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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s. eVTOLs will change our mobility by making future life 
easier. Especially in urban and regional areas, transporting goods or 
people by eVTOLs means massive time sa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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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 and aftermarke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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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 Editorial

通用航空产业往往被视为一个发展缓慢、规模较小

的市场。与汽车和手机等消费工业产品相比，这种

观点可能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回顾行业自身的

历史的话，通用航空近年来一直走在快节奏的发展

轨道上。正如大众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我们目睹

了以电动垂直起降（eVTOL）航空器为代表的电动

航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通用航空业已经很长

时间没有看到如此多的投资涌入了。

与此同时，传统的通用航空产品也在悄然而稳定地

发展。各国都有的新的 23 部固定翼和 27 部旋翼类

航空器获得了适航证或者正在申请适航审定，比如

德国 Flight Design 公司今年刚获得适航证的 F2 单

发活塞四座飞机和美国 Cubcrafter 公司的前三点

改型短距起降飞机等，我国的锐翔电动轻型运动飞

机也获得了浮筒水上型改型的适航认证，还试飞了

雪橇起落架改型。甚至还有固定翼和自转旋翼机构

型的可跑可飞的真正的飞行汽车正在进行 EASA 的

适航审定。

Multi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general aviation in times 
of emission reduction 

双碳时代的百花齐放--

写在 2022年德国AERO通航展之前

卷首语 ｜ Editorial

电动航空：创新与未来

当我们提到电动飞机时，也许有人会问：电动小飞

机跟传统飞机有什么不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

处？我想说，电动飞机所引领的小飞机技术革新将

是促进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力量，高效、环保、

安全、易用的电动小飞机将赋予普通大众真正想

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与马匹、

自行车、私人汽车、个人电脑、互联网一样巨大的

变革作用。飞行是自由，电动、智能的小飞机是这

种自由最好的载体。

电动和相应的智能航电是小飞机的技术发展趋

势，随着电池技术、制造材料和气动设计的发展，

现在电动小飞机的续航力已经可以满足动力滑翔

机和休闲娱乐用途，而且电池能量密度在以年均

7%-10% 的速度增长同时价格在以同样幅度下降。

对于飞机设计师来说，电动时代是新的飞机设计

的黄金时代，是可以与喷气时代相提并论的重要时代。已经开始在电动飞机上装备的 100 马力的

电机仅重 20 公斤，可以方便地安放在几乎任何位置，可以方便地实现矢量动力，这为飞机设计师

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可以自由发挥气动构思的广阔天地。更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机械部件一旦电气化，

就能容易实现电脑智能控制。电动、智能的小飞机将使飞行不再神秘，任何成年人经过驾校般的

简单培训，就可以像开汽车一样安全自如地驾驶小飞机，而且电动飞机将是一架“聪明”的飞机，

我们对飞机的操纵可以仅限于地面滑行，然后剩下的起飞、巡航、着陆全过程可以都交给机载电脑。

电动航空的引爆点已经到来。从斯洛文尼亚“蝙蝠”公司的阿尔法电动教练机到沈阳通航研究院

的锐翔电动飞机，从美国高明公司和 Dynon 公司的最新触屏一体化航电到德国钻石公司成功试飞

的全自主飞行 DA42飞机，电动飞机和智能航电产品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用性，正在走向市场。从

西门子到空客再到硅谷新秀，多个行业的领军厂商已经跨界参与。这不是市场营销噱头，而是实

实在在正在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市场空间，是一片广袤的蓝海。引领小飞机下一波市场热潮的企业很

可能是我们尚不了解的新型创新企业，下一个塞斯纳、莱康明，也许将从欧洲或硅谷的某家公司

中产生。值得我们为之兴奋和自豪的是，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已经参与其中。锐翔电动飞机是世

界上第一个取得轻型运动飞机适航证的电动飞机，昊翔（Yuneec）研制的电动飞机获得过国际新

能源飞机大奖并且已经在国际市场推出了量产型电动超轻机，还有多家民营企业正在埋头苦干，蓄

势待发。

正如西门子公司负责电动航空项目的执行副总裁 Frank Anton 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正在电动化，

无论是空中、陆地或是海上。欢迎来到电动航空开启的美丽新世界。

中文版主编：

中文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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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航空新技术的发展不仅惠及新型电动飞机，

也 让传 统 通 用 航 空 飞 机 更 安 全、 更 高 效、 更 环

保，比如荣获著名的科利尔奖杯的佳明公司研发的

“Autoland”紧急自动降落功能，第一次让通航小飞

机具备了可以一键自动降落的能力，还有备受市场

追捧的罗泰克斯 915iS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航空发动

机等。

通用航空这次所受到的广泛关注是全球减排和“碳

达峰碳中和”趋势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双碳”是需

要全球合作的紧迫工作和发展大势。在这项全球减

排努力中，航空也不例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电动航空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必然是

通用航空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这个发展过程

中需要克服的技术困难还很多，但与此同时，新能

源航空所获得的政府支持、投资人的兴趣和市场前

景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现在是通航最好的黄

金发展期，只要顺势而为，加入全球“双碳”减排浪潮，

就一定可以获得整个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发展。

作为欧 洲 规 模 最 大 的 通 航 展和目前全 球 规 模 最

大、成立最早的电动航空专用展会，在德国举行的

AERO 通航展是通航业最重要的展会之一，同期举

行的电动航空展自 2009 年开始举办以来，已经发

展为行业内最重要的沟通宣介平台。受疫情影响已

经暂停了两年的 AERO 通航展和电动航空展将于

今年 4 月 27 至 30 日在德国腓得列港市举行，期待

您的到来，共谋“双碳”时代的通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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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容克飞机公司研制的容克 A50 Junior 超轻机迎来

了首飞。该机是 1929 年原型机的经典的波纹铝与当前技

术的结合，保持了原来的敞开式座舱设计，使用 100 马

力的 Rotax 912iS 发动机，巡航速度 190 公里 / 小时左

右，油耗为每小时 15 升普通汽油，失速速度小于 80 公

里 / 小时。这是这家瑞士飞机公司自 Junkers F13 复刻

飞机后的又一款复古复制机型。该机与德国 Kaelin Aero 

Technologies 公司合作研制，该机尺寸基本复原了原始

尺寸，翼展为 9.70 米，长度为 7.10 米，将进行德国 600

公斤起飞全重的超轻机认证。   

www.junkersaircraft.com

容克 A50 Junior 超轻机首飞

Junkers A50 Junior �rst �ight

斯洛伐克飞行汽车获得该国实验类适航证

Flying car obtained experimental certi�cate

斯洛伐克的 Klein Vision 公司研制的 AirCar 飞行汽车

获得了该国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实验类特许适航证，该

机于 2020 年底首飞并于去年 6 月首次进行了城市间飞

行。该机目前已完成超过 70 小时的符合欧洲航空安全局 

(EASA) 要求的实验类飞机试飞，包括 200 次转场飞行。

由于是实验类特许适航证，因此该适航证只在斯洛伐克

境内有效，并且该机不能用于商业销售和使用，但 Klein 

Vision 公司联合创始人 Anton Zajac 表示将申请 EASA

的 CS-23 部审定类型号合格证。AirCar 为双座， 使用

140 马力的宝马 1.6 升四缸摩托车发动机，地面行驶和空

中飞行通过动力转换结构。起飞速度 115 公里 / 小时，空

中巡航速度 180 公里 / 小时，公路行驶速度可达到 160

公里 / 小时以上。www.klein-vision.com

道尼尔公司收购 FlyWhale 水陆两栖飞机项目

道尼尔海翼公司从德国 Uniplanes 公司手中收购了 Flywhale“飞鲸”水

上飞机项目。飞鲸 FW650 是完全由复合材料制成的两座轻型水陆两栖

飞机，符合欧洲的超轻机和中美的轻型运动飞机规则。飞鲸飞机与道尼

尔海翼公司目前的旗舰产品海星 CD2 水陆两栖飞机具有相似的设计原

则，都是采用船身构型的水陆两栖飞机。道尼尔海翼公司计划以 DS-2C

的新名称在全球生产销售飞鲸飞机。此外，道尼尔海翼公司还计划开发

世界上第一个水陆两栖喷气式 eVTOL飞机 DS-2C-X-eVTOL。 

www.dornierseawings.com

Dornier Seawing acquired Flyw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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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Cubcrafter飞机公司的短距起降飞机的前三点改型

NXCub 取得了 FAA 的 23 部适航证。该机是该公司基于

经典的超级小熊飞机的现代化改型，单发活塞，串列双座，

使用莱康明公司 O-360 型 180 马力发动机。该公司还同

时生产该机的轻型运动飞机型号和套材自制飞机型号。

Cubcrafter 公司 NXCub 前三点改型取得 FAA 适航证

Cubcrafter NXCub front nosewheel model obtained FAA certi�cate

德国 RotorSchmiede 公司研制的 VA250 超轻型同轴直

升机成功首飞。 该机目前取得了德国超轻机协会（DULV）

发放的临时飞行许可证 (VVZ)，接下来将进行广泛测试，

目前计划 2023 年开始销售。这是该公司继单座的 VA115

超轻型直升机之后的第二个项目，为双座，最大起飞重量

550 公斤，采用赫斯公司的 91 马力三缸两冲程发动机，

后续也将考虑采用其他发动机。

www.rotorschmiede.de

VA250 超轻型直升机首飞

VA250 UL-helicopter �rst �ight

来自德国艾森纳赫的“飞行设计”飞机的 F2 单发四座活

塞轻型飞机获得了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 CS-23

类别型号合格证，即通常所称的适航证。“飞行设计”公

司是老牌超轻机飞机制造企业，其研制的 CT 系列超轻机

是欧洲最畅销的超轻机型，是第一个获得我国民航局轻

Flight Design飞机公司的 F2飞机取得 EASA 适航证

Flight Design F2 obtained EASA Certi�cate

型运动飞机适航证的机型。F2 为带撑杆上单翼单发机型，

全机为复材结构。 F2 具有许多安全功能，例如防螺旋设计、

整机降落伞、安全带气囊、乘员保护座舱和座椅、自动燃

料管理等。除了 F2 机型，飞行设计公司还在设计并已经

试飞了全电动型号。www.flightdesig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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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通飞旗下的西锐飞机公司表示，美国联合航空学

