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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为全行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事关全民航长远发展

的战略性任务。全行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初心使命，进一步唱响主旋

律、把握主导权、打牢主阵地，合力推动民航新闻宣传工作

强起来，为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建设民航强国贡献力量。

P14
行业纵深

目录ONTENTSC

中国通航应急救援
发展路径思考

2018年以来，各类航空应急救援案例都得到及时报

道，并且频见报端，反映了人民对最快捷、最有效的航空应

急救援的需求和企盼。而通用航空参与应急救援可以最大

限度地开通空中生命线，成为人民保障基本民生和安全的

需求和企盼。

巴黎航展纪行
在巴黎航展采访的几天里，我们时时能感受到法国人在

看到我们两张中国面孔时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感的友善；同

时也能体会到他们对法国航空工业和航空文化发自内心的骄

傲，特别是愿意通过我们媒体,与在遥远东方的中国读者对

话与分享。

今年6月17日～23日在巴黎布尔歇机场举办的第53届巴

黎航展，已经走过了它的第110个年头。回顾巴黎航展的历

史，或许就能发现它怎样在拥有百年传奇后，仍能历久弥新？

百年巴黎航空展
一部世界航空史

P26
环球视野

P10
快速阅读

P34
环球视野 巴黎航展的精神

巴黎航展作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参展人数众多的航

展，历时110年不断成功举办的秘诀是什么？怎样永保巴黎航

展的吸引力？什么是巴黎航展的精神？

P13
业界评论运输机场

要承担好保障通航飞行的天职

民航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运输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

行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令不少通航投资者和从业者长

舒一口气：随着《通知》要求的落实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保

障，在一些运输机场实施通航飞行遭遇“不便”的情况必

将得到缓解，通航飞行活动将会有更多选择，流程也会更

加顺畅。

	

P20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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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环球视野

探访百年航空博物馆
从百年的人类飞行，到百年的航空展，今年，位于布尔歇

机场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也迎来了100周年纪念。在这个

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博物馆，可以一次了解和体会到人

类飞行梦想的历史与未来。

从全息投影到开设天窗，从图书馆到家庭影院，从3D立

体皮革浮雕到全景视图的天空天花板，如今的公务机内饰的

改装设计方案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公务机内饰不

仅成为机主社会地位和品味的象征，也是设计师们比拼看家

本领的新战场。

公务机内饰的设计流派

遇见“飞行之神”
表演飞行员的职责，是驾驶飞机来展示飞机的可操控

性、速度、灵活度和战斗性能。即使在飞行员遍地的航展现

场，他们也是像“神”一样的存在。

P64
市场观察

P56
环球视野

目录ONTENTSC

湾流新一代驾驶舱：
未来即现在

从黏土、蜡笔、硬纸板到业内首创的主动控制侧杆和集

成式触控屏面板，湾流新一代和谐驾驶舱成功诞生的背后，

到底有多少有趣的故事？

P76
经营者说

这架霸气外溢“工程狮”不仅涂装吸睛，亦内含深意。

尤其是机身布满电路板的独特设计，表达了E2系列飞机采用

先进科技和电子化系统的特点。

黑金霸气“工程狮”
首秀中国

P82
经营者说

主办单位

天津市人民政府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承办方
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备部

法国ABE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中航文化有限公司

第五届

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2019年10月10-13日

天津.空港经济区

www.helicopter-china-expo.cn

咨询电话:022-8672 7860

达索航空
从巴黎飞往中国

从“阵风”先进战斗机到由法国总统揭幕的新一代战斗

机模型，2019年巴黎航展可以说是达索航空的主场。在达索

猎鹰公务机家族中，最为闪耀的明星则是不久前刚完成关键

性设计审查，确定设计方案的超宽机身公务机—猎鹰6X。

P40
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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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民航业

沉着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等诸多挑战，聚精会神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实现了

安全运行平稳可控、服务品

质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全

面推进、深化民航改革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扎

实，民航发展态势良好。

READING
声音

  为全行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事关全民航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全

行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初心

使命，进一步唱响主旋律、把握主导权、打牢主阵地，合力推动民航新闻宣传

工作强起来，为推动民航高质量发展、建设民航强国贡献力量。                           

——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冯正霖

  要兼顾通用机场网与运输机场网合理布局，制定通用机场与运输机场服

务规则，强化运输机场对通航的公共服务属性，鼓励和支持大型运输机场

开展通航服务，畅通通用航空对运输机场的客货流量价值输入渠道。监管

部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重点解决通航飞机“不让降”“不让

飞”等突出问题，对发生违规行为或问题线索比较集中的单位，要增加检查

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整改，对违规严重、影

响恶劣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罚。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李健

  建设“智慧政务”是“智慧民航”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航局政务信息系统

统一认证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是“智慧政务”建设的重要一步，是民航全面

深化改革的具体成果，实现了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使政府决策更加科

学、政策执行更加高效、行业监管更加精准，让“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

用数据说话”真正成为可能。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董志毅

  内地和港澳民航在空域管理、教育培训、安保协作以及航空法研究等方

面的巩固、深化和拓展交流与合作，正是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的良好实践。中国民航局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一如既往地支持

港澳民航发展，希望港澳民航单位团结一致，坚守“安全、顺畅、服务”的初

心使命，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创新开拓，实现更好发展。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吕尔学

  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通航发展，让通航从“孵化期”进入

快速成长期，加快发展“安全通航、便捷通航、品质通航”。要夯实通航发

展安全基础，通航企业是安全责任的主体，要牢牢把握安全底线，不断增强

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监管部门要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落实好要求、把握

好尺度，让通航安全运行。民航局有关部门要对通航企业加装安全设施设

备、对运输机场为通航提供服务，积极给予政策支持。                                   

 ——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崔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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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全国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推进简

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规范

行政执法，优化政府服务，把

“放管服”改革推向深入，为

民航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DIGITAL
数字

  106个月

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民航实现运输航空安全飞行106个月、7440万小

时，创造了中国民航历史上最长的安全纪录。

  48.4万小时

2019年上半年，我国通用航空飞行48.4万小时，同比增长9.8%，其中6月通

用航空飞行9.9万小时。新增通航企业38家，达到460家；新增通用航空器75

架，达2570架；注册无人机33.9万架。

  229个

截至2019年6月30日，我国已取证通用机场数量达到229个，截止到目

前，全国仅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取证通用机场数量为零。同期，全国取证运

输机场数量为236个。下半年，我国取证通用机场数量有望历史性超越运输

机场数量。

  53387小时

据《民航局通用航空“放管服”工作简报（2019年第1期）》，2019年1~5

月，全行业无人机企业5513家，比2018年底净增1137家；商用无人机67908

架，比2018年底净增13800架；无人机经营性飞行活动53387小时。

  10496架次

据《民航局通用航空“放管服”工作简报（2019年第1期）》，2019年1~5

月，江西赣州、陕西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工作正常开展，累计飞行10496架

次。其中，顺丰累计飞行了10249架次、4270小时、15.64万公里，运送货物

6.09万单56.72吨；京东飞行247架次、59.4小时、993.7公里，配送快件3295单

0.7209吨。

  430亿元

2019年上半年，民航完成投资约430亿元，同比增长25%，完成全年投资

任务的50.6%，较去年全年加快26.3个百分点，为“十三五”以来进度最快的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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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航局下发《关于加强运输

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有

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下发的背景

是什么？《通知》的要求有哪些具体依

据？未来将对通航飞行产生哪些影响？

本刊记者专访民航局运输司通用航空

处相关负责人，政策解读全文如下：

近年来，民航局持续推动通航“放

管服”改革，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先后出台一百余项利好政策，修订了

《民航法》部分条款和二十多部与通

航有关的规章，持续为通航发展松绑

减负，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掌握的情况，

以及通航企业日常提出的意见建议，

发现目前通用航空飞行中依然存在诸

多梗阻环节，如运输机场歧视通航企

业、拒绝接受通航飞行、对通航保障

收费较高、通航人员安保查验加码等

问题，人为造成通航地面运行保障困

难，直接影响通航“飞起来”。

对此，2019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

要求，要持续激发通用航空市场活力，

继续为通航发展减负，持续开展通航

运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强化运输机场

的公共服务属性，着力解决运输机场

的通航服务意识不强、功能支持和保

障不足、收费标准差异过大、通航飞机

转场困难等突出问题。为落实全国民

航工作会议精神，解决通航企业切实

关心的机场地面保障问题，民航局通

用航空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业务

司局严格按照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相

关要求，完成文件起草后，广泛征求行

业和社会意见，通过了合法性审查，最

终形成《通知》。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第三条和

第三十三条分别规定：“民用机场是

公共基础设施。”“机场管理机构统

一协调、管理运输机场的生产运营，

维护运输机场的正常秩序，为航空运

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旅客和货主

提供公平、公正、便捷的服务。”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第

十四条规定：“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的机场使用范围

予以开放使用。”同时，全国民航工作

会议就运输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活

动做出了工作部署，这些都是《通知》

的重要依据。

《通知》主要根据《民用机场管

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相关内容制定，并

结合《民航局关于通用航空分类管理

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通用

航空机场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印发中国民航空勤登机证管理

规定的通知》和《民航行业信用管理

办法（试行）》等文件，对运输机场保

障通用航空飞行进行了细化，主要是

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了运输机场要提

高通用航空地面服务保障水平；二是

明确了机场执行通用航空保障的收费

原则、空管运行和安保查验要求；三是

明确了建立通用航空保障投诉处理机

制和调查处理机制；四是明确了可对

涉事单位纳入信用记录，实施综合惩

戒的处理措施。

《通知》的出台，有助于推进解决

当前运输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方面

存在的诸多问题，畅通通用航空飞行

活动相关环节，引导各方凝聚通用航

空发展合力。

为确保《通知》落实，民航各地区

管理局将开展专项检查，建立投诉处

理机制，对确实存在问题的行为，民航

行政机关依法依责责令其限期整改并

通报全行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处

罚，记入民航信用记录，依据《民航行

业信用管理办法》实施联合惩戒，有效

规范相关保障工作。

为通用航空“飞起来”
提供更坚实的地面保障

日

扫码获取《关于加强运输
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活
动有关工作的通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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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运输

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有

关工作的通知》，令不少通航投资者和

从业者长舒一口气：随着《通知》要求

的落实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保障，在一

些运输机场实施通航飞行遭遇“不便”

的情况必将得到缓解，通航飞行活动将

会有更多选择，流程也会更加顺畅。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民

航业带来有利契机和广阔空间，民航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与此同时，民航发

展也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中运

输航空和通用航空发展的不平衡是典

型代表。体现在机场方面，我国通用机

场目前仍旧一定程度存在整体数量少、

规划建设慢、保障能力弱等特点，短时

间内无法满足通用航空活动的需求。

对此，本该是作为通用航空活动主要基

础支撑的运输机场站出来“挑大梁”，

却不料一些运输机场，“嫌弃”甚至“歧

视”通用航空飞机，或以机场繁忙婉

拒通航飞行，或擅自提高通航飞行收费

标准，或在安保检查方面人为设置障

碍——这些“明着暗着不配合”行为的

产生，源于这些运输机场对通航发展认

识、对自身定位的不到位，也源于没有

找到服务通航的盈利模式，导致通航飞

行活动的成本大大增加。

运输机场要提高对发展通用航空

重要性的认识。通用航空不仅是民航

“两翼”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对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培

育新兴航空消费市场、汇聚民航强国基

本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地级以上

城市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服

务的运输机场”，将之作为通航的发展

目标。同时，通用航空因其自身高效、便

捷的属性，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运输机场要进一步贯彻国家相关文件

精神，坚决落实“发展为了人民”理念，

增强大局意识，更好保障通用航空飞行

活动，促进通航发展。

运输机场要充分认识自身公共基

础设施的定位。《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第三条明确规定，民用机场是公共基础

设施。而公共基础设施是指为公众设置

的，公众都可以共享，不允许某个人独

占或排他的一些基础性设施。从这个定

位来说，运输机场对待合法合规合理申

请使用机场的飞行活动应一视同仁，并

按照严格的程序公平公正分配相应的

机场保障资源，而不能以“是大飞机还

是小飞机”“为机场贡献了多少起降费”

等为标准，为通航飞行活动设置关卡。

运输机场要努力探索服务通航产

业的盈利模式。当前，我国运输机场主

要是属地化管理，同时面临着经营绩效

考核的压力。在一些运输机场管理者看

来，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带来的效益普

遍来说不如运输航空飞行，因此会不自

觉地进行“取舍”。事实上，对一些机场

尤其是非繁忙运输机场来说，高质量保

障好通航飞行活动，走出“特色化、差

异化”道路，能够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以山东日照机场为例，

其确立了支线运输、通用航空、航空产业

“三位一体”的发展定位，以通航发展

弥补支线机场运力剩余，促进支线机场

和通用航空融合发展，趟出了一条中小

机场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路径，也展现了

机场管理者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对一些

大型繁忙运输机场来说，通用航空活动

同样是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如民

航华东地区管理局要求，要在浦东国际

机场、萧山国际机场、禄口国际机场，建

设至少一个直升机最终进近和起飞区，

并有计划在浦东机场等运输机场建立

直升机起降点，打通运输机场与通航间

的服务系统，促进长三角地区通航业更

好发展。

保障好通航飞行活动是运输机

场的天职。对各机场管理者来说，《通

知》既是要求，也是鼓励，各运输机场

应对照梳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诚

然，运输机场保障通航飞行活动不会

一蹴而就、立刻见效，对此，民航各地

区管理局和监管局要动真格、硬碰硬，

做到监管到位，对发生过违规行为或问

题线索反映比较集中的单位增加检查

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督促整改，对违规严重、影响恶

劣的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罚，为通用航空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本刊记者 陆二佳

运输机场
要承担好保障通航飞行的天职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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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务航空地面服务的重要载

体，F B O的成熟运营也是公务

航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安全管

理和服务提升方面，FBO应怎样接轨

国际标准，及时更新自身安全管理体

系，更好地为中国公务航空提供地面

保障？

2018年，对中国的FBO企业来说

是市场压力最大的一年。在此前十几年

的发展过程中，我国FBO的业务规模

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即使是

在2014年国内公务航空运营市场不景

气的时期，公务航空起降架次仍然保

持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是，这种增长趋

势在2018年首次出现了停滞，且短期内

未呈现出市场复苏的信号。

在市场不景气的同时，民航局加

强了运输机场通用航空收费价格管理

的监管力度，严格管控包括公务航空

FBO在内的通用航空服务价格。

2019年初，民航局下发了《关于

开展通用航空价格收费专项检查的通

知》（局发明电[2019]425号），检查的

重点在于公务飞行使用运输机场的航

空性业务收费按照不超过运输航空的

机场收费标准执行。FBO服务价格的

降低将进一步挤压FBO企业的利润空

间，迫使F BO提升服务品质，加强成

本控制，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民航安全管理理念正

在向更加科学务实的方向转变，这种

变革不仅强化了数据技术在安全管理

中的重要作用，还包括引入人性化管

理措施以及鼓励改革创新等方面，更

好地推动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

风险管理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

核心内容，FBO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

建设可充分结合ICAO、CAAC等国内

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指南中的先进理

念，建立并持续更新企业的安全管理

体系。

为了推广全球化的安全和质量标

准，并协助公务机地面服务提供商建

立起符合行业标准和建议的航班保障

操作体系，国际公务航空理事会制定

了公务机地面服务国际标准IS-BAH。

公务机地面服务国际标准是面向公务

机地面服务供应商的一种建议性标

准，并没有作为中国民航的规章标准强

制实施。

公务机地面服务国际标准审计的

主要目的是核准FBO的运行管理是否

与国际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原则相一

致，是否建立了以目标为导向的持续的

安全绩效体系。FBO企业可依托定期

第三方审计开展持续的安全管理体系

更新。获得公务机地面服务国际标准

认可的FBO需向国际公务航空理事会

提出申请，然后由国际公务航空理事

会认可的审计师提供第三方审计，审计

通过后，FBO将获得来自国际公务航

空理事会的证书。

从公务航空的客户群体看，公务

航空的客户群体一般为大型企业高

管、文体明星等，这些高净值人群愿意

为自身安全水平和服务品质进行更多

的投入，具有较强的支付意愿和支付

能力。

相应的，对公务航空运营和服务

保障单位而言，安全是服务提供商的

生存之本，在局方相关规章基础上，

还需要广泛树立企业自律的安全理

念，加大自身安全投入，通过行业组织

对FBO企业形成对行业内部自我监督

和自我约束的“软约束”，推动FBO整

体安全水平的提升。

我国公务航空市场正在逐渐向内

涵式发展进行转型，销售主导的增量

市场已渐成明日黄花，服务主导的存量

市场成为运营商们关注的重点，相应

的，FBO在行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愈

发显著。现有的FBO主要集中在大型

城市的枢纽机场，比如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作为公务航空地面服务的

提供商，FBO在安全管理和服务提升

方面需要充分接轨国际标准，及时更

新自身安全管理体系，为客户提供更为

安全、舒适的产品体验。

杨蕤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张童 首都公务机有限公司

FBO
应怎样接轨国际标准？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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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无论是大陆地区

还是大中华区，公务机保留量

都出现了净减少，这是近几年来首次出

现，而2019年净减少数量还在增加。

中国公务机市场热度真的大不如

前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公

务机的本质—时间机器。明确了公

务机的本质以后，便不难了解，公务机

在中国尚未真正爆发的原因。

首先，虽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已经造就了与美国数量相当的富豪群

体，但毕竟财富积累时间尚短，对于公

务机的本质了解不足；其次，中国众多

有实力的企业仍处于一城一地的区域

发展模式中，尚未完成大规模跨区域

的产业集成，高频、高效的国际化跨区

域需求未爆发；再次，虽然中国已经成

为民航大国，但能够为公务机提供支

撑的基础建设仍然薄弱，加之空域限

制，公务机不得不面对与大民航抢时

刻、抢航线、抢机位的尴尬局面；最

后，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

务机需求造成压制。

然而，这些限制公务机发展的因

素正在逐步改变。随着年轻一代企业

家的成长，越来越多的精英人群开始

意识到时间成本和高效沟通的重要

性。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也倒逼众

多行业头部地方企业，开始向区域外

扩张。而随着全国基础高铁网络的完

成，能够解决多元化运输需求的通航

产业，也正成为基础建设的重点。

以北京为例，随着大兴机场的启

用，北京的公务机承载量将在现有基

础上翻两番，未来北京将形成能够满

足年6万架次公务机起降的规模，大

大降低公务机的使用门槛。所以，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未来经济逐步向

好，中国公务机行业将很快迎来下一

个爆发期。

虽然对行业的未来信心十足，但

阵痛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轮产业调整

必然会有不少飞机机主遭遇被迫转托

管的尴尬。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首先多向专业人士了解行业动向；

建立日常管理机制，确保飞机档案资

料始终处于完整可控状态；加强对于

飞机月报的审阅，确保月报能够反映

飞机的最新状态；日常飞行时，注意是

否有不正常延误或取消，例如第三方

服务商拒绝服务，要求现金结算等；一

旦收到运营商的停止服务通知，应第

一时间与运营商明确飞机在变更托管

之前，维修工作如何保障。

另外，如果出现原运营商已无法

保障基本适航维修的情况，应要求其

授权其他第三方提供维修支援，以确

保飞机适航性不受影响。同时尽快寻

找新运营商衔接托管，但切忌草率，

应对比至少三家运营商，并由专业人

员进行评估对比，以确定新的运营商

能够满足机主需求及融资租赁方（如

有）要求，且不会出现与上家同样的

问题。

在飞机转移交接时，要确保飞机

档案资料、航材、工具、设备等完整。

对于飞机账单，进行严格审核。由于公

务机的一些账单，特别是境外机场账

单，结算周期较长。如原运营商出现问

题，可能导致费用无法结算，从而影响

飞机下次再飞往相应机场。

其实，飞机变更托管公司时，也是

一次难得的总结机会，可以将之前托

管中的问题梳理出来，与新的托管公

司进行提前约定，由专业人员进行合

同优化，有效提升托管服务品质。

数据表明，大中华区有超过70家

各类公务机公司，在各种因素的影响

下，已经开始了优胜劣汰、分久必合的

变革。相信经过这一轮大浪淘沙，最

终生存下来的公司也将是能够提供更

优质服务的胜者。  

王海洋 飞享者（OHFLYER）副总裁

中国公务机市场
热度真的大不如前了吗？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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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作为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具有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救援范围广、救援效

果好、科技含量高的特点 , 具有其他交通工具救援无可比

拟的优势。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China GA EmergencyRescue
中国通航应急救援
发展路径思考

  李艳华 

  通航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是国家战略

近年来，我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应

急救援体系和能力建设已提升为国家战略。通

用航空应急救援作为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救援范围

广、救援效果好、科技含量高的特点,具有其他交

通工具救援无可比拟的优势。

2017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81.8亿人次，医院入院人数1.9亿人，航空救援

