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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接连迎来新进展：集
齐“三证”，到了“出嫁”时刻

2017年首飞之后，C919就进入了默默奋斗的

耕耘期：5年来，C919飞机6架试飞机在陕西阎

良、江西南昌、山东东营等地进行了性能、操纵品

质、稳定性、各系统工作特性相关的不同科目的研

发和验证试飞工作，完成了数百个试飞科目、上千

项试验科目、数千个飞行小时的适航取证审定工

作。

今年下半年，C919进展不断：9月底获得中国

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11月底，C919获

颁生产许可证、完成T5测试。

获得型号合格证，意味着民航局确认C919飞

机的设计满足适航标准的要求，是民航局颁发给

飞机产品的“准生证”。

生产许可证，是民航局对飞机制造商质量体

系的批准，意味着C919从设计研制阶段转入批量

生产阶段。

T5测试是飞行标准化委员会型别等级训练

规范测试。飞机制造商制造飞机后，要设计与之

对应的培训课程，供承运人学习、掌握。T5测试

是其中的一种具体流程，主要针对新研发的新机

型认证。新机型的首批驾驶员、飞行教员和局方

监察员可在T5测试完成后取得型别资质，这对新

机型交付运营及后续飞行安全意义重大。

每生产一架此型号飞机，在交付客户前还需

要申请并获得单机适航证（AC），就像每件产品出

厂都有产品合格证一样，每架飞机也都需要获得

自己的“合格证”。

今天，民航局现场向中国商飞颁发了单机适

航证。至此，一架飞机从首飞到正式交付必须取

得的“三证”：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单机适航

证，中国商飞全部集齐。C919终于到了“出嫁”的

时刻。

同时交付的还有伴随飞机安
全运行的一整套服务体系

佟宇是中国商飞首位ARJ21型别飞行教员，

如今又是首批C919型别飞行教员，经历了两个国

产民机型号的取证交付历程。对他来说，今天交

付的不只是一个飞机产品，而是伴随飞机安全运

行的一整套服务体系。中国商飞客服公司飞行教

员不仅仅只对一次飞行安全负责，更是对C919机

型的未来发展负责。

中国商飞飞行教员承担着“孵化器”的重任，

首先要带教客户的初始飞行员，待其成长为飞行

教员后，再拓展培养所在航空公司的其他飞行员，

逐渐壮大型号飞行员队伍。对中国商飞的飞行教

员而言，飞行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同时还承担着飞

行类手册编制、飞行运行支援、飞行训练规范及标

准制定等任务。此外，为飞机型号设计及持续改

进提供飞行运行数据和合理化建议等，也是他们

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国产民机的飞行员，能够

参与飞机的研发和标准的制定，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有成就感的事。”

随着民航局AEG评审工作的圆满完成，中国

商飞客服公司同时获得了《飞行训练机构合格证》

和《维修培训机构合格证》，标志着中国商飞已具

备为C919飞机客户提供完整机型培训服务的能

力。“2015年，首架ARJ21飞机交付成都航空，中

国商飞开启ARJ21型号的一系列运行保障工作，

这对C919的交付运营起到了很好的探索借鉴作

用。尽管遇到了很多波折和困难，但我们慢慢摸

索出一套自己的民机运行保障体系。”佟宇介绍，

“比如在民航局支持下建立了培训需求分析体系，

通过一系列科学方法，对各项指数综合分析，进而

形成C919机型训练大纲，研究解决了飞行员要训

练什么、用什么方式训练、训练多长时间等问题，

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飞行工程评估体系。”

5名飞行教员和10名飞行员
已获得C919飞机型别资质

首批来自东航的C919机型飞行员已经接受

了为期2个月的完整培训，从理论学习，到模拟机

培训，再到本场训练，每一个环节都经历了严格的

考核。“从东航飞行员的交流来看，大家普遍认可

C919的驾驶体验。比如，驾驶舱宽敞舒适、有非

常好的操纵性能、有简便的操作程序和友好的人

机交互界面，飞行员上手很快，能快速掌握飞行要

点。”有了商飞客服的飞行教员，国产民机的市场

适应性和竞争力就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佟宇虽然有丰富的C919飞行经历，但今天的

飞行任务，对他来说依然意义非凡。“作为中国的

飞行员，能够飞上国产大飞机是大家共同的梦想，

我非常自豪，我也相信历史会证明它是一款非常

有市场竞争力、非常有活力的产品。”

佟宇介绍，在C919飞机AEG评审中，驾驶员

资格规范、主最低设备清单、计划维修要求、全机

应急撤离演示四个评审项目由中国民航局与香港

民航处、澳门民航局联合开展。C919飞机的客服

工作立足于全球化服务体系。“我们在手册编制、

课件开发和培训中使用双语，为后续C919的国内

外运行做好准备。”

