利热那亚（Genoa）、菲

纳莱利古雷（FinaleLigure）以及那不勒斯（Naples）设有工厂，公司业务还遍布在北美、中美及南美洲。P180 为比亚乔

公司的核心产品，是世界上最快最先进的涡轮螺旋桨飞机。P180拥有轻中型公务机的速度，宽敞、舒适、静音的标准客舱，与

大多数公务机相比 P180 的燃油率要高出近 40%，这代表他将使飞行更加高效。P180 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新一代的“Pro 

Line 21”航电系统和单一试点认证。P180 有较大的载荷范围，最大起飞重量为 12100 磅，升级版的 P&WC PT6A-66B 

发动机给飞机提供了更高的性能和更快的巡航速度。比亚乔公司的飞机能够在较小的机场起降，它的起降距离是同样大

小的公务机无法达到的。P180 的最大巡航速度为 402 节，745 公里 / 小时，飞行最大高度达到 41000 英尺，最远航程为

1500 海里。　　

本刊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卓越航空（北京卓越）公司在与霍克太

平洋洽谈合作，双方将以互利双赢为前提，就公务机改装的合作项目达成

共识，并与近期签订相关协和。本刊将在第一时间予以追踪报道。

民生金融租赁公司和湾流公司在签字仪式上庆祝 60 架飞机订单

湾流 G280 飞抵 ABACE 并创下新的城市对间飞行纪录

湾流宇航公司的 G280 在飞赴上海

参加 2014 年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和展览会

（ABACE）的图中再创速度纪录。该超中

型飞机在从德国飞往迪拜、从迪拜飞往香

港时创下两项城市对间的速度纪录，将总

记录数增至 47 项。

湾流全球市场与销售高级副总裁 Scott 

Neal 表示：“今年，G280 已经在从北美飞

往亚太地区、中东、非洲和美洲的途中连创纪录。本次飞赴 ABACE 时所创最新纪录有力证明了 G280 在同级别飞机中

的霸主地位，以及以惊人的速度和出色的可靠性连接全球各大市场的能力。”

G280 从德国腓特烈港机场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机场飞行了 5094 公里，平均速度为 0.84 马赫，总飞行时间为 5

小时 49 分钟。

该飞机从迪拜飞往香港国际机场时，在 7 小时 7 分钟的时间内以 0.82 马赫的平均速度飞行了 6388 公里。

乔治亚州萨凡纳，2014 年 4 月 15 日— 今天湾流宇航公司

和民生金融租赁公司在亚洲公务机航展上举行签字仪式，见证

民生金融租赁公司的 60 架湾流飞机订单，此订单是在 2013 年

的第四季度签署的。这 60 架飞机订单，包括确认订单和意向订

单，是湾流历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此次订单涵盖了湾流的整

个产品线，包括超中型 G280 ；远航程大客舱 G450 ；超远航程

大客舱 G550 ；以及超远航程超大客舱 G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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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利携手瑞士梦兰柯 启动 SH09 直升机制造项目

本刊从有关渠道获悉，青岛海利直升

机制造有限公司已与瑞士梦兰柯直升机公司

（Marenco）就该公司 SKYe SH09 直升机签署

了生产制造协议。双方将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分

别持有新公司 50% 股份。

瑞士梦兰柯直升机公司（Marenco）于

2013 年底推出了其 SKYe SH09 单引擎轻型直

升机的首台样机。该公司在 2011 年 3 月推出

了 SH09 直升机项目，该机采用全复合材料打

造。主要为应对欧直 AS350 和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 AW119 型直升机的市场竞争。计划在 2015 年投入生产。

SH09 轻型直升机采用霍尼韦尔 HTS900 发动机和 Sagem 航电机载设备，巡航速度可达 260 公里每小时，标准油箱

配备情况下航程可达 800 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2650 千克。最多可容纳八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这架飞机可进行货物运输，空

中救护和客运服务。    

红钻航空携手飞特立航空开拓台湾私人飞机市场

4 月 15 号，上海 --- 北京红钻世纪航空有

限公司与台湾飞特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4 月 15

日在上海 ABACE 现场签署一份飞机托管协议及

一份台湾市场战略合作协议，红钻航空将其自

有的一架比奇富豪 G36 和一架男爵 G58 飞机托

管在飞特立，用于演示飞行、包机和市场推广，同

时两岸将携手开拓这两款经典的比奇活塞小飞

机在台湾及亚洲的市场。

比奇 G36 和 G58 飞机畅销于全球 90 多个

国家和地区，被广泛用于私人飞行、航空培训、短

途公务、特殊任务等多种用途，创造了难以超越的安全飞行纪录。红钻航空总裁王林表示“作为比奇亚太区的渠道合作

伙伴中亚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红钻航空将这两款飞机引进到国内，并与台湾飞特立航空携手开拓台湾及亚洲市

场，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激动。非常感谢德事隆航空 / 比奇和飞特立这两个重量级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相信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本地区的通航事业将得到更快发展。”

“飞特立航空很高兴在此次盛大的上海公务机展上，与红钻航空正式成为销售伙伴，共同联手开拓 Textron Aviation

和比奇在亚洲的市场。飞特立航空为台湾最大的私人飞机公司，提供从商务专机、飞机托管与咨询、医疗专机到飞行训

练完整的一条龙服务。飞特立相信籍由比奇 Bonanza 及 Baron 这两款飞机，将让台湾私人飞机市场与客户大开眼界。”

飞特立航空董事长杨宿智先生说。

第二十七届 IAOPA 世界会员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沪举行

2014 年 4 月 15 日下午，由 IAOPA 主办，中国航空器拥有

者及驾驶员协会（AOPA China）承办的第二十七届 IAOPA 世

界会员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亚洲公务航空会议及展览会（ABACE）

一号会议室举行。国际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副理事长郝

建华，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秘书长张峰、副秘书长

郭阳等出席新闻发布会，AOPA China 二十三家会员参加此次新

闻发布会，国内外近三十家行业媒体参与报道。

第二十七届 IAOPA 世界会员大会将于 2014 年 9 月 9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举行。首次在中国举办 IAOPA 世界会员大会，不

仅为全面展示中国通用航空行业发展水平、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通用航空产品、优质的服务和成功的经营理念提供国际

化契机，更为促进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舞台。届时将有来自全球 73 个国家的 IAOPA 会员国成

员共同参与此次盛会。

国际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副理事长郝建华表示，中国能够成功获得本届 IAOPA 世界会员大会的举办权，意

味着我国通航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与肯定，相信本届 IAOPA 世界会员大会的成功举办，势必促进通航产业的

国际合作，为推动我国通航产业的飞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新天宇航指定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为大中华区独家销售代表

克利夫兰，俄亥俄州 —— 世界上唯一的再制造公务机—新天 400XTi 飞机的制造商新天宇航公司（Nextant 

Aerospace）今天宣布指定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下称“AVIC ADE”）为大中华区的独家销售代理。作为协议的

一部分，AVIC ADE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接收第一架 400XTi 飞机。该合作关系使得双方得以在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市场以

及客户支持等方面紧密合作。

AVIC（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航空产业公司，其业务范围包括飞机制造、包机服务、公务机维护和

通用航空等领域。AVIC ADE 是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航国际”）的子公司，是中国民用航空产品进出

口的主要渠道之一。它的通用航空团队组建于 1997 年， 在帮助客户选购飞机、完成进口手续、融资、物流、培训、保

修索赔和部件供应等方面提供服务。同时，AVIC ADE 也提供有关投标、谈判及政府采购所需的文件的协助。

“AVIC ADE 专注于航空产业，其广泛的客户资源和敏锐的市场和政策洞察力将使新天宇航能够直接和所有的目标

客户进行沟通：公司，企业家以及包机公司。”新天宇航总裁肖明博（Sean McGeough）说。“在更多的关注效率及生

产力的大趋势下，新天宇航的价值定位尤其引人注目。再加上逐渐放开的监管限制，和正在扩张的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在

这个地区我们看到了良好的近期和中期商业潜力”。

“我们十分高兴能够与新天宇航在大中华地区合作”，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宇明说。“中国的资

深商业领袖们正在为中国境内出行寻求一个更物有所值的办法，以摆脱一般商业航线的时间限制。 400XTi 飞机有能力直

接飞抵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并能够在飞行途中为客户提供洽谈商务所需的私密空间。这是一个以合理的价格即可购买

的高质量产品，这样的价值在未来将会有很高的需求”。

新天宇航也期待有更多特殊任务的应用需求，包括空中救护，机场校准，空中监察，搜寻营救，高密度座位和货物运输。



丨 中 国 通 航 博 览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丨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时讯快递   News Express

12 13

中国商务航空支持中国微笑行动 
推动筹款活动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全方位私人飞机管理公司中国商务航空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Sino Jet ) 欣然宣布与中国微笑行动合作，在公司业务范

畴上积极协助推展筹款活动。

中国商务航空建基香港面向祖国，随着近年国内经济腾飞，私人飞机市场发展迅速，把握此等机遇，公司发展一日

千里。致力于业务发展的同时，公司对员工、客户、合作伙伴、以至社会均毋忘责任。为此 , 公司曾接触不同慈善机构，最

终选定中国微笑行动为是次合作伙伴。

中国微笑行动是专门为贫困家庭唇腭裂及头面部畸形患儿提供免费救助治疗的公益慈善组织。中国“微笑行动”源

自国际“微笑行动”组织，1990 年由韩凯和林静医师发起并引入中国，24 年来曾在 20 多个省区， 60 多个市县，免费给

将近 27,000 名贫困患儿做了修复手术，让孩子重现动人的微笑。「每一个生命都有微笑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中国商务

航空极为认同。因此决定支持中国微笑行动，让美丽笑容重回孩子们的脸庞。

L’VOYAGE 于全球市场拓展世界级私人包机服务

香港，2014 年 4 月 15 日——L’VOYAGE 欣然宣布 2014 年第一季度的私人包机需求出现了显著增长。L’VOYAGE

预计增长将会持续，决定增加一架庞巴迪环球快车，以满足客户的多样选择、抵达更多目的地。

作为庞巴迪代理商华翔航空有限公司（SPAL）的子公司，L’VOYAGE 私人包机服务的高度专业与至臻细节深得庞

巴迪公务机客户的信赖，公司业务因而得以持续扩张。

SPAL 及 L’VOYAGE 董事总经理曹其敏女士称：“我们的商业理念源自一个目标——服务于真正重视服务质量的

私人飞机用户。当庞巴迪客户要求额外飞行时，L’VOYAGE 的包机方案正是合适之选，因为他们深知我们理解他们真

正的需求。”

与 2013 年相比，L’VOYAGE 的包机业务于 2014 年取得了 230% 的增长，服务範围增加了 50%。如此可观的提升

意味着真正的全球增长，对集团而言，也表明业务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由于亚洲缺乏高品质的公务机及包机服务，我们从欧洲承租了许多飞机在亚洲开展运营。”L’VOYAGE 包机销

售总监范俊甯称，“有声望的客户寻求的不是最廉价的方案，而

是以合适价格符合其期许服务标准的方案……二者之间有着相当

大的区别。”

 下一季度，L’VOYAGE 将会继续扩充实力，一架庞巴迪环

球快车将开始包机业务。该机最多可搭乘 12 名乘客，不间断飞行

时间长达 12 小时，助乘客抵达世界上更多角落。

范先生强调，“通过正式代理一架公务机，我们可以更好地

把握服务质量。客户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以公道

的价格向其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服务。”

L’VOYAGE 目前每月的活跃私人包机服务时间有 100 小时

出头。新增的这一架庞巴迪环球快车将使公司在这个要求甚高的

市场中迈上新的台阶。

波音公务机业务在华持续增长

波音公司今天在亚洲公务航空会议及展览会（ABACE）上宣布，去年有 5 架波音公务机在中国市场投入运营，超

远航程公务机市场在中国持续增长。

波音公务机总裁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机长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断地扩大他们的国际业务，所以中

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市场。BBJ 是非常适合于中国市场的一个商务工具，它的航程能力可以不经停直达

远程目的地，它的大尺寸适合较大的商务团队更为舒适地集体出行。” 

2013 年对于 BBJ 来说是丰收的一年，自 2013 年 4 月上届 ABACE 展会召开以来，在中国，共有 5 架 BBJ 投入运营， 

2架全新的BBJ以及3架二手BBJ。除此之外，还有3架中国客户的BBJ已经交付至完工中心，其中包括中国第一架BBJ 2。在

此期间，中国客户的订单亦增加了 2 架。

泰勒机长还公布了 BBJ 在全球

的订单和交付情况。自 1996 年波

音公务机项目成立以来，该项目在

全球共获得 216 架订单，交付数达

到 195 架。

波音公务机提供一系列拥有

超大空间和超远航程的产品，完美

契合私人飞机市场的需要。波音公

务机的产品线包括 BBJ，BBJ 2 以

及 BBJ 3 – 在民用飞机市场获得巨

大成功的新一代 737 家族以及全

新 737 MAX 家族的衍生产品 – 同

时还有波音双通道机型包括 747-

8，767，777 以及 787 梦想飞机。

Skyplan 与 Oriental Sky Aviation 上海航展首亮相 
加强合作共拓市场

国际旅行管理公司 Skyplan Service 公司与中国 Oriental Sky Aviation（OSA) 公司在 2013 年迪拜航展上举行签约仪式

后，首次在本届上海航展共同参展亮相。双方将展开更为紧密的合作，Skyplan 将通过 OSA 在中国的服务网络为其客户

提供地面支持服务，OSA 的客户则将最大化 Skyplan 全球服务。

双方协议约定，OSA 将作为 Skyplan 中国地区销售和服务代理，确保 Skyplan 客户在中国可进入其十个运营基地之

一，并享受该公司为其提供的全方位的旅行安排和地面支持服务。

OSA 基地分别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上海、成都、广州、乌鲁木齐与深圳等地。除了享受包括机位协调、许

可获取和机组人员介绍等旅行计划服务外，Skyplan 的客户将享受由抵达至出发的无缝服务体验。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Skyplan新近推出了一款整体网络飞行规划系统 ---Aurora。OSA地面支持服务包括合同签派、地

面服务监管、燃油、食品、海关报关和一系列的签证和旅行协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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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捷香港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扩展区内业务版图

亚洲领先商务航空运营商美捷香港商用飞机有限公司（Metrojet 

Ltd.）锐意扩展其亚洲区业务版图，並优化其全球领先的商务航空服务。今

日，美捷在上海举行的 2014 年度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ABACE）

发表其进一步加强亚洲地区的运营计划。

美捷于去年举行的亚洲商务航空大会及展览会，公布与珠海瀚星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珠海美捷瀚星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珠

海美捷瀚星已于今年二月取得完整的业务经营许可证，美捷并宣布正式

委任何伟先生主理公司位于珠海机场的公务机大型维修（MRO）设施。

美捷亦宣布由美捷与印度泰姬航空（Taj Air）于孟买合资成立的印

度商务航空市场的维修公司—TajAir Metrojet Aviation，决意在日益增长的印度市场加大发展力度，表示有意于当地增建

一个占地 10,000 平方米的机库，新任首席执行官将于 6 月 1 日履新。

美捷首席执行官蓝彼安（Bjön Nä）表示：“美捷在过去数年来不断扩充香港业务，现在已发展为真正的区域性运营

商。新专才的加盟，充实了我们的亚洲团队，令我们的专业实力如虎添翼。” 

蓝彼安续称：“美捷除了积极在孟买扩充业务外，珠海美捷瀚星亦在今年取得完整的业务经营许可证。去年年底，美

捷的 Metrojet Engineering Clark 维修设施亦正式从菲律賓民航局（CAAP）获得 145 部许可证。蓝彼安续称：“亚洲地区

市场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主要的增长市场，我们已准备好把握机遇，继续在亚洲提供全球领先的商

务航空服务。” 

国际航空界精英在 ABACE2014 
正式成立梦翔天下（AVICUS）集团

美国航空界的两位元老和创业者 Jane F. McBride 和 Patricia 

Zinkowsk 正 式 宣 布 她 们 将 在 ABACE2014 正 式 成 立 梦 翔 天 下

（AVICUS）集团，并将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航空业务。

梦翔天下集团（简称“梦想天下”）总部设在美国，并在伦敦、香

港设有销售团队，同时在中国上海有一个代表处。梦翔天下致力于开发日益重要的亚洲市场，并希望作为桥梁，将西方

先进的航空佼佼者介绍到未来国际航空界的核心—亚洲市场。两位创始人 McBride 和 Zinkowski 女士早在 1985 年就在美

国航空界谱写下了传奇。她们创立了美国第一家 121 部包机经理人公司 --Flight Time Corporation. 经过 15 年的打拼，这

家公司在 2000 年拥有全球范围内超过 120 位的员工，并在英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都设有分公司。她们的客户包括总

统竞选者，体育明星，以及世界 500 强公司：美国运通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宝洁公司等。

2002 年，两位创始人决定在事业顶峰期，卖掉 Flight Time, 并休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她们致力于慈善事业，创

立了一个保护亚洲女孩，阻止人口贩卖的慈善结构（www.FriendsofThaiDaughters.org）。但她们很快又被亚洲欣欣向荣、快

速发展的航空业所吸引，决定重新创业。2011 年，她们用“Private Jet Journeys”这个名字进入了中国市场，主要致力于

为中国客户提供全球性的包机旅游服务。“当充分了解了中国市场后，我们决定利用 25 年来的资源，让我们的业务更近

一层楼，成立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梦翔天下（AVICUS）集团，并扩大现有的业务范围，”

梦翔天下的 Jane McBride 女士称，“我们现在能为客户提供全球包机服务，独家定制私人飞机旅游项目，飞机销售

和租赁，以及航空项目咨询等。”

建立在全球航空业界深厚的根基之上，梦翔天下在全世界拥有超过 10，000 架的飞机资源，从公务机，VIP 支线飞

机，甚至到宽体航空公司客机，包机业务涵盖全球。同时，依靠创立者和团队成员在奢侈旅游和上乘社会独一无二的网络，梦

翔天下还能能为客户打造终身难忘的顶级奢华体验。

“梦翔天下拥有一支国际化的团队，不仅有来自西方的航空业专家，同时有来自亚洲、熟悉市场的资深人士，致力

于为先进的西方航空佼佼者建立进入亚洲市场的桥梁，同时也为亚洲市场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梦翔天下还为客户们

提供飞机买卖与租赁业务，网络遍布全球各地。”总裁 Patricia Zinkowsk 女士说道。

湾流设立亚洲客户支持联系中心

湾流宇航公司在香港设立了第一个亚洲客户支持联系中

心，旨在加强其对基地位于亚太区以及途径亚太区的运营商的

服务。

该中心位于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湾流在东涌的亚洲产品

支持总部内，是挽留在亚太区颇具规模的服务于支持设施的补

充。亚洲客户支持联系中心初期将侧重于现场直接销售和提供

保修信息。今年晚些时候还会增加技术运营人员，包括湾流所

有机型的航电、电气系统和技术、机械系统专家。

达索航空推出第 250 架猎鹰 7X 

本周，第 250架猎鹰 7X飞机亮相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梅里尼亚市（Mérignac）

达索航空“查尔斯 • 林德伯格纪念厅”（Charles Lindbergh Hall），标志着猎鹰

7X 计划取得了新的里程碑。 

今年年初，这架猎鹰 7X 飞机进入总装阶段，六月份将飞往位于阿肯色州

小石城的猎鹰完工中心，并于年底前交付给客户。 达索航空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 Eric Trappier 称：“这一最新里程碑表明，猎鹰 7X 已经获得了商务航空界

的高度认可。得益于这一大力支持，猎鹰 7X 已经成为我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

商务喷气机。” 目前全球 34 个国家共有 216 架在役猎鹰 7X。自 2007 年问世

以来，猎鹰 7X 累计飞行时间已经超过了 25 万小时 .