正在成为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重要需要。2018年

以来，各类航空应急救援案例都得到及时报道，

并且频见报端，反映了人民对最快捷、最有效的

航空应急救援的需求和企盼。

据美国的一项分析表明，未来5年，全球

救护车服务市场复合年增长率为9.1%。推动

这种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增

加以及急剧增加的交通事故。2017年我国发

生交通事故20万起，死亡人数为63772人；造

成直接财产损失为12.1亿元。我国高速公路交

通事故发生率是普通公路的４倍，事故数量与

致死性事故总数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医学统计

显示67%的重伤者会在25分钟之内死亡，如伤

者在15分钟内得到良好的救治，保住生命的几

率将达到80%。而空中救援具有“时间敏感，

弱地理受限性、替代品少”等特点，使得空中医

疗救援可以有效节约医疗时间、有效提升医疗

处理质量，同时有利于后期进一步医疗处理。

安全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第一追求。应急救

援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救助，需要抢时间、赛速

度，通用航空参与应急救援能最大限度地开通

空中生命线，成为人民保障基本民生和安全的

需求和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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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航应急救援离人民期待尚有距离

200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汶川、玉树、雅安、九寨沟

等多次大型地震灾害，以及泥石流、洪水、山火等破坏性

较强的各类灾害。航空作为现代化应急救援工具的作用凸

显，但是和人民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回看历史数据，2008年汶川特大型地震，伤亡人数

超过45万，但是只有35架民用直升机获准参与救援，首

架民用直升机的到达已是42小时后；2010年玉树地震，伤

亡人数超过1.5万，没有一架民用直升机获准参与救援；

2013年雅安地震，伤亡人数超过1.1万人，仅2架民用直升

机获准参与救援；2017年9月九寨沟地震，6架民用直升

机获准参与救援，而等候救援状态长达近一天。刚刚过去

的四川凉山森林火灾，6架民用直升机参与救援。

可以看出，我国通航航空在10年来逐步参与到大型

灾害应急救援中去，但是参与力度和参与效率仍然十分有

限。如2017年6月24日茂县地震救援，通用航空以独有的

优势参与，但是一方面参与救援的规模小，没有建立明确

的通航企业救援力量参与机制；另一方面不能有效快速地

反应，缺乏清晰的指挥链和对接部门，因此实际救援行动

往往滞后。

通用航空的快速发展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空

前的基础和可能。通航企业从2010年的111

家，增加到2018年的423家；航空器总数从

2010年的1010架增加到2018年的2297

架；飞行小时从2010年的13.9万小时增加到

2018年度的94.1万小时。

通用航空在一系列国家和行业的宽松政策

环境下正在快速发展。同时，通用航空的作业结

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用航空除了基础的工农

业作业以外，用途的广泛性不断体现。2009年，

工农业作业占比为64%，2017年降低为18%，

其他用途超过80%。2010年以来，工农业

作业的占比明显下降，其他类通用航

空作业开始快速增加，主要应用

于飞行执照培训、偏远地区短途

运输或货物运输以及特定时期

的灾害应急救援和依赖救护等

活动。这些都为通用航空参与应急

救援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通航应急救援发展模式和路径思考

航空应急救援作为一种先进的救援方式在我国还处

在探索期。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发展实际，在空域问题基

本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我国通用航空应急救援可以考虑按

照以下路径发展：

试点示范、创新发展。产业发展虽不成熟，但是可以

用试点基地来实验与摸索。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印发的《应

急产业培育与发展行动计划（2017－2019年）》中也提出：

“力争到2019年，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产

业集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规模明显壮大，计划建设20

个左右特色突出的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完成20个以

上典型领域应急产品和服务综合应用解决方案，建设30个

左右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基地，基本建立与应对突发事

件需要相匹配、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应急

产业体系。” 我国中船电子公司积极探索，与中国民航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承担关于航空应急救援的国家

级重点研发课题，并已经摸索建立了上海金桥、内蒙古巴

彦淖尔、浙江舟山等航空应急救援试点基地。

同时，为充分发挥通用航空在医疗救护领域的作用，

提升航空医疗救护体系和能力建设，2019年3月，中国民

用航空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航空医疗救

护联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在

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等12个省（市）

开展航空医疗救护的国家民航局和国家卫健委的联合试

点工作。我国地大物博资源差异大，试点发展是我国改

革发展的重要经验，继续坚持。

标准先行，规范发展。标准化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扩大产业规模及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

用。目前，在国家领导愈发重视标准作用的背景下，由民航

局领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正在进行民航标准的补短板建

设。相对于航空运输板块的标准，通用航空的标准建设总

体滞后，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并且现有标准大多涉及

工农方面，诸如“飞机喷洒设备设计规范”等，对通用航空

应急救援方面标准切题少，使得通航应急救活动缺乏规范

和指导。比如什么样的医疗装备可以上飞机，机上用什么，

地面用什么，人员的培训资质等，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范。

从国外实践经验来看，由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协会

等指导制定具有指导作用的针对通用航空应急救援的装

备配备、人员培训、企业资质、运营范围等多方面的标准

规范。一方面可以规范现有的社会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的运

营模式和操作流程，另一方面可以为行业新进入者提供专

业指导。通过标准的建设，让通用航空应急救援装备配备

规范、标准化，减少不同制式而导致的浪费，真正发挥“空

中生命线”的作用，在国家应急救援方面体现通用航空应

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下一步的发展中根据通用航空应急救

援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机—环境系统的特点，基于不同

维度、不同分层，逻辑体系鲜明地构建标准体系，并依托

行业政府、协会、联盟、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加快具体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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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建设，进行航空救援专业队伍的打造和

培训，从而扩大产业规模，提升竞争力和

救援效率。

救援主体多元参与。从指挥机制和

归属关系角度分类，航空应急救援力量主

要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军方所属的军队救

援力量、各部门所属的政府救援力量以及

企业所属的社会救援力量、非营利性组织

和志愿者等。应急产业具有公共产品或准

公共产品属性，以满足公共安全需求为目

的，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军队为主

要救援力量（根据灾害程度），同时航空应

急救援主体多元化发展有利于产业的壮大

和成熟。我国还需要加强民间通用航空企

业、大型非营利组织、小型志愿者团体、医

疗救助机构等各类企业和服务组织参与

的多元主体的庞大救援力量。

近两年来，金汇通航、驼峰通航、西

林凤腾、中飞院三星通航、西华航空、四川

祥云通航、中信海直、大疆无人机等通航

公司都积极就近参与救援，运送物资、摄

影记录或者随时待命。民航由过去注重机

场、机舱等自身环境中的危机处置，到借

助通用航空器救助百姓、护佑民生，这是

民航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体

现，是民航在国家救援体系中发挥作用的

重要体现，民航要继续高度重视这些新兴

领域，体现好民航服务民生的价值。

参与机制有序而明晰。参与机制明

晰是救援高效的关键。我国民间航空应急

救援力量正在快速崛起，但是通常不能第

一时间得到救援信息和指令，机动高效性

无法得到应有的发挥。以解放军航空兵部

队为例，其归属的各大军区本身就是我国

应急救援的骨干力量，所以在有航空救援

需求的时候能够在内部进行快速响应，有

机调动。而通用航空公司作为新兴航空救

援力量，缺乏明确命令链和应急救援参

与程序，缺乏信息平台，通常不能第一时

间抵达，即使到达也还有明显的“临时”

性、“候补”性，缺乏清晰的指挥链和对接

部门，使得通用航空应急救援发挥作用有

限。因此优化机制，开展航空救援指挥平

台的系统建设，打通跨行业跨部门的信息

交互，实现社会力量的高效参与，将会非

常有利于壮大救援力量，提高救援效率。

政府支持、资金多元。通航应急救援

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运营成本和响应幅

度等方面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尤其我国在市场培育阶段，更需要以政府

购买为主，但后续的发展需要资金的多元

化，商业保险、医疗保险、个人付费等，多

种资金渠道相结合。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印发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

划的通知》中提到：“研究探索航空运输

能力社会化储备机制，通过委托代建、能

力共建、购买服务、保险覆盖等方式，支持

鼓励通用航空企业增加具有应急救援能力

的直升机、固定翼飞机、无人机及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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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备，发挥其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

领域的作用。”

从国际上来看，航空应急救援资金多

元是被普遍采用的。比如澳大利亚的航空

应急救援包括政府资助、社会慈善捐助、

捐赠、融资等形式。澳大利亚的州与领地

资金与联邦资金占51%。其他资金包括商

业资金、资本融资、遗产、捐助等。

美国则是45%来自政府资助、社会慈

善捐款和个人付费，其他医疗保险20%，

商业保险35%。

而我国通用航空应急救援由于种种

原因，和国际比较发展阶段差距很大，还

在产业发展的市场培育阶段。现阶段，对

于我国航空应急救援的高成本、高费用，

仅依靠市场力量是无法有效解决的，消费

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还不足以支撑航

空应急救援产业的快速发展；如果完全依

靠政府购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还无法实现；对于保险行业而言，现有的

航空应急救援发展规模还不足以吸引其投

入太多的精力。所以综合来看，我国必须

制定符合现有发展情况的资金保障机制，

结合政府和市场共同的力量，充分利用国

家力量组织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公益基金

和地方政府财政形成国家专项资金保障体

系，同时要鼓励社会捐助，增加国家专项

补助，形成以政府购买的模式为主，政府

按次补贴、商业保险介入等多种模式共存

共享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的航空应急救援保

障模式。

基础设施网络化发展。近年来通用机

场建设审批权限下放，各省规划到2020

年要建设612个通用机场，不断形成网

络，这些通航机场形成的网络，成为了中

国应急救援产业重要支持和平台。救援网

点是开展规模化救援和规模救护的基础。

美国有2952个机场支持医疗飞行、消防

飞行、执法飞行、灾难救援以及到偏远地

区社区的飞行，2952个通用机场形成了广

阔的空中网络，救援网点密集，近一半地

区能实现10分钟直升机飞行覆盖的密集水

平。对美国社会做出了重要的经济贡献。

我国需要加强通航机场的基础设施

建设，通过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网络

化，实现应急救援的普及化和应急救护的

规模化，进一步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分享因

为有航空应急救援而带来的安全感。

随着通用航空作业结构的多样化，通

用航空开始应用于应急救援，已经成为通

用航空寻找“刚性需求”的重要抓手。通

用航空应急救援不仅是人民追求美好生

活的民生问题，也将拉动应急物流、推进

军民融合、倒逼民族通航制造业及配套产

业的快速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安全感的同

时，通过产业升级、链式带动让人民更有

获得感，是值得高度重视和普及、网络化

发展的重要民生产业。

（本文作者系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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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f Paris Air Show 2019
Editor' s
巴黎航展纪行

  本刊记者 孙昊牧

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我们《今日民航IFLY》杂志记者一行二人在当地时

间6月19日中午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今日民航IFLY》杂志作为达索航空特别

邀请前去现场采访巴黎航展的中文媒体，达索对我们的礼遇是，采访计划和

行程完全由我们自由订制。

在巴黎航展采访的几天里，我们时时能感受到法国人在看到我们两张中

国面孔时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感的友善；同时也能体会到他们对法国航空工业

和航空文化发自内心的骄傲，特别是愿意通过我们媒体,与在遥远东方的中国

读者对话与分享。

  “Why not! ”
今年在法国布尔歇机场举办的第53届巴黎航展，是这一全球历史最悠久

航展的第110个年头。

作为中国最专业的公务航空媒体，《今日民航IFLY》杂志和法国航空巨头

达索已经合作多年。在今年巴黎航展开幕前，达索航空中国的工作人员说，如

果有可能，不如邀请你们去巴黎航展现场看看我们的飞机？我们当然表示愿

意，于是达索中国很快向法国总部汇报。

身在巴黎、也是《今日民航IFLY》老朋友的达索航空全球传播总监Vadim 

Feldzer听到这个想法，立即回复：“Why not（为什么不呢）！”

于是，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正在紧张地准备“主场”参展的达索全球传播

部多次跟我们邮件往来，确认我们的护照和参展日程信息。而我们也开始着手

准备赴法国的申根签证资料。

很快，机票和酒店预订单都发到了我们的邮箱中，在备齐材料的第一时

间，我们便冲到位于北京侨福芳草地的法国签证服务中心，加急提交申根签证

申请。

6月17日，第53届巴黎航展如期在巴黎市郊的布尔歇机场隆重开幕。当天上

午，在正式提交申请仅2个工作日后，我们收到了签证下发的短信通知。下午签

证到手，距离我们登上飞往巴黎的航班，只剩不到40个小时。法国驻华使馆商

务投资处航空部的朋友都不禁感叹：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们的效率

太高了！

在本届巴黎航展首日，作为航展的开幕嘉宾，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亲自揭

||||||||||||||||||||||||||||||||||GLOBAL 环球视野|

内文.indd   21 19/8/16   下午3:51



22

|环球视野 GLOBAL |||||||||||||||||||||||||||||||||

内文.indd   22 19/8/16   下午3:51

23

幕了首次亮相的法国新一代战斗机（NGF）的全尺寸模型。NGF目前由达索和空

客公司合作研发，其中达索航空为总承包商，未来将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共同

完成研发制造。这架NGF可以说是本届航展最大的亮点，而我们几乎已经错过

了这一巴黎航展的最高光时刻。 

不过达索的工作人员反倒安慰我们：没关系，达索全新公务机猎鹰6X的媒

体发布会会在你们达到后举办，在航展现场一定还会有更多惊喜等待你们去

发现。

6月19日，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我们在当地时间中午到达了巴黎戴高乐机

场。在飞机降落前，我们便提前在空中瞥到了比邻戴高乐机场的巴黎航展所在

地—布尔歇机场。

当天晚上，达索全球传播总监Vadim Feldzer邀请我们共进晚餐，一方面欢迎

我们，一方面商量我们在巴黎航展的采访计划。

在傍晚时分巴黎突降的一场大雨后，Vad im开车来酒店接我们，一见面便解

释，因为大雨，他必须回家换掉淋湿的衣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这几天去布尔

歇机场上下班，都是骑摩托车通勤，必须回家换汽车。

“为什么骑摩托车？”我们当然好奇，“而且参加航展穿一身西装，骑摩托车

方便吗？”Vad im笑着说：“因为去巴黎航展真的非常非常堵车，明天你们就会体

验到了！”

  外表随意 实则严谨高效的法国精神

当晚我们才知道，《今日民航IFLY》是今年达索航空特别邀请前来巴黎航展

进行现场采访的中文媒体，而且达索对我们的礼遇是，采访计划和行程完全由我

们自由订制。

于是，我俩赶快拿出小本子，提了一系列之前准备的采访需求，Vad im一条一

条认真听下来，几乎全部赞同，也给我们提出了不少更好的建议，并承诺会尽力

帮我们在接下来几天的巴黎航展中全部实现。

第二天一早在约定时间，我们在酒店大堂见到了来接我们的达索全球传播部

同事Anouar Taiba。上了车才知道，为了避免我们坐出租车堵车或不熟悉地铁，

Anoua r其实是被Vad im委托，此后每天去航展上班时顺路接我们到现场。而且

他完全了解了我们的采访计划，已经在着手帮我们具体联系安排。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法国人在看似随意自由的外表下，严谨高效的工作

态度。

在巴黎航展这么忙碌的日程里，Vadim和Anouar已经在半夜沟通好了协助我

们采访的全部事宜，这样的效率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在让我们惊叹的同时，也

倍感要做好这次巴黎航展采访的责任之重。

来到巴黎航展现场，远远就能看到阳光下矗立着的白色阿利亚纳火箭，那里

正是紧邻航展静态展区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所在地。朝着阿利亚纳火箭向里

在巴黎航展这么忙碌的日程里，法国人严谨又一

丝不苟的效率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让我们在惊叹的同

时，也倍感要做好这次巴黎航展采访的责任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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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观看今日民航IFLY
巴黎航展VLOG

本刊记者孙昊牧（左一）刘九阳
（右一）在第53届巴黎航展现场

摄影/本刊记者 刘九阳

达索航空的猎鹰8X公务机在第
53届巴黎航展准备进行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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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首先看到的就是空客静态展区展示的十余架空客各型民用客机、直升机及

军机，整个展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同为主场参展的达索静态展区，最吸引人

的莫过于全新发布的新一代战机NGF全尺寸模型、法国的骄傲阵风战斗机，以

及3架优美的猎鹰公务机：猎鹰8X、猎鹰900LX、猎鹰2000S和全新公务机猎鹰

6X客舱模型。

一路走过各种来自全球各国的先进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民航客机和

通用飞机，我们看到了熟悉的湾流G280、G600、G650和G550，4架公务机组成

了优雅的列阵，静待客户和观众参观；巴航工业全新公务机领航600和“工程

狮”涂装的E195-E2特别吸引眼球；德事隆航空的奖状纬度公务机、空中国王

和塞斯纳大篷车亲民又经典……

今年的巴黎航展共有150架飞机来到现场，进行飞行表演的就有近40架飞

机或机队。这里不光是航空迷们最值得朝圣的航空展，也是军事装备迷和摄

影迷的年度盛会。

在之后几天的巴黎航展中，达索全球传播部的Anoua r全程帮我们确认采

访嘉宾，并协助和陪伴我们完成计划中的对达索猎鹰全新公务机的参观采访、

专访试飞机长、拜访达索装饰工厂和布尔歇机场公务机候机楼、参观法国航空

航天博物馆、欣赏飞行表演等一系列采访安排;

同时,在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下，我们还在航展现场独家专访了巴黎航

展经理，即巴黎航展主办方—法国航空工业协会（GIFAS）的负责人之一，

Patrick Daher先生。

密集的采访,高效的安排,让我们短短3天的巴黎航展行，紧张充实、收获

颇丰。

在巴黎航展的几天中，所接触到的所有法国人高效又一丝不苟的工作精

神，让我们印象深刻。

作为来自中国的公务航空专业杂志，不光达索航空各个部门都对我们的采

访有求必应，布尔歇机场FBO的经理、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退休志愿工作者

以及现场被Anoua r抓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法国空军阵风战斗机飞行员，都非常

乐于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航空故事。

一方面，我们时时能感受到法国人在看到我们两张中国面孔时所表现出来

的真情实感的友善；另一方面，也能体会到他们发自内心地对法国航空工业和

航空文化的骄傲，充满自信地愿意与全世界分享，特别是通过我们与在遥远东

方的中国读者对话。

  大众性 巴黎航展的精神内核

拥有110年历史、仍能每两年一届日新月异的巴黎航展，无疑是法国和所有

法国人的骄傲。而在巴黎航展采访参观几天后，更让我们深思的是，什么是巴

黎航展的骄傲？ 

专业日的巴黎航展，清爽有序的环境、方便的场内交通、高效的论坛及会

议等，无处不体现出作为行业盛会的专业性。

然而到了公众日的巴黎航展，迅速变身为法国全民参与、阖家欢乐的大型

航空派对。这里有配合飞行表演的热情摇滚乐、法国街头艺术家参与的现场

涂鸦、随处可见的小吃亭和冷饮店。上至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的白发老人，下

至还在襁褓中一多半时间都在睡觉的小婴儿，趁周末全家老小来巴黎航展“露

营”的法国家庭不在少数。

特别是巴黎航展对青少年的友好，不仅体现在减免门票，还有可以亲手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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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每一架来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飞机，排队登上梦寐以求的战斗机驾驶舱，

现场观看并参与制作一架真正的飞机，用VR、AR技术体验将在他们的时代

成为现实的未来航空……

甚至在专业日充满商务气息的达索贵宾楼，到公众日也成为了员工的家庭

日现场。前一天还西装革履的工程师和销售代表，这几天可以悠闲地牵着妻子

抱着儿女来看飞行表演；负责客户接待的小姐姐也亲昵地领着男朋友来自家展

区参观；当仍然穿着战斗机飞行服的明星飞行员经过，大家都热情地跟他行贴

面礼，并自豪地向家人介绍他是整个法国的骄傲；一位身着航天服坐着轮椅，

仍然精干优雅的女士来到贵宾楼，所有人都投上尊敬的目光，热情地向她问

好，让人不禁好奇她身后又藏着一段怎样让人崇敬的故事。

公众日的飞行表演，气氛更像是大型户外嘉年华。当只在公众日出现的法

兰西巡逻兵列队整齐地从空中飞过，在净透的巴黎天空拉出代表法国国旗的

红白蓝三色长烟；硕大的空客A380就在你眼前缓缓起飞，又低空从数万观众

头顶轰然划过；达索猎鹰8X公务机轻巧地在白云下优雅转弯，让阳光在它的

机翼上镶上一道银边，很快又如猎鹰般俯冲而下；阵风战斗机真像阵风一般

呼啸而过，又会收低油门在空中做出一个个经典的飞行技巧；还有法国二战

后独立生产的第一款飞机FLAMONT MD-312“老当益壮”地进行纪念飞

行；更多小型表演飞机也在这方开放的天空尽情送上各自的精彩……所有席

地而坐，或者为了观看方便“席地而躺”的现场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

声和赞叹声。

在傍晚巴黎航展区域外的临时停车场周围，有很多不过一两层楼高的

小山包，上面也坐满了从各处赶来专门观看飞行表演的人们。他们甚至不

需要买任何门票，只是找个合适的高地，仰起头来，就能欣赏到巴黎航展

的精彩。

我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的本届巴黎航展海报：先进的民用客机、公务

机、直升机、战斗机和军用运输机当然吸引眼球，但簇拥着这些明星的，是

更多携手牵着、抱着，还有脖子上骑着孩子的家庭观众。而在海报最显眼位

置的，就是和你我一样会为飞行表演欢呼尖叫、高举手机不停拍照的普通

男女。

就如巴黎航展经理Patrick Daher先生所说，让来到航展的每一个人都满

意是他们的目标。大众性，则是自一百多年前巴黎航展举办之初便被写进其

DNA中的巴黎航展的精神内核。

正是来参加巴黎航展的每一个参展商、每一个观众和每一个工作人员，让

110岁高龄的巴黎航展没有丝毫老态或是高高在上。这种全民共享、充满大众

精神的航空文化，感染着我们，也让巴黎航展永远生机勃勃，充满探索和创新

的无尽活力。

公众日的巴黎航展，迅速变身为法国全民参与、阖

家欢乐的大型航空派对。而大众性，是自一百多年前巴黎

航展举办之初便被写进其DNA中的巴黎航展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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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7 日～ 23 日在巴黎布尔歇机场举办的第 53 届巴

