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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Opening Remarks

On December 15th the first Boeing 787 Dreamliner achieved its first flight, 
taking off from Paine Field in Everett, Washington, soaring into the cloudy 
skies , and launching a vigorous nine-month flight-test program.  In a few short 
hours the airplane landed at Seattle’s Boeing Field welcomed by thousands of 
cheering Boeing employees, customers, partners and media, and watched b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web.

At Boeing, we believe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787’s first flight is a 
unique achievement in aviation history. The 787 is indeed the first new airplane 
of the 21st century. It combines innovative aerodynamics and advanced 
interior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flying experience for passengers. It 
is the answer to the growing need for mid-sized, long-range airplanes that fly 
direct routes and profitably link major cities with secondary destinations where, 
today, nonstop flights don’t exist. It will transform the way people experience 
flight and will improve airlines operations.

Most importantly, the 787’s success is a testament to the dedication and 
shared vision of all Boeing employees and partners worldwide.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technological prowess and spirit of Boeing 
employees and our aviation partners in China. 

China indust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global team. From Chengdu, where 
787 composite rudders are in production, to Shenyang, where the 787 vertical-
fin leading edge is being assembled, to Hafei in Harbin, where 787 upper and 
lower wing-to-body fairing panels and vertical fin parts are being fashioned, 
China is an important and valued partner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Dreamliner.

As a longtime and trusted aerospace partner with China, we proudly count 
five Chinese airlines as 787 customers –Air China,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Hainan Airlines and Shanghai Airlines. These leading 
airlines together have orders for 60 787s.

We consider our Chinese airline customers’ validation of the 787 as both a 
partnership with Boeing and an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advanced 
aviation indust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hina I met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dustry 
partners and Boeing employees. The dynamism of the economy, the skill and 
talent of the people, China’s vision for aviation’s future and the dedication of 
aerospace professionals there, are truly compelling and impressive. Their 
passion for aerospace is just one of the values we share in common, and 
embodied in the innovations and promise of the 787.

Although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pressures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our 
industry worldwide, Boeing’s belief in a growing and vibrant Chinese aviation 
industry is strong. Our company plans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China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he 787 program has been through some challenges, but ever since our first 
step on this journey, we have never waivered in our confidence that the 787 
will bring technologies, efficiencies and value to our airline customers and 
passengers for years to come. 

As a global team, we can celebrate the substantial effort that brought the 787 
from concept to maiden flight. There are many more achievements to come 
for us.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n a job well done, and on our bright future as the 
world leader in aviation.

12月15日，首架波音787梦想飞机实现首飞。它从华盛顿州埃弗

雷特的佩恩机场起飞，拉开了为期九个月的试飞项目的序幕。几个小

时之后，这架波音787飞机在西雅图的波音机场着陆，受到了数千名欢

呼的波音员工、客户、合作伙伴及媒体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波音人的眼中，这一天是世界航空史上永载史册的一天。787堪

称科技奇迹，它融合了创新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与提升乘客飞行体验的

先进内饰。787是对日益增长的中型远程飞机需求的响应，能在当前缺

少直飞航班的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实现赢利的直飞。

787是波音全球范围内所有波音员工与合作伙伴智慧与汗水的结

晶，它承载着波音对于未来的愿景和希望。没有波音员工及合作伙伴

的高超技艺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天。

中国是波音全球团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生产787复合材料方

向舵的成飞，到组装787垂直尾翼前缘的沈飞，再到制造787翼身整流

罩上部和下部面板以及垂直尾翼零部件的哈飞，在革命性的梦想飞机

生产中，中国是波音所珍视的重要合作伙伴。

更让我们引以为荣的是，787在中国共拥有五家航空公司客户—

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和上航。中国客户在2005年就订购了60架

787飞机。中国的航空公司对787的认同，不仅是他们与波音携手合作

的例证，也是他们着眼于航空业未来的投资。

在最近访问中国期间，我拜会了中国政府官员及行业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的活力四射，航空业的远大抱负，航空人的慷慨激昂，都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航空的热情和执著，是波音与中国合作伙伴的

共同价值观，这一点在787项目的创新性中有集中体现。

当前全球航空业深受经济低迷之苦，但波音坚信，中国的航空市

场仍然在生机勃勃地成长。我们会一如既往加快在华投资步伐，扩大

合作范围。

787项目历了经若干挑战，但从我们踏上这一旅程的第一天起，我

们就从未动摇过对于这款飞机的信心。在未来的岁月中，787将为我们

的航空公司客户和乘客带来新的效率、价值和前所未有的飞行体验。

作为一个全球团队，今天我们庆祝787从概念走向处女航的壮举。

明天，我们期待更伟大的辉煌。请允许我祝贺787项目的所有成员，让

我们共同翘首期待航空业的光明前景。

波音787梦想飞机成功首飞 The 787 Dreamliner first flight succeeds

Jim F. Albaugh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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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技术先进的787飞机油耗降低20%，能为航空公司额外

提供45%的货运赢利空间。787为乘客提供各种创新功能和

新的客舱环境，包括更洁净的空气、更大的舷窗和行李空

间、改进后的照明以及其它备受乘客青睐的便利。

 全世界已有55家客户订购了840架787飞机，使787梦

想飞机成为航空史上销售最快的民用机型。

2009年12月15日， 波音787梦想飞机首次飞上蓝

天，象征着航空旅行新纪元的到来。在12000多名波音员

工和嘉宾的注视下，飞机从华盛顿州埃弗雷特的佩恩机场

起飞。此次首飞标志着由6架飞机参与的试飞项目拉开帷

幕，这6架飞机将在全球范围进行全天候的试飞。首架787

计划于2010年第四季度交付。

波音民用飞机家族的最新成员，一架波音787飞机于

当地时间上午10点27分从佩恩机场起飞。经过约3小时的

飞行后，飞机于下午1点33分降落在西雅图波音机场。

波音787总飞行师麦克·凯里克（Mike Carriker）机

长与兰迪·内维尔（Randy Neville）机长对飞机系统和结

构进行了测试，机载设备录下实时数据并将其发送给波音

机场的试飞团队。

从埃弗雷特起飞后，这架飞机沿胡安德富卡海峡东部

上空的航路飞行。凯里克和内维尔机长采用首飞通常的做

法，操纵飞机爬升至15000英尺（4572米）高度，空速

达到180海里/小时，即每小时207英里（333公里）。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副总裁兼787项目总经理斯科特·范

波音787梦想飞机成功首飞

全新波音机型飞行3小时后安全着陆
Boeing 787 Dreamliner completes first flight

切尔（Scott Fancher）表示：“对全球各地永不懈怠地设

计和制造787梦想飞机的团队而言，今天是一个令我们骄傲

的历史性的日子，787是21世纪的第一款全新民用飞机。我

们期待着试飞项目的到来，希望很快能将飞机无以伦比的高

效率、高科技与乘客舒适性带给航空公司和乘客。” 

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建民表示：“波

音787的首飞是我们与中国航空业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里程

碑。作为启动用户，在这款改变游戏规则的飞机进

入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的五家航空公司国航、南

航、东航、海航和上航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作

为相应部件的唯一供应商，成飞、哈飞和沈飞为

787项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分别负责787方

向舵、翼身整流罩和垂直尾翼前缘的制造工作。我

们期待着进一步巩固这一成功的长期伙伴关系。”