院（UAA）计划购买 25 架 TRAC SR20 飞机，用于

初级飞行员培训，该航校还有 50 架 SR20 飞机的购买

权。TRAC 是西锐针对培训市场研发的 SR20 机型，包

括起落架模拟器，充分考虑到可靠性、耐用性和经济

性，以满足飞行培训的严苛要求，同时为飞行员学员和

飞行教官提供行业领先的安全性和性能。TRAC 的基本

价格为 409900 美元，约合 259 万人民币，而选择所有 

TRAC20 套件，价格为 541500 美元，约合 342 万人民

币。美联航计划显示，他们将在未来 10 年培训雇佣 1 万

名新飞行员，而旗下的培训学院则承担一半的培训计划。

UAA 在收到超过 1.2 万份申请后，宣布将教练机规模扩

大四倍。2019 年西锐交付了 384 架活塞机型，连续 18

年保持高性能活塞飞机细分市场的销冠。

美国航校订购 75 架西锐飞机

US Flight School Ordered 75 Cirrus Airplanes

美国塞斯纳飞机公司宣布重新开始生产使用涡轮增压活

塞航发的 T182T 型飞机，这是塞斯纳销量最佳的单发活

塞飞机之一，自从 1956 年投产以来，迄今已总共生产了

2 万 3 千多架各型 182 飞机，其中就包括本次重启生产

塞斯纳涡轮增压182飞机重启生产

Cessna Turbo Skylane T182T returns to production

的 T182T 涡轮增压型号。该机 2001 年开始生产，2013

年停产，本次重启生产改用功率更大的 235 马力的莱康

明 TIO-540-AK1A 涡轮增压活塞发动机，安装佳明公

司的 G1000 NXi 多功能综合航电仪表。

Rotax 915iS 推出 24 伏电源

Rotax 915iS now with 24 volt

奥地利罗泰克斯发动机公司现在为其最新型的 915iS

航发提供 24 伏电源选项，为飞行员提供了多种升级驾

驶舱的可能性。该发动机的 24 伏电源可以提供 800 瓦

的输出功率，支持 24 伏机载系统，支持数字显示器和

玻璃驾驶舱，还可以为其他仪器和平板电脑提供电能。

915iS 涡轮增压发动机是罗泰克斯最新的航发产品，最

大功率 140 马力。 www.flyrot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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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开启 coming soon  
eVTOLs f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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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大利泰克南飞机公司、罗罗和罗泰克斯发动机公司合

作研制的 P2010 H3PS 混动电推验证机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在意大利卡普阿成功首飞，验证机的特许飞行许

可证由意大利民航局颁发。这是首架采用并联混动电推动

力的通航飞机。

P2010 H3PS 验证机基于泰克南公司的 P2010 单发四座

飞机研制，采用并联方式的混动电驱，采用一台罗泰克斯

公司的 104 千瓦功率的 Rotax 915 IS 活塞航发和一台罗

罗公司研制的 30 千瓦航空电机，整个并联混动电推动力

总成完全集成，总功率为 134 千瓦 (180 马力 ) 。H3PS

全称是“High Power High Scalable Aircraft Hybrid 

Powertrain”，是欧盟“Horizon 2020”研究与创新计

划资助的项目，于 2018 年立项。

P2010 H3PS 混动电推验证机首飞

P2010 H3PS Hybrid Electric Demonstrator Made First Flight

罗罗与 Luxaviation 合作推动 eVTOL 起降场电力配套设施建设

Rolls Royce and Luxaviation Work On eVTOL Veriport Infrastructure

罗尔斯 •罗伊斯电气和罗尔斯 •罗伊斯动力系统公司将与

位于卢森堡的公务机和直升机运营商 Luxaviation 公司合

作，为后者建设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起降

场提供充电和能源基础设施。罗罗还将为电动飞机提供维

护支持服务，并为垂直起降场网络提供数字解决方案。两

家公司表示，首先将建设一个试点项目，为 Luxaviation

的电动航空器起降场提供电气解决方案。双方的合作旨

在了解如何为 eVTOL 提供维护和服务，同时建立其现有

的分析和维护、维修和大修能力 (MRO)。罗罗公司表示，

其分布式小型电源网络解决方案可以支持快速充电的电

动飞机，并为电动航空器起降场提供可持续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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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空中客车举行网上发布会，宣布与 GE 和赛

峰各持股 50% 的合资航发公司 CFM 国际公司签署合作

空客发布使用 A380 改装的氢能验证机项目

Airbus Announced A380-based Hydrogen 
Demonstrator Project design

Eviation 电动飞机公司创始人兼 CEO 离职

Eviation Founder Left CEO Position

2 月 14 日，以色列 Eviation 电动飞机公司创始人兼

CEO Omer Bar-Yohay 宣布，由于与公司控股股东长

期存在分歧，因此辞去 CEO 职务。Eviation 公司正在研

制“爱丽丝”11 座电动飞机，已经开始进行 FAA 适航审定，

为此已经将总部搬到了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去年

12 月其原型机开始滑跑测试，计划年内试飞，使用两台

MagniX 公司正在进行适航审定的 Magni650 电驱系统。

今年 1 月，Eviation 电动飞机公司董事长、澳洲 MagniX

航空电机公司创始人兼 CEO Roei Ganzarski 已辞去这

两家公司的职务。MagniX 公司和 Eviation 公司的控股

股东都是位于新加坡的 Clermont 投资集团。 

协议，共同启动“ZEROe”氢能验证机示范项目，旨在

对使用氢燃料的传统涡扇发动机进行地面和飞行测试，

为空客提出的 2035 年前将零排放氢能飞机投入使用做

好准备。该示范项目将使用一架空客 A380 飞机作为飞

行测试平台，使用一台 GE 公司的 Passport 涡扇发动机。

计划 2026 年试飞该验证机，使用四个液氢罐，安装在

A380 下层机身后部，总共 400 公斤液氢。

洛马投资 Electra 电动飞机项目 A 轮融资

Lockheed Martin Invested into Electra’s 
series A �nancing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洛马风投 (LMV) 宣布参与电动

短距起降飞机公司 Electra 公司的 A 轮融资，投资额没

有公开。Electra 电动飞机公司正在研制的混动电推短距

起降飞机（eSTOL）已开始 FAA 23 部的适航审定，计

划 2026 年完成审定获得适航证。该机申请的是 FAA 新

23 部的多发、第三类、低速（空速低于 250 节）机型，

单飞行员，最多搭载 7 名乘客或相应重量货物，设计航

程 800 公里，设计起降距离小于 50 米（150 英尺）。截

至目前，Electra 公司已公布了近 200 架订单，目前获得

的订单总额超过 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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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Volocopter 公司在新加坡航展期间发布了新加坡的

城市空中交通（UAM）市场规划报告，认为到 2030 年，

UAM 服务可为新加坡产生约 41.8 亿新元的累计经济效

益，并在当地创造 1300 个就业机会。该规划报告还提出

Volocopter 发布新加坡 UAM 市场规划报告

Volocopter published UAM Market Report for Singapore

巴西航空工业 UAM 子公司新获 90 架订单

Embraer’s UAM Subsidiary Obtained 90 orders

巴西航空工业子公司“夏娃”城市空中交通公司在新加

坡航展上宣布，“夏娃”公司正在研制的四座 eVTOL 的

全尺寸原型机正在进行地面测试，计划在几个月内试飞，

计划 2025 年完成型号适航审定，2026 年开始商用。同

时在本届新加坡航展上还宣布了三批预订，包括澳洲

Microflite 公司的 40 架，以及澳洲 HMC 旅游集团下属

的 Aviair 和 HeliSpirit 公司的 50 架，HMC 集团的这两

家运营商在西澳大利亚金伯利地区运营 50 架固定翼飞

机和直升机。夏娃公司表示，截至目前已获得 1785 架

eVTOL 的预订，如果全部落实的话总价值 54 亿美元。 

了应用场景、航线规划和运营注意事项等详细信息。--

最初计划推出的将是滨海湾和圣淘沙的旅游观光飞行体

验路线，然后逐步扩大运营路线网络，包括飞往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的跨境航班。前期针对旅游飞行体验市场，

逐渐扩大到商业出行市

场。Volocopter 计划

到 2030 年在新加坡建

设四到六个起降场，正

在考虑的地点包括滨海

南部、圣淘沙和樟宜等

旅游热点地区和商业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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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美国 Wisk 电动飞机公司宣布，获得其两家股

东之一的波音公司的 4.5 亿美元投资。Wisk 表示，将基

于正在美国和新西兰试飞的“Cora” 双座复合翼 eVTOL

研制针对适航审定的第六代 eVTOL 型号，目标是机上没

有飞行员、完全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全电动垂直起降载人

航空器，这将是申请 FAA 适航审定的第一个无人驾驶自

主飞行 eVTOL 型号。波音公司首席战略官马克艾伦表示

本次投资显示了 Wisk 在为航空航天业开创全电动、人工

智能驱动、自主飞行能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 , 而波音公司

认为自主飞行能力是在所有 AAM 应用（从客运到货运等）

中解锁规模的关键因素。

Wisk 获得波音公司 4.5 亿美元投资

Boeing Invested $450 million into Wisk

Vertical Aerospace 电动飞机公司在纽交所上市

Vertical Aerospace Went IPO at NYSE

12 月 16 日，英国 eVTOL 企业 Vertical Aerospace 公司在纽交所

以 SPAC 方式实现借壳上市 , 成为继亿航、Joby、百合花 (Lilium) 和

Archer 之后的第 5 家上市的电动航空企业。Vertical 公司本次上市估

值约为 20 亿美元，获得约 1 亿美元融资，以及另外 2 亿美元的债务融

资。Vertical Aerospace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已试飞了多架 eVTOL

验证机，去年 8 月发布了 VA-X4 原型机，计划 2022 年首飞，2024 年

完成适航审定。VA-X4 原型机，倾转旋翼，全电动，五座（1 名飞行员

+4 名乘客），设计巡航速度每小时 320 公里每小时，航程 190 公里。 

Joby eVTOL 原型机失事

Joby eVTOL Prototype Had Accident 

2 月 16 日，Joby Aviation 电动飞机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报备了一起飞行事故，表示其研制的 S4

五座 eVTOL 原型机在加州试飞场地的遥控试飞期间发生

了事故。Joby 公司在提交 SEC 的文件中表示，事故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除此之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根据飞行轨

迹跟踪平台 ADSB Exchange 的数据，这架 S4 原型机

在大约 1200 英尺（360 米）的高度做环绕飞行，似乎在

做高速测试，最大飞行速度曾达到 240 节（444 公里 / 小

时），并多次在 400 公里 / 小时左右的时速飞行，而 Joby

公司公布的 S4 原型机的设计最大速度为 320 公里 / 小时。

NTSB 已经开展本次事故的调查，初步调查结果预计几周

后公布，最终报告预计将与 12-18 个月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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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illi Tacke; 摄影：Willi Tacke, AutoFlight

AUTOFLIGHT – RELAUNCH

峰飞航空--重启征程

2019 年，在德国 AERO 通航展上，来自上海的峰飞航空科技展示了 V-600 双座

eVTOL 原型机发，这是一款采用鸭翼的复合翼 eVTOL 设计 。此后 2 年多时间里，峰

飞主要是默默地开发物流 eVTOL 无人机型号。去年秋天以来，峰飞骤然发力，首先在

珠海航展上推出了新的 V1500M “盛世龙”载人 eVTOL 原型机，仅仅几周后，该机

成功进行了首飞。随后，峰飞宣布获得德国 Team Global 基金的 1 亿美元投资。 进入

2022 年以来，今年 1 月，峰飞宣布进军欧洲，在德国奥格斯堡成立了研发及适航中心，

计划申请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适航审定，空客直升机多个机型的前项目经理马克

˙亨宁（ Mark R. Henning ）出任该中心负责人。。

V1500M 原型机在 2021 年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展出

行业观察 ｜ Market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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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宁作为航空工程师出身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在航

空业工作了 26 年。 亨宁先生在 DASA 开始了他的职业

生涯，并在 EADS 和欧洲直升机公司担任过领导职务。

此前，他曾担任空中客车公司直升机部门的政府业务经

理和 EC135 直升机产品负责人。他还曾在项目管理、企

业战略、生产和开发方面担任职务，并曾在印度尼西亚、

韩国、以色列、南非和美国的空客分公司工作过。以下就

是我们对亨宁先生的访谈。

问 ：峰飞欧洲团队的重点目标是什么，欧洲总部将设在哪

里？

亨宁 ： “奥格斯堡将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将飞机制造带

到奥格斯堡，在我们制造无人机的同时可以创造高科技位

置和就业机会，并为 eVTOL 创造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

我最喜欢峰飞和“盛世龙”的地方是其背后的简单概念，

简单就是安全和效率。”

问 ：第一步工作是什么？

亨宁 ：我们正在为适航审定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我们也

V1500M 原型机在 2021 年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展出 “盛世龙”（上图）计划 5 年内取得欧洲适航证

Mark R. 