通过T5测试，全球首批5名飞行教员和10名

飞行员已获得C919飞机型别资质。另外，东航两

批45名客舱乘务员和两批41名机务维修人员已

完成C919机型培训。客户首架C919飞机运行特

业人员已准备到位。

中英双语5000多页的飞行机
组操作手册，成为飞行员“锦囊”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国电影《萨利机长》

中，有一幕这样的场景：起飞90秒后，飞机遭到黑

雁撞击，两台发动机引擎同时熄火，失去动力。机

长萨利沉着告诉副驾驶把快速检查单拿出来，寻

找关于双发动机失去动力的处理方法。小小细

节，普及了一个民航业的共识：手册是构筑民航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客服公司，记者看到了中英双语共有5000

多页的飞行机组操作手册。这本手册是由一支平

均年龄30多岁的年轻团队编写的。“可以把这个

手册简单理解为产品的说明书，是飞行员的一个

宝典或者是锦囊。”飞行类手册分析与编写班组科

室主任温丽华介绍说，“飞机是一款非常复杂的产

品，涉及的系统知识点特别多。在手册中，我们不

仅要给出每一个系统的功能、组成、工作逻辑，也

要给出驾驶舱人机交互界面每个开关的功能、操

作后的响应以及飞行员从登机到离机的全套程

序、飞机出现故障后的处置措施等。”

从2011年开始，团队就开始了C919飞行类

手册的编写工作。“民机的手册编制是一个不断摸

索和总结的过程，在编制过程中，我们不断总

结，提炼出一套自己的飞行工程分析方法。‘说

明书’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C919试飞取证

过程的展开，手册编写工作也不断迭代升级。

我们要跟随飞机状态的实时变化，确保手册和

真机的状态一致，只有这样，飞行员才用得放

心。过程中，也要不断听取各方意见。”温丽华指

着手册中的一页对记者举例说：“比如航行灯、标

志灯、机翼灯的开关状态，之前我们是文字表述

的，考虑到客户使用的便捷性和安全性，我们后来

全部改成了图片说明。”

据记者了解，中国商飞已累计完成飞行运行

类、维修类手册共40本。编写过程中，首家用户

东航也提前介入，提出了手册的改进意见，各手册

均完成优化更新。

从交付到首航要多久？将开
展100小时以上的空机验证试飞

随着首架机的交付，中国商飞将向东航派出

现场支援团队，组建运行支持值班团队，保障

C919首架机交付首家用户后的安全、顺畅运营。

交付到首航期间，中国商飞将按照客户要求

和市场需求对飞机开展一些细节完善和提升工

作，支持东航开展C919补充运行合格审定的相关

工作，为C919飞机安全运营、可靠运营做好基础

保障。

东航作为C919飞机的全球首家客户，应当完

成局方认可的至少100小时的运行验证试飞，包

括相当数量的进入航路机场的飞行。上述运行验

证试飞至少应当有10小时是在夜间完成。

根据东航的初步安排，C919飞机引进后，将

以上海为主要基地，加密上海至北京大兴、广州、

深圳、成都、厦门、武汉、青岛等航线，以提高东航

在上述市场的占有率，为广大旅客带来国产大飞

机的“全新体验”。

不久前，C919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上收获300架确认订单。随着首架机交

付，更多的国产大型客机将投入航线运营。在成

千上万的工程师、飞行员、航务人员的精心呵护

下，C919将成为民航市场的闪亮新星。

本报记者 叶薇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今天上午，中国

东方航空作为C919的全球首发用户，正式接

收编号为B-919A的全球首架C919飞机。调

机航班号为MU919，今天在上海浦东、虹桥

两大机场间完成“首秀”飞行，标志着国产大

飞机事业发展迎来一个新的里程碑，正式迈

出民航商业运营的关键“第一步”。

中国商飞向东航交付
“C919全球首架纪念钥匙”

今天，东航选派了3名资深机长执飞“首

秀”飞行，驾驶C919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

往上海虹桥国际机场，3位资深机长的总飞

行时间超5万小时。飞机11时39分从浦东

机场起飞，12时02分安全落地虹桥机场。

飞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后，经过一段时间

的地面滑行，于12时08分穿过象征民航最高

礼仪的“水门”，正式加入东航机队“大家庭”。

在当天的交付环节，中国商飞向中国东

航交付“C919全球首架纪念钥匙”，颁发飞机

销售证；民航华东局向中国东航颁发国籍登

记证、单机适航证（AC证）、电台执照，中国民

航运输市场首次拥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

干线飞机。

记者在虹桥机场机坪看到，首架机有着

特殊的涂装和专属“身份证号”。除了东航的

标准化涂装之外，这架飞机在机身前部印有

“全球首架”的“中国印”标识和对应的英文。

飞机注册号选用B-919A，B代表中国民航飞

机，919和型号名称契合，A则有首架之意，突

显这一全球新机型、全球首架的非凡意义。

从研发制造的“上半场”
转入商业运营的“下半场”