猎鹰 7X 备受欢迎得益于其无与伦比的飞行灵活性、运营经济性和先进技术。7X 是第一架 100% 采用数字设计和配

备数字飞行控制系统的商务机，而且仍然是当今最先进的在役商务喷气机。它能在更多类型的机场上轻松起降，且经济

性优于任何同类机型。 

Trappier 称：“7X 的短跑道灵活性、燃油经济性和出色的操控性更像是小号的超中型喷气机，而不是大客舱机，这

是其他超长航程喷气机望尘莫及的。” 与竞争机型相比，7X 的燃油消耗降低 15-30%，因此运营成本大大降低。由于采

用了三引擎设计，它可以在水面上飞行，从而缩短航程，节省远距离越洋飞行的宝贵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除了出

色的机场性能，航程也更长。 无与伦比的飞行性能并不以牺牲飞行舒适性为代价。舒适的客舱以及数字飞行控制技术带

来的平稳飞行令乘客赞不绝口，长达 12 个小时的飞行后乘客仍然可以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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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索猎鹰加强中国市场客户服务 

中国上海，2014 年 4 月 15 日——达索猎鹰继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客户服务投入。公司计划将零配件库存增加至 3,000

件，价值逾 1,300 万美元。最近这轮扩张将于今夏完成，届时达索猎鹰在中国的零配件库存量将增至扩张前的近三倍。 

 达索猎鹰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侯颂咏（John Rosanvallon）称：“我们在中国市场面临了前所未见的商业挑战。凭

借与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我们得以顺利应对。我们胸怀壮志，以锐意进取的姿态在中国市场进行达索猎鹰品牌建设。我

们将长期扎根中国市场，这一零配件库存水平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除了零配件的数量保证，达索还提供了可观的工具库存，猎鹰运营商可通过租赁渠道获取。达索猎鹰公司亚太地区

客服总监刘丽英（Kathy Liu）称：“我们已经确定了一批不常用、但客户或于上海的达索猎鹰飞机服务中国分部的客服

中心合作商仍有需求的工具库存量。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客户和过境飞机提供行业领先的支持服务。因此，我们不仅要

投资于零配件和工具，还要投资于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培训和保修索赔。” 

 2012 年，达索猎鹰与上海霍克太平洋公司（Shanghai Hawker Pacific）合作成立了达索猎鹰飞机服务上海分部。该

分部由一支平均拥有 10 余年猎鹰商务机服务经验的专业技师团队组成，可处理目前生产的所有猎鹰机型。上海霍克太平

洋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维修设备，可为在大陆、香港、澳门、美国和开曼群岛注册的飞机提供航线维护和基地维护服务。 

2013 年，达索猎鹰成立了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代表猎鹰品牌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达索猎鹰还在该分公司内部

设立了区域客户服务总部。办公室设在中国北京，全部聘请会说中文的人。服务部人员最近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在达索

猎鹰飞机公司位于新泽西特波罗机场（Teterboro）的总部接受了全面培训。目前服务部能够提供各种支持需求，比如零

配件订购和管理、保修索赔、FalconCare 索赔以及技术支援。 

S-512：超音速飞机配全景座舱 你敢坐么？

By Pia Bergqvist 

Spike Aerospace 公司刚刚发布了其正

在研发阶段的 S-512 超音速公务机的未来内

饰设计。这款飞机的高科技机舱采用无窗设

计。机舱壁由巨大的电脑屏幕代替，乘客从

而可以自由选择景观。如果 Spike 公司将这一

设计变为现实的话，其客户将可以在机舱内

自由选择各种显示功能，景观图片、电影、PPT

展示、睡眠灯光、或观察由机外摄像头捕捉

的机外全景景观。除了可以为乘客提供多种选择外，无窗客舱减少了为窗户提供支撑作用的材料用量，从而使机身更加

轻盈。

一些人对无窗概念提出质疑，但该公司称人们将逐渐适应这种全新的设计。“当然，在实际试飞情况下，我肯定我

们要对一些情况作出调整。但同时我们也期许无窗客舱将在未来 20 年内，或更短的时间内，成为所有全新飞机的设计构

件。”

Spike 公司希望这款超音速可将纽约至伦敦的飞行小时减半，至 3-4 小时左右。

( 信息来源：Flying) 

青岛海利携手瑞士梦兰柯 
启动 SH09 直升机制造项目

青岛海利直升机制造有限公司与瑞士梦蓝科直升机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以股份制方式成立合资公司，共同

合作在中国生产 SKYe SH09 直升机。

本刊从有关渠道获悉，青岛海利直升机制造有限公司已与瑞士梦兰柯直升机公司（Marenco）就 SKYe SH09 直升机

签署了生产制造协议，并将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关于青岛海利与梦兰柯合作中最为引入关注的当属生产基地落户在哪里？

虽然海利在青岛有现成的生产厂房及工装设备，但作为卓越航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卓越集团会不会把这个合资公司

放在青岛，并没有成为定论。

据了解，卓越集团在北京、青岛、潍坊、东营都设有分公司。虽然这些企业各有自己的业务方向，但不排除在现有

业务基础上进行扩展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排除另外选址建设生产基地的可能性。

瑞士梦兰柯直升机公司（Marenco）于 2013 年底推出了其 SKYe SH09 单引擎轻型直升机的首台样机。该公司在

2011 年 3 月推出了 SH09 直升机项目，该机采用全复合材料打造。主要为应对欧直 AS350 和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

AW119 型直升机的市场竞争。计划在 2015 年投入生产。

SH09 轻型直升机采用霍尼韦尔 HTS900 发动机和 Sagem 航电机载设备，巡航速度可达 260 公里每小时，标准油箱

配备情况下航程可达 800 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2650 千克。最多可容纳八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这架飞机可进行货物运输，空

中救护和客运服务。

( 信息来源：F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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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低空经济有望飞更高 ERICKSON 直升机昨秘会通航人士

 空中婚礼、水 上飞机三亚起飞直航西沙……近两年来，三亚低空领域开放引社会各界侧目，通航产业作为三亚战

略性新兴产业将进入发展期。昨日，美国埃瑞克森 （ERICKSON）直升机在中国国际商会三亚商会的安排下，会晤了三

亚亚龙、美亚航空等通用航空公司人士，就三亚乃至海南低空经济领域开放进行探索。

低空领域经济 重型直升机“助飞”更高

美国埃瑞克森（ERICKSON）直升机方面人士庞 飞先生在三亚恒翔游艇 VIP 接待室内播放了 ERICKSON 直升机在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森林防火、高空吊装、播种等视频，并通过幻灯片形式介绍了 Erickson 重型直升机厂生产的 S-64

重型直升机等机型的载重能力、飞行里程、油耗、悬停能力、爬升能力等。

美亚航空董事长助理韩梦华也通过视频、幻灯片等形式展示了塞斯纳水上飞机在海上起降等特性，并参与西沙海上

搜救、渔民救援等大搜救行动。

庞飞称，三亚通用航空产业以旅游、低空观光为主，三亚亚龙、美亚航空在国内早已盛名在外，重型直升机在三亚

还处于空白地带，可应用范围也很广阔。在该公司重点机型获得进入中国许可后，他们希望能够与三亚通航公司尝试多

领域合作。

三亚亚龙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高秀妍对重型直升机在高空吊装、森林防火等方面的国内应用表示看好。

三亚通用航空领域需求有待激发

据了解，三亚通用航空领域目前主要以低空观光旅游为主，在森林防火、高空吊装以及油气田等方面尚处于空白区

域，而三亚亚龙、美亚航空等通用航空开展的低空旅游观光接待人数目前均不如人意。

“定位于高端消费游客的三亚低空观光游览费用并不 高，1500 元起步的价格适合大众消费”。三亚亚龙通用航空

公司副总经理高秀妍称，乘坐直升机在三亚城市上空鸟瞰海岸线、西岛、海上观音等，但该公司运营 一年多以来接待低

空观光人数未达 3000 人，这意味着公司属于亏本运营状态，但三亚乃至海南低空经济领域前景是诱人的，通航公司在最

初运营前几年处于亏损 状态符合该行业发展规律。该公司今年在现有 7 架直升机的基础上，计划再引进 6 架直升机，包

含可乘坐 7 人的贝尔 407 机型；而今年 3 月开通的海口基地将为低 空旅游观光提供更好的服务。

韩梦华亦透露，美亚航空开通水上飞机运营以来已执飞过多次三亚往返西沙、三亚城市上空观光等航线，但接待人

数还未超过百人。该公司已在万宁打造一个适合水陆起降的飞机基地，以满足三亚乃至海南未来低空领域的发展。

( 信息来源：人民网三亚频道 )

京津冀共筑警航反恐平台

 为配合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应对复杂治安形势、提升首都反恐能力，23

日上午，京津冀警航合作会在北京召开。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

长傅政华，河北省公安厅长董仚生、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滕义兰代表京

津冀三地警方签订警航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全国首个警航区域合作平台。

　　京警航将赴冀警务飞行

　　警用航空以直升机为主要装备，与其他警种相比，有机动速度快、灵

活性强、监控范围大等优点，可作为空中平台，也可实施紧急空运。由

于具有高空优势，在高楼、森林等特殊地形条件下索降突袭、索降救援

等功能突出，其空中侦察的功能对提升反恐能力亦十分关键。

　　根据京津冀警航合作框架协议，三地将最大限度整合警务航空资

源，打造空中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为维护首都经济圈社会安全稳定、推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协议建立了京津冀地区警航合作日常指挥机制和重大安保期间联勤指挥机制、北京警航协助在津冀地区执行警务飞

行任务和开展社会救援工作机制、北京警航与津冀公安机关相关警种定期演练机制、津冀地区警航临时起降点勘查和变

化情况通报机制、北京警航带动津冀地区警航建设发展机制。

　　傅政华表示，在环首都区域警务合作基础上建立的全国首个警航区域合作平台，将为维护首都安全和区域稳定提供

更加坚实的保障，符合首都经济圈发展的需要，是适应治安形势变化的正确选择，也是三地深化警务合作、提升整体防

控能力的重要途径。

　　合作将扩展至 7 省市

　　“警航合作机制建立以后，三地警方要紧紧围绕重大安保任务加强合作，充分发挥警航优势，加强对重点区域、交

通要道巡逻。”傅政华透露，在京津冀合作的基础上，下一步要在七省区（环京护城河工程所涉及的七个省区，即北京、天

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西、山东）展开警航合作的战略推进。

　　协议签订后，为展示警用直升机在治安、反恐、紧急救助等方面的作用，北京市公安局出动2架警用直升机会同天津、河

北省公安机关分别在天津、河北两地进行实战演练。

( 信息来源：大公网 )

“远奥飞机落户首都”

4 月 20 日上午十点 河北远奥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正式

入驻北京“酷车小镇”。公司目前在中国独家代理

美国派珀（Piper）飞机公司“西门诺尔 PA-44”“弓

箭手 PA-28”“幻影 PA-46”三款机型。届时欢迎各

界朋友光临！参观飞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蝉西路甲 1 号 酷车小镇一楼

展厅（欢乐谷附近）

( 信息来源：远奥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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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青岛海利直升机制造有限公司与广东君恒投资有限公司已就股份合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内容规定，新海

利公司的董事长将由广州君恒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增平出任、成身棕任总经理。

另据了解，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经受理了青岛海利的股权变更申请，新的营业执照有望下星期颁发。

青岛海利直升机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17 日，注册地址在青岛市黄岛开发区。公司主要项目为海利 B-2B

直升机专有技术 (V750 无人直升机的技术平台），于 2007 年 11 月获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复。B-2B 两人座轻型直升机和

305 型五人座轻型直升机原为美国勃兰特利国际公司 (BRANTLY INTERNATIONAL INC.) 的主要产品。该公司是一家轻

型直升机制造商及相关服务公司，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2007 年被青岛海利全面收购。这是中国在海外投资的第一家航

空制造企业，也是第一家中国企业完全拥有美国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制造企业。

关于广东君恒投资有限公司，外界了解得不多。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于 1995 年 8 月 31 日在广东南湖旅游中心五

号楼注册成立，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经营投资房地产业、饮食业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畜

禽产品，注册资本 1200 万元人民币，业务联系人徐增平。

关于徐增平，资料显示：

山东潍坊人，曾在广州军区当兵，退伍后到广州经商，1988 年到香港发展，成立创律集团，经营房地产生意。得知

中国曾探讨过购买“瓦良格”号航母，最后因故放弃的消息后，认为中国不买这艘航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国力有限，但

绝不能让它落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敌意的国家手中。于是，毅然出资 8000 万美元，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把实际价

值超过 1 亿美元的“瓦良格”买回来，“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徐

增平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2011 年 4 月 18 日下午，清华大学物理学院获赠两亿元人民币，而捐赠者则是十多年前“瓦良格号”航母的买家、香

港创律集团董事长徐增平。这是百年校庆活动期间，清华大学接受的数额最大的捐赠。

徐增平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航空产业的、他与青岛海利或北京卓越航空公司有着怎样的交集、成身棕与徐增平的合

作将对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甚或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报将予以深度关注。

联系人：王耀光 13391976573

美国航校填补中国飞行员培训能力缺口

by  CHARLES ALCOCK

众所周知，中国市场需要大量飞行员，波音公司去年预计中国快速发展的航空运输业在 2032 年时将需要 77400 名

飞行员，和 93900 名技术人员。这一数字相当于亚太地区同期 40% 的市场需求。问题是，一个没有本土通用航空群体的

国家如何培养这样多的飞行员呢？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TransPac 航空学院站在了为中国下一代飞行团队培养准备人才战线的最前线。今年 3 月，29 名

由海南航空公司和中国西部航空公司派遣的飞行员顺利从该学院毕业。TransPac CEO Stephen Goddard 称，该学院现正在

培训 400 名来自中国的飞行学员，而他预计每年大约将会有 2000 名学员前去该校进行学习。与此相比，中国大陆每年仅

有 600-800 名飞行员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毕

业。由 TransPac 毕业的飞行员同时具备 FAA

商照和中国民航局要求的涡轮引擎等级证

书。他们回国后，直接进行执照转换就可以

了。

为了更好的使学员适应国际航空公

司飞行员这一角色，学院努力为学员提

供整体服务。在中国航空公司对学员进

行初选后，TransPac 将对学员进行二次筛

选。TransPac 同时也对亚洲其它地区学员提

供培训课程，其中包括自费前往的 60 名越

南学员。

( 信息来源：AINONLINE) 

图：徐增平（中）与成身棕（右）、美国卓越航空发动机公司CEO Mr.Tim（左）

VistaJet 中国运营基地或将于年底开门迎客

by  CHARLES ALCOCK

VistaJet 预计，该公司如能在 2014 年第四季度前期获得航空运营商执照，公司在中国的全新运营基地则将会在年

末投入使用。ABACE 前夕，VistaJet 将不会过多透露其中国业务运营合作伙伴的相关信息。但该公司早前曾与北京航空

（Beijing Airlines) 展开洽谈。

同时，VistaJet 香港办公室已经增加了 3-4 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北京设立了新的办公室。首席商务馆 Ian Moore 称：“这

表明，我们认为（亚洲）市场潜力巨大。在这一区域内，我们拥有机型的市需求绝对将有所增长。”

该公司中国机队将由数量不详且还未交付的庞巴迪环球、挑战者 350 和挑战者 605 机型构成。VistaJet 于 2012 年 11

月向庞巴迪订购并认购了 142 架环球 6000 公务机优先购买权，自今年 6 月起，该公司将每月接收一架环球 6000 公务机。该

公司本年度预计接收 8 架挑战者 350 公务机，这些新飞机将用来替换其现有的 6 架李尔 60 公务机。同时，公司另外还有

10 架挑战者 605 公务机等待接收。

Moore 说：“如今，亚洲地区销售数字显示市场良好健康。事实上，与中国一地相比，整个亚洲地区（新业务）

呈现混合态势。”他指出，东南亚地区客户对该公司的飞行解决方案项目“Flight Solutions Program”(FSP) 显示出了极

大的兴趣。在这一服务内容中，客户能够得到指定飞行小时数中的机队能力保证，并将这一内容写进合同条款之中。如

今，VistaJet 60% 的业务来自其 FSP 项目，较之几年前，该项目仅占公司业务量的 35%。

( 信息来源：AINONLINE) 青岛海利直升机公司发生股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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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双发柴油飞机首秀

译钻石飞机公司被称做 Dash-6 的全新柴油动力双发飞机 DA42-VI，近日在 2014 年 SUN ’n FUN. 大会上首秀。钻

石美国东南部经销商 Premier Aircraft Sales 副

总裁 Jeff Owen 表示：“自去年市场首次获得

DASH-6 的消息，每个人都在询问这款飞机到

底何时上市。

Dash-6 升级内容包括：

新一代 Austro AE300 涡轮柴油引擎

依据空气动力改进的整流罩 / 座舱设计

气动翼整流罩

MT 复合材料三叶螺桨

全新方向舵及内部设计等

( 信息来源：General Aviation News ) 

Mooney 回归：拍卖历史性飞机向品牌致敬

By Pia Bergqvist 

 为了庆祝回归市场，Mooney 飞机公司在

线开展了一次名为“First to Fly”的在线竞拍活

动。拍品为该公司第一架在其现代化生产线中

生产出来的 Mooney Acclaim Type S 飞机。

拍卖于 2014 年 4 月 1 日起拍至 7 月 11 日

截止。竞拍者必须在 6 月 30 前到 Mooney 网

站注册才可参加此次竞拍。竞拍所得将被用

来打造位于公司总部全新的 Mooney 历史博物

馆。虽然 Mooney 公司还未对博物馆的开馆日

期等信息进行公布，但 Mooney 国际已经开始

与 Mooney 飞机飞行员协会（MAPA) 联手，就

博物馆展览内容进行研究。

Mooney Acclaim Type S 飞机最高巡航速度为 242 节，是市场上最快的单发活塞飞机。与其很多对手机型一样，该机

型配备 Garmin 航电设备，这款飞机则选装了 G1000，双涡轮 Continental Gold Standard TSIO-550G 引擎及真皮内饰。该

公司表示，这款飞机售价将在 $700,000 美元左右。 

Mooney 公司新任 CEO 称：“对于 Mooney 公司的重生，我们都感到十分激动，所以决定一定要做些什么向这个品

牌致敬。而这次的拍卖活动则给了每个人一次购买这架历史性飞机的机会，这是公司易主后生产的第一架具有纪念性的

飞机。”