第一架波音787梦想飞机由两台罗尔斯罗伊

斯的遄达1000发动机提供动力。未来数周和数月

内，这架飞机和另5架飞机将陆续加入试飞项目，

其中两架将装备通用电气GEnx发动机。

787梦想飞机将为乘客带来更愉悦的飞行体

验，为航空公司提供更高效率来满足乘客首选的

点对点航线及更多航班的需要。与同级别飞机相

雨在不停的下着… …
10点，一架波音787飞机在12000多名波音员工和嘉宾的注视下，开始向跑道滑行。人群屏住呼吸，期待激动人

心的时刻的到来。雨在悄然间停了下来，仿佛也在为787首飞成功默默祈祷。
10点27分，当787优雅的起身，向北飞去的时候，人们惊奇的发现远处的云雾正在散开，金黄色的光影里，浅蓝

色的山峦，为正在飞行的787挂起一幅中国水墨画般的背景。
人们相信，当787穿过云层，向着更高更远飞翔时，迎接她的一定是美丽的彩虹。

787首飞的试飞员与波音民机集团高管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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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 开启动力飞行新纪元

更高效、更环保
为 了 实 现 高 效 与 环 保 的 完 美 结

合，787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了一切可

利用的最新技术和设计，成功地将同

等条件下的飞行油耗降低了20%。

这首先得益于轻型材料的应用。

飞机主体结构的50%采用了最新型的

复合材料，降低了重量，从而节省油

耗；复合材料耐疲劳和腐蚀的特性还

能减少定检次数，增加飞机创收时

间；因其防冲击性能更为优越，修理

次数得以减少，小面积损坏的维修时

787 - a start of a new century in powered flight 

787的成功首飞标志着787梦想飞机项目跨越了又一里程碑，也标志着整个试飞项目的启动。波音787的研发
是波音迈入21世纪的深思熟虑之举。波音787融合了所有波音民用喷气客机家族引以为傲的、最出色的传承，象征
着动力飞行新纪元的到来。

效率为先的大环境加大了航空公司维持运营并赢利的难度，甚至威胁到了其生存。同时，如何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也是全球包括航空业在内的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和责任。波音787梦想飞机正是响应这一需求的全面解
决方案：新一代发动机技术的应用、完美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和得益于新型复合材料的轻量化飞机主体结构，都直接
减少了油耗和排放；依靠新技术获得的座舱内清新自然的空气、人性化的光线调节和宽敞的空间，为乘客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舒适性；大型飞机的航程、中型飞机的尺寸，使787能够胜任全球450多个城市对间的点对点直飞任务，不
仅可进一步降低油耗和排放，也减少了枢纽机场的中转乘客，为乘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减轻了旅途的劳顿。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间更短。此外，在制造过程中，相比

传统铝制机身的制造工艺，边角余料

和废料大量减少，从而降低了生产环

节的浪费。

发动机直接消耗燃油，所以是改

进的重点。波音的发动机合作伙伴通

用电器与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为787提

供了新一代发动机技术，该技术使787

的燃油效率提高8%，这意味着中型飞

机市场在动力技术上实现了两代的飞

跃。此外，机翼上装备的787发动机可

以互换，从而实现更经济方便的重新

构型、升级以及改装。这种标准化和

简化的方式增加了飞机的收益潜能，

降低了运营成本，并赋予787折现能力

与较高的价值。

空气动力学也是影响油耗的一个

重要方面。全新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有

效地降低了787的飞行阻力，减少了油

耗和排放，同时也提高了飞行速度，

使远程巡航速度达到0.85马赫，与波

音777和747旗鼓相当，成为世界上最

快的飞机之一。

787的开放式系统构架着眼于未

来，体现了标准化飞机的理念，与目

前的飞机相比结构更简单，功能更强

大，令飞机未来的轻松升级成为可

能。同时，在波音的e功能战略支持

下，787能够进行自我监测，并将维护

需求报告给地面计算机系统。因此，

机务人员可提前收到部件更换通知，

然后携带需要的零

部件在地面等候，

以 便 进 行 快 速 维

修，使航空公司的

运营成本降低，同时创收时间增加。

更舒适
在 座 舱 舒 适 性 方 面 ， 波 音 与 全

球各地的大学合作，为了解高度、湿

度、空气污染物、灯光、声音和空间

对乘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所

有因素的组合和领先技术的整合，都

是为了使乘客飞行舒适性体验获得重

大提升。

787入口通道高大宽敞，辅以新颖

的LED灯蓝天照明效果，使乘客在登

机的一刹那即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空

间感和愉悦感。在长途飞行中，LED

照明系统柔和地模拟全天的自然光，

照明光谱从白天带黑夜逐渐变化，带

给乘客新鲜而舒适的感受。所有民用

飞机中最大的舷窗又会为乘客带去

“风景这边独好”的飞行体验—787

的客舱舷窗比现役飞机大70%。这项

突破性的设计之所以能成为现实，是

因为设计中融合了复合材料机身这一

创新技术。此外，787采用了业界领先

的电致变色可调光舷窗系统。这种舷

窗系统可控制进入客舱的日光强度，

让舷窗的颜色在全透明到全黑之间变

化。有了可调光舷窗，窗边的乘客在

欣赏窗外美景时不会打扰到正在休息

或观赏电影的其他乘客。

宽敞的787客舱安装了比其他任何

民用飞机都要宽的座椅，每个座位比

波音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至少宽4厘米；

经济舱走道宽55厘米，比典型的双通

道飞机经济舱通道还宽6厘米。同时，

乘客拥有充足的行李空间—所有乘客

至少能在头顶附近的行李舱中存放一

个大型拉杆箱。而让出头顶空间的设

计使乘客倍感舒适。得益于787内宽大

的空间，一向令人感到促狭的盥洗室

空间也将得以扩大。

同样得益于复合材料机身技术，

当 乘 客 乘 坐 7 8 7

在13100米高空

巡航时，客舱内

的压力保持在相

当于海拔1830米的气压，这个压力高

度比当前大多数民用飞机低大约600

米，从而将乘客从以往飞行体验中恼

人的头疼、疲劳感中解放出来。此

外，复合材料机身还保证了787的乘客

将享受到更高的客舱湿度，与金属机

787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最新技术和设计，成功地将
同等条件下的飞行油耗降低了20%。

在座舱舒适性方面，波音与全球各地的大学合作，为了解高度、湿
度、空气污染物、灯光、声音和空间对乘客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市场对该飞机的需求，波音已2009年

10月底宣布于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

顿的波音设施建立787梦想飞机项目的

第二条总装线。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安波杰（Jim Albaugh）表示：

“787将为航空公司提供前所未有的运

营经济性和高效率。它可以让乘客随

时随地自由飞行，并且比过去更加舒

适和经济。这款飞机将使我们在第二

个飞行百年中继续树立民用航空业的

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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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相比，787的复合材料机身不会被腐

