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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空中客车工业集团” 

(AIB)简介 

欧洲 空中客车工业集团”(以下简称 

AIB)是为了与美国波音等大公司分庭抗礼， 

由欧洲一些飞机制造商在政府支持下，于 

1970年组建的一家多国集团公司。它的组成 

分为两个层次：核心层是 4家 “成员公司 

(法国宇航 As、德国宇航DASA、英国宇航 

BAe和西班牙 cASA)，外围层是 3家 “合作 

伙伴 (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各一家)以及 

AIB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附属公司和办事 

处。AIB本部设在法国图鲁兹。 

AIB采用称为“经济利益集团(GIE) 的 

组织模式。4家成员公司在经济上相当于“股 

东 。这们并不直接向AIB投资，但却按比倒 

完成工作任务和享有权利，同时对A也 的债 

务也承担责任。它们在生产上为 “伙伴 关 

系，对被分配的任务各自负责。4家的股份和 

分工比倒分别为37．9 (法)，37．9％’(德)， 

2O (英)和 4．2 (西)。AIB本部的人员 

总数约为 2700人，而4家成员公司中从事空 

客项目的人员总共约30000人。“合作伙伴” 

类似于转包商，它们在AIB的管理机构 “执 

行委员会 中没有代表，也不对AIB的债务 

负责，但要分担一部分经济风险 

AIB本鄢的人员按工作类别的比重大体 

上为：支援 (32％)，工 程 (20 )，商务 

(17％)，总体管理 (】1 )，工业 (7％)，行 

政 (6％)，运输 (5 )，技术 (2 )。由此 

可见，本部的主要职能是综合性的经营、管 

理、计划 协调、市场、支援、联络等，具 

体的设计 研究、制造、试验等工作是分散 

在各成员、伙伴单位进行的 

AIB的管理系统在较高层次的情况如图 

围 1 

监管委员会：是控制总方针政策和作出 

重大决策的最高层，由4家成员公司各派一 

名代表以及他们推选的一名主席共 5人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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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是控制AIB各种项目和执 

行监管委员会决定的机构，由 7名成员组成 ： 

每家成员公司各一名，管理总监一名，财务 

总监一名，首席运作官一名；由管理总监任 

委员会主席，他授权首席运作官负责日常工 

作。 

工程邮等6个邮：是AIB具体工作的实 

施机构。每个部均由一名高级割总裁负责。工 

程高级剐总裁即为 AIB设计部的负责人。工 

程部的主要职能是：顿导飞机的设计工作f负 

责试飞与适航业务I协调保持产品安全性的 

活动；顿导重大事故／失事的调查分析}保证 

与适航当局的联系；在许多外界技术组织中 

代表AIB{制订和修订飞机技术规范{对飞 

机投入使用提供技术支援I订立和贯彻通用 

工程指令的方针与程序}开发未来的飞机型 

号和推动新技术的采用}对新型号进行预设 

计和成本／收益评估等。 

在工程部之下，有由副总裁一级任领导 

的通用工程、飞行 产品完整性、客户要求 

控制、工程支援等几个处， 及新技术、新 

项目等几个直属部门。从事适航管理工作的 

专业部门适航室隶属于产品完整处。 

AIB的设计部分作为一个设计单位，于 

1992年获得了东道国适航当局DGAC(法国 

民航总局)颁 发的 “航空产品制造商设计认 

可书”。随后欧洲的联合适航当局 (JAA)正 

式声明予以承认，即等于颁发了欧洲联合航 

空要求 (JAR)21部 《航空器及有关产品和 

零部件的合格审定程序》J分部要求的“设计 

单位批准书 (DOA)。 

二、欧洲 “空中客车工业集体” 

的适航管理 

AIB对适航性的定义如下：按适用要求 

设计制造的飞机，在其预定环境中和定量与 

声称的限制范围内运行并按责任当局认可的 

程序维 时，其可接受的安全标准。 

AIB的适航职能，是保持对一切有关法 

定适航要求的充分了解并在空客飞机设计、 

研制、试验与审定及程序中正确贯彻这些要 

求，以维持适当的安全水平。 

AIB利用自身机扮及成员公司力量，来 

领导并协调各种空客飞机的合格审定活动和 

持续适航工作。AIB负责飞机一级的所有合 

格审定任务，各成员公司则提供技术验证。 

在工程高级副总裁统管之下，设计与适 

航这两部分工作的界面关系见图2： 

图 2 

适航委员会：是 AIB在适航事务方面的 

最高权威，它的主要职能是： 
— — 监督适航活动的正确开展。 
— — 与技术主任委员会协作，当设计与 

适航之间产生的矛盾在较低层次鹪决不了 

时，寻求最终的解决办法。 

适航委员会由 AIB的产品完整性副总 

裁任主席，其成员有AIB的战略与政策主任 

及各成员公司适航部门的负责人。 

适航室：在产品完整性处之下，它对外 

是与各适航当局和其他适航有关实体的联络 

点，并领导AIB及各成员公司有关空客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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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航与合格审定的一切活动。产品完整性副 