黎航展，已经走过了它的第 110 个年头。回顾巴黎航展的历史，

或许就能发现它怎样在拥有百年传奇后，仍能历久弥新？

Air Show：A Century of Aircraft Progress
Paris
百年巴黎航空展
一部世界航空史

  本刊记者 孙昊牧

内文.indd   26 19/8/16   下午3:51

27

Paris
百年巴黎航空展
一部世界航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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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10年历史的巴黎航展，比我们

所熟知的任何一个航空企业、航空公司的

历史都更要久远。巴黎航展见证了世界航

空产业的兴起和勃发，创造了其他任何地

方和组织都无法比拟的航空业聚会、产品

发布和商务合作的平台。

时至今日，作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航空展，巴黎航展仍是

全球航空航天业领袖和精英最优选的会

谈场所，也是普罗大众了解和探索航空最

友好、最开放的盛会。

  人类航空的忠实记录者

尽管美国人莱特兄弟在1903年就成

功地驾驶飞机完成了人类的首次动力飞

行，但在很多法国人甚至欧洲人心目中，移

居法国的巴西人桑托斯·杜蒙才是真正的

现代飞机发明人。1906年，桑托斯·杜蒙

在巴黎市民的围观之下，驾驶飞机依靠自

身动力起飞，绕埃菲尔铁塔飞行一周，并

平稳降落，引来阵阵欢呼。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内，现代飞

机技术在欧美迅速发展，人类终于可以

驾驶重量大于空气的飞行器，自由翱翔天

际。1909年，法国人布莱里奥驾驶他自己

制造的单翼机成功飞越了英吉利海峡，标

志着法国成了世界领先的航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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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届国际航空展览会，展期23

天，开启了百年巴黎航展的序幕。巴黎大

皇宫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是一个多世

纪前，为了举办1900年世界博览会所兴建

的。世博会后，其他建筑均被拆除，仅留下

了巴黎大皇宫和埃菲尔铁塔，成为了巴黎

甚至法国的象征。

第1届巴黎航展的展品，除1艘飞艇

和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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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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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都会举办航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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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技术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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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仅法国就生产了近

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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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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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黎航展异常火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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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后 的19 2 0 年，世界上 第二大 航

展— 范保罗航展的前身在英国首次举

办。事实上，最初的两大航展都是较为封

闭的国家专场。在巴黎航展和英国皇家空

军军事展览上，展出的只有本国飞行器，

也很少有其他国家的观众来参观。

隔着英吉利海峡，作为当时全球经济

最发达、航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和

法国依靠航空业悄悄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

离。在1924年的巴黎航展上，首次出现了

英国和德国的参展商，开始让巴黎航展有

了国际化的味道。也是从这一年起，巴黎

航展的举办由每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

1927年5月20日，美国人查尔斯·林白

驾驶着他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历经

33小时30分钟，首次跨越大西洋，成功降

落在巴黎布尔歇机场。林白这次人类历史

上首次横跨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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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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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初，金属材料开始成

为飞机制造的材料，随之应运而生的便是

单翼飞机和金属机身。到了30年代后期，

金属铝材料的大规模应用大大增加了机

翼强度，为单翼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在

单翼机与双翼机的航空竞赛中，单翼机的

速度和操控性能优势明显，人类航空自此

走向了金属单翼机时代。

二战虽然使巴黎航展一度暂停，却客

观上推动了航空科技的发展，战场的天空

中已经出现了喷气战机。二战结束后，航

空科技迅速摆脱了螺旋桨的束缚，跨入了

喷气动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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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的巴黎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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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更

开放和包容的特性，成为美苏对决最重要

的秀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宇航事业

在美苏竞技中迅速发展。随着1957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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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届航展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内文.indd   29 19/8/16   下午3:5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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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两国

开展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1年4月12日，

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飞上太空，人

类载人航天开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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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航展的名称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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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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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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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因为

经济性和噪音问题停飞，协和式飞机一共

只生产了20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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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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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最易识别

的明星机型。波音B747原型机的大小是

20世纪60年代广泛使用的波音B707的两

倍，可载客近400人。自1970年投入运行

后，波音B747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民航机，

垄断着民用大型运输机的市场，在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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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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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巴黎航展上的海运集装箱型
波音747超级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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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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万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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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巴黎航展，波音747背负着美

国“企业”号航天飞机飞临布尔歇机场。

80年代，美苏航天竞争进入了白热化时

期。1981年，美国首次发射了航天飞机。

与火箭的单次发射相比，能重复发射的航

天飞机被视为人类航天的又一个里程碑。

不过由于航天飞机的安全性和高昂的发射

费用，美国陆续将航天飞机退役，航天飞

机也在2011年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

1991年巴黎航展，美国首次对外公

开展出F-117隐形战机。海湾战争让美军

首款隐形战机F-117成为战争明星。隐形

战机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让世界各国争

相开始研制隐形战机。如今F-117已经退

役，而F-22，F-35，歼20构成了世界隐形

战机的格局。

2003年第45届航展适逢人类发明飞

机100周年，为此，主办方组织了航空史展

览，展出了13架在人类飞行史上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飞机，其中有莱特兄弟的“飞行

者”号复制品、二战期间大显神威的 B17 

轰炸机等，给航展带来了一抹淡淡的怀旧

近10年来，空客A380凭借出众的乘坐舒适度和领先的科技感，一度成为航空业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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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航展揭幕那天，一架“协和”超音速

客机从戴高乐机场飞到布尔歇机场作告

别飞行，27年的商业营运史画上了一个句

号，从此安身于布尔歇航空航天博物馆。

  航展上的展示与角力

1973年第30届巴黎航展，空客A300

客机首次亮相。空中客车A300是欧洲空

中客车工业公司设计生产的一种中短程宽

体客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双发动机的宽

体客机。作为空中客车公司第一款投产的

客机，A300成为第一架只需两位飞行员

驾驶的宽体飞机。

作为在协和超音速客机之后，欧洲各

国航空合作的典范，空中客车公司从1970

年成立之初便意欲成为世界顶尖的航空企

业。1987年，空中客车推出A320客机后，

成功打破了波音飞机垄断民航的局面，到

现在，空客已成为与波音并肩的世界领袖

级航空公司。

在2005年6月的第46届航展上，全

球最大的民航客机A380成为最大的“明

星”。载员550人的空客A380被冠以了

“空中巨无霸”的称号，并成为此后世界

各大航展中最耀眼的明星。A380在2005

年4月27日进行了首航，在2007年10月25

日进行了第一次商业飞行，此后凭借其双

层客舱与4台发动机成为世界各大机场最

易辨认的机型。特别是随着近10年来中东

地区航空公司的崛起，空客A380凭借出

众的乘坐舒适度和领先的科技感，成为航

空业的明星，也终于结束了波音747在载

客量最大的民用客机市场上30年的垄断

地位。不过A380的时运不济，随着近年

来洲际航空去枢纽化的发展趋势，波音和

空客也分别推出了更节油的中长距离新机

型。尽管空客后来曾试图用A380plus型

挽救命运，也前景低迷，在今年2月，空客

已正式宣布A380项目停产。

在今年巴黎航展现场——布尔歇机

场的跑道边，一直停放着一架空客A380

客机，遥远又安静地看着热闹的航展和络

绎不绝的飞行表演。直到公众日，空客公

司才特别安排一架涂装优美的A380客机

进行飞行表演。当它低空从头顶掠过时，

从1963 年第25届航展
起，巴黎航展的名称改为“国
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世界航
天技术的发展成绩也成为巴
黎航展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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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协和超音速客机之后，欧洲各国航空合作的

典范，空中客车公司从1970年成立之初便意欲成为世界

顶尖的航空企业。

来自法国和全世界的观众还是对它报以热

烈的掌声和欢呼。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黎

航展的民用大型机展览逐渐成为波音和空

客的角力场。作为空客的主场，近10年来，

大部分时间里空客是巴黎航展销售飞机

最多的公司。但在2017年的第52届巴黎

航展，波音一扭颓势，以571架飞机订单、

748亿美元的目录价值打破纪录。而空客

则只售出326架飞机订单，目录价值397亿

美元。但令人唏嘘的是，2017年波音的巴

黎航展订单中有340架是737MA X10，而

现在整个737MA X家族都因此前的两起

空难陷入停飞。

今年的巴黎航展几乎是波音的“至暗

时刻”。

据波音和空客这两大飞机制造巨头

公布的订单数据，波音在本届航展仅获得 

292架订单，其中仅 20架为确认订单，另

外 272架为意向订单。空客共获得 363

架飞机订单，其中包括 149架确认订单、

214架承诺订单。相比之下，空客在订单

数上以绝对优势超过波音，扭转了上届巴

黎航展波音“反客为主”的局面，成为今年

50周岁的空客生辰最好的贺礼。

今年巴黎航展期间，巴航工业在自己

展台庆祝了自己50岁的生日。巴航工业携

全新涂装的“工程师”第二代E-喷气系列

飞机E195-E2亮相航展，此外还有多功能

运输及空中加油机KC-390、轻型攻击和

训练机A-29超级巨嘴鸟和现有性能最为

卓越的超中型公务机领航600。在航展现

场，巴航工业共收获了43架飞机订单。

回顾巴黎航展的110年历程，能深深

感受到，航空技术的进步，一直与人类的

生活息息相关。在战争时期，它可以很大

程度上决定交战双方的命运；在和平时

期，它成为我们“全球生活”最不可或缺的

工具。未来的航空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是

超高音速、迈向深空，还是环保燃料、无人

驾驶……在巴黎航展中如果细心观察，你

一定会发现个中端倪。

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的精彩编队飞
行，是每届巴黎航展最受欢迎的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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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aris Air Show

巴黎航展的精神
  本刊记者 孙昊牧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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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航展作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参展人数众多的航展，

历时 110 年不断成功举办的秘诀是什么？怎样永保巴黎航展

的吸引力？什么是巴黎航展的精神？巴黎航展的精神

Th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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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举办成功的航展？

与世界其他航空航天展相比，巴黎航

展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法国航空工业协会（GIFAS）负责人

之一、巴黎航展经理Patr ick Daher给出

的答案非常简单—国际化。

“航空制造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产

业。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全球航空业汇聚

的场合，每个参展商都可以在这里见到来

自全球各个地方的供应商和客户，特别是

平时很难见到的来自遥远地区的客户。在

巴黎航展的一周时间里，一些公司可能会

举行多达一百多个商务会面，这对任何一

家航空领域的参展商来说都是非常高效和

有收获的展会。”

在今年巴黎航展的2453个参展商中，

仅有不到半数的1185家来自法国本土，其

他大多数的参展商来自欧洲和全球各个地

方；航展共设26个国家馆，335个贵宾楼，

排名最多的外国展商来自于美国、德国、

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在专业观众方面，

有来自98个国家的290个参观团体；此

外通过展会官方注册的记者也达到3450

人，分别来自67个国家；而来参观航展的

三十二万多观众，其国际化水平在现场便

可见一斑。

怎样成功地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参

展商？

Daher先生表示：高效和高质，是从

专业角度衡量一个航展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准，也是航展最吸引展商和专业观众的

特质。

对于巴黎航展的主办方而言，他们更

关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展商的诉求。

一些大型航空制造企业，希望在这里完

成大额订单；一些航空设备制造商，希望

在这里会见更多的客户，达成更多的合作

可能；一些在航空领域崭露头角的新兴企

业，希望借这一航展打开知名度，让更多

行业巨头和领导者看到他们的创新。

“所以每隔两年，我们都要进一步证

明我们能用高质量的工作流程，为参展商

提供更专业、优质的航展环境，让每一个

参展商来到这里，都能更好地销售他们的

产品。”

在巴黎航展的现场，数十个展厅错落

有致，有按国别区分的国家馆，有按供应

链区分的设施设备馆；整个超过32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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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航展区域中，露天的静态展区被各个

展馆和贵宾楼围绕在中央，无论是专业日

还是公众日，都有很顺畅的动线可以一次

浏览所有静态展飞机；在专业日，场馆内

有两辆无轨小火车和上百辆高尔夫车往来

穿梭，其中有固定线路的穿梭工具，也有

贵宾展商专属的高尔夫车，可以快速地带

领客户去到想去的地方。

而在紧邻机场跑道、最靠近飞行表

演的位置，有一排整齐美观的白色二层

小楼，这里便是航展位置最好的贵宾楼

（chalet）区域，需要特别通行证或贵宾

展商陪同才可以进入。在每栋贵宾楼的二

层都设有开放的露台，正对布尔歇机场跑

道，这里自然是整个航展中欣赏飞行表演

最好的位置。

“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你的航展更

高质，对参展商来说更高效，能够让他们

更便利地完成工作，更好地会见客户、完

成交易。而且每届航展结束时，我们都会

对参展商进行回访，跟踪了解每个参展商

对于本次航展的满意度，以期在下一届

航展进行改进。”对于不断在巴黎航展提

供高效、高质的参展环境，Daher先生充

满自信。

  从科技创新到公众认知

毋庸置疑，每两年一届的巴黎航展，

对法国、欧洲甚至全球航空工业的发展都

意义重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第四次

工业革命和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创新在

巴黎航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继上届航展我们首创的巴黎航空

实验室（Paris Air Lab）项目获得成功后，

今年我们继续举办了第二届航空实验室

项目，这也是近几届来巴黎航展最大的创

新。”Daher先生向本刊记者介绍。

“现在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和个人

加入航空技术的创新，我们也邀请了很多

航空领域处于起步阶段的创新型公司，来

展示他们在航空各个细分领域的创新成

果。”Daher先生表示，“因为这些初创型

的公司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参展，他们都

是被免费邀请来，也成为了航展重要的组

成部分。”

今年的巴黎航空实验室，被设置在了

同在布尔歇机场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的协和展馆内。在占地3000平方米展厅

巴黎航展首日，作为航展的开幕嘉宾，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揭幕了首次亮相的法国新一代战斗机（NGF）的全尺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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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航展也是航空文化大众化的使者。我们现在所

做的工作，是对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后的投资，应

该让大众了解，这些不断创新的航空航天从业者所做的

工作，是为了全人类未来的利益。

的两架协和客机脚下，有150

家航空航天初创企业的展台，按

创新领域的不同分为航空新能源、未

来火箭、无人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多

个区域。

航展主办方还在这里举办了丰富的

论坛和圆桌会议，邀请空客、波音、赛峰和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相关实验室的首席技

术官等，分享行业新知、解答创业者问题。

这一项目，也给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

创新创业者提供了灵感相互碰撞、思想无

间交流的空间。

同时，巴黎航空实验室也是非常受公

众喜爱的区域。观众可以在这里使用VR、

AR等技术，探索和尝试航空领域现在和

未来将要发生的创新科技，了解航空技术

进步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近距离接触

这个行业可能的发展方向和亮点。

D a h e r先生强调：“现在不光在欧

洲，全球民众对气候变化都异常关心。巴

黎航展，以及法国航空工业协会的任务之

一，就是推动航空技术创新，尤其是能够

减少环境污染的新技术的发展。”

“因为在航空领域的任何一项创新，

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和验证才能

进 入实际 生 产。通常，新技术需 要至 少

10年的时间才会体现在市场上。所以我

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对未来20年、30

年甚至40年后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公众

不会等待三四十年的时间。因此，我们必

须让这些航空领域的技术创新为公众所

知，让大众了解，这些不断创新的航空航

天从业者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全人类未来

的利益。”Daher先生说道，“巴黎航展

和法国航空工业协会，也是航空文化大众

化的使者。”

  面向未来的航展

作为巴黎航展的主办者，法国航空工

业协会的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提高整个航

空业的竞争力。当下，全球工业正在经历

新的转型浪潮，即由数字解决方案推动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大型航空航天企业

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新工具以提高效率，开

发新产品和服务并不断丰富他们的客户

体验。

法国航空工业协会，不仅关注几大行

业巨头的发展和需求，也聚焦更多行业成

员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中小企业在数字化

技术革命中的处境，并帮助这些中小企业

更好地运用AR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和增材制造等新技术。

在今年巴黎航展专业日的第三天，专

门召开了一个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发布和

招募仪式，由政府代表、航空工业企业代

表和金融机构等共同参与，吸引具备发展

潜力和实力的中小企业参与其中。法国航

空工业协会的这一“未来工业”计划，目的

是帮助300家中小企业顺利地完成数字化

转型，赋予他们更先进的技术生产工具，

同时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空业中。

对于巴黎航展和法国航空工业协会

来说，在航空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吸

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一直非常重要。

据巴黎航展官方介绍，2018年，航空航天

业在法国提供了超过15000个招聘岗位，

整个行业雇员人数达到19.5万人。

Daher先生特别向记者介绍了巴黎

航展的“航空职业培训”（The Careers 

Plane）项目。

“航空职业培训”今年在巴黎航展已

经进行到第四届。项目会在现场向公众展

示飞机在生产制造、维修以及各个相关工

程领域内的实际操作过程，让参观者可以

一步一步地看到一架飞机怎样从一个个零

件被制造出来的。

今年 的巴 黎航 展中，“航空职 业 培

训”项目共有70家参展商加入，包括航空

制造企业和航空职业培训机构，项目面积

比以往有很大扩展。在航展交易日中，主

办方特别邀请了五千余名高中生在学校组

织下来参观，他们可以在工程师的指导下

亲自完成操作，感受航空工业的魅力；在

公众日，更成为受大众欢迎，切身体验航

空的机会。

作为巴黎航展的主办方，法国航空

工业协会对“航空职业培训”项目颇为自

豪。这一项目从一开始就非常成功，它不

光让年轻人更加了解航空业，也让更多青

少年的家长了解这个充满创新和荣誉的行

业，并鼓励他们未来加入航空航天业。此

外，“航空职业培训”项目也给很多有经验

的专业人士打开了认识和加入航空领域的

大门。“招聘、培训和创造就业，不论现在

还是将来，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都是

需要优先考虑的大事。”Daher先生认真

地对记者说。

“一个航展的成功，不仅是参观人数

和订单总量，我们更关注每一个来到航展

的人的感受。让每一个参展商、每一个观

众、每一个航空航天业的参与者都满意，

这才是我们认为成功的航展。”

01. 空客A380进行飞行表演
02. 巴黎航空实验室中展示
的飞行汽车

①
②

||||||||||||||||||||||||||||GLOBAL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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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轰鸣掠过的“阵风”先进战斗机到由法国总统签字

揭幕的新一代战斗机模型，2019 年巴黎航展可以说是达索航空

的主场。在达索猎鹰公务机家族中，最为闪耀的明星则是不久

前刚完成关键性设计审查，确定设计方案的超宽机身公务机—

猎鹰 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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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ion，From Paris to China
Dassault
达索航空
从巴黎飞往中国

  本刊记者 刘九阳

扫码关注IFLY 
独家猎鹰6X 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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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法国的瑰宝级企业！”法

国总统马克龙曾如此夸赞它。

毫无疑问，巴黎航展是达索航空的

主场。

与百年巴黎航展相对应，达索航空也

有百年历史。达索航空—这家拥有百余

年历史的老牌战斗机与公务机制造商—

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法国人的骄傲。

从天上轰鸣掠过的“阵风”先进战斗

机到由法国总统签字揭幕的新一代战斗

机模型，达索猎鹰公务机家族—超中型

公务机猎鹰2000、大型公务机中的猎鹰

900L X、超远程公务机猎鹰8X，悉数亮

相。其中，最为闪耀的明星则是不久前刚

完成关键性设计审查，确定设计方案的超

宽机身公务机—猎鹰6X。

  达索说 要有光！

“凡是好看的飞机一定是好飞机。”达

索航空的创始人马塞尔·达索曾这样说，这

句话也是达索猎鹰公务机的设计宗旨。

充满法式优雅的猎鹰公务机，也因此

成为了业内人士口中“高级美”的代名词。

应达索邀请，在第53届巴黎航展上，

本刊记者作为唯一登上达索最新研发机

型—猎鹰6X公务机全尺寸机舱模型的

中国媒体，第一次进入猎鹰6X客舱最明显

的感觉就是：亮！

猎鹰6X公务机机身两侧共有30扇超

大窗户，这些窗户不光面积增大而且排列

紧凑，可以让机舱内坐在任何位置的乘客

都享有自己的风景。充分的自然光也让乘

客在机舱内更有家一般的体验。

达索航空猎鹰公务机销售工程师杜漫

宇告诉记者：“自然光线能提升情绪，活跃

思维。

相比以往猎鹰机型，猎鹰6X能够提供

无与伦比的亮度。它不仅拥有30扇更大的

窗户，还开业界先河，设计了一扇独特的天

窗，因此整个客舱都洒满了自然光线。”

