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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飞民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C919机头采用承载式风挡设
计，风挡参与受力，大大减轻了飞
机整机重量，提升了飞机结构承载
效率，目前干线客机中只有最新的
波音787采用，该结构开口相对少，
简化了机身加工，减少了飞机头部
气动阻力，但制造工艺难度相对较
大。成飞民机副总工程师唐建中
说：“驾驶舱采用了宽视窗设计，相
比 A320、B737 的 6 块 风 挡 玻 璃 ，
C919机头采用4块大型风挡玻璃，
感觉就是一个全景天窗。为机组提
供了非常宽广的视野，流线型的设
计使得飞行阻力更小更加省油。”

技术亮点 1
4块风挡玻璃：
“全景天窗”

成飞民机厂房内，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了
C919的103架飞机机头，长6.66米，重2.4吨。
包括驾驶舱、前起舱、壁板、机头地板、舱门
等几大组、部件，涉及模块300多项，安装零
件近10300件，标准件包括螺栓、铆钉等多达
13万件。

“机头是飞机的重要部件，相对其他部
件而言制造难度较大。”唐建中指着飞机驾
驶舱顶部表示，“这里用了4张钛合金蒙
皮。”机头的结构复杂，零件制造难度大。比
如机头大尺寸双曲面蒙皮曲率变化大，外形
控制困难。“机头作为飞机的一级气动区，不

仅与前机身、雷达罩、前起落架等有很高的
协调要求，而且机头上安装的舱门较多，互
换性和替换性要求较高；同时飞机控制系统
主要在机头安装集成，要求结构与系统成品
件完全协调。”

与圆桶形的飞机机身不同，机头外形呈
现多曲面，设计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大。再
者，机头空间最小，但所有的信息都要从这个

“脑袋”发出，必须留出足够而且合理的系统
安装空间，且外形精度不超过0.8毫米。机头上
安装的总温探头、总压探头等传感器设备，数
量占整个飞机的60%。

根据研制任务的安排，今年成飞民机还将交付2架份机头，研制批完成后年
生产能力将达到20架

C919飞机主要使用新一代引擎和新一代机体材料，预计油耗比同类型飞机
少12%~15%

C919机体宽度比同类型的机型更宽敞，中间座位进行了加宽设计
如今质量体系和团队建设都是比照波音空客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能成为飞机

机头专业户的原因

成都制造 媲美波音
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在即，成都商报专访制造机头的成飞民机副总工程师唐建中

我国首
架国产大型
客 机 C919
今年即将首
飞。其机头
是从中航工
业成飞民机
公司装配下
线的。“目前
编号101架
和102架的
飞机机头已
经交付给中
国商飞。”近
日，成飞民
机副总工程
师唐建中接
受了成都商
报记者的专
访。根据研
制任务的安
排，今年成
飞民机还将
交付2架份
机头，研制
批完成后年
生产能力将
达到20架。

据了解，C919机头专程运到美
国做了鸟撞试验。成飞民机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鸟撞试验就是地面
模拟飞机起飞、降落与“鸟”碰撞，
验证“鸟”对飞机及驾驶员可能造
成的伤害。试验时将活鸡现场宰杀
制成“鸟弹”，通常是将1.8公斤的

“鸟弹”，通过炮管加速到180米/
秒，打到要试验的部位。“鸟撞试验
有多个试验项目，如：撞击风挡玻
璃；撞击驾驶舱顶部；撞击驾驶舱
左、右侧壁板等。”此外，还有登机
门的耐久性试验，舱门开关总计次
数近24万次等。

技术亮点 2
180米/秒“鸟弹”：
鸟撞试验

无论是国产大飞机C919，还是新支线飞
机ARJ21，还有今年即将首飞的在研全球最大
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
其机头部段均为成都造。成飞民机相关负责
人还透露，由中国商飞研制的宽体机机头项
目也有望落户成都。

“成飞民机生产机头是有传统的。”唐建
中表示，C919大型客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标志性工程，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国
设计、系统集成、全球招标，逐步提升国产
化”，清晰地表明了C919大型客机确确实实是

“中国制造”，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意志，成飞民
机立志打造机头生产专业户。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空客A320的前后登
机门、波音737的登机门、波音787的方向舵、
以色列G280湾流公务机的尾段等目前也是成
飞造。唐建中说：“波音空客这些先进制造商
的转包生产拿给我们做，让我们积累了很多
经验，如今质量体系和团队建设都是比照波
音空客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能成为飞机机头
专业户的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C919本身就是商业竞争型号，同级别的
竞争机型有A320、B737。据了解，目前C919全
球订单数量超过500架。