Henning 出任

峰飞欧洲公司

CEO

行业观察 ｜ Market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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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在这里做试飞中心并与 EASA 密切合作。

问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您认为峰飞设计的主要优势是

什么？

亨宁 ：峰飞的设计采用相对更加简单的复合翼构型，结合

了航程、安全性和技术简单性的优势，因而价格会更加合

理。

问 ：重点是无人机还是载人型号？会考虑军事用途吗？

亨宁 ：我们的核心当然是要经过 EASA 适航审定的载人

型号，货运无人机可以看作是衍生产品。

问 ：峰飞欧洲公司将来的规模会有多大？现在招人吗？

亨宁 ：  是的，我们计划招聘 30 到 50 名工程师。

问 ：您认为 UAM 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亨宁 ：EASA 设定了目标很高的适航审定要求，这将是人

们可以接受的安全程度，此外 eVTOL 的噪音水平是关键

因素之一。系统还必须足够经济，不然将无法获得所需的

市场规模。

问 ：你对在欧洲采用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航空器怎么看？

V1500M 原型机已开始进行垂直起降与水平巡航的姿态转换试飞

飞页公司的 Willi Tacke 在采访投资人 Team Global 的 Josef Arwek Tem 和峰飞欧洲公司 CEO Mark R. He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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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宁 ：我们将从一架完全无人驾驶的飞机开始，计划从一

开始就使用 SVO-FCS（简化操纵 -飞行控制系统），该

系统对飞行员有很大帮助。特别是今后飞行密集后，比如

在“空中高速公路”中，每 500 米就有一架飞机，那么到

时候我们肯定需要具有高度完整性的智能解决方案。那

种情况下，人工操纵飞行可能就会很复杂，所以需要自动

化和很多系统来协助飞行员和管制员。

问 ：您认为首批 eVTOL 将在欧洲哪里运营？

亨宁 ：我是这个领域的新手，但我敢打赌，英国拥有伦敦

这个需求量很大的特大城市，而且那里的市场开发进展很

顺利。

问：峰飞是 2019 年德国 AERO 通航展和 E-flight-expo

电动航展的明星之一，你们会再次出现在展会上吗？

亨宁 ：由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旅行限制和运输限制，我

们将不会在 2022 年参展，但我们会出席并参加论坛。与

2023 年相比，我们将有真正的东西要展示，而且我们肯

定会出现在那儿。

问 ：感谢您的宝贵时间。

垂直起降螺旋桨分布在两侧的撑杆上

全球规划 ：总部位于上海的峰飞航空科技已经在德国设立了欧洲分支

结构，并计划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



20

行业观察 ｜ Market Watch

自由飞翔与通航

峰飞的电动航空之路 ：田瑜研制的 eSpyder 单座电动超轻机，2009 年在上海首飞，该机获得了德国的超轻机适航认证

峰飞成长录

2000 年初，田瑜创办了一家电动航模公司，这在当时

是一件创新之举，因为当时大多数遥控航模都还在使

用内燃发动机。公司的英文名称借鉴了他的姓名，命名

为“Yuneec”。该公司非常成功，生产的遥控航模销往

世界各地。 2009 年，他研制了使用电机的动力伞和超

轻型飞机，开始载人电动飞行之旅。比如，他将美国的

Flightstar 超轻机改装为电动的 e-Spyder 超轻机，该机

跟田瑜自主研发的配套的电机成为首批获得德国 超轻机

协会（DULV）认证的电动飞机之一。几年后，他研制的

e430 双座电动飞机再次获得了 DULV 的认证。但由于公

司的产品规划策略，这几个电动机型没有投入批量生产，

因为在 2012 年之后 Yuneec 公司开始致力于小型无人机

这个蓬勃发展的领域，一度成为全球领先的小型无人机公

司之一，获得了英特尔公司的 1 亿美元投资。

后来，田瑜离开了 Yuneec 公司，创立了峰飞（Autoflight）

这个新的品牌，开始利用他此前在电动飞机和地面电动工

具的产品研发经验开始研制 eVTOL 。他说 ： “多旋翼构

型 eVTOL 的航程较短，而且我们已经有复合翼构型垂直

起降机型方面的研制经验，因此当我们开始研制 eVTOL

峰飞研制的 V50 无人机已经量产交付

峰飞研制的 V400 物流无人机（上图）最大商载 100 公斤。峰飞 2009 年还研制并试飞了 e430 双座电动超轻机（下图右），该

机后获得了德国的超轻机适航认证但没有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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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然就选择了复合翼构型。因为我认为倾转旋翼或倾

转机翼的设计要复杂得多，会给适航审定和转换飞行带来

额外的问题”（转换飞行阶段是指航空器从垂直起飞姿态

转换到依靠机翼产生升力的水平巡航姿态，这个过程中，

要么旋翼转动，要么机翼整体转动以产生水平推力）。

在第一架名为 V50 的缩比验证机（最大起飞重量 50 公

斤）之后，峰飞设计了带有鸭翼的双座验证机 V600 ，该

机本计划在德国按超轻机开展试飞，但由于当时市场对无

人机的兴趣很高，因此峰飞首先专注于货运和工业无人机，

因此接下来研制了 V280 和 V400（这两个设计都投入了

量产，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了更大型的货运无人机 V800

并在 2019 年的国际电动航空论坛上首次公开展示 ) ，最

终峰飞携 V1500M“盛世龙”高调回归载人产品领域。“盛

世龙”去年底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随后完成了无人驾

驶首飞，并于今年 2 月底完成了首次转换飞行。峰飞的快

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来自 Lukasz Gadowski 创立的德

国 Team Global 基金的 1 亿美元投资。 Gadwski 同时

也是德国 Volocopter 和美国 Archer 公司的早期投资人

之一，从 2018 年开始就开始关注峰飞公司。

峰飞公司在欧洲的分支机构 AutoflighX 已经变为峰飞欧

洲公司，正在建设一个新团队，现在的目标是申请欧洲 

EASA 和中国民航总局对“盛世龙”的适航审定。 峰飞

欧洲公司位于德国奥格斯堡机场，规划为研发和试飞中心，

将与峰飞公司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研发和生产团队密切合

作。

。

fc

V1500M“盛世龙”飞越地面交通的设想图

投资人 Lukasz Gadowski 与峰飞航空科技创始人田瑜

峰飞航空在 2019 年的德国 AERO 通航展上首次展出了 V600 双座 eVTOL 原型机，该机与 V1500M 的构型类似，两机都是复合

翼构型，固定翼采用鸭翼构型，两侧撑杆上装有多个升力螺旋桨，机身后部装有专门的推力螺旋桨用于巡航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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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飞行 ｜ Test

eVTOL 
超轻机华丽显身

这架来自德国的全新 eVTOL 设计证明 - 可以符合德国 UL (EASA-Microlight) 超轻

机级别，并且仍然可以续航一个小时。 该机不声不响地实现了首飞。 2021 年 11 月举行

的首届 EASA eVTOL 欧洲旋翼展上首次亮相，公布了原型机以及首飞和首次悬停的视

频 - 项目创始人 Michael Kügelgen 于 11 月将该机命名为 eMagicOne。 他没有止

步不前或慢慢走，而是继续大踏步向前，于 12 月在 “e-flight-Forum ”国际电动航空

论坛上发布了 eMagic 系列机型的第二个成员，名为 eMagicNext 的 3-4 座型号。

测试飞行 ｜ Test

Exclusive: eMagicOne &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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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飞行 ｜ Teste Founder

左侧照片 ：在创纪录的很短时间内实现原型机首飞 ：从头开始重新设计的 eMagic 

One（上面照片）。 创始人亲自试飞 ：Michael Kügelgen 在这架采用复合翼构型

的 eVTOL 的硬壳式驾驶舱内准备起飞。

1. 用最好的零部件 ：eMagic One 机轮使用的 Behringer 刹车。

2. 肌肉车一样的外观—整流罩顶部的散热片。

3. 创始人库格尔根的办公室，从这儿能俯瞰公司的直升机停机坪。

4. 合作伙伴 ：Richard Krüger-Sprengel，来自德国亚琛的螺旋桨专家，从一开

始就参与了 eMagic 项目。这是他在进行螺旋桨性能测试。

5. 合作伙伴 ：Thomas Strieker 在测量 eMagic 机身，他的兄弟马蒂亚斯制造了该

机机身。

6. 鸭翼与机身的连接。

7. 首飞路上，尽管是高科技，鸭翼上仍然粘贴着羊毛线，这是观察翼面气流分离的简

单又有效的传统方法。

7

5

6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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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飞行 ｜ Test

当我第一次听说德国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正在研发另一款新

的 eVTOL 并且他的研发已经走得挺远时，我真的不相

信。因为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后

来消息越来越多，我接了电话，打了几个电话后，我得到

了一个名字 Michael Kügelgen。 7 月中旬，我已经在

前往 Grafschaft 的路上了，这是离科隆不远的一个小城

市。我在小镇工业区的小公司 MK Technology 中遇到了 

Michael Kügelen。为了让我保持紧张感，在我们到达“飞

行部门”之前，他先带我参观了公司。

MK 的核心业务是高精度熔模铸件的特殊工艺，这是一

种特殊的专利空气动力学干燥方法，可以比传统制造工艺

更快地固化模具。高精度熔模铸件用于涡轮增压器叶轮、

涡轮叶片和火箭喷嘴等特殊金属零件。

德国特种技术的声誉已传遍世界。 Kügelgen 向全球提

供从中国到美国的生产工具和整条生产线。其中一位客

户是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和他的公司 SpaceX。 

“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产线，用于制造火箭推进系统

的特殊部件，”Kügelgen 说。这非常有趣，但现在在他

的私人机库和他的 Guimbal 直升机之后的公司之旅结

束时，我终于看到了它 ：经典的碳纤黑色的鸭翼设计 - 

eMagicOne - 单座、一个巡航螺旋桨和两个连接两个前

后翼的杆，机身中部带有透明驾驶舱罩，后三点起落架。

测试飞行 ｜ Test

万无一失 ：工厂大厅内的倾斜位置座椅测试（上图）。 遥控悬停飞行，安全第一（右）。 准备起飞 ：根据 Kügelgen（下）的说法，

即使在沥青路面上，后三点的起落架布局也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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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升力螺旋桨，螺旋桨的 V 形安装清晰可见。