( 信息来源：Flying Magazine)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预计未来 20 年向非洲和中东地区交付 530 架 70
至 130 座级喷气飞机

摩洛哥马拉喀什 2014 年 4 月 23 日消息 –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预测，未

来 20 年非洲和中东地区航空公司将接收 530 架 70 至 130 座级喷气飞

机（按目录价格计算，总价值为 250 亿美元），占同期全球市场需求

的 8%。预计新交付飞机中的 65% 将用于支持市场需求的增长，而其

余的 35% 将用于替换老旧退役飞机。

预测表明，2014 年全球增长最快的 30 个航空市场中有 17 个位于非

洲和中东地区。未来 20 年里，非洲和中东地区的航空运输将分别以

每年5.3%和7.1%的速度稳步增长，高于4.8%的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出

入该地区和该地区内的航空运输量将达到目前的三倍以上。

“70 至 130 座级喷气飞机将凭借其出色的市场开拓能力、极大的灵活性和高客座率，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区域内航空市

场发展方面发挥关键的支持作用，”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商用航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 ? 塞萨 ? 席尔瓦（Paulo Cesar 

Silva）表示。“E- 喷气系列飞机是同级别中最高效、最可靠和最舒适的飞机，能够显著降低旅行成本，完全切合该地区

航空公司的需求。”

目前，60% 往返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目的地的较大型单通道喷气飞机平均搭载 110 多名乘客，客座率较低。非洲和中东地

区主要是中低需求密度市场，约 88% 的市场每日单程需求密度超过 300 名乘客，其中约 50% 市场未设直达航班。巴西

航空工业公司 E- 喷气系列飞机能够帮助开发更好的交通供给系统，实现更高的网络连通性，同时提高那些无法支持较大

型单通道飞机运营的现有市场的服务质量。

迄今为止，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已收到近 1,500 架喷气飞机定单，其中 1,000 多架已交付使用。目前，这些飞机正在全球

45个国家约 65家航空公司服役。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商用喷气飞机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拥有超过 75％的市场份额。目前，近

70 架 E- 喷气系列飞机正在该地区 6 个国家的 7 家运营商服役。

来源：巴西航空工业

FAA 完成 ADS-B 地面网络工作

by  CHAD TRAUTVETTER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于本周二表示，美国 ADS-B 网络建设工作基本完成，现共有 634 个地面服务站可供使

用。美国交通运输秘书长 Anthony Foxx 表示：“此次升级更新是 NextGen 系统得以推进的重要基石，这为空管方提供了

更加准确的空域信息，为飞行员提供了更多资讯信息，最终增加并提高了我们空管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项先进的

技术可以为空管人员提供以前雷达不能覆盖的区域的精准信息。”

FAA 局长 Michael Huerta 称，“此次网络的铺设使得空管人员可以通过 ADS-B 设备对全国安装设备的飞机进行分

类。同时，也将为安装了适当航电设备的飞行员提供交通信息、天气数据和其他飞行数据信息。”美国全国 230 个空中

交通设施中，100 个设备设施现已被投放到分离交通的工作当中去，其余的一部分，预计将于 2019 年投入使用。至 2020

年 1 月 1 日，全美所有在管制空域下飞行的飞机，都必须安装 ADS-B 设备。

( 信息来源：AIN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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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 2014 年部分展会信息

名称 时间 地点

 2014 新加坡航展 2 月 11 日 - 2 月 16 日 新加坡

 美国直升机展 HELI-EXPO 2 月 25 日 - 2 月 27 日 美国 洛杉矶

 AERO FRIEDRICHSHAFEN 2014（第 22
届 腓德列斯哈芬国际通用航空贸易展览
会）

4 月 9 日 - 4 月 12 日 德国腓特烈港

 亚洲届公务航空会议及展览会（ABACE） 4 月 15 日 - 4 月 17 日 广州

 德国柏林航空展 5 月 20 日 - 5 月 25 日 德国 柏林

 2014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技术与设备展览
会 ----- 中国通用航空展览会

5 月 21 日 - 5 月 23 日 北京

2014 英国航展 AeroExpo UK 5 月 30 日 - 6 月 1 日
英国

北安普敦郡

 2014 中国无人机展览暨论坛 6 月 5 日 - 6 月 7 日 上海

 2014 第三届中国国际航空食品及用品展
览会

6 月 5 日 - 6 月 7 日 上海

 2014 天津航空航天展洽会 6 月 23 日 - 6 月 26 日 天津

 2014 年范堡罗航展 7 月 14 日 - 7 月 20 日 英国 范堡罗

 2014 年加拿大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8 月 13 日 - 8 月 15 日
加拿大阿伯斯

福德机场

 南非航空防务展 9 月 17 日 - 9 月 21 日
南非 Tshwane 
Centerion 市

 第十届中国航展 11 月 11 日 - 11 月 16 日 珠海

 2014 印尼航空展 11 月 5 日 - 11 月 8 日 印度尼西亚 

 2014 中国沈阳国际通用航空产品博览会 8 月 27 日 - 8 月 31 日
辽宁沈阳法库

财湖机场

具体展会说明，请参阅 www.criga.org

展会信息

读数字

PS-38 Tourer
2014 年德国腓特烈斯哈芬飞

机展：捷克推出全新运动飞机 PS-

38 Tourer。

伴 随 着 德 国 2014 弗 里 德

里希斯哈芬飞机展的开幕，捷

克 运 动 飞 机 公 司（Czech Sport 

Aircraft） 揭露了其全新轻型运动

飞机 PS-38 Tourer 的神秘面纱。

210 亿元
保定获 210 亿元投资建设美

通航空产业园项目。

河北省保定市市日前与美

通通用航空飞机制造集团就在满

城县建设美通航空产业园项目签

约。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加

速推进，保定正面临着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美通通用航空飞机

制造集团实力雄厚，此次投资建

设美通航空产业园项目，将对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据了解，美通航空产业园项

目计划投资 210 亿元，共分二期

建设，主要生产多款轻型飞机。

4800-5500
霍尼韦尔的年度市场预测

称，直升机厂商将在未来 5 年内

交付 4800-5500 架全新的涡轮动

力民用直升机。“大部分运营商

都告诉我们，他们将增加飞行任

务量。”霍尼韦尔市场分析员

Charles Park 称。霍尼韦尔对 1000

多个飞行部门进行调查，这些部

门共运营了 2800 架涡轮动力和活

塞动力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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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主卧房（Captain’s Quarters）
Skyacht ™ One 机主卧房充分考虑了私密性及舒适性。整

间撞色搭配的卧床及内饰犹如鹦鹉螺号上尼摩船长的密室一

般，加之文艺复兴风格的镶嵌细工、Riedel 水晶用具以及配有

黄铜浑天仪装饰的移门，无不给人以神秘而又浪漫的梦想感。可

调式的阅读灯和液晶电视，更是经典与时尚的碰撞。

1. 门厅（Grand Entry）
登上 Skyacht ™ One，客人将踏上由 Fornasetti 专门设计的 Fiore Mariano 地毯，在飞机门厅亦摆放着灵感源自于阿拉

伯六分仪、以透视镶嵌工艺打造的精美 PlanetaryClock 时钟。这些细节的精雕细琢，令 Skyacht ™ One 更具梦幻感。

3. 主舱（Main Cabin）
主舱利用英国 Chesterfield 座椅及鸡尾酒吧桌营造出英国

绅士俱乐部的氛围，您可在万米高空之上约三五好友共同体验

英式下午茶，甚至看一集《唐顿庄园》，亦或上网休闲。舒适

的座椅搭配嵌铜桃心木的舷窗窗框、皮质纹理桌面以及铂金控

制板，共同为您打造空中的桂殿兰宫。

2. 会客厅（Conference Room）

我们重新审视飞机的内饰，大胆运用更加复古、典雅且极富质感的设计线条和材料工艺。雕刻黄铜、金、银等材料，采

用如同珠宝镶嵌的工艺制作出控制座位及照明的控制杆、旋钮等，从而取代了现代的触摸感应开关，所见所感，更增添

了一种复古的意味。

梦中的游艇飞向天际
——巴航工业推出高级定制内饰

 世袭 1000E Skyacht ™ One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公务机世袭 1000E 是其全系列产品中最大的一款喷气公务机，飞机由五个客舱组成，被世界公认

为最具竞争力的超大型喷气公务机之一。

Skyacht ™ One，是巴航工业基于世袭 1000E 基础上所打造的一款高度定制化的高端公务机，其内饰灵感来源于独

特的海洋风格主题，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联手 Sotto 设计工作室（SottoDesign Studios）共同设计，以迎合客户所寻求

的仅在远洋游艇上才能体验到的极致奢华和高雅品位，并被美国《罗博报告》评为 2013“年度终极礼物”（Ultimate 

Gift）。

5. 浴室（Master Bath）
Skyacht ™ One 的浴室设计也别出心裁——设计成游艇变

速杆造型的水龙头、木纹嵌金的手盆、镶铜的梳妆镜以及由柚

木和桃木交相辉映的拼接壁板为您打造了一间独一无二的空中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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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飞行：品鉴巴航工业
Skyacht ™ One 空中游艇

2014 年 2 月份，外媒一篇关于以色列 Urban Aeronautics 公司着手设计开发无人机系统在应急救援中的使用的报道，激

起了笔者对无人机这个曾经一时火爆却又有些神秘的物件的极大兴趣。继上海无人机送蛋糕、某快递公司试验无人机快

递之后，亚马逊等国际知名品牌相继表示要进军无人机快递市场。蛋糕、啤酒、披萨饼，对于最大任务载荷为 120 公斤

的无人机来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小事而已。不远的未来，对于身居高楼大厦的我们来说，开窗取货也许不再是痴

人说梦；“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兴许会落到你我的头上。

无人机送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人机已经在默默地扮演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秘角色！无人

机参与应急救援真的可行么？与有人直升机相比，无人机的特点与优势在哪里呢？就以上问题，《中国通航博览》对卓

越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官王耀光先生进行了采访。

中国无人机的状元、榜眼与探花

王耀光先生说，在中国大陆，生产无人机的企业至少有上千家，但对于什么是无人机却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认识，甚

至有人把航模、儿童玩具都说成无人机。但能够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人直升机者，除了 V750，还有 Z5 和 U8，。Z5

与 U8 均为航空制造业“国家队”的产品，而 V750 则出身于民营企业。三款飞机，只有 V750 的有效载荷超过 80 公斤，这

里说的是有效载荷，也就是不含航油的载荷。现在很多直升机都把航油重量算在载荷里，说 50 公斤，除去航油恐怕有

30 公斤就不错了。

V750 无人直升机是以勃兰特利 B-2B 两座轻型直升机为基础平台研发制造的中国现有最大起飞重量、最大载荷的无

人直升机。王先生介绍， V750 续航时间可达 4 小时，最大起飞重量 757 公斤，最大载荷 120 公斤，最大平飞速度为每

小时 161公里，最大航程 500公里，续航时间大于 4小时。可通过程控与远程遥控两种方式进行操作，控制半径 150公里。遇

无人直升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访卓越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官

王耀光先生记

王耀光  卓越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执行官  研究生学历  八年国家公

务员、十三年国家级新闻媒体从业经

历，对中国民航、中国航空工业有较

为深入了解；2013 年离开中航工业加

盟北京卓越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Skyacht ™ One 的设计灵感主要源自 1939 年 George Wittell 邀请造船大师 John Hacker 打造的雷鸟（Thunderbird）游

艇。当时，Wittell 想要一款可以与其 Douglas DC2 飞机相媲美且能够在家乡的太浩湖（Lake Tahoe）上巡游的巨型豪华游

艇。如今，设计师 Eddie Sotto 反其道而行之，从豪华游艇的设计中汲取灵感，打造出绝无仅有的空中游艇（Skyacht）。

Sotto 是一名善于创造体验式环境的设计大师，此前受邀创作的商业及私人设计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充分体现了

他所追求的探寻梦想与科技界限的理念。同时，他也是一位崇尚

高雅和复古的美学家，在他初任迪士尼幻想工程创意总监时，其

作品往往融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精湛工艺、十九世纪蒸汽时代的

沉稳庄严和迪士尼幻想工程（Disney's Imagineering）对未来的思

考。Sotto也经常引用沃特 •迪士尼（Walt Disney）的一句名言，“做

不可能的事是一种快乐。”

“如果游艇会飞呢？”Sotto 总这么问自己，“为什么手工

制造的奢侈品只能出现在你的腕际、豪车内或游艇上呢？看看

Skyacht ™ One，当你欣赏或触及每一处纯手工打造的奢华细节

时，你会发出由衷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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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不明信号干扰飞行的情况下，可关闭信号接收系统按来路自主返航。V750 分岸基和船载两种机型。

另外，V750 的另一特点使得它能够完成其他很多无人机不能完成的任务——空中悬停。这是直升机的优势所在，但

对于无人直升机来说，这个优势就被发扬光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有，V750 可折叠螺桨叶片。该机主桨由内外桨叶分为两段用铰链连接，可进行拆卸，避免地面共振，便于运输。众

所周知，无人机由于自身重量过轻，飞行中由翼尖产生的震动可由桨片传导至机身，由此产生的不稳定便会直接影响飞

行任务的完成质量。以航拍为例，飞行中过强的风力经常导致拍摄图片、视频质量的下降。而可折叠式叶片却在叶片中

间位置影响、阻断了震动的传导，提高了飞行任务质量，保证了图像的高清晰度。V750 承担国土资源部门地理信息采集

任务，所搭载的航测仪可以 1:500 的比例清晰反映地面厘米级的变化。

直升机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航空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

全球直升机市场几乎被西科斯基、空客直升机、奥古斯塔韦斯特兰、贝尔、俄直、罗宾逊等世界知名直升机生产商

所瓜分。据 JetNet 公司 2013 年调查数据显示，即便是二手直升机市场，虽然交易量有所下降，但几乎全部被空客和贝尔

拿下。

直升机应用领域广泛，主要以公务飞行、观光旅游、应急救援、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电力巡线、搜救、执法等内

容组成。与国外市场主要由公务飞行组成不同的是，由于国家支持力度的提升，我国直升机应用领域主要还是以石油天

然气勘探开采、应急救援、灾害搜救、执法等内容为主。

反观无人直升机领域，其应用领域较有人机更为广泛。它不仅能够完成有人直升机的主要工作，更能胜任有人直升

机不能、不便执行的多种任务。王耀光先生告诉《中国通航博览》，无人直升机应用可分为六大领域：

以下文字由“配图 1”代替

工业：探矿、石油管线巡查、国家电网巡线等

科技：物探、地理测绘等等

应急救援：: 森林防火、城市高层楼房火灾扑救，红外火源探测、装备新型灭火弹等

反恐防暴：处理大型突发事件：游行、非法集会，罢工，聚众闹事、空中监督与喊话等

农业：喷洒农药、飞播造林等

国防：可以作为“察打一体机”，海监、海事、海警等

谈到中国直升机与无人机产业的发展，王耀光先生非常兴奋。他告诉记者，卓越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成身棕先

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早年成董辞职下海，从石油、房地产业起家，随后便满腔热血、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

国通用航空事业中来，在 2007 年完成对美国卓越航空发动机公司的收购，同年接管曾被列为“全美十大直升机制造厂商”

之一的勃兰特利国际公司，大步参与到中国航空发展的大潮当中。随后以其 B-2B 直升机为基础，带领团队研发了中国

最大的无人直升机 V750。国土资源部、国家电网、交通部海事局、中海油等单位把 V750 无人直升机列为国土家底探查、高

压巡线、海洋物探及海上监视等的候选机型。如今，这款应用领域广泛的无人直升机不仅为国内市场所接受和认可，更

是声名远播。王先生向我们透露，最近公司正在与西亚、北非及欧洲的客户就 V750 无人直升机的出口进行接洽。

无人直升机是反恐防暴紧急救援的个中里手

据俄罗斯之声网站消息，2012 年全球发生了 8500 起以上的恐怖事件，造成 1.55 万多人丧生。如果这个数字太过遥

远，回看 2014 年 3 月 1 日发生在我国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共造成 29 人死亡、143 人受伤，其中包括 2 名安保

人员殉职、7 名警察受伤。在这样的突发高危事态之下，如何快速掌握实际情况、确定暴徒位置并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所有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谈到应急救援，汶川5-12大地震永远是全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痛。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另

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户外运动意识不断增强，更多的年轻人甚至老年人愿意背起背包，到未经开发的

深山老林挑战自我。来自全国各地关于驴友失踪、遇难的消息时有耳闻。2013 年 11 月，沪女驴友徒步穿越长城坠亡；2014

年 2 月，6 名上海驴友在江西攀山遇险；2014 年 2 月，新疆库木塔格沙漠发现疑似驴友尸体；2013 年 6 月 10 名上海驴

友冒雨浙江温州文成县一处水库进行户外探险时，遭遇暴雨天气，6 人被山洪冲走，两名（包括领队）不幸遇难。为了

寻找两名遇难者的遗体，浙江当地出动了 60 多人的救援队，连续奋战了 21 个小时，终于在 14 日下午 4 点 30 分左右将

遗体打捞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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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痛苦的回忆，都应变为我们提升自身反恐、搜救能

力的动力。王耀光先生告诉我们，在反恐防暴以及应急救援

领域，无人直升机具有其他飞行器不可替代的优势 --- 最大限

度地保障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好的结

果。在天灾人祸面前，如果我们能够使用无人机完成侦查、监

测、拍摄、投放物资等高危任务，就可能在第一时间制定出

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以有价的机器换得无价的生命，这笔

账怎么算都值得！

王耀光先生告诉《中国通航博览》：“根据任务内容、需

求的不同，V750 可以装配多种功能作用不同的设备。比如在

执行反恐防暴任务时，无人机可配备次声波发生器、高声喇

叭、探照灯、信号干扰器、高清摄影摄像机等设备，对暴徒

进行搜寻、跟踪与抑制。在应急救援方面，V750无人直升机，在

进行探测任务的同时，亦可运送一些紧急救援物资。例如汶

川地震造成的山体坍塌、路断桥塌、交通阻断的情况下，无

人直升机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在高楼火灾的救援与航拍航测方面，无人直升机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完成有人直升机能够完成的任务。

高楼林立是现代化都市发展的一大特点之一。随着住宅商用楼越建越高，越建越密，高层火灾问题也随之被纳入到

人们热议的问题中来。

以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上海 11.15 火灾为例，当日 14 时 20 分左右，上海静安区余姚路胶州路一正在进行外立面墙壁

施工的 28 层住宅由于 4 名电焊工无证违规操作，引燃周围易燃物，脚手架突发大火。起火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余姚路

