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 | 中国民航报社主办｜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7-2527 ｜国内统一刊号 CN11-3174/U ｜双月刊｜ 2018 年第 5 期｜总第 169 期｜定价 20 元

中国航展的生意经
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新观察

AIRSHOW CHINA 
Special

2018

中国航展特辑

庞巴迪环球7500
天涯咫尺 一触即发

Airshow Economics in China 

2018.5内文1025.indd   1 18/10/25   下午6:00



2 3

|无限视界LENS ||||||||||||||||||||||||||||||||||||||

摄影/4_23

私 享 创 翔

广 告

180919_莱格赛500私享创翔430X275mm出血3mm.indd   所有页面 2018. 9. 19.   �� 1:11

2018.5内文1025.indd   2-3 18/10/25   下午6:00



4 5

作为全球通用航空界的杰出企业，德事隆航空目前已向全

球交付了超过25万架飞机。在通航市场拥有丰富经验和敏锐度

的德事隆航空，对中国通航市场更是充满热情。

环球7500：
天涯咫尺 一触即发

环球7500正式取证并即将开启交付！环球7500重磅来

袭，势必以崭新姿态捍卫庞巴迪环球系列飞机在全球大型

远程公务机领域的优势地位。

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如何建立？

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是解决通用航空飞行申报和

运行监控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通用航空飞行获取信息的重要

途径，被业内人士视为促进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良药。
粤港澳大湾区
公务航空新观察

P22
经营者说

P18
政策解读

P12
焦点关注

目录ONTENTSC
湾流G650ER

 王者荣耀
以最远航程和最大航速稳坐湾流公务机家族“头把交

椅”的湾流G650ER，是湾流历史上推出的最成功的公务

机产品之一。入市6年来，湾流G650系列飞机频频刷新速

度和交付记录，尽显王者荣耀。

P30
经营者说一个足以对标世界知名湾区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

澳大湾区在中国珠江口正迅速崛起。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

铁等跨境基础设施的陆续投用，加之不断推进的机场群建

设，提升区域竞争优势的同时，也让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

公务航空迎来新契机。

P38
经营者说

莱格赛650E
包机市场的中流砥柱

截 至 2 0 18 年 8月，全 球 范 围 内 共 有 2 5 7 架 莱 格 赛

600/650/650E系列公务机在运营，该平台已累计超过了

2500万个飞行小时数。

P46德事隆航空
助飞中国通航 经营者说

P42
经营者说

猎鹰公务机
科技与激情的完美融合

自1966年第一架猎鹰20公务机诞生，达索航空在50年内

向全球成功出售了2500架猎鹰公务机。时至今日，依然有超过

2100架猎鹰公务机在役。 推动世界运转的人们，
无不信赖泰雷兹。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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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机的中国航展秀

中国航展的生意经

 什么是判断一个航展成功的标准？好的航展如何挣

钱？翻一翻中国航展的经济账，似乎中国也逐渐摸索出了航

展的“生财之道”。

P48 
航展秀

公务机从不缺席全球各地的航空盛会，自然也绝对不会

错过声誉日隆、影响力剧增的中国航展。在中国航展这样的

综合类航展上与民航客机、战斗机同场竞技，公务机也是自

带流量的绝对主角。世界各大公务机制造商在此悉数拿出看

家本领，大牌云集、名流荟萃，公务机之间的较量也是暗战涌

动，难分高下！

P60
航展秀

飞行表演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用这句话来形容航展中的

飞行表演是再贴切不过了。拿好IFLY这份“硬核”观展攻略，

保你像内行一样看得头头是道！

P68
航展秀

销售热线：  010-65688189  |   INFOCHINA@TXTAV.COM

服务热线：  0311-85536535  |   SUPPORT@CESSNA-AVICSJZ.COM

加长型大篷车208EX

©2018 Textron Aviation Inc. 保留所有权利。Cessna 及其标识、Grand Caravan 均为  Textron Aviation Inc. 或其隶属机构的商标或服务标记，可能已在美国注册。销售和出口一些特殊任务飞机配置、相关维护支持和特殊

技术数据通常需要获得美国出口许可证，合规参考为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第22编第120-130章）或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第15编第730-774章）。

短 途 客 运 —  医 疗 转 运  —  跳 伞  —  货 运

当多面手遇上耐用品。

Client: Textron Aviation
Ad Title: Versatility Meets Durability-Chinese
Publication: iFly 
Trim: 215mm x 275mm  Bleed: 221mm x 285mm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由赛斯纳飞机公司和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具

备中国民航局认可的维修资质，是赛斯纳208/208EX大篷车和比奇350空中国王系列飞机的授

权服务中心，以及Wipaire大篷车208/208EX 浮筒的中国独家代理。

服务范围：208/208EX大篷车飞机和浮筒的定检， 350空中国王飞机的定检， 208/208EX大

篷车与350空中国王飞机的一般修理和改装，208/208EX大篷车飞机的发动机和起落架更换， 

PT6A-140发动机热检，飞机褪喷漆（不限机型）以及航材供应。

赛斯纳208EX加长型大篷车的大载荷令其可胜任不同角色。客舱可在不同任务类型间灵活转

换，座椅导轨使设备的加装和拆卸易如反掌。一款机型，多种任务——208EX加长型大篷车

尽在掌握。欲知更多详情，请访问Cessna.com。

CAC0789 Special Missions General Ad_Chinese_v2_iFly_215mm x 275mm.indd   1 6/8/17   9:49 AM

P74
航展秀航展摄影那些事儿

航展可以说是飞机爱好者们的视觉饕餮盛宴。与普通

的飞机爱好者们相比，摄影发烧友眼中的航展更加独特、

优美且富有激情。

 自一百多年前开始的航空展，是人类追求飞行梦想的

狂欢盛会。如今的世界各大航展中，军民飞机分庭抗礼，飞行

表演也由飞行爱好者的自发竞技变成国家空军实力的集中

展示。然而航展仍是航空爱好者们梦想与现实最切实的结合

地，也是我们畅想未来飞行的现实出发点。

百年航展的梦想与现实
航展秀

P82
泰雷兹

领航机载娱乐的未来P92
经营者说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Technavio的最新报告：2018年到2022

年间，全球机载娱乐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3.33%，各大航

空公司纷纷投入巨资，采购和更新娱乐设备。

P96
空中美食 舌尖上的公务机

中国130多家航食及配餐企业2017年将累计5.25亿份餐

食送进飞机客舱。与乘坐上百名乘客的民航客机相比，只坐

十几人甚至几人的公务机，餐食提供会藏着怎样的秘密？

 飞行是最初的梦想

作为空乘，他们每天都要出现在不同的航班上，每天要

面对不同的旅客。在空乘们的心中，飞行不仅是生活的一部

分，还是儿时的梦想，更是责任与担当。

P102
飞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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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民航英雄机组”，并对进一步做好民航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航工作的高度重视、巨大关怀和殷

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对

我国民航业的发展目标、工作方针、安全运行等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指导性、针对性

和实践性，是做好当前和今后民航工作的总指针，也是实现民航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遵循。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始终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

来抓。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

识，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确保将安全规章、安全措

施特别是安全问题整改抓实抓细抓到位。要把民航局研究制定的确保民航

安全运行平稳可控9方面、26条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压紧压实领导责

任和岗位责任，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

态度确保航空安全万无一失。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李健
 

全系统要持续抓好深化学习，继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推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四川航空公司“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时的重要指示精

神，把学习“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在全行业形成“学习英雄事

迹、弘扬英雄精神，将非凡的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的浓厚氛围。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董志毅
 

要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地方入手，围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民航越来越高的要求，下大力

气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不充分问题。要重点在拓展服务范围、丰富服务种类、

改善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民

航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航空需求的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民航

的需求。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王志清

 要以“中国民航英雄机组”为标杆，大力培养和发现那些在基层一线兢兢业

业、默默无闻、践行当代民航精神的榜样人物，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的先进模范，那些在普通工作中崇尚责任、忠诚履职、精益求

精的优秀典型，引导全行业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行业兴旺、人民幸福、旅客满意作为自觉

追求，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吕尔学

|||||||||||||||||||||||||||| READING快速阅读|

学习英雄事迹，弘扬英雄

精神，就是要将非凡英雄精

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

保障每一个航班的安全。伟

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

民。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

好，就是不平凡。

 362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截至

2017年底，全行业累计完成运输总周转量108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5.5

亿人次、货邮运输量705.9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362倍、239倍和110倍。

  60家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民航“政企不分”，独此一家。截至目前，我

国共有60家运输航空公司，形成了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其中，

客运航空公司51家，货运航空公司9家。

  3519条

1978年，我国国内航线仅150条，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2017年，我国

国内航线数量已经达到3519条（不含港澳台航线），是1978年的23.46倍，

全年共执行航班389.3万班，是1978年的85.6倍，60家国内航空公司运营了

连接国内229个机场的航线。

  233个

1978年，我国仅有78个民用运输机场，其中军民合用机场36个。经过

40年发展，目前总数量达233个。纵观机场建设发展历程，尽管机场数量

较之1978年增长了约3倍，但旅客吞吐量增幅达到1978年的495倍，货邮吞

吐量增幅也达到257倍。

  1398班

改革开放伊始，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间均无定期航班运营。40年

来，航线航班数量大幅增加，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航线网络。目前内地与香

港间每周有1954个定期航班；内地与澳门间每周航班计划591班。大陆与

台湾于2003年首次开通春节包机，并从2009年正式开通两岸定期航班。

现在每周共有1398个航班，进一步推动了两岸往来。

  95条

为服务国家战略，我国航空公司已开通“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

95条国际航线；在中美航线上中方公司运力份额达到58%，在中欧航线上

运力份额达62%，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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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足以对标世界知名湾区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珠江口正迅速崛起。港珠澳大桥、

广深港高铁等跨境基础设施的接连开通，加之不断推

进的机场群建设，提升区域竞争优势的同时，也让近

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公务航空迎来新契机。

粤港澳大湾区
公务航空新观察

  本刊记者  薛海鹏

Business
 Avi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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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机机队规模占整个大中

华区公务机总保有量的35%，其中香港140架，澳门10

架，其余集中分布在深圳和广州。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正式纳入我国国

家战略。这一覆盖5.65万平方公里国土、

六千八百多万人口以及10万亿人民币经济总

量的庞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

和潜力的区域之一。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到

2030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人口

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

国际经验如美国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

区等世界知名湾区的发展实践表明：区域经

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高密度、多层次的航空

运输体系。

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在围绕运输机场打

造世界级机场群的同时，也兼顾发展包括公

务航空在内的通用航空，以满足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全球化对高效率、个性化出行提出的

新要求。

从早期只有两三架公务机服务港商的

“处女地”，到如今拥有200架飞机和近30

家运营商的中国公务航空“第三极”，公务

航空过去十多年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之

路，有力诠释了区域经济与公务航空相互促

进、共生共荣的关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公务航空如何借力

通航发展的蓬勃之势，把握区域发展新契机，

不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长为闪耀世界版图

的经济增长极，被寄予更大期待。

  从“处女地”到“第三极”

有着三十多年民航从业经历的常秋生，

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务机行业从业者。在

2017年创办天成商务航空之前，他在深圳

执掌过拥有亚洲最大机队规模的公务机公

司长达10年之久。

二次创业的常秋生，现在回想起2006

年初到深圳创业的场景，依旧满怀感慨。“那

个时候很多公司确确实实没有接触过公务

机，跟公司谈公务机业务也很难。”在洽谈业

务的过程中，常秋生多次因客户不了解公务

机及其运营模式而碰壁。

彼时的深圳、广州，尽管位于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但“公务机”概念对大多数人

来说还太新鲜。邻近的香港，公务航空起步

更早一些。因此，常秋生接触的早期客户大

都是香港的知名企业。

事实上，当公务机购机热潮在10年前

的中国市场刚刚掀起时，以深圳、广州为

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并不逊色于北京和上

海。从目前各地的公务机保有量看，深圳、

广州也是仅次于北京、上海地区，位列内

地市场第三位。

但与北京、上海等区域市场在初期就

“高歌猛进”的发展进程有所区别的是，

珠三角地区的公务机业务起步早，但初期

发展步伐相对较缓。

“南北方客户消费习惯的不同带来

了市场的不同特点。”总部位于深圳的亚

联公务机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嘉业认为，

“珠三角地区的潮商、粤商接受新事物虽

普遍积极，但不失务实谨慎。他们购买使

用公务机会建立在充分认知了解的基础

上，依据自身需求进行消费。”

与香港市场相似，公务机消费趋于理

性的体征也体现在深圳等地早期引进的

公务机机型上。与北京、上海等地早期多

引进湾流G550、达索猎鹰7X和庞巴迪环

球6000等大型超远程公务机不同，湾流

G450、庞巴迪挑战者850和豪客4000等

中型公务机更受珠三角地区客户的青睐。

不过，伴随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迅

猛发展，一些实力强、体量大的企业也逐

渐成为大型甚至超大型公务机的拥趸，如

广州恒大就引进了空客公务机ACJ。

起步阶段的“缓”成就了发展后劲的

“足”。朱嘉业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

发展公务航空的一切条件，尤其是购买力

基础和地理优势，与北方市场挖掘较为充

分相比，南方市场有更大的空间，会保持

高增速趋势。”他表示非常看好粤港澳大

湾区公务航空市场的发展前景。

从2011年到2013年，珠三角地区的

公务航空迎来了爆发期，机队规模迅速增

加，运营商“争先恐后”地涌现。这也与全

国其他市场的节奏基本一致。

到2014年，除香港、澳门外，以深圳、

广州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公务机保有量超过

40架，机队规模超过上海，仅次于北京。

到2018年，据香港亚翔航空的数据

统计，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近30家公务机运

营商，机队规模超过两百架。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机机队

规模占整个大中华区公务机总保有量的

35%，其中香港140架，澳门10架，其余集

中分布在深圳和广州。

从数据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公

务航空“第三极”已名副其实。

在亚翔航空业务发展总监洪运升看

来，考虑到大部分飞机为客户自用，两百多

架飞机并不足以完全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的

公务机用户需求。

洪运升表示：“随着高净值人群数量

的增加以及二手公务机交易的活跃，粤港

澳大湾区的公务机包机市场在未来还有很

大发展空间。”

常秋生也注意到，珠三角市场在经历

高速增长后，尽管近两年的购机需求趋于

平缓，但公务机包机需求渐趋旺盛，有公

务机使用需求的人越来越多。

总部位于北京和香港的华龙航空，在

2018年6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以加大拓

展粤港澳大湾区业务的力度。华龙航空香

港CEO兼广州办事处负责人德永恒在接

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利好让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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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契机，

粤港澳大湾区公务航空的未来，就是中国

乃至亚洲公务航空的未来。”

  从“明争暗斗”到合作共赢

放眼珠三角地区的公务航空市场，无

论是机队规模还是运营商数量，深圳均处

在领跑位置。2017年，深圳机场全年的公

务机起降量已突破5500架次。

常秋生告诉记者，这既得益于深圳机

场最早开始重视发展公务机业务，也获益

于香港机场在几年前对公务机起降时刻和

停机位资源进行限制所导致的业务外溢。

据朱嘉业估算，目前深圳机场的公务

机起降量约有30%来自香港的贡献。这

些客户由于无法降落香港，就选择落地深

圳，再通过地面交通去往香港。

在粤港澳大湾区，由广州白云机场、

深圳宝安机场、珠海金湾机场、香港国际

机场和澳门国际机场编织而成的机场群，

是该区域整个公务航空运营的基础。在机

遇面前，五大机场即便定位分工明确，也

从未停歇过在公务航空领域的“暗斗”。

在香港机场运行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深

圳、广州、珠海和澳门4地机场“软硬兼施”，

提升保障能力和水平，拓展公务机业务。

深圳和广州在2017年相继投用了新

建的FBO（固定基地运营）设施。这些新

增的硬件设施水平不仅在国内数一数二，

也领先于整个亚太区。

保障资源相对充足的珠海机场，过去

几年则一直为开放国际口岸奔走，以开放

心态随时迎接公务机业务。

与机场间的“暗斗”相比，活跃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三十多家公务机运营商则处在

“明争”状态。他们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

位于香港的境外运营商，其中不乏欧美的

独资运营商；另一派则是位于深圳和广州

的境内运营商。

“竞争肯定避免不了。”2017年将公

务机业务从北京延伸至深圳的飞享者(深

圳)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告诉记

者，“近两年珠三角地区涌入多家运营商，

但飞机数量增加有限，加剧了市场竞争。”

在常秋生看来，无论是公务机托管，

还是公务机包机，目前市场中愈演愈烈的

价格战已引发不同程度的市场乱象。

以托管业务为例，由于经营风险相对

较低，运营商们都在市场上“抢飞机”，乱

打价格战不仅压缩了运营商的盈利空间，

也让后续服务水平参差不齐。

与境内运营商相比，境外运营商尽管

在产品和运营模式上更加成熟，但进入中

国内地市场运营会受到航段数等方面的限

制。同时，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这一区

域的公务机运营商普遍面临运营成本高昂

的难题。

从公务机的利用率来看，洪运升告诉

记者，在粤港澳大湾区运营的公务机使用

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香港运营的

一百三十多架飞机为例，多数用于区域性

飞行的公务机年平均飞行小时在200小时

到300小时之间，而只有很小比例的公务

机经常用于全球性飞机，年飞行小时达到

或者超过500小时。这与欧美市场公务机

年平均飞行600小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用量少跟成本高有很大的关系。”洪

运升认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务机利

用率，需要降低成本，让飞行更加便利。”

在机遇和挑战面前，粤港澳大湾区的

机场和公务机运营商都逐渐意识到：降低

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共同做大市场

是该区域公务航空发展的出路。

常秋生现在就倡导在运营领域构建

一个横向的相互支援体系，通过航材共

享、飞行员有序流动等举措，保障运营更顺

畅的同时，尽可能地彼此降低成本。

“境内外运营商需要加强交流。”何

伟主张通过协会等平台，加强与政府和机

场间的沟通，以持续改善运营环境。目前，

这方面的努力已经有所进展。如经过亚洲

商务航空协会（AsBA A）自2016年以来

的持续游说，香港机场日前增加了每日繁

忙受限时段的公务机起降时刻。

  走出大湾区

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常秋生就把天成

商务航空的机队规模做过了10架，这在业

界是惊人的速度。这一次，他没有把目光仅

仅放在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据他介

绍，目前的客户多数来自境外，飞机的注册

地除中国内地外，还包括美国、开曼群岛、

阿鲁巴和圣马力诺等。

同样，亚联公务机也将业务触角伸出

了粤港澳大湾区。朱嘉业表示，东南亚市

场是亚联今后业务拓展的一个重点方向。

2018年以来，亚联已经新增了来自菲律

宾、柬埔寨等地的华裔客户。

“东南亚市场的机会特别多，各类投

资蜂拥而至。”据朱嘉业介绍，“印尼、越

南等地除了众多的华裔投资者，也有很多

当地的隐性富豪，数量甚至不比国内少。”

而身在香港的洪运升似乎有着更大

的“野心”。“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不能打

造成中国‘开曼群岛’，成为世界主要的公

务机集中注册地、飞机租赁市场和航空金

融中心？”洪运升认为，“香港、澳门在税

收等方面已经拥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融资

租赁业前景光明，如果能够有配套政策的

支持，将能够在国际市场与爱尔兰、新加

坡等市场竞争。”

“从宏观层面看，公务机和公务航空

不能完全被看成挣钱的行业，更应看成是

连接世界的工具。”洪运升认为，“不仅仅

是粤港澳大湾区，整个国家都应该更加重

视公务航空行业的发展，公务机能够便利

境内外投资者进出中国，是能够带来经济

效果的交通工具。”

洪云升的建议并非没有依据。截至

2017年底，大中华区保有512架公务机，其

中有相当比例的飞机并非注册在中国，而

是选择美国或一些热门的离岸注册岛屿。

据洪运升大致估算，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保

有的两百多架公务机，有超过75%的飞机

注册在粤港澳大湾区之外。

在洪运升看来，这样的财富流失，不

仅体现在飞机交易本身，还会在运营环节

延续。如在香港运营的香港籍或外籍公务

机，在维修时本可以到具备维修能力的内

地M RO，但由于注册地限制而产生的资

质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飞往新加坡或者

更远的地方。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枢

纽门户，区域内公务航空发展积极外探的

同时，也在往内延伸，寻找更多联合内地的

发展机遇。

多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资运营商

就在过去几年中通过合资、合作等形式将

业务成功拓展至中国内地。如2015年瑞士

高杰公务机公司（Global Jet）与中国精功

集团在浙江成立了合资公司，实现了在中国

长三角地区的战略布局。

其实，不仅仅在运营领域，在公务机

维修和地面保障等更广的领域，粤港澳大

湾区的公务航空经营者正在积极走出去。

前期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飞享者，后

期就计划将公务机维修业务向中南、西南

片区延伸。何伟告诉记者，与武汉、长沙、

昆明、重庆和贵阳等机场或维修单位合

作，建立公务机维修平台，虽业务量不大，

但有利于区域公务机维修网络的构建，也

能降低成本。”

高效、便捷是粤港澳大湾区客户接受

和使用公务机的初衷。如今，运行更顺畅、

成本更低廉，这些新的发展诉求则延续了

该区域公务机用户的务实与致用。

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腾飞的公务航空，将有望乘势发

力，不断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公务航空舞台

的中心。

|||||||||||||||||||||||||||||| FOCUS焦点关注||焦点关注FOC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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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促进通用航空业发

展，民航局日前印发《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总体方案》。根据国际经验，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

系建设是解决通用航空飞行申报和运行监控的重要

技术手段，也是通用航空飞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被业内人士视为促进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良药。

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如何建立？

  本刊记者 张丰蘩

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我国通用

航空发展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但受制于空

域结构复杂和飞行计划审批不便等影响，

通用航空潜在需求长期得不到释放，“飞

不起来、飞不顺畅”成为我国

通用航空发展的关键

瓶颈。

根 据

国际经验，低空

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是解决通用航空飞行申报

和运行监控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

通用航空飞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被业内人士视为促进我国通用航空发展

的良药。

日前，民航 局正 式印发《低空飞行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分7部分25条，明确提出了我

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遵循统筹

规划、顶层设计，分级管理、分类服务，数

据共享、信息互联，行业引导、社会管理四

大原则。

根据发展目标，到2022年，我国将初

步建成由全国低空飞行服务国家信息管理

系统、区域低空飞行服务区域信息处理系

统和飞行服务站组成三级低空飞行服务

保障体系，为低空飞行活动提供有效的飞

行计划、航空情报、航空气象、飞行情报、

告警和协助救援等服务；到2030年，低空

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覆盖低空报告、监

视空域和通用机场，各项功能完备、服务

产品齐全。

  适应需要

      为通航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我 国 低 空 空 域 管 理 改 革 始 于

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深化

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提出了

2011~2020年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

总体目标、阶段要求、任务分工和落实措

施。完善通用航空服务保障体系是其主要

任务之一。

2012年民航局按照低空空域管理改

革的任务分工，组织制定了《通用航空

飞行服务站系统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

（试行）》，并在民航各地区试行。

近年来，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

逐步开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通用航空的

发展需要，但总体而言，低空飞行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服务保障能力严重

不足，无法满足低空空域有效开发利用的

需要，难以为通航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亟

需加快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以来，

围绕“让通用航空器飞起来，让飞行爱好

者热起来”，地方政府、军民航有关单位、

社会有关方面在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开发建设工作。

但由于缺乏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现行的

指导意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已无法满足

新形势下建设和管理的需求，急需尽快补

充完善相关内容。

因此，加快构建行业社会共建、军民

融合发展、服务高效便捷的低空飞行服务

保障体系，对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保证

低空空域安全高效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深化我

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将低空空

域划分为管制、报告和监视三类空域。其

中，在低空报告和监视空域的通用航空飞

行活动实行备案管理，并接受飞行服务；

在低空管制空域中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

按照现行体制实行飞行计划审批，接受管

制服务。

How toBuild
a System to Support the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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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适应通用航空灵活便捷的