2）：50% 缩比遥控无人机与全尺寸的载人 eMagic One 原型机。

3) 合作伙伴很重要 ：Michael Kügelgen （左）和 Thomas 

Senkel（右）在一起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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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安全至上 ：结构的负载测试。 eMagic One 从一开始就按照德国 LTF UL 超轻机认证要求进行设计

分工 ：与 他在 Volocopter 时一样，Thomas Senkel 负责悬停测试框架的首飞。

当我在夏天第一次访问时，连杆上还没有安装垂直起降

螺旋桨。但 Kügelgen 已经在固定翼模式下完成了首飞，

并以 50% 的比例模型进行了悬停开始和过渡。 “先请保

密，”我离开时他告诉我，“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只想在最

后一架飞机以完整的垂直起降配置首飞时再公开谈论。”

因此，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仅仅几周后，他在科隆举

行的欧洲旋翼展上就让人大吃一惊。他打电话给我说：“我

们现在已经以固定翼模式飞行，安装了垂直起降电机螺旋

桨和电池，并在展会上注册了，我们离科隆大约 50 公里，

不过我还不知道采用遥控模式的首次悬停试飞能否在展

会前完成。”但 Kügelgen 和他的团队也在 11 月 16 日

之前实现了这一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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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和旋翼 ：Kügelgen 在这两个领域都有经验。

始于 2018
Started in 2018

时光倒流——该项目始于 2018 年 Michael Kügelgen 

和 Thomas Senkel 的会面。Senkel 对 eVTOL 并不陌

生——恰恰相反 -- 他与 Alex Zosel 一起创立了已经改

名为 Volocopter 的 eVOLO 公司，他开发了电机和控制

系统，并通过他驾驶的首次离地试飞成为了 eVTOL 名人，

当时 Senkel 坐在健身球上通过遥控器操作，首次驾驶 

eVTOL 离地。

另一方面，Kügelgen 于 1975 年获得悬挂三角翼滑翔机

执照，然后开始超轻机飞行，而且他亲自建造，因为他找

不到适合他的 8.5 马力 Sachs Dolmar 发动机的螺旋桨，

于是就自己建造了这些螺旋桨，因为其他人还需要螺旋桨，

他还为他们的同事制造了它们。

他在 7 岁时就已经制作了模型，在亚琛学习机械工程后，

这成为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从 1985 年到 1993 年，他

为 IAT 公司制造了军用无人机。不是像今天这样垂直起

飞的无人机，而是以二冲程发动机为动力的小型固定翼飞

机，主要用于监测。 “然后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我认为军

用无人机不再是好生意，”Kügelgen 说，“不过你可能错

了。”1983 年，他考取了私人飞行执照 (PPL)，并购买了

一架富士公司生产的四座小飞机。在担任技术顾问几年后，

他想再次做自己的事情，并创立了熔模铸造生产系统公司。

由于公司进展顺利，他在 2011 年获得了直升机执照并购

买了一架 Guimba 直升机。如今，公司旁边有一个带有私

人直升机停机坪的机库，这儿用来进行 eVTOL 的第一次

悬停试飞。

发展历程
Evolution with seven-league boots

当 Senkel 和 Kügelgen 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很快就明白

他们想一起做点什么。目标是采用“升力和巡航”构型的

复合翼 eVTOL，这意味着在水平飞行过程中有专用的推

进发动机，机翼仅产生升力，其他发动机仅用于垂直起飞

并在之后过渡到水平飞行。

根 据 他们的经验 分配任 务。 Senkel 负责开发用于 垂

直起降操作的极轻且强大的电机，并与另一名团队成

员 Moritz Pfletschinger 一 起 负 责 飞 控。 另 一方 面，

Kügelgen 接管了飞机的设计、飞行运营的协调和公司的

管理。 “尽管我们的团队很小，但有两个主要原则使我们

能够如此迅速地前进，”Kügelgen 说。第一，我们严格

依赖并行开发，也就是说，从第一个缩比模型开始，我们

就制造了尺寸和重量相同的固定翼飞机和悬停笼。然后当

两者都起作用时，我们将它们结合起来，并且只有当一切

都起作用时。然后我们进行了下一步。第二，我们与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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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科技遇上怀旧之情 ：木质的驾驶舱。

称职的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 eMagic 的外观和结构由 

Silence Aircraft 与 Matthias Strieker 共同打造，他在

极轻的结构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提供绝对的顶级品质。

他的兄弟托 马斯 • 史崔克（Thomas Strieker）进行了

计算——这对于安全和后来的批准至关重要。 Richard 

Krüger-Sprengel 和他的 Helix Carbon 公司（欧洲顶

级螺旋桨设计师之一）为各种原型开发并制造了所有螺旋

桨。他在全球 30 多个 eVTOL 项目中拥有独特的工作经

验。 Achim Droste 也提供了帮助——他为电机和许多

其他金属部件制造外壳。

发展规划
Future development

凭借 DULV（德国超轻型协会）的“飞行许可”（VVZ），

该机现在正在固定翼飞机模式下进行进一步的试飞。 “在

与该协会的协调下，我们从广泛的垂直飞行条件开始，直

到过渡飞行阶段（从垂直飞行到水平飞行并回到垂直飞行

的过渡）。” Kügelgen 解释了接下来的步骤，因为到目前

为止，DULV 还没有这样的 UL 级飞机，这意味着这种

机型的批准规定只能与监管机构 德国航空局（LBA）和 

DULV 合作执行。

eMagic One 主要参数
性能       英制单位   公制单位

 性能	 英制单位	 公制单位
	翼展	 25.2	ft	 7.68	m
	长度	 23.6	ft	 7.2	m
	高度	 7	ft	 2.15	m
	翼面积	 152	ft2	 14.146	m2
	使用过载	 +4g/-2g	 	
空重	 562	lb	 255	kg
最大起飞重量	 925	lb	 420	kg

 ELECTRIC MOTORS
 Flight 1x 40 kW @2200 rpm  
 Hover 8x 15 kW @1800 rpm  

 PERFORMANCE    
 Cruise Endurance up to 60 min  
 Hover Endurance up to 4 min  
 Cruise Speed 78 kt 144 km/h
 Max Speed 92 kt 170 km/h
 Vne 110 kt 200 km/h
 Stall Speed 40 kt 74 km/h

CONTAKT :
EMAGIC AIRCRAFT GmbH
Robert-Koch-Str. 15
D-53501 Grafschaft
Germany
www.emagic-aircra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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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gic Next 可搭载 3-4 名乘客，将申请 EASA 适航审定

安全第一
Safety first 

为了实现安全测试，eMagic 内置了许多冗余 ：由于其良

好的飞行特性，即使所有电机（包括巡航电机）或冗余控

制电子设备出现故障，飞机也可以随时以固定翼模式着陆。

同时，该机与所有德国超轻型飞机一样，还配备了 BRS 

整机降落伞。 当测试阶段和单座概念验证的批准完成后，

如果有需求，随后将小批量生产。

下一步
The “Next” steps

当然，在 Grafschaft，他们已经在着手下一步工作，因

为有一点很清楚，真正的业务正在等待下一个更大的类

别，即根据相同原则获得 EASA 批准的三人座或四人座 

eVTOL。因此，在 2021 年 e-Flight-Forum 国际电动

航空论坛 上，他已经展示了 eMagicNext 的设计，这是

一款三座或四座飞机，可用作经认证的 城市空中交通应

用。

正如罗兰贝格、麦肯锡和高盛等世界各地的分析师预测的

那样，未来几十年将有数百亿欧元流入这一领域。汉莎

航空、德国铁路公司和申克航空等公司都进行了投资，几

乎所有汽车制造商也进行了投资。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的 eVTOL 都还没有获得适航认证，迄今为止，在全球 

200 多家致力于概念的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进行了

载人原型机的试飞。

eMagicNext 是一款三座电动垂直起降飞机设计，共有 

12 个螺旋桨，全电动，有两个用于巡航的螺旋桨，另有

10 个专用于垂直起降飞行的螺旋桨。飞机的第一个型号

将用于试飞，然后逐步简化操作，逐步到部分自主飞行模

式。

该机拥有两个独立的电池系统，分别为巡航飞行的高能量

密度电池组和垂直起降飞行的高功率密度电池组。飞机的

部分电池位于巡航螺旋桨机舱中，可以快速轻松地更换电

池。机身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坚固且重量轻。这架飞

机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它的起落架，飞机有一个带有固定

轮式起落架的尾翼配置。该飞机可以像传统的通用航空飞

机一样起降，也可以用于适合电动短距起降飞机（eSTOL）

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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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MagicOne 相

比，eMagicNext

的前后机翼尺寸基本

一样，以便将整机重

心前移

eMagicNext 将采用 10 个升力螺旋桨用于垂直起降

意大利设计师

Mirco Pecorari

的外观设计让

eMagicNext 显得

动感十足

该飞机的安全特性包括冗余飞行系统、分布式电力推进 

(DEP)、像传统飞机一样起飞和降落的能力，并具有整机

降落伞。用于垂直飞行的 10 个螺旋桨可在其中一个停止

工作时提供额外的安全性和冗余。

一些像 eMagic 一样从 UL 超轻机级别开始的设计没有

达到超轻机的重量限制，后来与 EASA 进行适航申请工

作时不得不重新设计，这通常会消耗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因此，Michael Kügelen 和他的团队的方法肯定有希望

始终如一地依靠超轻型认证作为原型机开发的第一步，并

且在接下来的步骤中，这种超轻型原型机可以小批量生产

并继续进行广泛的测试以获得独特的运营经验。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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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rovision Tensor 600X 自
转旋翼机 -- 未来感十足的现
代设计

Fraundorfer Gyrovision Tensor 600X-
Modern in the future

行业观察 ｜ Market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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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旋翼机专家 Toni Ganzmann 为我

们带来了关于这家希望通过最新技术来优

化自转旋翼机性能的公司的报道。

自由飞翔与通航

在德国腓特烈港进行的 2020 年 AERO 通 航展上，有

着 不 寻 常外观 的“Tensor 600X” 自转 旋 翼 机首 次 亮

相，它正在努力设定新的自转旋翼机性能标准。该机由

Fraundorfer Aeronautics AG 研 制，该公司创始人 兼

董事总经理 Christoph Fraundorfer 今年 47 岁，来自德

国施瓦本小镇 Donauwörth，他希望这架带有引人注目

的小翼和不寻常设计的旋翼的封闭式座舱串列双座设计

能够表明，即使在今天，自转旋翼机仍然有进一步发展

的空间。“实际上，我只是偶然进入自转旋翼机领域的。”

曾在欧洲直升机公司担任直升机开发飞行测试工程师的

Christoph 说。学习和专业经验使他“越过栅栏”，意识

到全球已经停止了自转旋翼机的空气动力学研究。 这位工

程师说 ：“自从 Igor Bensen 五十年代开始设计以来，没

有人真正为在流体力学领域取得进展做出任何努力。”他

将其视为个人挑战。

公司创始人 Christoph Fraundorfer 于 2007 年开始研究

Tensor 600X 的基础技术。 他是一名航空工程师，毕业于英

国试飞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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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根据厂家提供）
TECHNICAL PARAMETERS 