蚀，因此没有增加湿度带来的后顾之

忧。在此基础之上，787系统中还额外

引入了一种新型气体过滤系统，令客

舱的环境更加清新宜人。另外，787装

备的垂直阵风抑制系统大幅提高了飞

机的平稳性，发动机排气道的锯齿边

等技术降低了客舱的噪音。这一切保

证了乘客随787长途旅行之后，仍能感

觉到精神焕发，为即将到来的工作或

休闲做好准备。

更高效、更环保、更舒适，787将

在减少油耗和排放的同时，为乘客带

来更为便捷、舒适的空中旅行，也将

为航空公司带来更为经济的运营。

波音“梦想”情系中国
根据波音发布的针对中国民用飞

机市场的最新市场预测，未来20年

内，中国将需要3770架新飞机，价

值4000亿美元。其中，中国队双通

道飞机的需求为790架。787梦想飞

机无疑为中国提供了理想的选择，来

自中国的787飞机订单恰恰给出了很

好的证明。

中 国 富 于 远 见 卓 识 ， 国 航 、 东

航、南航、海航和上航率先于2005年

共计订购了60架波音787，成为了787

项目的启动用户之一。因为“8”字在

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幸运，波音在中国

的航空公司宣布订单的历史时刻正式

将飞机原名“7E7”更名为“787”。

无独有偶，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

也在波音787项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图所示），成飞、哈飞、沈飞均

是该项目相应部件的唯一供应商，这

也是波音首次选择中方合作伙伴作为

唯一供应商。

成飞是波音787项目方向舵唯一供

应商。方向舵是确保飞机方向控制稳

定性的垂直尾翼的重要部件，波音787

飞机的方向舵长约10.7米，宽3米，是

中国目前承接的最大的民用飞机复合

材料部件加工项目。成飞取得787方向

舵的全球独家生产权，标志着中国航

空工业参与国际先进客机研发，已经

从原来的转包生产发展到了战略合作

层面。

哈飞负责787飞机翼身整流罩面

板、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生产。翼身整

流罩位于机翼和机身的结合部，流线

型的外体可将裸露在机体外面的某一

部件或装置封闭起来，起到保护与减

少空气阻力的双重作用。翼身整流罩

板件均由复合材料制成。这一项目是

由哈飞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

口公司与波音公司三方合作，于2005

年4月26日在北京签约。此后，哈飞通

过了波音公司严格的质量体系认证、

复合材料特种工艺鉴定、无纸化设计

制造能力认证，于2006年11月被正式

确认为波音787翼身整流罩全球唯一供

应商，承担2007至2021年这一产品的

全部交付任务。

沈飞是波音787项目垂直尾翼前

缘唯一供应商。该转包合同由沈飞、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波音公司

于2005年7月19日签订的。按照合同

规定，2007年至2021年，沈飞为波音

生产787飞机垂尾前缘组件和翼尖组

件，总数1335架份。787飞机垂尾前

缘也是沈飞与波音所有合作中“技术

含量”最高、挑战性最大的项目。沈

飞已于2007年1月交付了首架波音787

飞机垂直尾翼前缘。

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作为

波音控股的合资公司，负责复合材料

面板和内饰零部件的生产。在787项目

整个生命周期内，中国航空工业所参

与的787方向舵、翼身整流罩、垂直尾

翼前缘工作的总价值可达数亿美元。

波音“梦想”放飞

梦想并非一蹴而就，成功的首飞

标志着787试飞的开始，随后将有6

架试验飞机完成共计3100小时的试

飞和3700小时的地面测试。这些严

格的试飞结果将用于向美国和欧洲的

适航当局取证，确保787梦想飞机在

2010年第四季度首次交付全日空投

入商业运 营。

从启动到现在，波音787项目一共

收到了来自55家航空公司的840架确认

订单，是波音有史以来启动最为成功

的新民用飞机项目。该项目于2007年

5月启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埃弗雷特的

总装厂。为提高波音787的产能以满足

787梦想飞机机型介绍
目前，787家族共有三种机型：

787-8梦想飞机可搭载210-250名

乘客，航程可达7650-8200海里

（14200-15200公里）； 787-9梦

想飞机可搭载250-290名乘客，航

程可达8000-8500海里（14800-

15750公里）； 787-3梦想飞机可

搭载290-330人，最适合航程为

2500-3050海里（4600-5650公

里）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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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与勇气放飞梦想