特点，《方案》主要规范了低空报告和监视

空域内飞行活动服务保障的提供，明确了

与现有管制服务的差异。这也意味着，未

来在低空报告和监视空域的通用航空飞行

活动，可以通过飞行服务站更加方便快捷

的报备计划，获取情报气象等信息，极大

简化通航飞行部分申请审批程序，缩短飞

行前准备时间。

此外，为了避免职责交叉和越权，《方

案》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主体框架和职

责分工下，在体系设计上以服务和信息管

理为主体内容，同时做好与低空空域管理

相关内容的衔接。

  互联互通

      构建三级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通用航空飞行服务是采用

“自己运行、自己保障、自给自足”的工作

方式，缺乏系统的飞行服务基础数据，缺

乏成型的基础服务产品，缺乏信息交换和

发布的渠道，整体服务能力较弱，不能适

应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要求。因此，飞行

服务体系的构建要突出基础性、系统性和

服务性的特点。

《方案》明确了飞行服务体系由全国

低空飞行服务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区域低

空飞行服务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和飞行服务

站三部分构成。

其中，国家信息管理系统依托民航局

空中交通管理局建设，主要负责收集全国

低空航空情报原始资料，收集汇总全国低

空气象情报等工作。

区域信息处理系统依托民航地区空

中交通管理局建设，鼓励有能力的社会力

量参与区域信息处理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工

作，主要负责收集处理区域内低空航空情

报原始资料，制作航空情报初级产品，发

布通用航空相关航行通告，并上报国家信

息管理系统等工作。

飞行服务站则是服务体系的服务窗

口和基础数据来源，主要负责为通用航空

用户提供各类服务产品，收集飞行服务所

需的基础数据。

三者之间将通过建立服务网络，形成

飞行服务站与区域信息处理系统、区域信

息处理系统与中心信息管理系统之间的互

联互通，发挥集中化基础服务的优势，实

现自下而上的原始数据收集，自上而下的

完整产品和信息提供，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未来发展方向是做集中网络化的服务。

作为服务低空空域用户的窗口和平

台，飞行服务站是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的重要节点。

从性质上看，飞行服务站的管理兼备

社会化和行业化两种性质。一方面，飞行服

务站实行社会管化管理，由地方政府来规

划、推进和补贴，既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

依托现行运输机场空管单位或通航机场

设立。另一方面，在行业管理上，飞行服务

站参照空管单位实施管理，纳入民航空管

行业管理体系和运行体系，由民航地区管

理局会同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对设立

实施备案管理，并由民航地区管理局对运

行实施符合性检查。

从服务范围和功能上看，飞行服务站

分为A类飞行服务站和B类飞行服务站。需要注意的是，A类

和B类飞行服务站为平行的服务站，A类飞行服务站在具备B

类飞行服务站的各项功能外，还需具备监视和飞行中服务等

功能。

目前，部分通用机场都具备飞行计划处理、航空情报服

务、航空气象服务等功能，可根据需要改造后转型为B类飞行

服务站。A类飞行服务站还需具备监视和飞行中服务等功能，

从现行实践看，大部分采用新建的方式。同时，为了避免重复

建设和浪费，《方案》明确，对于服务功能较全、服务范围较大

的A类飞行服务站每个省级行政区原则上设立1~3个。但对于B

类飞行服务站的设立不设数量限制。

至于现有空管系统在低空飞行保障服务体系中的作用，首

先要明确的是，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定位为国家公共服务，

具有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性的特点。

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区域信息处理系统是信息飞行服务

体系的大脑和中枢，承担着信息汇集处理和服务产品制作提供

的功能，其职能都是非经营性的，需要发挥政府“看不见的手”

的作用。而且，这两级系统的设立和运行，将直接关系到未来

产品的公信力和运行安全。因此《方案》提出，要充分发挥现

有空管系统作用，明确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和区域信息处理系统

分别依托民航局空管局和地区空管局建设，同时鼓励有能力的

社会力量参与区域信息处理系统的建设和运行工作。

  改革创新

      发挥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作用

与运输航空相比，通用航空发展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

属性强，参与主体多样。低空和通航发展提供服务的保障体系

也应当充分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方案》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参与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鼓励飞行服务运行单位根据不同通用航空用户需求，扩

展服务功能，发展定制化服务和产品。

同时，随着通航“放管服”改革的深入，通用机场的布局

规划都已经下发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为保证低空飞行服务保

障体系的规划与服务对象的管理统一，《方案》明确地方政府

职能部门根据本行政区低空空域分类情况、通用机场布局规划

以及通用航空发展实际，制定本行政区飞行服务站布局规划。

在资金来源方面，《方案》将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区域信

息处理系统的建设，纳入空管设施建设项目，由民航局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纳入民航空管局运行

费用管理。同时鼓励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飞行服务站

建设运行和低空飞行保障体系建设，并给予一定补贴。

此外，民航局支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有关技术

研究，通过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和其他专项支持技术攻关、服务

保障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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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 7500 正式取证并即将开启交付！环球 7500

重磅来袭，势必以崭新姿态捍卫庞巴迪环球系列飞机在

全球大型远程公务机领域的优势地位。

The Global 7500 Aircraft is Certified and Preparing for Delivery 

环球7500：
天涯咫尺 一触即发

  本刊记者 薛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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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8日，庞巴迪表示环球

7500正式获得加拿大交通部颁发的型号

认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 A）和欧

洲航空安全局（E ASA）的取证预计很快

完成，将于2018年内如期交付市场。环球

7500重磅来袭，势必以崭新姿态捍卫庞

巴迪环球系列飞机在全球大型远程公务

机领域的优势地位。

  近在咫尺

伴随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庞巴迪环

球7500正在做着投入市场前的最后准备。

不久 前 完 美 完 成 所 有 试 飞 任 务 的

环 球75 0 0首 架飞行 验 证机“执行 号”

（Performer），日前正在庞巴迪位于蒙特

利尔的环球完工中心的涂装车间完成演

示涂装喷涂，继试飞任务后承接起新的使

命—在环球7500第一架产品投入市场

前，在当地和公司活动上进行展示，同时，

此次涂装体验对于专门进行扩建的涂装车

间来说也是一次彩排，以准备好迎接客户

的首架飞机。

这架1号验证机将协助庞巴迪客户体

验团队确保交付给客户的飞机与宣传的完

全一致—甚至细到每个螺栓的具体位

置。通过该验证机来确认所有说明手册和

程序指南，运营商、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将能

顺畅自如地接手飞机。

庞巴迪公务机笃定在试飞阶段就得

到一架非常成熟的飞机。为此，在过去不

到两年时间内，包括“执行号”在内，庞巴

迪先后投入了5架环球7500验证机参与试

飞项目，完成超过2700小时的试飞，所有

环球7500的最大巡航速度达到0.925马赫。在此前

的试飞过程中，这款高速飞机还创下了大型公务机最接近

音障的速度记录—最高速度达到0.995马赫。

试飞飞机均展现出显著的成熟性、可靠性

和平稳飞行能力。持续超出预期的优异表

现回馈了庞巴迪人的艰辛付出，更为环球

7500取证交付铺平了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试飞过程中，

占据“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的环球

7500，似乎还获得了“天时”的眷顾。

为确保飞机对极端气候条件（如极

寒天气）的反应符合预期，试飞项目往往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追赶”全球的极端天

气。而在庞巴迪环球7500项目中，出色的

计划与验证机的成熟度相结合，让庞巴迪

公务机总能踩对点，节省了大量时间。

  匠心之作

正 如 庞 巴 迪 公 务 机 总 裁 D a v i d 

Coleal所说：“客户是庞巴迪追求技术成

就的推动力，他们将很快拥有一架独一无

二的飞机。”试飞验证机持续稳定的亮眼

表现给了庞巴迪公务机足够的自信。

“环球7500飞机既严苛又创新的设

计与测试项目能够让我们实现不打折扣

的性能提升。”庞巴迪环球7500和环球

8000项目集成产品开发副总裁 Stephen 

McCullough 表示，“得益于产品的创新

设计，以及综合地面测试平台和模拟机的

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运用，我们的验证机已

展现出超越最初预期的成熟度和性能。”

庞巴迪此前宣布新推出的环球7500

飞机拥有无可匹敌的7700海里（14260千

米）航程，超出项目初期承诺航程三百多

海里（555千米）。

超远程续航能力使得环球7500能够

执行纽约至香港、新加坡至旧金山等城市

间的不经停直飞航线。在此前的试飞过程

中，环球7500已完成多次远程飞行，目的

地包括悉尼、迪拜和夏威夷等，验证了飞

机能够达到的极限。

环球7500搭载的由通用电气航空集

团（GE Aviation）全新设计的Passport

2018年9月28日，环球7500公务机正式
获得加拿大交通部颁发的型号认证

飞行中的环球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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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增加了多项关键技术，如“整体

叶盘”、陶瓷基复合材料等，增加推力的同

时，提高燃油效率，为环球7500优异的飞

行性能提供了基础。

环 球 7 5 0 0 的 最 大 巡 航 速 度 达 到

0.925马赫。而在此前的试飞过程中，

这款高速飞机还创下了大型公务机最接

近 音 障 的 速 度 记 录— 最高速 度 达 到

0.995马赫。

得益于精密的机翼设计和验证飞行

项目中的严苛试飞，环球7500飞机的起降

性能也超出预期承诺，在满油、标准运行

条件下，最新发布的起飞距离为5800英尺

（1768米）。这一数据要比最相近却小得

多的竞品飞机的起飞距离还要短将近500

英尺（152米），使得环球7500飞机能在更

多跑道更短的机场运营。

环球7500的着陆性能也有所提升，

可与轻型喷气机的着陆距离匹敌。此外，

具备低速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机翼能让飞

机轻松在大坡度进近机场着陆，如伦敦城

市机场。

尽管环球7500的性能得以进一步改

善，但庞巴迪已宣布，和航程增加一样，将

不会向客户收取额外费用。

  体验非凡

与卓越的飞行性能相辅相成，环球

7500采用令人惊叹的客舱内饰设计。工艺

精巧、定制灵活是环球7500客舱的主要

特色。

拥有4个独立起居空间的环球7500，

配备设施齐全的机上厨房和独立私密的机

组休息区，可容纳多达19名乘客。

为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庞巴迪精

心挑选内饰用品供应商，为客户提供从颜

色到材料的自由选择。同时，环球7500提

供客舱模块最大灵活度的定制，客户可依

据需求选择适合的功能配置：会议室或办

公室、六人餐桌或豪华起居室、家庭影院

或永久主人套房，套房内可配大床以及直

立式淋浴间。

在客舱设计环节，庞巴迪的设计师们

反直觉而行，与以技术解决方案为动力相

反，将乘客在飞机上的全面体验作为首要

出发点。在客舱不同功能区域的设计中，

充分考虑乘客在舒适度与商务功能方面的

需求。

从用餐氛围、睡眠环境到座椅几何

学，环球7500的整个设计有成千上万个细

节元素。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研究、测试和

改进。

设计团队还从高级餐厅和酒店的奢

华体验中汲取灵感，并将一些细节设计融

入环球7500的客舱设计中。如抽屉在开

合时的柔软触感及自动闭合的功能，阅读

灯的按钮触手可及，灯光恰到好处等。

此外，庞巴迪为环球7500专门推出

全新的Nuage座椅，带来了公务机座椅30

年来操作和设计上的重大改变。该座椅装

有一个获得专利的倾斜连杆系统，当乘客

后靠时能够自动倾斜座椅，从而为身体提

供全面支撑而不给双腿增加负重。再配合

独一无二的斜靠头枕和360度滑动底座设

计，能够大幅优化乘坐体验，最大化实现

远程飞行中的舒适性和放松性。

同时，环球7500在客舱中采用了众多

高科技，以满足用户的商务和娱乐需求。

拥有4个独立起居空间的环球7500，配备设施齐全

的机上厨房和独立私密的机组休息区，可容纳多达19名

乘客。

环球7500公务机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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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先进的客舱管理系统，乘客能够方便

快捷地控制客舱娱乐系统和环境设置。客

舱配备的航空业领先的Ka频段Wi-Fi连

接，让乘客能轻松享用流媒体高清内容、

召开视频会议、观看赛事直播等，始终与

外界保持互联。

正是基于庞巴迪环球7500在设计中

集创新和周密为一身，提升体验的同时，

树立了新的行业标准，这款先进的飞机在

2018年红点奖颁奖典礼上，从近60个国

家超过6300项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授予

船舶、火车和飞机类设计红点奖。该奖项

设立于1955年，是全球范围内认可度最高

的卓越设计与创新奖项之一，严苛的评审

标准主要集中在创新水平、功能性、产品

质量、人体工学、耐用性等方面。

  决胜千里

环球7500一触即发！为了让客户和

市场能够更放心地使用这款新产品，先于

取证和交付工作，庞巴迪在客户支持方面

提早谋划、积极部署。目前，庞巴迪在全球

构建的客户支持服务网络，包括区域支持

办公室、独资服务中心、授权服务中心、

24/7客户响应中心等，都已做好迎接环球

7500的准备。

2018年5月，庞巴迪宣布将在全球移

动响应团队中增加挑战者300飞机，为所

有庞巴迪飞机运营商加强航材运送和相应

服务，并特别提出这项工作在环球7500投

入市场前完成。

“让客户安心是庞巴迪工作的重中之

重。”庞巴迪公务机客户体验副总裁兼总

经理Jean-Christophe Gallagher表示，

“随着挑战者300这架快速、可靠的超中

型公务机的加入，结合现成可用的航材和

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庞巴迪的响应服务

将迈上新台阶。”

挑战者300飞机具备杰出的性能，

以0.8马赫运营的直飞航程达3065海里

（5646千米），并能在一些全世界最具挑

战性的机场起降，可在非定期维修任务中

提供额外支持。

基于北美移动响应团队里尔45飞机

的成功案例，挑战者300飞机将以德国法

兰克福为运营基地，可轻松抵达法兰克福

国际机场附近的庞巴迪欧洲主要航材配

送枢纽，全天候负责航材和技术人员的运

送，为庞巴迪里尔、挑战者及环球系列的

飞机停场（AOG）提供快速解决方案。

过去一年，庞巴迪显著增强了在全球

范围内的客户响应能力，包括新增了数辆

移动响应团队维修卡车，全球总量达到23

辆；在欧洲新增了6家新的航线维护站；在

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和奥地利的林茨设立了

维修控制中心（MCC）。新设的MCC与庞

巴迪客户响应中心紧密配合，以最高效的

方式组织和管理客户需求与维修支持，确

保飞机顺利返回适飞状态。

目前，包括2017年4月正式开业的庞

巴迪天津服务中心在内，庞巴迪已在全球

设立9个服务中心和近50个授权服务机构

（ASF）。

此外，基于近30年按飞行小时计费的

经验，庞巴迪还将为环球7500客户提供

独具优势的按飞行小时计费的构件覆盖计

划、Smart Parts Preferred计划，以及新

设计的Smart Maintenance Plus计划，

覆盖范围甚至扩展至人工定检等。

自项目推出以来，环球7500公务机

便颇受业界关注，研发试飞阶段的任何进

展都能激发全球航空爱好者的想象。如

今，这款全新的旗舰机型交付在即，志在

重新定义公务航空的庞巴迪公务机势在必

得。能否如愿，我们拭目以待。

包括2017年4月正式开业的庞巴迪天津服务中心在

内，庞巴迪已在全球设立8个服务中心和近50个授权服务

机构（ASF）。

环球7500客舱

环球7500客舱

||||||||||||||||||||||| MARKETING经营者说|

2018.5内文1025.indd   28-29 18/10/25   下午6:01



30 31

以最远航程和最大航速稳坐湾流公务机家族“头

把交椅”的湾流G650ER，是湾流历史上推出的最

成功的公务机产品之一。入市6年来，湾流G650系

列飞机频频刷新速度和交付记录，尽显王者荣耀。

G650ER：       Extending the Reach, Leading the Class

 Gulfstream 
湾流G650ER 王者荣耀

  本刊记者 薛海鹏

以最远航程和最大航速稳坐湾流公务机家族“头

把交椅”的湾流G650ER，是湾流历史上推出的最

成功的公务机产品之一。入市6年来，湾流G650系

列飞机频频刷新速度和交付记录，尽显王者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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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立行业标杆、超 越 客户预 期，是

湾 流 宇 航公司— 一 家 美 国 老 牌 公 务

机制造商过去 6 0 年始 终如 一 的追求。

湾 流G650E R 正是如此追求下的一款

杰作—“非超音速飞机西向环球飞行

最 快记录保 持 者”“0.925马赫最大速

度”“8 0 0 0 海里 直 飞航 程”“6 年售出

300架”……

毋庸置疑，湾流G650ER是湾流历

史上推出的最成功的公务机产品之一，即

便湾流G500和G600加入，它依旧能够凭

借最远航程和最大航速稳坐湾流公务机

家族的“头把交椅”。

  为记录而生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湾流G650自投

入市场以来的表现，“破纪录”显然再合适

不过了！无论是性能表现还是市场销量，

湾流的这款旗舰产品似乎都是为“破纪

录”而生。

10年前，为保持在大型远程公务机

领域的优势地位，湾流于2008年3月宣布

推出湾流G650计划。宣布之时，这款全新

的湾流飞机将能以0.9马赫直飞5000海里

（9260千米），或以0.85马赫直飞7000

海里（12964千米）。

7000海里的设计航程在当时的公务

航空界实属创举。因此机型计划一经推

出，湾流便获得了来自全球各地超过200

架的确认订单。这在湾流历史上是绝无仅

有的，放眼整个航空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就。

仅仅耗时一年半，首架湾流G650于

2009年11月25日成功首飞。在接下来的3

年时间里，湾流对G650进行了严格的飞

行验证计划，先后投入7架试飞样机，累计

完成1319次飞行，总飞行时间超过4418

小时。

在整个试飞过程中，G650展现出的

飞行性能均符合预期。2012年9月和12

月，湾流G650先后取得来自美国联邦航

空局（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的型号合格证，随后正式开启交付。

由于试飞期间稳定而超出预期的表

现，在正式投入市场运营之前，湾流宣布

将0.9马赫飞行速度下的航程由最初设计

的5000海里（9260千米）提升至6000海

里（11112千米）。

全新的湾流G650ER能以0.85马赫飞行7500海里

（13890千米），或以0.90马赫飞行6400海里（11853

千米）。与G650一样，G650ER的最大速度也达到

0.925马赫。

为展示飞机性能，湾流还在2013年1

月至9月期间，用一架G650进行世界巡回

飞行演示。该架飞机总共飞抵过33个国家

的125座城市，累计飞行超过640小时，总

飞行里程超过52万千米。

期间，这架G650在2013年7月创下

了非超音速飞机西向环球飞行的最快速度

记录，历时41小时7分钟。G650在此次创

纪录飞行中的平均速度达915千米/小时，

沿途刷新了22项城市间飞行速度记录。

  进无止境

与屡破速度记录同时，湾流G650在

销售市场也屡创佳绩、势如破竹。自2012

年底开启交付，湾流G650以平均每年50

架的速度稳定增长，体现出市场对该机型

持续的旺盛需求。

2014年11月，湾流向客户成功交付了

第100架G650。

而就在当年5月，为进一步满足市场

与客户需求，湾流宣布进一步提升G650

的性能，推出了增程版湾流G650ER。短

短半年之后，湾流就实现了G650ER的取

证和交付。

全新的湾流G650ER能以0.85马赫

飞行7500海里（13890千米），或以0.90

马赫飞行6400海里（11853千米），同等

速度下的航程较G650均有较大幅度提

升。与G650一样，G650ER的最大速度

也达到0.925马赫。

这是一款比当时在售的任何飞机都

要更远、更快的机型。湾流允诺G650现

有机主和订购者可将原来的G650升级为

G650ER，从而使其具备无可匹敌的航程

|||||||||||||||||||| MARKETING经营者说|

飞行中的湾流G650ER

湾流G650ER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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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直飞更多的国际城市和金融中心，如从香港直飞纽约、从洛

杉矶直飞墨尔本等。

永利澳门度假村（Wynn Macau Resort）创始人Steve 

W y n n是湾流G650/650ER众多的受益者之一。他是湾流

G650投入运营后的首批客户，也是首批将自己的G650升级为

G650ER的客户之一。

2015年1月，Wynn的湾流G650ER搭载4名乘客（包括

Wynn本人）和3名机组人员，在从新加坡樟宜机场直飞拉斯维

加斯麦卡伦国际机场的途中，飞出了8010海里（14835千米）

的航程，创下G650ER最远的直飞航程记录。此次飞行用时14

小时32分钟，平均飞行速度为0.85马赫。飞机着陆时的剩余燃

油仍超过美国公务航空协会规定的仪表飞行规则备份燃油。

“这 次 飞 行 淋 漓 尽 致 地 展 现 了G 6 5 0 E R 的 强 大 之

处。”Wynn表示，“G650ER改变了游戏规则，成为我必不可

少的商务旅行工具，其出众的航程、速度、客舱舒适性和完善的

安全性让人高枕无忧。”

湾流G650/650ER用火爆的销售表现，使湾流宇航公司

在超远程公务机领域的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016年10月，湾流将第200架湾流G650交付至一家中东

客户。湾流总裁Mark Burns表示：“第200架G650的交付，反

映出该型机无与伦比的性能以及人们对顶级航空体验的持续

增长需求。”

进入2018年，尽管湾流新一代产品G500和G600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湾流G650ER仍旧延续着自己的“破纪录