TENSOR 600X

尺寸/发动机 DIMENSION / ENGINE

发动机:  Rotax 915iS

l螺旋桨： 恒速三叶螺旋桨

旋翼： Fraundorfer R01 高性能旋翼

机身结构： 承力薄壳，高碰撞安全结构

 前齿轮可伸缩

座椅： 串列双座

舱门： 可拆卸

 能见度极佳，270°全方位视野

飞行员身高/体重： 2米, 120公斤

货舱尺寸（2 名乘员时）：长 75 厘米，宽 50 厘米， 

 高 35 厘米，≈100 升

货舱尺寸（1 名乘员时）：长 120 厘米，宽 83 厘

米，  

高 94 厘米，≈500 升

上部隔层： 18 x 36 x 20 厘米

燃油： 95号普通汽油或100号低铅航空汽油

性能   PERFORMANCE

最大巡航速度： 200 公里/小时

最小速度： 50 公里/小时

航程（185公里时速巡航）： 600 公里

最大有效载荷： 230 公斤（包括燃油）

空重： 370 公斤（取决于设备）

最大起飞重量 ： 600 公斤

起飞距离： 90米

着陆距离 ： 20米

最大飞行高度： 3000米

MANUFACTURE
FRAUNDORFER AERONAUTICS AG
Flugplatz Donauwörth-Genderkingen
Forstmahd 3, Hangar 2
86682 Genderkingen / Germany
Tel.: +49 906 977 592 40
www.fraundorfer.aero
office@fraundorfer.aero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

Tensors 自转旋翼机原型机 2020 年 1 月首飞

Christoph 在应用最新的模拟软件方面经验丰富。他开始

通过改变旋翼设计来进行改进。但是现有的程序是为直

升机量身定制的，与自转旋翼机相比，直升机基本上以恒

定速度巡航飞行。他经过七年的努力，将自转旋翼机旋翼

桨叶与机身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做到最佳配合，并准备申请

专利。为了在更高的速度下减轻旋翼系统的压力，他的设

计使用了额外的小翼。但只增加小翼是不够的。为了提高

飞行稳定性并减少湍流和振动等破坏性因素，必须非常精

确地定位机翼压力点和旋翼压力点。在虚拟风洞中进行的

数百次气动测试表明，久经考验的机翼设计在巡航飞行中

提供了 30% 的升力，这当然对飞行性能和油耗有积极影

响。

多年研究和开发的最终成果令人印象深刻 ：现代设计的串

列座椅，小翼设计，空气动力学包覆的旋翼桅杆，新的旋

翼技术，较大的尾翼和集成在机身中的三叶螺旋桨尾梁

等等。 “由于优化的整体空气动力学特性，使用 140 马力

的 Rotax 915 iS 发动机，即使起飞重量为 600 公斤也足

够了。”在与德国航空俱乐部（DAeC）的合作下，“Tensor 

600 X”的第一架原型机 2020 年 1 月获得了首飞的临时

飞行许可，令人信服地证明这项新技术不仅可以在计算机

上运行，而且可以在现实中实现。在 2700 英尺的高度和

130 公里 / 小时的速度下，该机已经进行了 50 次起降试

飞，完全可以证明所预测的飞行效率，特别是方向和机动

稳定性。

2022 年春天，第二架原型机将开始最后的冲刺以获得飞

行许可。然后，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个“Tensor 600X”自

转旋翼机的体验报告。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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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电动航空在资本市场过山车般跌

宕起伏的一年之后，年底正是反思和思考未

来的好时机。2021 年年底，第五届国际电

动航空论坛在宜昌成功举办。与去年完全网

上举行的方式不同，今年的论坛采用现场和

线上的混合形式，既有在宜昌会场的现场活

动，也有面对全球的在线直播和网上互动。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今年注册想参加现场

活动的观众比会议厅所能容纳的还要多，由

此可见电动航空的热度。今年，罗伊斯罗尔

斯、博世、FACC、Helix Propellor 等世

界著名行业企业成为本届国际电动航空论

坛的赞助商。

碳达峰和碳中和时代的
2021年国际电动航空论坛

E-FLIGHT-FORUM CHINA 2021 

蓝创通航产业联盟秘书长陈鹏是论坛的中方发起人和主办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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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论坛举办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我国提出的碳达峰和碳
中和的伟大目标。对于航空业来说，融入 “双碳” 时代是必
然发展之路，因此电动航空就不仅是产业发展趋势，也是
国家双碳目标引导下的产业发展必然。

第五届国际电动航空论坛沿袭了之前高度专业化和国际化
的传统，又能够根据行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进行积极拓
展创新，得到了来宾的一致认可；论坛的理论与实践结合，
除了专题演讲与对话，还有现场企业展示、本地项目参观、
平行举办的技术研讨会等。2017 年，中关村蓝创通用航空
产业联盟与德国飞页公司联手将该论坛带到中国，已连续四
年先后在北京、长沙、石家庄等地举办，取得了巨大的反响，
获得了国内外行业界的广泛关注，对全球及中国电动航空产

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论坛是国际电动航空
论坛第五次在华召开，由中关村蓝创通用航空产业联盟和德
国飞页公司联合主办，湖北省通用航空产业联盟、宜昌斯塔
娜航空科技和西安蓝创兴戎置业承办，北京星空通航产业
研究发展公司和中关村通航产业创新园协办 ; 本届论坛还得
到了宜昌市和宜昌市猇亭区以及中国航空学会的大力支持。

本届论坛为期 2 天，议题分为八大板块，内容涉及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电动飞行器适航审定、氢能航空、
电驱动力系统、固定翼、基础设施与运营保障等内容，主
题演讲全程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高远洋以及德国飞页公司总裁 Willi Tacke 共同主持。

今年的论坛采取现场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峰飞公司的田瑜正在

与其他线上发言人和主持人 Willi Tacke 在大屏幕上在线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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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航空适航政策与产业分析

CERTIFICATION

本届论坛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适航司司长杨桢
梅进行全场开篇演讲（在线），重点之一是介绍了CCAR-23
部第四次修订（重组）后将会发生的变化，其中最受本届论
坛关注的变化方向是：1）增加 H 章 “电动飞机动力装置补
充要求”；2）允许所有 23 部飞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随飞机
一起审定。其中关于电动飞机的适航标准：若是简单动力装
置替换（燃油机换电机），可使用现有适航标准；若是新概
念电动飞机，可参考新规相应的专业条件，并根据需要制定
专门适航标准。适航司支持电动飞机产业发展，根据实际
需求，采取灵活方式开展适航工作。审定政策和规章的制
定要携手工业部门（尤其是具体研制、生产、运营的一线企业）
一起探索，有赖于行业提供的各种工业标准的支持。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中心重大装备处处长金伟在发言中表
示，电动航空是集高技术与绿色低碳于一体的行业，符合
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市场前景广阔；电动飞机将带
动整个产业链融合发展；国内电动航空产业的发展可借鉴自
动驾驶、无人机等领域经验，推进法规探索和制定；可优先
选取有确切需求和迫切性的应用场景，如应急、物流等开
展示范应用；先载物后载人，推进空域开放、基础设施建设。

清华大学张扬军教师在发言中认为，飞行汽车是未来城市
三维立体智慧出行时代的运载工具，具有电动垂直起降、智
能无人驾驶和陆空两栖运载的基本特征。当前发展重点为
电动垂直起降和智能无人驾驶，预计 20 年后城市空中交通
与地面智能交通将逐渐融合，30 年后将迎来飞行汽车时代。
在双碳大趋势下，飞行汽车将道路从地面拓展到低空，解决
城市交通拥堵可降低能耗 20%-30%，对交通运输业实现碳
中和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商飞北研中心预研总师杨志刚在发言中介绍，商飞在新
能源商用飞机产品方面有自己的发展设想，比如到 2030 年
左右，发展出油电混动的支线客机，到 2040 年左右发展出
氢燃料电池 - 氢涡轮混动的新一代干线客机，到 2050 年左
右发展出可持续生物燃料，氢燃料涡轮电驱动的新布局宽体
客机。

顺丰无人机董事长李东起在发言中表示，顺丰 VTOL 物流
无人机设计思路有几个特点：采用已适航电机，安全性高；
300-430kg 大业载，大货舱空间；前开口式货舱，方便装卸
并将增加空投能力；垂直起降，不依赖机场，环境适应性强，
有除防冰等功能，适应高高原飞行等。

FACC 公司的 Christian Mundliger 介绍了电动航空产品适

航审定的工作流程以及现阶段需要满足的规则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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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CAE 的 Sebastian Reschenhofer 概 述 了
EUROCAE 在电动飞机方面的努力和进展。 EUROCAE 
成立了一个工作组（WG-112），由 Volocopter 和 Lilium 的
代表共同主持，解决与电动飞机认证相关的技术问题，并
与包括 EASA、FAA、ICAO 等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协调 . 
EUROCAE 目前正在制定 25 项技术标准，并于 2019 年 6 
月与 EASA 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来自相关领域的 500 多名
专家已在 WG-112 注册，其中有八个子组，涵盖电气、推
力 / 升力、安全、ConOps 和很快。由 EUROCAE 牵头的
行业标准将成为 EASA SC-VTOL 认证规则合规手段的重
要参考。为了促进这一过程，EUROCAE 在规则制定过程
中采用了快速开发方法，包括简化的验证过程、小组、基于
技术方面的共识。

ITK Engineering 的 Andreas Pistek 介绍了软件认证，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但在原型设计阶段经常被忽视。
他认为，用于航空用途的可认证软件必须是不稳定的、可重
新创建的和可更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 ED-12C 和 
Do-178C 在内的航空软件目前可接受的合规方式是适用的。

罗罗和 FACC 的展示板

来 自 奥 地 利 的 一 级 零 部 件 供 应 商 FACC 的 Christian 
Mundliger 从供应商的角度提出了认证考虑。作为空客、
波音等大型主机厂关键复合材料结构部件的长期供应商，
FACC 在认证方面的经验当然值得一提，尤其是考虑到 
FACC 已与多家 eVTOL 初创公司合作进行制造和认证工
作。根据 FACC 的解释，合规性手段 (MOC) 是指制定资
格测试计划，包括静态测试、动态测试、材料允许量等。 
FACC 在拿到鉴定测试报告后，会进行应力分析、安全分析、
可靠性分析、设计评审等一系列分析。然后 FACC 将给出
持续适航指令。正如我们所见，适航认证并非易事，需要多
年的经验和对安全要求、系统设计、法规的深刻理解以及
与供应商的良好合作关系。

会场的电动航空项目及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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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EVTOL

峰飞航空科 技创始人田瑜介绍了在研的四座载人机型
V1500M “盛世龙”，在本届论坛前不久刚完成了首飞。他
介绍说，之所以能在六个月内快速开发出最新的原型机，是
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峰飞已经在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的
eVTOL 无人机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应用在 V1500M
原型机上。2021 年，峰飞获得了来自德国的 Team Global
基金的 1 亿美元投资。

德国 eMagic 公司创始人 Michael Kügelgen 在 2021 年 11
月在德国科隆举行的首届欧洲旋翼展览会上刚公布了单座
的 eMagicOne 原型机。本届论坛上，他在演讲中宣布了
下一件大事：将超轻单座 eMagicOne 进一步发展为多座
eVTOL 机型 eMagicNext，该机仍然为复合翼构型。关于
该机请详见本期的专文介绍。