总裁将日常适航工作授权给每类产品 (饲如 

宽体机、窄体机、远程机等)的总适航师和 

主管适航标准化的主任去处理。 

总适航师：对每一飞机项目任命一名总 

适航师 (CAE)，他向产品完整性副总裁负 

责。CAE有各自的工作班子，并可得到适航 

标准专家的支持。CAE主要管理型号和设计 

大改的合格审定 单机合格审定及持续适航， 

这些职能的日常工作由合格审定项 目经理 

(CPM)负责。 

适航标准组，是适航室下属酊一个部门， 

其职能是对所有产品项目和有关部门进行支 

援及标准化，制订合格审定技术政簸，保证 

各个项目得到同等的对待，充分理解航空条 

倒，提供有关适航工作的档案。这些职能是 

通过结构、航空电子、座舱、飞行等专业的 

适航／合格审定经理来实施的。这些经理们的 

主要责任是： 
— — 参加联合的和国外的合格审定，顿 

导并协调成摄公司的委任合格审定专家 

(DCS)。 
【 

— — 对设计更改分类、符合性验证方法、 

产品项目经验等挺俄褰询意见。 
— — 跟踪本冒与盛际上航空条例的发 

展，对条饲的新订或修订进行技术审查。 
一 对将来的产 项目提出建议，使之 

能考虑符台性的要求。 -- 

AIB的适航室组成中除适航标准组外， 

还 有按 产 晶捌 分 的 A3~TA310、A3t9／ 

A320／A321、A330／340三母组 

每个型号项目的大量适航工作是由成员 

公司通过其自身的适航管理机构(适航室)和 

人员 (合格审定协调员及合格审定专家)完 

成的。 

成员公司适航童：每家成员公司均设有 

适航室 ，其负责人同时是 AIB适航委员会的 

成员。适航室按分工文件规定完成分派给它 

的任务，并可局都地代表 AIB的适航室。 

成员公司合格审定协调员：是同AIB适 

航室的指定联系人，他指导并协调本公司与 

空客飞机有关的合格审定活动。 

成员公司合格审定专家 (DCS)：由本公 

司参加AIB适航委员会的代表任命，但如适 

航委员会主席认为不理想时，可以要求交换。 

DCS既对自身的工作部门负责，又需将其活 

动情况汇报给AIB适航室。DCS的职能是协 

同适航室对向适航当局提供的信息进行协 

调，保证符合适用的要求。 

在工作过程中如发生成员公司与 AIB 

之间在适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可提交 AIB 

总适航师协商。协商不成，应提交合格审定 

协调会议讨论。再未能解决，则提交适航委 

员会或技术主任委员会研究。如仍有矛盾，由 

AIB工程高级副总裁以设计单位负责人身份 

作最终裁决。 

三、型号合格审定的过程 

型号合格审定的过程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初步调查 

设计部门和适航部门共同进行可行性研 

究，分析适用的适航要求 (含修正案)，并考 

虑是否要制订专用条件。 

第二阶段：申请型号合格证和确定适用 

的适航要求 

申请时要明确合格审定基础并规定取证 

的目标期限 (大型航空器为申请之 日起 5 

年) 此阶段中同适航当局有顿繁的讨论协 

商 

第三阶段：符合性验证 

此阶段在合格审定大纲确定之后开始。 

通常是先提交各种说明报告和分析报告，接 

着是对系统和设备安装的安全性评估文件。 

其后是种种试验 (含试飞)验证。有关分析、 

试验大纲与结果的合格审定文件由适航当局 

专家组审查，以便作出是否符合合格审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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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结论。 

第四阶段：最后阶段 

完成合格审定之前的几个月是此阶段。 

在此期间进行最后的试飞及一些补充试验， 

发出最后的报告并核查对合格审定基础的每 
一 条款都作了符合性验证。如适航当局认为 

结果满意，即颁发型号合格证。 

在合格审定任务分工上，AIB负责飞机 
一 级，各成员公司负责系统一级。 

AIB适航体系中将对适航要求的符合方 

法分为 1O种并编以代码，具体为t 0——符 

合性说明}1——设计审查}2——计算／分析} 

3——安全性评估}4——试验室试验}5—— 

机上地面试验}6——飞机试验}7——适航 

当局专家检查}8——模拟}9——设备合格 

鉴定。 

AIB规定，型号合格审定过程中用以证 

明设计符合适航要求的文件属于 “合格审定 

文件 。这些文件在合格审定大纲、符合性核 

查清单及符合性记录本中均一一注明。文件 

有统一的编号方式、封面格式．并必须用英 

文书写。 

除合格审定文件外，与适航有关的文件 

还有以下几类t 

飞机文件t飞机飞行手册}维护审查委 

员会文件}合格审定维护要求}结构修理手 

册。这些文件需经适航当局审批． 

运行文件t最低限 度设备 基准清单 

(MMEL)}梅型偏离清单。这两种需经适航 

当局审批．重量平衡手册{飞行机组操作手 

册。这两种一般不需经适航当局审批。 

产品支援文件：零件图解目录；维护手 

册；维护计划文件 ；部件维护手册{线路图 

册；故障排除手册。这些文件不需经适航当 

局审批。 

为了便于进行管理，AIB适航体系中采 

用Am本部与各成员公司联网的TCCS系 

统 (型号台格审定符合性系统)。这套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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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地储存有：合格审定大纲}符合方法清 

单；符合性核查清单}符合性记录本}合格 

审定文件清单}重大措旖记录}等等。工作 

人员在其受权范围内可以随时查阅进展情 

况。 

在型号合格审定过程中，为讨论和解决 

问题，常召开各种会议，例如 

型号委员会会议：参加者为适航当局． 

AIB，成员公司 (合格审定协调员和DcS)。 

合格审定会议：参加者为适航当局审查 

组成员，AIB适航室人员，有关的DCS。 

界箍争议问题会议t参加者为相应的适 

航当局审查组成员，成员公司合格审定协调 

员和DCS，AIB适航室有关人员． 

内部协调会议：参加者为有关的 DcS， 

协调员，合格审定大纲经理，合格审定经理。 

AIB的适航管理体系内容很多，因篇幅 

有限 只能省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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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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