公务机可以开天窗！这恐怕是达索猎

鹰公务机在全球公务机甚至民用飞机中的

独创设计。天窗不仅给通常光线较差的登

机口和厨房区域带来了舒适的自然光，相

信在夜晚飞行时，这扇天窗也会是夜观天

象的最佳舱位。

除了客舱区域，猎鹰6X的驾驶舱头

顶空间也比其他公务机更高，窗户面积增

加了30%，防眩板的形状进一步拓宽了视

野，这些都大大提升了飞行员在空中和地

面的情境感知能力，不仅让飞行员能集中

精力，更能保证飞行安全。

  全新类别 超宽机身公务机

“疯狂的人改变了世界。”这是斯蒂

芬·茨威格在《麦哲伦航海纪》中所写的

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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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6x公务机首创
业界先河，设计了一扇独
特的天窗

达索航空不但重新定义了私人航空

旅行体 验，更在这一领域开创了全新类

别—超宽机身公务机，猎鹰6X就是最

好的体现。

单 单如下这些数据，就足以令人赞

叹不已：客舱高度1.98米，客舱宽度2.58

米—猎鹰6X拥有目前公务机行业内最

高、最宽的客舱。

近两米高的客舱意味着乘客可以在

这架公务机机舱内昂首挺胸，而2.58米的

宽度则意味着，在机舱两侧布置了3排宽

敞舒适的座椅后，乘客仍然可以自如、没

有阻碍地从前舱穿行到后舱。

甚至于在后舱的两侧沙发坐满人的

情况下，乘客依然可以在中间的过道自

由走动。在专用公务机领域，这样的超大

内部空间，是其他同级别公务机无法拥

有的。

达索航空民用飞机部执行副总裁白

嘉龙（Car los Brana）对记者表

示：“与购置房子类似，中国客户对于

机舱空间更加看重，但同时他们也想要航

程远的机型。飞机的航程越长，自然就需

要机舱体积更大的公务机。机舱越大，也

就越舒适，因为你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在机

舱内活动。”

猎鹰6X将公务机乘客的舒适度上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超宽体的客舱在

3个分开的休息区能够容纳12~16位乘客

的单人座椅，还拥有几个不同的客舱布局

选择，包括长门厅、机组人员休息区和一

个宽敞的后部休息区。

猎鹰6X的客舱设计不仅拥有十分现

代的外观，可以满足机主对极致舒适度

的期望。流畅无阻的线条更提升了空间质

感，令客舱感觉简洁而开阔，额外的空间

几乎可以实现任意一种布局配置。

此外，猎鹰6X将拥有公务机行业内

最安静的客舱。它的噪音抑制系统基于猎

鹰8X公务机的开发经验而创，后者的测试

噪音值仅为49分贝。而6X的噪音控制能

力，只会更好。

“前不久我刚刚售出了一架猎鹰8X

给中国客户，他当时带着小女儿参与了

8X的试飞活动，飞完立刻决定买下来。为

什么呢？因为这是唯一一架全程他的小

女儿没有觉得耳朵难受的飞机。”达索航

空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丁旭和（Jerome 

Desmazures）在巴黎航展的现场对记者

十分自豪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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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安全 更灵活 更高效

尽管在巴黎航展的现场，我们看到的

只是一架猎鹰6X公务机的全尺寸客舱模

型，但达索航空飞机规划设计总监Remi 

Bachelet对自己参与设计的这一作品满

脸欣慰：“我们对这款全新公务机的设计

非常自豪，也非常满意。”

更安全、更灵活、更高效的猎鹰6X公

务机，也透露出达索这家血脉深厚的法国

企业对未来公务航空，乃至全球航空业发

展趋势的预判。

猎鹰家族公务机从5X开始，就在不

断追求更大的客舱空间、更舒适的乘坐体

验和更高技术在公务机领域的应用。与此

同时，猎鹰6X公务机的设计也更加精妙，

飞行能力大大提升。

杜漫宇自信地对记者表示：“猎鹰所

追求的价值，就是安全、灵活、高效。”

自2018年2月达索宣布终止猎鹰5X

飞机项目，启动猎鹰6X双发大客舱远程喷

气公务机项目以来，仅一年多的时间里，

达索就取得了多项突破。

丁旭和认为：“猎鹰6X的优势在于，

它是一架能完成几乎任何飞行任务的大

型公务机。”

安装了全新普惠PW812D发动机的

猎鹰6X公务机，拥有10186千米（5500

海里）的最大航程，加上最高0.90马赫数

的速度，在0.85马赫数速度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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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巴黎至北

京、洛杉矶至伦敦等，飞行能力让人惊叹。

猎鹰6X拥有全新的超高效率机翼，

使得机翼轮廓确保能高速控制气流，让乘

客拥有无比顺畅的飞行体验。

猎鹰6X还配备了全新的驾驶舱以及

达索最新一代航空电子设备EASy II I，该

设备的设计结合了许多猎鹰公务机运营商

的意见，比如能够一键快速启动和关闭所

有系统等。

杜漫宇特别提到，猎鹰6X使用了新

一代的数字飞行控制系统(DFCS)。这一

系统可以控制机身上所有的飞行可控表

面，包括缝翼和襟翼。飞行状态防护功能

可以避免飞行速度超过最高限速或失速

的情况。当遇到风切变、突发性交通冲突

规避和复飞等情况时，飞行员的操作也更

为简便和安全。

猎鹰公务机不但因其在空中的灵活

性备受肯定，在地面上的操作也灵活自

如。可以说，猎鹰公务机能停降几乎任何

条件的机场。

和同样航程、同样客舱空间的其他公务

机相比，达索6X的起飞重量小很多，航程则

增加了近20%，这也让6X变得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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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鹰6X起降的平衡跑道长度

为1670米，能在需要大角度进近的机场

着陆，比如瑞士卢加诺机场和伦敦城市机

场。更让人惊叹的是，即便在部分燃油载

荷情况下，猎鹰6X仍然能在跑道长度不到

914米的机场起降。

虽然 猎鹰6X 是 一款新型号的公 务

机，但其全球支持网络已经非常完备。达

索的工厂和授权服务中心都配备为猎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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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X服务的人员与设备。技术中心顾问全天

24小时待命，GoTeam现场支援小组也准

备好随时出发去现场救援。猎鹰6X还集成

了FalconScan实时检修监测系统，若飞

行中出现需要检修的问题，地面上的客户

服务中心会立即收到信息，在飞机着陆前

就迅速开始准备支援。

“现在市场上对全新远程大客舱公

务机的需求仍 然 很强劲。在50 0 0 海里

航程的细分市场中，猎鹰6X提供了最佳

的性价比，是在行业内独树一帜的公务

机。”达索航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E r i c 

Trappier表示，“达索对于猎鹰6X的机身

与引擎设计十分有信心，我们也将通过与

全球合作伙伴的密切协作向市场交出令人

满意的答卷。”

  从巴黎飞向中国

自1966年第一架猎鹰20公务机诞生

至今，达索航空已向全球出售了超过2500

架猎鹰公务机。从舒适的猎鹰2000系列、

客舱宽敞的大型公务机猎鹰900系列到远

程公务机猎鹰7X和超远程猎鹰8X，每一

款公务机机型都拥有最佳的飞行性能，提

供在更小机场及更恶劣条件下安全飞行的

保障。

在公务机起降机场数量是通用航空

机场10倍的美国、在欧洲阿尔卑斯雪山

上、在非洲大陆以及伦敦与纽约繁忙的城

市机场，甚至是世界最高海拔的高高原机

场—中国稻城亚丁，都可以看到“猎鹰”

的身影。

“如今在中国市场，已经有超过50

架达索猎鹰公务机在役。猎鹰公务机机

队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标

志。” 白嘉龙对记者表示，“公务机与其

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项投资，用户

付出费用去赚取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机会

与更充裕的时间。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

段，公务机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

说，公务航空市场，公务机与经济环境、社

会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在法国工业史上，达索一直是法国航

空航天工业的先驱，在中法两国之间，达

索也一直充当着友好交流的桥梁。白嘉龙

认为：“达索在中国的形象一直是值得信

赖的法国企业，达索对于中法航空航天领

域的合作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并仍

在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制造业转型。”

按计划，猎鹰6X公务机将于2021年

首飞，2022年开始交付。丁旭和透露，猎

鹰6X的客舱实体模型将会在明年提前来

到中国，“让中国客户能够近距离感受超

宽机身猎鹰公务机的美妙之处”。

“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同时中国也是猎鹰7X和8X公

务机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客户永远都在

寻求最好的体验和最先进的技术，这也

是为什么这两款公务机在中国如此受欢

迎的原因。”丁旭和在巴黎航展现场接受

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相信，在猎鹰

6X推出以后，猎鹰公务机在中国市场将

无所畏惧。”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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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飞行员的职责，是驾驶飞机来展示飞机的可操控性、

速度、灵活度和战斗性能。我们认识了全球仅有的五位能做阵

风单机飞行表演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持有试飞员飞行执照能

飞现场所有机型的超级试飞员，驾驶无人机为第六代战斗机搜

集飞行数据的超级试飞员。即使在飞行员遍地的航展现场，他

们也是像“神”一样的存在。

with the Gods of Flight
Meeting
遇见“飞行之神”

  本刊记者 孙昊牧

遇见“飞行之神”
  本刊记者 孙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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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是像“神”一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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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航展现场，Jean-Guillaume 

Mar t inez所到之处，都像明星一样备受

关注。

一方面因为他这身超级帅气的战斗

机飞行服，另一方面他真的是巴黎航展、

法国空军和整个法国飞行圈中的超级大

明星。在Youtube搜索他的飞行员代号

“Marty”，会发现他有自己的个人频道，

作为法国空军的超级明星，他的飞行视频

传播甚广，已经有众多的固定追随者。

当Mar ty端正地坐在我们对面，他的

明星光环便被他深深的酒窝和亲切的笑

容打上了一层柔光滤镜。

M a r t y向我们介绍了他战斗机飞行

服上所有布徽章的含义：左臂上方是法

国国旗标 志，下方是 他所飞的机型—

Rafa le阵风战斗机；左胸上方是他的职

务—“三道杠”机长，下方是法国圣埃克

苏佩里基金会的徽章，标志是代表法国

的小王子；右胸上的徽章，有他的名字JG 

Mar t inez、飞行员代号Mar t y和他的职

务；右臂上则是法国空军“阵风单机飞行

表演队”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徽章。

法国空军在2009年成立了“阵风单

机飞行表演队”，开始进行阵风战斗机的

单机飞行表演。每两年，飞行表演队会进

行一次更新，每届只有两名飞行员能够进

入阵风单机飞行表演队，一人作为飞机驾

驶员，另一人作为队长和安全管理员。因

此到目前为止，这一飞行表演队只有5位

能胜任阵风单机飞行表演的超级飞行员，

M a r t y是第四任，而在今年巴黎航展上

进行阵风飞行表演的是他的继任者，代号

“Babouc”的第五任。

表演飞行员的职责，是驾驶飞机来

展示飞机的可操控性、速度、灵活度和战

摄影/德永克彦

阵风单机飞行

表演队队长
法 国 明 星

Marty

|环球视野 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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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arty端正地坐在我们对

面，他的明星光环便被他深深的

酒窝和亲切的笑容打上了一层柔

光滤镜。

斗性能。作为空军飞行员中最精锐的成

员之一，阵风单人飞行表演队的每一个成

员，都是法国空军的绝对精英。也因为近

年来阵风战斗机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让

几位飞行员成了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的

明星。

从2016年开始，Mar t y作为阵风单

机飞行员开始进行飞行表演，除了在2017

年的第52届巴黎航展由他完成表演飞行，

他还曾驾驶阵风战斗机飞赴迪拜、新加

坡、印度、马来西亚、兰卡威等各个地方的

航展进行飞行表演；每个周末，这一表演

队都会在欧洲各地飞行表演，来展示阵风

战斗机的优秀性能。

在 今 年 的 巴 黎 航 展 上，当 第 五 任

Babouc在空中俯冲、翻滚，做各种难度

飞行时，Mar ty作为表演队队长和安全责

任员，会在地面进行实时指挥，如果看到

一些可能给表演带来危险的问题，会及时

提醒空中的飞行员，并指导他通过某些动

作来避免危险，确保飞行表演的安全。

“阵风单机飞行表演队，是法国空军

的大使。”作为现任队长的Mar ty，也是新

飞行员培训团队的主管。他的任务也包括

和法国的年轻人沟通，让他们了解这份工

作，并吸纳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法国空

军飞行队；不断挖掘和发现有潜力的年轻

飞行员，并将他们培养成“阵风单机飞行

表演队”的继任者。

现年45岁的M ar t y，加入法国空军

已有22年。说完优秀的继任者，Mar ty也

笑着说：“在更多优秀年轻人加入我们的

单机飞行表演队后，我的位置一定会被替

代。或许未来结束空军生涯后，我也会进

入达索航空，成为公务机试飞员，开启自

己的第二段全新飞行生活。”

||||||||||||||||||||||||||||GLOBAL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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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 西 装 笔 挺 、一 头 卷 发 花 白 的

Phillipe Deleume先生，是位外表低调，

甚至有些慈祥的老绅士。

几次在达索贵宾楼相遇，在人群中目

光交会时，他都会远远地对你友好微笑，

点头示意。直到达索全球宣传部的工作

人员跟我们介绍，他是所有飞行员中“最

最棒的（Best of the Best）”首席试飞

员，参与了达索多款公务机、战斗机的研

制和首航试飞时，我们只能用合不拢嘴的

WOW来表达对他“神”一般大隐于市的

惊叹。

“发明飞机不算什么，要建造它就要

多花一些工夫，而对其进行的测试则是

一切的重中之重。”法国航空创始人之一

Ferdinand Ferber早在1904年就有此

判断。

Phillipe Deleume先生在整个达索

航空的团队中，正承担着这样重中之重的

责任。

所有的达索工作人员都说， Phillipe

是他们认识的最棒的飞行员，而且非常谦

逊。他赶忙说：“不不不，在达索可以说是

最好的之一，不过我确实拥有这个世界上

最棒的工作。”

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975年，Phil l ipe

就加入了法国空军，成为了一名战斗机飞

行员。他最早飞的机型也是法国曾经的

空中明星—幻影III。因为优异的飞行成

绩，他在1987年被派往位于巴黎奥尔日河

畔布雷蒂尼的EPNER试飞员学校进行学

习。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最高级别的试飞

员学校仅有4所，另外3所分别是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爱德华空军基地的空军试飞员

学校、美国马里兰州帕图森河的海军试飞

员学校，以及英国博斯科姆比的英国帝国

试飞员学校。从EPNER毕业后，Phillipe

回到法国空军，成为了法国空军和法国政

府民用机型的一名职业试飞员。

这里你看到的所有飞机

我都能飞
“神”一样的

  Phillipe

|环球视野 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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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在达索我可能是最

好的飞行员之一，不过我确实拥

有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在Phil l ipe的空军测试飞行履历中，

从各式战 斗 机，到超轻 型军用飞机、重

型空客运输机，其中最耀眼的，就是幻影

2000和阵风A战斗机。

1996年，Phil l ipe加入达索航空，继

续试飞员工作，在这里完成了达索现在的

明星—猎鹰7X和猎鹰8X的测试飞行工

作，并在2007年被委任为达索航空的首

席试飞机长。

“做试飞机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试飞机长需要非常多的经验。因为

作为试飞员，不仅仅是飞行，你需要参与

一款飞机在研发和验证阶段的很多工作，

这也是和一般飞行员不同的地方。”

新飞机的试飞，在大多数人听起来都

是一项充满危险与挑战的工作。

Phil l ipe不这么认为：“在试飞前，我

们要先预估所有的风险，试飞员将会判断

风险是否过高。因为测试的工作是完成计

划的飞行项目，将飞机完好地飞回来，得

到测试的数据和结果。在测试飞行中，有

时确实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但这种状

况现在越来越少出现了。”

“因为现在我们有非常先进的飞行

模拟设施，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模拟机上

做了很充足的飞行试验，已经取得了足够

的飞行数据。在实际试飞中我们再次得到

一些数据，回来与模拟机进行对比和校

正，从而让模拟机更精确。在这样不断的

反复中，模拟机越来越聪明和可靠，对我

们实际飞行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少。”

“试飞员的飞行执照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禁好奇。

“嗯……”坐在航展视野最好的达索

贵宾楼二层露台的Phi l l ipe，在略微沉吟

后云淡风轻地说：“这里你能看到的所有

飞机，我都能飞。”

“天呐！”我们难掩震惊。

“当然是在法国境内，这是法国试

摄影/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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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员执照的特权。” Phillipe补充道。

他指着远处布尔歇机场停机坪一架

二战时期的古董飞机道格拉斯DC-3说：

“哪怕是这架已经进入博物馆的DC-3，

我也可以飞。”

和我们一起的超级飞友还细心地发

现，当Phillipe说到驾驶幻影、阵风和猎鹰

等不同机型时，他的手势会下意识地比划

着不同的方向舵和操纵杆，驾驶飞机已经

被写入了他的肌肉记忆！

超级飞友充满崇敬地叫道：“您就是

飞行之神！”

飞 过 难 以 计 数 的 各 种 机 型 后 ，

Phil l ipe最爱的还是法国空军最新型的阵

风战斗机。

“作为飞行员，阵风真的是最棒的飞

机。它有最强劲的发动机，非常好的操控

性，驾驶起来也非常舒适。”

在今年的巴黎航展上，Phi l l ipe还与

他的继任者，同样叫Phi l l ipe的Phi l l ipe 

Duchateau一起完成了猎鹰8X公务机的

飞行表演。在低速从贵宾楼前方经过时，

我们可以远远地看到他在驾驶舱内向看

台上他的好朋友们挥手致意，同时他们还

会操纵8X轻轻地左右摇摆，“这是在用飞

行的语言说‘你好’！”

遗憾的是，“神”一般的Phi l l i pe在

今年10月1日就将正式退休，P h i l l i p e 

Duchateau先生则会成为达索下一任的

首席试飞机长。

对于退休，Phillipe 很是轻松：“因为

达索的试飞员队伍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

入，作为试飞团队的负责人，在劝退了我

所有的老伙伴后，现在终于轮到年纪最大

的自己。”

不 过 退 休 不 意 味 着 停 止 飞 行 ，

Phil l ipe已经打算好在正式退休后要给自

己买一架小飞机，在有生之年，对飞行的

热情绝不会改变。

说到驾驶幻影、阵风和猎鹰等不

同机型时，Phillipe的手势会下意识

地比划着不同的方向舵和操纵杆，驾

驶飞机已经被写入了他的肌肉记忆！

|环球视野 GLOB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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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飞阵风战斗机

下午飞猎鹰公务机
  继任者

  Phillipe

无论对于达索航空或者整个法国航

空界来说，试飞员都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他们之间都互相认识。而这两位一脉相承

的超级优秀试飞员都名为Phillipe，也成为

了法国航空圈的一则美谈。

在结束对老Phillipe Deleume先生

的采访后，能亲身坐在猎鹰8X的驾驶舱

中，采访刚刚完成猎鹰8X飞行表演的继

任者Phillipe Duchateau先生，这样的经

历恐怕会让人记一辈子。

“猎鹰8X，不光对乘客和观看它飞

行的人来说特别优美，对飞行员来说，它

也是一款极其优雅的飞机。在整个飞行中

它都非常安静，同时转弯也很优美，就好

像在丝绸中飞过一样优雅顺滑。”Phillipe

对猎鹰8X的喜爱溢于言表。

不过，他对于接下来达索将推出的全

新公务机猎鹰6X更充满期待。按照计划，

在2020年，他将作为首席试飞机长，带领

达索的试飞团队完成猎鹰6X的所有试飞

工作。

“猎鹰6X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测试

工作，在交付客户前我们还会进行非常多

的飞行测试。这是一款非常棒的全新飞

机，对公务机乘客来说有更安静舒适的乘

坐环境，同级别更大的客舱空间。对飞行

员来说，它也是一款性能更好的飞机。”

“如果飞行是一个游戏，那试飞员就

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达索的工作人员

这样向我们描述试飞员的工作。

对于试飞机长与普通机长的区别，

Phillipe的解释更谦虚一些。

“作为试飞机长，我们的工作很多时

候都需要一整个团队来共同完成。首先，

我们需要地面工作人员确保飞机在最佳

状态，我们才能够去进行试飞。但是不可

避免的，在飞行中也会有一些小的技术问

题，或者小故障发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发

现这些问题，并和我们的工程师团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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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飞行是一个游戏，

那试飞员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

者。我们要一条一条来写出每

款飞机的飞行手册。

解决问题。”

“飞行不总是按照你的计划和预期

发生，这也是这份工作让人始终保持兴奋

的原因。”Phillipe也难掩对这份充满挑战

的工作的喜爱。

通常，机长的工作就是按照已有的飞

行手册来飞行，但是作为试飞机长，他们

所要面对的是一份空白的飞行手册，试飞

机长的工作就是一条一条来写出这份飞行

手册。

“试飞员的工作就是要去探索这款

飞机的飞行包线，这是未来这款飞机安

全使用的重要依据。当所有这些工作完成

后，我们才能保证客户买到的飞机是完美

无缺的。”

