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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空客的适航管理 

浦传彬 刘存喜 

所周知，总部设在法国图卢兹，先后由法 

国、德国、英国、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组成 

的空客飞机工业公司自1970年成立至今．相继 

推出A300(1974年)、A310(1983年)、A320(1988 

年 )、A330 (1993年 )、A340 (2002年 )和 A380 

(2008年)等大型民用客机。空中客车系列飞机几 

乎覆盖大型民用飞机市场各个档次的需求 ．与波 

音公司一起，在民机市场形成双雄称霸的局面。 

显然，空客公司的成功有众多的内外原因， 

这里从民用飞机适航角度出发，看空客的成功因 

素 

空客的适航管理情况 

根据欧洲适航当局规定。新研制的民用飞机 

首先要取得设计单位批准书 DOA。然后再取得型 

号合格证 TC、生产单位批准书 POA和适航证 

CofA。欧洲适航当局对航空器实行四证适航管理 

体制比美国多了一证 DOA。 

设计单位批准书DOA是对航空产品设计组 

织单位的批准证书。申请人一旦获得 DOA，欧洲 

适航当局就认为申请人在产品设计方面具备了 

可信度。从而审查工作可得到简化 ，同时也可授 

予申请人一些特权．代替适航当局批准授权范围 

内的审查文件。 

空客公司为了早 日获取适航当局颁发的四 

大证件．大大加强了公司内部的适航工作体系、 

工作程序的建设和管理。除公司上层机构指定专 

人过问外．每个新型号设置一名适航总师负责取 

证工作。适航总师领导适航活动的管理与协调， 

负责型号取证和持续适航。 

空客公司设置适航部，全面落实所有飞机的 

适航审定和持续适航工作。为了更好地与设计部 

门密切配合，适航部隶属于工程部，员工占工程 

部的4％，有近 300人。适航部为了进行有效的适 

航审查，还聘请公司有经验的专家为授权审定专 

家(DCS)。 

空客公 司设 立适航 专业 的最 高权力 机 

构——适航委员会，其不受设计部门管辖，进行 

监管适航活动，协助解决设计与适航矛盾时的最 

终处理方案。 

空客适航部工作内容有： 

·与适航当局联络。 

·协助制定审定基础和审定大纲。 

·初始适航的符合性设计的指导、管理与监 

督验证活动。 

·持续适航管理与监督。 

·适航数据的管理。 

·适航培训。 

·监督供应商。 

·负责军机的审定与质量认证。 

空客公司适航部组织机构如下页图 1所示。 

空客公司适航管理特点 

从空客公司对各种新型号和型号更改的适 

航管理中可明显看出，它的适航管理具有以下特 

点。 

1．全过程管理。 

民用飞机的适航管理贯穿飞机的全寿命周 

期，由概念设计开始到飞机使用结束，全过程管 

理满足适航要求，确保飞机安全；与设计、制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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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空客公司适航部组织机构 

使用一起 ，统一管理和规划 ，达到适航管理的统 

一 和连续。 

2．全方位管理。 

民用飞机的适航管理是全方位的．凡是飞机 

上的、凡与飞机有关的几乎都受适航管理的监 

控，均有适航要求的制约。适航管理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安全。确保飞机的安全是适航工作的宗 