胶州路 707 弄 1 号，高 28 层，建筑面积 17，965 平方米，共有 500 户居民，住户多为教师，老人居多。在救援过程中，消

防车云梯达不到着火大楼顶部的高度，云梯加上高压水枪只能到达大楼三分之二的高度，火势太大直升飞机不能靠近，阻

挠了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最终导致 58 人遇难，70 余人受伤，房产

损失接近 5 亿元人民币。

“面对高层楼房火灾，一般采用消防云梯，但再高的云梯也爬升

不上 30 层楼；直升机可以轻松达到并悬停在合适的位置高度，但驾

驶员的安全问题却无法回避，况且人眼很难在滚滚烟雾中寻找到火源

点；无人直升机就完全没有这个担忧，指挥员在地面安全地带看着电

脑显示器，就能够指挥无人直升机以多种姿态飞行、悬停在合适的位

置，机载红外探测仪可以非常准确地捕捉到火源点，随机携带的国产

轻型灭火炮弹便可瞬间命中目标。

王耀光先生认为：“使用有人直升机，不论是在人员、设备、还

是维修养护方面，成本远远大于无人直升机。无人直升机不需要飞行

员，经过半个月的专业培训，人人都能持证上岗。对于应急救援组织

来讲，配备无人直升机远比养一个直升机队来得划算。”

民营企业阻力多 人才储备是关键

“我认为，卓越航空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前途最为光明、最有希望

的一家民营企业。虽然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碰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限制与挤压。但我相信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在改

革和国家发展方面一定会大有作为，民营企业的未来一定会光辉灿烂；我也特别相信，像卓越航空这样的民营通用航空

企业，因为有成身棕这样‘磨难虽多心无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领航者，事业一定会越做越大，一定能够走出困境迎

来曙光”。王总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低空的开放，更多人的思想观念与思想境界会得到改变与升华。更多的人

会像我们成董一样，为了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抛家舍业、破釜沉舟。”

说起来，卓越航空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民营企业。王耀光先生用 123456 把卓越航空做了一个具象概括：

一家航空高端制造企业，所有业务均与航空有关。无论是有人机、无人机、发动机还是航油、润滑油，我们做的也

做都与航空有关。

二种体制。在民营框架之下，拥有两种体制：卓越在美国拥有两家公司，分别是美国卓越航空发动机公司和勃兰特

利国际公司。在这个层面，卓越航空是一家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北京卓越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公司（60%），国

有股份占 40%。

三种飞机机型。B-2B 两人座轻型直升机、305 五人座直升机和 V750 无人直升机。

四款航空活塞发动机。华帝（Vantage）I/O-360 系列和 XP 系列的 I/O-320、I/O-360、I/O-400 发动机。其中 Vantage

系列通用航空活塞发动机已经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署（FAA）、欧航局 (EASA) 和加拿大适航当局的相关认证。

五家子公司：北京卓越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是通用航空活塞发动机及零部件的生产和供应商。青岛海利直升机制造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美国勃兰特利 B-2B 两座轻型直升机。潍坊天翔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美国勃兰特利 305 五座

轻型直升机与 V750 无人直升机。勃兰特利国际公司负责中美之间的航空发动机进出口等业务。

由此可见，成董事长早在全身心投入航空事业初期，就为其航空王国的缔造做好了全方位立体布局规划。这也为其

在中国以及国际上站稳脚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公司虽然从成立到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但在经过

了八年的磨砺后，公司依然屹立不倒且在国际上坐拥一席之地，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八年的心血与坚持是值得且有价值的。

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世界通用航空大国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相关体系比较健全，发展环境也相对良好。相比

美国，我们有什么优势呢？“我认为，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加快开放的决心很足、步子很大；第二，我国通用航空领域

还是一张白纸，我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勾勒最美的图画；第三，在西方经验累积的基础之上，我们的起点更高，能够引进、应

用的技术也更多更加先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相信，我国通用航空一定会得到大发展。”

在大环境逐渐改善、政策不断放宽的今天，各类通航企业应该具有同等的发展空间与机会。对于行业内外一直以

来常说的“井喷式增长”这一大好形势的到来，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所有企业战略规划中必须提前考虑的内容之一。在

这方面，王耀光先生告诉我

们：“人才的贮备与培养是北

京卓越战略规划中的重中之

重。为了更好的学习掌握航空

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北京卓越

员工都有机会到美国卓越进行

轮训， “卓越航空欢迎一切热

爱航空，有志于推动祖国航空

事业发展，对民营企业有所认

同的年轻人。”

2012 年上海

11.15 火灾

2012 年重庆

8.9 火灾

2010 年长春

9.9 火灾

2009 年香港

8.10 火灾

2009 年央视

2.9 火灾

上海公寓大火致 58 人

遇难 70 余人受伤

重庆 29 层居民楼大火住

户财产损失惨重

长春两在建高楼火灾致

42 人受伤，经济损失约

600 万

香港旺角嘉禾大厦火灾 4

人死亡

央视新址北配楼火灾 损

失高达 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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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财富的聚集、消费结构的调整，在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休闲旅游业和放开低空管制政策

的背景下，游艇热、飞机热、房车热不断升温。据分析，未来 10-20 年，将是我国游艇、飞机、房车等领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拥有 18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6500 个大小岛屿、9000 个湖泊，随着海洋经济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中国游艇经

济未来十年总规模将达到上千亿元。而随着 2015 年之后国内“低空开放”，2020 年国内通航飞机的需求量将超过 10000

架，由此将会创造出一个万亿产业 , 提供近百万个就业机会。另外，随着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推行，中国房车市场也将

呈现上百亿元的市场规模。

发展游艇、飞机、房车经济和举办“海陆空盛筵”会展活动，与国家大力发展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和通用航空经济的政策紧密相关，对促进产业升级、增强国际合作有着积极作用。由于行业产业链长、配套环节多、产

业关联性大，发展上述高端制造业和举办“海陆空盛筵”会展活动也对拉动经济发展、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引导和促进

我国消费结构转型，以及促进内需有着积极意义。

在近几年年广东通用航空业的强劲发展和低空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广东省游艇行业协会联合香港鸿威展览集团共同

打造首届中国（广州）国际直升机及航空运动装备展览会（简称“广州 CHAF”）。此次展会将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 -5

月 4 日（广交会同期）在广州·亚洲国际游艇城、番禺亚洲国际游艇会会展中心举行。

◆强势入驻广阔市场，坐拥无限商机

目前，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

数已达 87.5万人，广东位列第 2。个

人资产在 600 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

群达到 270 万人，亿万资产以上的

高净值人群数量约 6.35 万人。据

调查，1/6 的富豪打算购买私人飞

机，有 1半的富豪打算购买游艇，市

场潜力巨大。2015 年之后，国内

“低空开放”，围绕 4000 米以下

空域将成为私人飞行的“天堂”。预

计未来十年内，中国私人飞机市场

每年将增长 20% 至 25% 以上，中

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私人飞机拥有

国。

◆实现海陆空三界

联动，联袂打造奢

华体验平台

航 空 展 依 托 于

“海 - 陆 - 空盛筵”高

端平台，与游艇展、房

车展、尚品生活展联

袂举办，实现展览面

积、展出范围的全面

升级，预计展出面积

5 万平米，预设展位

2200 个，参观观众预

计将超过10万人次，展

品范围涉及80余类，全

面覆盖整合海陆空三

大领域资源，实现三大领域联动，形成超大规模互动，缔造从设计 - 制作 - 销售 - 配套产品 - 配套服务到周边产品服务的

完整产业链高端盛会，也为社会精英人士打造一个时尚、多元的高端生活方式体验平台。

◆结合天时地利，抢占最优商业时机

亚洲国际游艇城位于珠三角正中心，临近莲花山和亚运城，背山面海，总占地面积约 1500 亩，前期投资十四个亿，预

计打造 800 个游艇泊位，1 个专业房车露营地，海鸥岛也已成为各个通航公司逐鹿的重点，预计将开发成广州又一通航

机场。基于亚洲国际游艇城启动的时机，展览会再次举行，充分利用游艇城的设施设备资源，不仅能够在展中为参展商

提供更加便利的展出环境、更加全面的配套服务，也能为所有通航企业参展商提供展后在亚洲国际游艇城免费展出 3 个

月的超值服务，实现定期展示和永久展销的结合。

广交会作为亚洲第一展，每届吸引几十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前来参观，展品涵盖包括户外车辆类、体育及旅

游休闲用品类等在内的 20 余类。2014 广州 CHAF 与 2014 年春季广交会同期举办，与广交会共享户外车辆、户外用品、奢

侈名品等行业的专业买家、富豪买家，利用这一黄金采购期，无疑会吸引更多来自国内外的专业观众参加。

◆会议与展览集合，打造行业高端盛会

首届广州 CHAF 同期举行 2014 通用航空行业发展高峰论坛，是中外通航业精英们难得的一次聚会，也是本届航空

展专业性特色之一。论坛将邀请通航业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通用航空业、航空运动装备业的发展问题，共同

开启智慧风暴。

◆强大细致的宣传推广和观众组织

为了使这一届博览会再创人气指数高峰，组委会精心准备了庞大的广告宣传计划和严谨细致的观众组织方案。整合

电视、报纸、网络、杂志、户外广告、新媒体等媒体资源，并启动直邀、短信、公关活动、协会组织等多种宣传渠道，海

量对接酒店、俱乐部、大型企业、高尔夫球场、高端休闲场所、房地产、银行、金融机构等高端资源，直接锁定中国富

裕群体和中产阶层，实现精准对接，广告资源总值高达人民币 1000 万元。大量新闻报道、高端圈层传播，其价值更是难

以估量，无缝隙覆盖专业人士及高端商务人群。

2014 中国（广州）-
国际直升机及航空运动装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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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HELI-EXPO 是由国际直升机协会 (HAI) 所主办的世界最大民用直升机商业展览。该展会是世界

最大规模的民用直升机工业展览会，旨在为民用直升机领域搭建起一个贸易沟通的平台。在过去的 5

年当中，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直升机协会（Helicopter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HAI）对这一

展会给予了大力赞助和支持。国际直升机协会平均每年号召超过 13,000 位航空专业人士投身其中。

Heli-Expo 2014 精彩回顾
Heli-Expo 2014 review 

图 1：Heli-Expo 与会者是采购决

策者

图 2：

图 3：Heli-Expo 与会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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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龙发布低成本训练直升机

Enstrom Launches Low-cost Training Helicopter

昨日，恩斯特龙直升机公司展示了一款全新的低成本、双座活塞训练机模型。这款型号为 TH-180 的直升机是该公

司三座 FX-280 直升机的缩小版本。公司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每小时直接运营成本应为 175 美元，每小时燃油量低于 12

加仑。初步定价为 365000 美元。这款直升机配有 210-hpde 莱康明 HIO-390 发动机、发动机调速器及电动离合器开关。飞

机预计于今年夏天首飞，并于 2015 年取证。与 280 型飞机相比，TH-180 拥有更强劲的起落架，最大总重约为 2500 磅。该

公司新东家重庆直投（CQHIC) 将在新飞机的桥架和尾椎体模型方面提供工程协助。

译自：AIN ONLINE 

昨日，在 Heli-Expo 直升机博览会上，西科斯基主席 Mick Maurer

为该公司做了年末总结演讲。对于西科斯基来讲，2013 年是五味杂陈

的一年。虽然公司订单额达到了 150 亿美元，但销售量却下降了 8% 至

63 亿美元。销售额锐减的一大原因是美国政府去年对 OEM 和升级套

餐服务订单的减少。商业市场领域，United Technologies 子公司整体增

长超过 5 亿美元，订单额超过 20 亿美元。

Maurer 称：“中国是我们的一个全新的市场。”他指出，该公司

收到来自中国方面大约 3 亿美元的订单，并希望该公司的直升机能在

今年开始为中国的三大离岸石油运营商服务。上月，市场期待已久的 S-76D 直升机终于解开了神秘的面纱。Maurer 称市

场反应很好，并指出这款全新的中型客舱直升机将成为今年公司营业额的主要贡献者。

译自：AIN ONLINE 

昨日，在一场 Heli-Expo 直升机博览会的新闻发布会上，Kurt 

Robinson 对于其家族直升机公司罗宾逊直升机公司的发展表示乐观。去

年，该公司向市场交付了 11000 架直升机，并很快交付该公司的第 500 架

R55 单发涡轮直升机。在公司于上月宣布全部直升机可更换全新的玻璃仪

表盘航电系统。全新的航电系统装配了 Aspen 和 Garmin 品牌设备，及额

外的全新电气系统、航电设备开关和节流警示灯。在这之前，公司周生

产力为 2-3 架 R66、5 架 R44 及一架 R22 直升机。罗宾逊称，该公司直升

机装配的 Garmin 600 和 700 触屏 GPS 设备，将会大步提升飞行员对情况

的意识能力和操作的方便性。同时，公司称将会持续大幅度扩张其世界服务网络，于去年的 433 家认证中心提升至 2014

年现有的 461 家。同时，R66 认证服务中心也增长至 98 家，并将于今年进一步得到增加。罗宾逊正在为 R66 直升机浮筒

和货物吊钩选项申请认证。

译自：AIN ONLINE 

西科斯基订单大增，销售迟缓
Sikorsky Backlogs Ballooned in 2013, but Sales Lagged

Robinson Upbeat, Surpasses 11,000 Helicopter Deliveries

罗宾森前景乐观 交付超 11000 架直升机

Marenco 第一架 SKYe 直升机原型机亮相 Heli-Expo。“虽

然这款直升机还未升空，但这就是 Marenco SKYe SH09 的第

一架原型机。”Marenco Swiss Helicopter 首席商务官 Matthias 

Sénès 说到。因为桨片与发动机一同送往检测，所以我们在展会

上看到的螺桨叶片只是模型而已。“我们认为在今年的直升机展

中对这款直升机进行展示尤为重要，虽然首次飞行测试整整推迟

了一个月，但我们有很多机会进行飞行测试，但 Heli-Expo 每年

只有一次。”Marenco 于去年 11 月在瑞士 Mollis 机场完成了这

款直升机的原型机，虽然已经完成了引擎试车，但却始终没有进行桨片测试。这款全碳纤维单发 SKYe SH09 直升机至今

共收获 51 笔订单，其中包括签订于本届 Heli-Expo 的三笔新订单。

译自：AIN ONLINE 

全碳纤维单发 SKYe SH09 直升机亮相 Heli-Expo

Marenco Brings SKYe Helicopter Prototype to Heli-Expo

空客直升机新任 CEO Guillaume Faury 在 Heli-Expo 直升机博览会上讨论长期令公司高层头疼的客服问题时面露苦

色，并承诺将就此事做出改善。Faury 称它将出重拳加强产品支持服务，并调动更多的公司资源以加强产品支持服务的改

善。“我们确实应该做的更好。”Faury 拒绝透露公司将在重整客服及支持服务中的预算数额，但向外界公布了一系列解

决问题的项目内容。

“我们果断的决定将花费数千万美元改进我们的零部件供应服务”，同时，缩短客户反馈时间。Paganini 称，空客

还在着手客服门户网站的建立，以便更好的为客户服务。 Faury 称，重新调整后的战略聚焦客户服务问题，是公司增强

产品品质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公司将会把飞行数据和视频记录仪器做为小型直升机标准配置，同时，在中型和重型直

升机上安全驾驶舱录音设备。

译自：AIN ONLINE 

Airbus Helicopters Vows To Beef Up Product Support
空客直升机发誓提升产品支持与客户服务

Helicopters Arrive at the 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for Heli-Expo 2014
各路英豪齐聚集 看 Heli-Expo 直升机惊艳世界

国际直升机协会（HAI) 官员称，他们期望在 Heli-expo 2014 直升机博览会上展出 60 架以上直升机。这里仅是抵达 

Anaheim 会议中心大量参展直升机的一小部分。

译自：AIN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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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HAI Heli-Expo 直升机博览会前夜，HAI 主席 Matt Zuccaro 对直升机产业发展做出了乐观的评估报告。“总体

来看，航空观光做的不错，集团运营重振旗鼓，离岸石油和天然气采集工作异常繁忙。所以，行业前景很是乐观。”即

便如此，行业发展还是面临着一系列例如飞行员和机械师短缺的问题。“年青一代有太多的选择。”Zuccaro 说到，“我

们将展开一系列广告宣传活动，告诉年轻人们，成为飞行员或者机械师也是很好的职业选择。”

现在许多大家担忧的法规问题是由政治家的哗众取宠而驱动造成的，而这很可能影响到真正的飞行安全问题。“现

在来看，对直升机飞行路线和高度进行管理的法规已经成为在职行政官员的讨论主题。他们不仅是请示美国联邦航空管

理局，而是告诉他们“我们要你制定飞行路线和高度的法规。”Zuccaro称，HAI和其成员们理解人们的担忧，他补充到：“立

法者并没有对重整格局进行任何调研就决定制定某项法规。这样做对保证航空安全和有效使用空域都很不负责任，只是

满足了一小部分人群的利益而已。”

译自：AIN ONLINE 

HAI President Is Upbeat on Helicopter Industry

HAI 主席看好直升机产业发展

伴随着悉心编排的灯光音乐舞美设计，贝尔直升机公司

对其全新的五座“短轻单”（SLS) 直升机“505 Jet Ranger X”

进行了展示。舞台上，我们可以看到 3 架 505X 直升机的模

型展示。该公司于去年巴黎航展时向外界发布了SLS概念。如

今，贝尔直升机公司已在 Heli-Expo 直升机展上接受该款直

升机的订单，但却未向外界公布价格。公司发言人称，对于

售价为 839000 美金的竞争机型罗宾森 R66 来说，贝尔 505

价格“具有价格竞争力”。自 2010 年 10 月获得美国联邦航

空管理局（FAA) 认证后，罗宾森共交付了将近 500 架 R66

直升机，重新激发了轻型单发直升机市场的活力。同年，贝尔退出轻型单发市场，停止了在 43 年中交付了 7500 多架的

贝尔 206 Jet Ranger 直升机的生产，并发誓会回归轻型单发直升机市场。如今，从贝尔 505 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实用

的功能细节，这款飞机配有探照灯和 FLIR 摄像机，可用于商务、载客和法律强制执行等用途。实际上，这款模型机与

原型机相差不远，并且安装了真正的主螺桨叶片、传动装置、飞行控制系统和透博梅卡 Arrius 2R 引擎。贝尔计划于今年

底前进行首飞并于 2015 年在位于 Lafayette (La.) 区域机场的新厂进行生产。

译自：AIN ONLINE 

贝尔 Jet Ranger 高调回归， 全新 505X 亮相 Heli-Expo
Bell Jet Ranger Rides Again, This Time as Model 505X

图片欣赏

阿联酋航空 A380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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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成为全球公务航空最为