之旅”。

2018年4月，湾流向市场交付了第300架G650系列飞

机。从交付速度看，市场表现甚至好于前几年年均交付50架

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2月，湾流G650和G650ER获得

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目前，湾流已向中国内地市场

交付了近25架湾流G650系列飞机。

而在每天全球各地的飞行中，湾流G650/650ER还在不

断刷新飞行记录。2018年5月，一架湾流G650ER飞越北极，

创下从纽约直飞上海的速度记录，用时13小时40分钟。截至目

前，湾流G650系列飞机创下的城市间速度记录已接近80项。

  内外兼修

伴随市场对像湾流G650系列这样的远程公务机的需求

有增无减，湾流认识到，提升客户的乘坐体验与改进飞机的飞

行性能同等重要。航程越远的飞机，越需要通过合适的客舱设

计尽可能地消除长途飞行给乘客带来的疲惫与不适。

在公务机客舱设计方面，湾流一直秉持现代简约的理念。

而在打造湾流G650系列飞机的客舱内饰时，他们将更舒适、

更智能的概念融入其中，运用先进技术，强调客户参与，不断

完善乘坐体验。

湾流G650ER宽敞的客舱可分为4个部分，每一区域的长

度都接近2.7米。在远程飞行时，客舱前部可用作机组活动区

域，包括单独的卫生间，以保证乘客的私密空间。

湾流G650ER的客舱提供多种预先确定的平面布局及多

个定制选项，使机主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舱内布局，

无论是需要私人贵宾舱、宽敞的会议空间，还是个人工作区，均

能满足。同时，加大的座位和过道宽度以及后倾度更大的座椅，

也能提高乘客在飞行中的活动效率。

湾流G650系列公务机可搭载16名乘客出行，分布客舱两

侧的16个标志性椭圆形全景舷窗，单个面积较湾流G550舷窗

加大16%，使得乘客享受更多的自然光线并拥有更好的观景

视角。

此外，湾流G650ER的客舱每两分钟就有100%新鲜空气

补充。客舱压力高度也明显优于同级别机型，在13716米的巡

航高度，G650ER的客舱压力高度仅为1128米。

在客舱布局构造及功能设施选择上，湾流充分尊重客户的

意见，尽可能地根据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

在设计中心，客户通过湾流提供的可视化软件，能够在显

示器或平板电脑上真实地感受到客舱的内部环境。当客户对客

舱配置、颜色、结构和装饰进行选择时，也能够实时看到调整

的效果。该可视化软件中的选项基本覆盖了客户所能想到的技

术要求，并能够实时显示每个添加项目的重量及成本。

在2017年10月，湾流宣布将“沉浸式现实”工具计入内饰

设计流程。进入客舱后，客户借助该工具，可以充分了解湾流全

新的内饰设计风格，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整个内饰设计流程。

在几秒钟内，客户可以更换掉室内装饰、皮革和地毯等，

探索客舱设计的所有可能。同时，客户能够更形象地感知客

舱不同的平面布局以及操作相应的设施设备，如开关门和抽

屉等。

湾流总裁Mark Burns表示：“在借助高素质内饰设计师

和内装主管为客户提供人性化服务之余，这些新的客机进步能

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

在“硬装”之外，湾流G650系列飞机还有一套实力不俗的

“软装”，即客舱管理系统。这套由湾流控制和设计的设备称

为湾流客舱管理系统（GCMS），是湾流G650系列飞机的标

2 0 1 7年2月，湾流G650和

G650ER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

合格证。目前，湾流已向中国内地市场

交付了近25架湾流G650系列飞机。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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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配置。

G C M S与湾流客舱控制应用程序

一起使用，可实现对飞机客舱系统的无

缝数字控制。乘客使用简单的手持智能

设备，如iPhone，就可轻松调节灯光、温

度、遮阳窗帘、音视频和飞行信息（Cabin 

View），呼叫乘务员等。

即使客舱内饰选装方案不尽相同，

湾流G650系列飞机的

客户都可以使用该客舱

管理系统和相应的应用

程序。

此外，为满足客户在长

途飞行中的工作和娱乐需求，

湾流G650/650ER能够提供高速

稳定的地空互联。

2017年8月，为简化和提升客户的

连接体验，湾流推出了全新的连接服务

计 划，该计 划将定 制的空中互联网、语

音 和 娱 乐 服 务 全 部 整 合 为 一 体。湾 流

G650ER的用户可以在湾流全球各地的

湾流自由服务中心完成安装工作，其中包

括中国的湾流北京。

作 为 该计 划 的 一 部 分，S a t c o m 

Direct成为湾流在产飞机和运营飞机客舱

和驾驶舱连接服务计划的独家提供商。其

所提供客舱连接选项就包括Inmarsat的

Jet ConneX，这可能是公务航空中最快

的空中互联网连接。

  一切为了客户

湾流G650/650ER内外兼修，在全

球市场赢得广泛赞誉和信赖，持续斩获的

订单是对其实力的最好证明。

包括湾流G650/650ER在内，不断

增加的产品和服务开创了湾流独树一帜

的客户体验，同时也考验着湾流客户支持

部门。

自湾流G650投入市场运营以来，湾

流在全球构建起的强大的客户支持服务网

络，对保证湾流G650的市场销售及运营

发挥了重要作用。

湾流非常注重在客户支持方面的投

入，在全球拥有庞大的自有客户支持网

络。该网络配备超过4700名专业人员和

价值超过16亿美元的备件库存，可为全球

30多个厂家自有及授权维修设施提供零

部件。

2018年6月，湾流宣布将其维修和支

持部门—产品支持部更名为客户支持

部，继续加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验。

湾 流 客 户 支 持 部 总 裁 D e r e k 

Zimmerman表示：“此次更名在很大程

度上彰显了湾流客户至上的理念。为客户

的飞机保驾护航是我们业务的基石，同

时，注重客户体验同样重要。这次更名恰

如其分地体现了我们的关注。简而言之，

没有客户就没有产品。”

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中心，湾流的销

售团队一直关注着全球所有区域市场的

各类需求。2018年7月，湾流向中国北京

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交付了一架湾流

G500改装机，用于航空医疗救援。根据

双方的合作意愿，后续还可能再购入一架

湾流G650ER改装机。

近两年，在 全 球各大 航 展，尤 其 是

公务航展，如欧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EBACE）、亚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ABACE），湾流都会携带多款甚至全系

列飞机参展。

对此，湾 流 总 裁 M a r k B u r n s在

2018ABACE期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们希望能够向全球展示湾流在过

去几年所投入的努力。湾流有不同表现的

机型，有不同价格的定位，能够满足不同

客户的需求。”

对于湾流G650/650E R这款超远

程公务机，即便已服役市场6年，M a r k 

Burns依旧对此充满信心。

“湾 流G 650系列飞 机很快、很可

靠。能够持续交付超过300架飞机，说明

客户和市场对该机型依旧有着强烈的兴

趣。”Mark Burns表示，“湾流不会因为

竞争者的一些动向而对自己的产品机型做

巨大的变动。我们会继续寻找和挖掘市场

中的机会，并在研发方面持续加大投入。

依据市场需求，当时机成熟时，湾流会快

速作出决定，来提升竞争力。”

湾流G650ER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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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8 月，全球范围内共有 257 架莱

格赛 600/650/650E 系列公务机在运营，该平台已

累计超过了2500万个飞行小时数，足迹遍布欧洲、

亚洲、中东、北美、南美和非洲地区。

2000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涉足公

务机市场，推出了第一款公务机产品—

莱格赛600。凭借在航空领域数十年的研

发经验和对市场需求的精准判断，巴航工

业随后在莱格赛600的基础上推出莱格赛

650公务机。“莱格赛”有传承之意，长久

以来，巴航工业从未停止追求卓越的步伐。

2016年，巴航工业推出了升级版莱格赛

650E公务机，并配以为期10年或10000个

飞行小时的保修期，成为公务机市场上提

供的最长保修期；同时也为这款经典的公

务机系列产品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截至2018年8月，全球范围内共有

257架莱格赛600/650/650E系列公务机

在运营，该平台已累计超过了2500万个飞

行小时数，足迹遍布欧洲、亚洲、中东、北

美、南美和非洲地区。

在 今 年 5 月 举 行 的 欧 洲 公 务 航 空

展 ( E B A C E ) 上，全 球 最 大 的 莱 格 赛

600/650公务机运营商汉堡航空再下一

单—宣布购入4架莱格赛650E大型公

务机，将其巴航工业喷气公务机机队规模

扩大至17架（15架莱格赛600/650及2架

飞鸿300），以继续延伸其在欧洲、俄罗斯

以及中东的网络覆盖。新定单签署后，汉

堡航空机队中的巴航工业公务机占比达到

了30%。

新订单也预示着包机运营商对巴航

工业莱格赛650E公务机的兴趣日益高

涨。汉堡航空合伙人西蒙·埃伯特（Simon 

Eber t）表示：“汉堡航空与巴航工业之间

的合作可追溯至2013年公司引进第一架

莱格赛600公务机，这款公务机为我们的

乘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飞行体验。莱格赛

650E系基于莱格赛600/650成熟技术平

台打造的最新升级版机型，其所搭载的前

沿技术将完美契合公司的业务增长，并为

乘客提供更优质的包机服务。”

  坚固可靠 实用性强

莱格赛600/650是巴航工业公务机

产品的开山之作，两者分别于2002年和

2010年投入市场运营。莱格赛650是莱

格赛600的升级版，拥有更远的航程、更

低的机舱噪音，并采用先进的霍尼韦尔

Primus EliteTM航电系统。在符合NBAA 

IFR规定的备份燃油条件下，搭载4名乘客

时，莱格赛650航程达7223千米（3900

海里），可从北京直飞迪拜或莫斯科。莱

格赛650最多可以容纳14名乘客，拥有3

个独立、宽敞的客舱分区及绝佳的隔音

效果，可充分保证私密性。在同级别公务

机中，莱格赛650拥有最大的步入式行李

舱，方便客人在旅途中拿取行李。

翱翔天空十余载，莱格赛600/650共

累计了上千万飞行小时，拥有高达99.6%

的平均签派可靠性。正是凭借如此优异的

可靠性和成熟的设计，莱格赛650公务机

在2017年5月圆满完成国产客机C919首

飞伴飞任务，保障了C919首飞过程中信息

采集、观察记录和实时报道等项目。

东方公务航空公司总经理张延海曾

在采访中表示：“莱格赛650在C919首

飞伴飞过程中的表现十分出色。作为一款

成熟的大型公务机，莱格赛650拥有坚固

可靠、实用性强的特点。不仅能够保障像

|||||||||||||||||||| MARKETING经营者说|

Mainstay of Business Jet Charter Market

莱格赛650E
包机市场的中流砥柱

2018.5内文1025.indd   38-39 18/10/25   下午6:01



40 41

|权威声音VOICE ||||||||||||||||||||||||||||||||| |||||||||||||||||||||||||||||| POLICY政策解读|

C919首飞这种特殊飞行任务，在日常运营

中莱格赛650的出勤率也很高，最远曾执

飞过从上海至南非的包机任务。”

正因如此，莱格赛650获得了众多中

国客户的青睐，是巴航工业在中国市场上交

付数量最多的公务机机型之一。截至目前，

巴航工业已向中国市场交付了22架莱格赛

600/650公务机（含18架莱格赛650及4架

莱格赛600），使中国成为仅次于欧洲、全

球第二大的莱格赛650公务机市场。

  追求卓越 不断升级

2016年，巴航工业推出了升级版莱

格赛650E公务机，在传承莱格赛650成

熟的技术、卓越的经济性的基础上，融入

多项尖端科技，为经典不断注入新的生

命力。

升级改进的驾驶舱是莱格赛650E

的一大亮点。驾驶舱采用的霍尼韦尔最新

Primus El i te显示系统（PEAF）增加了

综合视景系统（SVS）。该系统能够大幅

提升机组人员的情景感知能力，特别是在

不熟悉的地区或因恶劣天气和其他原因

无法通过目视看到外界地形时，综合视景

系统可以通过座舱外实景大型3D彩色合

成图像为飞行员提供清晰的视野，从而降

低飞行员的工作强度。同时，该系统还能

更有效地规避碰撞和降低飞机进入危险

地形的风险、缩短决策时间以便飞行员做

出更准确的判断，大幅提高了飞行安全。

在2018年8月举行的拉丁美洲公务航空

展 (LABACE) 上，巴航工业对外展出了

莱格赛650E最新配备的SVS综合视景系

统。目前，该系统作为标配，已经于莱格赛

650E公务机上启用。

除此之外，莱格赛650E驾驶舱还新

配备了两台带有支架的iPad和自动油门系

统。自动油门可以在系统精确设定下实现

平稳的速度管理和飞行全阶段的空速控

制；新增的两台iPad替代了原有的电子飞

行包，通过简洁友好的界面、便捷的系统

和内容更新为飞行员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综上，尖端科技的应用进一步升级了

莱格赛650E的性能，为飞行员打造了一个

自动化水平更高、工作负荷更低、更直观的

驾驶环境，提高了飞行安全和运营效率。

  贴心之选 十年保修 

更为贴心的是，莱格赛650E开创了

公务机市场上的最长保修期—巴航工业

将为该机型客户提供为期10年或10, 000

飞行小时的保修服务，涵盖机身、飞行系

统和零部件。因此，对于飞机利用率较高

的运营商和公务机租赁市场而言，莱格赛

650E是当之无愧的最佳机型。

巴航工业始终十分注重客户服务与

支持，并于2017年成立了全新的业务部

门，专为客户提供更加广泛综合的解决方

案。因此，巴航工业近年来在客户支持与

服务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获得包

括客户及行业媒体在内的多方认

可。日前，在《Pro Pi lot职业飞行

员》杂志最新出炉的2018年公务机

产品支持与调查排名中，巴航工业公务机

售后服务满意度再登榜首；这是继2015

年及2016年后，巴航工业第三度获此殊

荣。此外，在另一项行业权威杂志《A I N

国际航空新闻》公务机产品售后支持与调

查中，巴航工业曾在2016年及2017年连

续两度获得满意度冠军。

目前，巴航工业在大中华区设有两家

授权服务中心—香港美捷商用飞机有限

公司和天津宜捷海特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以及两家公务机维修服务供应商—

北京山太公务机维修技术有限公司和东

方 公

务 航 空 服 务

有限公司。凭借强大的客户支援与服务网

络，巴航工业可为公务机客户提供及时、

高效的保修服务。

莱格赛650E的推出印证了巴航工业

对莱格赛650坚固耐用、安全可靠等优势

的自信，同时也开创了公务机10年保修的

新纪元。巴航工业坚信，无论是投入商业

运营或私人驾驶，莱格赛650E绝佳的经

济型、可靠性和耐用性均是其他大型公务

机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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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6 年第一架猎鹰 20 公务机诞生，达索航

空在50年内向全球成功出售了2500架猎鹰公务机。

时至今日，依然有超过 2100 架猎鹰公务机在役。这

对于猎鹰公务机的耐用性、可靠性和领先技术性而言，

都是最好的证明。

Aviation-Engineered with Passion
Dassault

猎鹰公务机
科技与激情的完美融合

  本刊记者 刘九阳

自1966年第一架猎鹰20公务机诞生

伊始，达索航空在50年的时间里，已向全

球成功出售了2500架猎鹰公务机。时至今

日，依然有超过2100架猎鹰公务机在役。

这对于猎鹰公务机的耐用性、可靠性和领

先技术性而言，都是最好的证明。

  引领创新 猎鹰7X

作为公务航空领域首架采用数字飞

行控制系统的公务机，猎鹰7X公务机自诞

生以来，就注定是一款革命性的飞机。

猎鹰7 X被誉为达 索 猎鹰家 族 有史

以来最畅销的机型，2001年开始研制，

2005年5月5日首飞，2007年4月获得欧

洲和美国的适航证书。

目前已有超过270架猎鹰7X在全球

34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任务，机队累计飞行

时间已超过25万个小时。

拥有3个标志性引擎的猎鹰7X，体内

流淌着达索航空战斗机的血液。借鉴了达

索三十多年来的战斗机技术，尤其是阵风

和幻影2000项目的经验，猎鹰7X的数字

飞行控制系统为飞行员提供了极大的性能

支持，使其能够更加快速地凭直觉进行操

作，并能减缓气流影响，带来更平稳的飞

行体验。

猎鹰7X在搭载8名乘客及3名机组成

员条件下的航程为11020千米（5950海

里），最高运行速度可达0.90马赫，能够

从上海出发直飞亚太区任意目的地，也能

够直飞欧洲和美国西部的大多数城市，轻

松连接北京=洛杉矶、拉萨=珀斯、上海=

西雅图、纽约=吉达以及约翰内斯堡=伦敦

等城市。

与竞争机型相比，猎鹰7X的燃油消

耗可降低15%~30%，因此运营成本大大

降低。由于采用了三引擎设计，猎鹰7X可

以在水面上空安全飞行，缩短航程，节省远

距离越洋飞行的宝贵时间和成本。

猎鹰7X的着陆速度仅104节，着陆距

离为2070英尺（631米），可以在高海拔机

场完成起降，进近角度陡峭，噪音小。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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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彭、卢加诺和伦敦城市机场等极具挑战

性的机场上，猎鹰7X出色的起降性能使之

在远航程公务机中独树一帜，获得运营商

的巨大赞赏。

猎鹰7X不仅是全球首架配有全数字

飞行控制系统的公务机，还是首次完全在

虚拟平台上使用达索系统CATIA®和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工具进行设计的公务机。创

新的设计和技术可带来最高效的飞机、最

低的运营成本和最高的转售价值。

自2010年取得中国民航局的型号许

可证，猎鹰7X就备受中国买家的青睐。如

今近40架在中国服役的猎鹰7X中，有20

架都是在最近5年内交付的。

中国已然成为猎鹰7X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二大市场。

  空中贵族 猎鹰8X

作为达索公务机系列中的卓越代表，

超远程三引擎旗舰公务机猎鹰8X十分引

人瞩目。

得益于猎鹰7X运营的全面反馈和长

达两年的严格测试，猎鹰8X在问世时已具

有十分成熟的系统和卓越的可靠性。

猎鹰8X为客户提供了更远的航程、

更大的机舱空间。

猎鹰8X客舱高1.88米、宽2.34米、长

13米，最多可以搭载19位乘客。而且，猎

鹰8X还拥有猎鹰公务机家族中最长的航

程。在乘载8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的情况

下，猎鹰8X能以0.8马赫的速度直飞6450

海里(11945千米)，能够从北京直飞纽约，

从香港直飞伦敦，或从上海直飞洛杉矶，

能够舒适自如地完成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洲

际超远程直飞任务。

达索航空致力于不断提高飞机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为了让飞行员能够在恶劣

天气条件下，更加安全可靠地驾驶并确保

飞机的安全运营，达索猎鹰开发了业内第

一款基于数据库的合成地形图与实时热

成像和低光摄像图结合的单一视图的平

视显示器系统—“FalconEye”（猎鹰之

眼），取得了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和美

国联邦航空局(FA A)的认证，并获准在猎

鹰8X上使用。

FalconEye（猎鹰之眼）是业内第一

款结合增强视景和合成视景技术的平视显

示器，无论在白天还是夜里，都能确保飞

行员在任何条件下拥有非凡的情境感知能

力。FalconEye（猎鹰之眼）还进一步降

低了飞机进场时的最低能见度条件，为公

务机的日常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私人定制更是猎鹰8X的关键元素，

达索为此准备了30多种客舱方案以供选

择，让买家可以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客

舱环境。

猎鹰8X的买家可以访问达索在勒布

尔歇的内饰设计及展示中心，一同选择内

饰材质和喷涂样式。模拟客舱部分展示厨

房布局和座位，每个客户都可以根据他们

的需求对座位进行评估。客户可以根据需

求，选择配备淋浴设施、高速网络等诸多

舒适性的设施。

猎鹰8X还创造了声学工程领域的一

场革命，客舱内50分贝的噪音水平成为公

务航空业内最安静的客舱。更低的客舱舱

压、独一无二的空气过滤和加湿系统都让

整个客舱更加舒适宜人。对于有远程出行

需求并且需要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的企业

家来说，乘机人完全可以在猎鹰8X上得到

最佳的休息，并在抵达目的地后立即展开

工作。

为了保证乘客能够精力充沛地抵达

目的地，在巡航高度为41000英尺时，猎

鹰8X可将客舱高度维持在3900英尺左

右，而其他一般的民用航空或公务机则为

6000到8000英尺。

猎鹰8X的客舱娱乐系统采用了猎鹰

客舱H D+管理系统，主要配置包括了32

英寸的舱壁显示屏，3D互动移动地图，内

嵌显示器，客户还可以随心使用与座位相

连接的iPad来进行音频视频点播、客舱控

制以及浏览电影。整个客舱都覆盖了宽带

网，让8X成为了家和办公室的延伸，为乘

机人提供极致的客舱体验。

为了保障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猎鹰机

队拥有最顶级的服务，达索更是迅速扩大

了在亚太地区的客户服务网络。

达索航空于2017年批准了霍克太平洋

位于马来西亚的部门，作为猎鹰8X、猎鹰

7X和猎鹰2000EX EASy等系列公务机的

授权服务中心，还在中国设立了飞行签派

员现场培训和签派员座椅支持计划，增加

了位于中国和新加坡的配件库存。同时，猎

鹰公务机的配件服务由全球15个配件库和

52个服务站支持，配件服务打分始终保持

在98%以上，位居公务机行业榜首。

2017年10月，达索已经正式将全亚洲

首架猎鹰8X交付给了中国客户，未来将有更

多架交付到亚洲。目前，猎鹰8X超远程三引

擎公务机已在全球所有主要市场服役。

达 索 航 空 主 席 兼 首席 执 行官E r i c 

Trappier公开表示：“如果客户在寻求航

程、运营效益与飞行灵活性都有最佳表

现的公务机，那么猎鹰8X就是他们的完

美解决方案。我们确信，猎鹰8X将深受

欢迎。”猎鹰8X为客户提供了更远的航
程、更大的机舱空间

猎鹰7X出色的起降性能使之在远
航程公务机中独树一帜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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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通用航空界的杰出企业，

德事隆航空目前已向全球交付了超过 25

万架飞机。在通航市场拥有丰富经验和

敏锐度的德事隆航空，对中国通航市场

更是充满热情。

Prope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viation in China
Textron Aviation

德事隆航空
助飞中国通航

  本刊记者 刘九阳

作为全球通用航空界的杰出企业，德

事隆航空目前已向全球交付了超过25万

架飞机。在通航市场拥有丰富经验和敏锐

度的德事隆航空，对中国通航市场更是充

满热情。

德事隆航空在中国市场上不仅提供

全系列通用飞机产品，更将飞机生产线引

进中国，实现了本地量产和交付。

迄今为止，德事隆航空携手中航通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了两家合资公司：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和珠海中

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分别从事于赛斯

纳208 大篷车系列飞机的总装及售后服

务，以及赛斯纳奖状560XLS+公务机的

总装业务。

德事隆航空大中华及蒙古地区国际

销售副总裁吴景奎表示：“德事隆航空在

中国市场起步较早，在国内设立了两家合

资公司以后，市场反应很好。这让我们更

加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把工作做好，提

供更好的产品和更及时的服务。”

合资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让德事隆

航空更好地满足了中国客户的需求，其中，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的成长速度尤为突出。 

  助飞中国通航制造梦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的具体业务包括赛

斯纳208大篷车系列飞机的装配、喷漆、测

试、内饰安装、定制化服务、试飞和国内客

户交付等，维修服务项目涵盖了航空器机

体、动力装置、特种作业三个类别。

在中国总装的赛斯纳208大篷车系

列飞机已赢得了国内诸多客户的认可与青

睐。自石家庄中航赛斯纳正式运营以来，

208大篷车系列飞机在华交付量大幅上

升。石家庄中航赛斯纳至今已交付了五十

多架208大篷车系列飞机。

2017年9月，石家庄合资公司成功获

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 A）关于赛

斯纳208/208EX大篷车飞机生产许可证

延伸的批准。将生产许可证延伸至中国，

不仅意味着在石家庄组装生产的赛斯纳

大篷车系列飞机质量已达到国际标准，也

为中、美两国在通航领域的交流提供了绝

佳的机会，促进中国通航飞机制造工艺不

断精进，技术水平持续提高。

FAA生产许可证的延伸也是中、美两

国航空监管部门合作的新突破。FAA监管

人员针对石家庄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

的生产情况作季度审查；同时，中国民航

局担当技术监控，对生产程序进行监管，

为双方互相学习、了解不同市场与技术标

准创造了机会。

  中国涡桨飞机用户的坚实后盾

石家庄中航赛斯纳早在2015年4月

就正式取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CCAR-

145部维修许可证，具备了为中国客户提

供方便快捷的原厂维修服务能力。

在过去的3年，石家庄中航赛斯纳一

直锐意进取，竭力为本地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维修支持与强有力的售后保障。专业技