今年52岁的Phillipe Duchateau，从

1986年加入法国空军起，便开始了自己

的飞行生涯。在法国空军，他参与了幻影

2000D和阵风战斗机的测试飞行工作。

2005年，Phillipe作为测试飞行员加入达

索公司，继续军用和民用多种机型的测试

飞行工作。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累计飞行

了约8000小时。

“在达索公司工作的好处就是，既有

战斗机又有喷气式公务机。所以我一天的

工作经常是上午飞阵风战斗机，下午飞猎

鹰公务机。”Phillipe说道。

“在达索有很多让人兴奋的项目在

同时进行，特别是对测试飞行员来说，能

参与这些项目的试飞和开展，是非常有趣

的职业和人生经历。”

作为新一代的试飞机长，让Phi l l ipe

自己也很兴奋的是，他还参与了新式无人

机的试飞。

“驾驶无人机是和传统飞机完全不

同的体验，我们不是在机舱内，而是在地

摄影/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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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操纵飞行。 在无人机的飞行测试中，我

们可以测试到很多飞行极限情况下飞机

的飞行性能和状态，这些经验对于达索

的下一代飞机，特别是下一代先进战斗机

NGF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他的上一任Phi l l ipe一样，在飞过

这么多军用、民用的飞机之后，Phi l l i pe 

Duchateau最爱的也是阵风战斗机：“因

为阵风战斗机是我驾驶过所有飞机中动

力最强劲的。”

“不过实际上在驾驶不同飞机的时

候，飞行员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Phillipe

说道，“例如幻影2000尽管已经是上一

代的战斗机，但当它出现的时候，拥有当

时世界上最好的飞行控制体验。哪怕在

今天，我依然很喜欢也享受再次驾驶幻影

2000飞行。”

对于自己飞的第一款机型— 幻影

III，Phi l l ipe依旧印象深刻：“当时的驾驶

舱非常老，完全没有现在的电子控制系统

和液晶显示屏，都是用很原始的指针仪表

显示。而且当时飞机的通讯系统和航程与

现在根本不能相比。”

驾驶现在的阵风战斗机，飞行员可以

跟地面和空中几乎所有人保持通讯，通过

各种导航技术，可以看到身边和地面的所

有情况，而且通过空中加油，能飞到世界

的任何一个角落。

“航空技术的进步确实太让人惊叹

了，而且这些进步是出自航空工作者们非

常优秀和杰出的工作。很幸运在我的职业

生涯，或者说有生之年可以飞到这些先

进的飞机，也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飞行员

将能体验到更多超出我们想象的先进飞

机。”Phillipe对自己的飞行生涯和航空业

的明天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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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ing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Century on
探访百年航空博物馆

  本刊记者 孙昊牧

从百年的人类飞行，到百年的航空展，今年，位于

布尔歇机场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也迎来了 100 周年纪

念。在这个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博物馆，可以一次了

解和体会到人类飞行梦想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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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美国航
空英雄查尔斯·林白
独自驾驶他的“圣路
易斯精神”号不间断
飞行了33小时30分
钟，从纽约出发横跨
大西洋，终于在布尔
歇机场平安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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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法国，一战前只有一百余架小型飞机，而战后就

拥有了45000架飞机，近10万台发动机。短短几年，法国

航空工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百年博物

馆与百年机场

在 整 整 1 0 0

年前，刚经历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政府，

决定建造一座博物馆来保存

战争中制造出的众多航空飞机和发动

机，同时向公众推广航空知识。

1919年，最初收集起来的展品被放

置在伊西市的仓库里展示，成为了法国航

空航天博物馆的前身。彼时第一次世界大

战刚刚结束，欧洲航空工业在战时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

博物馆的志愿工作人员、已经退休

的前达索飞机工程师告诉我们，仅在法

国，一战前只有一百余架小型飞机，而战

后就拥有了45000架飞机，近10万台发

动机。短短几年，法国航空工业经历了前

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不光为本国空军生

产飞机，也为英国和其他协约国提供航

空武器装备。

随着展品的不断增加，博物馆的场地

逐渐捉襟见肘。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

博物馆最终落户到巴黎布尔歇机场，并在

这里逐渐成为历史最悠久，展品也最丰富

的航空博物馆之一。

坐落在巴黎市东北的布尔歇机场，早

在1919年就开始了具有商业性质的民航

运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航空技术发展

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航空领域很多惊天

动地的大事也都与布尔歇机场相关。

战后，大量飞机和飞行员由军用转入

民用，战时的轰炸机也被改装成可以乘坐

12人的民用飞机，第一条商业性质的国际

航线，就是在1919年2月8日，从巴黎布尔

歇机场起飞，成功从巴黎飞至伦敦。

在当时，航空成了欧洲时尚人士追逐

的新鲜事物。1919年，一位叫奥泰格的酒

店老板就悬赏25000美元，奖励第一个驾

驶飞机不着陆完成巴黎与纽约间跨大西洋

飞行的人。

尽管很多航空先驱跃跃欲试，但这

项奖赏直到1927年才被一位美国航空英

雄—查尔斯·林白领走。当年的5月21

日，25岁的林白独自驾驶他的“圣路易斯

精神”号飞机，飞行了33小时30分钟，不

间断地横跨大西洋飞越5810千米，终于

在布尔歇机场平安降落，据称当时有近10

万巴黎人涌到布尔歇机场来庆祝英雄的

到来。

就在林白成功飞跃大西洋前的不到

半个月，法国人农格赛和科里驾驶着他们

的“白鸟”号飞机，也从布尔歇机场开始了

这场挑战。可能是为了表达决心和确保飞

行顺利，农格赛和科里在起飞后故意丢掉

了飞机的主起落架。然而不久后他们便在

大西洋上空失联，机组人员和飞机残骸消

失得无影无踪。如今，仅存的“白鸟”号主

起落架仍静静地躺在法国航空博物馆里，

回忆当年那次令人心碎的航空冒险。

此时全球的飞行家们已经认识到，由

巴黎向纽约的飞行逆西风带，难度和所要

面临的挑战比从纽约飞到巴黎高得多。

直到林白成功3年后1930年，法国飞

行员迪厄多内·科斯特与他的导航员莫里

斯·贝隆特一起，驾驶一架法国产的“问

号”号飞机，由布尔歇机场起飞，一路向西

飞跃6200千米，最终抵达纽约，首次完成

了逆向飞越大西洋的不间断飞行挑战。这

架已经有90年历史的古董明星机型，现在

也完好地被保存在布尔歇的法国航空博

物馆。

从1919年开始运营，布尔歇机场在十

几年间一直是大巴黎地区唯一的民用机

场，直到1932年奥利机场启用。1973年，

巴黎开始筹建戴高乐机场，法国航空航天

博物馆也搬迁至布尔歇机场。1975年，重

新开放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一间大

展厅对公众开放，百年博物馆与百年机场

自此合体。

此后近10年，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以

每两年新开一间大展厅的速度不断扩大。

1995年，博物馆又建成两间新展馆用于

展示与气球有关的艺术品和绘画装置等展

品。1996年，博物馆新开了一间大展厅，

专门展放“协和001号”原型机，以及此后

法航退役的另一架协和号飞机。

如今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逐渐成

为了拥有1.5万平方米展区、近2万件展品，

拥有四百余架飞机并展示150架之多的世

界一流航空博物馆。

  明星展品中的航空史

当你站在巴黎航展现场，最瞩目的除

了各国先进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外，还有从

很远就能看到，耀眼地矗立在阳光下的巨

型白色航天器—阿利亚纳运载火箭。作

为欧洲航天局的骄傲，阿利亚纳火箭正是

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大门。

现在的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共分12

个展区，其中一部分因为新建场馆暂时

不对外开放。但开放的航天探索区、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区、二战区、法国军事航空

区、直升机与旋翼机区等，都足够航空迷

和军事迷流连忘返，尤其协和展区可以同

时看到两架超音速协和客机，绝对让人不

虚此行。

从一战到二战期间展区有许多著名

的展品：法国一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乔

治·居内梅飞过的1916年生产的“斯帕

德”VI I战斗机、杰弗里·德·哈维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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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生产的D.H.9飞机、胡果·容克斯

公司1918年生产的容克斯D.1战斗机、

法尔芒“歌利亚”轰炸机、“白鸟”双翼飞

机、德瓦蒂纳公司D.520轰炸机、道格拉

斯公司C-47“空中列车”运输机、福克

-伍尔夫公司Fw190战斗机、北美公司

P-51“野马”、共和公司P-47“雷电”、休

普马林公司“喷火”X V I以及德国的V-1 

飞弹等。

布雷盖Br.19是法国布雷盖公司上世

纪20年代研制的轻型轰炸机／侦察机，

1924年开始生产，在法国生产了两千多

架，西班牙、比利时等国仿制了700架。布

雷盖19还可用于远距离飞行，常常参加当

时十分流行的航空大国争创世界飞行距离

大赛，每创造一项纪录都会成为报纸上的

头条，是二战前风靡一时的明星机型。

布雷盖19有许多不同的型别。其中，

GR型和TR型创造过很多远距离、不着陆

飞行的世界纪录。

最早的一次是1925年2月2日～3日，

飞行员阿拉沙尔和勒迈特从巴黎飞到西非

撒哈拉港口西斯内罗斯，用时24.5小时，

航程3166千米。

两年后的1927年10月10日到1928

年4月14日，飞行员科斯特和勒布利斯驾

驶一架名叫“农格赛-科里”的Br.19G绕

地球飞行一周，用时187天（着陆43次，

空中飞行时间338小时），航程达57410

千米。其中，旧金山到东京一段是用船完

成的。

在博物馆中展示的“问号”号布雷盖

19改进型飞机，被称为“超级油罐”，是

专门为越洋飞行而设计的，它也不辱使命

地成功地完成了自东向西飞跃大西洋的

挑战。

在这一展区的两架布雷盖Br.19型双

翼机，屡次创下长距离飞行记录，是近百

年前法国航空的得意之作。

在二战展区，有多架来自英国、美国、

苏联以及德国的战斗机。其中有法国飞行

员曾经驾驶取得优秀战绩的苏联雅克-3

战斗机、来自美国为欧洲战场立下汗马功

劳的B-24战略轰炸机、德国著名战斗机

Fw-190，以及从德国缴获的几乎具备喷

气发动机性能的火箭飞弹，特别是曾参加

过诺曼底登陆的DC3运输机，仍带有诺曼

底登陆时的特殊标志……当然遗憾的是，

摄影/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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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展区，几乎看不到法国航空军事领

域的身影。

二战后，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奉行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十分重视军用航空

的发展，法国航空业也因此受益良多、发

展迅速。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

达索公司的创始人马塞尔·达索。

在一、二战之间，马塞尔·达索的公司

已经成为了全法国第二大的飞机制造商。

然而二战中，他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先后

被关在了法国和德国的集中营中。1945年

4月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的达索先生已

经53岁，但他立即重新开启了自己的航空

制造事业，并将新产品研发的重点放在了

军用飞机上。很快达索公司便生产出了二

战后的第一款飞机FLAMANT，这款七十

多岁高龄的全金属蒙皮飞机在今年的巴黎

航展公众日还进行了飞行表演。

二战后，全球航空制造商都在争先恐

后地向喷气时代迈进，达索公司在1950年

便推出了第一架神秘系列喷气战斗机，标

志着法国航空后来居上，以领先世界的脚

步进入了喷气时代。

这一时期的法国航空工业几乎独立

发展出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喷气式战斗

机，尤其是幻影家族的推出。

在幻影系列战斗机中，幻影II IA型早

在1958年就已问世，创下1400架喷气战

斗机的量产纪录。它在20世纪60年代成

为全球三大畅销战斗机之一，并由此开始

了法国空军的“幻影时代”。幻影II IV型，

是至今世界上唯一服役过且能做垂直起

飞，并能以超过两马赫速度飞行的现代化

战机。

幻影G8是法国在变后掠翼战斗机门

类中的一次探索。变后掠翼是通过改变机

翼后掠角，同时满足超音速、低速和短距

起降要求的飞机。在研制和试飞阶段，幻

影G8的性能并不亚于当时美国和苏联的

同类型飞机，可惜的是法国军方不久便取

消了这一项目，两架试验机一架在此后的

试飞中坠毁，仅存的一架也成为了布尔歇

航空博物馆的永久展品。

而幻影4000项目，是达索公司独立

开发的双发重型制空战斗机，1979年3月

9日首飞。在试飞期间，其性能完全能与

F15相匹敌。但是，由于采购单价太高、政

府订购不足、出口不利等原因，使得该项目

除了经典飞机，只有在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才能看到的法
国航空领域曾经大开脑洞的试验技术和多种试验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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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刊记者 刘九阳

最终流产，其原型机最终于1992年10月运

往巴黎，常驻布尔歇航空博物馆。达索公

司的幻影系列战斗机也就此结束，转而进

入更先进一代的阵风系列战斗机。

在博物馆中展出的秃鹰、暴风、幻影

II I、幻影II IV、神秘IV、超军旗、幻影G8-

01、幻影4000、阵风A等机型，就是战后

法国航空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开放、探索的法国精神

在整个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允许

观众登机参观的主要有两件展品。一个是

法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47-128，在2000

年2月10日完成最后一次商业飞行后来到

博物馆，就停放在一进门的阿利亚纳火箭

旁边。

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协和超音速

客机。在博物馆独立的协和展厅中，两架

协和客机机头相对交叉陈列。其中一架是

原型机001号F-W TSS，于1969年2月9

日由两名飞行员安德烈·图卡特和雅克·吉

尼亚尔完成首次试飞。这架原型机在进入

博物馆前一共完成了397次试飞，飞行时

间812小时，其中超音速飞行达255小时。

另一架F-BTSD“谢拉·德尔塔”号是法

航最后飞行的协和客机之一，于2003 年6

月14日完成最后一次飞行，退役来到法国

航空航天博物馆。

除原型机外，一共仅出产了16架协和

飞机，现在分布在法、英、美、德少数几个

国家的博物馆、工厂和机场里，但在同一

处拥有2架协和客机的只有法国航空航天

博物馆和图卢兹的空客工厂。对很多飞友

来说，仅凭这一条，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就值得一去。

在布尔歇的航空航天博物馆，除了以

上大家熟悉的展品，还有很多你只能在这

里看到的法国航空试验技术和机型。

早在1948年，仍处于战后一片废墟

中的法国就开发出了SO6000型喷气战斗

机，1952年和1958年则分别推出座舱埋

在机首内，活像火箭飞机的Leduc010、

Leduc022试验飞机。而1953年出现的采

用三角翼的诺德1500.2型试验机更是让

人吃惊，这款战斗机20世纪50年代法国

是竞争两马赫战机的项目之一，即便从今

天的角度来看，它的布局仍然显得非常前

卫。它共有两台发动机，一台在机尾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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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幻影系列战斗机的成功，是20世纪
后50年法国航空业发展的缩影

02. 协和超音速客机，一直是博物馆的
超级明星

03. 《小王子》和他的作者圣·埃克苏
佩里也是法国航空的代表人物，他曾经驾驶
的飞机也被保存在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摄影/本刊记者 刘九阳

于低速起飞，机腹下带着另一台诺达喷气

发动机，用于在高速飞行时的加速，在试

验阶段它的飞行速度已经高达2.19马赫。

虽然诺德1500型战斗机项目以失败告

终，但它对法国航空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它的机首出现了一对前翼，而且具备了三

角翼和鸭式布局的技术，这些已经是现代

化十足的原型机造型。

在这一集中展示法国军事航空技术

的展区，志愿工作人员会非常自豪地解释

这些过去半个多世纪中颇具探索精神的

试验机型。尽管出于各种原因这些项目没

能继续下来，但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付

诸实践的研发，也是法国精神的体现。

为了让法国人和其他航空爱好者更了

解法国现代战斗机的真实水平，博物馆更

将一架幻影战斗机的蒙皮全部拆除，改造

成透明壳，让参观者可以一览这架飞机的

全部内装。

为庆 祝 2 019 年 的百年 纪

念，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修建

了全新的展馆，在今年底正

式落成，届时的博物馆将

更加令人期待。

在百年庆典中，法国

航空航天博物馆将举办

一系列特殊的庆祝活动。

除了欧洲博物馆之夜，星空之夜和欧洲遗

产日等开放日外，博物馆与法国航空俱乐

部将在9月28日至29日合作组织“航空广

场”活动，并且举办特别的展览。届时，法

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将进行飞行表演庆

祝博物馆百年庆典；来自博物馆和俱乐部

的古董和珍贵飞机，不光会在布尔歇机场

静态展示，其中的一些还将真正起飞做飞

行表演，带大家回到近一个世纪前的航空

黄金年代。

今年又值阿波罗登月50周年，法国航

空航天博物馆除了丰富航天馆的展品和互

动体验外，也将开辟特别的空间开展宇宙

探秘等纪念活动。参观者可以在这些活动

中与真正的宇航员和天文学家互动，发现

太阳系的秘密，参与亲手制作流星等一系

列活动。

而且，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门票免

费，仅有个别观影或登机参观的项目需要

购票。

在离开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后，让人

印象深刻的不光是那些在历史中取得辉煌

战绩的航空明星，被作为重要展品展示出

来的这些大开脑洞的设计和试验机型更

让人对人类不断进取和创新的航空精神

赞叹不已，也更敬佩法国人开放、探索的

精神。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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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刘九阳

公务机内饰的设计流派
of BizJet Interiors
Design Style

从全息投影到开设天窗，从图书馆到家庭影院，从 3D 立体皮革浮雕

到全景视图的天空天花板，如今的公务机内饰的改装设计方案可以说是包

罗万象、应有尽有。公务机内饰不仅成为机主社会地位和品味的象征，也

是设计师们比拼看家本领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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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机内饰的设计流派

Desig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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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的内饰千里挑一 

“从1995年至今，我卖了近200架公

务机。在公务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谁都

不会在意客舱如何，但现在大家对公务机

的了解和使用越来越多，很多机主发现，

公务机客舱装潢与飞机性能一样重要。”

作为从业近25年的资深公务航空从

业者，中国公务航空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执行官廖学锋对记者表示：“好看的内饰

设计可以让购买者当场做出买下飞机的

决定。”

作为高效和便捷的“时间机器”，公

务机逐渐成为诸多高净值人群的出行标

配，身份、职业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对公

务机的要求和用途都不尽相同。

如今，从全息投影到开设天窗，从图

书馆到家庭影院，从3D立体皮革浮雕到全

景视图的天空天花板，公务机内饰的改装

设计方案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公务机内饰不仅成为机主社会地位和品味

的象征，动辄千百万美元的设计和装潢费

用，也让公务机内饰设计成为设计师们拿

出看家本领的新战场。

  精装修？没个性！

公务机的内饰设计就像“房屋装潢”，

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像波音、空客

这样的大机型，通常以“绿飞机”（无内

饰）的形式交付，类似“毛坯房”；另一种，

公务机制造商会提供多种设计方案以供选

择，客户从制造商提供的某一机型的几种

内饰方案中挑选，就像购房时挑选不同的

“精装修”户型。皮革座椅、办公桌营造出

的会议室效果的设置，早已成为大多数公

务机的标准内部配置，厨房、沐浴房、健身

房等生活设施也很常见。

但随着公务航空市场愈加成熟，机

主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商务型客舱布

局，而是更想要一个住得舒服、玩得舒服、

工作也要舒服的客舱内部空间。

“公务机对这些机主来说就是空中酒

店、办公室和家的一体化。由于地域文化

的不同以及身份职业的差异，造成每个人

对公务机的需求都有很大区别。”廖学锋

多年的市场观察发现，中国用户对公务机

逐渐熟悉之后，都希望能将自己的风格加

入其中。

“举例来说，公务机的正常客舱布局

是从西方人使用角度出发来设计的，乘机

过程中，西方人偏好在前区入口的4个面对

面座位入座，而中国用户则更喜欢坐在餐

桌的位置交谈。但餐桌座椅间距一般都被

设计得较窄，坐起来不舒服。 

“如果坐着不舒服，那买公务机干吗

呢？”拥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云端之家”，

成为诸多公务机机主的最大心愿。

  “私人定制”开始流行

于是，“精装修”的客舱内饰逐渐被

抛于脑后，“私人定制”开始流行。

公务机的客舱，涵盖照明、电源、环

控、通信、娱乐、办公、餐厨、盥洗、卫生、

家具、家电、装潢等客舱内全部设备和器

具。机主们对于办公、生活、娱乐、休息等

各类功能性要求和个性、品位、审美的艺

术性要求，也需要通过内饰设计得以满足

和表达。

宽大的公务机客舱留给机主和设计

师们广阔的施展空间。大到舱内布局、座

位的安排，小到家具的材质，甚至是飞机

上的餐具，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自行设计与

选择。

“私人定制”的内饰设计，需要设计

师们不断了解机主的个性和喜好，陆续完

成从概念设计到效果图，从整体的配色风

格、选择客舱内饰材料到最后客舱效果图

和三维动画等工作。在设计师完成工作以

后，公务机还要进行客舱改装、飞机进场

前准备阶段和飞机进场后客舱整装阶段，

以及客舱工业设计、工程设计以及物料采

购等。

据记者了解，以一 架大型公 务机为

例，一般设计完成时间需要6~9个月时

间，而进场后需完成的客舱改装、取证申

请、试飞及交付等一系列工作，大约需要

8~12个月时间。一架仅带有标准内饰的

公务机，根据机型不同，市场报价一般为

2000万美元~8000万美元不等，更何况

带有特殊需求的客舱内饰设计了。

随着公务机内饰设计及改装市场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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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Celia Sawyer为空客公务机设计的卧
室，所有家具都是专门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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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越发激烈和活跃，陆续形成了以地域文