重要的新兴市场。那么，中国公务航

空未来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节奏？将

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由于中国公务

航空市场的特殊性及发展的非连续

性，想要对中国公务航空市场做出任

何趋势性判断都是一个挑战。尽管如

此，结合对中国公务航空的市场需

求、市场特征及运营环境的分析，我

们仍然就中国公务航空未来的发展进

行了研判，我们认为，中国公务航空

未来 的发展将呈现四大趋势。

中国公务航空
未来市场发展的四大趋势

趋势一：市场增长领先全球，四

年内公务机保有量有望翻翻

 研究表明，公务机市场与经济

增长有很强的关联性，公务机的市场

反应大约滞后于经济衰退 / 增长期 14

个月时间。2007 的经济危机使全球

公务机市场遭遇重大打击，这反映在

2009 年全球公务机交付量的急剧下

降，2009 年全球公务机交付量从 2008

年的1313架下降到870架。2013年，尽

管全球经济显露了复苏迹象，但全球

经济仍未能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增长

率仅为 2.4%，比 2012 年放缓 0.1 个百

分点。全球公务机市场趋势与全球经

济这一发展趋势基本吻合，2013年，全

球公务机交货量为 678 架，仅比 2012

年多交付 5 架，增长率仅为 0.9%（见

图 1）。亚太地区经济新兴国家是全

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全球公务机

市场也呈现了“西方不亮东方量”的

市场格局，亚太公务机保有量在全球

的占比从 2007 年的 4.7% 增长到 2013

年的 11.9%，成为全球公务机市场增

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作为新兴国家

主要代表的中国，中国已经保持了连

续 3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具备了发

展公务航空的经济条件，加之政策支

持信号的释放及公务机运营环境的逐

步改善，使得中国公务机市场异军突

起，正成为全球公务航空最为重要的

新兴市场。截至 2013 年底在中国大陆

地区注册的公务机数量已从 2009 年的

36 架增加到 202 架，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 54%（见图 2）。但不能只看相对

数，相比于美国超过 10000 架的公务

机保有量，中国公务机市场的发展空

间尽可以让人们大胆去想象。

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公务

机的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中国公务

航空市场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是市场

正处于大发展前的起步期，集聚了强

劲的市场发展内驱力，另一方面市场

发展却又受制于空域、机场、FBO、飞

行员等环境资源条件的严重不足，此

外在政策、市场发展形态和消费结构

方面还存在种种不确定性，对中国公

务机未来市场发展的预测要看到“正

能量”、也要考虑“负能量”。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

在 2012 年所进行一项公务航空行业

发展研究中，通过构建基于多项式拟

合的公务机市场预测模型，在考虑诸

多限制因

素 的 情

况下，对

中 国 公

务 机 未

来 10 年

的市场发

展进行了

预测。预

测结果表

明： 中

国公务机保有量到 2017 年将达到 400

架，到 2023 年有望突破 1100 架。

趋势二：购买行为渐趋理性，中

短程公务机将成为市场主流

起步初期的中国公务机市场呈现

出一个鲜明的市场特征，那就是高端

公务机热卖，目前高端公务机成为了

市场购买的主流产品。虽然中国的公

务航空市场才刚刚起步，但中国已然

成为全球高端公务机的主要市场，全

球高端公务机有四分之一的订单来自

中国客户。原因在于，公务机在中国

还被视为富人们彰显身份、尊享奢华

的摆件与奢侈大玩具，而中国公务机

的“启动用户”恰恰是位处金字塔塔

尖的顶级富人，于是“只求最贵”自

然就成为了购买偏好，这让国际高端

公务机制造商们且惊又喜。在 2012 年

图 1：全球公务机交付数量

图 2：中国公务机增长量与保有量

上海亚洲公务航空展上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曾经做过

一项关于公务机购买意愿的“问卷调

查”，调查结果表明，在购买价位选

择上中国国内有购买意向的购买者选

择五千万元以上的约占 70%，选择一

亿元以上的占 34%（见图 3）。

本质上讲，公务机是一种能够提

高工作效率、促进商业发展的交通工

具和商业工具，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

会之所以喊出“No Plane，No Gain”

的口号，是因为公务机的使用与企业

利润增长之间有必然的关联性，在世

界 500 强投资回报最高的公司中，有

90% 的公司使用公务机。作为一种

交通和商业工具，就需要好好去权

衡投入与产出了，如果你的商业活

动范围不是整天跨国或者远途飞行的

话，那种价格高昂的远程高端公务机

未必就是你合适购买选项。因此，我

们预料，随着中国公务机消费者对公

务机的认识从“奢侈品”到“商业工

具”、“交通工具”的转变，未来中

短程公务机在中国将会成为市场主

流。事实上，这一市场发展趋势已开

始显现，2011、2012 中国公务机数量

分别增长了 53 架和 57 架，增长率高

达 94.6% 和 52.3%，而 2013 年仅增加

图 3：中国公务机购买者价位选择意向

作者：高远洋   
来源：《中国航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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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6 架，增长率为 21.7%，增长有明

显下滑，原因在于，这几年高端公务

机是市场主流，但毕竟高端公务机的

消费者是金字塔尖的小众群体，购买

量增长有限。随着中短程公务机渐成

主流的市场变化，预料中国公务机市

场将有望在以中短程公务机为主体的

产品销售推动下带来新一轮的市场增

长。

趋势三：运营条件逐步改善，珠

三角、长三角、渤海湾料将成

为公务航空热点地区

经济条件、市场需求与运营

环境是公务航空发展的三个必要

条件，经济条件是指购买公务机

及使用公务机的消费能力，根据

国际经验，人均 GDP 超过 8000

美元是公务航空快速发展的基本

经济条件。市场需求是指将公务

机作为商业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航

空消费需求，显然在政治经济中

心、经济中心及高端人士聚集区

域市场需求更为突出。运营环境

是指从天到地有较为完善的公务

航空飞行保障与服务体系，包括

能便利地使用空域或航线，有供

公务机起降的机场和服务于公务航空

的 FBO，还有航油、航材及人力资源

保障。

从运营环境看，空域、机场、FBO

资源不足是目前中国公务航空发展最

大的制约。而从经济条件看，2013 年

中国人均 GDP 约为 6800 美元，应该

说是基本达到了发展公务航空的起步

条件。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公务航空

的全面性发展尙需时日，至少应是在

三年以后，但我们同时也相信在中国

的局部区域公务航空将得以率先快速

发展。预料珠三角（含港澳）、长三

角及渤海湾将成为公务航空率先发展

的热点地区。一是因为中国的高净值

人群绝大部分聚集于这三个地区；二

是因为这三个地区是目前中国经济最

为活跃的地区，且是未来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区域，存在公务航

空消费的现实需求，且未来市场发展

空间大；三是从运营环境看，目前全

国具备批量化服务于公务航空且已建

设 FBO 的机场内陆地区有四个（北京

首都、上海虹桥、深圳宝安及三亚凤

凰机场），再加上香港机场、澳门机

场总共是 6 个，而其中的 5 个机场（除

了三亚机场外）都是在这三个区域。

当然，仅仅靠一两个机场去支撑

一个区域的公务航空发展是远远不够

的，何况目前公务航空所使用的都是

公共运输机场，而热点地区公共运输

机场的航班保障任务已非常繁忙，留

给公务机的飞行时刻非常有限，如

2013 年北京首都机场的公务机起降

量突破了 10000 架次，已达到饱和状

态。一两个机场不够，应该形成可供

公务机便利起降的机场网络及完善的

FBO 服务体系，这是区域公务航空发

展的必要条件。不仅仅是公共运输机

场，还应该建设更多的公务机专属机

场或能起降公务机的通用航空机场及

FBO 服务设施，以及为公务飞行规划

更多的空域资源。我们高兴地看到，这

三个区域的中心城市及周边的城市群

已都在积极谋划公务 / 通用航空机场

及公务与通用航空飞行保障条件的建

设，我们相信随着公务飞行运营条

件的改善，珠三角、长三角、渤海

湾将成为中国公务航空热点地区，并

引领中国公务航空全面发展。

趋势四：三年内将迎来第一个公

务机装修市场周期

公 务 机 的 翻 新 周 期 通 常 为

7 ～ 12 年。据统计，目前全球公务

机机队平均机龄约为 11 年，亚洲公

务机机队平均机龄为 10 年，而由于

中国公务机市场起步较晚，中国公

务机机队的平均机龄约为 6 年。从

7 ～ 12 年的公务机翻修周期看，中

国将迎来第一个公务机翻修市场周

期。此外，随着中国公务机购买者

对公务机认识的理性回归，二手公

务机交易交付时间短、性价比高的优

点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买家看到，因

此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购买二手

公务机。二手公务机交易行为发生

后，随着公务机产权的变更，新的拥

有者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办公要求、市

场需要或个人偏好对飞机进行内外部

翻新，由此将带来公务机装修市场的

进一步发展。根据平均机龄及二手公

务机市场发展趋势进行判断，我们认

为，中国的第一个公务机装修市场周

期将会在三年内出现。（本文发表于

《中国航空报》）

2014年各大厂商新型直升机汇总
2014 Brandew Helicopters Index

贝尔 525 Relentless  
预计 2014 年底首飞

皇家工程复合材料公司是一家为航空航天制造商提供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

企业，1月20日该公司宣布，已经成为新的525 Relentless贝尔直升机的供应商。该

公司将会为这款新直升机提供复合材料尾梁以及驾驶舱组件。

贝尔 525 Relentless 直升机是一款中型直升机，主要应用于石油天然气、企

业 / VIP 运输、紧急医疗服务、消防和准军用运输等领域。此次推出的贝尔 525

将搭载新设计的后机身收放轮式起落架和内部存放浮选设备舷以提高飞行速度。

贝尔 525 Relentless 预计将在 2014 年底迎来首飞。

Model 47GT-6

Scott´s-Bell 47（SB47）要求重新将其旗下标志性的贝尔 47 改良并再生

产的请求已经取得了新进展。这家总部坐落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勒苏尔县的公

司在去年下半年宣称，他们已经获得了 38 架配备罗罗公司 RR300 型发动机的

47GT-6 直升机订单。Scott´s-Bell 在 2009 年取得了 Model 47 型直升机的认证，在

2013 年他们宣布将采用涡扇发动机重新生产该直升机的改良版本，然后正式投

入生产。47GT-6 型直升机的初始定价为 82 万美元，产品的交付预计将于 2016

年开始。该直升机的原型机计划于今年的第四季度进行首飞。47GT-6 型直升机

是在原有的贝尔 47G-3B-2A 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具有 1451 千克的最大起飞

重量。47GT-6 型直升机将配备现代化的仪表盘，升级版的内部装饰，复合型的

主旋翼桨叶，LED 外照明以及更新型的传动技术。

米 -38

已经于去年 11 月 29 日在莫斯科米里直升机工厂完成首飞的第三架米 -38

重型双发直升机，首次配备了克里莫夫设计局的 TV-117V 发动机。这款配备了

全权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FADEC）的涡轮轴发动机单台功率 2800 轴马力，在

紧急状态下能够达到 3750 轴马力，这与普惠公司 2500 轴马力的 PW127/TS 系

列发动机比起来毫不逊色。米 -38 直升机的正式产品将采用克里莫夫生产的发

动机。该厂商已把目光投向明年获得俄罗斯的 AP-29 标准规范认证。该直升机

计划于 2015 年开始生产，生产厂位于俄罗斯的喀山。目前，第四和第五架原型

机正在这里进行紧锣密鼓地组装。第四架原型机将采用抗冲击的燃油系统并增

大舷窗面积。米 -38 的最大起飞重量（带内部负载）为 15.6 吨，载客量为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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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去年 12 月，空客直升机公司对其正在研发中的 X4 中型双发直升机进行了

一次新的设计效果演示，展示了该机型自 2011 年发布以来在设计上的改动。具

体的改动包括，尾梁上增加了一个带有两级升降面的水平尾翼，位于涵道尾桨

前面。主旋翼仍然保持五叶桨设计，采用的双扫频设计能够更好地减少桨叶和

涡轴之间的联动以及噪声。X4 的推出主要是用来取代 AS365/EC155“海豚”直

升机系列，并将参与到国际上 4 ～ 5.5 吨级直升机市场的竞争。该机型将推出

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第一代产品的技术并不特别先进，该版本将在 2017 年进

入市场。而在 2020 年的时候将推出第二代产品，届时该版本的 X4 直升机将配

备具有先进人机界面和遥控自动驾驶仪的座舱。客户们还可根据需要选装不同

的发动机，选择范围在透博梅卡公司的 TM800 和普惠公司的 PW210 发动机之

间，发动机功率都是 1100 轴马力级。

SKYe SH09

去年 11 月末，瑞士梦兰柯直升机公司（Marenco）在莫里斯机场推出了旗

下 SKYe SH09 直升机的第一台样机，该轻型单发直升机的首飞最初定在 2012

年，目前预计于今年上半年进行，并在明年年初通过 EASA 的认证，正式进入

生产环节。SH09 的主要特点是其使用的复合材料机身。根据梦兰柯直升机公司

给出的介绍，新型材料的使用让该直升机能在给定的重量条件下具备更好的性

能和更理想的客舱容积。同时，工程师还可以将其设计成开放式的机体结构，两

侧都可以使用侧滑舱门，并增加后舱门设计以及保证大面积的透明区域。该直

升机采用的是霍尼韦尔公司的 HTS900-2 涡轴发动机，功率 1020 轴马力。SH09

的标价是 300 万美元，这个价格的型号配置了基本的航电设备套件和两个侧滑

门。SH09 可以搭载 7 名乘客或者利用吊索挂载 1496 千克。该机使用机舱内部

载荷时，其最大起飞重量为 2648 千克，在外部负载模式下最大起飞重量可以

达到 2798 千克。初步数据表明，该机的巡航速度可以达到 259 千米 / 时，航程

796 千米，续航时间 5 小时。

卡 -226T

重达 3583 千克的卡 -226T 双发直升机因其共轴双旋翼系统给人留下了较

为深刻的印象。该直升机采用的是透博梅卡公司提供的阿赫耶 2G1 型发动机。尽

管这款直升机已经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中展现了其性能，但目前

仍然还在等待获得俄罗斯认证机构的认证许可，这个过程已经被连续推迟了数

次。就目前而言，该机的认证计划在今年内完成。制造商表示，一批生产样机

已经可以进行交付。

卡 -62

卡 -62 中型双发直升机配备的是透博梅卡公司的“阿蒂丹”3G 型发动机。最

初计划于去年夏天完成首飞，但是一直被推迟到了今年。另外两架原型机原定

于去年 12 月份完成。卡 -62 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直升机设计的基础上再次研发

的成果。除了发动机，五叶桨的主旋翼以及 Zoerkler（奥地利供应商）的减速

箱都是最新型的。其中，由俄罗斯 Transas 公司提供的整套 KBO-62 型航电设备

中包含一个状态和使用寿命监控系统。卡 -62 的最大起飞重量为 6486 千克，最

大有效荷载为 2399 千克。最大航程为 750 千米，最高巡航速度为 290 千米 / 时。

新型“安萨特”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在去年 8 月份宣布，他们已经获得了俄罗斯认证机构的

批准，将在“安萨特”轻型双发直升机上配备传统的飞行控制系统，而不再采

用最初计划的遥控自动飞控系统。他们认为，“安萨特”作为商业直升机采用

遥控自动飞控系统有些大材小用。原来最初的方案中是按照遥控自动控制系统

配置进行设计的，但是俄罗斯直升机公司针对此次修改给出的解释是“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款商业直升机已经获得了采用遥控自动控制系统设计的认证，并且

对这一类直升机而言也没有采用这种配置的明确规定。”该直升机还将继续保

持3583千克的起飞重量和技术参数，并配备2台普惠公司的PW207K发动机。同

时，该机可搭载 8 名乘客，巡航速度达 220 千米 / 时。

MD540F

MD 直升机公司在 2012 年时公布计划称，他们将推出一种全新改型的 6

叶桨 MD530F 单发直升机，新产品将采用罗罗公司的 250-C47E 发动机，该发

动机具有双通道全权数字式控制系统，额定可用起飞功率达到 700 轴马力。这

款新型的直升机将同时进入商业市场和军用市场，后者主要被用来作为侦察 /

武装直升机。该直升机配备了全套的埃尔比特玻璃面板航空设备。其基本性能

包括：MD540F 的起飞重量将达到 1859 千克，有效负载能达到 907 千克，有地

效悬停高度 4876 米，无地效悬停高度 4358 米，航速可以达到 281 千米 / 时，在

6096 米飞行高度下的航程为 429 千米。在设计中，考虑到部队的要求，该机能

在 35 摄氏度的情况下悬停在 1828 米的高度，还在其机身上配备了 MD600N 曾

使用的着陆滑橇，从而适应更大的着陆重量。该机型有望在明年年底或者 2016

年年初完成民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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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轻型单发直升机”

由俄罗斯直升机公司与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合作开发，载荷能力达到 2494 千克的轻型单发直升机的设计已经取

得了显著成果。双方也已签署了一份“协议纲要”，确定了二者各占一半的联合设计和开发计划。现在该直升机已经进

入了初步评估阶段，两家公司正在研究该直升机的“技术设计以及所应该抓住的商业机遇”。这款直升机拥有比 AW119

更小的机身，主要的竞争对手为欧洲直升机公司的 EC130T2 型直升机。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的发言人称，该直升机的认证

工作预计将在 2016 年完成。

（信息来源：通航在线）

AS332C1e/L1e

空客直升机公司推出的 AS332 C1e“超美洲豹”是一款“低成本”的中型

双发直升机，截至记者发稿时，该飞机已经进入了 FAA 认证的关键环节，之前

已于去年 11 月份时获得了 EASA 的认证。新型的 AS332C1e 直升机的机身与

AS332C1 相同，驾驶舱配备了四个 15x20 厘米的显示器以及一个 4 轴的自动驾

驶仪。该直升机采用了两台透博梅卡公司的 Makila 1A1 发动机，单台功率 1877

轴马力。C1e 型直升机能够利用吊索提起 4490 千克的载荷，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9344 千克，而该系列之前的机型的最大起飞重量为 8572 千克。尽管该直升机

装配了最新一代的发动机和航电设备，但是空客直升机公司宣称，C1e 的使用

成本与俄罗斯的米 -171A2 相比具有相当的竞争力，C1e 在具备更高巡航速度的

前提下能够比米 -171A2 节省约 30% 的油耗。

S-76D

在于 2012年 10月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基础认证”之后，首批两架S-76D

已经于去年年底交付给海外运营商布里斯托公司。西科斯基公司一直以来都在

努力增加该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从 5307 千克增加到了 5386 千克），并改善其

在冷热环境等严峻天气条件下的运行状态、VIP 选项以及机上配备的航电设备

的功能等。这款价值 1300 ～ 1500 万美元（境外配置标价）的中型双发直升机

的 EASA 认证预计将于 2014 年的第二季度完成。新型直升机将采用数字化的

四轴自动驾驶仪和泰雷兹公司的 TopDeck 航电设备套件，双速主旋翼可配置成

静音模式。按照普惠公司提供的参数，其配备的 PW210S 发动机单台功率达到

1077 轴马力，同时提升 8% 的燃油效率。

1. 通用航空飞机市场

 活塞发动机飞机占有主导地位

活塞发动机飞机在通用航空领域

占有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不仅反应在

现有通用航空飞机数目上 ( 图 1)，也

可以从年飞行时间 ( 图 2) 以及年销售

情况 ( 图 3) 中得到佐证。

活塞飞机能够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在于，相比涡桨飞机，活塞飞机更加

便宜 ( 图 4) 并且耗油更少 ( 图 5)。但

航空活塞发动机行业报告
Aviation Piston Engine Industry Report 

其性能却能满足大部分通用航空活动

需求。

这些特点使得活塞飞机成为大部

分私人及教学飞行活动的首选 ( 图 6)

