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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班组长：
听到机器撞击声心潮澎湃

廖利，二重万航模锻车间8万
吨模锻压机班组长，这个1987年生
的年轻班组长，操作着世界上最大
的模锻压机，为 C919 锻造出了
30～40个关键部件，包括C919起
落架、连接机身和机翼的上下缘条
锻件等关键部件等。

廖利表示，作为一个模锻工，
自己之前对自己一手生产的锻
件，并没有太强的感觉。但自从正
式给C919锻造锻件后，想到自己
生产的锻件能装到国产大飞机
上，便觉得意义非凡，很骄傲。“这
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
并且锻件是从我们手上交出去
的，能给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内心
深处还是很自豪的。”

廖利告诉记者，“给C919 锻
造部件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特别的
感觉，所有的东西在锻造的时候
都活了起来，因为我能感知到它
的意义。比如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插在飞机‘翅膀’上的，这个是安
在飞机‘腿’上的，所以形象刹那
间就生动了起来。”

“5 月 5 日，我们也看了试飞
直播，当时飞机的起落架一直没
收起来。看到飞机高速滑行后腾
空的一瞬间，我们顿时热泪盈眶。
在大家欢呼这是我们生产的锻件
的同时，作为一线工人，我们也瞬
间想到和技术团队一起攻关的日
日夜夜，感觉非常不容易。”

廖利介绍，虽然技术团队前
期的论证和准备都做得非常充
分，达到一定要求，才会让一线车
间开始试制，但现场实操和技术
团队的理论还是有差异的，一线
车间会根据实际操作的结果，给
技术团队反馈一些意见，据实做
一些修正，进行相互探讨，实现工
艺改进。整个锻造过程远没有外
界想象的那么简单。

“以大型关键锻件起落架的
主起外筒为例，它的摆料非常困
难，因为件比较大，又属于异形
件，需要班组成员间相互配合，才
能非常精准地把料放进模具型腔
里，稍微有偏差，都很难保证锻造
件的完美成型。大件和不规则件
对操作的精度和难度都有相当高

的要求。”廖利说。
同时，压力高达8万吨的模锻

压机也远非一个人就能进行生产
操作，除了廖利自己作为主操作手
操作锻压机，外面还需要4～5个班
组同事进行密切配合，负责装料、出
料、辅助摆料、型腔观察等流程。“不
过操作这么大的机器，特别是听到
强烈的撞击声，内心非常澎湃。”

廖利表示，自己2009年从四
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锻造专业毕
业，毕业后不久，就开始接触和从
事C919部件的锻造。“所以既是
自己见证了二重 C919 部件锻造
工程的历程，也是整个工程陪伴
了自己的成长。”

二重万航C919型号总师：
每一个部件都像孩子一样

罗恒军，2008年西北工业大
学材料加工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原本有机会到国外读博士，但他却
放弃了这一机会，选择到二重万航
上班，从此和C919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C919大飞机正处于起
步阶段，我刚好赶上了。”据介绍，两
年后他的女朋友也来到了二重万
航，和他一道开始参与C919等型
号飞机部件的研发和制造。后来两
人组建了家庭，并有了儿子。

对C919的每一个部件，罗恒
军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每一个部
件都像我的孩子一样，这些都凝
聚了我们团队的汗水和心血，我
是看着它们生产出来的。”

C919首飞当天，他也受邀参
加首飞仪式，飞机起飞后，从他头
上飞过。“抬头看着飞机冲上蓝
天，心情特别激动，有一种想哭的
感觉，很有成就感。”

在生活中，朋友知道罗恒军
参与了C919部件的制造，很多人
会问“你敢乘坐C919 吗？”“答案
是肯定的。”罗恒军介绍，不仅他
自己会乘坐C919，还会让自己的
儿子乘坐。“我告诉儿子，坐C919
一定坐机翼位置，这些部件是老
爸做的。”

罗恒军坦言，近期他们团
队的目标，是实现大飞机窗框
锻件的国产化。“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在大飞机上，可以通过中
国人自己制造的窗框看外面的
风景。”

探访C919锻件车间，8万吨模锻压机：

几秒钟一锤子
飞机1.6吨大型锻件定型

55 月月 55 日日 ，，
CC919919一飞冲天一飞冲天，，
我们耳熟能详我们耳熟能详
的的““四川造四川造””元元
素素，，有成飞民机有成飞民机
的机头的机头，，有位于有位于
成都的中电科成都的中电科
航空电子有限航空电子有限
公司担纲的通公司担纲的通
信导航系统等信导航系统等
等等 。。这 些 是这 些 是
CC919919““四川造四川造””
元素的标准代元素的标准代
表表 ，，但 绝 非 是但 绝 非 是