第二条787总装线在南卡州奠基

Fly our dream 

Boeing breaks ground for the second 787 assembly line

西雅图时间12月15日，首飞归

来的787平稳的降落在西雅图波音机

场，波音787总飞行师麦克·凯里克

（Mike Carriker）机长与兰迪·内维

尔（Randy Neville）机长走出机舱

门，向等待787飞机首飞归来的人们欢

呼致意，并和等待已久的波音民机集

团高管们合影留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两位资

深的机长以及其他即将参与787试飞的

飞行员们为了此次首飞和接下来的试

飞已经准备了很久，并接受了很多培

训，尽管他们已经是波音资历最深技术

最纯熟的飞行员。随着首飞的顺利进行

和试飞项目即将展开，飞行员们从幕

后走到台前，成为这场大戏的主角。然

而，“尽管787梦想飞机的首飞已成为

举世瞩目的仪式，我们要做的是使首飞

和试飞尽量常规化，就像在执飞一次航

班一样，”一位787的试飞员说。

做为787梦想飞机的总飞行师，凯

里克机长在波音工作已有将近20年，

加入波音之后，凯里克参与了波音所

有试飞项目，曾担任737项目和音速巡

航机项目的总飞行师，曾在777上完成

了500多小时的试飞，2003年1月转至

787项目任总飞行师。加入波音之前，

凯里克是美国海军飞行员，驾驶过

A7-E和F18。内维尔机长的简历也同

样很“传奇”。在加入787项目之前，

内维尔在波音综合防务系统集团担任

了9年的F22“猛禽”试飞员，如今拥

有超过600小时F22飞行经验的内维尔

仍然是状态正佳的“猛禽”飞行员。

内维尔还曾为电影“绿巨人”担任技

术顾问，并在其中扮演一名F22战斗机

飞行员。加入波音之前，内维尔曾在

美国空军服役20年，在海外执行F106

和F16任务。这两位英雄飞行员都拥有

波音所有机型的执照和数千小时的飞

行经验。

这两位资深机长都来自于波音飞

行测试与评估部门，这是隶属于整个

波音集团专门负责波音的新飞机测试

与评估项目的，同时支持民用飞机和

综合防御系统两个业务部门。由于787

梦想飞机试飞已经开始，而747-8货

机的试飞项目也即将上马，飞行测试

与评估部门面临很大的压力。波音上

一次同时执行两个飞机的试飞项目已

经是25年前了，当时是757和767的试

飞项目。“公司历史上还没有进行过

像787这样旷日持久而深入试飞项目，

但是我们的团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

战，一定要一丝不苟地完成我们对于

新飞机项目团队的承诺，” 新飞机测

试与评估部门负责人说。

787梦想飞机的试飞已经开始，

前期的飞行测试主要关注飞机的总体

性能，后续的飞行测试则是测试各个

具体系统和一些细枝末节。这些细节

和一些大方向是同样重要的，凯里克

说。“例如，787有一个全新的风挡，

这是我们自1979年之后设计的第一个

全新风挡，”凯里克说。新的787测试

将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他当年也参

与了777飞机的试飞。“测试时间延长

了这么多是因为波音飞机的科技含量

越来越高，采用的技术越来越精密复

杂。针对787来说，不同的发动机配置

也要分别进行测试，这也是之前的机

型不需要考虑的。同时，联邦航空局

对于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细，标准越

来越高，这些都是造成测试飞行小时

不断加码的原因”，凯里克解释道。

在试飞阶段，“上一天班”可能意味

着在世界各地飞上8个小时，从加州的

沙漠飞到南美的高原，以取得相关的

高原飞行认证，有时候飞行员还会尝

试一台发动机慢车，或者重复做失速

改出机动飞行。

包括凯里克机长在内的787试飞员和工程技术负责人

波音10月28日日宣布，已选定在

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的波音设施

建立787梦想飞机项目的第二条总装

线。为了在公司内部找到一处能在787

项目提高产量时为787业务规划提供最

佳支持的总装地点，波音对建立总装

线的相关条件要求进行了反复评估。

除用作787梦想飞机总装设施之外，北

查尔斯顿的波音设施还具备支持787测

试及交付的能力。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安波杰（Jim Albaugh）表示：

“在查尔斯顿建787的第二条总装线

将提高我们的产能并满足市场对这款

飞机的需求。这项决定使我们能够延

续在波音查尔斯顿工厂和全球航空

（Global Aeronautica）已有的协同合

作。”他还表示，这一新举措将巩固

公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有助于公

司实现长期增长。

目前，波音查尔斯顿工厂负责787

后机身段的机加、组装和系统安装。

隔街相望的是全球航空负责组装其他

结构合作伙伴制造的787机身段。波音

拥有该公司50%的股权。

在北查尔斯顿的787第二条总装

线建成之前，波音会临时将华盛顿

州埃弗雷特的787总装线产能提高到

最大，以确保787的第一款衍生机型

787-9成功进入市场。北查尔斯顿的

第二条总装线落成及投入运营之后，

埃弗雷特的峰值产能将逐步恢复到正

常水平。

安波杰说：“我们正采取审慎措

施保护客户的利益，适时推出787-9

并将总产量提高至每月10架787双通道

飞机。”

“尽管我们很高兴能扩大波音查

尔斯顿设施的能力，普吉特湾地区仍

是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部所在地。埃

弗雷特将继续设计和生产包括787在

内的各类机型，而对我们目前和未来

的产品而言，这里还蕴藏着巨大的商

机，”安波杰强调：“我们仍致力于

践行对普吉特湾的承诺。”

11月20号，波音为787第二条总

装线举行了奠基仪式，标志着第二条

总装线的建设即将开始。

“六十年前707的测试飞行总共耗时600小时，梦想飞机的试飞机将历
经6000多小时的测试，包括地面测试和飞行测试，相当于200多天”

记787项目试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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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首飞
The historical first flights

航空史话

在新飞机的研发过程中，飞机研发人员最有成就感的

时刻就是飞机飞上蓝天的那一刻。

动力飞行从搭载一个人飞几码的距离，发展为搭载400名

乘客做不经停的环球飞行，距离可达到地球圆周长的一半。 

波音利用在787梦想飞机项目上获得的成功，为新世界

制造新飞机。

波音的首款飞机B&W于1916年6月进行首飞，由比

尔·波音负责飞机的操纵。 

他让飞机滑行通过西雅图联合湖并让这架B&W飞机升

空。波音驾驶飞机飞行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这是非

常可观的成绩。

B&W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飞行的新境界，使技术达到了

更高水平并为未来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1917年，波音公司引入C型机，这款双座飞机首次融入

了搭载乘客的理念。

中国出生的王助被视为C型机之父，他为一代早期飞机

打下了基础。 

C型机引入了一种富有远见的设计，使航空业实现了更

高水平的创新。

波音于1927年引入40型飞机。 

随着美国邮政局扩大其运营规模，波音认为，如果飞

机可以在两个大城市之间实现搭载邮件的飞行，那么飞机

也可以搭载乘客。

波音40型机使跨大陆的定期载客航班服务成为可能。

六年后，波音引入247型机，这也是世界上首款强调乘

客舒适性的现代化客机。

波音247型机使跨大洋飞行的时间缩短了7个小时，一

夜之间改变了航空旅行的方式。 

1957年12月20日史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707首飞

1967年4月9日737首飞

1969年2月9日空中巨无霸747首飞

1981年9月26日757首飞

1982年2月19日767首飞

1994年6月12日777首飞

在道格拉斯多年来制造的所有飞机（现已成为波音机

型）中，DC-3可能是最富盛名的一款。

它是首款不凭借邮件运输合同，仅靠运载乘客为运营

商实现利润的客机。

DC-3的一项优势是其可靠率和不可思议的优良维修记

录。

波音307平流层客机的命名是基于其高高度飞行的能力。

这款飞机首飞后，紧接着就是被誉为飞船的314飞剪飞机。 

这些飞机强调了飞行的神奇之处和乘客舒适性。平流层

客机最突出的一点是增压后的客舱，以及使飞机在恶劣天气

高度层之上飞行的能力，这是早期飞机不得不飞的高度层。 

波音707原型机冲80于1954年7月15日实现首飞。它是

民用运输机朝着技术提升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喷气时代的正式来临标志着航空旅行进入新时代。 

波音707重新定义了飞行体验，并为实现全球可持续民

用航空运营铺平了道路。 

波音747代表了设计和制造领域的巨大成就。747将一

直作为世界首款巨无霸喷气机被人们所铭记。

上世纪90年代的波音全新机型是波音777飞机。在整个

设计过程中，777在电脑上进行“预组装”，摒弃了昂贵的

全尺寸模型的制作需要。

波音787融合了所有波音民用喷气客机家族引以为傲

的、最出色的传承，象征着动力飞行新纪元的到来。

技术、创新、乘客舒适性和环保方面的领袖。 

这些要素是波音的特色，是创造波音787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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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波音新机库投入运营并获FAA认证拓展业务
Boeing Shanghai opens new hangar and receives FAA authorization for 
expanded operations

波音、上海机场和上航合作拓展维修及大修业务
美国联邦航空局授权上海波音拓展运营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上海波音）10月15日为其新机库

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庆祝这一位于上

海浦东机场的全新双机位机库落成并投

入运营。上海波音是波音、上海机场当

局和上海航空公司的合资企业。 

上 海 波 音 是 维 修 及 大 修 企 业 ，

负责航线维修、重度维修以及飞机内

饰、航电设备和机载娱乐系统的升级

工作。中国是波音民用飞机最大的国

际市场，在上海波音力争成为世界一

流的设施和中国航空服务业领袖的计

划中，机库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波 音 民 用 飞 机 集 团 民 用 航 空

服 务 高 级 副 总 裁 卢 · 曼 西 尼 （ L o u 

Mancini）在庆祝仪式上表示：“上海

波音越来越强的能力将服务于我们中

国的航空公司客户和国际市场，并帮

助他们安全、高效地拓展业务。中国和

亚洲引领着全球航空业的增长，新扩建

的设施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为这一地区

逐渐壮大的机队提供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的支持。”