尽管目前北美是主要市场，亚太

地区的销量正在稳步增长 ( 图 7)。这

暗示了将来活塞飞机将有很大的增长

空间。

四大活塞飞机制造商

不像大飞机市场目前只有波音

和空客这两个寡头，活塞飞机有更多

的竞争者。前四大制造商包括：赛

斯 纳 (Cessna)、 西 锐 (Cirrus)、 钻 石

(Diamond)，和派珀 (Piper)( 图 8)。曾

经有数十年比奇 (Beechcraft) 也在前

三，但在 80 年代的通用航空低迷时

期，比奇停产了很多活塞飞机型号，转

而专注于涡桨、喷气式飞机以及军用

项目。从而导致了比奇在活塞飞机市

场的份额的显著下降。

图 1. 现役通用航空飞机数目，数据来源：FAA

图 2. 通用航空飞机年均飞行时间（千小时），数据来源：FAA

图 3. 通用航空飞机年销售情况（架），数据来源：GAMA

图 5. 通用航空飞机平均油耗（加仑每小时），数据来源：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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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具有竞争力的性能和价

格，2000 年后西锐抢占了赛斯纳的大

块市场份额 ( 图 9)。不过目前市场已

经接近了均衡状态，各家市场份额已

经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表 1 显示大部分通用航空飞

机制造商位于美国，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厂家实际已被其他国家拥有。西

锐在 2011 年被中航工业收购，派珀于

2009 年被出售给了文莱政府。这些变

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2008 年的

金融危机：如图 3 所示，通用

航空飞机的销售受经济情况影

响巨大。

活塞发动机市场

两个寡头

表 2 列出了一些畅销飞

机机型使用的发动机。可以

看出几乎所有的发动机都来自两家

公 司： 大 陆 (Continental) 和 莱 康 明

(Lycoming)。这两家的市场份额之和

可以达到 80% 左右 ( 图 10)。

* 带星号的这两款发动机为柴油

发动机，使用 jet A 等航空煤油 / 柴油

类燃料

（数据来源：GAMA 以及各制

造商的官方网站及出版数据）

但本节标题“两个寡头”并不单

单指 Continental 和 Lycoming 这两家

发动机生产商。Lycoming 的母公司是

德事隆集团 ( 表 3)，该集团也是赛斯

纳的拥有者。而 Continental 于 2010

年被中航工业收购。可以看出，活塞

发动机和活塞飞机市场都被中航工业

和德事隆集团这两家 500 强公司所主

导。但是这一情况会持续多久呢 ? 一

个潜在的转折时刻正在来临 ( 见第三

章 )。

关键细分市场：300~400 马力

在讨论潜在的活塞发动机变革之

前，让我们先更细致地研究下目前的

情况。发动机的马力是一个重要的指

标。尽管没有公开的关于马力级别分

布情况的数据，我们可以从现有的主

要飞机数目以及它们所使用的发动机

马力 (表2)来估算。结果显示，300~400

马力这一级别是一个关键的细分市场

( 图 11)。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

汽车业不同，航空发动机每运行

1000~2000 小时就需要一次大修，因

此每年替换现有飞机的老旧发动机这

一市场也许比为新出厂的飞机安装发

动机需求更大。目前世界有 36 万架通

用航空飞机，其中有将近 80% 是活塞

发动机飞机。

变革

目前，绝大部分航空活塞发动机

是火花塞点燃汽油机，它们使用航空

汽油。世界上最广泛的一种航空汽油

是 100LL。这种燃料含有四乙基铅，是

一种有毒物质。含铅汽油早已被禁止

在汽车上使用。2012-2013 年，FAA

采取了多项措施以达到其 2018 年航空

业全面使用无铅燃料的目标。而这意

味着航空活塞发动机市场的一个巨大

转折点正在来临。

无铅汽油还是柴油发动机 ?
面对含铅航空汽油的禁止，人们

有两个选择：为现有的火花塞点燃式

发动机研制一种合适的无

铅汽油，或者更换为柴油

发动机。柴油发动机使用

航空煤油 ( 如 Jet A) 等世

界广泛提供的燃料。

更多关于 100LL 的信

息也许能帮助人们回答这

个问题。尽管 100LL 是使

用最广泛的航空汽油，它

的产量也仅有航空煤油

( 比如 Jet A) 的 1%，或者汽车汽油的

不到 0.2%。这样小的产量，以及相较

于汽车汽油更严苛的生产标准，使得

世界上只有很少几家公司愿意或者能

够生产 100LL。在中国，只有兰炼这

一家公司生产航空汽油 ( 但实际上它

并不符合 100LL 的标准 )。另外，由

于难以生产，航空汽油一般比航空煤

油等柴油类燃料要贵 10%。并且，航

空汽油在亚太、南美等地区很少提

供。这也是限制这些地区通用航空飞

机销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果

活塞飞机能使用航空煤油等广泛提供

的燃料，将能极大提升这些区域的飞

机销售量。

一些公司正在研发无铅航空汽

油 ( 表 4)。然而，它们也许会面对

100LL 生产商类似的问题。新的燃料

一般需要新的基础设施 ( 储油、加油

等 )，这些将限制其使用。UL 91 这种

无铅汽油已经被研发出来几十年，至

今仍未广泛使用。另外，航空发动机

要求燃料有较高的辛烷值，符合这样

标准的无铅汽油可能会有更高的价

格，从而进一步减小需求。

汽车汽油也许是一些飞机的

选 择。Lycoming 批 准 了 用 户 使 用

AKI( 抗敲缸指数 ) 为 93 的汽车汽

图 4. 通用航空飞机平均价格（百万美元），数据来源：GAMA

图 9. 活塞发动机飞机市场份额历史变化，数据来源：GAMA

图 6. 活塞发动机的主要用途，数据来源：FAA 图 7. 活塞发动机飞机客户所在区域 ( 百分比 )，数据来源：GAMA 图 8. 活塞发动机飞机 2012 年市场份额 , 数据来源：GAMA

表 1. 主要活塞发动机飞机制造商

表 2. 畅销飞机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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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但是不能含有乙醇。这是因为乙

醇可能损害航空发动机燃料系统的橡

胶及铝制部件。乙醇也会增加燃料的

挥发性，因此在高海拔时，乙醇可能

脱离燃料从而降低燃料的辛烷值。但

是，目前几乎美国所有地区的汽车汽

油都含有约 10% 的乙醇。一些汽车

汽油的支持者表明有一些机场提供

不含乙醇的汽车汽油，但是根据他

们提供的列表 [1]，这些汽车汽油的

AKI 为 91 而不是 93。使用这种汽油

需要额外的测试并且获取专门的批准

( 补充型号证书，Supplemental Type 

Certificates)。

因此，柴油发动机是一个更有前

景的解决方式。和航空汽油不同，航

空煤油 ( 柴油类燃料，例如 Jet A) 在

全世界都有广泛供应。柴油发动机的

另外一个优势在于，此类发动机可以

有更高的压缩比和更精确的燃料控

制，从而有更高的燃烧效率。这些特

点使得主要的飞机制造商 ( 例如赛斯

纳和钻石 ) 已经开始推出使用柴油发

动机的机型 ( 表 2)。另外，美国空军

也已经开始专注于统一使用柴油发动

机的无人机。面对这一潜在的柴油发

动机需求的增长，中航工业最近也收

购了Thielert这一柴油发动机生产商。

 

（信息来源：中国民用航空网）

一、商用飞机和通航飞机的资产

特点分析

飞机是科技含量最高，结构最精

密的民用工业产品之一，也是 20 世

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飞机的购

买价格高，资金占用多，因此无论是

航空公司、大型企业还是个人客户，以

融资方式拥有飞机使用权，是自然而

然的需求。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飞机

具有供给相对稀缺、实用性高、使用

年限长、残值好、资产处理较方便等

我国通航飞机的融资现状
与前景分析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Financing Status and 
Prospect of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in China 

摘要：我国通航产业的前景广阔已经成为业内外各方的共识，产业以空域开

放、基础设施完善为前提，以飞机的运营为核心。由于飞机单体购买价格高，因此

融资购买无疑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尽快引进运力的有效方式。本文将从金融企业

的视角，对通航飞机的资产特点加以分析，对国内目前通航飞机融资市场进行简述，并

对未来的行业前景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优势，被称为“可以移动的不动产”，因

此金融机构也愿意为飞机购买提供融

资服务。有了供给与需求，飞机融资

市场就逐渐形成。以下我们从商用飞

机和通用飞机两方面来看。

商用客机、货机的融资市场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大型商

业银行、航空租赁公司、出口信贷机

构都可为其交易提供资金支持，而商

用飞机的主要用户——航空公司也可

以依靠增发股票、发行债券等方式筹

集购机资金。

商用飞机融资市场发达有以下几

点原因：其一，融资目的明确，即引

进运力投入载客、载货运营，获取收

入利润；其二，还款来源相对稳定，一

般在成熟航空运输市场上，单架飞机

的日均收入基本可以确定；其三，还

款意愿较强，飞机是航空公司的生产

工具，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信用

损失是航空公司不可承受的；其四，政

府信用背书或补贴，航空运输属于

影响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且事关主

权，因此大多数政府都会对航空业予

表 3. 主要航空活塞发动机制造商

图 10. 航空活塞发动机市场份额，数据来源：丝翼航空

图 11. 各马力级别的市场份额，数据来源：丝翼航空

表 4. 主要无铅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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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甚至为数

不少的航空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就是政

府；其五，资产流动性较好，商用飞

机制造业处于寡头垄断，产量可控，而

航空运输市场，特别是亚太等新兴市

场的需求又在增长，因此二手市场较

为活跃，即使客户违约，资产的再处

理也相对容易。

通航飞机则有较大不同。首先，通

航飞机的价格区间大、种类繁杂，从

价值几亿元人民币的喷气公务机，到

价值数千万人民币的涡桨飞机、涡轴

直升机，再到价值数百万人民币的活

塞螺旋桨飞机、直升机均有，且机

型、型号、制造商的数量也远多于商

用飞机。其次，通航飞机经济属性不

一，既有用于直接盈利的商务运输、空

中观光、商业飞行培训，用于间接

盈利的遥感物探、电力巡线、设备吊

装、农林喷洒；也有用于消费的公务

飞行、娱乐飞行、驾驶训练，以及公

共服务性质的政府空中指挥、警务执

法、应急救援、海岸巡逻、森林防火

等。再者，通航飞机的购买主体多样

化，通航运营商、航空俱乐部、高净

值人士、企业以及政府都可能成为买

家。

以上这些特点都使得通航飞机

的融资难度高于商用飞机，因为融资

机构最关心的几点——融资目的、还

款来源、还款意愿、还款能力、资产

变现能力等，通航飞机都不如商用飞

机。因此，通航飞机的融资状况需要

按标的金额、经济属性、客户属性来

分别看待。

二、国内外通航飞机融资市场简

述

在国外，通航飞机融资难只是

相对而言，毕竟飞机是实实在在的物

件，而且自身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比

起纯信用融资，可靠程度自然要高一

些。尤其是美、加、英、法、德等飞

机制造与航空强国，通航飞机的融资

比较顺畅。一是由于飞行文化普及程

度高，通航作业十分活跃，金融机构

对飞机资产的认知较为深入，具备给

通航飞机融资的业务能力。二是由于

航空制造为重要的工业产业，体现国

家的科技水平，并与国家安全有一定

关联，因此政府也支持金融企业对飞

机融资，从而促进整个航空业的健康

发展。三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

完善，企业和个人的消费实力强，诚

信度高，使得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1、公务机融资

本节提到的公务机主要是价值

800 万美元以上的私人或企业用飞

机，特别是价值超过 3000 万美元的超

中型以上喷气公务机，也包括少数高

价值涡桨公务机。对于这类飞机，国

外的私人银行就可以为买家融资。因

为公务机买家多为私人银行的长期忠

实客户，相当多的资产委托私银管

理。私银对其资产状况、信用状况了

如指掌，为其提供融资不存在征信困

难。而且，私银为客户提供的公务机

融资条件会相当优惠，因为这是提升

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机会，私银即使在

本次融资中收益不多，也可期待在该

客户的未来其它业务上获得更多回

报。

而在国内，给公务机融资的主

体却变成了众多金融或融资租赁公

司。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

点：其一，国内商业银行对公务机

融资项目认识不足，私人银行多经

营高端零售业务而非真正的家族资产

管理，因此均无法为客户提供信贷支

持。其二，国内公务机市场快速成

长的 2009-2011 年，与金融租赁公司

成立发展的时机恰好吻合，部分租赁

公司将公务机融资视为重点开拓领域

之一。其三，部分租赁公司把握住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公务机价格的短暂

低迷期，将商用飞机中常见的批量投

机采购（Speculative Order）模式用到

了公务机上，形成了一定路径依赖。其

四，经过数年的探索实践，保税区融

资租赁逐渐成熟，在保税区设立单机

SPV 可实现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的

递延缴纳，增值税发票还可用于企业

抵扣，在营业税等税收方面也有不同

程度的优惠，可降低融资双方的交易

成本。

公务机具有利用率低且用时不定

的特点，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依靠公

务机日常运营来获利都相当困难，因

此公务机也被金融机构认作为消费性

设备，而非生产性设备，融资形式

也多以商业贷款或者融资性租赁为

主，而很少有经营性租赁的案例。总

部位于欧洲的 VistaJet，其主要盈利模

式是包机获利，应该说最有可能采取

经营性租赁，但由于 VistaJet 的部分

盈利来源于二手公务机溢价转让，因

此还是采用了融资性租赁。

由于是消费性设备，因此国内

金融机构对公务机融资项目的审核更

类似于贷款，主要偏重客户本身的资

质，如客户个人或家族的资产状况、还

款来源、还款意愿，以及客户所控制

企业的运营状况和信用状况等，而对

公务机本身的资产价值等情况会相对

弱化一些。（国内为数不多的以长期

信贷形式做的公务机融资，也是由于

购买飞机的主体背靠的母公司为上市

企业，实力雄厚，因而被当作长期项

目融资来对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中提到

国内租赁公司批量采购之后再融资租

赁，对公务机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

大的催化作用，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不

甚明朗的情况下遇到了一些困难。对

此，笔者认为，该模式本身值得肯

定，厂商、客户、租赁公司均从中获

益，然而不能因市场繁荣而忽视了对

飞机资产本身的价值评估，产生什么

机型都卖得掉的错觉。采购飞机的机

型、机位、价格等要素尤其重要，租

赁公司需要均衡发展“买、租、管、退”

的专业能力，才能将此模式运用得游

刃有余。

2、涡轴直升机与涡桨固定翼

本节提到的涡轴直升机与涡

桨 固 定 翼 主 要 是 指 价 值 在 200 万

美 元 至 700 万 美 元 的 机 型， 例

如， 起 飞 重 量 2-4 吨 轻 型 直 升 机

（Bell407，Bell429，EC135，AW109

等），以及起飞重量 2-5 吨的轻型固

定翼飞机（Cessna208B，PC-12，PA-

46，King Air C90 等）。为方便论述，以

下可能对 - 此类百万美元级飞机以通

航飞机作为代称。

在国外，此类通航飞机的用途

广泛，二手市场流通较好，残值有保

障，加之融资金额适中，因此一些地

区性银行都可以承接其融资项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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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此类飞机的融资尽管有不少