化为基准的几大设计流派。

  经典优雅的浪漫主义

“大多数来自欧洲的客人都更喜欢

经典、优雅的内饰设计。相较于世界其他

地区，欧洲客人更注重公务机内饰设计中

的文化内涵和低调的奢华与舒适。”达索

航空飞机规划设计总监Remi Bachelet在

位于法国巴黎的布尔歇机场 （Par is-Le 

Bourget）的内饰设计及展示中心接受本

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人对自己的文

化是充满自豪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人的浪漫首先在于

他们对美的执念和追求。作为百年历史的

世界主流公务机制造商之一，达索对于美

的要求一直在线。达索航空创始人马塞尔

·布洛赫就曾经说过：“凡是好看的飞机一

定是好飞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高级

美”也成为了达索猎鹰公务机的代名词。

毫无疑问，每架达索猎鹰公务机的

内饰都经过精心考量和设计。从内部的客

舱娱乐设备到外部涂装，从金属镀层到座

椅材料等细节的选择，每一架公务机的布

局、内饰都需要客户做出一系列决定。

达索猎鹰公务机的装饰目录里共有

超过100种饰面板、皮革、面料、餐具，而

客舱的整体格调正是由这些因素所决定。

同时，这些样品的排列也别具一格，它们

按照从“最显眼的材质”到“最不受注意的

材质”这样的顺序排列。“最显眼的材质”

一般有饰面板、皮革，而“最不受注意的材

质” 包括餐具、布艺等等。在设计装饰客

舱内部时，能够首先感受材质是非常重要

的步骤。

如果是第一次购买公务机的客户，达

索会邀请客户到内饰设计及展示中心，通

过触摸不同的材质，感受不同的主题，体

验虚拟视觉客舱等方式，选择最符合需求

的客舱布局和设施。

达索内饰设计及展示中心内有丰富的

装饰主题，他们都被赋予了标志性的法文

名字，比如法国著名地标Trocadéro，香

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ées等。达索

每年还会根据当年的流行趋势更新装饰元

素，与潮流预测机构合作更新一定比例的

材质和颜色，为客户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单是猎鹰8X公务机一种机型，就拥有高达

三十多种客舱方案。甚至为了更多的自然

光线，达索航空决定在研发中的猎鹰6X公

务机客舱内开一个天窗。

“尽管目前顾客仍相对保守，但年轻

一代已经开始改变内饰的趋势，比如更钟

爱亚光质感，不再喜欢选择亮色。现在的

趋势已回归到深色饰面板和各种金色粉色

的金属部件。不过，顾客在选择内饰设计

的时候依然不会过于偏离主线，毕竟还要

考虑整架飞机的再次出售的价值。”Remi 

Bachelet说道。

  实用简约的现代主义

在公务机客舱设计方面，美国湾流宇

航公司一直秉持现代简约的理念，在湾流

看来，提升客户的乘坐体验与改进飞机的

飞行性能同等重要。在打造新一代飞机的

客舱内饰时，湾流将更舒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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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来自中东地区的机主更喜

欢宝石与黄金，俄罗斯机主们在装修时更

热 情与豪迈，那么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机

主则更注重客舱的功能与实用性。”廖学

锋表示，“这与美国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关

系。他们认为公务机的交通工具属性才是

最重要的，能更加快捷到达指定地点就可

以，对于在客舱内吃什么、穿什么都不太

在意。”

以 湾 流 最 畅 销 的 机 型 — 湾 流

G650ER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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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型

的客舱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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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乘客享受更多的自然光线并

拥有更好的观景视角，湾流将分布在客舱

01. 2016年国际游艇及航空奖的获奖作品，由
AIM Altitude公司设计

02. 空客公务机（ACJ）设计的Harmony主题客舱
03. ACJ319的客舱内饰图
04. 赛斯纳奖状纬度客舱内饰

设计师Celia Sawyer为空客公务机设计的卧
室，所有家具都是专门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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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16个椭圆形全景舷窗的单个面积，较湾流

G550的舷窗都增加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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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流客舱

管理系统（GCMS）是湾流G650系列飞机的标准

配置。通过这一系统，乘客用手机就能轻松调节灯

光、温度、遮阳窗帘、音视频以及接收飞行信息、呼

叫乘务员。

  内饰设计中视觉表达

而身处南美洲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明显更注

重内饰设计中视觉表达。

在巴航工业品牌管理 及内饰设 计副总裁杰

伊·比弗（Jay Be eve r）的推动下，巴航工业就

与前迪士尼幻想工程师、著名设计师埃迪·索托

（Eddie Sotto）合作，为超大型公务机世袭1000E

打造了两款高度定制化的现代主义设计方案—

“Manhattan曼哈顿”和“Hollywood好莱坞”。

高端定制系列的“曼哈顿”和“好莱坞”是公务

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家具和远洋邮轮等

元素的巧妙碰撞。

“Manhattan曼哈顿”采用上等实木材质，在

客舱中将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元素，如帝国大厦、克

莱斯勒大厦与彩虹餐厅等，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克

莱斯勒大厦为灵感打造的“云端俱乐部”（Cloud 

Club）位于第一个客舱区，配有吧台、可折叠高脚

凳和舒适长沙发。长沙发边上是由4块形状各异的

舷窗设计而成的大尺寸观景窗。在“云端俱乐部”

里，手持一杯香槟，舒服地坐在沙发上，倚靠着设

计独特的观景窗，乘客可悠然地将三万英尺上的云

霞美景尽收眼底，可谓是重现了曼哈顿高档酒吧的

醉人惬意。

不同于“Manhat tan曼哈顿”的华丽深色基

调，“Hollywood好莱坞”以明朗的浅色为主，设计

更简约开阔，再搭配交相辉映的灯光效果，正如米

高梅黑白胶片电影般引人入胜。当乘客踏入“好莱

坞”的门厅，放眼望去便可看到前三舱的顶部和侧

壁上装饰有栩栩如生的3D立体皮革浮雕。从好莱

坞日落塔酒店，到挚爱飞行的企业家霍华德·休斯

驾驶的飞机，这些惟妙惟肖的浮雕作品都在讴歌好

莱坞的黄金年代。

为了再现好莱坞的流光溢彩，巴航工业公务机

设计团队在选材和工艺上也是绝不马虎。柔软细腻

的马海毛和羔羊皮温柔包裹着飞机座椅；精巧的工

设计师Celia Sawyer为空客公务机设计的沙龙酒吧。金色
的桌面铺满了24K纯金的纹理，吊灯由24K纯金和施华洛世奇
水晶组成，另外还配有纯金水龙头和马桶座

|市场观察 OBSERVE ||||||||||||||||||||||||||||||

设计师Celia Sawyer为空客公务机设计的沙龙酒吧。金色
的桌面铺满了24K纯金的纹理，吊灯由24K纯金和施华洛世奇
水晶组成，另外还配有纯金水龙头和马桶座

设计师Celia Sawyer为空客公务机设计的沙龙酒吧。金色
的桌面铺满了24K纯金的纹理，吊灯由24K纯金和施华洛世奇
水晶组成，另外还配有纯金水龙头和马桶座

内文.indd   70 19/8/16   下午3:52

71

艺打造出充满异域风情的贴板和镶嵌饰面；顶部的

仿水晶材质装饰在客舱灯光的交相辉映下呈现出

独特的光影效果，使客舱颇有一番浪漫迷人的电影

氛围。“Manhattan曼哈顿”和“Hollywood 好莱

坞”以独特的方式将高雅的外观和实用的功能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以现代手法诠释复古风格，形成极

具韵味的设计理念，这样的布局在同等规格的飞机

中并不多见。

  设计师们的跨界激情

随着材料和技术的新发明，公务机的内饰越来

越引人注目。不仅是公务机制造商，不少汽车、酒

店和游艇设计师也加入了公务机内饰设计的战场，

利用他们在有重量限制的狭小空间方面的经验，创

造出世界一流的公务机内饰。

传统交通设计与新的航空需求之间出现的交

叉点，将概念车的未来美学带入了天空。梅赛德斯

-奔驰就曾与汉莎航空合作，共同打造出了具有奔

驰主题的奢华外观和特色的公务机。机舱采用了梅

赛德斯更具运动感的AMG全新外观设计，采用灰

色、黑色和白色的强烈而别致的配色方案。受S级

和AMG轿车的启发，客舱内还配备了触摸屏和显

示器用于舱内娱乐。与此同时，宝马、保时捷和法

拉利也都从事过公务机的内饰设计。

早 在 2 0 1 6 年 ，K e s t r e l  A v i a t i o n 

Management公司的首席执行官Stephen Veller

就为中国客户设计了他人生首款波音787-8BBJ公

务机。为了这2400平方英尺的室内空间，光是设计

就花了两年时间，装潢成本高达3.25亿美元。这架

BBJ拥有休息室、会议区，还有可容纳18人的客舱

和5个浴室。Stephen对此最骄傲之处，是在几乎

完全隔音的主套房里摆设了一张特大床、更衣室和

带有加热大理石地板以及双淋浴的套间。

Pagani Automobil SpA的设计团队则与空中

客车公司合作，为ACJ319neo公务机创造了新的

客舱概念—全景视图的天空天花板，随时显示公

务机上方天空的实时视图。

  每一个客户的机舱都是独特的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Winch Design工作室是

国际上公认领先的游艇设计和建筑工作室之一。它

的创始人Andrew Winch在喷气式飞机内饰设计

的经验已经超过15年。

Andrew改装的第一架飞机是一架BB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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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J公务机中的图书馆，由Andrew Winch设计
04. 
ACJ公务机中的图书馆，由Andrew Winch设计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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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以来，该工作室已交付超过15

架喷气式飞机。“公务机内饰设计从来都

不是可以快速完成的项目—对细节的

关注可能比任何地面上的设计都复杂。”

他说。

“对设计师来说，最关键因素是了解

客户。了解他来自哪里，喜好是什么，家里

和办公室的装修如何等等。”Andrew最近

一次的设计就是为一位中国买家量身打造

了一架“艺术宫殿”波音BB J与梵高《星

空》主题的猎鹰7X公务机。

Andrew认为：“每一个客户的机舱

都是独特的，而公务机的内饰设计市场

还很大。当公务机不再只专注目的地的

时候，航空设计也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可

能性。” 

“色彩是公务机内饰中最主要的东

西，”Andrew说，“在云端，人们经常处在

非常明亮的光线下，所以我更偏向于设计

更少的窗户。在我曾经完成的一架飞机的

舱壁上，我设计了一个图书馆，这也让客舱

环境更加沉静平和。”

与 A n d r e w 有 相 同 想 法 的 还 有

Technicon Design公司，在他们设计的

Ixion主题中，公务机是没有窗户的！机舱

的侧面和天花板化身为高分辨率屏幕，将

外部世界投射到机舱内以获得全景“视

野”。屏幕由集成在飞机顶部的太阳能电

池板供电，而移除窗户也使得飞机更轻，

更省油。

对于职业运动员而言，安静地休息是

最好的调整状态的机会。考虑到这一点，

美国设计公司Teague与耐克合作创造了

一架专为运动员们设计的公务机。客舱被

改造成4个专用于恢复、循环、睡眠和冥想

的空间。机舱内可随时监控运动员们的生

命体征，并专门配备可以做营养餐的厨房

和带有生物识别功能的按摩床等。

为了凸显个性与品位，很多公务机公

司也开始与时尚品牌进行跨界合作。范思

哲就曾与TAG集团合作，重新设计了一款

黑色、白色和灰色装饰风格别致的空客

A319。爱马仕则更进一步，在一架空客

ACJ上推出了爱马仕全内饰，在万米高空

中上演时尚之美，并在2019年的ABACE

（亚洲公务航空会议暨展览）上展出。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碰撞

公务机内饰设计师会依据客户提出的

定制要求，去设计相应的客舱。由于私人

定制的需求，并不会出现两款内饰完全相

同的公务机。过去几年，亚洲市场特别是

中国市场对公务机产生的巨大购买需求，

也让世界主流公务机制造商们和设计师们

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

空客公务机在2011年就曾面向亚洲

市场推出了名为“凤凰”的客舱设计，着重

于亚洲客户喜好的色调搭配和家具呈设，

以喜庆吉祥的酒红色搭配代表团圆和谐的

圆形家具，同时特意将圆形桌设计成可折

叠成方形的样式。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也以世袭1000超

大型公务机为平台，推出了富含中国元素

的定制优雅（Tailored Elegance）系列公

务机客舱内饰。该设计在细节设计中融入

了中式元素，如门廊玄关区的中国字画、

集传统中式窗棂与现代设计的集宝阁酒柜

配以极具吉祥寓意的云纹把手、古典流苏

绸缎靠垫、祥云地毯等。

这些极具本土化特色的设计，既体现

出公务机制造商越来越注重亚洲及中国市

场的客户需求，设计中颜色及具象装饰物

的挑选，也体现出国外设计师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解。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

去理解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碰撞

也让这些设计耐人寻味。

公务机的内饰设计，不仅需要艺术的

创造，还需要高超的航空工程技术水平。

针对以中国买家为主的潜在公务机客户群

体，中国的公务机改装企业在公务机内饰

设计上也不曾示弱。

被 誉 为“设 计 界 奥 斯 卡”2 019 德

国红点奖(Re d D ot Awa r d)近日刚刚

揭晓，A m e c o与汉莎 技术合作完成的

ACJ320neo公务机客舱概念设计“云悦”

（Nature's Touch）顺利荣获了红点概念

设计大奖，这也是中国公务机内饰设计团

队在国际上备受肯定的表现。

“云悦”曾于今年5月在ABACE上全

球首发，其设计取样中国传统“竹”元素，

融合东西方文化，通过需求分析、客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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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造型功能、材质搭配、交互体验、虚拟影像

完整呈现整舱“以人为本，智享云端”的设计理

念，可以说是中国设计与德国技术的结晶。

无独有偶，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

限公司也曾凭借A RJ21-700公务机内饰设计

方案“SMART+”在2017年获得德国红点奖的

殊荣。

厦门太古公司也曾推出几款针对中国及亚

洲公务机用户的设计，如“熊猫”和“留园”两

款设计，分别以中国国宝熊猫以及中国大型古典

私家园林代表—留园作为主题，展现了原汁原

味的中国式公务机内饰。

相比国外设计师偏爱的具象表达，中国设

计师更喜欢抽象概念，这体现出他们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但无论是国外设计师，

还是国内设计师，他们面对同样的公务机改装

市场都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

“如果设计有一个统一的思路，那么就是

我们设计师为客户提供的不仅是空间，更是生

活方式。”Andrew认为：“每一个客户的机舱都

是独特的，而公务机的内饰设计市场还很大。当

公务机不再只专注目的地的时候，航空设计也

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随着公务机市场的壮大，大型、超大型公务

机的需求与日俱增，无论是公务机生产、改装公

司，还是公务机内饰部件供应商都开始加大设

计投入。正如许多设计师所说的，公务机是一种

商务工具，但也是机主们在三万英尺高空中的

家。廖学锋也表示：“更多的高端航空新需求带

来了新技术、新材料、新设计的变革，相信在不

远的将来，公务机内饰设计也将促进民航工业

乃至航空工业的变革。”

01. 专为运动员服务的公务机客舱，
由美国设计公司Teague与耐克合作设计

02. 奔驰主题的公务机客舱内饰，由
梅赛德斯－奔驰与汉莎航空共同打造

03. 世袭1000公务机客舱内饰设计
04.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设计

的公务机客舱内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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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航工业世袭1000E“好莱坞”主题的客舱内饰设计
图，放眼望去便可看到前三舱的顶部和侧壁上装饰有栩
栩如生的3D立体皮革浮雕

巴航工业世袭1000E“好莱坞”主题的客舱内饰设计
图，放眼望去便可看到前三舱的顶部和侧壁上装饰有栩
栩如生的3D立体皮革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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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fstream's Most Advanced Flight Deck
Creating Symmetry
湾流新一代驾驶舱：
未来即现在

  本刊记者 刘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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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黏土、蜡笔、硬纸板到业内首创的主动控制侧

杆和集成式触控屏面板，湾流新一代和谐驾驶舱成功诞

生的背后，到底有多少有趣的故事？

Creating Symmetry
湾流新一代驾驶舱：
未来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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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湾流宇航公司连续推出

了5款新机型，包括湾流G280、G650、

G650ER、G500和G600，以“最佳劳

模”来形容湾流的研发与设计团队再适合

不过了。

早在研发全新机型G500和G600期

间，湾流就已经开始了设计新一代的飞机

驾驶舱的旅程。这是极具历史性的尝试，

因为它将永远改变飞机的飞行方式。

  打造和谐驾驶舱

湾 流首席研发试飞员斯科特·马丁

（Scott Mar t in）在纪录片《打造和谐驾

驶舱》中，为我们讲述了新一代湾流机型

的诞生故事。

“那是2008年7月，当时我刚来湾流

没多久。公司要求我参与了一个新项目，

整个项目及其神秘，连会议都是在95号洲

际公路旁一家完全不起眼的汽车旅馆里开

的—这与平时湾流开会的方式大相径

庭。在场大约有20人，几乎所有人都在问：

我们到底参与了什么项目？”

就是在这场会议上，革新策划人、现

已退休的湾流项目工程和测试高级副总裁

普莱斯·亨尼（Pres Henne）向大家宣布：

“湾流将设计一款新的产品，以取代现今

所有的中端机型，从零研发具有行业标杆

水准的商务机。当这款产品问世的时候，

要让行业内所有人都对湾流刮目相看。”

“湾流要引领航空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这也是我们在研发新一代驾驶舱时要

做到的事情。”普莱斯·亨尼兴奋地表示，

“希望10年后或20年后的湾流飞行员都

能毫无阻碍地适应驾驶舱内的触控式界

面。”事实证明，湾流真的做到了。

从2009年到2014年，通过最初的摸

索与尝试，湾流成功实现了在驾驶舱中将

主动控制侧杆（ACSs）、集成式触摸屏面

板、下一代增强视景系统（EVSIII）还有数

据集中网络的整合。这款为新一代湾流机

型—G500和G600设计的Symmetry 

Flight Deck™(和谐驾驶舱)，开创了驾驶

舱设计、集成、功能、人体工程学和美学的

新纪元。

湾流认为，新的喷气机必须既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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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又能最大程度地利用飞行员不可

替代的技能和经验。湾流首创的ACSs通

过在被动操纵杆上的触觉反馈，增强了安

全性和态势感知能力。通过与ACSs的电

子链接，驾驶与副驾驶可以看到并感觉到

彼此的操作，有助于改善驾驶员在驾驶舱

内的协作，提升安全性。

“新一代驾驶舱可以称为飞行员们的

‘豪华办公室’，主动控制侧杆（操控杆）

的应用也腾出了新的空间，甚至舱内还有

空间安装一个折叠小桌板。机长在使用左

侧操控杆的同时，副驾驶员也能在右侧操

控杆上感受到其移动的方式，这也让飞行

员们能将飞机时刻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保

证最大的安全。”斯科特·马丁表示。

主动操控杆的应用，对公务航空业乃

至于整个航空业都是一场大变革，光是操

控杆的外形和按钮设计就花了斯科特·马

丁两年的时间。“新一代操控杆的模型是

我用女儿的蜡笔画出以后，再使用黏土做

成的，虽然大家都嘲笑我是小学生的美术

水平，但是它管用。我拿着这个‘操控杆’去

找了不下30位飞行员，询问他们的使用习

惯和感受，不断改进，并与设计团队合作，

最后才成功做出了如今几乎所有飞行员都

能适应的操控杆。对此我十分骄傲。”

如今，先进的和谐驾驶舱配备触摸

屏、业界首个主动控制侧杆和智能电传技

术（Intelligence-by-Wire），能为飞行人

员提供更好的态势感应和协作能力，使其

成为市场中技术最先进的机型。

  触控屏 未来即现在

湾流屡获殊荣的“和谐驾驶舱”让飞

行员置身于具有延展性的工作站中，所配

备的主动控制侧杆和集成式触控屏面板，

均为业内首创。

触控屏让直观飞行变成了可能。如同

当年苹果手机的推出颠覆了人们对物理键

盘的依赖一样，湾流的触控屏面板从根本

上改变了飞行员与飞机间交互的方式，开

启了触控屏技术应用于飞机驾驶舱的大胆

创新之路。

但在研发初始阶段，“这一技术在当

时的全球业内都是一片空白，没有人能告

诉我们触控屏如何才能应用在飞机驾驶

舱中。”湾流演示及公司飞行运营总监斯

科特·埃文斯表示。

界面如何布局？飞行员如何操作？

是实现这一技术所面对的难题。当时研发

团队使用了颇为原始的办法，甚至用硬纸

板、纸张及泡沫做模型，在纸上打印出触

摸屏上的布局，通过不断更换纸张来切换

不同页面，来重现飞行员在实际操作时将

会遇到的场景。

“我们发现，当准备起飞时，飞行员

湾流的和谐驾驶舱开创了驾驶舱设
计、集成、功能、人体工程学和美学的新
纪元

主动控制侧杆（ACSs）的应用，对公
务航空业乃至于整个航空业都是一场大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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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快速访问某些页面。首先要启动飞