汇天航空航天的创始人兼 CEO 赵德力在发言中表示，汇
天正在研制的既能在地面行驶也能飞行的飞行汽车价格要
控制在 100 万左右。汇天飞行汽车前期 90% 是在路上开，

10% 的场景在天上飞。就汽车行业的大趋势来看，未来电
动汽车能源、充电、自动驾驶等问题都解决了，但地面拥堵
的问题还在，解决的办法就是飞到空中，也就是飞行汽车。
计划 2024 年底小批量交付，2025 年正式规模化销售。去
年 10 月，汇天航空航天完成超过 5 亿美元 A 轮融资，本轮
估值超 10 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亚洲地区 eVTOL 企业获
得的最大单笔融资。

沃飞长空总裁郭亮认为，新通航应该具有垂直起降、新能源、
自动驾驶三大特征，同时低噪音、零排放是商业运营的关键
因素，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从物流到出行，从特需到日常。

亿航智能副总裁蒋瑜涛表示，发展城市空中交通不能把通
用航空概念排除在外，而应该在低空飞行和具体的运行中探
索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平台系统赋能通航产业。

罗罗公司负责电动航空的总监 Olaf Otto 在开幕式上视频致辞



2020-2021

Electric Motors Motor Controllers Battery Packs Battery Management

mgm-compro.com 

 

MGM COMPRO
THE FUTURE IS ELECTRIC

COMPLEX SOLUTIONS FOR ELECTRIC AVIATION

MGM COMPRO info@mgm-compro.com

为多个电动飞机项目提供电驱系统
(10-100千瓦商售系统，最大450千瓦）

设计、研发、制造

30年研制特殊电气系统及电动交通项目的经验

产品已出口50多个国家

电动是未来

为电动航空项目提供复杂解决方案



自由飞翔与通航
42

专题报道 ｜ Special Report

电驱系统

ELECTRIC PROPULSION 

卧龙电气集团刘东亮介绍了他们对航空电机发展的了解。卧
龙集团是最大的工业和汽车用电动机制造商之一。近年来，
卧龙也在积极开拓航空市场。据卧龙介绍，由于工作环境和
任务配置不同，汽车和航空使用的电机设计存在一些显着
差异。航空用电动机的主要设计要求是安全性，其次是更
严格和更宽的环境直径，高达 12000 米海拔和 -90 至 70
摄氏度之间，以及对振动、电磁防护、高功率密度和更多
动态扭矩直径的要求关于功率输出轴向等。卧龙将用例分
为三类小型飞机，包括电动教练机和电动垂直起降，支线飞
机（最高 500kw 和 800KV）和大型商用飞机（最高 1MW 
和 3000KV）。作为行业龙头，卧龙牵头编写了民航 CS-23
修订版电力推进技术要求 H1801 条款。 2020 年 12 月，钻
石飞机所有者万丰与卧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电动航空
领域开展包括电动马达开发在内的深度合作。十多年来，
Diamond Aircraft 一直是电动航空的先驱，并且几乎同时
推出了他们广受欢迎的 DA40 飞机的电动模型，这可能并
非巧合。 2021 年 4 月，卧龙与吉利集团旗下的航空子公司
Aerofugia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吉利集团是 Terrafugia 的所
有者，也是 Volocopter 的股东。

劳斯莱斯电气的马修 • 帕尔以破纪录的 “加速飞行电气化”
（ACCEL）电动赛车名为 “创新精神”，阐述了劳斯莱斯电气
的电动航空发展战略。 2021 年 11 月，机身为 NXT Next 
套件飞机的 ACCEL 项目在 3 公里的距离内达到了 345.4 
英里 / 小时的速度，超过了 2017 年法国的让 • 卢克 • 苏利
尔（Jean Luc Soullier）在 Extra 330LE 飞机上设定的最
高时速 132 英里 / 小时由西门子开发的电动机。在随后的
飞行中，这架飞机在 15 公里的距离上达到了 330 英里 / 小
时的速度，比之前的记录快了 182 英里 / 小时，并且还创造
了在 202 秒内爬升到 3,000 米（9,843 英尺）高度的新纪
录（比现有记录快 60 秒）。劳斯莱斯表示，在其中一次飞行中，
飞机的最高时速达到了 387.4 英里 / 小时，正是在此基础上，
它才创下了世界上最快的电动飞机记录。不仅创造了新的世
界纪录，劳斯莱斯电气还使用 ACCEL 试用了汽车行业最
先进的电力推进技术，并测试了认证的基础。劳斯莱斯电气
公司正在迅速获得一系列用于航空用途的 MW 功率级电力
推进的关键学习和技术构建模块。为了将所有这些知识投
入使用，劳斯莱斯电气正在同时开展三类电动飞机项目，即
小型螺旋桨飞机、eVTOL 和具有匹配电力推进技术的通勤
飞机。对于小型螺旋桨电动飞机，劳斯莱斯电气正在与泰克
南和 Rotax 合作开发基于泰克南 P2010 4 座飞机的 H3PS
并联混合动力飞机项目。对于 eVTOL，劳斯莱斯电气与英

MGM Compro 多年来从电动飞机项目中积累的电

动航空项目开发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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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Vertical Aerospace 合作。对于通勤飞机，劳斯莱斯
电气与 Tecnam 和挪威支线航空公司 Wideroe 合作，基于 
Tecnam 的 P2012 开展 P-Volt 项目。劳斯莱斯电气还利
用其涡轮知识库开发基于涡轮的涡轮发电机混合电力系统。
该混合系统的演示运行计划在 2022 年晚些时候或 2023 年
进行。

MGM Compro 的 Martin Dvorsky 介绍了该公司电动航
空项目的最新 情况。作为电 动航空的资深人士，MGM 
Compro 一直参与的电动航空项目范围广泛，从小型无人机、
自升空滑翔机到载人电动垂直起降和通勤飞机。

Helix Propeller 公司的 Richard Krüger-Sprengel

列举了使用他们的螺旋桨产品的飞机

Helix Propeller 的 Richard Krüger-Sprengel 介绍了电动
飞机不那么引人注目但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负责直接提供
推进力的螺旋桨。 Helix 是运动航空领域的知名品牌，其
螺旋桨产品用于动力滑翔伞、自转旋翼机、超轻型飞机和 
LSA 飞机等。 Helix 对电动航空也不陌生。 Helix 从一开
始就是 Volocopter 的螺旋桨供应商，并与多个 eVTOL 和
电动飞机项目合作。 Richard 强调了螺旋桨选择和测试对
于 eVTOL 设计性能的重要性，该设计具有不同的飞行剖面，
例如倾转旋翼和直升机的过渡。必须管理叶片偏转和诱导
力。

万丰航空科技在论坛上展

出了其正在研制的双座电

动轻型飞机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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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翼电动机型

FIXED WING

钻石飞机公司的 Maarten Frijling 在去年在 e-Flight-Forum 
上公布该项目一年后，对 DA40 Electric 项目进行了更新。
钻石飞机公司是最早研发电动飞机的整机厂商之一，2011
年开始研发电动飞机，同年引进了德国西门子提供的混合动
力推进系统的DA36 E-Star飞机。 2013 年，它推出了 E-Star 
2 型号，该型号提高了性能和有效载荷。两家公司还开发了 
HEMEP 混合动力多引擎系统。罗罗于 2019 年收购了该集
团的电力推进业务。

eDA40 型号预计将于 2022 年第二季度首飞，并于 2023 
年完成 EASA Part 23 型式认证。eDA40 将由美国的电力
系统公司 (EPS) 开发的 EPiC 生态系统电池和电机技术提
供动力 . 这包括一个直流快速充电系统，该系统需要 20 分
钟才能为安装在腹部吊舱以及电机和前舱壁之间的电池充
电。据戴蒙德介绍，这款四座飞机将面向飞行训练市场，最
长可飞行 90 分钟，与类似尺寸的活塞动力机型相比，运营
成本将降低 40%。

Elektra Solar 的 Calin Gologan 推 出 了 两 座 Elektra 
Trainer。 Elecktra Solar 已驾驶单座 Elektra One 电动飞
机十年，并于 2021 年在欧洲通过 LTF-UL 2020 超轻型规

 钻石飞机公司研制的 eDA40 双座电动飞机性能参数

 钻石飞机公司

的 Maarten 

Frijling 介绍

了航校市场以

及 eDA40 电

动飞机与其使用

传统内燃航发的

DA40N 型号之

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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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证，这使 Elektra One 成为第一架获得新 LTF-UL 超轻
型证书的电动飞机世界。 Elektra Trainer 是 Elektra One 
的升级版两座版本。 Elektra Trainer 配备 35kwh 电池，可
提供 2.5 小时的飞行续航时间。由于干净的空气动力学设
计和滑翔比为 25 的高展弦比机翼，120km/h 的巡航速度仅
需 12kw。顾名思义，Elektra Trainer 主要面向飞行训练市
场。 Calin 在演讲中提到，Elektra Trainer 的每小时成本比
内燃机超轻型飞机低约 35%。

斯 图 加 特 大 学 的 Andreas Strohmayer 教 授 介 绍
了 FUTPRINT50 混 合 动 力 电 动 飞 机。 欧 盟 资 助 的 
FUTPRINT50 计 划于 2020 年 1 月启动， 一直 持 续 到 
2022 年 12 月，旨在加速商用混合动力电动飞机投入使用
所需的技术，该飞机可容纳多达 50 个座位，航程为 800 

Elektra 

Trainer 电动飞

机规格

公里 2035/40。 FUTPRINT50 由欧盟委员会根据 H2020 
框架计划资助，为欧洲合作伙伴提供 470 万欧元的总预
算，由斯图加特大学在 Strohmayer 教授的指导下协调。 
FUTPRINT50 将为混合电动支线客机制定路线图，在飞机
推进、空气动力学和结构之间进行协同设计，将超越当前一
代支线飞机的效率和环境性能。

FUTPRINT50 将由一个 OEM（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巴西
设有团队，在欧洲有分支机构）、两家中小企业（ADSE、
EASN）和 11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斯图加特大学、克
兰菲尔德大学、TUDelft、CEA- 将欧盟与俄罗斯、美国和
巴西联系起来。 FUTPRINT50 还得到了包括 EASA 在内
的咨询委员会的支持，并确保与加拿大的合作。

 

FUTPRINT50

混合动力电动飞

机项目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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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飞机公司生产的 Electro Alpha 电动超轻型飞机在澳大利亚飞行了 1350 公里，中途停留

25 次，打破了量产电动飞机飞行距离的世界纪录

来自澳大利亚的 Barrie Rogers 介绍了他们去年 6
月驾驶量产电动飞机打破飞行距离世界纪录的活
动。两名飞行员轮流驾驶他们目前在澳大利亚运
营的蝙蝠飞机公司生产的 Electra Alpha 双座超
轻型电动飞机，飞行距离超过 1350 公里，中途
降落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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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罗研制的“创新精神”号电动飞机 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 3 公里内达到了 555.9 公里 / 小时

的最高速度，创造了新的电动飞机飞行速度的世界纪录，在 15 公里内达到了 532.1 公里/小时。“创

新精神”号在试飞中的最快速度达到了 623 公里 / 小时，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全电动交通工具。

罗罗研制的航空电推进系统涵盖了所有电动飞机类型。

YOU CAN WATCH ALL SESSION RECORDINGS AT WWW.E-FLIGHT-FORUM.COM

MARK YOUR CALENDER FOR 

THE NEXT eFLIGHT- FORUM IN DECEMBER 2023  !