旨。 

3．适航与设计捆绑管理。 

空客公司将适航纳入设计保证体系。适航部 

属工程部领导。将设计与适航捆绑在一起，便于 

适航要求和指令直插设计第一线，设计中的问题 

可得到及时了解和处理．从而由通常的“被动适 

航”变为“主动适航”，既提高设计的质量，又有效 

地推动适航审查进程。 

4．软件化管理。 

空客公司适航部专门开发了用于适航管理 

与监控的工具软件 NECTAR，可对所有的适航活 

动和适航数据进行动态、实时管理和监督，大大 

提高了适航工作的效率。 

5．空客内部符合性审查。 

通常符合性审查由民航当局的审查组审查 

员进行，由于空客取得了 DOA授权，可由未介入 

符合性设计的公司人员进行符合性校对和审查． 

从而简化了民航当局审查的深度和广度．也可提 

前处理发现的问题。提高了在交给审查员时的符 

合性文件质量。 

6．有强大的适航管理团队。 

空客公司有一个强大的适航管 

理团队．有对适航标准 25部精通的 

授权审定专家，有对管理规定 21部 

了解的适航管理专家。有组织严密的 

适航部 。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 ，空客 

的适航团队不亚于适航当局的适航 

团队 

7．自己编制适航管理实施细则文 

件。 

在 2l部法规框架下，空客适航 

部编制了一系列操作细则 ，并经适航 

当局认可后执行。这些操作细则上接适航法规， 

下联空客公司的研制实践，具有可操作性。研制 

部门有了一系列的适航操作细则，各种适航活动 

都可有章可循。且经过几个型号的实践、修改和 

完善，方方面面的适航工作就会十分通达顺当。 

适航管理技术文件体系 

空客公司的适航管理技术文件体系由欧洲 

适航法规和空客适航管理文件组成，前者是与美 

国接轨的国家级文件，后者是研制级的文件。两 

者前后呼应，互通互补。 

欧洲适航法规分三层。顶层为欧盟委员会制 

定的航空法 ，二层为总的实施法规 ，三层为欧洲 

适航当局制定的执行法规，如图2所示。空客适 

航空法 

l592／2002 

实旅法艘 
l702／2OO3 

(用于适靛审定) 

瀑 
}CS-P(螺旋桨)等 

图 2 欧洲适航法规 

实施法规 

l702／2003 

(用于持续适航等) 

持续适航 

PartM  

资格批准 

Part66(维修人员) 

Part145(维修组织) 

Part 147(维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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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管理文件由设计组织手册和适航管理与批准 

程序文件组成。如图 3所示。 

设计组织手册 

(设计组织体系 适靛组织体系、 

适航程序文件、适靛授权签字者) 

适航管理与批准程序文件 

(初始适靛和持续透航型管理文件、型号 

审定、适航证和设计更改等批准程序文件) 

图3 空客适航管理文件 

，，／ ＼
、  

， 、 

组长和审查专家组成。空客审查团队由项目总设 

计师、项 目适航总师、适航经理、授权审定专家和 

符合性设计与验证工程师组成。 

空客建立以项 目适航总师领导下的适航审 

查团队，与局方审查团队共同完成民用飞机的适 

图4 空客飞机适航管理技术文件体系 

如将欧洲适航法规和空客适航管理文件组 

合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空客飞机适航管理技术 

文件体系，形如三角结构，如图4所示。三角结构 

的顶层是欧盟适航法规 。中层是欧洲适航当局制 

定的执行法规。底层是研制部门开发适航当局认 

可的支撑性程序文件。 

就是这个三角结构的空客飞机适航管理技 

术文件体系．有效 、顺利和快速地通过民用飞机 

的适航关．将空客飞机源源不断送人航线。 

适航管理组织体系 

飞机的适航管理组织体系有局方 

适航管理组织机构和空客适航管理组 

织机构。局方适航管理组织机构按民 

航国际惯例．通常由审定委员会、审查 

组、专业审查组和审查专家组成。空客 

适航管理组织机构由适航委员会、项 

目适航总师办公室、适航部和设计专 

业室组成。在两个适航管理组织体系 

下空客形成两个审查团队。局方审查 

团队由审定委员、审查组长、专业审查 

航功能。项 目适航总师负责飞机级适 

航活动的管理与协调．对内直接向项 

目总设计师汇报，对外与局方审查组 

组长沟通。每个设计专业设一名适航 

助理，协助适航总师负责本专业的审 

定计划、状态管理与监督。负责将适航 

要求分解落实到本专业的设计活动 

中。对内向适航总师负责，对外与局方 

各专业审查组长沟通协调。适航助理 

全部来 自适航部。来 自设计部门的授 

权审定专家由适航部授权、按本专业 

的计划和要求开展适航活动，所有适 

航数据均需本专业的授权审定专家确认、签字后 

方可发布。 

空客飞机的适航管理组织体系见图5所示。 

由空客适航管理引起的思考 

空客的适航管理确实能引发我们深层次的 

思索。空客公司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能够以5～ 

6年的时间推出一个新型号的民用飞机，并为世 

人所接受和欢迎，从而攀上研制民用飞机老二的 

图5 空客飞机的适航管理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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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研制民用飞机 