成功案例，但更多时候是遇到尴尬。

　　第一是标的物金额尴尬。大

型租赁公司和商业银行认为几百万美

元的通航飞机与几千万商用客机以及

大型喷气公务机相比，需要投入同样

的人力和时间，项目金额却相差十

倍以上，因此不愿过多介入。而部

分有意愿的金融机构专业技术能力不

足，又无法迅速开展此项业务。

　　第二是融资主体尴尬。正

如前文所述，金融机构在审核项目

时，最注重的是融资主体的还款能力

和意愿，近些年民营通航公司如雨后

春笋般发展起来，通航公司普遍缺乏

财务记录、运营记录、安全记录，这

使得传统的项目审查无法适用，但通

航企业没有飞机就无法产生上述的记

录，从而陷入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死循环。反观国有或国资背景的

通航企业，已有稳定且利润不菲的

作业项目，外加政府对通航的补贴或

拨款，又有母公司的资金以及人员支

持，有的甚至已经上市，不缺乏飞机

采购资金来源。总体来看，通航企业

的“马太效应”相当明显。

　　第三是标的物性质尴尬。通

航飞机的用途广泛，特别是百万美元

级别的飞机正是各类作业的主力机

型，照说应该按照生产型设备来对

待。然而，许多通航公司并没有可靠

的作业订单和明确的盈利模式，这就

使得金融机构无法将通航飞机按照

常规生产设备来进行融资。如果采

用类似公务机的消费性融资标准来审

核，对于大多数通航公司来说又显得

苛刻，一些增信措施，如土地和房产

抵押，也让飞机融资偏离了本身的意

义。

第四是运营环境尴尬。尽管我国

政府以及主管部门近些年为通航的发

展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制订了多项

鼓励政策，《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

与管理规定》等实质性文件也已经出

台，然而，离真正的自主飞行还有较

大的差距。千里马在围栏里是无法发

挥其能力的，通航飞机亦然，不具备

宽松的运营环境，金融企业也是有心

无力，一些租赁公司涉足通航运营和

机场建设，实际上也有一些无奈的成

分。

第五是资产流通尴尬。通航飞机

数量的增长与二手飞机市场的发展是

正相关关系，通航飞机残值高、保值

性好的特点，也是以通航飞行活跃，飞

机需求量大为前提。目前国内主流通

航飞机多数为进口，由于适航标准、维

修保障能力、关税增值税等问题，使

得引进和退出都存在一定困难，特别

是国内二手机处置到国外，估价会

较国外同等条件的同型号飞机低。而

国内市场又尚未成熟，容量偏小，这

些都使得通航飞机的资产优势难以发

挥。国产通航飞机尽管数量也在增

长，但拥有 FAA 或 EASA 适航证的机

型寥寥无几，于是流通性更差一些。此

外，国内缺乏飞机价值评估的人才和

参照体系，也使得金融企业对通航飞

机能否顺利处置顾虑重重。

第六是成本收益尴尬。尽管通航

飞机融资面临着困境，按道理来讲，应

该还是有愿意承担较大风险的金融机

构来做此业务，并索取较高风险溢

价。然而飞机融资的国际化程度高，一

些资质好的通航企业甚至可以拿到境

外出口信贷机构的低成本资金，这就

制约了通航飞机融资价格的上浮。从

已成交的国内通航飞机融资案例来

看，各金融机构都在争抢为数不多的

优质项目，也导致了通航飞机的融资

价格走低，使得现有和潜在的融资客

户都对融资价格抱有较低的期望。面

对目前国内金融市场资金紧张、融资

价格普涨的现状，通航飞机显然属于

机会成本较高的项目，导致不少金融

企业都在问“通航飞机风险不确定，收

益又不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令

人纠结的问题。

3、轻型运动型或教练机

本 节 提 到 的 运 动 型 或 教 练

机 主 要 是 指 价 值 在 30-70 万 美

元 的 活 塞 固 定 翼 和 直 升 机， 如

DA40、Cessna172、R44、269C 等。轻

型活塞飞机广受国内客户青睐，保有

量相对较多。但由于民航局对新筹建

通航企业有至少需要两架自购飞机的

规定，因此，部分通航企业倾向自购

此类飞机，以较低的成本来满足局方

要求。此外，轻型活塞飞机的标的金

额对金融机构来讲过低，

目前轻型活塞飞机的融资案例多

集中在航空学校的大规模采购上。由

于航校的盈利模式相对其它通航业务

更加明晰，而且国内对商业飞行员、通

航飞行员的需求量较大，此类融资项

目获得金融企业支持的可能性也相对

高一些。

笔者认为，轻型活塞飞机未来

最值得期待的，是个人飞机融资项

目。随着飞行文化的普及、低空开放

政策的落实，中产阶级可负担起的，以

短途娱乐飞行为主的个人通航消费会

有爆发性增长，届时轻型活塞飞机的

融资也会像当今汽车贷款一样深入人

心。尽管我们尚不能预期这个通航黄

金时代何时到来，但有计划介入通航

飞机融资的金融机构，应当从现在开

始就进行研究和布局。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看法：国内目前的通航飞机融

资状况苦乐不均。高端公务机类似于

大型企业融资，金融企业参与的积极

性高，融资渠道较为通畅，融资成本

也相对合理；以轻型涡轴直升机与涡

桨固定翼为代表的百万美元级别飞机

类似于中小企业融资，尽管不乏成功

案例，但依然存在较大困难，市场供

需矛盾非常突出；轻型运动型或教练

机除了航校批量采购之外，更类似于

个人小额贷款，市场有待开发。

三、未来我国通航飞机融资的前

景展望

通航飞机融资市场反映出国内整

个金融行业资金紧张、偏好高收益大

项目、偏好大型企业客户、偏好传统

担保抵押手段的特点。然而，随着国

家经济转型，以及金融市场竞争的加

剧，金融企业必然需要转移视角，关

注中小项目、创新性项目，提高物

件融资的专业化程度，通航飞机融

资正是兼具创新性和专业性的中小型

项目。因此，笔者预计通航飞机融资

在短期内会经历探索、过渡、磨合阶

段，逐渐从借助其它增信措施的类企

业信贷，向以飞机作为主要担保物的

物件融资转型，最终完善成为便捷、高

效的融资业务。而通航飞机融资的标

的物也会实现优胜劣汰，以经济性

高、资产保值性好的机型为主。

为了促进通航飞机融资项目的开

展，进而支持通航产业的发展，笔者

认为各方应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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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主要融资需求方的通航

企业，特别是新兴通航公司，首先应

考虑好成立目的、运营模式、盈利模

式，以及自身财力，慎重选择机型，努

力并夯实安全运营的基础，以此来为

自己的飞机融资项目加分。仅仅为搭

上通航的顺风车，炒一把短线而寻求

飞机融资，会对企业自身以及金融企

业带来潜在风险。

2、作为融资提供方的金融企

业，特别是租赁公司，如前文所述，一

方面需要以开放的、有前瞻性的态度

来看待通航，将自己定位为起动机，提

供更为便利的飞机融资方案，解决通

航企业的生产工具问题。另一方面，需

要持续提升发展“买、租、管、退”

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对飞机资

产价值的认知能力，以及资产管理与

处置能力，真正实现以飞机作为主要

担保物的“真租赁”，而非借助其它

增信措施的“类信贷”。在完全实现

通航飞机物件租赁之前，应与通航企

业紧密合作，探索出一个飞机资产和

其它增信措施并重的过渡性方案，力

争解决现实的融资需求。

3、作为政府监管部门的民航

局，需要持续推进空域开放，减少乃

至消除通航发展的障碍。我们相信，只

要运营环境理想，凭借各方的智慧与

辛劳，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可持续发展

的通航运营模式，从而进入自我造

血，而非勉强输血的良性循环。个人

通航消费市场也将应运而生，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亮点。

4、作为设备提供方的通航制造

企业，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通航制造

的技术风险和盈利风险，切实打造以

飞机销售来获利的核心竞争力，而不

是去迎合一些“以高端制造为名，行

圈地建房之实”的形象工程，另一方

面应积极与金融机构合作，共同探索

飞机销售、融资、保险一体的综合解

决方案，特别应考虑借鉴汽车、机械

设备融资中通行的厂商回购承诺，作

为增信措施，从而促进通航飞机的销

售。

中国通航产业前景的广阔是业内

外的共识，笔者对此也深表认同。而

通航真正能发展起来，思路、技术、资

金、政策、激情缺一不可，任何不切

实际的概念炒作或短期投机心态，都

会对这个尚处幼年的行业产生非常负

面的影响。

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目前各路

资本都在关注各类通航项目，有不少

都在关注制造环节或是基础建设环

节，而实际操作中有不少都偏离了

原本目的。通航不是可以在短期产

生暴利的行业，也不是仅依靠金钱能

“砸”出成果的行业，要促进通航的

健康发展，应当先将宝贵的资金用在

最需要的地方——即通航飞机的融资

购买，特别是鼓励通航企业采用经济

性、保值性较好的飞机，探索一些有

可持续性的运营模式。

笔者相信，我国的通航飞机融资

业务会伴随着通航产业的发展而成长

壮大，而基础工作扎实、具有创新性

思维的金融企业，会从通航飞机融资

中获得良好的回报。

（信息来源： 通航在线）

长期以来，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

的运营在我国一直属于空白。随着内

蒙古阿拉善地区 3 个通勤航空机场的

建成和即将通航，我国将出现通勤航

空运输这一新的航空运输模式。

事实上，在美国，通勤航空和空

中出租运营非常普遍。这两种运营模

式在解决民众出行，特别是偏远、交

通不便地区民众出行问题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我国地域辽阔，不少地方还存在

着运输机场少、航班频次低、通航点

少的问题，一些地区民众出行非常不

便，尤其是在内蒙古、新疆、黑龙江

等地，这些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因

此，大力发展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运

营，对于实施民航大众化战略，解决

边远地区百姓的出行难题具有重要意

义。

通勤航空  航空运输网络的重要一环

通勤航空的概念与实践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

深度报道：通勤航空和空中
出租运营将促进民航大众化
Commuter Airport & Air Taxi Operation 

Will Promote Civil Aviation Popularization 

的发展，美国已成为世界上通勤航空

最为发达的国家，通勤航空已成为美

国航空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美国运输部对通勤航空承运

人颁发许可证的定义，通勤航空承运

人一般是指使用 60 座以下小型航空

器或业载不超过 18000磅的航空器，在

两点之间或更多点之间的至少一条航

线上每周至少运营 5 个来回程的定期

旅客、货物或客货混合航班。航班计

划须提前制订，并向社会公布。美国

运输部对于通勤航空承运人的审批流

程与持证航空承运人一致，需要经过

较复杂的过程。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提

供的资料，美国目前共有 54 家持证

通勤航空承运人，其中包括 53 家飞

机承运人和 1 家直升机承运人。美国

通勤航空公司航班的主要作用是把偏

远地区的旅客运送到中型枢纽或大型

枢纽机场。通勤航空承运人使用小型

飞机，执飞相对短途的航班，平均运

距短，但来回频繁。航班既可在小机

场起降，也可在大机场起降。如美国

亚特兰大机场、达拉斯机场通勤航空

的比例占到 30%，纽约纽瓦克机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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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到 39%，拉瓜迪亚机场比例占到

50.8%。

通勤航空的另一大特点是低成

本，这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小

型飞机对机场的跑道、各种保障设施

的要求低，可以节省很多投资及运行

费用；二是因为航程短，可以使用速

度慢、购机价格低但节省燃油的螺旋

桨飞机，并简化机上的服务。通勤航

空使用的飞机多种多样，比较大型的

飞机有 50 座 ~60 座，小型飞机最少

仅 3 有个乘客座位。根据 2010 年统

计数据，享受美国政府基本航空服务

项目（EAS）补贴的航空公司，使用

9 座飞机的占 27%，使用 19 座飞机的

占 41%，使用 30 座 ~34 座飞机的占

28%，使用 50 座以上飞机的占 4%。

通勤航空公司经营定期和非定期

航班，航班计划均不需要经过政府审

批，一般由航空公司自行安排，运价

也由航空公司自行确定。同时，航空

公司必须为旅客购买保险。保险是通

勤航空公司一笔重要的开销，越偏远

的地方，保险费用就越高。

空中出租审批程序更加简单

根据美国运输部颁发许可证规

定，空中出租承运人是指使用小型航

空器，即座位数少于 60 座或业载不

超过 18000 磅的航空器，从事包机旅

客、货物或客货混合服务，或每周少

于 4 班的定期旅客、货物或客货混合

服务。

据了解，在美国，通勤航空公

司与空中出租公司的主要区别是：通

勤航空公司经营定期航班，也可以经

营包机；而空中出租公司只能经营包

机。通勤航空公司对外售票，旅客可

通过订座系统或通勤航空公司网站等

渠道订座或购票；而对于空中出租公

司，旅客须直接到机场购票乘机，但

可通过电话提前预约，只要够 3 个旅

客，空中出租公司的飞机即可立即飞

行。通勤航空公司有专门的机票，在

机场乘机时有登机牌；而空中出租公

司乘机凭证非常简单，就是白纸打印

的一张单子，类似付款凭证，旅客登

机时不用办理登机牌，拿着打印的乘

机凭证直接登机。同时，每个运营的

通勤航空公司和空中出租公司，都必

须为旅客办理保险手续，最低 15 万美

元。

空中出租审批程序要比通勤航空

简单很多。美国运输部对空中出租承

运人经济性许可审查比较简单。公众

填写空中出租承运人申请表，运输部

收到申请表后，对申请进行审核，审

核合格后盖章寄回至申请人处，申请

人即获得空中出租承运人许可证。

根据 FAA 统计，美国有 2166 家

空中出租承运人（美国 FAA 称“空

中出租承运人”为“按需航空承运

人”）。他们既能运行小型的简单航

空器，又能运行大型复杂的航空器。美

国通勤航空承运人和空中出租承运人

共持有飞行器 10946 架。典型的空中

出租服务包括载客、协议载客、直升

机救护、空中游览、矿产勘探、地理

测绘等。而 FAA 负责通勤航空和空中

出租承运人的运行合格审定及颁证工

作。

阿拉斯加经验

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洲西北

部，太平洋东岸，面积 171.8 万平方

公里，南北最远两个城市间的距离为

1600 公里，东西为 1250 公里。阿拉

斯加州拥有人口 72 万，46% 的居民

居住在安克雷奇地区。全阿拉斯加州

的道路仅有 7880 公里，82% 的阿拉

斯加州社区没有陆路交通。因此，这

里通用航空业非常发达。当地民众的

交通出行和生活物资的运输很多要靠

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公司。航空运输

为学校、医疗服务和居民旅行等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通路，并已成为大部分

乡村的生命线。

阿拉斯加州民航业高度发达，通

过 FAA 注册的机场就有 734 个，跑道

达 1200 多条，飞机有 10000 多架，拥

有飞行员 14000 人左右。阿拉斯加州

有很多适合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飞机

运营的机场，设计科学合理，设备设

施简单，也有许多适合通勤航空和空

中出租在当地运营的航空器，例如大

轮胎飞机、雪橇板式飞机、水上飞机

等。当地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公司众

多，各具特色，运营方式灵活多样。

这些公司为居民的出行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今年 7 月，笔者参观了安

克雷奇机场，有两家较大的通勤航空

公司在该机场运营，一家是时代通勤

航空公司（EraAlaska），另外一家是

PanAir 通勤航空公司。两家公司均以

拥有 50 座以下的小型飞机为主，运营

阿拉斯加州很多偏远社区、岛屿的支

线航班。笔者实地乘坐了时代通勤航

空公司的航班，舒适便捷，旅客在飞

机计划时间前 20 分钟办理值机手续即

可。

在阿拉斯加州，当地百姓乘通勤

航空公司和空中出租公司的飞机出行

非常方便，几乎是随到随走。如陶吉

纳空中出租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麦

金利山的观光游览业务，往返一次大

约需要 1.2 小时 ~3 个小时。根据旅

游线路和游览时间的不同，票价也不

同，每人约需 200 美元 ~400 美元。旅

客乘机非常方便，只要够 3 个人即

可，也可以包机。该公司推出多条游

览线路供旅客选择，旅客可以指定想

去的地方，这为观光旅游和科学考察

的旅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由于阿拉斯加州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经济条件，该地区享受着一些与美

国其他地区不同的航空政策。在阿拉

斯加州，乘坐 50 座以下航空器的旅客

不需要进行安全检查。阿拉斯加州对

通勤航空飞机运送的货物实行的也只

是抽检，由此节省了很多时间，同时

也为机场节省了昂贵的设备、人员投

入。

此外，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和候机

的场所也十分简单。旅客购票、办理

乘机手续、候机场所与工作人员办公

场所合二为一，一般是在一间 40 平方

米 ~50 平方米的房间中，既有飞行、签

派、运输等工作人员在此办公，也有

旅客在这里购票、候机，投资和运营

费用都很低。

尽管为旅客提供了便利，但是通

勤航空公司和空中出租公司自身对安

全的把关非常严格。例如，由于通勤

航空公司和空中出租公司使用的飞机

比较小，飞机对载重要求十分严格，为

确保旅客及载运货物的数量精确，阿

拉斯加州一些通勤航空公司和空中出

租公司对旅客要进行称重，达到载重

标准后，其他旅客就不能再登机了。

观点：如何推动中国通勤航空和

空中出租的发展

通过对美国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

公司的考察和了解，笔者深刻地体会

到了两种运营模式对公众出行便利的

重要性。对在我国发展通勤航空和空

中出租运营，笔者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放宽市场准入，对公共航

空运输企业合理分类，简化通勤航空

和空中出租企业准入审批。美国将商

业航空运输企业划分为 3 类：持证航

空承运人、通勤航空承运人和空中出

租承运人。上文介绍了通勤航空承运

人和空中出租承运人的定义，而持证

航空承运人主要指州际或外国旅客和

货物运输承运人。在审批方面，持证

航空承运人、通勤航空承运人审核程

序相对复杂，而对空中出租承运人的

审核相对简单。目前，我国还没有对

公共航空企业进行分类，在企业准入

方面，全部采用统一的程序。因此，笔

者建议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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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一些中年发福的民营企业家，邹建明的身材保持得不错。他没有当过

兵，却有军人的坐姿。他不嗜烟酒，饮食清淡，工作间隙，常常在办公室做俯卧撑。只

不过，他用手指而不是手掌支撑身体。据说十指连心，这样可以锻炼到心肺。注意

养生，一方面自然是希望长寿，另一方面，也是客观要求。他有 10 年以上的飞行

经验，拥有私人直升机驾照。要继续飞下去，每年都必须拿到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

的Ⅱ级体检合格证。

他的兴趣不止于驾驶飞机。作为上海正阳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涉

足通用航空产业已经有 8 年时间。所谓“通用航空”，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

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正阳集团下属的 3 家公司（中

美洲际、金汇通航、正阳机场），覆盖了产业链上的三个主

要环节：直升机销售、直升机代管和运营、直升机场建设和

管理。

除了销售其他直升机制造商的产品，2013 年中美洲际

还成为意大利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直升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总经销商，后者是全球公务直升机领域的标杆型企业，其

AW139 公务直升机是全球最为畅销的中型直升机；金汇通

航拥有国内民营直升机通航公司中规模最大的机队，包括 50 

多名飞行员、60 多名机务人员，20 多名航务人员。下属的

飞行培训中心，是华东地区唯一的直升机飞行培训机构，有

直升机驾驶员私用、商用、教员执照培训资质；正阳机场

则在福建省建成运营了福州竹岐和厦门厦金湾两座直升机

场，在武夷山设有起降点，已开工建设的龙岩直升机场也将

在 2014 年投入使用。

一家民营企业，在通用航空产业形成“三位一体”的格

航空运输企业合理分类，降低通勤航

空承运人和空中出租承运人的准入门

槛，简化审批程序，培育较多的通勤

航空承运人和空中出租承运人，以便

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航空运输服务。

（二）减少行政审批，下放审

批权限，建设更多适合通勤航空和空

中出租运营的机场。美国有 19000 多

个机场，在这些机场中，有大型飞机

起降的枢纽机场，但更多的是适合通

勤航空承运、空中出租承运和其他通

用航空飞行的中小型机场。在阿拉斯

加州，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通勤

机场，我们将一无所有。通勤机场就

是我们的公路、高速路和海洋，它是

我们的生命线。”截至目前，我国

运输和通用航空机场加在一起，尚不

足 500 个。此外，在机场审批权限上

门槛较高，程序复杂繁琐。某支线机

场从申请到建成，共经过 140 多项审

批。建议国家进一步研究下放机场审

批权限，将支线机场审批权限下放至

民航局或地方政府，并进一步减少审

批项目，以便建设更多的机场，为通

勤航空和空中出租的发展创造更好的

环境。

（三）进一步降低机场收费。在

阿拉斯加州，大部分机场对通勤航空

和空中出租以及其他通用航空飞行不

收取起降费、航路费、地面服务费等

费用，很多机场只收取加油费。一

些机场对飞机停场过夜收取少量费

用，如在陶吉纳机场，一般小型飞机

停场一晚大约只收 4 美元。机场只有

两名工作人员，因此没有专门的收费

员，一般是飞机使用人自觉将费用投

入收费箱。笔者建议对我国机场收费

标准进行适当修改，降低机场对通勤

航空和空中出租飞行收费标准。

（四）控制通勤航空机场建设

规模，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在

阿拉斯加州，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运

营的机场，很多非常小，只有一条碎

石跑道或一条土跑道。机场没有专门

的候机楼，很多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

公司旅客候机场所与办公场所合二为

一，一般只有一间 40 平方米 ~50 平

方米的房间，真正达到了节约资源、提

高效率的目的。反之，再看我国国

内，机场建设追求“大而全、小而

全”，机场越建越豪华。此外，政府

设定的一些标准偏高，促使机场必须

购置很多的设施、设备，配备很多人

员。在这点上，比较突出的是消防和

应急救护的标准。大部分支线机场和

通用航空机场都反映，按目前标准配

置，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和人力。而

在美国，很多小机场的消防和应急救

护完全依靠地方，机场不需要单独设

置。因此，笔者建议修改我国目前机

场建设标准，降低适合通勤航空和空

中出租飞机起降的小型机场的建设标

准，以利用有限的资金，建设更多的

机场。

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在将社区与

国内大型枢纽、区域枢纽机场连接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种运输方

式提供的定期或不定期航空服务，已

成为民众出行的重要保障，成为国家

航空运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

们应认真借鉴美国经验，大力推动我

国通勤航空和空中出租的发展。

（信息来源：北京通用航空产业基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正阳集团：民营企业
如何玩转通用航空？