罗罗电气研发的电推系统涵盖了各类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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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航空

HYDROGEN AVIATION

斯图加特大学的 Josef Kallo 教授介绍了 HY4 氢能验证机
作为德国宇航中心（DLR）项目，作为第一架四座燃料电池
飞机创造了历史，他现在成立了 H2Fly 公司，与德意志飞机
公司合作将实现 Dornier 328 的氢动力改装验证机。计划
2022 年试飞。

飞页公司的 Willi Tacke 在线上与宜昌会场现场主持人北航的高远洋教授共同主持两天的论坛

fc

来自德国 APUS 公司的 Phillip Scheffel 展示了氢能四座飞
机项目，氢气储存在机翼的管中。随后德国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博世介绍了博世的氢燃料技术在航空的应用可能。随
后 Zero Avia 氢能航空公司的 Michael Friend 介绍了正在
改装使用氢燃料电池的 Dornier 228 验证机的情况。

电动飞机和 eVTOL 的适航板块的发言人包括 Christian Mundliger (FACC, VP - UAM), Willi Tacke ( 主持人 ), Sebastian 

Reschenhofer (EUROCAE, 项目经理 ), 郝志鹏博士 ( 中国民航科学研究院适航所）, Andreas Pistek (ITK, Lead Aer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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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旋翼展 2021

行业观察 ｜ Market Watch

EUROPEAN ROTORS COLOGNE 2021 

 欧洲旋翼展是德国近两年来的第一个室内航展。 在观众减少的情况下，它也为观众带来

了比预期更多的创新，参展商和观众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情绪。 该展计划作为所有旋翼类

航空器的交易展会，从大型涡轴直升机到自转旋翼机和超轻型直升机，再到 eVTOL 和

无人机。

全球首发 ：空中客车公司在展会上首次展示了其 NextGen eVTOL 设计，

采用有趣的“升力和巡航”构型将推进螺旋桨以一定角度向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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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飞翔与通航

EUROPEAN ROTORS COLOGNE 2021 
- 众多首发的疫情时期的
EASA展会

eMagic 静悄悄研发的符合欧洲超轻机要求

的单座“升降和巡航”复合翼构型 eVTOL

验证机。 亮点 ：原型机在展会前已经首飞

并悬停。该机详情请见本期的独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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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审定类的直升机来到科隆参展，也可以看到像 Konner 涡轴直升机这样未经 EASA 审定的超轻型直升机。

EASA 的通航机型适航审定负责

人 David Solar 向 EASA 局长

Patrick Key 介绍 ADAC 救援直升

机的细节。

EASA 展台上有关直升机以及 

eVTOL 的信息 ：2022 年的目标是

带来更多的电动机型

EASA 局长 Patrick Key 在

发言中强调 ：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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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 ｜ Expo + Fairs

Fraundorfer 的“Tensor" 是在科隆唯一展出的自转旋翼

机。可惜的是，唯一获得 EASA 适航证的 P-VAL 自转

旋翼机飞行汽车没有参展。

UL-Heli Zephir 在旋翼

桅杆上安装的直升机整

机降落伞系统（上图）。

直升机显然是首届欧洲

旋翼展的中心 ：莱昂纳

多直升机公司的 WW 

169 直升机（左）以及 

ADAC 使用的空客 EC 

145 直升机（上）。

有了特别飞行许可，许多参展的直升机——比如这架 Guimbal——被允许直接飞到科隆展览中心的 8 号馆 ； 就在 

EASA 总部和科隆大教堂的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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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 ｜ Expo + Fairs

首次展示的 Volocity

新设计比其前身要大

得多，但现在不仅电

池容量增大，放行李

的空间也多了。

疫情期间的论坛形

式 ：展厅中三个相邻

的讲台，座位间距充

足。 因此仍然可以听

到各自的所有内容，

为听众提供了耳机，

可以选择分别对应的

频道听演讲。

来自瑞士的 VR 

Motion AG 公司的

模拟器可以在地面上

进行逼真的训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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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展 ｜ Expo + Fairs

由于旅行限制，小鹏汽车下属的汇天航空航天科

技公司通过视频进行了发言。

用于开发和培训的模拟器 ：西门子展示了其 Simcenter 

软件，该软件可以使用数字孪生技术（上图）更快地开发

电机和完成飞机设计。

来自腓特烈港的展会主办

方 ：Roland Bosch、Volker 

Thomala 和 Tobias Bretzel

（从左到右）

共同为开幕式剪彩 ：

EHA 总裁 Peter 

Moeller（右二）和 

EASA 局长 Patrick 

Ky 为开幕式剪彩，

展会总监 Frank 

Liemandt 在场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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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学校 ｜ Fligh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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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罗列了部分国内外航校供您参考，更多航校信息请访问 www.widola.com

 

湖北-宜昌

海南航空学校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三峡
机场
电话：86-717-6532876
（湖北、宜昌）
www.hnaa.net.cn 

培训基地 ：湖北宜昌三峡机场   宁夏中卫

海航航校是中国民航 CCAR-141 部运行航校，以航空

器驾驶员培训为主营业务，开设固定翼私用驾驶员执

照、商用驾驶员执照、仪表等级和飞行教员执照、直升

机私用驾驶员执照、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公司总部设

在湖北宜昌，拥有湖北宜昌、随州、宁夏中卫和甘肃庆

阳四个训练基地。海航航校选用先进的钻石系列单发

DA40D、双发 DA42、单发 DA20-C1 飞机、西科斯

基 269C-1 直升机和豪客 800XP 高性能飞机组成训练

机队，机队规模达到 43 架，飞行教员 60 余名。目前，

海航航校同时具备固定翼、直升机和高性能飞机培训资

质，成为全国培训资质最全的航校之一，在规模上仅次

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飞行训练机构。

 

河北-秦皇岛

河北致远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
路181号
86-0335-3236111
hbzythbgs@163.com
www.hbzyth.com

培训基地 ：河北邯郸机场

河北致远通用航空公司是经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批准的，可从事固定翼私用和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的

甲类通用航空公司，是华北地区唯一一家 141 部航校。

公司已购进钻石 DA40 单发教练机 8 架，钻石 DA42

双发教练机 2 架，钻石 DA20 螺旋教练机 1 架，奖状

CJ1+ 双发喷气高性能教练机 1 架 , 用于飞行培训。公

司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致力于培养出“安全

意识强，责任心强，飞行技术过硬”的优秀飞行员。

北京第三置业大厦B座3102
微信公众号：BJ_JINGGONGAIR
www.xaflyingclub.com

 

陕西-西安

精功（北京）飞行俱乐部

运营基地 ：公务机机场 ：杭州萧山机场

通航机场 ：绍兴滨海机场、北京八达岭机场、陕西蒲城

内府机场、浙江舟山机场

精功（西安）飞行俱乐部一直致力于为社会提供最专业

的航空服务，俱乐部拥有 17 架西锐 SR-20 飞机及多

名飞行教员开展 CAAC 私人飞行器执照培训。私照培

训包括 95 小时理论学时，46 小时飞行课时、4 小时模

拟机课时、52 小时飞行课时。主营业务 : 公务飞行、私

人飞机托管、飞机销售、通航产业投资咨询服务、飞行

执照培训、空中游览、私人旅行定制、CLUB 服务等。

机队规模 ：公务机 ：达索猎鹰 200LX（2 架）；作业飞

机 ：运五（2 架）、赛斯纳 208B（3 架）；教练机 ：西锐

SR-20（17 架）；高教机 ：空中国王 350i（2 架）。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滩
路699号2号会所3楼  400-
806-0086 
hangglider@163.com
www.falcon0086.com

 

山东-青岛

猎鹰滑翔俱乐部

青岛猎鹰滑翔俱乐部是国内首家经国家体育总局航空

运动协会和济南空军司令部及青岛北航空军备案的专

业滑翔翼运动俱乐部，专业 从事滑翔翼 培 训和销售。

2013 年第 5 期至第 11 期培训已于 2013 年 4 月陆续开

班，欢迎您的加入！代理以下飞行器品牌 ：Wills Wing, 

North Wing, Aeros, Mosquito, Icaro, Woody Valley, 

Ace。

 

江苏-南京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将军大道29号 
86-25-52112763 
Nafa_nanjing@163.com
www.nuaa-ifa.com/
zhongwenban/
www.gaero.com/mspace/
index-htm-mid-38.html

南航艾维国际飞行学院（南京）是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和南非试飞学院国际集团三

方共同投资兴建的以培养高素质、国际化、全才型的民

航航线飞行员为本的合资公司。注册地为江苏省省会南

京。培训涉及私用飞行员执照、商用飞行员执照、航线

飞行员执照培训和直升机私照、商照培训。培训以国内

为本兼顾拓展国际业务，集合三方优势，以“践行航空

战略、依托民航平台、融入外力外资、三方优势互补”为

原则，实现“高素质的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商业运作－高

水准的飞行实训”三强联合。 

 

山东-青岛

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

青岛市城阳区山河路702号招
商LAVIE公社6栋
86-532-55582777/999
jtfa_zhaofei@163.com
www.jtfa.cn

培训基地 ：山东临沂机场、大滨州大高机场、东营胜利

机场

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天飞院”）

是经中国民航局批准成立的国内首批通过 CCAR －141

部审定的飞行学院。学院总部位于青岛，以山东临沂机

场为主运行基地，辅助运行基地两处，滨州大高机场和

东营胜利机场。我院现有持照飞行教员 31 人，地面理

论教员 8 人。目前拥有教学飞机 30 架，教学模拟机 5 台。

2014 年成立了专业的维修工程公司，获得 145 维修许

可证。2014 年 10 月，九天飞院与美国 IASCO（IASCO 

Flight Training）航校签署协议，正式成为美国 IASCO

航校投资方。可将国内航空公司的委培学员直接送往

美国接受飞行培训。IASCO 航校共有资深教员 54 人，

教学飞机 36 架， FTD 模拟教学机 5 台。IASCO 不仅

为各国航空公司培养飞行员，还与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CWU）合作，联合培养高等学历的职业飞行员。 

山东省莱芜市雪野旅游区航
空产业园航空俱乐部302室   
86-634-6576065  
18053107657   解经理 
qxmto888888@163.com 

 

山东-莱芜

山东齐翔通航自转类旋翼机培训中心

培训基地 ：山东莱芜雪野通用机场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国家航

空产业协会重点扶持单位。2014 年 4 月 15 日，国家体

育总局经过严格筛选和评估，正式确定了山东齐翔通航

公司作为国 内首批自转旋翼机驾驶员执照培训班的主办

方，截至目前山东齐翔是国内唯一一家具备自转类旋翼

机培训资质的企业。目前公司拥有多名资深教官，8 驾

MTO sport，已于 2014 年 12 月份成功培训第一批驾

驶员共计 10 名。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蓝天路
5号科创大厦 
86-29-81662383
info@ joyskyaviation.com
www.joyskyaviation.com

 