波 音 民 机 集 团 民 用 航 空 服 务

部技术服务副总裁兼上海波音的董

事会主席马可·卡瓦宗尼（Marco 

Cavazzoni）、上海机场集团常务副总

裁李德润、上海航空公司董事长周赤

以及上海波音首席执行官伯纳德·亨

西（Bernard Hensey）与曼西尼一道

主持了庆祝仪式。来自政府、客户和

供应商的数百位代表参观了设施并一

道庆贺机库的建成。

上海波音的机库开业后不到一个

月，美国联邦航空局对上海波音航空改

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3天的

集中检查，给予上海波音高度评价，并

因此授权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

限公司扩大飞机维修运营规模。

2008年8月，上海波音首次获得美

国联邦航空局颁发的维修运营许可证。

上海波音首席执行官伯纳德·亨西

（Bernard Hensey）表示：“我们制定

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拓展上海波音的能

力，这次美国联邦航空局授权扩大维修

运营规模是很重要的一步，使我们能开

拓其它机型的维修新业务并扩大维修流

程范围。随着此次授权和我们新机库的

建成运营，上海波音的经营业务范围将

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联邦航空局此次新批准的维

修运营范围包括：新一代波音737飞机

的“D”检，波音767系列的“C”检

和结构“C”检，如S4C检和更高级别

定检，以及相关的维修和改装业务。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背景介绍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波音”）是由美国

波音公司、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和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的公司。其中，美国波音公司占总注册

资本60%，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占总注册资本25%，上海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占总注册资本15%。公司总部位于

中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波音的营业许可证业务范围包

       公司大事记

●   2009年10月15日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庆祝新机库投入运营  

●   2009年2月12日             上海波音机库钢结构顶架成功吊装  

●   2008年8月22日             美国联邦航空局为上海波音颁发维修许可证  

●   2008年5月26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为上海波音颁发维修许可证  

●   2008年2月25日             上海波音为上航波音737飞机实施2C检 

●   2008年1月22日             上海波音机库建设打桩 

●   2006年10月24日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奠基仪式 

●   2006年6月29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上海波音颁发营业执照 

●   2006年6月5日             上海波音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批准证书

上海波音各股东方高层以及政府代

表为机库落成揭幕 左起：上海波

音CEO亨西、马可·卡瓦宗尼、

上海航空公司董事长周赤、上海机

场集团常务副总裁李德润、卢·曼

西尼、中国民用航空上海安全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郝炜以及上海市浦东

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蒋曙光

新落成的机库外观

括：飞机改装（包括客机改货机、机舱

升级改装、客舱内部和机载娱乐系统升

级改装）；飞机维修（包括C、D检及

各类定检业务；与改装相关的维修及维

修配件修理业务）；航空器材销售和维

修，并提供相关的工程和技术服务。

上 海 波 音 已 经 取 得 中 国 民 用 航

空总局（CAAC）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的维修许可证。我们将继续

申请，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日

本民航局（JCAB）等各国国家适航当

局的认证授权。

上海波音拥有自己的维修培训中

心，并由波音下属Alteon公司提供培

训讲师，从而保证了维修技术的品质

和最大限度的安全标准。

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

公司机库位于浦东机场内，一期机库

的建设于2009年10月完成并投入使

用。一期机库将能同时容纳2架747或

777大型飞机进行维修，将为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建设世界级航空枢纽港提供

相应的飞机改装维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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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培训与飞行服务部在沪启动培训

飞机201首次来到中国

波音与中国科学院签署谅解备忘录

Boeing Training & Flight Services begins training in Shanghai

Airplanes 201 debuts in China

Boeing signs MOU wi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年12月8日，中国民用航空局

向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培训与飞行服务部

颁发了《飞行训练中心合格证》，即

142部认证。该认证准许波音设在中国

的上海波音航空飞行培训公司为中国航

空公司教授飞行员培训课程。

波 音 民 用 飞 机 集 团 培 训 与 飞 行

服务副总裁谢里·卡伯里（Sherry 

Carbary）表示：“凭借此次获得的认

证，我们将为中国的航空公司设计并

定制培训课程，并支持将于明年开始

在上海波音航空飞行培训公司进行的

参加培训的媒体与讲师们合影

中国民用航空局华东管理局副局长唐伟斌将142部认证颁发给波音民用飞机集团

培训与飞行服务副总裁谢里·卡伯里

波音787梦想飞机的飞行培训。”

中国民用航空局华东管理局副局长

唐伟斌指出：“我们同波音培训与飞行

服务部展开了密切合作，他们在航空培

训领域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水平给我们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直以来，他们

显示出世界级的培训能力。我们坚信，

在获得认证后，波音培训及飞行服务将

按照为全球范围其它航空公司实施培训

的模式，一如既往地为中国航空公司培

养能力出众的飞行员。”

波音培训与飞行服务部向全世界

400余家客户提供独具创新的培训产品

和服务。其培训和服务项目为全球100

多家局方机构所认可，客户支援团队

为超过12000架现役飞机提供24小时

全天候支持。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波

音培训与飞行服务的全球网络提供包

括世界一流的新787梦想飞机培训套件

在内的各种解决方案。

10月21日，波音与中国最大的研

发机构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在上海签

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探索互利的

技术研发合作机会。

潜 在 的 研 发 领 域 包 括 能 源 与 环

境、材料、无线技术以及空中交通管

理数学建模与仿真。

“世界上一些才干最杰出的技术

专家，为这一国家研发机构效力。” 

代表波音签署了协议的波音首席技术

官兼工程、运营与技术高级副总裁约

翰.特雷西说道。“携手合作，我们就

能创造新的机会，推进航空技术的发

展，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缩短世界

各地人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期望双方之间的合作能产

生具体成果。”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

绵恒说。他代表中国科学院签署了该

谅解备忘录。

该谅解备忘录为波音与中国科学

院建立了一个框架：在遵循双方的出

口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共同探索双方

感兴趣的优先领域中的合作机会。

波 音 国 际 总 裁 兼 业 务 拓 展 与 战

略 高 级 副 总 裁 谢 普 · 希 尔 （ S h e p 

Hill）， 以及波音副总裁兼研发与技术

总经理马特·甘兹（Matt Ganz），也

出席了签字仪式。

波音首席技术官兼工程、运营与技术高级副总裁约翰·特雷西（John Tracy）（左）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右）

生物燃油将何时能够替代现有的航

空燃油？如何从提高机队效率、寻找替

代燃油等方面降低航空业的碳排放？这

就是波音公司的“飞机201”航空知识

讲座—来自波音公司的专家带领大家

一起探索飞行与环境的关系。

来自北京上海的超过50位各主流

媒体的编辑记者，以及航空公司运营和

市场部的代表分别参加了在北京和上海

举行的飞机201航空知识讲座。 内容包

括生物燃料开发与研究的最新进展、飞

机的回收情况简介、如何有效提升机队

的运行效率等，并介绍了波音在民机研

究和制造方面的环境战略。“飞机201

讲座为业界增强对航空与环保的理解、

加深对飞行与环境的认识起到了积极作

用，”一位行业记者如是说。

首届超轻复合材料机翼/桥梁学生竞赛在天津举办
The 1st SAMP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test of Composite Manufacture held in Tianjin