机，然后滑行、起飞、爬升、巡航、下降、进

近和着陆。我们希望在每一个飞行阶段，飞

行员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能让界面直接

跳到需要的飞行阶段设置页面。”斯科特

·埃文斯对触控面板最终应用的飞行阶段

™技术很自豪，“该技术让飞机从登机到

滑行时间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

经过反复的模拟试验，湾流最终将飞

行阶段技术™的构想变成了现实，并为飞

行员的驾驶带来了极为便利的体验。斯科

特·埃文斯确信：“一旦飞行员适应了触控

屏面板的操作方式，他们驾驶飞机的方式

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湾流一直以来都能成功地将新技

术推向市场，但新技术要想成功，就必须

通过测试。”普莱斯·亨尼说道。

最初，头顶触控屏的设计在内部饱受

争议，如遇到气流问题时，飞行员可能会

在颠簸的驾驶舱无法稳定地操作。“但通

过多次在沙漠中行驶不断颠簸的货车内进

行模拟操作，我们设计出了带有把手的触

控屏，完美解决了飞机操作时手部固定的

问题，让拇指能够精准按压屏幕。事实证

明，触控屏操作比以往的任何设备，如传

统的机械式电门和按钮等，都更为准确和

便利。”

这其实是飞行员们自己想到的创意，

而湾流也欣然同意，并成功让这一颠覆性

技术出现在了驾驶舱中。

如今，湾流G500和G600的飞行甲

板集成了多达10个电子触摸屏，不仅是驾

驶舱使用触摸屏最广泛的公务机机型，还

减少了近60%的飞行甲板开关量。

  精英云集 打造完美设计

随着纪录片《打造和谐驾驶舱》的

镜头，我们一起见证了湾流新机型从零开

始，历经6年的时间的多个研发阶段，从对

驾驶舱内部进行大胆创新，到克服各种困

难与挑战，终于打造出新一代理想的商务

机型。

湾流G500和G600极富美感的外观

设计、舒适科学的驾驶舱构建以及直观高

效的功能组合等多项创新探索，都有赖于

研发团队的通力合作。

为了尽 可 能 减 少 机 组 人 员 的 准 备

时 间 和 工作 量，并 提 升其 情 景 感 知 能

力和飞行感知能力，湾流公司还开发了

Performance iPad应用程序。

作为飞行机组信息电子版套件的配套

产品，改程序能够让湾流机组人员迅速计

算出飞机起飞和着陆阶段精确的性能数

据，从而取代了纸质图表和人工计算，而

且结果以简单、易懂的图形显示。

湾 流 产 品 支 持 总 裁 D e r e k 

Zimmerman表示：“由于该应用程序采

用了简单明了的可视化格式，因而能将复

杂的信息变得易于被机组人员所用。它不

仅可提供准确的数据、直观的可视化界

面，还能节省大量时间。”

目前，湾流已计划让旗下更多机型使

用该应用程序，而未来的增强功能还将包

括巡航和任务计划的制订，以及独立的重

量和平衡计算能力。

此外，为了让机组在飞行的所有阶段

获取更快、更丰富的数据，让用户拥有更

好的机上互联体验，湾流在2017年8月

推出了新的连接服务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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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每个湾流运营商

的需求。

湾流的研发实验室作为团队研发工作

的中心，通过在地面实验室中对湾流机型

软件、设备、功能不断的检测，让这款革命

性机型越来越成熟。湾流团队在实验室中

完成了超过三万七千多小时的专门测试，

只为研制出最理想的飞机。

对于湾流公务机在研发阶段付出的巨

大努力，湾流总裁Mark Burns表示：“信任

是所有制造商与客户之间关系的基础，湾流

兑现承诺的出色口碑让我们深感自豪。”

历经多年，湾流研发团队秘密研发的

全新机型终于展示在了客户的面前，参观

者的反应与肯定真正证实了这一项目的成

功。湾流全新设计的G500和G600机型

也正式结束了6年的探索研发之旅，并大

声说出：“你好，世界！”

  圆梦湾流 开启新的旅程

目前，湾流G500和G600均采用了

湾流具有革命性的全新的和谐驾驶舱以及

霍尼韦尔PrimusEpic航电设备。

2 015 年 5月18日，湾 流 全 新 机 型

G500公务机成功完成首飞，飞行时间2小

时16分钟。由试飞员斯科特·马丁和Kevin 

Claffy驾驶升空，测试工程师Bill Osborne

提供机上支持。首飞中G500飞到了4572

米的高空。机组测试了所有的基本控制系

统，并评估了起降的操纵性能等。

斯科特·马丁坦言，这是一次没有“惊

喜”的平静飞行，却是他众多飞行经历中

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飞机能按预期顺

利完成飞行任务，有赖于项目众多辛苦忙

碌的研发同事，以及实验室和模拟操作中

精益求精的准备，这一切都确保了飞机的

安全和可靠。”

“自G500项目之初，团队就努力设

计并推出一款成熟可靠的高性能飞机。”

湾流总裁Mark Burns表示，“随着现役

G500机队的不断壮大并在全球范围内的

飞行，客户对我们的信赖和与支持，证明

了这款飞机已兑现了我们当初的承诺。”

仅在一年之 后，G60 0 也成 功进行

了首次测试飞行。许多飞行员在体验驾

驶湾 流G50 0 和G60 0后，很快 适 应了

湾流所带来的创新技术，完全喜欢上了

它们。

据湾流宇航公司国际销售高级区域

副总裁罗杰（Roger Sperry）透露，湾流

G500公务机已经在2018年进行了取证，

目前，已向市场交付了十余架，销售情况符

合预期。而G600公务机也已取得了美国

联邦航空管理局(FA A)颁发的型号认证和

生产认证，并于今年8月初交付了首架飞

机。“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这两款新机

型都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来自客户的积极评价和肯定，是湾流

信心的来源。湾流的新机型已经成功实

现了最初的愿望，开创了商务机的全新纪

元。相信湾流G500和湾流G600不仅将

成为湾流升级换代的支柱产品，也将成为

公务航空领域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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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LION” E195-E2 Visits China

黑金霸气“工程狮”
首秀中国

  本刊记者 刘九阳

这架霸气外溢的“工程狮”不仅涂装吸睛，亦内含

深意。尤其是机身布满电路板的独特设计，表达了 E2

系列飞机采用先进科技和电子化系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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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霸气“工程狮”
首秀中国

内文.indd   83 19/8/16   下午3:5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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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文.indd   84 19/8/16   下午3:53

85

继在第53届巴黎航展上惊艳亮相后，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最新“收益捕手”—

一架全身喷绘“工程狮”涂装的E195-E2

飞机开启全球巡演之旅，并于7月初成功

完成了全球首站中国厦门的静态展示。在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架E195-E2将飞抵

亚太地区的多个城市，向每一站的观众展

示其作为E-Jets E2系列最大一款机型的

超高性能和安静客舱。

  黑金霸气“工程狮”首秀中国

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涂装会这么炫酷？

原来，为新一代E2系列飞机画上猛

兽图案是巴航工业的传统。

巴航工业的“收益捕手”系列特殊涂

装始于2016年的巴黎航展，第一架“金

雕”喷绘的E-J ets E2系列飞机在航展

的亮相，彰显了该系列飞机在为航空公司

捕获商机上的精准和犀利。之后，巴航工

业延续此概念，又推出了震撼新加坡航展

的“猛虎”涂装和惊艳范堡罗航展的“鲨

鱼”涂装。

2 0 18 年11月，“ 大 鲨 鱼”涂 装 的

E190-E2飞机更是在20天内完成了在大

中华区及蒙古国飞越11座城市的演示飞行

之旅。2019年5月，这架飞机再度抵华，成

功飞抵位于海拔3950米的高原机场—

玉树巴塘机场，这也是同级别机型中的首

次高高原飞行。

这 架 全 身 喷 绘 黑 金 底 色 的“工 程

狮”E195-E2飞机，是E-Jets E2“收益

捕手”系列的新成员。

巴 黎 首 秀 之 后 ，“ 工 程 狮 ”E -

195-E2飞机便开始了环球演示飞行，从

巴西启程途经五地最终抵达全球巡演首

站—中国厦门。首站便是中国，这也彰

显了巴航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

这架霸气外溢“工程狮”不仅涂装吸

睛，亦内含深意。尤其是机身布满电路板

的独特设计，表达了E2系列飞机采用先进

科技和电子化系统的特点。

“‘工程狮’的设计理念契合了E2

系列飞机采用先进科技和数字化系统的

特点。狮子是自然界中的王牌捕手，拥有

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这与E2系列飞机

‘收益捕手’的定位不谋而合。”巴航工

业商用航空大中华区市场及销售副总裁

郭青表示，“本次我们为客户展示的‘工程

狮’E195-E2，可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这

款机型的高科技元素、电子化数字系统及

公务舱交错式布局等。E195-E2作为E2

系列飞机中最大的一款机型，无论干线飞

行抑或支线飞行、无论服务传统航空公司

抑或低成本航空公司，E195-E2都可凭借

其卓越的经济性和高效性，为航空公司捕

获更多商机。”

与 普 通 测 试 机 不 同 的 是 ，这 架

E195-E2配备了完整的客舱内饰，并采用

双舱布局，公务舱内展示了同级别机型中

独有的交错式座位布局，在不减少座位数

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提高座椅间距和舒

适度；经济舱内则展示了从40英寸到31英

寸的不同座椅间距，直观感受在不同密度

的客舱布局下，乘客可拥有的腿部空间。

  收益捕手 极致飞行

巴航工业E-Jets E2喷气系列飞机有

3款机型，分别为E175-E2、E190-E2、

E195-E2。而E195-E2是E2系列中最大

的一款机型。

与市场上主流的单通道窄体机相比，

E195-E2的航段成本大幅降低，而单座

成本则保持基本持平。因此，E195-E2将

有可能颠覆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的机队构

成，成为推动支线航空公司及低成本航空

公司业务发展或补充干线机队最为理想的

机型选择之一。

今 年 4月，E19 5 - E 2 一日获 颁 三

证—顺利获得了巴西民航局(ANAC)、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 A)和欧洲航空

安全局认证(EASA)三权威机构颁发的型

号认证，这也标志着巴航工业目前所生产

的、最大商用飞机机型起航在即。

该机型将于2019年下半年率先在巴

西蔚蓝航空投入运营，随后西班牙加那利

航空也将开始运营该机型。

E195-E2的运行性能目标与第一代

E195接近，但拥有更大的商载能力，每

座燃油消耗降低了25.4%。 相比第一代

E195机型，E195-E2在满载乘客的情

况下，最大航程增加了近600千米，可达

4815千米（2600海里）。航程的提升赋予

E195-E2更多目的地选择，联通更多二三

线国际和地区航线。

同时，E19 5-E 2 也是同级 别中最

为环保的机 型。E195-E2安装的普惠

P W1900G发动机可提供23000磅推

力，配合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全新机

翼，能够极大提升燃油效率，进一步降低

运营成本。

它还具有最低的外部噪音和污染排

放。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四类噪音排放标

准，其累计噪音值降至19到20EPNdB(有

效 感 觉 噪 声 级 ) ,  比 直 接 竞 争 对 手 低

4EPNdB。

E2系列的行李架舱空间也被重新设

计，较前一代更高，这样可以减少旅客碰

头的几率，另外也可以容纳更多行李，符

今年4月，E195-E2一日获颁三证—顺利获得了巴西民

航局(ANAC)、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认证

(EASA)三权威机构颁发的型号认证，这也标志着巴航工业目前所

生产的、最大商用飞机机型起航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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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前大部分旅客更愿携带登机箱而并不

选择托运的趋势。

E195-E2的优势还在于低于竞争

对手的维修成本。得益于维修间隔延长、

系统稳定性增强，E195-E2能够帮助航

空公司减少检查工作成本，并降低维修

成本和航材备件成本。E2系列飞机是全

球单通道飞机中维护间隔最长的机型，

拥有1万个飞行小时进行基本检查的杰出

表现；与第一代E-喷气系列飞机相比，

E2系列飞机每10年可以多出15天的飞机

使用时间。

与当前一 代E195喷气飞机 相比，

E195-E2增加了三排座椅，因此载客量

较之前几款机型有较大提升：在单舱布局

下，E195-E2最多可设146座。根据不同

的商业模式需求，航空公司可选择拥有头

等舱、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三级客舱布

局；也可选择经典的单级客舱布局，以实

现运营效率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E2系列飞机的头等

舱座椅布局采用了两种设计供客户选择：

1+2传统座位布局和全新的交错式座位

布局。

“工程狮”E195-E2中所展示的交

错式布局设计多应用于大型商用飞机，在

支线飞机中较为少见。这项令人称道的创

新之举能够在不减少座位数量的前提下

为头等舱乘客提供超过127厘米的座位间

距。更大的腿部空间使乘客拥有更强的舒

适感，交错的座位设计也为乘客提供了更

高的私密性。

  应运而生 惠及大众

目前，中国主流航空公司在干线航空

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高铁的快速发展

更是加剧了竞争，传统航空公司也不得不

在部分干线航线上打起价格战；再加上大

型枢纽机场容量饱和、时刻短缺，低成本

航空公司在干线市场上面临两难处境。

因此，巴航工业认为，中国低成本航

空的未来并不在传统干线市场，而在于待

开发的二三线航空市场。

“2 018 年，中国民 航 旅 客 输 送 量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比2017年增加了

10.9%。随着中国二三线城市更多出行需

求的出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鼓

励支线航空的发展—这将为150以下座

级飞机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巴航工业

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关东元表示。

而巴航工业E195-E2的出现正当其时。

最大座位数达到146座的E195-E2

既能应对二三线城市日益增长的旅客数

量，也能帮助航空公司减轻航线市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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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195-E2的驾驶舱
02. 采用2+2的座椅布局，依然很宽

的客舱过道
03. 座椅下方设有充电插座
04. 公务舱交错式布局，椅子前后间

距可达到127cm

前期的压力，保证较高的客座率。其座位

数虽不及干线客机，但面对市场需求波动

时，航空公司可使用E195-E2在淡季替

代、旺季补充干线机队的运营，协调运力

与市场需求，使航空公司始终保持强劲的

盈利能力。

与此同时，E195-E2多方面的提升

旨在帮助航空公司缩减运营成本，创造收

益。载客量的提升，使其不仅在航段成本

上拥有绝对优势，即使与更大座级的主流

单通道窄体客机相比，E195-E2的单座

成本也能保持基本持平。

成本优势可以给使用E195-E2的支

线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以更大的降

价空间，让支线航空以更低廉的价格飞入

有需求但没有航线联通的二三线城市。这

样不仅可以丰富二三线城市的航线网络通

达性，解决当地民众的出行需求，低廉的

票价也能让更多人享受到快捷便利的航空

运输服务。

郭青认为：“E195-E2具有可匹敌大

型窄体机的每座成本，但航段成本明显更

低—这可为航空公司，特别是低成本航

空公司拓展更多二级市场，进一步提升航

线网络通达性，为更多大众带来便利。”

关东元也表示：“我们十分自豪能与

飞速发展的中国航空业共同成长，巴航工

业正以近70%的市场占有率领跑支线航

空市场。截至目前，整个大中华及蒙古国

地区共有8家航空公司运营105架巴航工

业商用飞机，为E2系列机型在该市场投入

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航工业E-Jets E2喷气系列飞机为

70~150座级市场提供了最优化的组合解

决方案。最大的E195-E2大幅提升业载

能力，拥有极致的经济性和成本优势，既

能开辟新航线连接更多二级市场，又能作

为干线机队的有益补充。E190-E2则追

求性能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多 次 高 高 原 演 示 飞 行 证 明 ，

E190-E2拥有同级别机型中最突出的

高海拔起降性能，加之合适的座级，该机

型将着力打破直飞高高原的瓶颈，并架

起高高原机场之间的空中桥梁。E175和

E175-E2的大小符合中国民航局对新设

航空公司使用100座级以下机型的规定，

可深入支线市场的“毛细血管”，并助力推

进“基本航空服务”计划的实施。

在巴航工业E-Jets E2喷气系列飞机
的3款机型中，E195-E2是E2系列中最大
的一款机型

④

|||||||||||||||||||MARKETING经营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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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pre-owned retail jet 
t ransact ions (whole 
a i r c r a f t  s a l e s  a n d 
leases) were down 20% 

Year-over-Year (YoY) through June 1, 
2019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in 
2018, according to JETNET databases.

Meanwhile, used jet inventory has 
been on a slow but steady increase, 
with more than 2,100 jets listed as 
for sale – representing 9.6% of the 
worldwide fleet – at press time.

Limited ava i labi l ity of late-
model inventory, particularly of the 
more popular models, continues to 
confront and no doubt frustrate would-
be customers and their dealers and 

brokers. In the Light Jet segment, just 
16 Embraer Phenom 300/300E aircraft 
(3.2% of the worldwide fleet of more 
than 500 jets) were on-market as of 
mid-July.

The situation mirrors that of the 
Super Mid-size Jet segment, where 
only 10 used Bombardier Challenger 
350 a i r c r a f t a r e l i s t e d (3.3% of 
the insta l led base of a lmost 300 
aircraft). And availability is only 
marginally higher in the Large Jet 
segment, with 27 Gulfstream G550 
aircraft (4.7% of the worldwide fleet 
of a lmost 575 a i rcra f t) ava i lable 
for purchase according to industry 
listing services.

OEM Health Check
At press time, it was too early to 

know how the OEMs were performing 
on various key metrics, including 
orders, deliveries, backlogs and book-
to-bill in Q2 2019. Results from Q1 
2019 were generally encouraging, 
with a notable uptick in book-to-bill 
performance bolstered by several 
f leet deals, including a $1bn order 
for 14 Gulfstream G650ER and four 
Gulfst ream G500 jets f rom Qatar 
Executive.

The backlog increased by an 
estimated 6% in Q1 2019 at the ‘Big 
Five’ business jet OEMs over 2018 
Year-End results, based on the latest 

Rolland Vincent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Overview-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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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T N ET iQ est imates. Much of 
the order activity is reportedly for 
newly or recently certified models as 
customers continue to be attracted to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technologies 
on offer. Our current outlook is that 
the momentum of orders and backlog 
will be enough to support ‘somewhat 
higher’ overall delivery rates, at least 
through 2019 and 2020.

Depending upon its severity and 
duration, an economic slowdown in the 
next 12-24 months will cause industry 
leaders to reset output rates and almost 
certainly make some of the tough, but 
necessary calls to take certain low-
volume models out of production.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idual values, and should, 
in ou r opin ion, be factored into 
purchase offers for both new and used 
models.

Buyer Sentiment Update
The sentiment of business aircraft 

owners/operators has slipped back 
over the past year, after reaching a 
post-2008 cr isis peak in Q2 2018. 
About 32% of respondents to the Q2 
2019 JETNET iQ Survey believe that 
we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 low point 
in the current business cycle, up from 
just 15% one year ago.

The drop in sentiment occurred 

in Q1 2019 and continued in Q2 2019, 
and is likely a reaction to a confluence 
of developments over the past several 
m o n t h s t h a t h ave d e s t a b i l i z e d 
economic activity. These include:

A sharp stock market correction 
a t t h e e n d o f 2017;T h e 35- d ay 
partial shutdown of the US Federal 
Gover n ment ;Seem ingly end less 
back-and-forth volleys in what has 
become an escalation and expansion 
of t 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several of i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including China, Europe, Canada 
a nd Mex ico;Host i l i t ies towa rds 
Iran, Venezuela and most recently 
Turkey; and the mess that is Brexit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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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ontinues to fuel uncertainty 
on both sides of the Channel with the 
two leading candidates to replace UK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both 
vowing to pursue divorce from Europe 
at almost any cost, including a ‘hard 
Brexit’.The latest forecasts of 2019 GDP 
growth in the US and Europe have 
been scaled back. As of its early July 
forecast update, The Economist’s poll 
of forecasters reset US GDP growth 
to 2.2% in 2019, while Germany’s 
economy is expected to expand at just 
0.8%, with France (at 1.2%) and the UK 
(at 1.3%) not faring much better.

US after-tax corporate profits 
closed out 2018 above $2tn on an 
annualized basi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that continues into 2019 based 
on the latest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enerally speaking, companies are 
continuing to allocate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se proceeds to share 
buybacks and dividends, which is 
fueling stock prices.

The lofty trajectories of bellwether 
US stock market indices, including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and 
S&P 500, apparent favorite metrics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re 
bright on the radar as investors weigh 
these positive indicators against other 
developments, including slowdow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inverted yield curve in the US 
Treasuries.

H i s t o r i c a l l y,  y i e l d  c u r v e 
inversions, where the interest rates 
offered for shor t-term bonds a re 
higher than for the benchmark 30-year 
US Treasury bond that matures in 30 
years, have preceded the last seven US 
economic recessions, including the 
most recent four recessions in 2007-
2008, 2001, 1991 and 1981-1982.