术人员更是坚持客户至上的用心服务，技

术精湛、经验丰富的服务工程师是石家庄

中航赛斯纳的制胜法宝。团队时刻待命，

以响应全国各地客户的支援需求。

2018年6月，两架赛斯纳208E X大

篷车水陆两栖型飞机在海口执飞时，浮筒

被巨大的海浪拍打导致损坏。当时海口正

值台风季，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尽快更换

浮筒将飞机调离。

面对客户的紧急支援申请，石家庄

中航赛斯纳的技术团队立即根据飞机的

停放环境，在石家庄合资工厂内预先进行

模拟演练，为客户定制了最合理的更换方

案。随后从石家庄火速赶赴海口，凭借过

硬的维修技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浮筒更

换，顺利化解了台风季可能发生的险情。

凭借旗下的合资公司，德事隆航空提

高了与客户的沟通能力，不断挖掘中国市

场的深度需求，改进和完善产品与服务。

2018年7月，石家庄中航赛斯纳多

项新增的维修项目顺利获得中国民航局

C CA R-145部维修许可，至此，石家庄

中航赛斯纳同时成为了赛斯纳208大篷

车系列和比奇350空中国王系列飞机的

授权服务机构，为中国客户提供维修、航

材支援、原厂索赔等服务。

在中国通航市场，德事隆航空旗下的

涡桨机型因其任务灵活、运行经济、性能

优异与科技创新，深受运营商的青睐。同

时，德事隆航空及其在华合资企业也凭借

完善的售后体系与强大的服务网络为中国

的通航企业排忧解难。

未来，德事隆航空更将继续以高性能

产品与全方位服务助力各地运营商，持续

推动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亚太地区通航产业

链的升级，力推中国通航飞机制造领域的

飞跃，打造中国通航产业的硬实力，共同

应对中国通航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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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机从不缺席全球各地的航空盛会，自然也绝对不会错过声誉日隆、影响

力剧增的中国航展。在中国航展这样的综合类航展上与民航客机、战斗机同场竞

技，公务机也是自带流量的绝对主角。世界各大公务机制造商在此悉数拿出看家

本领，大牌云集、名流荟萃，公务机之间的较量也是暗战涌动，难分高下！

on Airshow China
Business Jets

公务机的中国航展秀
  本刊记者 薛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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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创世界飞行速度记录的湾流G650ER，是湾流宇航公司基于湾流G650推出的升

级型号，也是湾流现役航程最远的一款旗舰机型。目前，湾流G650ER和G650在全球

市场的交付总量已经超过300架，创下了近80多项城市间飞行记录。自2017年获得中

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后，湾流已向中国市场交付了近25架湾流G650/650ER。

    布局： 
湾流G650ER的客舱提供多种预先确定的平面布局及多个定制选项，使机主能

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舱内布局，无论是需要私人贵宾舱、宽敞的会议空间，还

是个人工作区，均能满足。G650ER宽敞的客舱可分为4个部分，每一区域的长度都接

近2.7米。在远程飞行时，前部机舱可用作机组活动区域，包括单独的卫生间，确保了

乘客的私密空间。此外，该机型拥有16个椭圆形全景机窗，单个舷窗面积较G550加大

了16%，使内舱照明环境更好。G650ER客舱每两分钟就有百分百新鲜空气补充。客

舱压力高度明显优于同级别机型，在13716米的巡航高度，G650ER的客舱压力高度

仅为1128米。

    性能： 
湾流G650ER在G650的基础上增加了燃油，进一步拓展了超远程续航能力。其以

0.85马赫的速度可连续飞行13890千米，比G650的航程多出近1000千米；而以0.9马赫

的速度搭载8名乘客则可飞行11853千米。G650ER的超远航程大大增加了直达城市对

数量。其既可从迪拜直飞亚特兰大，也可从香港直飞美国东海岸大部分城市。正是有了

G650ER，目前可直飞悉尼的城市增至十多个，包括利雅得和达拉斯。

Bombardier Global 7500

庞巴迪环球 7500

2018年9月28日，庞巴迪新一代超远程公务机环球7500获得加拿大交通部颁发

的型号认证。庞巴迪公务机表示，随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欧洲航空安

全局（EASA）取证预计很快完成，环球7500公务机将于年内正式投放市场。环球

7500是庞巴迪旗下航程最远、客舱最大的机型，于2009年宣布推出。自2016年11月

启动试飞项目以来，环球7500已累计飞行超过2700小时。

    布局：

环球7500飞机是首架提供真正四舱布局的公务机，它的客舱体积达到74.67立方

米，开创了大型公务机的全新格局。凭借包括私人休息室在内的四个独立起居空间，

它能为最多19名乘客提供宾至如归的工作与休闲环境。同时，环球7500采用了加大的

新型舷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每个舷窗的表面积较现有环球飞机的大近80%。

此外，宽裕的行李舱可以满足在飞行过程中提取行李的需求；机组休息区还配备了可

平置为卧床的座椅。庞巴迪为客户提供了更灵活丰富的客舱布局配置和创新性设计选

项。此外，环球7500的客舱也采用了更多高科技，满足用户的商务和娱乐需求。

    性能：

环球7500的动力由通用电气新一代GE TechX引擎提供，该发动机不仅有效提升

了燃油效率，还为环球7500超远程巡航能力提供了保证。该机型能以0.85马赫的巡航

速度，搭载8名乘客和4名机组成员连续飞行14260千米，航程范围足以覆盖从伦敦直

飞新加坡、纽约，或从迪拜、北京直飞华盛顿。庞巴迪还为这款新型环球系列飞机配备

了全新的跨声速机翼，显著提升了气动效率。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3890
最多座位数/个

19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北京－新德里

直飞航程覆盖

Gulfstream G650ER

湾流 G650ER

起飞跑道长度/米

1920
客舱高度/米

1.96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4260
最多座位数/个

19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768
客舱高度/米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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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mbardier Global 6500

庞巴迪环球6500北京－新德里

直飞航程覆盖

Dassault Falcon 8X

达索猎鹰 8X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2223
最多座位数/个

17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942
客舱高度/米

1.88

为壮大环球飞机家族，庞巴迪公务机于2018年5月在欧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EBACE）上推出两款新型公务机—环球5500和环球6500。这两款新机型分别基

于庞巴迪环球系列的两款热销机型—环球5000和环球6000。在环球7500面世之

前，环球6000是庞巴迪公务机最成功的产品之一。环球6500在环球6000的基础上

增加了航程，并优化了客舱设计，与环球5500一样，预计于2019年底投入市场。

    布局：

环球6500重新设计的客舱延续了环球系列飞机客舱享誉业界的美学，创新与

奢华相融合，将舒适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环球6500和环球5500飞机将配备获得

专利的Nuage座椅，这是公务机业30年来的首个新型座椅构造。Nuage座椅采用

独家技术，专为最大程度的舒适性和随心所欲的轻松调节而设计。该机型座椅的

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Nuage沙发座，它增加了会议套房的空间维度，可切换为平

躺模式用于睡眠，或围绕桌子用餐时转换至宴会模式。此外，环球6500客舱也提

供超高清娱乐系统和随时出入的行李舱。

    性能：

环球6500公务机性能延续了环球6000的强大基因，并通过最新改进机翼、全

新设计的客舱及按用途定制的发动机获得了进一步提升。环球6500最大速度达0.9

马赫；最大航程较环球6000增加600海里（1111千米），达6600海里（12223千米），

能从香港或新加坡直飞伦敦，从托卢卡直飞马德里。同时，环球6500的燃油效率提

升13%，运营成本甚至可媲美航程更短、客舱更小的竞品。

猎鹰8X是达索航空旗下最新服役的一款机型，也是最大的一款。该机型是达

索公司在2014年欧洲商务航空展（EBACE）期间宣布推出，于2015年2月实现首飞。

2016年6月，猎鹰8X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

认证，并在随后的10月实现交付。目前，猎鹰8X在美国、欧洲、俄罗斯、南美、中东和

亚洲都已有所交付。

    布局： 
猎鹰8X的机舱比猎鹰7X长出1米，达到13.05米，客舱体积接近50立方米，

是猎鹰系列中机舱最宽敞的一款机型。在客舱布局方面，达索公司听取了猎鹰

7X的用户建议，在猎鹰8X的机舱前部可配备一个机组成员休息区，中间区域可

设置一个三舱布局的休息室，舱尾则可安装带淋浴的盥洗室。猎鹰8X提供3种尺

寸不同的客舱布局供客户选择，主要取决于客户对厨房和机组成员休息区长度

的要求。此外，相比猎鹰7X，猎鹰8X还增加了舷窗数量，配备了30个大型舷窗，

为客舱提供了充足的光照。

   性能： 
猎鹰8X的外观和7X相似，搭载3台普惠升级版PW307D发动机，以0.8马赫

的飞行速度搭乘3名机组成员和8名乘客能连续飞行11945千米，可从洛杉矶直

飞北京、上海，从纽约直飞迪拜以及从香港直飞约翰内斯堡等。达索公司表示，

猎鹰8X采用最新机翼设计和全新发动机，相比其他超远程系列公务机可大幅节

省燃油消耗。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1945
最多座位数/个

1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792
客舱高度/米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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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7日，湾流宇航公司向市场交付了首架全新的湾流G500。该机型与同时推

出的湾流G600被湾流总裁称为“下一代湾流飞机”。2018年7月20日，湾流G50同时获得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该机型在研发及向FAA展示

和认证的过程中经历了五千多小时的测试与试验。

    布局： 
湾流G500的客舱宽2.13米、高1.88米，可在3个起居区容纳多达19名乘客，并为每一位

乘客提供足够的头部空间与肩部空间。在功能设施方面，G500配备有机首和机尾两个洗手

间及一个可选装于机首或机尾的全尺寸厨房。另外，行李舱也足够宽敞，可用面积达5平方

米。在15545米高度巡航时，G500的客舱压力高度能保持在1478米，业内领先。舱内100%

的新鲜空气每两分钟循环一次。湾流G500的椭圆形舷窗，尺寸和湾流G650ER相同，自然

采光充足。   

    性能： 
湾流G500是基于G650/650ER的技术基础打造，在速度、舒适度、燃油效率和安全性

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湾流G500搭载加拿大普惠公司新型PW800系列发动机，最大飞行

速度到0.925马赫，可媲美G650/650ER。G500能以0.85马赫飞行9260千米，或以0.90马赫

飞行7038千米。湾流G500曾在2018年初进行的高速环球巡展中，飞抵6大洲18个国家的44

座城市，并创下20多项新的城市间速度纪录。在这款新机型上，湾流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和

谐驾驶舱，它的前沿科技体现在主动控制侧杆（ACSs）上，整合了触屏式控制器、下一代增

强视景系统和霍尼韦尔Primus Epic航电系统，提升了飞机操纵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Dassault Falcon 6X

达索猎鹰 6X

猎鹰6X是法国达索航空于2018年2月宣布推出的一款双发新机型。猎鹰6X的空

气动力学设计和系统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猎鹰5X，并已在猎鹰5X的初步飞行测

试中得到了验证。为充分发挥新配备的引擎，猎鹰6X采用了优化设计，从而实现更远

的航程和更长的客舱。该款新机型预计于2021年首飞，2022年交付市场。

    布局：

猎鹰6X的客舱高度为1.98米，宽度为2.58米，是目前公务机领域内最高、

最宽的客舱之一，同时其长度达到12.3米。3个休息区可容纳多达16名乘客，

可提供不同的空间布局，包括门厅兼机组休息区和宽敞的机尾休息区。猎鹰

6X客舱设计中的每个元素都经过精心揣度，充分参考了达索航空自有设计工

作室通过大量调查问卷了解到的客户品味与喜好。流畅的线条也提升了空间

感，令客舱感觉更加简洁和开阔。包括厨房天窗在内总共31扇超大窗户让整个

客舱沐浴在充足的自然光线之中。天窗的设计在公务机领域也属首创，令原本

缺乏自然光线的厨房区域变得明亮。

    性能：

选配普惠加拿大公司Pure Power PW812D引擎的猎鹰6X最高速度可达0.90马

赫，最大航程为5500海里（10186千米）。其在0.85马赫速度下，可以直飞 9445千米

( 5100海里)，因此能完成许多国际大都市之间的直飞任务，包括莫斯科至纽约、巴

黎至北京、洛杉矶至伦敦等。此外，猎鹰6X在短跑道起降时的速度与角度都非常稳

定，因而能更快、更安全地起飞和降落。

北京－新德里

直飞航程覆盖

Gulfstream 500

湾流 G50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25
8名旅客航程/千米

9630
最多座位数/个

19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646
客舱高度/米

1.93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9
8名旅客航程/千米

10186
最多座位数/个

1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5545
起飞跑道长度/米

1600
客舱高度/米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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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航工业莱格赛500是全球首款采用全电传操纵系统和侧杆操纵技术的中型

喷气公务机，大幅减轻飞行员工作负荷的同时极大程度提升了飞行的安全与效率。作

为一款融合了多项尖端技术和前卫设计的划时代产品，莱格赛500革命性地重新定义

了中型公务机的概念。截至2018年9月，巴航工业在全球范围内已交付137架莱格赛

500/450公务机，获得多个用户的青睐。

      布局 ： 
莱格赛500客舱舒适性是同级别机型中独一无二的，可媲美部分超中型公务

机。其客舱高度达6英尺（1.83米），并铺设水平地面。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公务机拥

有同级别机型中最佳的5800英尺（1767米）客舱气压高度，为乘客提供舒适的工作

和休息环境。为进一步提升乘坐体验，巴航工业设计团队为莱格赛500公务机客户

提供多种座位方案选择；通过腿部休息、腰部调整和支撑，及头枕功能等多项符合人

体工程学的新设计，向客户提供更多的交互体验。此外，巴航工业为莱格赛500公务

机提供高容量Ka波段卫星宽带技术，是首家为中型公务机提供此技术的制造商。  

     性能： 
莱格赛500搭载两台霍尼韦尔HTF7500E发动机，燃油效率高、噪音污染小，而

且易于维护，堪称同级别公务机最环保的机型。莱格赛500运营性能十分出众，最

大巡航高度达到13716米，起飞跑道要求仅为1245米。在符合NBAA IFR备份燃油

规定条件下，搭载4名乘客能连续飞行5788千米，可从洛杉矶直飞檀香山、从莫斯科

直飞新德里、从迪拜直飞苏黎世或从北京直飞新德里。

Cessna Citation Longitude

赛斯纳奖状700 经度

奖状700经度是德事隆航空子公司赛斯纳飞机公司在2012年宣布推出的一款超中

型公务机。2016年10月8日，奖状经度成功首飞。在随后的2016美国国家公务航空协会

（NBAA）大会暨展览上，赛斯纳飞机公司宣布提升奖状经度的航程和载荷能力。该款飞

机预计于2018年实现交付。

    布局：

奖状700经度拥有同级别机型中最静谧的客舱、超低的客舱气压高度（1814

米）、齐全的标准配置以及豪华精致的订制内饰。奖状700经度最多可搭载12名乘

客，客舱高1.83米，拥有平直地板，并可以选装一个供机组使用的折叠座椅。标准的

双俱乐部式豪华座椅拥有超中型商务机中最充裕的腿部空间。由德事隆航空设计制

造的座椅可以平铺成床，大容量行李舱在飞行全过程可自由出入。客舱配备顶尖科

技，乘客可通过任意移动设备操作客舱环境及娱乐设施，高速互联网则为乘客提供

了高效的工作环境。

    性能：

凭借6482千米的航程和726公斤的满油载荷，奖状700经度可搭载4名乘客从新

加坡直飞北京或者从香港直飞孟买。奖状700经度装备新一代佳明G5000驾驶舱，并

由配备FADEC（全权数字式发动机控制）、带有自动油门功能及外壳保护的霍尼韦尔

HTF7700L涡扇发动机驱动。奖状700经度搭载佳明新款平视显示器（GHD2100）和增

强视景系统，提供最佳平视飞行视野。奖状700经度还具备同级别机型中最长的维护周

期—800小时或18个月，运行性价比和商业投资回报在超中型商务机中首屈一指。

Embraer Legacy 500

巴航工业 莱格赛 50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3
4名旅客航程/千米

5788
最多座位数/个

12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716
起飞跑道长度/米

1245
客舱高度/米

1.83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84
8名旅客航程/千米

6482
最多座位数/个

12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716
起飞跑道长度/米

1494
客舱高度/米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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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300E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于2017年10月推出的基于飞鸿300的升级型号。

在此之前，飞鸿300已连续6年蝉联全球轻型公务机销售和交付量冠军。飞鸿300E

在2018年一季度分别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及巴西民航局（ANAC）颁发的型号合格证，并在2018年3月实现全球首架交付。

    布局： 

飞鸿300E客舱宽敞，并拥有同级别机型最大的行李舱。同时，飞机拥有同

级别机型最宽大的舷窗，客舱自然采光充足，机身后部私人盥洗室也配有舷

窗。舒适的卧式座椅可灵活调节。飞鸿300E还拥有轻型喷气公务机中最佳的客

舱增压系统（最大巡航高度下客舱压力高度为6600英尺）。飞机为飞行员和乘

客提供两个不同的温度区域，衣橱和厨房、语音与数据沟通设备和娱乐系统。

    性能： 
多方面升级的飞鸿300E公务机可谓轻型喷气公务机中的佼佼者，其在搭

载6名乘客和NBAA IFR备份燃油条件下的航程可达3650千米（1971海里）。

与此同时，飞鸿300E采用双发加拿大普惠PW535E发动机，拥有轻型喷气公务

机中最出色的爬升和起降性能，运营维护成本也低于同级别机型。飞鸿300E

还能实现单人驾驶，驾驶舱配备先进的基于佳明3000航电设备的“小神童”触

屏。此外，该款飞机还具有单点加油、机外排污盥洗室以及随机舷梯，在同级别

机型中独树一帜。

本田公务机（HondaJet）是日本本田旗下飞机业务子公司Honda Aircraft 

Company研发的一款轻型公务机，该飞机于2015年12月正式投入市场。2017年，双发的

本田公务机在轻型公务机交付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43架交付至美国、加拿大、墨

西哥和欧洲客户。2018年1月，本田公务机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商务航空服务基地设立

了第一家销售、服务和客户支持中心。

    布局：

HondaJet将发动机安装在主机翼的上方，这样机体后方的空间就可活用作客

舱或是货舱。机身采用了全复合材料，结构上采用蜂窝结构和一体成型结构相结

合的混合结构，实现了同级别产品中最大的机内容积和小型轻质化。同时，该机型

提供两种配置供客户选择，顶配版可乘坐6名乘客并携带一个私人厕所。同时也可

以选配一套影音控制系统，系统除音响之外，灯光照明、温度也可一并控制。

    性能：

HondaJet采用新开发的革新型OTWEM布局（Over-the-Wing-Engine-

Mount），将发动机安置在主翼上方的最佳位置，大大降低了高速飞行时的兴波阻力，

提高了燃油经济性。此外，外观采用了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机头和机翼采用了自然

层流形状，防止发生空气紊流，并大幅度降低了空气阻力。Honda Jet使用的是HF-120

涡轮喷射发动机，两个发动机同时工作能达到420节，相当于时速777.8km/h，另外飞行

高度可以达到30000英尺（9144米）。

Embraer Phemon 300E

巴航工业飞鸿 300E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78
6名旅客航程/千米

3650
最多座位数/个

11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716
起飞跑道长度/米

956
客舱高度/米

1.50
最大飞行速度/马赫

0.64
3名旅客航程/千米

2265
最多座位数/个

6
最高巡航高度/米

13106
起飞跑道长度/米

1219
客舱高度/米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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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判断一个航展成功的标准？好的航展如

何挣钱？翻一翻中国航展的经济账，似乎中国也逐

渐摸索出了航展的“生财之道”。

中国航展的生意经
  本刊记者 孙昊牧

Airshow
 Econom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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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展怎么赚钱？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珠海航展盛大开

幕，从11月6日至11日，3个专业日和3个公

众日，航展现场每一天都热闹非凡、人头

攒动。

今年珠海航展公众日设置了每天不超

过8万人的观众上限，大致计算下来，3个

公众日仅门票收入就超过1亿元，再加上3

个专业日来自全球的14万专业观众，数亿

元的门票收入已经成为航展的一笔不菲的

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对展览主办方来说，参展

商展位费用则是更大的一笔收入来源。

除了早期几届“赔钱赚吆喝”的航展

初探外，珠海航展在进入21世纪后便逐渐

实现了盈利。这是珠海颇具时代前瞻性地

布局中国航展的自然结果，也得益于航展

主办方不断地运筹帷幄。

“从 展会本身来说，它的直 接 经济

效益就是来自展览的展位费、服务项目费

用、其他无形资产以及门票收益等。”珠海

航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意辉告诉记者，

以珠海航展目前的规模和影响力，自然有

很好的经济效益。

不过对珠海来说，单一的展会盈利从

来不是航展要追求的目标。

珠海航展的发展成熟，除了场馆建

设、布展和组织服务等软硬件设施的不断

升级外，每年最好看、最吸引人的各国空

军飞行表演的引进也颇费周章。

今年的珠海航展，已经确定的有中国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空军航空大学“红

鹰”飞行表演队和沙特阿拉伯皇家空军“沙

特之鹰”3支飞行表演队空中竞技。

有业内人士表示：“航展中飞行表演

更重要的目的是展示飞机性能、达成更多

交易。现在随着我国军用和民用飞机技

术的进步，特别是歼20、运20、C919和

AG600等飞机的面世，珠海航展自然成

为充分展示我国国产飞机最好的舞台。”

李意辉表示：“航展首先带动了城市

2016年航展年，珠海会展业总体经济效益134.04

亿元，占全市GDP的6.02%，其中第十一届航展的直接

经济效益为19.22亿元，间接经济效益为31.71亿元。

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优化调整，特别是广东

省首个航空产业园落户珠海，逐渐形成通

用飞机制造服务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其

次，航展也带动了珠海会展业的发展，使

珠海以会展业为龙头的旅游、酒店、餐饮

等高端服务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第三，

珠海航展和一系列高端展会也逐步打造了

珠海开放、创新的城市形象，成为了让全

世界认识珠海的平台 。”

  航展背后的经济账

实际上，珠海航展能带来的各方面经

济效益已经让整个珠海市都受益匪浅。

据中山大学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综合影响力评估》和中山大学旅

游学院对珠海市2016年会展业的统计分

析，2016年航展年，珠海会展业总体经济

效应134.04亿元，占全市GDP的6.02%，

其 中 第十 一届 航 展 的 直 接 经 济 效 应 为

19.22亿元，间接经济效应为31.71亿元。

回首1996年，首届珠海航展举办时，

珠海机场才刚刚建成启用，珠海的航空产

业更是一片空白。

“老一辈珠海人就是凭着一种‘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把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

憧憬，用航展带到了现实。”李意辉表示。

通过珠海航展这一平台，大批优质航

空企业和项目与珠海结缘，为珠海航空产

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成立于2008年底

的珠海航空产业园，是广东省唯一经批复

正式成立的航空产业基地，目前已聚集中

航通飞、利捷、翔翼等数十家重点航空企

业，涵盖了通用飞机制造、通用航空运营

服务、公务航空、飞行培训、航空零部件制

造、无人机研发生产等领域。珠海已成为

中南地区通用航空产业类别最齐全、运营

企业最集中的区域。

全球航展中的“百年老店”—巴黎

-布尔歇国际航空航天展（简称“巴黎航

展”）和范堡罗国际航空航天展（简称“范

堡罗航展”）都是在具有一定的航空工业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航空展。

今年的珠海航展从11月6日至11日，
3个专业日和3个公众日，航展现场每一天
都热闹非凡

随着我国军用和民用飞机技术的进
步，特别是歼20、运20、C919和AG600等
飞机的面世，珠海航展自然成为充分展示
我国国产飞机最好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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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分支机构和生产企业放在了天津，