适航管理角度讲，有它独到之处 ，而且事实也证 

明，空客的适航管理是成功的。因此可以说，适航 

管理也是空客成功的原因之一。 

1．适航管理在研制部门的重要性。 

民航 的适航管理在 当代 民用飞机中重要性 

在人们认识中是比较一致的，但在研制部门的重 

要性在认识上差别就很大。不少人认为，适航管 

理纯属民航当局的事．研制部门仅是配合做些工 

作而已。 

但空客公司看到取证时间的长短与研制部 

门配合大有关系．且与研制质量有直接关系，认 

识到适航管理在研制部门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 

空客公司内部的适航管理，组建了适航班子，制 

定了一整套与适航当局相吻合并更接近研制实 

践的适航操作程序。 

2．研制部门适航管理的模式。 

空客公司的适航管理模式是参照设计管理 

模式，有相对应的“适航委员会一适航总师办一适 

航部”组织管理体系。适航委员会解决公司内部 

适航与设计有矛盾时的裁决机构 与公司的设计 

委员会有些相似。适航总师办全面负责领导适航 

工作。适航部相当于公司的工程部门，专门管理 

落实适航工作。 

适航管理模式与设计管理模式相似，就能适 

应适航管理工作首先在设计部门展开。同时适航 

总师又属总设计师领导，适航部又隶属工程部。 

这种适航管理模式容易首先被设计部门接受．，进 

而在空客公司内更好开展适航工作。 

3．研制部门需要两个班子。 

为了更好地研制民用飞机，空客公司从设计 

和适航两个方面组建班子．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 

决策，并被空客公司所研制民用飞机的成功所证 

实。当一个新型号研制成功的时候，无疑是设计 

的成功，制造的成功，其实亦是适航的成功。 

通常，研制部门建立设计工程班子是不言而 

喻的。但建立适航班子就没有这种远见了．从而 

在研制飞机时经常出现．民航当局叫干什么，研 

制部门就干什么的“被动适航”现象。带来的后果 

是为适航化的时间太长，往往在适航取证上显得 

吃力和被动。解决的根本出路是研制部门要有一 

个强而有力的适航班子。这一点已被空客飞机公 

司的实践所证明了。 

一 个研制部门要源源不断推出一流的民用 

飞机．既需要一个强大的设计工程班子，也需要 

一 个强大的适航班子 。否则，研制飞机就不会那 

么顺 当。 

4．适航管理需要两个团队。 

飞机适航有两个团队在进行适航管理。一个 

是局方审查团队。它负责总体的、上层的和国际 

上的适航管理．所谓适航大权都在它手里。它是 

领受申请和发证的关口。另一个是空客适航团 

队。它不但将适航当局的意图能很好贯彻落实， 

而且根据研制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实际、 

具体的适航操作程序，使符合性的验证和审查做 

得更周全，由于受到适航当局信任而被委托做些 

适航当局的工作。这就无疑使空客公司的适航工 

作做得更快更好。 

5．研制部门需要制定适航管理操作细则。 

通常在民用飞机适航审定中．大家都按照适 

航当局标准和法规进行操作，这无疑是很对的。 

但由于研制飞机情况非常复杂，适航当局的标准 

和法规极需要细化 ，要转化为可操作的细则。这 

个工作让适航部门去做，实在是难为了它，只能 

是研制部门去完成最为合适。 

于是空客公司的适航部门根据第 21部的规 

定，编制了很多为适航当局认可的操作程序。这 

不但大大方便了研制部门的使用，更有利于适航 

当局的审查，也深化了民航适航法规的理解，使 

研制部门在主动适航中有了自己的操作文件。同 

时也加快了对民用飞机适航审定的步伐。 

6．研制部门需要培养 自己的适航标准和管理 

专家。 

空客公司通过民用飞机新型号的不断实践， 

壮大了自己的适航队伍，培养和造就了理解和贯 

彻适航标准的专家和有效进行适航管理的管理 

专家。这两支专家队伍可与适航当局研究、探讨 

适航工作，对民用飞机的适航审定(下转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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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高标准的项目。通过项目研制，602所科研 