““四川造四川造””的全的全
部部 ，，四 川 还 有四 川 还 有
很多幕后团队很多幕后团队
一一 直在为直在为CC919919
默默无闻地奉默默无闻地奉
献着献着。。位于德阳位于德阳
的中国二重万的中国二重万
航模锻有限责航模锻有限责
任公司任公司（（简称二简称二
重万航重万航））就是其就是其
中之一中之一。。

近日近日，，成都成都
商报记者获得商报记者获得
特许后特许后，，走进二走进二
重万航神秘的重万航神秘的
CC919919锻件车间锻件车间，，
了解大国重器了解大国重器
如何操作如何操作，，寻访寻访
CC919919关键锻件关键锻件
锻造和那些大锻造和那些大
国工匠背后不国工匠背后不
为人知的故事为人知的故事。。

1.6吨大型锻件
“锤八万”一锤定型

成都商报记者在二重万航大型压机车间里看
到，一台巨型“重器”赫然摆在车间中间位置。这正
是为大飞机生产制造大型锻件、有“锤八万”之称
的大国重器——8万吨模锻压机。

“这台 8 万吨大型模锻压机，相当于 13 层楼
高。”二重万航C919型号总师罗恒军介绍，该模锻
压机地上27米高，地下还有15米，总高42米，重约
2.2万吨，单件重量在75吨以上的零件68件。迄今
为止，国外仅有美国、俄罗斯、法国3个国家有类似
设备，这些国家的最大锻造等级为俄罗斯的7.5万
吨，而我国的达8万吨。“压机尺寸、整体质量和最
大单件重量，均为世界之首。”

这台大型模锻压机，是航空、航天、石油、化
工、船舶等领域所需模锻件产品的关键设备。8万
吨大型模锻压机作为“国之重器”，2003年申请立
项之后，中国二重开始了 10 年的追梦历程，在吸
收、消化、再创新的基础上，研制出 8 万吨大型模
锻压机，使中国成为拥有全球最高等级模锻装备
的国家。

二重万航为成都商报记者独家模拟演示了模
锻压机锻造C919飞机起落架关键锻件——主起外
筒的过程。只见在操作师娴熟的操作下，机械手从
高温箱里缓慢夹起一个类似Y字形状的锻件，它浑
身散发着橙色的光，一股热气袭来，随即，机械手
将其送至10多层楼高的模锻压机的锻压台。“轰”
的一阵响声之后，锻压台面合拢，伴随着不断飞溅
的火花，一簇火团从缝隙中“哗”地蹦了出来。

操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锻压台，锻压台台
面缓缓张开，一个用于C919飞机起落架的，宽1.2
米、高2.8米、重达1.6吨的大型重要锻件——主起
外筒就诞生了，整个过程3分半钟，但锻压成型只
需要几秒。主起外筒再和另外锻造的1.5米长、1.4
米宽、重达700多公斤的主起活塞杆连接，就基本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C919起落架。

“如果说以前生产锻件需要千锤百炼，那么有
了8 万吨大型模锻压机，则可以一锤定型。”中
国二重副总工程师陈晓慈形象地比喻，该锻压
机通过强大的压力作用，使性能普通的金属材
料在模具内流动，细化内部晶粒，实现大型模锻
件的整体精密成形，这些金属材料可以成为飞
机的“骨骼”——框梁，可以成为发动机的“脊
柱”——涡轮盘，可以成为油田的“血管”——输
油管三通等。陈晓慈将运行原理比喻为“压月
饼”，通过液压传递能量形成压制力，并解决一
次性成型问题。

130多个部件
都是“四川造”

除了起落架，用于连接机翼和机身的钛合金
上下缘条锻件等130多个部件，都出自二重万航。

“二重所供的C919产品除起落架外，还有130
余项产品，都是关键的重要部件。”二重万航模锻
有限责任公司模锻厂副厂长齐占福介绍，C919国
产大型客机于2008年开始研制，光是起落架，从最
初的预研到最终形成产品，二重走过了艰苦的攻
坚克难过程。通过持续科技攻关，起落架终于在二
重诞生。

“我们生产起落架，相当于给飞机安上腿；生产
上、下缘条锻件，相当于给飞机安上翅膀。”罗恒军介
绍，起落架在飞机安全起降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
要的使命。起落架是飞机起飞、着陆、滑跑、地面移动
和停放所必需的支持系统，是飞机的主要部件之
一，“它的性能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使用和安全。”