C919首机交付仪式以“携手翱翔新时

代”为主题。确实，在C919研发、制造、取证、

投运的航程中，中国东航一以贯之地“全面合

作、全程参与、全力以赴”，坚定支持发展国产

大飞机。从培养提供C919首个机组、为

C919首飞伴飞，到对C919的设计优化、维修

优化提供支持，东航深度参与了C919的设计

研发过程。随着机型研制成功，东航在正式

交付前制定“一图一表一清单”方案，进一步

聚焦首架C919飞机引进和商业运营，携手加

快推进各项工作。

早在2010年11月，中国东航就与中国商

飞签署了C919客户启动用户协议；2016年

11月，双方又进一步签署了C919客机首家用

户框架协议；2021年3月，中国东航与中国商

飞正式签署首批5架C919购机合同，成为全

球首家运营国产大飞机的航空公司。

而随着全球首架C919交付，国产大飞机

事业从中国商飞研发制造的“上半场”，转入

中国民航商业运营的“下半场”。目前，东航

已经专门组建成立了C919飞行部，选拔经验

丰富、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24名飞行员作

为首批民航C919飞行员；首批乘务组、首批

机务工程师也已做好准备。据悉，东航将投

入最强的人员和资源力量负责C919的运营

保障，确保“上下半场”完美衔接，进而“打赢

全场”。

中国商飞向东航交付 全球首架C919飞机
今在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间完成“首秀” 飞行，标志着国产民机商业运营迈出“第一步”

交付的，不只是一架大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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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我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研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单通道干线客机C919交付给首家客户
东方航空公司。
全球首架交付的C919有着特殊的涂装和“身份证号”。

除了东航的标准化涂装之外，机身前部印有“全球首架”的
“中国印”标识和相对应的英文，飞机注册号选用B-919A，B
代表飞机的中国国籍，919和型号名称契合，A则有首架之
意，突显这一全球新机型、全球首架的非凡意义。
从立项到首飞，再到完成取证、交付客户，国产大飞机攻

坚克难，即将翱翔于蓝天之上。

我们的C919国产大飞机

终于即将投入商业运营了！

旅客普遍关心：全球首架

C919“里面”即客舱布局究竟

如何？乘坐体验将会怎样？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坐上这架

飞机？

今天上午，本报记者随

同出席交付仪式的80名各方

嘉宾代表一起登上飞机，率

先体验东航C919的安全性、

经济性、舒适性、环保性。

■ C919商务舱 陶冉 摄■ 中午12时02分，MU919在大雾中抵达虹桥机场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

■ C919经济舱 资料照片
■ 今天上午，调机航班号为MU919的飞机从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2015年11月2日，C919在上海商飞下线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164座两舱布局
宽座经济舱惊艳亮相

据介绍，东航为全球首架

C919配备了两舱布局，164座，包

括8个公务舱和156个经济舱，均

选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国产

客舱座椅。“乘坐舒适宽敞”将是

C919今后服务旅客时鲜明的亮

色——公务舱座椅为全铝合金框

架结构，采用摇篮式设计，后靠可

达120度、前后座椅间距超过1

米；经济舱设计匠心甚至更让人

惊艳：国际主要窄体机型的经济

舱中，每排2组3联座椅的中间座

位，因空间局促往往不受旅客青

睐，而东航C919经济舱三联座中

间座位比两边宽1.5厘米，“中间

座最宽”的人性化设计，用“一指

宽度”让旅客多一分舒适。

C919客舱拥有2.25米的过道

高度，单曲圆弧造型设计的下拉

式行李舱设计，能给旅客提供更

大的顶部和前方视觉空间；多种

情景化照明模式，较低的噪声水

平，健康清新的空气质量，能为旅

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坐环境；东

航C919客舱还选装了共20个12

英寸吊装显示器，支持高清1080P

电影放映，这也是东航单通道机

队首次引入1080P的节目装载。

C919飞机采用先进气动设计、先进推进系

统和先进材料，碳排放更低、燃油效率更高。

驾驶舱装配新一代集成式侧方操作杆，5块

15.4英寸高清显示屏，以及先进的“静暗”设

计，可有效降低飞行员工作负荷。

投入精品航线
将打造成“明星机型”

东航将向局方申请《运行规范》，以获得

C919飞机投入商业运行的最终批准。据了解，

东航计划于近期开展C919验证飞行，有望最

早于2023年春满足民航局规章要求，投入商业

载客运营。而东航首批C919订单中的其余4

架，将在未来2年间陆续交付。

东航将围绕“四梁八柱”航线网络，将C919

投入上海、北京、西安、昆明、广州、成都、深圳

等地的优质精品航线。

东航表示，将致力于高质量运营C919，瞄

准“飞出安全、飞出志气、飞出品牌、飞出效益”

目标，把C919打造成为“明星机型”，为C919的

大规模商业运营提供成功的实践样本，为国产

大飞机事业持续贡献“东航力量”。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