What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BizAv?

Investment, t rade, and t ravel 
decisions are tightly linked with the 
sentiment of business leaders,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ies 
– many of whom remember only too 
well the horrors of the 2008 worldwide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immediate and 
longer-term aftershocks.

The r isk of a US recession is 
now on an increase, ironically just 
as the nation’s economy extends its 
record-length expansion. A June 7-12, 
2019 poll of economists published by 
Bloomberg suggested that the risk of a 
US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next 12 
months has risen from 25% to 30%.

Excluding the 12% who were 
u n c e r t a i n ,  f u l l y  18% o f 

respondents to 
JETNET iQ’s Q2 2019 Survey 
of business aircraft owners and/or 
operators in 59 countries ‘strongly’ 
ag r e e d w i t h t he 
s t a t e m e n t :  “ I 
b e l i e v e  t h a t 
t h e r e  i s  a n 
i n c r e a s i n g 
risk of a global 

内文.indd   90 19/8/16   下午3:53

91

|||||||||||||||||| BIZAV DIGEST环球博览|

economic slowdown in the next 12 
months”, while a further 47% were 
‘somewhat’ in agreement.

Naysayers might be quick to 
point out that simply tal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let alone the probability) 
of a recession does little but encourage 
its eventual onset.

While there may be some dark 
logic to that approach, our view is that 
business aircraft buyers and sellers 
are already factoring in the potential 
for changes in the market, especially 
with exogenous factors like Brexit 
and another highly contentiou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ready in play.

 Having released its Five-Year 
New & Pre-Owned Business Aviation 
Market Forecast recently, Jetcraft’s 
Chad Anderson provided a further 

b r e a k d ow n o f t h e 
findings…

The findings 
within the Five-
Yea r New & 

Pre-Owned 
Bu s i n e s s 

Aviation Market Forecast showed that 
our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size, scale and strength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hitting nearly $30bn in 
revenue annually by 2023.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value 
like this has ever been assigned to the 
industry,” Anderson notes. “We also 
expect to see the Business Aviation 
fleet grow by 12.1% in that timeframe.”

T he forecast a l so p red ic t ed 
continued and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e 
pre-owned industry, with an expected 
11,765 t ransact ion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otalling $61bn in value. 
“By 2023, we forecast four times as 
many pre-owned t ransactions vs. 
new deliveries,” Anderson elaborates, 
“primarily due to the growing value 
proposition of these aircraft.

“ M a i n t e n a n c e c a p a b i l i t i e s 
a re increasing, and we’re seeing 
greater accessibility, rapidity and 
cos t- ef f ic iency of h igh- qua l i t y 
refurbishment. This is resulting in 
higher demand for older or out-of-
production aircraft, including amongst 

buyers who previously exclusively 
bought new models.

“Our forecast reveals that the 
average aircraft retirement age is now 
32 years – nearly a decade old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 continued shift towards large 
aircraft types in both new and pre-
owned markets worldwide has also 
been seen. “Buyers are looking for 
larger and longer-range models and 
as a result of this, manufacturers are 
focusing on producing aircraft almost 
entirely in the Mid-size segment and 
above,” Anderson notes.

New unit deliveries are predicted 
to stay f lat throughout the forecast 
per iod whi lst generat ing h igher 
revenues, due to the increase in large 
aircraft transactions. “Over the next 
f ive yea rs, we’l l see many more 
customers turn towards Large Jets 
rather than Light Jets, as the needs of 
business travellers evolve on a more 
global scale,” Anderson projects.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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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specif ic examples 
w e r e  c i t e d  i n  t h e 
Bloomberg article, and 
unsurprisingly no aircraft 
owner was wi l l ing to 

attribute their name to such a story, but 
what it highlighted is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costs associated with 
owning and operating an aircraft. 
These will vary significantly from trip 
to trip.

While transparency is offered 
a s one s o lu t ion t o t h e i s sue of 
overcharging, that approach misses 
one important area: understanding.

Aviation, like medicine or law, 
has a complex language that seems 
designed to confuse the layperson. 
With medicine and law, you have a 
professional at your disposal to assist 
with questions such as, "What do you 
mean I have hypertension?" or, "Just 
what is a waiver of subjugation?"

Many a i rcra f t owners, when 
faced with complex aircraft bills, have 
accountants to review and authorize 
bills for payment. But the accountant 
of ten lacks the exper t ise to ful ly 

understand the aircraft cost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paying.

How Should Aircraft Costs be 
Presented?

Each bill submitted to an aircraft 
owner should be itemized with taxes, 
fees, labor, services and parts. Even 
with that level of detail, however, 
many are still unsure as to what the 
bill means and whether it is too costly.

I have assisted several owners 
recently with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ir 
costs. While I have yet to come across 
fraudulent bills or blatant overpricing, it 
is easy to see why a reasonable question 
may be, "Why are these bills so high?"

T h e f i r s t p l a c e t o s t a r t t o 
understand these costs is with a 
budget. The management company 
or aviation department must provide 
a budget based on t he expected 
uti l ization of the ai rcraf t. At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level there needs 
to be enough detail so that individual 
accounts have differentiation, but not 
so many details that the complexity 
outweighs the benefits of detail.

 Operating Cost Categories to 
Consider

Fuel: A major cost driver for most 
aircraft, the cost of fuel per gallon will 
vary and, in many instances, cheap fuel 
will beget add-on fees away from home. 
For example, itemized bills will often 
contain ramp fees and other services.

Other Trip Expenses: These need 
to be verified too, and include items 
such as the catering, hotel and meals 
for the crew. I had one owner who 
stayed at high-end hotels. Wanting 
the crew to be immediately available, 
he had them stay at the same hotels. 
As a result, crew travel costs were 
far greater than what many would 
consider ‘normal’.

M a i n t e n a n c e C o s t s :  M o r e 
detail is required for this within the 
budget than just one item. Categories 
should specify whether the bill is for 
scheduled maintenance (i.e., an 800-
hour inspection), or for unscheduled 
maintenance (i.e. changing a flat tire or 
replacing a burned-out landing light).

Component overhauls and life-

David Wyndham

Avoid
Overpaying for Your Jet Operation

Photo/ Liu Jiu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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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part replacemen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e annual budget should note 
the scheduled inspections with the 
expected f lat rate, or the cost to 
inspect and replace mandatory items, 
and allow for the on-condition or 
unscheduled items that may a lso 
require service.

The management company or 
flight department should get quotes 
for major maintenance from at least 
two qualified sources, if possible. And 
when requesting quotes, you should 
account for what is included and 
excluded. If, for example, there are 
scheduled parts to be replaced, is labor 
included or only the cost of parts?

You must also consider time. For 
example, a low-cost bid that takes 
60 days to accomplish may be worse 
than the higher cost bid with a 30-day 
return to service.

 Maintenance costs vary from 
year-to-year and major inspections will 
cause a large increase in expenditures.

T h e s e  m a j o r  s c h e d u l e d 
inspections can occur every 6–10 years 

on the airframe; sometimes longer. 
Older airframes exceeding 20 years 
may see more age-related checks, and 
these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E n g i n e s  a r e  a  s e p a r a t e 
consideration and require a major 
service very infrequently. For most 
private and corporate operations, an 
engine may have a 4,000-hour mid-
life inspection and run 8,000 hours 
before it gets overhauled. At 400 
annual hours, that overhaul is going to 
occur when the aircraft is 20 years old. 
Unscheduled events tend to be rare for 
turbine engines, but they do occur and 
can be extremely costly.

How to Make Maintenance 
Costs Predictable

Guaranteed hourly maintenance 
programs (GHMPs), as the name 
implies, set a fixed guaranteed rate for 
the maintenance. An engine GHMP is 
very common for jet engines. In fact,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many lenders 
and lessors now require them as a 
standard term of condition.

There are also airframe and parts-

only programs available for many 
turbine aircraft.

A GHMP wil l usual ly have a 
contracted price based on utilization 
and ai rcraf t age and may incur a 
calendar and hourly fee, or just an 
hourly fee. A GHMP provides budget 
stability and peace of mind, as well as 
added resale value for the aircraft.

T h e r e  n e e d s  t o  b e  g o o d 
communication and clear expectations 
between the owner and management 
company or aviation department. Cost 
overruns need to be communicated as 
soon as they are known, and not after 
submitting the bill.

Someone should spend a little 
time with the owner or accountant 
t o r ev i ew t h e m aj o r b i l l s a n d , 
impor tant ly, ensure there a re no 
surprises. When in doubt, seek the 
opinion of a professional. Aircraft 
are complex machines that, when 
well-maintained, will provide safe 
and comfortable service for many 
years.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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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d A i r c r a f t Sa l e s 
Market in 2019 : So Far, 
So Slow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AMSTAT database, 718 

transactions of used business aircraft 
occur red between January 1 and 
May 31. For the same period in 2018, 
886 transactions occurred. Analyst 
Brian Foley, Brian Foley Associates, 
observed, “It’s possible there is some 
paperwork lag, but it would still appear 
to be a downward trend.

“For compar ison, Year-over-
Year for 2017 the used transactions 
were 873 – and 732 in 2016,” he adds. 
Foley echoes others when he says, 
“I’d explain that (decline) by saying 
that those buyers who could benefit 
by the 2017 tax law change allowing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have largely 
done so already.”

Interestingly, AMSTAT’s data 
notes used ‘Heavy’, ‘Medium’, ‘Light’ 
Jets and Turboprops, al l suffered 
declines in retail transactions – with 
minimal variation by age.

AMSTAT reports the business 
turbine fleet for sale remains below the 

historical, with jets at barely 9% and 
turboprops hovering around 7.5% of 
the in-operation fleet.

Tightening Supplies, Flat Pricing 
to Come

Some dealers and brokers see 
the t rend for declining sales as a 
hal lmark of the st ronger sales of 
recent years – sales which cut deeply 
into the available pool of used jet and 
turboprop aircraft for sale; they see the 
old ‘supply and demand’ law coming 
into play.

They also see a slight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asking prices in the 
segments. Estimated values have 
indeed fluctuated… but 
not by much.

O t h e r 
Sources Read the Scene 
Differently.

In a five-year forecast for new 
and used business-turbine aircraft, 
Jetcraft sees what many brokers and 
dealers have been expecting – further 
tightening of demand if a decline in 
new jet sales transpires as forecast.

“Fewer new planes entering the 
market typically results in fewer used 

business aircraft available because 
of the reduction in trade-ins, which 
ult imately depresses the pool of 
attractive used business jets,” a broker 
from southeast US noted.

Jetcraft's forecast anticipates an 
increase in new jet deliveries this 
year, flat deliveries in 2020, and slight 
declines thereafter until 2023. The 
same forecast predicts continued 
growth in used transactions through 
the same per iod, however. Those 
transactions should continue to grow 
at a rate proportionally faster than new 
aircraft sales.

Aircraft Sales: How Does 2019 
Really Compare With 2018?

With a good flow of used aircraft 
joining the fleet for sale, the inventory 
shrinkage seems to have slowed. But 
what could be blocking price stability 
at this time?

“D ema nd,” i s t he one -word 
answer provided by a West Coast 

Dave Higdon

What
are the Trends in Today’s Used Je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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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er. If demand suffers even slightly, price 
stability is likely to suffer too, they qualified.

Even if pr ices stabil ize the ebb in 
demand can contribute to sales taking longer 
to transpire – so more days on the market 
contributes to the appearance of reduced 
demand, with a similar impact on pricing.

In the view of many, however, demand 
declined as a ripple effect from last year's 
bump in used aircraft sales. Indeed, some of 
the signs of reduced demand stem from the 
higher demand in 2018 resulting from the 
2017 jobs and tax law, possibly prompting 
some buyers to move earlier and/or more 
quickly than they had previously planned.

“I would anticipate this year will be 
more normalized, akin perhaps to 2016 
levels before the tax write-off fervor,” Foley 
projects.

He believes the ripe days for the used 
aircraft market passed last year. “They're 
behind us and tighter days are coming.”

Others see a similar departure between 
last year's supply and the available fleet this 
year. Ditto for pricing – the small boost 
in inventory seems to have caused an out-
sized shift in pricing, downward, when the 
inventory change is barely enough to impact 
the quality of the inventory.

According to an East Coast broker, the 

pricing reactions amount to a “knee jerk 
response” from sellers that are upset at the 
lack of interest and long time it takes to sell 
an aircraft.

As a batch of new Large- and Mid-
size Jets arrive on the market this year 
from the OEMs, the available pool of used 
aircraft should start to edge upward, ideally 
adding to the supply of quality aircraft in 
the market. But whether that supply increase 
prompts further price cutting will be a trend 
to watch.

If buyers take longer to deal, sellers 
may not stabi l ize thei r ask ing pr ices, 
prompting some market observers to hold, 
rather than play, as they bargain on further 
price reductions. “But if sellers hold their 
ground and don't indulge in unwarranted 
pricing cuts, buyers will quickly see that it's 

not the buyer's market they're hoping for, but 
a stable market balanced at both ends,” the 
East Coast broker adds.

Much of what the market does will 
hinge on whether buyers are confident in 
the overall economy, the state of which is 
currently in f lux as the US continues to 
pursue a protectionist economic policy 
against friend and foe, alike.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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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Wyndham

What
to Consider When Chartering Your Jet？

ut t ing an a i rc ra f t on 
a ch a r t e r op e r a t o r ' s 
cer t i f icate may incur 
expenses for the initial 
i n sp e c t ions t ha t a r e 

required to demonstrate its compliance 
with FAA standards for commercial 
service. Both the aircraft and crew 
must conform to the charter operator's 
approved operating limitations.

The aircraft must also be enrolled 
on the charter operator's approved 
maintenance program, which could 
require more frequent inspections, 
w h i l e c o m m e r c i a l o p e r a t i o n s 
may necessitate the installation of 
additional safety equipment and the 
crews must t ra in to the approved 
operating standards of the charter 
operator.The above costs, which are 
typically borne by the aircraft owner, 
can range from several thousand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G i v e n t h e  a d d e d c o s t s  o f 
approving your aircraft for on-demand 
commercial service, there must be 
sufficient charter revenue to make 
the arrangement work financially.The 
more you fly for your own purposes, 
however, the less time the charter 
operator has available to monetize your 
aircraft. This can be a delicate balance 
to find, since scheduling charter flights 
will impact the aircraft’s availability 
for company travel.

Moreover, pea k dema nd for 
charter may overlap with your own 
intended travel schedule,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and around holidays. 
So, you will either forgo the charter 
revenue or be forced to adjust your 
own itinerary to accommodate.

Some charter operators may claim 
that they can charter your aircraft for 

700 hours per year - but that won’t be 
possible unless you fly infrequently 
and avoid peak travel periods. If you 
fly more than 100–150 hours annually, 
you may not be able to generate enough 
charter revenues to make the extra work 
worthwhile. Another consideration is that 
maintenance costs will likely increase, 
driven – in part – by the added equipment 
that must be operational for dispatching 
the aircraft on a Part 135 trip. The charter 
regulations may not allow for as much 
flexibility in terms of what equipment 
may be required, meaning that some 
inoperative equipment that your pilot may 
elect to fly with on a Part 91 flight may be 
required for a revenue flight.

For a business jet you must have 
operational Wi-Fi onboard. For many 
charter customers, Wi-Fi is expected. 
While the charter operator can pass on 
a portion of the fees to the client, the 
cost of modern connectivity equipment 
is ultimately borne by you, the owner.
General wear and tear will also increase 
on your aircraft. Part of that will be due to 
the increased utilization.That interior you 
just refurbished won’t last as many years 
if you double or triple the use. Another 
factor is the ‘rental effect’, whereby 
charter customers may take less care of 
your aircraft than you would, resulting in 
occasional damage.

A no t h e r c on t r ibu t o r t o t h e 
increased maintenance costs is the 
shipping of parts. If the charter operator 
is to generate significant charter revenue, 
the aircraft cannot remain grounded 
for very long while it awaits delivery of 
a part. Most non-scheduled parts will 
therefore be shipped using expedited 
service, resulting in higher costs.Total 
parts usage may also increase where the 
charter operator elects to replace several 

parts at once to get a charter trip launched 
on schedule, rather than spend time 
troubleshooting to find the exact problem. 
Though this is admittedly rare, it does 
occasionally happen when generating 
revenue and taking care of the charter 
client has priority over minimizing costs.

There may be tax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chartering your aircraft, however. 
Essentially, you will ‘lose’ money, and 
that loss may be advantageous with 
proper tax planning.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you, as the owner, are not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charter business so the 
charter revenue is usually characterized 
as passive income.You should consult a 
trained aviation tax advisor to discuss 
how charter revenue will impact your 
taxes and tax depreciation.

Finally, speaking of depreciation, 
the decrease in market value for your 
aircraft will be accelerated in line 
with the greater utilization charter 
f lying will generate. Some of that 
loss in value can be offset by having 
your aircraft on a guaranteed hourly 
maintenance program (GHMP). The 
GHMP will accrue for maintenance 
and this reserve account will ensure 
that major maintenance items will be 
covered, especially for the engines. 
The GHMP can help minimize the 
market depreciation.

I n su m m a r y, i f you a r e no t 
using your aircraft for a lot of flying,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ssible 
t ax benef it s, and have a cha r ter 
management company that you can 
work with, then cha r ter ing your 
aircraft can be a positive experience. 
Either way, you must weigh the 
decision carefully before deciding 
which route to take. 

 (From Av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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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Av
NEWSGulfstream Aerospace Corp. announced the first customer delivery of its 

all-new Gulfstream G600™ aircraft at August 8, 2019. The milestone comes 
approximately one month after the aircraft earned its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type and production certificates. A U.S. customer took 
delivery of the aircraft at Gulfstream’s Savannah headquarters. 

“We always strive to exceed our customers’ expectations, and our first G600 
delivery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at,” said Mark Burns, president, Gulfstream. 
“The effort put forth by our team enabled this award-winning,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ircraft to move from certified to delivered in an extrem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G600, with 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dustry-lead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stylish, comfortable cabin, continu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Gulfstream aircraft that started with the G500™ in 2018. 
We have only just begun.” 

Gulfstream Delivers First G600

Boosted by business jet and piston shipments, general aviation airplane 
billings and deliveries respectively rose 12.9 percent and 7.8 percent year-over-
year, according to first-half 2019 statistics released by the General Aviation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GAMA).

Business jet deliveries increased by 35 units year-over-year, an improvement 
of 12.5 percent. Gulfstream boosted deliveries of its large cabin offerings from 
37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8 to 50 in the same period this year, while Embraer 
increased its overall deliveries year-over-year from 31 to 36. Textron bumped 
up its Citation output by six from 84 to 90. Dassault Falcon will release its first-
half delivery data next month. Turboprop deliveries, however, dropped by 11.2 
percent, with high-end pressurized models seeing an even greater erosion of 24 
percent. Textron saw a decline of nearly 50 percent in King Air 350 deliveries 
year-over-year, while Piper handed over 14 of its turboprop singl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compared with 23 last year.

GAMA: Bizjet, Piston Deliveries Up, Turboprops Down

Embraer delivered a total of 51 jets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9 (2Q19), 
of which 26 were commercial aircraft and 25 were executive jets (19 light 
and 6 large). As of June 30th, the firm order backlog totaled USD 16.9 billion 
compared to USD 16.0 billion at the end of 1Q19. Embraer’s 2Q19 backlog 
increase is largely due to continued market demand, mainly for the new family 
of Praetor jets in Executive Aviat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Embraer received the Type Certificate for the 
E195-E2 from thre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AC, the Brazilian Civil Aviation 
Agency (Agência Nacional de Aviação Civil); the FAA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EASA (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The E195-E2 is 
the largest of the three members of the E-Jets E2 family of Embraer commercial 
airplanes. 

Embraer delivers 26 Commercial and 25 Executive Jets in 2Q19 

July 26, 2019, With the successful 
arrival of Flight 9D5671 in Ulanhot, 
Mongolia, Genghis Khan Airlines' 
successfully launched its first flight on a 
COMAC ARJ21, powered by CF34-10A 
engine. As the second operator of CF34-
10A-powered ARJ21 aircraft, Genghis 
Khan Airlines has received two ARJ21 
aircraft and plans to have a fleet of 25 
aircraft in five years.

"It is our honor to support Genghis 
Khan Airlines' first flight and witness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ARJ21," said 
Weiming Xiang, GE Vic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of GE Aviation Greater 
China." GE Aviation boas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ARJ21 projec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CF34 engine, 
as the sole powerplant for ARJ21, is a 
mature and reliable product. We are 
fully confident in supporting the smooth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Genghis 
Khan Airline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ur ther deepening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our customer."

CF34-10A Powered ARJ21 
S u c c e s s f u l l y C o m p l e t e d 
Genghis Khan Airlines' First 
Flight

|环球博览BIZAV DIG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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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M International is a 50/50 joint company between GE and Safran Aircraft Engines

cfmaeroengines.com

我们 600+ 多家航空公司的客户帮助CFM定义了飞行的力量。四十多年来，
稳健的客户关系一直是我们业务的核心。今天，我们有能力重新定义未来。
与你一起，与众不同。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C40964.007_CFM_Reflections_iFly_Jul19_275x215_ManCh_v1.indd   1 07/08/2019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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