这也是通过直博会给天津带来的直接经

济效益。”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航空项目发展 

10 年后的投入产出比可达1：80，通用航

空的就业带动比是1：12。由航展带头，产

业跟上，在广阔的市场空间面前，珠海早

已完成“热身”。

  航展的成功标准

什么是判断一个航展成功的标准？

订单金额大概是最直观的答案。

芙萝莉安·帕特契尼告诉记者：“近

几年来，巴黎航展开始专注于航空工业的

创新和数字化。2017年的巴黎航展上，对

外宣布的飞机及发动机订单金额就超过了

1500亿美元。”

今年的范堡罗航展更以交易量闻名：

展会期间一周内的订单金额就达到1920

亿美元。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架商用飞机

订单，价值1540亿美元，和一千四百三十

多台发动机订单，价值219.6亿美元。

在超高额订单背后的支撑，则是航空市

场的需求和航展的国际性和专业性水平。

史安漫告诉记者：“今年的范堡罗航

展特别举办了‘航空航天4.0’主题展，重

点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推动制造业未

来的新技术，让观众提前领略到航空工业

的未来。来自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军

政代表来到范堡罗。”

国际性和专业性也是反映珠海航展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珠海航展公司一直

不遗余力地与国外专业办展方接触，除了

提高航展国际化、专业化水准外，也有利于

引进国外的品牌展会。在最近几届珠海航

展筹办过程中，航展公司也将专业性作为

航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我们努力使参展

商在航展上见到想见到的人和产品，听到

想听的内容。”

专业性更体现在专业航展上。

艾德·博伦表示：“ABACE除了将购

买者和销售者聚集在一起之外，更希望创

造一个平台来促进全行业的发展。例如

N BA A会邀请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就业内

的机遇进行宣讲，与中国民航局共同举办

商务航空机场讨论会，邀请来自欧洲和美

国的商务航空机场运营商来分享他们的

运营经验等。航展，更重要的是建设这个

行业。”

直博会更看重专业观众的质量和数

量。在2017年的第4届直博会上，虽对专

业日和公众日入场人数都进行了限制，但

直博会期间，仅空客直升机一家就签订了

一百多架的销售意向，阿古斯塔、贝尔、西

科斯基等都有很好的合同收获。“这对参

展商和专业观众来说都是很高质量的专业

航展。”苗瑞卿向记者表示。

不过在航空工业最发达的美国，航展

的形式和成功之道又完全不同。

美国并没有综合性大型航展。除针

对专业观众的NBA A美国公务航空会议

暨展览会和HAI美国国际直升机展外，像

EA A飞来者大会、雷诺飞行竞速赛、芝加

哥航空展等各种航空盛会遍布美国各地。

这些航展不关乎生意，而是飞行爱好者们

的大派对。

范堡罗航展国际公司商务总监史安

漫告诉记者：“范堡罗拥有丰富的航空历

史，1908年塞缪尔·科迪从这里起飞，这

是一次动力飞行；范堡罗也是历史悠久的

英国皇家飞机制造厂的所在地，在这里，

弗兰克惠特尔爵士对喷气式飞机进行了

大量研究。”

“此外，英国航空航天业是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航空航天业，每年产值超

过350亿英镑，出口300亿英镑。这也是范

堡罗航展能够持续增长，并不断创新，吸

引更多国家参与的基础。”

同样的，巴黎航展也依托了法国强大

的航空和航天工业传统。作为巴黎航展的

主办方，法国航空工业集团（Gifas）公共

关系经理芙萝莉安·帕特契尼表示：“具有

强大的航空工业基础，或者长远的航空发

展潜力，是航展能够长期成功举办的必要

条件。”

在中国上海，仅举办7届，就跻身世界

同类航展前列的亚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

（ABACE），在很多方面都比珠海航展表

现得更加国际化。

早在 20 0 5 年，美国商务 航 空 协 会

（NBAA）就来到中国，举办了第一次属于

亚洲的公务航空展。NBA A总裁艾德·博

伦告诉记者：“选择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因

为我们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

大潜力。”

“N BA A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入中

国举办专门的公务航空展，是需要勇气和

魄力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普罗大众仍

不知公务航空为何物，公务航空市场也远

未形成规模。”

艾德·博伦表示：“NBA A对于航展

举办地的选择，考量因素主要有两个：一

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公务航空市场的发

展程度。”

NBA A的探索很快被证明是颇具眼

光的明智之举。在中断几年后，ABACE在

2012年成功回归，如今已成为中国、亚洲

乃至国际公务航空界一场不可错过的行业

盛会。

与珠海航展情况类似的还有中国天

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简称“直博会”）。

从2011年开始、隔年举办的直博会，最

初 也 是 天 津 市 和 滨 海 新 区 政 府 提 出 的

“命题作文”。彼时天津已有空客A320

总装线，中航直升机也刚刚落户天津。如

今借助连续4届的直博会，航空与直升机

产业也逐渐成为天津的一张新名片。直博

会主办方—法国A BE国际商务会展公

司亚洲区执行董事苗瑞卿告诉记者：“波

音、赛峰、庞巴迪等很多航空企业都把他

巴黎航展的成功依托法国强大的航空和航天工业传统，近几年，开始专注于航空工业的创新和数字化

今年的范堡罗航展以交易量闻名：展会期间一周内的订单金额就达到19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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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居美国的丝翼航空董事长张弩告

诉记者：“美国航展一般为地方政府或者

民间协会主办，所以一般为地区性或者细

分领域的行业性航展。”

“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

个军方的表演队（海军蓝天使，空军雷鸟，陆

军的跳伞队）以及军机的静态和动态展上。

比如海军蓝天使和空军雷鸟表演队每年分别

表演六十多场，每年的预算也超过4000万美

元，由国家拨款在军队预算中。但他们的表

演对航展组织方并不收任何费用。”

“美国的航展会大规模利用志愿者，

最大程度降低人员费用。”张弩表示，“例

如免门票的芝加哥航空展已有60年历史，

每年有高达150万人次的观看数量。但去

年这一航展的预算仅为七十多万美元，其

中赞助商出资50万美元，市政府即纳税人

出资20万美元左右。”

因为美国航展的主办方多为非营利机

构，因此这些航展很多不收或只象征性收

取门票。航展不仅对航空业的发展作用巨

大，对当地经济的贡献通常是航展收入的

几十倍，对城市声名的提高也非常重要。

EA A举办地—只有6万多人的奥什

科什小镇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每年7月底，都会有一万多架通用飞

机、五十多万来自八十余个国家的飞行员

和航空爱好者、八百多家大大小小的航空

企业和900家媒体蜂拥而至美国威斯康

星州的奥什科什市，参加这个通航顶级盛

会。2017年EA A总收入为4300万美元，

其中EAA飞来者大会收入占50％。而每年

飞来者大会对只有6万多人的奥什科什小

镇经济贡献超过1亿美元！

“EAA飞来者大会最吸引人的，是那

些驾驶自己的飞机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飞来

者们。他们白天参观和飞行，晚上就住在

自己飞机旁边的帐篷里……这是传播航空

文化最好的盛会。”张弩表示。

同样的很多国外大型航展，也在航空

文化的普及上着力不少。例如，英国范堡罗

航展在公众日给儿童免费。为预防公众日

可能出现的儿童走失现象，国外一些航展

在进场时会给每个孩子发放手腕纸带，写

上父母名字和电话，用各种便利条件鼓励

儿童参与航展。

反观今年的珠海 航展，在公众日儿

童及老者优惠票价350元，成人最低票价

550元，但在儿童观展服务中尚没有特别

的便利措施。

珠 海 航 展 的 主 办 者 也 会 在 全 球 和

国内其他航展学习取经。连续几年参加

ABACE，让珠海航展公司的掌门人们感

叹：一些中小型展会在服务上可以做的特

别细致，特别人性化。怎么把服务做细做

精，也是珠海航展人一直考虑的问题。

在外界看来，珠海航展中出现的一

些细节问题并非难以解决，所需的资金

投入也未必很多。这就需要主办方更好

地兼顾商业性和公益性，以更长远的目

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国际化的标准来

完善提升，把珠海航展办成真正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国际级航展。

航展也是传播航空文化最好的盛会，外国一些航展会用各种便利条件鼓励儿童参与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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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长远的目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
国际化的标准来完善提升，把珠海航展办成
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级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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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用这

句话来形容航展中的飞行表演是再贴切不

过了。什么样的动作难度高危险系数大？

哪些动作能表现出飞机的超高性能？从飞

行动作能看出飞机的哪些秘密？拿好 IFLY

这份“硬核”观展攻略，保你像内行一样

看得头头是道！

Aerobatic Flight Show
Interesting

飞行表演看门道
  本刊记者 孙昊牧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用这

句话来形容航展中的飞行表演是再贴切不

过了。什么样的动作难度高危险系数大？

哪些动作能表现出飞机的超高性能？从飞

行动作能看出飞机的哪些秘密？拿好 IFLY

这份“硬核”观展攻略，保你像内行一样

看得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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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霖指出，目前通用航空面临的发展形势是放

管服力度加大，政策引导效果显著，制度性障碍还需破

除，发展活力还需释放。

 “空重几乎是歼10战机两倍的歼20

战机入场了！歼20双机以紧凑右梯编队、

向2点（东北）方向进入，通场飞行高约

350米。在表演场主席台正前向延长线上

方，左右水平扇面分别脱离编队。长机在

通场后快速上升的同时向12点正北方向

返航。

“而歼20僚机则85度大坡 度右转

弯，掠过距金湾机场正面2500米海边的

涌口山顶，在优异的鸭翼主动控制气动布

局的支持下，以近700千米时速和400米

高度，在航展中心表演区小半径S形盘旋

机动并略微降低飞行高度，显示了歼20优

异的升力构型和机动性能。之后歼20战机

180度掉头再次以300米高度快速通场，

然后垂直急剧跃升并向左侧滚转。飞机快

速爬升至1200米的高度，飞行员继续抗

着约5个G的过载重压，做3/4大半径桶滚

后，结束24秒精美绝伦的特技飞行动作，

脱离表演区返航。”

从上一届珠海航展的这段歼20战机

飞行表演的解说片断中，你能看出其中蕴

藏着多少信息吗？

尽管被大家叫惯了“珠海航展”，其

实它的大名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冠以“中国”之名的航展，更是我国

航空航天实力的集中展示。要看懂这样高

规格的航展和飞行表演，必不可少的就是

专业的飞行表演解说。IFLY特别请到从第

二届起连续多年为珠海航展做解说的国家

飞行解说员王国新老师，带您一次看懂珠

海航展飞行表演中的门道。

  3支飞行表演队争锋

IFLY：今年珠海航展确定了3支飞行表演

队：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空军航空大

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和沙特阿拉伯皇家空军

“沙特之鹰”。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王国新：“八一”“红鹰”和“沙特之

鹰”3支表演队，客观来讲都是国际上特技

飞行表演的精英阵容。

“八一”队使用我国自己的第三代战

斗机歼10，这也是列装中国空军部队的超

音速战斗机；“红鹰”队使用我国南昌洪都

生产的K8教练机，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引

进的亚音速教练机；“沙特之鹰”队使用同

英国“红箭”飞行表演队一样的鹰式飞机，

也是亚音速教练机。

“八一”飞行表演队，是国际公认的

一支表演强队。在飞机上，“八一”使用的

是现役的重型战斗机，机长近17米，起飞

全重接近20吨，是K8和鹰式教练机的两

到三倍。无论从机高、体积等各方面的数

据看，歼10的块头都很大。此外，歼10作

为一种歼击机，能携带多种武器，比如空

中导弹、空地导弹、激光制导炸弹、滑行

炸弹、跑道炸弹、传统炸弹等，这些鹰式

和K8教练机是不具备的。

首次来珠海航展进行特技飞行表演

的沙特空军“沙特之鹰”飞行表演队，使

用的是英国制造的Hawk MK65A“鹰”式

高级教练机。由于这支飞行表演队成立时

间不长，在国际知名国际航空会展和大型

航空表演活动露面有限，目前从互联网资

料中，可以看到“沙特之鹰”飞行表演队的

不凡姿容。例如他们表演中以密集编队的

拉烟形式，在空中做出“钻石回环”、“螺

旋绕飞”以及标志性国徽等23个不同的动

作，显示这支队伍很高的表演水平。

“红鹰”飞行表演队2011年建队，来

自于空军航空大学，这里是航天员翟志刚

的母校，还培养了我国首批战斗机女飞行

员。“红鹰”队员由空军航大的飞行教员

组成，他们的飞行表演在观赏性方面也很

具特色。

“红鹰”飞行表演队使用的8架国产

K-8喷气式教练机，编队阵容大，震撼度

高。K-8喷气式教练机飞行速度虽慢于歼

10战机，但由于气动性能优越，稳定性和

操控性能突出，机体轻动力强，剩余马力

相对较大，使K-8飞机总体飞行品质较为

优越，加之空军航大飞行教员队伍技术

水平也很高，双机绕轴（也叫作超级螺旋

DNA图谱）、丘比特之箭等独特表演动作

都让人耳目一新，因此带给观众们的震撼

度也会很强烈。

王国新：

中国国家飞行解说员，他的飞行解说

在生动有趣的同时，也富含深厚的航空知

识和快速的即兴评论。自第二届珠海航展

起成为飞行表演解说员后，王国新几乎从

没缺席这一中国的航空盛会。此外，他也

为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中国国际通用航

空博览会、中国国际航空体育节、郑州航

展、沈阳法库国际飞行大会、阿拉善梦想

航空嘉年华、天门山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

等大型国际航空活动的飞行表演进行精彩

解说，被誉为中国“第一空嘴”。

特技飞行中的基础队形

钻石编队

左指针编队

右指针编队

雁阵队形

楔形编队

纵队队形

左梯形编队

右梯形编队

横队队形

摄影/ 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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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队的招牌动作

IFLY：“八一”飞行表演队代表了我国空

军飞行的最高水平，他们有哪些特别有看点的

动作？

王国新：“八一”队多次在珠海航展

上进行飞行表演，尽管每次都会有所变

化，但他们有一些招牌动作，比如单机大

仰角上升、双机剪刀机动对头交叉、四机

同步横滚、六机斤斗、四机向上开花、五机

水平开花等，还是很有看点的。

六机斤斗：六机在高度100~2000米

高度范围内，速度300~850千米/小时范

围内于垂直面做斤斗，体现出飞行员对飞

机良好的操控能力和表演队员精湛的编队

技术。编队的风险是随着飞机数量的增加

成几何倍数增加的。六机以超密队形在铅

垂面内做斤斗，风险极大。

双机对头交叉、上升横滚:这个动作

是两架飞机从跑道两边高速飞过来，在观

礼台正前方对头相遇，同时拉起做上升横

滚，相遇时两机相对速度达1400千米/小

时，飞机擦肩而过的瞬间近在咫尺，操纵

差之毫厘后果便不堪设想，这是意志和勇

气的较量，技艺同胆略的抗衡，场面惊心

动魄、扣人心弦，无所畏惧的两位飞行员

好象勇敢地游戏于魔鬼之门，然后闲庭信

步一般地扬长而去。这是目前飞行表演舞

台上最为惊险的动作之一。

双机剪刀机动对头交叉：相对时速达

1300多千米，相距仅有数十米，考验的既

是飞行员近距空战的战术技能，更是飞行

员的战斗心理品质和胆气血性。两架飞机

分别从跑道的两侧向对方飞来，在观礼台

的正前方对头相遇，双机交会时高度差只

有30米，间隔只有50米，随后双机同时拉

升，飞机交叉上升后还进行了横滚动作。这

一动作在全世界的飞行表演中，难度非常

大，十分惊险。

双 机 绕 轴滚转:一架飞机保持平

飞，另一 架 飞 机 在 横 侧 面 内

绕 着 前机做360度大

半径连续横滚飞

行。此动作观赏性非常强，同时可以展现

出飞行员在低高度状态下连续滚转时对飞

机状态感知和精准的操控能力。

四机垂直向上开花:四机以高度100

米、速度800~850千米/小时的速度拉

起。在向上垂直90度时，各机同时分开，形

成相互间隔90度的花瓣。

单机蛇形扭转:单机在高度100米、速

度700~750千米/小时，做急上升转弯，转

至90度方位时顺滚180度，反方向改出。

此动作在实战时意义非常大，急上升转弯

也叫“殷麦曼”机动，连续上升转弯，在垂

直面与敌机形成交错线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控制滚转角度，利用垂直面性能极限

摆脱对手并获得攻击空间。

五机水平向上开花:此动作可以说是

表演队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来宾致意。

动作看似简单，但对于长机来讲，在低高

度大速度连续转弯的情况下，要垂直对向

观礼台，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飞机在

空中，始终是动态变化的，会受到高度、

速度、推力、坡度、载荷和空中风向风速

的影响。

  举国培养的飞行表演队

IFLY：与国内其他通航飞行大会相比，

珠海航展飞行表演的特点在哪？

王国新：珠海航展突出的特点之一，

就是在这里进行表演的均为举国之力培

养的空军飞行表演队。我们看到，每届珠

海航展上前来的各个国家空军表演队都

是精品。这些都是人才高精尖，先进的队

伍维护、表演理念和各种智慧集于一体的

国家级空军表演队，当然他们的表演也必

须是精品。

世界各国空军的专业飞行表演队使

用的大都是喷气式飞机，达到超音速或者

亚音速,这也是与很多通用航展和航空运

动中的特技飞行表演队不同的地方。后者

绝大部分都是活塞螺旋桨飞机，相对来说

重量轻、飞行高度低、速度慢，通常最大时

速只有五六百千米。而这些特技飞行表演

队的表演在普通观众看来更好看，因为在

动作质量高的前提下，可以有更多花样。

相比起速度快、吨位大、过载强的军机来

讲，特技运动飞机做的大量动作军机是做

不了的，因为军机速度很快，它就是在天

空展现它的动作大、速度快、动作剧烈、

编队有气势。

此外，珠海的地理位置也给飞行表演

队带来一些挑战。珠海金湾机场紧邻海

边，旁边还有眼浪山、炮台山等山和岛屿，

本来海边风大，再加上山峰的阻扰，造成

了金湾机场风向变换多、气流比较乱。以

往每届来到珠海航展的飞行表演队都需

要一个适应过程，而且他们都会准备A和

B两个飞行计划，根据表演当天的天气

和气象条件决定表演方案。

  国产大飞机“三剑客”

IFLY：今年的珠海航展，除了

两支中国空军飞行表演队，您认为还有哪些精

彩看点？

王国新：珠海航展前几日，我国的大

型水陆两栖飞机A G600刚完成了水上

首飞。今年争取我们的国产大飞机“三剑

客”—C919、运20和AG600可以在

珠海实现胜利会师。如果这3架飞机都进

行飞行表演，也会是中外航空界关注的

焦点。

另外据悉，已经开始列装中国空军的

歼20战机也会进行飞行表演，这应该是本

届珠海航展最精彩的看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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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可以说是飞机爱好者们的视觉饕餮盛宴。在

这里，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各类飞机舞出的曲线，聆听

发动机的轰鸣。与普通的飞机爱好者们相比，摄影发

烧友眼中的航展更加独特、优美且富有激情。航展摄

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航展的千变万化，同时他们自己

也是航展中不可或缺的风景。

Those Photographers at

the Air Show
航展摄影那些事儿

  本刊记者  刘九阳

摄影/ 罗韬

2018.5内文1025.indd   74-75 18/10/25   下午6:02



76 77

|权威声音VOICE |||||||||||||||||||||||||||||||||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航空摄影师，罗

韬几乎拍遍了世界各大航展与其周边的

机场。

自1984年初中毕业，父亲送了他一台

凤凰304A相机开始，罗韬就开启了自己

的摄影历程。因为从小便对飞机感兴趣，

所以在北京参加工作以后，罗韬一有时间

就背着相机围着机场围界转悠拍照。如今

从手头已有的片子算起，罗韬拍飞机已有

近20年的历史了。

2010年是罗韬第一次拍摄珠海航展，

2012年则是他第一次出国拍摄航展—

新加坡航展。从这以后，罗韬陆续参加过

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举办的世界最大

军用飞机表演盛会（俗称“纹身会”）、俄

罗斯莫斯科航展、新加坡航展、韩国首尔

航展、巴林航展和比利时航展等。每一次

拍摄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着多年航展拍摄经验的罗韬认为，

航空摄影听上去很美，其实是个很辛苦的

体力活。

“大家看航空摄影的照片都非常唯

美，一瞬间，好像就被定为永恒。其实每

一张片子，都是摄影师们用非常非常辛苦

的付出换来的。”

珠海航展时，罗韬特意提前了很多天

专门拍摄飞机的转场和进场；在新加坡航

展的跑道上拍摄低角度飞机照片时，暴晒

及地面热浪导致他的皮肤晒伤严重；在莫

斯科航展上，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出

发，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能休息。由于机队

表演过于精彩，罗韬站在相机三脚架前，

常常一连几小时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其中

辛苦不言而喻。

“航展拍摄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

体状况，以便随时调节，尤其不要感冒发

烧。”罗韬回忆起了第二次去俄罗斯时，8

月的莫斯科居然下了雪。后来实在冷得不

行，才不得已放下相机，与朋友相伴去买

绒衣。

吃不上饭，也是航展上摄影师们常面

临的问题。罗韬开发出了自己的“秘密武

器”：“这么多年我就总结出一个办法—

大量吃胡萝卜，当饭又当水果。口腔溃疡

的时候，尤其管用。拍飞机时，我们‘飞

友’嘴里都叼着一根胡萝卜，别人远看都以

为是烟斗。”

航空摄影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站

在地面拍摄空中或地面的航空器，叫“地

对空”或“地对地”，是目前航空摄影的主

流；第二类是指在空中的航空器上拍摄地

面，叫“空对地”；还有一类是拍摄者乘坐

一架飞机拍摄空中另一架或一个编队的飞

机，叫“空对空或A2A”。

“空对空”是航空摄影的“最高级”，

也是每一位专业航空摄影师或航空摄影

爱好者追求的终极梦想。罗韬也是国内为

数不多的“空对空”航空摄影师之一。

罗韬拍摄“空对空”的经验非常丰

富，其中最令他自豪的“空对空”摄影作

品，都是在英国的“纹身会”上拍摄的。

从2016年开始，罗韬每年都会出现

在“纹身会”的随行飞机上，寻找、捕捉机

群表演时的最佳视角。

“我们每次乘坐的拍摄飞机都是同

一种型号—肖特-33，一种安全性能较

高的老式运输机。拍摄用的飞机经过改

造，打开飞机两侧窗户上的小窗户可以将

镜头伸出去。飞行时尾舱是打开的，我主要

通过尾舱向外拍摄。”

摄影师在参加“空对空”拍摄时，不

仅需要极好的体能和专业拍摄技巧，还要

具有专业的飞行和航空知识。摄影师每天

都会经历飞机数个起落的拍摄，颠簸六七

个小时。

据罗韬介绍，一般一次“空对空”拍

摄活动会根据气象条件安排两至三天的

拍摄，每天四五个起落，飞行时间从40分

钟到两小时不等。飞行时会根据气象条件

在离地面1600英尺~6000英尺的高度之

间变换，摄影师要承受一定的颠簸或晕机

等不良感受。因为拍摄时飞机尾舱是打开

的，所以在空中的机舱温度只有0℃左右，

寒风、高压气流涌进，摄影师有时会冻得

按不下快门。

安全，是航空永恒的主题，“空对空”