首届超轻复合材料机翼/桥梁学生

竞赛于10月29日SAMPE 中国年会期

间在天津滨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

次竞赛由美国波音公司赞助举行，并

被中国航空学会列为“百年航空”系

列活动提供支持。

竞赛共吸引了包括东华大学、清

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

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先进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

飞机强度研究所、北京航空制造工程

研究所等17只学生队伍82名同学报名

参赛。其中桥梁组有8支队伍，机翼组

有9支队伍。     

众所周知，客机的机翼设计一直

是世界级性难题，而桥梁的安全，高

负载也越来越受到土木工程学家的重

视。该竞赛将极大地提高学生对于先

进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及成型工艺的学

习兴趣，同时促进学生的分析能力、

判断能力以及动手制作能力。

东 华 大 学 和 中 国 飞 机 强 度 研 究

所、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联队最

终分别获得了桥梁组和机翼组竞赛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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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货航引进提高运营效率的波音产品

波音与中国两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协议

China Cargo Airlines to incorporate Boe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products

Boeing signs MOU with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多种机型应用飞机健康管理以及777电子飞行包应用软件

2009年12月9日，波音和总部位

于上海的中国货运航空公司今日宣

布，双方已签署一项协议，在未来几

个月内将波音两项重要的解决方案纳

入中货航的运营中。

中货航的新777货机将应用波音

3类电子飞行包（EFB），为飞机驾

驶舱带来先进的计算机信息的传递和

管理。飞机健康管理（AHM）多个

组件将在中货航新的777货机和目前

已有的747-400货机机队中进行安

装。中货航运营着两架747-400ER

（延程型）货机，并将引进6架777

货机，首架777货机预计于2010年第

一季度交付。

中货航总裁朱益民表示：“我们

相信，电子飞行包和飞机健康管理将

提高运营效率，使驾驶舱的飞行员和

地面人员更好地了解每一架飞机所处

的环境和状况。通过提高

服务正点率和减少成本高

昂的延误，我们的客户也

将从中获益。”

中 货 航 是 中 国 首 家

同时运营波音电子飞行包

和飞机健康管理的航空公

司，站在了维修及性能技

术领域的前沿。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民

用航空服务部负责销售和

市场的副总裁丹·达西尔

瓦（Dan da Silva）说：

“中货航引进机队升级功

能之举进一步提升了777

和747-400货机的价值。

不过关键还在于电子飞行

包和飞机健康管理将为中

货航带来的收益。”

波音3类电子飞行包使用了由波音

及其子公司杰普逊开发的软件，集合

了机载性能工具（OPT）和电子文档

浏览器（EDB），将飞机系统、机组

和乘务组的信息提供给航空公司的基

地运营部门。机载性能工具为驾驶员

提供该机型在任何天气、跑道和业载

条件下的最佳速度和发动机调定值，

从而提高了效率并增加了航程与业

载。电子文档浏览器模块可以即刻获

取最新信息，取代了体积庞大的多种

纸版文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手动

更新和修订的需要。

飞 机 健 康 管 理 是 通 过

MyBoeingFleet.com门户网站提供的

多模块决策支持功能。实时故障管理

能搜集飞机的实时数据以提供有效的

故障报告、故障排查以及修理成功率

历史数据，可减少对航班时刻的影响

并提高维修效率。

飞机健康管理定制警示和分析模

块（原名“服务监测”）提供了有效

的分析和警示工具，用于识别潜在系

统问题，并对胎压、氧气压力、液压

油、辅助动力装置和发动机滑油水平

进行监测。性能监测模块负责监测燃

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从而优化飞

机运行并支持维修决策。

上述两个模块的监测功能可通过

减少航班延误、取消、返航和改航来

优化维修性能和飞行运行，从而为航

空公司的工程管理带来更大价值。

中货航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和中

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组建的合

资公司，利用东航的航线结构提供专

业的货运服务。该公司还运营着6架

MD-11货机。

2009年11月，波音又与另外两家

主要中资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行和

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在帮助中国银行和租赁公司的航空租赁

业务向区域和全球市场扩展又迈出了新

的一步。在波音与国银租赁签订的协议

中，国银租赁表示将提供总额为250亿

人民币的资金用于

波音飞机的融资与

租赁。

波音旗下的波

音金融公司的高管

与中国建设银行的

代表进行了会面并签订了合作协议。

按照市值计算，中国建行是世界上第

二大银行。双方协定，将共同加强高

层联系，确定为国内外航空公司提供

飞机融资的新机会，并促进中国飞机

融资业务和相关法规体系的建设。

波音随后与国银租赁签订了类似

的合作协议。作为国银租赁公司的主

要股东，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也派代表

出席了签字仪式。国银租赁计划通过

资产收购、售后回租和其他各种融资

机会提供大量投资引进波音飞机。波

音金融公司将提供协助，为租赁公司

推荐新的、有价值的融资机会。

此次签约使波音在中国的金融机

构合作伙伴数量达到六家。去年，波

音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

了类似协议。

在 签 字 仪 式 上 ， 波 音 金 融 公 司

总裁沃尔特·斯考隆斯基（Wal ter 

Skowronski）表示：“我们很兴奋地看到

中资银行和租赁公司在当前的经济低迷

期中仍表现出对波音产品的信心，并承

诺投入资源为我们的飞机提供融资。”

根据波音最新的20年市场展望，

中国将成为美国以外最大的新增民用

飞机市场。这意味着到2028年以前，

中国将需要3770架飞机（价值4000亿

美元）。中国同时也是波音民用飞机

最大的国际市场。

波音金融公司负责亚太及大中华

区 事 务 的 副 总 裁

方 世 达 （ F o s t e r 

Arata）说：“过

去一年内，中资银

行和租赁公司做出

了杰出的工作，成

功地为中国所有的飞机交付提供了融

资，并与业内数家信誉最佳的航空公

司完成了大量售后回租交易。”

2009年中国国内飞机融资需求总

价值约45亿美元，中资银行一直积极

支持国内的飞机融资需求。波音希望

新的合作协议将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支

持波音重视的国内外航空公司客户，

帮助其确保拓展机队规模所需要的飞

机融资，从而取得成功。

波音金融公司和国银租赁的代表们在签约仪式上合影

波音金融公司是全球性的融资解决方案提供商。作为波音的全资子公
司，波音金融公司的投资组合达到61亿美元，大约包括325架民用飞机，
并为客户提供全面综合的融资支持。该融资部门的总部位于华盛顿州伦
顿，在美国的三个城市以及香港和莫斯科拥有约160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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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8 747-8

波音747-8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747-8 program made steady progress

2009年12月9日，波音成功完

成747-8货机首次发动机运转。这

一里程碑标志着747项目取得重大进

展，向着计划中的首飞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波 音 民 用 飞 机 集 团 副 总 裁 兼

747项目总经理莫·亚赫雅维（Mo 

Yahyavi）表示：“我们对发动机在此

次测试中表现出的性能非常满意。飞

机发动机和所有系统的性能达到了预

期值。”