此外，机翼是飞机的重要部件之一，主要作用
是产生升力，机翼的翼梁是承受弯矩的唯一构件。

翼梁由上、下缘条和腹板组成，上、下缘条以受拉、
受压的方式承受弯矩载荷，要求标准非常高。

发动机吊挂也是飞机的重要部件，在飞行时
要承受较大的发动机载荷，并传递发动机推力到
机翼，吊挂的强度和刚度性能，直接关系到飞机的
整机安全。

“C919飞机结构是否坚固，中国二重的生产配
件很重要。”罗恒军介绍，为了保证飞行安全，每一
个部件都是精益求精，中国二重的工匠精神也在
这些工程中一一得到体现。

7年磨一剑
起落架提升材料国产化率2%左右

整个演示和锻造过程说起来很简单，但在飞
机起落架主起外筒等关键部件一锤定型的背后，
二重万航却整整走过了7年的攻坚克难历程。“从
2010年项目上马、开始研制到持续攻关，再到今年
C919首飞成功，7年来虽然一路不易，但我们也形
成了自己高水平的民航工业生产能力。”

罗恒军介绍，C919起落架系统，是由国际知
名供应商——德国利勃海尔做总系统集成。利勃
海尔作为全球知名起落架供应商，产品在加拿大
庞巴迪C系列客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系列客机
以及A350等客机上，已有成熟的应用和技术验证。

2010年，中国二重与德国利勃海尔合作。作为
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起落架系统总集成商，利勃
海尔对产品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批量交付能力都
提出了高标准和高要求。

“刚开始，德国人认为中国人制造能力不行，
所以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严苛，非常挑剔。项目
上马 3 年，审核都没通过，一些年轻人都打退堂
鼓了。”罗恒军回忆，合作初期让他印象最深的，
是德国专家的看法。“德国现在提的是工业 4.0，
这些德国专家对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

但当时的标准和精度也的确非常高，“在材料
控制上，一个起落架主起活塞杆重700多公斤，在
下料的时候，正负不能超过5公斤，超过这个参数，
就是废品。”

为争一口气，在二重万航，由10多名学材料出
身的研究生组成的团队攻坚克难，推进研制工作。
此外，还聘请了一名俄罗斯专家和一名奥地利专
家参与技术攻坚。

“时间紧，任务重，经常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
我还因此生病。”那段日子，对罗恒军和他们团队
来说都是煎熬。

经过长达3年的民航体系改进和2年的产品工
程验证，满足国际适航要求的国产材料锻件制造
体系终于建立起来了。2015年年底，中国二重生产
的起落架在德国通过了中国商飞公司和德国利勃
海尔公司组织的评审，可以装机使用。“那一刻才
找到那么一点点成就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有意
义的事情。”

罗恒军介绍，光一个起落架，就提升了C919大
飞机材料2%左右的国产化率，外人并不知道7年
的艰辛。“光在实验阶段，就制造了30件起落架。”
但这种航空工业生产能力的实现也带来了可以预
见的效益。“仅按目前 C919 拥有的 570 架订单计
算，我们为C919提供的一系列锻件就能实现60亿
元左右的总收益。”

后来，德国专家也服了中国人的干劲，主动帮
助二重万航改进工艺，提高制造水平。到目前，中
国二重已经提供了5套合格的起落架。

据介绍，下一步，中国二重还将同德国利勃海
尔公司合作，推进 ARJ21 支线飞机、A350 空客飞
机、庞巴迪C系列飞机起落架系统用锻件等其他项
目，在航空零部件锻件加工、智能化制造等方面开
展合作。

包括包括 CC919919 大飞机的起落架大飞机的起落架、、上下缘条上下缘条、、
发动机吊挂发动机吊挂、、垂尾等垂尾等130130余项锻造件余项锻造件，，都来自都来自
二重万航二重万航，，这些功绩离不开服务大飞机生产这些功绩离不开服务大飞机生产、、
有有““大国重器大国重器””之称的之称的88万吨模锻压机万吨模锻压机。。大国重器

这些功绩这些功绩，，也离不开也离不开
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大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大
国工匠国工匠，，是他们的付出是他们的付出，，才才
顺利给飞机安上顺利给飞机安上““翅膀翅膀”。”。大国工匠

C919的很多部件都出自这台被誉为大
国重器的8万吨模锻压机 摄影 王明平

长3米，重600多公斤钛合金缘条锻件出炉

一锤下去，主起外筒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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