拍摄也不例外。按规定，摄影师只能带两

台相机，一机一头。罗韬强调，在升空前一

定要将相机的镜头和机身之间、后盖、电

池仓、卡槽用专门的3M胶带封住，防止在

空中磕碰，机身和镜头脱离。“因为飞机尾

舱是打开的，军用飞机跟在后面，万一镜头

飞出去，很可能会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

虽然“空对空”拍摄比平时的“地对

地”“地对空”拍摄明显更加辛苦，不仅要

抗冻、抗风、抗压，还要抗晕机、抗噪音

……不过，只要能获取平常人难得一见的

瞬间，得到一幅自己满意的航空摄影作品，

对罗韬来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从最初的爱好到成为航空摄影领域

的资深“飞友”，罗韬一直保持着对航空摄

影的最大热忱。如今，航空摄影早已成为

了罗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航空一直是

我的情结所在。这么多年来，一听到要去

航展上拍飞机，我还是很兴奋。这意味着

我又能拍到新的图片，有新的收获。虽然

航空摄影的付出和消耗都很大，但只要还

热爱着，我就永远不会觉得累。” 

“空对空”摄影的魅力
罗韬
著名航空摄影爱好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海南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第2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评委推荐奖”获得者，拍摄飞机长达20年

摄影/ 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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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照片不需要注释
陈肖
《航空知识》杂志编辑，专业航空媒体记者

今年是陈肖参加的第5届珠海航展。去

珠海航展对大多数摄影师来说，主要目的

就是两个—爱好和聚会，陈肖也不例外。

“第一次去参加航展的原因特简单，

就是因为听说这是中国最大的航展。我也

是从那一年开始学摄影的。”当时的陈肖

只是一名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的

学生，没有钱、没有经验，只能花钱买票在

公众日的时候“混个热闹”，甚至带去的相

机都是管别人借的。在谈起8年前青涩的

自己时，他声音温暖，带着怀念和笑意。

成为航空媒体记者后，珠海航展更成

为了陈肖必不可少的行程。“航展记者很

辛苦，既要拍东西，又要采访，需要无空隙

地在展馆现场跑新闻、跑热点。虽然累，

但情绪却是高昂的，毕竟很少有人能同时

将兴趣与工作结合在一起。”

在这8年的航展拍摄生涯里，陈肖总

结了不少经验：“拍航展最主要的还是选

点、选景、选位置。”

“ 炮 楼 ”地 处 珠 海 金 湾 机 场 跑 道

南侧，位于东经113°236.38”、北纬22° 

042.31”。这里拥有拍摄飞行表演的最佳

位置—交通便利、视野开阔、顺光，是

大家公认的珠海航展最佳拍摄地。每届航

展，这里都会聚集大量职业摄影师、摄影

发烧友。各类长焦镜头云集于此，于是被

大家形象地称为“炮楼”。这里原是金海

滩的一家酒店，后因破产被个人买走，平

时根本没人来，每到航展，房东就会回来

简单收拾一下，开始营业。拍摄的价格一

人100元，上一届珠海航展因为歼20的首

秀，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涨到了每人300

元。即便如此，“炮楼”依然人满为患。

2010年的陈肖完全是一个“看热闹”

的航展新人，回来以后才听别人说起“炮

楼”的存在，于是，陈肖就决定下次一定要

去“炮楼”上看看。

陈肖去了以后发现，“炮楼”的拍摄

视角是真的好。“炮楼”背后的山是飞行表

演时飞行员在天上的参照物，几乎所有编

队动作盘旋时都围绕这座山进行，在炮楼

上基本可以拍摄到表演机在天上的每一

个动作，而且一半以上都是顺光。

此外，“炮楼”正对05跑道第二个脱离

道口，展区停机坪联络道视野极佳，所有从机

坪滑出的飞机都在“炮楼”视线之内。“八一”

飞行表演队3机编队的起飞，也只有在“炮

楼”或“炮楼”后面的山上才能拍到，“在场

内想看到飞机起降的精彩瞬间是绝对不可能

的”。在2016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位日本

摄影师更是用摄像机记录下了歼20飞机从飞

临、盘旋，到垂直爬升最终离场的全过程。

“大家都知道炮楼是危楼，但为了最

好的拍摄角度，摄影师们都拼了命地抢有

利位置，有时候凌晨就有人去占领前三排

的机位。但我们年轻人都比较懒，睡得晚

起得晚，比较靠前的位置就都被占了。”陈

肖笑着说，“摄影就是这样，但每个位置有

每个位置的特色，自己随意就好。”

如果说第一排和后面有什么区别，其实

就在于第一排能更方便地拍到飞机起飞的瞬

间。“等飞机上天之后都一样。如果摄影师

身处后排的话，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当做前景

构图，那也很不错，人物也是画面的一部分。

我相信拍出来的照片是一样完美的。”

除此以外，陈肖也介绍了一些其他不为

人知的拍摄场所。“珠海机场南侧的金海湾

有许多废弃楼房，很多摄影师会为获得不同

拍摄角度而爬上楼顶。由于是废弃的楼房，

所以需要自备梯子爬楼，这群人也被称为爬

楼党或爬墙党。”另外，炮楼后面的山上有

一个叫做“金凤台”的地方，比炮楼视角高，

拍照的话能以炮楼上的人群为前景，拍出人

文风格的图片也别有一番味道。

8年的航展拍摄让陈肖明白，镜头永

远都在追寻热点，但镜头后面的摄影师一

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炮楼上的摄影师们用什么摄影器材的

都有，从500mm、600mm到800mm的超

长焦镜头一应俱全。如果以前陈肖还很在乎

摄影器材的选择，现在的他就像一位剑客，

力求达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境界。

“当你从广角、定焦到800mm的镜

头都用过以后，就会发现，摄影器材虽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要以什么样的身份

和心态来拍摄的问题。”

所以，作为一名航空记者，在拍摄时，

陈肖现在考虑更多的就是如何抓住照片

的细节和角度。“最近两年在航展上拍的

照片，其实都属于新闻摄影，要有画面、有

表达，要拍到和普通航空摄影师不同的东

西。”陈肖认为摄影作品要有明显的个人

特征，“所有人都可以把飞机拍得很漂亮，

因为飞机本身就很漂亮，但这其中很多片

子一看就是我拍的。为什么？因为想法和

设计不一样，画风也就不一样。”

陈肖认为，一张真正的好照片，尤其以

人物为核心时，是不需要文字来注解的。谈

起自己最有故事性的作品，陈肖想起了曾在

2016年拍摄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中队

长余旭：“每届珠海航展，空军‘八一’飞行

表演队都会来，我都会注意他们每次的状

态有什么变化。在得知余旭在航展结束后

的一次飞行训练中壮烈牺牲的消息，我找

出了自己拍过的各式各样余旭的照片，最后

我选定了其中一张，余旭坐在飞机的后舱

上跟大家招手的照片。后来，这张就成为了

空军纪念余旭的官方使用照片。”

“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照片背后的故

事，也开始尝试着用照片呈现出来。因为

对航展熟悉，所以才会考虑一些更深层次

的东西。”

对于珠海航展的拍摄，如今陈肖有了

更高的目标：“要用自己的镜头去记录中国

航空业的发展与进步。”说完，陈肖又笑着

问，“这句拔得会不会太高？”

摄影/ 陈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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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航展门票

第十二届珠海航展公众日门票（2018年11月9日、

10日、11日）每日限量售票8万张，售完即止。

第二步：掌握基本知识

要拍摄飞机，首先要认识飞机。航展上出现的诸

多飞机，要如何区分？

以飞机的推进方式分，可以分为喷气式飞机与螺

旋桨式飞机等;以飞机的用途分，可以分为军用飞

机与民用飞机，运货的运输机与载客的客机等;在

飞机动作方面，大型运输机非常笨拙，而战斗机

则非常灵活;在飞机体积方面，大型运输机体积庞

大，而战斗机则小巧玲珑。

摄影师拍摄飞机的水平与其航空知识成正比。不同

飞机具有不同特点，摄影师必须熟悉这些，才能掌

握飞行规律，选好拍摄角度，把握拍摄时机。

第三步：找好拍摄角度和地点

拍好照片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好的拍摄点。

航展分几个区域，进门时的导览图千万要拿，上

面列有飞行表演程序和时间，这对于飞行表演的

拍摄帮助很大。

室内和室外展位区、静态停机坪都是施展摄影创

作的好场所，帅气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对飞机的

维护、保养、起飞前的准备工作、端着长枪短炮

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的观众都可以成为照片

中的主体。

不过，现场攒动的人头容易挡镜头，所以最好的方

法就是爬上“炮楼”，向有经验的摄影师取经。

第四步：摄影器材的选择

1.镜头的选择：

拍摄飞行表演中的战斗机，镜头焦距不宜太长。

1000mm的镜头无法追上飞行状态变化万千的战斗

机，难以将飞机保持在画面之中。200mm~600mm

焦段范围的镜头较容易掌握。如果要展现飞机的

压迫感和张力，也可用广角镜或鱼眼镜。建议使

用70mm~200mm的镜头拍摄头顶上方的飞机，用

400mm~600mm的镜头进行更严格的拍摄。

以罗韬的经验，他在航空摄影时一直使用佳能相

机和镜头。现在用的机身是EOS-1D X Mark II，

在地面拍摄时，镜头使用EF200-400mm f/4L IS 

USM EXTENDER 1.4X，画质非常好，重量也

能接受；而在空中拍摄时则使用 EF100-400mm 

f/4.5-5.6L IS II USM。

2.带三脚架

能否把飞机拍清晰，在于两点：相机是否有脚架

支撑，快门速度是否够快。使用三脚架除了可以

让你放下手上几公斤重的器材休息，同时更可以

让你连续拍得清晰的好照片。

使用三脚架是有技巧的：三脚架要架得稳，尽可

能高，但不能将三脚架的云台固定锁死。云台要

不松，有点阻力，但又能够移动迅速，可方便相

机追随飞机移动。

3.调好相机设置

测光系统：战斗机飞行速度极快，表演时各种特

技飞行动作极多，飞行范围大，时间短，而天空

光照情况相差三级光圈以上，飞机在头顶飞过的

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有时根本来不及调整光圈

和快门速度。想充分掌控相机，最好使用相机测

光系统，并配合使用手动曝光模式。半自动模式

非常有效。

快门速度：要将一架时速近500千米的飞机飞行的

瞬间定格下来很不容易。要成功拍摄出清晰的飞

机，快门设置成1/1000秒以上都可以。

对焦模式：使用高速连拍模式。现时大多数相机

都有追焦的功能，也叫人工智能对焦。当相机的

取景器跟踪飞机时，相机会随着飞机的距离而自

动调节焦距。

第五步：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

精彩而优美的图片，往往是用辛勤的付出换来

的。除了装备以外，航空摄影还需要时间和体力

的大量消耗。前往航展拍摄前，一定需要做好足

够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哦。注意身体，不要生

病，让我们一同享受航空带来的美好吧！

手把手教你：

摄影小白如何拍摄航展？

摄影/ 罗韬

摄影/ 陈肖摄影/ 陈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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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百多年前开始的航空展，是人类追求飞行梦想的

狂欢盛会。如今的世界各大航展中，军民飞机分庭抗礼，

飞行表演也由飞行爱好者的自发竞技变成国家空军实力的

集中展示。然而航展仍是航空爱好者们梦想与现实最切实

的结合地，也是我们畅想未来飞行的现实出发点。

in the Centennial Air Show History

Dreams and Reality
百年航展的梦想与现实

  本刊记者 孙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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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斯航空大会短短一周时间内，兰斯迅速就变成

了名流荟萃之地。各国的王室贵族、政客、军方首脑以及

欧洲各界的精英们纷纷涌来，争先一睹新奇的飞机和充满

个人魅力的飞行员们的风采。

  起源时髦的飞行盛宴

尽管在1903年是来自美国的莱特兄

弟第一次成功试飞了飞机，但早在一百多

年前的法国，造纸商蒙哥尔费兄弟已经用

热气球将人类带离了地面。在19世纪的整

个欧洲，热气球和气艇早已成为欧洲追逐

时尚和浪漫人士的生活和旅行方式。

随着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试飞

成功，欧洲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很多成功升

空的飞机。

1908年，英国《每日邮报》设下了

1000英镑奖金，奖给第一个飞越英法两国

间英吉利海峡的飞行员。虽然在当时气球

和飞艇都已能很容易地飞越英吉利海峡，

但对飞机来说仍然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无

论奖金如何，不少飞行家都被吸引来参加

这个极限挑战，也引起了整个欧美世界的

注目。

1909年7月25日凌晨4点，法国人

布莱里奥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布莱里

奥”XI 成功飞越了英吉利海峡。他的飞机

的机长8米，翼展7.8米，装一台功率为18

千瓦的3缸气冷半星型活塞发动机，机头

为一副双叶螺旋桨。飞机上除了发动机和

起落架外，几乎都是白杨木结构，为了减

轻飞机重量，飞机的蒙皮竟然用牛皮纸加

涂料制成，因此看上去十分单薄。为防止

意外，只在机身尾部装了1只气囊。

布雷里奥的整个飞行用了36分钟，飞

行距离为41.9千米，是人类第一次用一架

完全没有导航设备和保护的情况下完成了

国际间的越洋飞行。

布莱里奥的英雄壮举加之《每日邮

报》和其他报纸的大幅宣传，使他在英法

两国都受到了英雄凯旋式的欢迎，引起了

国际上对新兴航空技术前所未有的关注，

一时间航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当时在法国、英格兰和美国新涌现出

的航空俱乐部决议联手举办一次航空盛

会，而在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的兰斯也发

觉了航空这一最时髦又浪漫的噱头，兰斯

航空大会的举办一拍即合。

就在布莱里奥飞跃英吉利海峡一个

月后，1909年8月22日~29日，整整一周的

时间中，共有9种型号的38架飞机汇集于

兰斯，其中23架进行了飞行表演。这是世

界上首次国际性的公众飞行展示活动，当

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知名的飞行家全部云集

于此，参观者达到50万人之多。

虽说这次飞行盛会是全世界开天辟

地的第一次，但在兰斯各大香槟酒厂慷慨

的资金支持下，航展的组织也井井有条。

主办方专门修建了跑道，并搭建了35个机

库，看台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其他配套

设施也一应俱全。

航展期间还举行了一系列飞行比赛，

每日的各项赛事都有各大香槟酒商赞助

的现金和奖杯作为奖励。著名的酩悦香

槟赞助了飞行高度的比赛，凯歌香槟赞助

了载客飞行最大航程的比赛，伯瑞香槟、

白雪香槟、莫诺波勒香槟和路易王妃香

槟则分别赞助了不同的竞速比赛。众酒

商还共同出资，为最大航程的比赛设立了

一个“香槟大奖”，奖金高达5万法郎。因

此，这次航空大会后来也被称为“香槟飞

行大会”。

此外，美国报业大亨小詹姆斯·戈登·

贝内特赞助了一项被称为“国际航空杯”

的比赛，奖金达到25000法郎。

在航空大会短短一周时间内，兰斯迅

速就变成了名流荟萃之地。各国的王室贵

族、政客、军方首脑以及欧洲各界的精英

们纷纷涌来，争先一睹新奇的飞机和充满

个人魅力的飞行员们的风采，观众中还包

括了当时的法国总统阿尔芒·法利埃和英

国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甚至有数千

名美国观众跨越大西洋赶来为他们参赛

的同胞加油。为了维持航展期间的社会秩

序，法国政府动用了1200名步兵、200名

骑兵和400名当地警察。

兰斯航空大会开幕的当天傍晚，在

夕阳中，7架飞机同时出现在机场上空，

在数万观众的瞩目中呼啸而过，震惊全

场。当时身处现场的英国《每日邮报》记

者哈里·哈珀在发给报社的电文里这样

写道：“空中满眼都是飞机……在这个世

界的历史上，以前从未有人目睹过如此壮

丽的景象。”
20世纪初，航空成为世人眼中时髦又浪漫的新鲜事物，

从这幅1909年“兰斯飞行大会”的海报便可见一斑

在1973年的巴黎航展，图中最为抢眼的形如梭镖
的两架飞机，就分别是图-144和“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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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航展的对立与合作

1909年9月25日，法国航空先驱罗伯

特·埃斯诺·贝蒂里在巴黎市中心的大皇

宫组织了第一届国际航空展览会，展期23 

天，开启了百年巴黎航展的序幕。

这一次航展的展品，除一艘飞艇和三

只气球外，还有30架飞机，包括两个月前

第一次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布莱里

奥”XI。不过在当时，气球在展会上还是被

摆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因为在20世纪初，

气球仍被人们认为是必不可少的飞行物。

这次展会的头两天就吸引了10万名观

众，这让举办者对航展充满信心。

此后，在巴黎市中心的大皇宫里，每

年的9 月都有航展举办，而巴黎航展也成

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航展。1913年的第5 

届巴黎航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

一次。在这届航展上，曾作为航展重要参

展部分的气球已经消失，拥有更快速度和

更灵活操纵性的木质双翼机，正式成为了

当时航空发展的主流，也在接下来发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14年到1918年，尽管因为“一

战”航展暂停了4年，而战争却将各国的航

空技术猛地向前推了一大步。在这4 年中，

各交战国共生产了18.4万架飞机和23.5 

万台发动机，其中法国生产了5 万架飞机。

于是，当1919年12月法国航空工业同业协

会筹办第6届航展时，他们发现人们对航

展的热情比“一战”前更高了。1919年的

巴黎航展异常火暴，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军

用飞机，并首次展出了由军用飞机改装的

运输机，人们对航空技术和未来飞行生活

的憧憬越来越热烈，航空大会开始逐渐从

飞行爱好者的聚会演变为航空新技术和产

品的展示。也在这一年后，巴黎航展由每

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

1920年，世界上第二大航展的前身

在英国首次举办。

那一年，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以北的

亨顿基地举办了一系列空中飞行表演活

动，称为空军“庆典”。这个由英国皇家空

军举办的军事展览，正是英国范堡罗国际

航展的前身。

从1920年～1937年，这一皇家空军

的展览每年举行一次，主要展示英国现役

航空装备和英国航空工业研制的新型飞

机，并从1932年起开始在伦敦附近的范堡

罗机场举行飞行表演。

事实上，最初的两大航展都是较为封

闭的国家专场。巴黎航展和英国皇家空军

军事展览，展出的只有本国飞行器，观众

也鲜有他国人员。直到1924年，巴黎航展

上首次出现了英国和德国的参展商，这才

开始让巴黎航展有了国际化的味道。

1927年5月20日，美国人查尔斯·林

登伯格驾驶着他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

机首次跨越大西洋，成功降落在巴黎布尔

歇机场。林登伯格这次人类历史上首次横

跨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从纽约到巴黎，

历经33小时30分钟。这一壮举使他和他的

“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都成为了飞行史

上的英雄。自此巴黎布尔歇机场在全世界

声名大噪，美国人对它更是耳熟能详。

在那年的巴黎航展上，来自世界各地

的飞行爱好者们纷纷前来触摸这架飞机。

为了让这架经过长时间飞行的飞机不受损

坏，警察甚至需要拉起人墙来保护它。法

国人对这架异国飞机的热爱，才真正让巴

黎航展打开了完全开放的态势。

在英国皇家空军军事展览最初举办

的12年里，只展示英国现役航空装备，并

开辟“新型号园地”，专门展出英国航空

工业研制的尚未服役的原型机，但这些机

型并不向国外客户开放。直到1932年，主

办单位说服空军，在接待完大批国内观众

之后，将“新型号园地”延长一天，向有意

购买飞机的国外客户开放。那次，英国人

共向外国人展出了13家公司制造的30种

新飞机，这成为后来几年庆典活动的固定

节目，也成为英国航展走向国际化的最开

始。到1936年，英国皇家空军军事展览转

至哈特菲尔德机场举行，来自50 个国家

的3000名贵宾观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航展，英国的航展也终于具备了可以

与巴黎航展相抗衡的国际影响力。

1946年，“二战”后的首次，即第17

届巴黎航展在奥利机场举办，在“二战”中

崭露头角的喷气式发动机，也在航展中展

示，并逐渐由军用向民用发展。此外，在这

届巴黎航展上首次出现了飞行表演，也成

为日后最吸引大众参与的原因。

在海峡对岸的英国，二战后的航展开

始由英国飞机制造业协会（SBAC）举办。

1948年，首届“飞行表演与地面航空技术

展示会”在伦敦郊外的范堡罗机场举行，

这是真正意义上范堡罗航展的开端。在这

次航展上，公众第一次被允许在贸易日之

后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进场参观，两天的观

众达20万人次，大大鼓舞了主办方，使公

众日成为后来历届航展的惯例。

1962年是范堡罗每年一届航展的最

后一次。每年办一次航展变得越来越困

难，因为随着航空技术的日趋成熟、复杂，

不可能每年都有新飞机问世；另外工业界

如此频繁地参展也感到负担沉重（逢单数

年，一年里要同时参加范堡罗和巴黎两个

航展)。于是，范堡罗航展主办方SBAC与

巴黎航展主办方法国航空航天工业集团

（GIFAS）协商达成一致，两个展览都每

两年举行一次，法国在单数年，英国在双

数年。

自此，这个两大航展交替举办的格局

一直保持至今。

事实上，最初的两大航展都是较为封闭的国家专

场。直到1924年，巴黎航展上首次出现了英国和德国的参

展商，这才开始让巴黎航展有了国际化的味道。

“协和”超音速客机的成功
试飞，引来全世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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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展竞赛中的国际格局