发动机运转测试在本周二当地时

间上午10点之前开始。在发动机初始

运转中，发动机起动，并在各种不同

的推力调定值下运行，以确保所有系

统如期达到要求。发动机的运转测试

从辅助动力装置开始，该系统为起动

四台通用电气GEnx-2B发动机中的第

一台发动机提供动力。另三台发动机

使用交输引气起动。此次测试的全过

程还继续进行了基本系统检查。发动

机停车后接受了检查，将在一次技术

回顾会议后重新起动。相关团队完成

了一次发动机振动检查，监测关车逻

辑电路以确保其运行达到预期标准。

洲际客机再获新订单
与 此 同 时 ， 波 音 和 大 韩 航 空 刚

刚宣布了一笔包括5架747-8洲际飞

机的订单。大韩航空是首家订购燃

油效率更高的新747-8客机的亚洲

航空公司。

按照目录价格计算，5架飞机总价

值为15亿美元。此前，大韩航空已有

计划运营7架747-8货机。大韩航空将

747-8项目又添中国供应商
12月9日，随着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与沃特飞机工业公司在南昌签署转包生产合

同，合作生产波音747-8飞机48段部件，波音在

中国的供应商又增加了一个。

此次747-8飞机48段部件转包合同金额为

1.16亿美元，洪都是该项目的唯一供应商，产品

首件交付沃特的时间计划为2011年第一季度。这

首份合同的执行期持续到2014年6月，还有两个

后续五年的备选期。预计2010年双方将进行该项

目第二阶段的合同洽谈。批产后，该项目每年的

转包生产金额预计为1200万美元以上。 沃特飞机

工业公司承担了波音747系列飞机近90%结构件

的制造量。

中国在新的747-8飞机上担当着特殊的角

色，2007年波音与中国签订的的转包合同使得中

国首次为波音飞机生产襟翼、副翼和扰流板。西

飞制造747-8内侧襟翼，并成为唯一供应商；西

飞同时为747-8生产内侧襟翼，这是波音从中国

采购的最大飞机结构件；西飞还制造747-8固定

后缘翼肋；成都制造747-8副翼和扰流板，也是

唯一供应商，成飞同时还制造747-8水平尾翼零

部件和次组件；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复合材料零部件及面板。

利用747-8洲际飞机执飞韩国至美洲

和欧洲的远程航线。

大韩 航 空 客 务 部 副 总 经 理 W o n 

Tae Cho表示：“747-8洲际飞机填

补了我们未来机队在300至550座级

飞机上的空白。波音在这款飞机上

应用的技术升级将带来无与伦比的

经济效益和令乘客叹为观止的飞行

体验，使大韩航空能为乘客提供一

流的飞行服务。

747项目正处于747-8洲际飞机

设计阶段后期。这款飞机将于2010年

中期开始组装，首架货机将于2011年

第四季度交付。随着大韩航空订单的

加入，波音已获得110架747-8飞机的

订单。其中32架为747-8洲际飞机订

单，余下78架为747-8货机订单。

首架波音747-8货机喷漆完成 747-8货机完成发动机测试

货机发动机运转测试顺利完成，试飞准备工作平稳进行中



于以公务、商务旅客为主建立营销

和盈利模式，同时保持一定宽幅

的市场适应性，完善收益结构。

2009年6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授

予了厦门航空公司安全杰出贡献

奖。

厦 航 主 要 经 营 的 航 线 是 受

金融危机冲击最小的国内客运市

场，加上厦航稳健经营带来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让厦门航空公司

平安渡过全球金融低迷期，继续

保持盈利势头。

同时，厦门航空公司还将其

市场成功归功于波音产品、服务与

支持。“多年来，波音提出的全方

位解决方案，在驻场代表、飞行计

划、技术支援、航空安全、机队运

营和质量标准方面为厦航的发展提

供了长期的有力支持。”车总说

道。

拥有杰出的市场成功记录的

厦门航空公司，正期待在2020年

前成为“中国最佳投资价值航空

公司”。厦航在航线规划上争取

2015年形成中国大陆东部多点辐

射全国，实现内地与港澳台、东南

亚航线有效连接的航线网络。

同时，厦航高管也期待与波

音继续保持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希望波音和厦航建立更大程

度的互相支持和信任关系，共同将

民用航空事业发展下去，将厦航纯

波音机队的品牌在中国乃至世界做

大做强。”车总指出，“厦航致力

于将与波音的合作关系打造成‘黄

金搭档’”。

陆续有4架波音777货机投入运营，至

2011年达到2架波音747货机、6架波

音777货机的机队规模。

在 迎 接 新 货 机 的 同 时 ， 南 航 在

上海同时举行了新开上海浦东—乌

鲁木齐—法兰克福货运航线首航仪

式。新航线的首个航班CZ463航班

于4日凌晨五点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顺利起飞。据悉，在12月份，南航

还将复飞上海浦东—美国芝加哥货

运航线。

Partnership 合作专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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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架波音777货机加盟南航

展翅高飞

First Boeing 777 Freighter joins China Southern

Flying high

2009年12月3日，中国南方航空

公司宣布，其订购的2架波音777货机

已正式交付使用，于下午三点半顺利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航从而成

为国内首家、全球第四家运营世界最

先进货机——波音777货机的航空公

司。南航表示，新货机的加盟将使南

航货机运能成倍增长，并为开通上海

至德国法兰克福、美国芝加哥两条新

航线提供了运力支持。同时，南航将

把2架新货机纳入亚运飞行机队，在

2010年亚运会期间为各类亚运物资优

先提供优质便捷的运输服务。

南航此次引进的波音777货机是世

界上最大、拥有最远航程的双引擎货

机，其航程约为9630公里，最大载货

量达到105.9吨。与四发（动机）的波

音747货机相比，它具有运营成本低、

远航程减载少、环保性能好等特点，

特别是在远航线运行上更具有优势。

同时，波音777货机又是波音747货机

最理想的补充机型，所用的集装板板

型和后者通用，两者均可容纳3.1米高

的货盘，这也为南航在运营货机上提

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据悉，在明、后两年，南航还将

凭借全波音机队，厦门航空公司设定
了成功的方向

厦门航空公司不仅是中国航空

业活力与前瞻性思维的最佳典范，

而且是波音与中国航空公司携手合

作的典范。

厦航虽然不是国内最大航空

公司之一，却是保持盈利时间最长

（22年）、持续盈利能力最强的公

司，厦航人认为厦航的纯波音机队

是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这一点也成为业内普遍共识。作

为一家国内航空公司，厦门航空

公司在福建和华东支线市场上运

营150多条航线。此外，厦门航空

还执飞数条精选的地区性国际航

线。最近，厦门航空在台北成立

了一个办事处，支持跨越台湾海

峡的航班运营。

 “以737NG系列为代表的波

音飞机，为厦航带来较低的运营成

本、较突出的经济性及环保表现，

目前的机型选择与厦航定位是相匹

配的。100-200座级全波音机队符

合厦航的运营规模、市场定位、航

线网络和经营需求，”厦门航空公

司总经理车尚轮说。

 “厦门航空公司是波音在中

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波音民用飞

机集团中国/东亚销售副总裁罗伯

乐表示，“厦门航空公司决定以新

一代737为主力机型组建全波音机

队，这令我们倍感骄傲。”