ZENISUN Group: How Private Enterprise 
Participate In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人物：邹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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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某种程度上是为形势所迫。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各个环节的成熟度不够，单个企

业只关注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很难有大的发展。直到 2010 年，中国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才颁发了《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提出通过 5 到 10 年的

深化改革，逐步放开对 3,000 米以下低空空域的管制。到 2012 年，国务院才有《关

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把通用航空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民用航空局《2012 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截至 2012 年底，中

国获得经营许可证的通用航空企业只有 146 家。适航在册的航空器总数 1,320 架（其

中教学训练用飞机 328 架）。而美国的通用航空飞机已经超过 30 万架，涵盖公务

飞行、私人飞行、公共航空运输、航空喷洒、航空拍摄等各个方面。因为相信“美

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邹建明说：“在巨额的利润面前，不存在胆怯。”

这句话的背景是，8 年时间里，他在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了 10 多亿元，曾经在公司

内部遭到很多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太太。

邹建明 1964 年出生在福建大田县（地属三明市），家中排行老二。大田别名“岩

城”，山多田少石头多。他最崇拜的人之一是毛泽东，手机铃声是《大海航行靠舵

手》。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这是一位竹篾匠，靠编织竹制品，将他们兄弟

姐妹 6 人养大。父亲告诉过他：“要和精明的本分人合作。人不精明，你赚不到钱，人

不本分，赚的钱可能全被他拿走了。”

高中毕业，他考上了福建省地质学校，1982 年中专毕业，被分配到福建省地

球物理探矿队工作。两年以后，作为引进人才，进入大田县交通局。1987 年底，他

开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并在 2 年后开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4 年以后，赚到了第

一个 100 万。开汽配公司、跑运输与上海来往较多，1992 年正月初八，他带着全

部积蓄到了上海。从承接大楼基础工程钻孔灌注桩开始，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本，开

始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仍是正阳集团的主业之一），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

邹建明很小的时候在福建晋江生活过一段时间，住处附近有一个军用机场，看

着战斗机起飞，他也想做一名飞行员。2003 年，他到上海龙华机场学习驾驶固定

翼飞机赛斯纳72 型（相对直升飞机的旋转翼，固定翼飞机机身上的机翼是固定的，由

动力装置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总共飞了 60多个小时，拿到了相关飞行驾照。次

年，他在珠海航展上第一次接触直升机，那架飞机的型号是麦道 MD600（美国麦

克唐纳 - 道格拉斯公司制造）。

他发现驾驶直升机才是真正好玩的飞行。“固定翼飞机，只要看好前方，油

门一次性推到底，加速到 60 节，机头一拉飞起来，到空中比开车容易。直升机飞

起来，几吨重的东西，像一张纸一样浮在空中，任何一个方向的风，都可以影响它

的状态。”觉得固定翼飞机不那么好玩，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已不是做拉筋斗、横滚

等高难度动作的年纪。“这要求飞行员胆子大，反应快，抗荷能力强。20 多岁的

年轻人可以做，我学开飞机时，已经 40 岁了。”他说。

拥有飞机的中国人不少，亲自上阵驾驶的人不多。邹建明已经累积 700 多个

小时的直升机飞行时间，他的理想状态是每年飞行 100 到 150 个小时。“这其实不

难，有几趟长途飞行就够了，比如向直升机买家交付飞机，我有时会自己开过去。”

看得出来，他是真正热爱飞行的那类人。“飞行是一种感觉，有的人飞了一辈子，为

什么成不了好飞行员？因为他没有感觉，飞起来，也是别别扭扭的。好的飞行员，就

不一样了。慢慢起飞，慢慢下降。”说这话时，他的手比划着，模拟直升机垂直起

降的样子。

2005 年，华东地区还没有直升机驾驶培训机构。邹建明花 1,800 万元买了第

一架直升机，型号正是麦道 MD600，还从一家通用航空公司请了一位飞行教练到

上海高东机场教他驾驶。飞了 40 个小时，拿到了私人直升机驾照。这架直升机一

开始就托管在这家通用航空公司，因为托管方运作不力，每次申报飞行都不太顺

畅，他于是有了成立直升机运营公司，自己管理飞机的想法。但注册通用航空公司，必

须有两架以上的飞机。为此，他花 4,800 万元买了第二架直升机欧直 EC135( 欧洲

直升机公司制造 )。2006 年，金汇通航挂牌成立，开始在全国招募飞行、机务和航

务等专业人员。

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2009 年以后，他意识到这个行业大有可为。任何一种

交通工具之间都是相互补充的，直升机最有效的覆盖半径是 500 公里。这一半径

内，没有一种交通工具的效率，能够和直升机媲美。例如，邹建明从上海家中出发

去福州，乘坐民航班机，加上道路车行时间，平均需要 4.5 小时，乘坐直升机，只

需要 2.5 小时。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公务飞行，将是一块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他发现这

一行想要玩好并不容易，面临政策、人才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

（信息来源：通航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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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能源的开发，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逐步为我们所用。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将太阳能光伏技术与机库建筑技术相结合，在实现飞机停放功能的

同时，通过光伏面板发电减少传统燃煤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还能实现机库

成本回收的可能，从而将机库演变为一个创造效益的工具，集飞机停放、公务托管、维

修组装、办公培训为一体的绿能光伏建筑。

地球上任何能够见到阳光的地方都可以享受太阳能技术带来的便利与环保。据

专家估算，太阳现正处于中年期，还可为我们服务 30 亿年左右。太阳能的使用，不

存在有害气体排放问题，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 

智 慧 型 绿 能 建 筑 光 伏 一 体 紧 密 结 合 航 空 机 库（SMART BIPV Aviation 

Hangar)，通俗的讲就是将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与航空机库相结合，不仅保留传

统机库能够停放飞机、公务托管、维修组装的作用，因为其内部透光效果很好，也

可以用作航空培训教室和办公室。最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机库的太阳能组件进行

光伏发电，创造更多的利润价值。光伏一体化机库首先是一个建筑物，正如音乐家

的曲子，画家的油画一般，它是建筑设计师的杰作。对于建筑物来说，其外观效果

更是衡量作品出众与否的标准之一。

智慧型绿能建筑光伏一体紧密结合航空机库特点解析

首先，透光性良好。智慧绿能光伏机库实现了光伏发电与飞机停放的结合，房

顶采用光伏面板，透光性能良好，对建筑物来说光线就是灵魂，其对光影的要求甚

高，使得建筑达到美学的要求。我们知道，最有利的维修环境是在自然光源下，人

的工作效率可以得到最高，智慧绿能光伏机库良好的透光性使之成为可能。

其次，吸热降温。太阳能光伏面板是通过吸热来实现太阳能和电能的转换，在

炎热的夏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机库内的炎热程度。

再次，节能发电。机库用电问题是每个运营商财政支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智

慧型绿能建筑光伏一体紧密结合航空机库，不仅能使所发电量自己自足，而且还能

够将多余电量通过国家并网回收，获得成本的收益及利润增长。

最后 , 节能减排。智慧绿能光伏机库减少了对温室气体、环境污染气体的排

放，为绿色环保和谐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

设计优势

为达到零碳目标，德国多通过大于基地面积的太阳能光电板设置实现，美国

则通过邻近造林来平衡。本案在生态永续设计上具有以

下特色 :

碳中和：可再生能源的产生，供应建筑物自身需

要，使其每年可达到零碳运转，并能有多余的能源回馈

到电网中，以抵消建造过程生命周期中已使用的能源、以

及建材设备产生过程中所排放的碳量，使本建筑物成为

实践【碳中和】的航空建筑，此建筑物的臭氧层破坏技

术（ODP）与地球温暖化系数（GWP) 值均为零。

智慧型绿能建筑光伏一体紧密结合航空机库设计理念：

打造低碳建筑物，甚至零碳建筑物，利用【碳中和】的方法达到【零碳建筑】

的目标（Zero Net Energy)

相信大家对哥本哈根会议 ---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不陌生。随着人类社

会与大量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在物质生活得到了巨大满足的同时，对

化石燃料的过渡燃烧也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以前随处可

以呼吸到的清洁纯净的空气，逐渐被雾霾所代替；曾经随处可见的绿叶，慢慢被烟

尘所遮蔽；往日清凉甘甜的山泉，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甘洌。

作为现代社会新兴产业之一的通用航空该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保证环

境利益相平衡呢？飞机正在吞噬传统交通运输业固有的市场份额，它在为我国交通

运输业大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不断的制造环境问题。而这一既成事实即便通过

新型航油的研发，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质的改变。

打造零碳机库
智慧型绿能建筑光伏一体
紧密结合航空机库
（SMART BIPV Aviation Hangar)



技术产品   Technology & Products
 

No.9  第九期

丨 中 国 通 航 博 览  
China General Aviation Digest 丨68 69

水平衡；特殊设计可达到供水量与用水量的平衡。

国际认证：本案建设完成后将申请取得美国 LEED 白金级认证，合乎美国建

筑协会 LEED 白金级认证中对于环境等级的最高要求。

100% 的新鲜空气：装设先进的能源捕捉系统，可在排气至室外环境时进行全

热交换，以减少整体的能源使用，因此可容许所有大楼内所流通的空气均为新鲜空

气。

遮阳设计与画光的炫目控制：为了能使办公室空间具有自然采光渗透，尝试

拾弃传统的百业设计方式，引进双层墙的设计技术，通过先进的 3D 电脑辅助设计

模拟，使外遮阳系统能发挥最大能效，并使室内空间中能运用大量的自然采光，使

得具有大片开窗的办公室不致成为温室。

100% 紧密结合高效能屋顶上及外墙 90% 的面积由光伏板覆盖，屋顶面积可引

导、当地生态、栽种植物有助于过滤废水。

数位监控：每一层都装有智慧电表、水表，以随时监控能源与水的用量，及

时检测不正常使用。

详细的环境管理计划：在施工阶段即采用详细的环境管理计划，将材料污染

降到最低，有超过 95% 的施工废弃物都能回收利用。

技术优势

光伏产品最核心的原件是一枚叫做微型逆变器（Micro-Inverter) 的元件，作用

是将光伏面板发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交变电压，供日常生活使用。他是由 NASA（美

国航空航天局）退休的一位工程师和 Payton  Asia Group（亚洲佩顿集团） 共同开

发，目前已发展到第三代微型逆变器 , 亚洲佩顿集团主要开发平板式变压器（Planar 

Transformer), 是创造新一代微型逆变器的关键性元组件，有超过 13 年产品研究与

开发经验，使用平板磁学（Planar Magnetics) 高频技术，在平板式变压器技术、设

计和制造发展居领先地位。

较使用一般多晶硅太阳能光伏模块多 5%-25% 的太阳能光能摄取效率。

微型逆变器内装有专利只能嵌入控制、通讯软件，可以执行远程实时电力线

或无线、手机、Smartphone 通信与监控。容易掌握控制处理光伏系统必有的操作和

维修方面的问题。

要提升系统总体发电效率，籍由电子技术（巨观 - 电子电路和软件）来改进提

升电能之间的转换效率比籍由半导体 / 模块制程技术（微观 - 磊晶技术和芯片制程）

的突破来提高光能 / 电能之间的转换效率容易达到。

智能光伏系统接口（Interface) 设计具有弹性组态能力，容易和传统电网或即

将到来的智能电网（Smart Grid) 并网（On-Grid)。

年发电量：

从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看，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是我国保障能源

供应、建设低碳社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方向。“十二五”

期间，我国光伏产业将继续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大好机遇和严峻挑战。

光伏机库年每年的发电量如下表所示 :

电网支持及收购

用户端并网的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原则上自发自用。

富余电量并入公共电网的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所发电量均按照国家核定的当地

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全额回收。

光伏电站发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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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位于美国洛杉矶伯班克机场的 25 号机库 (Hangar 25), 由香格里拉集团公司

所设计，于 2008 年 12 月 21 日建成，是世界上第一个太阳能光伏飞机机库，可

容纳一架波音 757-200 商用飞机和两架湾流 G-V 商业飞机。在美国获得绿色建

筑委员会的 LEED®( 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 ) 绿色建筑评级系统™的白金认证（最

高等级发布）。该机库采用自然采光和大型螺旋桨通风。其创新的细水雾灭火

系统首次在美国出现 , 效果比一个普通系统更为显著 , 且用水量更少，同时也能

够避免危险化学品的传播。该建筑设计在自然采光屋顶面板和窗口加装反光金

刚石混凝土楼板 , 减少白天开灯所造成的的能源浪费。 面板颜色内外搭配协调 ,

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Hangar 25 拥有如下特点

可持续的循环系统

• 外部照明功率密度比陈汇 90.1 标准用水效率低了 54%

水效率

• 比 code-compliant 室内用水少 61%

• 比一个典型的建筑景观用水低 51%:

材料和资源

• 光伏机库 77% 的建筑 / 拆迁的废物可以被用来回收

• 光伏机库材料的 35% 来自回收材料

•48% 的建筑材料都是当地收获和制造

室内环境质量

• 超过 95% 的空间利用

• 拥有很高的空气质量

光伏阵列和能源

• 光伏机库建筑将生产与现场太阳能总能源需求的 110%

• 使用者将推荐购买建筑并网电力的 70%

• 光伏机库建筑每年生产超过 400000 千瓦时的干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

-Hangar 25 的光伏系统只是简单附着在建筑物之上，太阳电池组件通过支

架安装在屋顶上，光伏产品并不属于建筑物的一部分，并不破坏建筑物原有的

构型，即 BAPV（Building Attached PV）建筑形式。智慧型绿能建筑光伏一体紧

密结合航空机库，将光伏产品附着到建筑自身，成为建筑的有机组成部件，顶

部全部以太阳能光伏面板铺设而成，从而创造出建筑自身产生能源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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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客 4000 中型公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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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商业类通用和小型运输
运行概况（节选）
China 2013 Commercial General and Small-
Scale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Overview （Excerpts)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有 129 家实际在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航空公司，从业中国籍飞行人员 1655 名，航

空器 1092 架。基于运行特点，我们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 类：仅按照 CCAR-91 运行的公司，主要从事航空作业；

　　B 类：仅按照 CCAR-135 运行的公司，主要从事小型运输，包括通勤和商务包机；

　　C 类：A+B 混合运行；

　　D 类：按照 CCAR-91 部运行，依据 CCAR-141 部训练的飞行学校；

　　E 类：同时具有 CCAR-91、CCAR-91 和 CCAR-141 运行的公司，目前仅有飞龙通用一家。

　　经统计，已获得运行合格证且实际在运行的公司，A 类 95 家，B 类 13 家，C 类 10 家，D 类 10 家，E 类：1 家。

　　23 家实施 CCAR-135 部运行的公司中，有 10 家同时实施 CCAR-91 部运行，其中 4 家以直升机业务为主。

通用及小型运输公司飞行员分布图

实际在运行的通用及小型运输公司分布图 通用及小

型运输公司航空器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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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正：各位读者，上其政策法规板块“相关阅读”内容较为陈旧，在此做出更正。现增补更新的新

闻内容，请见下文。

四创电子：3821 空管一次雷达获临时使用许可证

四创电子 （600990）11 月 16 日晚公告，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获得的《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

备临时使用许可证》已到期。近日，公司再次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

临时使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L-S-PSR-3821-SUNCREAT），证书有效期为两年（自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空管一次雷达产品的技术水平，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促进航管雷达业

务的发展。

（信息来源：民航资源网）

各地区 A 类航空公司概况

各地区 B、C 类公司概况

下载 PDF 全文： 首都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究院官网 :www.criga.org 

业务方向 - 飞行标准板块 

（信息来源：民航资源网）

D、E 类公司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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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ériot XI

这款木材与织物架构通过机翼扭转进行操控的飞机，由法国人

路易 - 布莱里奥在 1908 年设计完成。该飞机由 25 马赫的 Anzani 引

擎带动木制螺旋桨转动提供动力。1909 年 7 月 25 日，这架飞机带

着布莱奥特在 36 分多种内穿越了英吉利海峡，成为世界上第一架完

成如此壮举的飞机。由此之后，该款飞机得到了公众的瞩目，布莱

奥特决定对飞机进行量产。许多著名航空先驱都曾经驾驶过这款飞

机，其中包括克莱德 - 塞斯纳，他的第一架飞机与布 Blériot XI 极为

相似。

美国《Flying Magazine》杂志
白金版 TOP 100

 飞机鉴赏系列（4）
Top 100 Airplanes: Platinum Edition

F-4 Phantom

F-4 Phantom 最初于 1950 年代为美国海军设计，后逐渐在其家

族系列中脱颖而出。该款飞机时速可达 1600mph，可爬升至 10 万英

尺高空，F-4 轻松迅速的创下了一系列世界纪录。这款双发飞机在越

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表现出色。该机型共

被生产了 5000 多架。另外，F-4 可比 B-17 装载两倍多炸弹。

Top 85.

Top 84.

Voyager

伟大的航空家从不在意追梦计划是否现实。仅使用一箱燃油完

成环球飞行的计划看似不可想象，Dick Rutan 与 Jeana Yeager 一起在

1986 年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款看似卡通但在空气

动力学上极其有效的碳纤维机身，由 Dick 兄弟和工程传奇人物 Burt 

Rutan 设计。 Voyager 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时加满 7011.5 磅燃

油，翼尖擦地蹭出的火花险些造成不可避免的灾难。9 天后，他们

完成了这个史上壮举，安全返回空军基地。

Eclipse 500

做为所有私人飞行员梦寐以求的飞机，Eclipse 500 飞机是所有

最为引人入胜的航空故事中的一个。飞机共有 6 个座椅，仅有 6000

磅重，但可以爬升至 41000 英尺高空。由 Vern Raburn 领队，在花

费了上百万美元的推广和宣传费用后，飞机场上积累了数以千计的

潜在顾客。就在这时，飞机公司宣布破产，但 Eclipse 500 却在此次

灾难中得以保全下来。新公司在取得 Eclipse 500 飞机的生产许可证

后，继续完成 Raburn 没有完成的事业。

TBM 700/800/850

最早由穆尼和一家法国公司以及现在的所有者 Socata（位于法

国塔布）共同开发的 TBM-700 飞机，在 1980 年代晚期面市时，是

一款全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机型。该机型在 1990 年代取证成功，这

款单发涡轮螺桨飞机紧凑却奢华的机舱可容纳四人，速度可至 300

节，航程超过 1500 海里。近年来，更高的总重，更快的速度，以及

更加先进的航电设备与升级的内饰，使这款飞机性能得到进一步提

升，大约有 500 多架 TBM 系列飞机被交付使用。

Top 83.

Top 82.

To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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