二战后至冷战时期，作为最大型的国

际航空展，巴黎航展成为了当时世界航空

技术发展和变化最重要的见证，也成为美

苏对决最重要的秀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宇航事业

在美苏竞技中迅速发展。从1961年起，巴

黎航展上开始设立宇航展台，美、苏在宇

宙空间的争夺也反映到巴黎航展上来。从

1963年第25届航展起，其名称改为“国际

航空航天展览会”。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

空的宇航员—苏联人加加林也亲临这次

航展现场。此后，世界各大航展也纷纷肩

负起航天技术展示的平台。

在1973年的巴黎航展上，苏联展团

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展团的飞机展示

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社会主义苏联的招

牌产品包括：伊尔-76运输机、安-26运输

机、图-154客机、伊尔-62客机、图-134

客机、雅克-42客机和图-144超音速客

机，阵容波澜壮阔。法国则对应展出了达索

“水星”客机、“猎鹰”公务机和英法合作

的“协和”超音速客机。其中最为抢眼的

形如梭镖的两架飞机，就分别是图-144和

“协和”。当时在巴黎航展展出的这架由

安德烈·图波列夫设计的图-144是该项目

的原型机—苏联人急迫地把它推到巴黎

航展上，希望能夺回更多的关注目光。但

也就是在这次航展上，这架注册号77102

的原型机在表演中突然坠毁在数万观众

面前，酿成惨祸。这次事故也几乎葬送了

图-144飞机的未来。而比图-144早实现

首飞的“协和”客机虽然成功投入商业运

营，但也命运坎坷，很快因为高耗油率造

成的运营困难和“音爆”噪声等问题，在

2003年宣布退役。

1979年的巴黎航展，可谓是苏联专

场，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伊尔-62、伊

尔-76、图-144、图-154、雅克-40、安

-24、米-12等飞机。然而这也几乎是苏联

最后的风光时刻。

尽管 冷战 结 束、苏 联 解 体，但 从 苏

联 时 期延 续 至今 的“图系列”“伊 尔系

列”“苏系列”“米格系列”和“安系列”，

这些以苏联设计局命名的飞机型号，始终

在全世界航空领域和航空爱好者中耳熟

能详。其中成立于1946年的安东诺夫飞机

设计局，研制出的被称为“苏联的空中拖

拉机”的安-2多用途运输机，总产量超过

1万架，包括我国的运-5在内的衍生型号，

在全世界各地更是数不胜数。苏联解体

后，归入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仍有安

-124重型运输机、安-225超重型运输机

等明星产品，是世界上载重量最大、飞行距

离最长的飞机之一，甚至在今年还吸引美

国波音公司向其伸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1993年，由俄罗斯航空工业各企业

和设计局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莫斯科航展。

苏联解体后，为寻找市场和合作伙伴，俄

罗斯厂商除了积极参加全球各大国际航展

外，更会利用莫斯科航展这一家门口的机

会展出各类型先进产品，莫斯科航展也成

为外界了解俄罗斯航空航天科技发展的最

佳场所。

进入21世纪，航展中的国际格局与冲

突仍屡见不鲜。

2003年的巴黎航展前，法国因反对

美国不经安理会批准就对伊拉克发动战

争而开罪了美国，美国对此的举措之一就

是抵制当年的巴黎航展。参加这一届巴黎

航展的美国厂商，同上届的规模相比缩小

了20％，其中军方代表团中军衔最高者仅

为中校，只有6架军

机 参展，且不作 飞 行

表演，而上 届参展的战

机是11架。实际上，美国一

些国会 议 员 主 张全 部 拒 绝参

展，但军工企业却希望借巴黎航展

做成些买卖，于是五角大楼作出了这种折

中的安排。

另一方面，法国企业家也希望当时的

法国总统希拉克能借本届航展之机，讲点

同美国和解的话。但却事与愿违，航展现

场，希拉克在俄罗斯的苏霍伊展台参观时

说：“在空间领域，我们法国和德国要作出

最大努力发展同俄罗斯的合作，对此我们

非常坚定，我知道俄罗斯总统也持这种看

法。”特别突出了在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

争问题上的法德俄统一阵线。

此外，在2012年和2014年连续两届

范 堡

罗 航 展

期间，英国政

府都与俄罗斯因参展

商签证问题发生过不少矛盾，限制了俄罗

斯企业参展范堡罗航展。

  民用客机重回主场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法国达

索公司的“幻影”系列、苏联的“米格”系

列和美国的F系列战斗机在各个航展上争

奇斗艳，但随着全球性战争的远去，人们

开始更多地关注民用航空的发展。

1969年的第28届巴黎航展，“协和”

式超音速客机和波音747同时出现，让这

作为最大型的国际航空展，巴黎
航展成为了当时世界航空技术发展和变
化最重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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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巴黎航展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速度的追求

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人们普遍认为民用

航空即将进入超音速时代，英法联合研制

了世界第一款超音速客机—协和式客机

很快诞生。

协和式飞机最大巡航速度可达2.02

马赫，最大巡航高度可达18300米。它于

1969年研制成功，并于1976年1月21日投

入商业飞行，英国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

司曾使用协和飞机运营跨越大西洋的航

线，书写了不少航空传奇。协和式飞机一

共只生产了20架，尽管后来因为经济性和

噪音问题停飞，但它迄今仍是世界上唯一

投入航线运营的超音速商用客机。

波音747，具有双层客舱和4台发动

机，是全世界首款生产的双通宽体民航客

机。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各大机场，波音747

凭借其“大鹅形”的机头仍然是世界上最

易识别的明星机型。波音747原型机的大

小是20世纪60年代广泛使用的波音707

的两倍，可载客近400人。波音747自1970

年投入运行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民航

机，垄断着民用大型运输机的市场，到空

客A380投入服务之前，波音747保持全世

界载客量最高飞机的纪录长达37年。

为了打破美国波音及麦道公司在民航

市场的垄断地位，欧洲各国的航空公司在

1970年12月联合成立了空中客车公司，很

快推出了可以和波音抗衡的民机产品。

1973 年 第 三十届巴 黎 航 展，空客

A300客机首次亮相。作为一款双发动机

宽体客机，A300只需两位飞行员驾驶，为

航空公司降低了成本。

在1987年空客推出A320客机后，成

功打破了波音飞机垄断民用航空的局面。

1999年巴黎航展上，空客A319、A320和

A321一起进行了飞行表演，空客终于能

够与波音在民航客机市场上旗鼓相当、平

分秋色。

1996年的范堡罗航展上，研制多年

的世界上最大的双发客机波音777首次露

面，是继波音757和波音767于1982年同

时出现在范堡罗航展之后14年，波音公司

首次展出新研制的民用客机。

2005年巴黎航展的明星无疑是空客

A380。空客A380是世界上最大的客机，

在典型三舱布局下可搭乘525名乘客，打

破了波音747长达三十多年的载客量记

录，被称为“空中巨无霸”。

2011年，波音公司参加第十届莫斯科

航展，波音公司的最新机型波音787“梦

想客机”与空客A380同台竞技。这架大量

采用先进复合材料、具备超低燃料消耗的

新型飞机，很快就收到了航空市场的热情

回应。

在最近的2017年的巴黎航展期间，

空客A321neo和A350XWB宽体飞机家

族最新成员A350-1000首次进行公开飞

行表演。

而今年的范堡罗航展上，特别吸引

眼球的是多家航空制造企业所展示的超

音速飞机模型。空客和波音也早已涉足

其中，似乎在预示着超音速民航客机的

回归。

  未来谁领风骚？

在2001年的巴黎航展上，美国诺斯

罗普公司最新研制的军用侦察机“全球

鹰”无人机首次在大型航展上公开亮相。

这种侦察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无

人驾驶飞机。它翼展35米，一次自主飞行

时间可达41小时，起飞和降落完全在电脑

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下独立完成。在空

中侦察中，无人驾驶的优越性显而易见，

它可以避免伤亡，也不必安装任何与飞行

员有关的设备，从而可以腾出空间和载荷

能力携带更多的侦察设备和燃料。

很快，无人机除了进行 远 距离遥 控

侦察，更发展出地面攻击和发射导弹的能

力，成为美军远程打击的重要利器，世界

各国也开始加紧研制各型军用无人机。

由中航工业自主研发的“翼龙”无人

侦察机于2005年5月开始研制，2007年

10月完成首飞，2008年10月完成性能/任

务载荷飞行试验。在2011年的第49届巴

黎航展上，“翼龙”无人机首次在国际舞台

公开亮相。这一无人机不仅具备对敌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还能够携带侦察设

备对敌方目标进行远距离长航时侦察，总

体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上同类型无人机的

先进水平。

2013年的巴黎航展期间，欧洲六国

研发的“神经元”无人驾驶战斗机首次亮

相，很快引起各方关注。

在近几年的各大航展中，军用和民用

无人机技术发展迅速，无人机系统和产品

日新月异，从另一个层面拓展了人类对于

飞行的想象。

同样在2011年巴黎航展上，“阳光

动力号”太阳能驱动飞机首次亮相。这是

一架完全依靠太阳能飞行、拥有与空客

A340飞机一样长的翼展、重量只相当于

一辆中等轿车的飞机。“阳光动力号”飞机

是由一批致力于环保事业的瑞士科学家、

工程师和探险家研制开发，他们的目标就

是要制作一架完全由太阳能驱动的飞机，

而且在飞行期间不消耗任何发动机燃料，

也不排放任何污染物质。在此后的一年多

时间里，“阳光动力号”飞机历经艰险地完

成了环球飞行。

太阳能民航客机可能还不太现实，但

近十年来，全球各地的航空制造商都开始

研制电动新能源飞机，空客电动飞机已经

试飞成功，波音也在今年入股新能源飞机

初创企业。航空科学家们乐观估计，新能

源航空器时代的到来，很可能在本世纪内

成为现实。

回想一百多年前的“香槟飞行大会”，

人们还在为能飞离地面、驰骋天空而欢欣

鼓舞，谁能想到百年后的航展，人类的航

天技术早已穿越了太阳系，进入更遥远的

深空，而飞行更以突破人类想象的方式更

多姿多彩地实现。

未来的飞行，只有不敢想的梦想，没

有不可及的现实。

2013年的巴黎航展期间，欧洲六国研发的“神经
元”无人驾驶战斗机首次亮相，很快引起各方关注

||||||||| AIRSHOW CHINA中国航展秀|
随着全球性战争的远

去，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
民用航空的发展

2013年的巴黎航展期间，欧洲六国研发的“神经
元”无人驾驶战斗机首次亮相，很快引起各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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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Technavio 的最新报

告：2018 年到 2022 年间，全球机载娱乐市

场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3.33%，各大航空公

司纷纷投入巨资，采购和更新娱乐设备。一场

全球性的机载娱乐升级浪潮已经到来。

the Future of In-Flight Entertainment
Piloting 

泰雷兹
领航机载娱乐的未来

  本刊记者 刘九阳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Technavio的最新报

告，2018年到2022年间，全球机载娱乐市场

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3.33%，各大航空公司

纷纷投入巨资，采购和更新娱乐设备。一场

全球性的机载娱乐升级浪潮已经到来。

作为领先的世界级机载娱乐系统供

应商，泰雷兹多年来深耕大数据、人工智

能、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等数字化技术，

助力航空公司应对转型时代的新挑战，为

航空公司带来了一整套解决方案，不仅为

乘客提供世界领先的娱乐体验，更为航空

公司创造价值，打造新的收入增长点。

  颠覆性科技 刷新飞行体验

传统机载娱乐系统以座椅后的单块

屏幕为核心，互动性差，视听内容老旧过

时，这些都影响了乘客的使用感受，让乘

机体验变得冗长而无聊。

泰雷兹利用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专长，全面

释放新科技的能量，为革新乘客的使用体

验、提高乘客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带来了

新的可能性。

泰 雷 兹 旗 下最 先 进 的 机 载 娱 乐 系

统—AVANT机载娱乐系统，是一个为

乘客和机组设计的娱乐平台，适用于所有

空客、波音的单双通道新型客机。空客最

新推出的宽体飞机A350XWB，就选用了

泰雷兹的AVANT机载娱乐系统。

对于乘客来说，使用AVANT系统可以

获得类似于平板电脑的使用体验。乘客可

以登录微信等个人社交媒体和通信设备，

还可以进行安全支付环境下的在线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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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电视频道和网络直播等。此外，乘客自己

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中的应用和游戏，也可以

下载到飞机上的娱乐系统中进行使用。

如今，机上Wi-Fi已越来越普遍。美国旧金

山知名调查机构Grand View Research的报告

指出，到2025年，70%的商用客机将实现互联

网接入。2015年，我国多家航空公司也获得了

工信部批文，获准提供空中互联网接入服务。

作为领先的世界级机上Wi-Fi服务供应

商，目前，全球多家航空公司都在使用泰雷兹

的Wi-Fi解决方案。泰雷兹的系统是基于Ka频

段，这个频段能够提供更优化、更大的数据流

量，具备更高的速率及可靠性。

为了应对航空公司和乘客的多样化需求，

扩大产品组合，泰雷兹还推出了两款新的机载

娱乐系统，CORE和PRESTIGE。

其中，CORE是泰雷兹推出的基础款解决

方案，适用于那些成本控制严格而又寻求最佳

价值和最大竞争力的航空公司。这一系统不仅

可以给航空公司带来辅助性的收入，还可以通

过升级选项延长系统的生命周期。整个系统也

为天地互联做好了准备。

而高端的PRESTIGE机载娱乐系统为

寻求独家体验的航空公司而设计，提供具备超

高清显示屏和自定义用户界面的多维、个性化

解决方案。乘客能够使用最新的消费电子设备

（相机，蓝牙）和各种APP，享受他们的飞行体

验。该系统将采用超高清（4K）显示屏，为乘

客体验带来新的亮点。

  创新模式 为航空公司创造价值

无 论 是 A V A N T，C O R E ，还 是

PRESTIGE，所有的泰雷兹机载娱乐系统均

由泰雷兹的数字平台—InFlyt360所驱动。

InFlyt360采用最新的大数据技术，如机器学习

和匹配算法，为航空公司提供可根据业务目标

定制的完整机载娱乐生态系统。

传统的机载娱乐系统主要是为乘客提供

观影体验，但是这还不够。航空公司亟需利用

颠覆性的技术，打造崭新的业务模式，开辟新

的收入增长点，InFlyt360数字平台由此产生。

在过去，航空公司无法提供定向广告投放

功能。泰雷兹首创的全数字广告解决方案，专为

机内广告市场设计，可以制造全新的广告投放

机会，增加合作伙伴品牌的数量和种类。通

过InFlyt360的定向广告，泰雷兹可以从根

本上改变航空公司获取辅助性收入的方式，

变革机内广告行业的游戏规则。据估计，在

InFlyt360提供的强大支持下，机内广告的

收益可能达到平均行业回报的3到6倍。

此外，泰雷兹的机载娱乐系统可定制

程度高，搭配泰雷兹的互联方案，航空公

司不仅可以通过定向广告、个性化、机上

销售等高价值服务来获取收益，还能够打

造差异化的乘客体验，并在此过程中有效

地提升品牌知名度。

泰雷兹认为，乘客需要身临其境、个

性化的联网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泰

雷兹坚持整个机上娱乐解决方案的设计、

交付由客户共同参与完成，泰雷兹将与航

空公司紧密合作并提供鼎力支持，让乘客

获得更轻松愉快的飞行体验。

  携手共进 共同把握机遇

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泰雷兹捷

报频传。

2018年8月，四川航空旗下的新机

A350XWB正式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第一

批装备了泰雷兹AVANT机载娱乐系统的

空客A350飞机。该系统配备了最新的电

视剧、电影、音乐和游戏，在飞行途中，乘

客可以享受多样化的娱乐选择。

2018年9月，香港航空选择泰雷兹为

其全新的9架A330和19架A350机队装

备机载娱乐及互联解决方案。

AVANT，泰雷兹最先进的机载娱乐

系统，将为香港航空的乘客提供具备强

大功能和应用选择的可定制化体验，包括

卓越视觉体验的高清屏幕。该系统集成了

Avi i触屏式乘客媒体终端。酷似安卓智能

手机的外观和触感，Avi i可为乘客提供直

观的导航，也可以作为另一块可独立操作

的显示屏。

目前，泰雷兹的机载娱乐系统已成为

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首选。国航、东航、

南航、海航等多家中国的航空公司都选择

了泰雷兹的机载娱乐系统。

在全球市场众多尖端领域积累的广

博专业知识，为泰雷兹更好地服务中国市

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深耕中国三十余年，泰雷兹集团一直

致力于引进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并将之本土

化，为客户量身打造解决方案，提供全面

细致的关怀。为此，泰雷兹在北京建立了

维修中心，专门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

2013年，泰雷兹与中电科航空电子公司合

资成立了“中电科泰雷兹航空电子有限公

司”，把泰雷兹的机载娱乐引入中国商飞

C919飞机客舱。

中国航空市场的迅猛发展势头全球

有目共睹，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

长最快的航空市场之一。在技术变革的新

态势下，泰雷兹将继续利用自身在数字化

转型领域的领军地位，深入挖掘中国民

航领域的潜力，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共

进，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助力中国民

航业在数字化时代实现新的飞跃。

泰雷兹的机载娱乐系统已成为全球多家航空公司的首选

泰雷兹AVANT机载娱乐系统是为
乘客和机组设计的娱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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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拥有超过 130 家航

食及配餐企业，2017 年将超过

1000 种、累计 5.25 亿份餐食送

进飞机客舱。与乘坐上百名乘客

的民航客机相比，只坐十几人甚

至几人的公务机，餐食提供会藏

着怎样的秘密？

A Bite of Business Jet
舌尖上的公务机

  本刊记者 薛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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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6月，我国有93座通用机场获得颁证，目

前已颁证可保障通航起降的机场达到404个（含运输机场

231个）；在册通用飞机达到2415架；截至6月底，已完

成通航飞行43万小时。

常 旅

客 高 先 生 已 经

很久没在飞机上用餐了，飞机餐 标 配 的

鸡肉饭和牛肉面实在难以触动他的味蕾。

身处万米高空，狭小封闭的客舱确实

会影响乘客的用餐体验以及对待食物的

愉悦心情。但更为现实的是，飞机的客舱

空间、设施以及出于安全的考虑，使得空

中烹饪在搭载上百名乘客的飞机客舱中几

无实现的可能。

不过眼下，高先生倒是有个尝鲜飞机

餐食的新机会。

国内某差旅平台日前宣布上线由公

务机执飞的京沪快

线。支付跟头等舱差

不多的价格，就能 享

受 到 公 务 机 的 同 等 服

务，包括独立的安检通道

和优质的机上服务。

与普通的飞机餐相比，只搭

载十余名或者几名乘客的公务机，能

为乘客提供怎样的餐食服务呢？

  空中Mini家庭厨房

要说餐食，首先不得不提厨房或者备

餐间。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平时乘坐

的飞机，无论是单通道窄体飞机，还是多

通道宽体飞机，都会设置厨房，配备有烤

箱、置物箱、烧水壶、服务推车等设备。

然而，飞机上的厨房一般并不具备烹

饪的功能和条件，最大的作用就是加热。

飞机起飞前，上百份做好的保鲜餐食会连

同烤盘一起被运上飞机。在配餐前，乘务

员直接用烤箱对飞机餐进行简单的加热就

可以了。

与民航客机比起来，公务机的个头

通常会小很多，留给厨房的空间相应也会

小一些。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功能性和设

施配备。

拥有近6年公务机飞龄的南山公务机

有限公司乘务中心经理王白石告诉记者，

她们习惯将公务机的厨房叫做服务间，一

个服务间能够集齐家庭厨房必备的所有设

施，如烤箱、微波炉、烧水壶、咖啡机、冷

风机、冰箱、水池等。

以王白石常飞的湾流机型为例，服

务间还设有触摸控制面板，可以操控整个

客舱，如客舱前、中、后区域的灯光、遮阳

板、娱乐影音的播放，同时还备有卫星通

信设备。公务机的服务间可谓是乘务员最

重要的工作区域。

与民航客机的备餐间相比，公务机

的厨房使用设备更加集中，用餐器皿（各

类酒具、餐具）精致美观，厨房烤箱及微

波炉能够随时满足客人“私人定制”的餐

饮需求，食物的储藏更加细化（比如冷风

机分冷藏和冷冻的功能），冰箱也可以将

酒类和饮料分区冷藏，同时也可以一键操

作，将客舱调整到“睡眠模式”或者“用

餐模式”。

“公务机厨房就像一个Mini的家庭厨

房，功能齐全。”据有7年公务机飞行经验

的四川纵横航空有限公司资深乘务教员黄

迪介绍，公务机厨房的各类设施使用频率

非常高，其中烤箱、小冰箱和微波炉的使

用最为频繁。

有时，根据客户的需求和餐食喜好，

除常用设备外，公务机乘务员还会用到其

他额外的设备，比如符合机上电压及功率

要求的电饭煲、煮蛋器、面条机、榨汁机、

饼铛、保温壶等；如果遇到喜欢品茶的客

人，也会提前准备精美茶具；喜欢甜品、冰

激凌的客人，会准备干冰及保温箱等。

至于餐具，各公务机运营商也极为

考究。如纵横 航空机上的餐具、口布等

用品均为专属定制，印有公司l o g o，且

选 用高级骨瓷、布 料。机 上配备全 套中

西餐 餐具，细致 到筷架和毛巾碟。碗分

为 饭 碗、汤 碗、沙 拉 碗；西 餐 碟 包 括 6

寸、8寸、10寸盘；叉子分为水果叉、沙拉

叉、主餐刀叉……

王白石告诉记者，乘务员会结合开餐

人数和食物的性质选择不同类型和不同尺

寸的餐具。为了尽可能完美地呈现食物，

乘务员还会提前准备好色彩搭配的装饰食

材或配饰。

公务机上一般不会用到一次性餐具，

除非客户提出特殊的需求。如纵横航空曾

在服务严谨的穆斯林客人时，事先准备好

了全套品质上乘的一次性餐具，以尊重客

人的信仰。

  全能的空中管家

从乘客角度来说，公务机餐食服务的

最大特点是化被动为主动，能够根据自身

喜好自由选择餐食。这也对公务机乘务员

提出了更高要求。

华龙商务航空有限公司服务总监黄

宝瑜坦言：“公务机从餐食的选择到处理

和最后的呈现都是乘务员一个人去完成，

是有一定难度的，与其说有趣，不如说是

我们对自己的挑战。”

当然，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煎炒油

炸这类复杂的操作显然在公务机厨房里也

难以实现。

香港麗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乘务员

梁麗晴告诉记者，公务机餐食也并非人们

想象的那么复杂，由于个人味觉在飞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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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以及厨房设施有限，多数乘客对菜

式的要求以简单、可口为宜，一般不会要

求特殊的烹饪。

据王白石介绍，通常情况下，乘务员

在飞行前会与客户及机组沟通餐食需求。

为提高餐食品质，乘务员会提前做功课，

研究航班执行地各菜系特色餐厅，进行餐

食定制和采购。

黄宝瑜告诉记者，乘务员会平衡食

品品质以及客户喜好，从符合相关食品安

全资质的星级酒店或餐厅定制航食。用

餐时，乘务员需要将所定制的餐食按冷热

餐食分别进行加工、摆盘装饰后呈现给客

户，以保证餐食的温度和口味。

除了对定制餐食进行加工外，公务机

乘务员还会最大程度为客户提供新鲜食

材。纵横航空乘务员会在机上现场制作搭

配营养、造型精致的三明治、华夫饼、沙

拉，甚至鸡蛋羹、奶昔等，搭配乘务员亲自

严格挑选的当季新鲜水果，进行不亚于五

星级酒店下午茶的造型和摆盘。

多家公务机运营商都非常注重乘务

员个人技能的培养和个人素养的提升。如

南山公务机会经常组织乘务员进行水果切

片、餐食摆盘、插花、茶艺、红酒品鉴等专

业知识培训和学习。

  私人定制迎合“中国胃”