在厦门航空公司高管们的描述

中，厦航在超优质航空公司和低成

本航空公司之间选择了“优质航空

公司”定位，以成本优势为基础，

形成高性价比的特色。厦航还专注



但 对 我 自 己 和 波 音 的 许 多 人 而

言，波音787的首飞却有所不同。

在787项目中，我有机会从一开始

就见证了波音将重点从音速巡航机转

向7E7（当时我们给梦想飞机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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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迪手记  旅程
Journey

2009年12月17日

我有幸参加过不少新机型的首飞

活动。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了757

和767的首飞。在90年代，777进行

了首飞。 兰迪手记
作者：兰迪•廷塞思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市场营销副总裁

每 款 波 音 新 机 型

的诞生，都伴随着一

步步的改变……

Randy's Journal兰迪手记

的整个过程。

这项决策之后不久，我的一位同事，汤

姆·瓦格纳和我奔赴航空公司，向他们介绍787

并征询他们的意见。我们开始各处出差，并探

讨这款飞机的“定义”—飞机应该有怎样的外

观和性能。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是一段特别的

日子。这是我真正有机会向航空公司“推介”

的第一款飞机。

当时我连着出差两个月，走访全世界的航

空公司。有的时候需要9天内拜访10家航空公

司。

我记得有一次和上海航空公司的领导在

一起。如果课堂讨论一样，上航清楚地告诉我

们他们需要何种尺寸的飞机以及航程需要有多

远。作为职业生涯的亮点，这一刻我将铭记在

心。

最终，在2004年4月，当我再次出差去中

国，正在酒店房间里酣睡时，铃声响起。电话

另一端的声音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们刚收到

来自全日空的订单， 787飞机项目启动了！

因此，对于787梦想飞机，我不仅有机会第

一次直接和客户谈起这款飞机，我的团队在当

时还帮助撰写了“市场要求和目标”文件。我

们定义了这款飞机怎样满足市场的需要，以及

波音渴望她能实现的目标。这真是其乐无穷。

现在，我们拥有了这样一架飞机，并且真

正地飞起来了。

我认为可以这样说，每款波音新机型的诞

生，都伴随着一步步的改变。以777为例，这是

一款令人赞叹的飞机，一款能执飞不可思议的

长航程的双发飞机。我们还在飞机内饰的各方

面都下了大功夫，令她与众不同。

同样，787梦想飞机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并

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的飞机制造商在设计一款新飞机时会想

到“新功能”。但仅仅考虑功能是不够的，关

键是整体的体验。我认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没有

立刻领会这一点。结果，波音787的设计理念着

实为航空业带来了惊喜。

现在，首飞已经载入史册，接下来，787梦

想飞机即将翻开下一个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结束首飞后的ZA001降落在波音机场

从音速巡航机…到7E7…到787梦想飞机

波音787首飞时飞越华盛顿州西部—2009年12月15日



来，我在昆明待了30天，为海南航空

公司训练767飞行员。几年后，我有机

会作为飞行教官，参与飞机销售涉及

到的培训事宜，这让我有更多机会到

中国出差，并成为负责客户训练的副

总飞行师，深入地参与了中国的787飞

行训练的探讨。当波音中国公司出现

一个飞行员教官的职位空缺时，我毫

不犹豫的选择了它。 

妻子与我在中国过得十分惬意。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航空公司的运营效

益和安全贡献绵薄之力。与数家航空

公司的多个机组一起飞行，在模拟机

中训练飞行员，以及与中国各地的航

空从业人员一起探讨各种问题，我乐

此不疲。我在中国各地感受到的欢迎

和热情，令我十分振奋。我和家人也

经常在中国旅行。所到之处，眼前的

景观越来越熟悉了。今年夏天，我们

有幸去西藏旅游。对于我们而言，那

次旅行经历太奇妙了：骑牦牛完成旅

程，吃牦牛汉堡，在高原中穿越无数

高山隘口。旅程的最高潮是在海拔

5800米的珠穆朗玛峰露营基地过夜。

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真的身处珠穆朗

玛峰，真是妙不可言。另一件让我欣

喜的事，是我的一个女儿携全家前

来中国看望我们，在这里待了两个星

期。我们的小外孙，一个五岁，一个

七岁，对中国食物、中国人以及景观

都很好奇，中国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以至于每当我们有机会坐在一

起，他们就会叽叽喳喳不停地谈论中

国的一切。

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好给我留下的

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在言语无法沟通

的时候，微笑也总能克服一切。我将

继续为波音在中国的发展献策献力。

成为波音中国大家庭的成员，与如此

出色的人们一起分享我们在中国的经

历，是一件令我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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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与我

微笑克服一切
A smile conquers all

我出生并成长在爱达荷州南部。

自幼年时起，我就对在故里见到的飞

机着迷，包括农用双翼飞机，以及为

机场提供客运服务的DC-3型飞机。

我常听曾在海军服役的父亲讲二战的

故事，对于与军事历史相关的一切，

总是饶有兴趣。上中学时，我开始打

工。我的雇主有一架单发比奇富豪

（Beechcraft Bonanza）飞机，后

来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当时很乐

意帮他给飞机清洁、上光，当然更

大的乐趣是与他一起飞行：经常是

跑到爱达荷州之外，去为我们的轿车

经销公司带回一辆车。我那时的愿望

就是成为一名飞行员，并开始不懈的

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在犹他

州立大学就读时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

(ROTC)，并在大学毕业时到德克萨

斯州的拉雷多空军基地参加飞行员训

练。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二十六

年的军旅生涯。

在这期间，我与家人辗转美国多

地，还曾在马德里短居。我的妻子和

四个孩子一直很支持我，至今如此。

在军队服役期间，我获得了多种不同

机型的飞行驾照，让我有机会造访世

界各地，并与诸多不同背景的军队和

政府职员一起工作。在漫长的军旅生

涯中，我曾就读于多个专业军校，并

获得安柏瑞德大学（Embry Riddle 

University）航空管理专业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然而，我最大的乐趣还是

与航空爱好者进行交往。正因为如

此，在空军服役26年退役后，我禁

不住去寻找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工作的

机会。先是在一家包机公司执飞鹰眼

（Learjet）飞机， 然后到一家航空公

司供职，担任EMB-145飞机的飞行教

官。2000年，我加盟波音，成为华盛

顿州西雅图波音飞行机组训练机构的

飞行教官。

在飞行机组训练机构工作期间，

我能训练来自世界各地的飞行员。我

自己也获得了波音737、747、757、

767和777飞机的飞行驾照。我目前正

在等待机会，准备在2010年获得787

飞行驾照。与多个国家的飞行员一起

飞行，是我珍藏的美好记忆。我初次

与中国接触，是将第一架新一代737飞

机交付给武汉航空公司：在夏威夷与

机组见面，一同飞到中国。这是我第

一次在机舱前部配有一名翻译的条件

下作远程飞行，翻译及时向飞行员传

达了我的意见。那次旅行很有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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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瑞凯  Rici Johnson 波音中国支援部飞行员教官

Rici与在北航附小与学生一起参加波音放飞梦想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