成飞民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技术上来
讲，C919飞机主要使用新一代引擎和新一代
机体材料，第三代铝锂合金、先进复合材料在
C919机体结构用量分别达到8.8%和12%，预计
油耗比同类型飞机少12%~15%。

C919机体宽度比同类型的机型更宽敞，

中间座位进行了加宽设计。“主制造商-供应
商”模式是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商普遍采用的
一种研发模式。在此情况下，对供应商的管理
能力以及对机载系统的集成能力都被视为主
制造商的竞争力。在选择16家跨国系统供应
商的同时，还推动国际供应商和国内企业开
展合作，航电、飞控和电源等16家合资企业竞
标和参与C919项目，来提升我国民机产业研
发和制造的整体水平。

制造难度 外形控制难协调要求高

预计油耗 比同类飞机少12%~15%

机头专业户 比照波音空客的标准

正在制造的C919机头 摄影记者 王勤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
鹏）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47次常务会
议，专题学习《建设与国家中心城
市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讲座，
研究审议我市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公共信用信息管
理等议题，对做好重大展会活动
服务保障、网络理政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

会议指出，市场经济是信用
经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
境，营造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发
展环境，需要健全的社会信用体

系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统筹协
调，加快信用标准化建设，推动
形成齐抓共管的信用体系建设
机制，建立健全全市统一公共信
用信息系统和信用信息共享服
务体系，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
降低行政成本。要抓好公共信用
信息推广应用，强化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机制，加强政务诚信建
设，推进信用服务产品在环境治
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针对易发
多发的突出失信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着力营造人人讲诚信的良
好社会氛围。 紧转02版

相关报道见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王李科）3月20日-22日，山东
省济宁市党政代表团来蓉考察工
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和文创旅
游产业等相关工作。21日，两市举
行座谈会。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济宁市委
书记王艺华，市委副书记、市长傅
明先出席座谈会。

唐良智代表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对济宁市党政代表
团来蓉考察表示欢迎。他说，济宁
素以“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
济宁”著称，历史底蕴深厚，发展
势头强劲，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必
将发展成为东部具有重要地位的
区域中心城市。近年来，成都经济
社会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们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促进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融
入“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实施“蓉

欧＋”战略；特别是去年9月，我们
召开了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按
照中央实施《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对成都的发展定位，确立了

“一个目标、五维支撑、七大任务”
的“157”总体思路，开启了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新征程。

唐良智说，济宁与成都两地
人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
近年来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交流
合作，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潜力巨
大、空间广阔。此次代表团来访，
体现了济宁对深化两市合作的高
度重视。希望代表团一行能为我
们多提宝贵意见，期盼两市积极融
入国家战略，携手走好“一带一
路”，进一步全面加强包括创新创
造、文化旅游、城市建设等领域交
流合作，积极推进两地企业在两市
健康快速发展，切实加强两市党政
互动交流，共同树立东西部城市
合作共赢的典范。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书记唐良智会见了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化龙
一行。

唐良智说，当前，成都正按
“157”总体思路，加快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
略，强力推进轨道交通加速成网
计划。轨道交通产业是我市突出
发展产业之一，正按照“一校一总
部两基地”空间布局加快打造千
亿级产业集群。双方开展深度合
作正当其时，前景广阔。希望中国
中车能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的领
域和空间，深度融入成都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和轨道交通建设，促

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加快聚集，形
成全产业链发展，共促成都轨道
交通产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成
都将不断加强服务，优化投资和
发展环境，努力将双方合作引向
深入，推向共赢。

刘化龙表示，“成都造”地
铁车辆下线展现的“成都速度”
和“成都效率”，进一步坚定了
中国中车在成都投资发展的信
心，公司将加速调整产业布局、
优化资源配置，以成都为战略
基地辐射西部、共同走好“一带
一路”。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副市
长苟正礼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获悉，4月16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路开行
旅客列车总数达3615对。

调图后，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旅

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进一步优
化运力资源配置，扩大贵广、宁蓉、
京广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增开
动车组列车 25.5 对，并安排 37 对
现有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
行。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时刻进一步

压缩。如成都-福州K390/1次旅行
时间压缩5小时49分钟；杭州-成都
K1271/4次旅行时间压缩4小时8分
钟。为了配合此次调整，4月14日及
以后始发的旅客列车车票定于3月
21日开始发售。

优化动车配置 扩大宁蓉线路运力

山东省济宁市
党政代表团来蓉考察
两市举行座谈会 唐良智罗强王艺华傅明先出席

共促成都轨道交通产业
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唐良智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化龙一行

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47次常务会议

研究审议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部署加快建设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

成飞民机副总工程师唐建中

C919机头登机门

2015年11月2日，国产大型客机
C919首架机在上海总装下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