过去6年的服务经验告诉王白石，由

于年龄、地域的不同，公务机客户的饮食

喜好是千差万别的。

为此，南山公务机一方面严格把控餐

食的安全，另一方面针对定制航食二次加

热的不足以及旅途疲劳带来的食欲不振，

定期总结一些受欢迎的菜品，并准备一些

口味偏重的菜品或鲜榨果汁来刺激味觉、

增加食欲。同时，乘务员通过培训会掌握

各类食材间的合理搭配和禁忌，多配应季

的蔬菜和汤品，以健康饮食为主导。

纵横航空也会在每一顿餐食的服务

中尽心满足客户需求。据纵横航空客舱部

经理王田介绍，在某次飞美国的航班上，

客人对飞行中的两顿正餐的每一品类都制

定了采购餐厅，包括川菜、湘菜、日料、汤

和甜品。即使身在异国他乡，机组酒店距

离市区的各家餐厅都很遥远，但乘务员还

是克服困难、完成采购，最终为客人呈现

了绝佳的配餐。

针对一些常年在北方工作的川籍企业

家，纵横航空还会配备成都最地道的钵钵

鸡、卤菜甚至烧烤等香辣川菜。

为了给客人在下一次飞行中提

供更加细致的服务，纵横航空还

为 每 一 位 客人 建 立了个人档

案，记录其喜好和禁忌。如

易犯痛风的客人，乘务员在

准备 餐食时会主动放 弃

海鲜等高嘌呤食物。而

针对儿童，乘务员则会

准备造型可爱、易于使

用的儿童餐具，还会制

作一些含卡通形象的儿

童餐，如大熊猫形象的

甜点。

国内多家公务机运营商非常重视做

好客户服务档案工作，避免客舱服务千篇

一律。无论是家常便饭，还是精致大餐，都

首先从客户喜好入手，给客户带来宾至如

归的舒适体验。

根据多位公务机乘务员的反馈，中国

客户普遍偏向中餐和家乡菜，在欧美飞行

中也会尽量要求配备中餐。麗翔航空的梁

麗晴告诉记者，中国客户一般都有个中国

胃，所以麗翔航空在准备餐食时一般都会

准备一些中餐做备份。

如果遇上特定节日，公务机乘务员

也会进行专门的客舱装饰，准备特色的

餐点，让客户在飞行中也能感受到节日的

气氛。

2018年中秋节，各家公务机运营商

就为客户准备了月饼，一些公司的乘务员

还换上专门的节日礼服，与客人共度佳

节。纵横航空在今年的中秋节航班上针

对不同年龄段客人，准备了传统的云腿月

饼、时尚的奶黄流心月饼等。

所以，公务机餐食并非大家想象的

那样全是大餐和名贵菜品，关键是提供

给客户真正需要的餐食服务。公务机具

备为乘客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的条件，

而餐食服务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国内公务

机运营商拼服务的重要抓手。

香港麗翔公务航空有限公司

乘务员梁麗晴：

从伦敦飞到香港，12个小

时航程。伦敦时间夜晚起飞，

我们准备了晚饭（米饭炒菜），

之后看客人的休息情况，中间

穿插一些餐点（三明治等）和

饮料，在香港时间中午降落之

前，准备一些可口的早餐（汤

面等），全部都是伦敦当地餐

厅购买。

四川纵横航空有限公司

乘务教员黄迪：

执行飞云南的航班，为客

户准备了新鲜的鲜花饼、鸡枞

凉 米 线 和 傣 味 特 色 菜，最 地

道 的 云 南 美食 给了客人不 小

的惊喜。

南山公务机有限公司

乘务中心经理王白石：

来自北京的客人，由于长

时 间 境 外飞 行厌 倦了各 类 西

餐，我们准备了炸酱面和老北

京人的早餐：油饼、油条、豆浆

等。乘客提出的餐食要求，我

们都会全力满足，乘客最需要

的才是我们最想呈现的。

华龙商务航空有限公司

服务总监黄宝瑜：

最近的一次飞行中既有中

国客人，也有外国客人，并且是

长航线的飞行，需要提供晚餐

及早餐。为照顾客人的不同餐

饮习惯，乘务员准备了中西餐

的早餐及晚餐，这需要乘务员

了解中西餐礼仪的区别去定制

不同餐食。

她们最近的一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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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ir          Original                  Dream
Flying
飞行是最初的梦想

  本刊记者 刘九阳

—“2018年民航十佳空乘评选活动”侧记

2018年9月，浙江舟山，碧海蓝天，气

温仍然保留着盛夏最后的炎热，36名乘务

员美女帅哥翩然而至，代表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海南

航空、四川航空、北京首都航空、天津航

空、华夏航空、山东航空等12家航空公司，

参加在这里举行的“2018年民航十佳空

乘评选活动”，成为一道夏末时节舟山最

美丽的风景。

短短两天的时间，活动行程排得满满

当当，包含了专业基础知识、业务能力、综

合素养展示等评选环节和天鹅星座奖颁

奖典礼等多项内容，目的在于展示各航空

公司的品牌形象和行业整体形象，倾情演

绎真情服务的行业人文气质。

  平日的历练

9月19日早上5点，空乘们已经开始在

做一天的准备了。7点钟，准时被导演组拉

到海边进行宣传拍摄。虽然凌晨两点钟才

结束彩排，睡眠时间严重不足，空乘们依

然精神饱满，镜头中的他们充满了青春与

活力，无一丝疲惫。

拍摄任务持续了近5小时，直到中午

12点钟，导演组才把这些空乘们放回酒店

吃午饭。

这么炎热的天气，就算从日晒风吹的

海边回来，女生们的妆容依然精致、发型

丝毫未乱，男生们身上的制服连一条褶皱

都看不出来，全都清清爽爽，漂漂亮亮。

其实，早起、奔波，这些在我们寻常人

看来十分辛苦的事情，空乘们在工作中已

习以为常。

长相与著名主持人尼格买提有70%

相似的小帅哥—华夏航空的范树辉向我

们透露了一些空乘的日常：“早起是空乘

生活中避不开的课题。如果是早班飞机，

那我们凌晨3点一定要起床准备，让自己昏

睡的头脑保持清醒，确保所有证件物品携

在空乘们的心中，飞行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儿时的梦想，更

是责任与担当。

摄影/ 汪洋身着旗袍的空乘们走上T台身着旗袍的空乘们走上T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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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齐全，然后在寒冷的早晨冻得瑟瑟发抖

地出门，去坐机组车到达机场，再登机进

行准备。”

航班延误的时候，也是空乘们备受考

验的时候，但只要乘客有任何需求，他们

永远以最热情的姿态、最美丽的笑容和最

温柔的声音出现在乘客面前。

这些平日的历练，让他们变得优雅镇

定、有耐心且永远不失热情。空乘们不仅

对紧张而艰苦的拍摄工作毫无怨言，还以

十分得体的姿态和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

所有工作人员的敬佩和喜爱。

  严苛的评选环节

评选活动在下午14：00正式开始。

评选活动的第一环节是一场只有40分钟

的民航专业知识测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里，36名选手们不仅要答完100道考试

题，更要随时保持形象，以便被摄影师和

摄像师全程记录。

寂静的考 场，秩 序井然。测试完 毕

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乘务长贾芳芳

告 诉 记者：“我一直 是爸 爸妈妈的乖 乖

女。这个职业要让父母放心，意味着我们

要付出更多。如今我为人母，这个职业更

需要我为女儿做出正能量榜样，努力学

习获得更多。”

第二环节的评选最为严苛，全面考察

空乘们的临场反应、知识储备和职业技能

水平。该环节要求选手现场完成3道技能

测试题目，分为广播类、服务类和应急安

全技能类，每位选手限时3分钟，计时结束

立即停止作答。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本次

航班。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

缘的座位号码对号入座……请保持过道及

紧急出口通畅，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旅客，

我们很乐意协助您，愿您度过一个温馨愉

快的空中之旅。”

这段登机广播恐怕每一位乘坐飞机

的旅客们都耳熟能详，这也是第二环节的

考题之一。乘务员们在60秒内要熟读屏幕

中所显示的大段英文情景内容，并进行中

英文客舱播报，流利的表达和准确的发音

令人惊讶。

一名合格的空乘需要掌握的专业技

能远不止这些。“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了，

应急处置、航空医学、安全标准、服务标

准、差错标准……”中国南方航空的高扬

一口气举出了很多例子，“但最重要的是

遇到突发问题和特殊情况时的处置能力，

要沉着冷静。”

范树辉表示：“乘务员的主要职责是

确保飞行器和旅客的安全，服务只是一小

部分。乘务员必须要能熟练操作各种应急

医疗设备、舱门操作以及紧急撤离下程序

分工，确保突发情况下旅客的人身安全，

把飞行风险降到最低。”

“空乘不只是在旅客身边发水、发食

物的人，”中国东方航空的乘务长马伊云

说，“在危难关头，希望旅客能相信我们有

能力带领他们逃离危险。”

最后一个环节是综合素养展示，要求

选手以公司为单位，团队合作准备节目，内

容包括歌曲、舞蹈、乐器演奏等形式，这也

是评选活动最精彩的部分。为此，空乘们

在前一天晚上彩排至凌晨，不停修改节目

的内容和形式，以求做到最精彩、最完美

地演出。

国航的空乘们带来了慷慨激昂的演

讲，东航的空乘们用旗袍展示优雅知性

的东方美，南航的纸伞舞更是展现东方

女性的温柔似水，海航的空乘们用一首

自己改编的歌曲唱出了空中生活的酸甜

苦辣……

整个评选活动让观众时而欢呼，时而

感动。每一个节目都展现出了空乘们对民

航的真诚、热爱，更表达了空乘们对民航

美好明天的期盼。

  找回的梦想与初心

空乘是一份看似光鲜的职业，但却是民

航行业中最重要而又最基础的岗位之一。

贾芳芳说：“之前我并不了解空乘，当

了空乘以后，越来越爱这个职业。我们每

一天都会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发现

未知的精彩，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扬则表示：“飞行时间越久，越觉

得飞行有意思。我们在云端传递着微笑，

每天迎来送往，总是有不同的人和事来渲

染着这个空中密闭空间，很感恩这个职业

带给我的变化与亲和沉稳，这也是我当成

事业在努力做好的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活动，短暂的

几天中可以从每个公司小伙伴身上学到不

一样的东西。结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的成长。” 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的刘思宇说，自己找回了刚刚当上空乘

时的热情和初心。

作为空乘，他们每天都要出现在不同

的航班上，每天要面对不同的旅客。在空

乘们的心中，飞行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

还是儿时的梦想，更是责任与担当，而这

种责任与担当，让他们更懂得珍爱身边的

人，家人、旅客、陌生人。这样的飞行，才

是他们最初的梦想。

空乘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外景拍摄

1

2
3

4

1.空乘们进行旗袍展示        摄影/ 汪洋
2.海南航空乘务员们正在进行节目表演                        
                                                     摄影/ 汪洋  
3.空乘们在进行导演组布置的拍摄工作
4.空乘们于拍摄间歇在海边自拍

2018.5内文1025.indd   104-105 18/10/25   下午6:03



106 107

|政策解读POLICY ||||||||||||||||||||||||||||||||| |||||||||||||||||||||||||||||| POLICY政策解读|

  Text/ Sun Haomu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 the Air Show Competition

T he Paris Air Show was 
t he l a rge s t a i r show 
during the period of post 
World War I I to Cold 

War. It was an important witn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global 
aeronautic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most significant showcase of U.S. - 
Soviet Union confrontation.

I n t he 1950s a nd 1960s, t he 
aerospace industry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U.S. - Soviet competition. Since 
1961, an area has been allocated for 
aerospace. Therefor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aerospace 
was also ref lected in the Paris Air 
Show.

I n t he 1973 Pa r i s A i r Show, 
the Soviet exhibitors and the EU 
exhibitors represented by France 
presented a neck-on-neck competition. 
Signature products of Soviet Union 
include Ilyushin IL-76, Antonov An-
26, Tupolev Tu-154, Ilyushin Il-62, 
Tupolev Tu-134, Yakovlev Yak-42, and 
Tupolev Tu-144 a supersonic aircraft, 

which was a spectacular lineup. For 
the French side, they showed Dassault 
Mercure, Falcon business jet, and 
Concorde passenger airliner jointly 
developed by France and Britain. In 
the Air Show, the most eye-catching 
aircraft were Tu-144 and Concorde.

Despit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aircraft model such as Tu Series, 
IL Series, Su Series, Mikoyan Series 
and An Series that were named after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Bureau of 
the Soviet Union were still in use 
today. And these aircraft are still 
often heard and well remembered by 
aviation enthusiasts around the world.

I n  t h e  21s t  c e n t u r y ,  t h 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contests 
can still be seen in the Air Show.

Befo r e t h e Pa r i s A i r Show 
in 2003, France stoo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ir starting war 
with Iraq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S. was therefore 
offended and one of their measures 

taken was to boycott the Paris Air 
Show. The number of Amer ican 
manufacturer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ar is Air Show has been reduced 
by 20%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one. Among them, the highest rank 
among the military delegations was 
only Lieutenant Colonel. Only six 
military aircraft were exhibited with 
no flight performance. In contrast, 11 
aircraft were shown in the previous air 
show. In fact, some U.S. Congressmen 
advocated to reject the a i r show 
while the military i ndus t r y 
w i s h e d  t o t a ke t he 

o p p o r t u n i t y  a n d  m a k e  s o m e 
business, so that the Pentagon made a 
compromise.

O n t h e o t h e r h a n d , F r e n c h 
entrepreneurs also hoped that the then 
French President Jacques Chirac would 
be able to take the chance to soften his 
ton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opposite proved true. At the air 
show, Chirac said at the Sukhoi booth 
of Russia: "In terms of aerospace, 
France and Germany should do our 
best to cooperate with Russia. We 
are very determined and I know that 
Russian President had the same view." 
His remarks highlighted the united 
front of France, Germany and Russia 
in opposing U.S. for launching war 
against Iraq.

I n add i t ion, du r i ng t he t wo 
consecutive Farnborough Air Shows in 
2012 and 2014,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Russia did not go well on visa 
issues of exhibitors, which hindered 
Russian companies’ participation. 

Translation by Zhou M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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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Zhang Fengfan

How toBuild
a System to Support the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in Chi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in low-altitude 
a i rspace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recently issued an Overall Program for 
the System Building to Support the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in China 
(the P rogram).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build a low-altitude f light service 
suppor t system consist ing of one 
nati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even reg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and a host of flight 
service stations.

The Program, which consists of 7 
parts and 25 articles, clearly proposes 

that the system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fol lowing four pr inciples: 
hol i s t ic pla n n i ng a nd top -level 
design,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and categorized services provision, 
d a t a s h a r i n g a n d i n fo r m a t i o n 
interconnection, industry guid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goa l , C h i na w i l l have i n i t i a l ly 
established a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support system by 2022 comprising of 
one national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everal regional low-altitude f light 
servic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and many f l ight service stat ions, 
wh ich wi l l provide low-a lt it ude 
flight activities with such services as 

effective flight planning,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aviation meteorological 
data, f light information, aler ting, 
as well as assistance and rescue; by 
2030, the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support system will cover low-altitude 
reporting, airspace under surveillance 
and general aviation airports, allowing 
the provision of a complete set of 
services.

In terms of layout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the Program identified 
a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support 
system comprising of one national 
system, several regional systems 
and a number of service stations, 
and highlighted the fundamental, 
systemat ic and service-or iented 
nature of the support system. To be 

specific,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will 
be respectively built by the CAAC 
Air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and 
the regional ATM bureaus. The flight 
service sta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Class A and Class B according to 
their scope of services and functions. 
In terms of Class A f light service 
stations featuring stronger service 
provision capabilities and larger scope 
of services, in principle, one to three 
stations will be established in every 
province-leve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while there is no number limi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lass B flight service 
stations.

I n o r d e r t o s t r e n g t h e n t h e 
construction of the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 support system, the Program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five 
sub-system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intended to improve the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capability, enhance 
the low-a lt itude communicat ion 
surveillance capability, improve the 
low-altitude aviation meteorological 

service capability, improve the flight 
plan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a 
system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n 
the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s.

T he P rog ra m p rop oses t ha 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ir traffic 
management, the low-altitude general 
aviat ion f l ight service system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to be supervised 
a nd ma naged by Civ i l Avia t 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d CAAC 
regional administrations. The Program 
also clarifies that the entities involved 
in the provision of low-altitude flight 
services shal l be managed in the 
same way as an ATM entities and be 
included in the civil aviation ATM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system. 

F l ight service st at ions sha l l 
be establ ished upon approval by 
CAAC Regional Administ rat 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s of people's governments 
of the provinces concerned. Fewer 
requ i rements sha l l be la id with 
respect to human resource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approval system shall be 
streamlined, and compliance check 
shall be adopted with respect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ervice stations. In 
addition, the Program also sets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flight service stations 
in terms of personnel qualif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re-operational 
conformity testing and evaluation, and 
operational service.

The Program pointed out that 
due to the strong social attr ibutes 
of general aviation and the diversity 
in participants,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all be given to a full play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port system 
which serves low-altitude operation 
and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cial forces 
shall be encouraged to join in the 
building of flight service stations and a 
low-altitude flight support system. 

Translation by He E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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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Sun Haomu

Airshow
 Economics in China 

T
h e  1 2 t h  C h i n a 

International Aviation & 
Aerospace Exhibit ion 
(Zhuhai Airshow) had its 

grand opening. Tickets worth 1000-
2000 yuan for t he t rade days of 
industry participants and ones worth 
350-650 yuan for days of general 
public,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international famous airshows, 
are indeed not low. Yet, the site for the 
Airshow is still packed with people 
both in trade days and public days.

L i Y i h u i ,  D e p u t y G e n e r a l 
Manager of Zhuhai Airshow Co., Ltd. 
told reporter: “Zhuhai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recorded a total 
economic revenue of 13.404 billion 
yuan from 2016 which was a year of 
the Zhuhai Air Show, accounting for 
6.02% of Zhuhai’s GDP; and the direct 
economic revenue from the 11th Air 
Show reached 1.922 billion yuan and 
the indirect economic benefit 3.171 
billion yuan.”

Thanks to the platform of Zhuhai 

Air Show, a big number of excellent 
aviat ion companies and projects 
have become at tached to Zhuhai, 
injecting powerful motiv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industry 
in Zhuhai. Zhuhai Aviation Industry 
Park, founded at the end of 2008, 
represents the only approved aviation 
industry ba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At present, it has gathered dozens 
of key aviation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a Aviation Industry General 
Aircraft Co., Ltd., NetJets Business 
Aviation Limited and Xiangyi Aviation 
Simulation Technology Co., Led., 
covering the areas of manufacturing 
of general-purpose planes, operational 
service of general aviation, business 
aviation, flight training, manufacturing 
of aviation spare part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drones. Zhuhai 
has become the area with the most 
complete categories of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ies and the most concentrated 
operational companies of the general 
aviation in Central-south China.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 s m  a n d 
p r ofe s s ion a l i sm a r e i mp o r t a n t 
i n d i c a t o r s  t o  r e f l e c t  c o r e 
comp et i t iveness of Z hu ha i A i r 
Show. Ai r show companies have 
always spares no effor t to engage 
in foreign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organizers, which cont r ibutes to 
not only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but also 
introducing foreign brand exhibitions,” 
said Zhou Zuode, Chairman of Zhuhai 
Exhibition Group, “professionalism 
constitute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a i r shows, we make effor ts to 
enable the exhibitors to see people and 
products that they want to see and hear 
what they are eager to hear.”

But for America who has the most 
advanced aviation industry, forms 
and ways to success of air shows are 
totally different. 

T h e r e  a r e  n o  l a r g e - s c a l e 
comprehensive air shows in America. 
Besides NBAA BACE (Business 
Aviation Convention & Exhibit) and 

HAI Heli-Expo which are aimed at 
professional viewers, various kinds of 
air exhibitions such as Experimental 
Aircraft Association’s Reno Air Race 
and Chicago Air Show spread all 
over America. Organizers of these air 
shows do not care business. Instead, 
they are big parties for flight lovers and 
gatherings to popularize aviation culture.

Similarly, many other foreign 
large-scale air shows concentrate their 
effort on popularity of aviation culture. 
For example, in UK, children have free 

access to Farnborough International 
Airshow in public days. In order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wandering away 
in public days, organizers of some 
foreign air shows give out paper wrist 
tape to each child, with their parents’ 
names and telephone numbers on it, 
and encourage children to take part 
in ai r shows by means of var ious 
conveniences.

From an onlookers’ perspective, 
some minor problems arising from 
Z hu h a i A i r Sh ow a r e n o t ve r y 

difficult to solve, and required fund 
is not necessarily so much. So this 
requires organizers to better take 
into account both commercial nature 
and public nature of air shows. They 
should not focus on only immediate 
interests. Instead they should improve 
air shows with a longer-term vision, 
wider horizon and mor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purpose of turning 
t h e Z h u h a i  A i r  S h o w i n t o a n 
influential one in the world. 

Translation by Niu Ji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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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Xue Haipeng

Business
 Avi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h a s b e e n o f f i c i a l l y 

incorporated into our national strategy. 
This huge city cluster, covering an area 
of 56,000 square kilometers, with a 
populat ion of 68 mi l l ion and an 
economy of 10 trillion yuan,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vibrant and promising 
reg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sts believed that by 2030, the 
Greater Bay Area will become the one 
among world bay areas with the largest 

economy and largest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renowned New 
York Bay Area and Tokyo Bay Area 
shows that rapid growth of regional 
econom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gh density air transport system with 
multi-layer.  

As world class airport cluster 
a r e  b e i n g b u i l t  b a s e d o n t h e 
t ranspor t a i rpor ts in the Greater 
Bay A rea, genera l av ia t ion that 
encompasses business aviation is 
also being developed. In this way, 

new requirements of efficient and 
individualized travel posed by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can be accommodated.

In the early days, the Greater 
Bay Area was a "virgin ground" for 
business jet operators with only two 
or three jets. And now, it has become 
the third pole of Chinese business 
aviation with 180 aircraft and nearly 
30 operators.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ref lects strongly the mutual 
motivation and win-win results of 

reg iona l economy a nd business 
aviation.

In fact, when the purchase boom 
of business jets started 10 years ago 
in the Chinese markets,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presented by Shenzhen 
and Guangzhou was almost as robust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number of business 
jets in various places,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re second only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ranking third in the 
mainland market.

However, i n cont r a s t t o t he 
rapid market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the early stage, the 
business je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tarted early, but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Although businessman f rom 
C h a o s h a n a n d G u a n g d o n g a r e 
generally positive in accepting new 
things, and they are also pragmatic 

and prudent. Only when they are 
knowledgeable about aviation, will 
they purchase and use business jets 
base on their needs.

T h e  s l o w p r o g r e s s  a t  t h e 
beginning has provided sufficient 
motiv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all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is ready for developing 
business aviatio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purchasing power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northern 
markets have been fully tapped, while 
the southern market still has much 
room.

From 2011 to 2013, the business 
aviat 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k y r o cke t e d a nd t he f l e e t s i z e 
increased rapidly. Operators sprang up 
as well. This wa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other markets across the country.

By 2014, in addit ion to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number of 

business je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mainly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exce eded 40, a nd t he f le e t s i ze 
exceeded Shanghai, second only to 
Beijing.

B y 2018,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statistics of Hong Kong Asian Sky 
Group, the Greater Bay Area has 
nearly 30 business jet operators, with a 
fleet size over 180.

At present, the business jet flee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ccounts for 
35% of the total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135 jets are in Hong Kong, 10 
in Macau, and the rest are distributed 
mainly i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T h e  s t a t i s t i c s  s h o w  t h a t 
Gu a ngdong-Hong Kong-Ma 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truly become 
the third pole of business aviation in 
China..

Translation by Zhou M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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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

突破200万的

各种原因

LEAP机队拥有商用航空史上空前的增长速度，以及

遍布全球的客户群体，其安全飞行时间已突破200万
小时，同时提供同类产品中卓越的资产利用率。

LEAP，一款前所未有的发动机。

CFM International is a 50/50 joint company between GE and Safran Aircraft Engines

www.cfmaeroeng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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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展秀AIRSHOW CHINA |||||||||

As a professional aerospace trade show in China, AIRSHOW CHINA 2018 - China International Aviation & Aerospace 
Exhibition takes place during Nov.6-11, 2018 at China International Aviation Exhibition Center, Zhuhai. AIRSHOW 
CHINA features the display of real-size products, trade talks, technological exchange and flying display. AIRSHOW 
CHINA 2018 will gathe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nd aerospace enterprises to showcase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in 
the fast-growing Chinese market.

AIRSHOW CHIN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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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STREAM.COM

蔡海文 (Herman Chai), +86 10 8535 1866 或 +86 139 1064 2948
许建钿 (Peter Hoi), +852 2918 1600 或 +852 6928 6988
刘自强 (Matthew Liu), +86 10 8535 1866 或 +86 159 0115 7089

广告

正因如此，我们建立了由4000多人组成的全球客户支持团队，关怀您旅程中的 

点滴需求。我们相信，贴心的客户服务与卓越的飞机性能同等重要。 

您的每一段旅程，都是我们承诺的体现。

赢得您每一次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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