人员得到了锻炼．在工作中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一次成功，不许失败”、“以质量保成功、保 

安全、保战斗力”的航天质量理念得到全面贯彻 ， 

强化了科研人员的精品意识，培养了科研人员严 

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严格按程序流程办事的良 

好工作习惯．项 目部分设计理念、设计质量要求 

在直升机重点型号研制中得到了应用。 

通过项 目研制，增强了国防实力 ，带来了显 

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研制高性能、高安全、高可 

靠性的超重训练设备和航天座椅，世界上只有美 

国、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具备实力。602 

所积极承担载人航天工程项目研制，增强了国防 

实力，提高了装备核心竞争力。据了解，引进一台 

同类高性能超重训练设备约需 1200万美元 ，而 

国内研制的经费不到 1500万元人 民币。如果引 

进设备，在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及新机型软件 

的开发等方面都会面对困难和问题。随着我国空 

军装备的现代化，超重训练设备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项目研制成功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都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项目研制，提升了研究所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增强了发展后劲。602所通过研制载人航天 

工程项目。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所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同时增进了与航天兄弟单位的了解和沟通， 

学习了航天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拓宽了视 

野，引伸拓展了航空航天合作领域。现在602所 

与航天合作单位、合作项 目逐年增多。航空航天 

技术、工艺、信息互相补充，增强了研究所的发展 

后劲。 

602所为贡献航天事业而骄傲．同时在载人 

航天项目研制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发展是硬道 

理，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强烈的 

政治责任感是确保研制目标实现的精神动力；励 

精图治，奋发进取，在技术创新上就能有所作为。 

602所将一如既往地竭诚为发展航天事业提供一 

流服务 ．为推动科技进步、增强国防实力作出应 

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曾菊敏 602所宣传部部长 黄建中 

602所宣传部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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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页)极为有利，对提高民用飞机的研 

制质量更为有利。由于这批专家身在公司内部， 

与设计部门又密切结合，能更快速、更容易和更 

方便将适航的要求充分反映到新机的设计上．使 

新型的民用飞机研制得更好。 

7．设计单位批准书(DOA)和设计组织手册 

(DOM)。 

空客飞机适航管理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 

两个 D。第一个是 DOA，即设计单位批准书。适航 

当局经过审查飞机研制单位，确认具有研制能力 

而颁发的批准书，这时才有资格研制飞机。第二 

是 DOM，即设计组织手册．是研制部门在研制飞 

机中组织管理文件，有各级组织管理机构的权 

限，详细规定了适航和设计部门的职责，研制飞 

机中适航管理程序。 

显然，DOA是为适航当局准备的，DOM为有 

序管理自己内部而准备的．但从深层次看 ，对研 

制飞机在设计和适航两个部门规定得那么详细 

完整 ，这不是为取得 DOA而准备的吗?有了 

DOM，研制部门的设计和适航就可纳入正确管理 

渠道，就会有法可依，研制管理就会进入良性循 

环 。 

欧洲适航当局对民用飞机适航取证。首先取 

DOA证，好像多了一证，必然会加长取证的时间。 

研制部门多了一个 DOM，似乎也会增加不少麻 

烦。但实践情况证明，由于有了两个 D却起到了 

疏导理顺适航管理关系的作用 ，民用飞机适航取 

证时间反而减少，适航管理质量会大大提高。空 

客飞机适航管理中两D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浦传彬 中航一飞院原副总设计师、研 

究员 刘存喜 中航一飞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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