陕西-西安

陕西天颖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培训基地 ：陕西蒲城内府机场

陕西天颖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注册于

陕西渭南卤阳湖通用航空产业园，2011 年 11 月取得

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经营资质。公司已取得德国 Flight  

Design 公司的 CTLS 飞机中国代理权，具有精良的航

空专业团队，主要开展航空器销售及代管服务、私用飞

行执照培训、休闲娱乐飞行和会员制飞行，以及青少年

早期航空教育等业务 ；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热爱飞行的

人士提供一个安全、自由的私人飞行平台。公司主运营

基地设在陕西蒲城内府机场。公司一期建设的 2000 ㎡

机库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包括 3 个 300 ㎡小机库和 1 个

1100 ㎡大机库 ；同时已完成二期建设会所及其他配套

服务设施的规划。公司计划在未来 5-10 年内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多个连锁飞行俱乐部，建成辐射全国各主要城

市，布局合理的全国运营服务网络和飞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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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

西安中飞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机场集团
办公大楼
86-20-85205237
1750351497@qq.com
http://www.lxflying.com

培训基地 ：西安阎良

中航工业中国试飞院航空俱乐部（简称中飞航空俱乐

部）座落在中国航空城西安阎良，控股方为中国试飞院，

2006 年 12 月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2007 年 12

月通过民航适航当局的 91 部运行合格审定，2008 年开

始正式运营，拥有直升机和固定翼驾照培训资质，被业

界誉为中国首席航空俱乐部。公司依托中国试飞院飞行

资源优势，飞行、机务团队隶属试飞院，飞行基地位于

蒲城内府机场。拥有美国赛斯纳 -172R 轻型飞机，罗

宾逊 R44 直升机和专业模拟器。中国试飞院拥有近 60

年试飞经验，是亚洲最大、中国唯一的军用飞机、民用

飞机、无人机等的专业鉴定试飞机构。

 

新疆-石河子

新疆天翔航空学院

新疆石河子市北三路110号 
86-993-2708032
http://www.xtac.com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园南
路试飞院
86-29-86830952 
18709284525 易经理
Cfacxa@163.com 
www.cfacxa.com   

广西梧州市长洲岛机场路38号
86-774-5837111  86-774-
5832111
zhaofei@avicfa.com    
http://www.avicfa.com

培训基地 ：石河子山丹湖机场、克拉玛依机场、博乐

机场

新疆天翔航空学院成立于 2010 年 6 月，由中国民航大

学和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一所

专门培养运输航空、通用航空飞行技术专业人才的学院。

航院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在石河子山丹湖

机场、克拉玛依机场和博乐机场设三个训练飞行基地。

航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培训设备，航院现执

管飞机 22 架，其中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奥地利钻石系

列 DA40 飞机 14 架、DA42 双发飞机 2 架、DA20 特

技飞机 2 架 、 美国空中国王 C90 飞机 2 架 ；DA42 模

拟机 1 台、 DA40 模拟机 1 台 ，成为国内仅有的三家拥

有高性能飞机的院校之一。获得批准训练大纲 21 个，

可以满足学员对私照、商照、仪表、单发（包括螺旋科

目）、多发、高性能飞机等各项训练的需要。新疆天翔航

空学院拥有优质高效的培训能力，已经成为汇聚业内精

英，培养人才的摇篮。

广东-珠海

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

培训基地 ：罗定机场

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为华南

区首家经中国民航 CCAR-61/91 部认证、并经国家体

育总局航管中心认证持有初级类飞机（运动驾驶员执照）

训练资质的通航公司，是德国 CTLS 飞机在中国的授权

经销服务商。公司主要提供飞机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

会员飞行、体验飞行、跨区转场飞行、空中观光飞行、飞

机出租、托管维护等服务。主运营基地位于广东西部的

罗定机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净空条件好。机场等

级为 3-B，跑道长度 1400 米，宽度 30 米。俱乐部配

套设施完善，有专用的贵宾休息室、会议室、教室、机

库和维修设施。使用的德国 CTLS 飞机配备先进电子仪

表设备和整机弹射救生系统，豪华、舒适、安全，适合

驾照培训和通航作业飞行。目前俱乐部已开通珠海三灶－

珠海九洲－广东阳江－广东罗定－广西梧州之间的低空飞

行航线。龙翔航空俱乐部集航空运动、航空娱乐、航空

教学于一体，拥有经验丰富的空地勤专业团队，引进国

际畅销机型，为珠三角和港澳台地区的飞行爱好者提供

自由飞行的服务。 

广西-梧州

珠海中航飞行学校

培训基地 ：广西梧州长洲岛机场

珠海中航飞行学校有限公司是中航工业通飞的全资子

公司，注册地为广东省珠海市。学校以收购国航旗下的

深航直属单位——深圳鲲鹏国际飞行学校为基础组建

而成，拥有中国民航局按 CCAR-91 部和 CCAR-141 

部审定批准的飞行运行和培训资质，主运营基地为广西

梧州长洲岛机场。学校的主营业务是面向国内外通用航

空企业和运输航空公司开展飞行员私用驾驶执照和商用

驾驶执照培训。学校是国内飞行培训门类最全的机构之

一，同时也是中航工业通飞飞机研制、生产、营销和用

户飞行培训及运营支援的重要平台。 学校拥有一支由前

空军优秀飞行员和民航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组成的优

秀飞行教员队伍，理论教员、维修、指挥、签派等工作

团队中持有中国民航有效执照的人员占学校员工总数的 

70% 以上。学校的训练机队由赛斯纳 172 、 钻石 DA42 

和豪客比奇空中国王 C90GTi 高性能飞机组成，同时拥

有与训练飞机相应的训练器。学校的训练大纲、教材、

检查单等严格按照中国民航局方规范编制并经大型运输

航空公司评估，追求最安全和高质量的飞行培训是学校

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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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

西安中飞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机场集团
办公大楼
86-20-85205237
1750351497@qq.com
http://www.lxflying.com

培训基地 ：西安阎良

中航工业中国试飞院航空俱乐部（简称中飞航空俱乐

部）座落在中国航空城西安阎良，控股方为中国试飞院，

2006 年 12 月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2007 年 12

月通过民航适航当局的 91 部运行合格审定，2008 年开

始正式运营，拥有直升机和固定翼驾照培训资质，被业

界誉为中国首席航空俱乐部。公司依托中国试飞院飞行

资源优势，飞行、机务团队隶属试飞院，飞行基地位于

蒲城内府机场。拥有美国赛斯纳 -172R 轻型飞机，罗

宾逊 R44 直升机和专业模拟器。中国试飞院拥有近 60

年试飞经验，是亚洲最大、中国唯一的军用飞机、民用

飞机、无人机等的专业鉴定试飞机构。

 

新疆-石河子

新疆天翔航空学院

新疆石河子市北三路110号 
86-993-2708032
http://www.xtac.com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公园南
路试飞院
86-29-86830952 
18709284525 易经理
Cfacxa@163.com 
www.cfacxa.com   

广西梧州市长洲岛机场路38号
86-774-5837111  86-774-
5832111
zhaofei@avicfa.com    
http://www.avicfa.com

培训基地 ：石河子山丹湖机场、克拉玛依机场、博乐

机场

新疆天翔航空学院成立于 2010 年 6 月，由中国民航大

学和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一所

专门培养运输航空、通用航空飞行技术专业人才的学院。

航院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在石河子山丹湖

机场、克拉玛依机场和博乐机场设三个训练飞行基地。

航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培训设备，航院现执

管飞机 22 架，其中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奥地利钻石系

列 DA40 飞机 14 架、DA42 双发飞机 2 架、DA20 特

技飞机 2 架 、 美国空中国王 C90 飞机 2 架 ；DA42 模

拟机 1 台、 DA40 模拟机 1 台 ，成为国内仅有的三家拥

有高性能飞机的院校之一。获得批准训练大纲 21 个，

可以满足学员对私照、商照、仪表、单发（包括螺旋科

目）、多发、高性能飞机等各项训练的需要。新疆天翔航

空学院拥有优质高效的培训能力，已经成为汇聚业内精

英，培养人才的摇篮。

广东-珠海

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

培训基地 ：罗定机场

珠海龙翔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为华南

区首家经中国民航 CCAR-61/91 部认证、并经国家体

育总局航管中心认证持有初级类飞机（运动驾驶员执照）

训练资质的通航公司，是德国 CTLS 飞机在中国的授权

经销服务商。公司主要提供飞机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

会员飞行、体验飞行、跨区转场飞行、空中观光飞行、飞

机出租、托管维护等服务。主运营基地位于广东西部的

罗定机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净空条件好。机场等

级为 3-B，跑道长度 1400 米，宽度 30 米。俱乐部配

套设施完善，有专用的贵宾休息室、会议室、教室、机

库和维修设施。使用的德国 CTLS 飞机配备先进电子仪

表设备和整机弹射救生系统，豪华、舒适、安全，适合

驾照培训和通航作业飞行。目前俱乐部已开通珠海三灶－

珠海九洲－广东阳江－广东罗定－广西梧州之间的低空飞

行航线。龙翔航空俱乐部集航空运动、航空娱乐、航空

教学于一体，拥有经验丰富的空地勤专业团队，引进国

际畅销机型，为珠三角和港澳台地区的飞行爱好者提供

自由飞行的服务。 

广西-梧州

珠海中航飞行学校

培训基地 ：广西梧州长洲岛机场

珠海中航飞行学校有限公司是中航工业通飞的全资子

公司，注册地为广东省珠海市。学校以收购国航旗下的

深航直属单位——深圳鲲鹏国际飞行学校为基础组建

而成，拥有中国民航局按 CCAR-91 部和 CCAR-141 

部审定批准的飞行运行和培训资质，主运营基地为广西

梧州长洲岛机场。学校的主营业务是面向国内外通用航

空企业和运输航空公司开展飞行员私用驾驶执照和商用

驾驶执照培训。学校是国内飞行培训门类最全的机构之

一，同时也是中航工业通飞飞机研制、生产、营销和用

户飞行培训及运营支援的重要平台。 学校拥有一支由前

空军优秀飞行员和民航飞行学校毕业的飞行员组成的优

秀飞行教员队伍，理论教员、维修、指挥、签派等工作

团队中持有中国民航有效执照的人员占学校员工总数的 

70% 以上。学校的训练机队由赛斯纳 172 、 钻石 DA42 

和豪客比奇空中国王 C90GTi 高性能飞机组成，同时拥

有与训练飞机相应的训练器。学校的训练大纲、教材、

检查单等严格按照中国民航局方规范编制并经大型运输

航空公司评估，追求最安全和高质量的飞行培训是学校

的宗旨。 

HOMEBUILTS
家庭自制

BRS

WWW.BRSAEROSPACE.COM
       US (1) 651 457 7491

Safety means success! 
Market Leaders choose BRS
安全是成功飞行的基石

35年前，美国BRS
公司研发出第一款弹
出式降落伞

已成功应对3 起飞
机紧急救生案例

BRS将一如既往引领
轻型飞机和通航安全
保障

图：BREEZER公司飞机装载有BRS救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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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TER
这款机型直接从MC100型飞机衍生而来，机身结构采用碳纤维材料，机翼是由铝板粘结而成。副翼也
可作为襟翼使用。在工厂的训练课程中简化了飞机结构，购买者可以在工厂中花一周时间完成机翼制
造。如果搭配合适的发动机飞机性能卓越。一款名叫MCR Club机动性小的加强版机型可用于航校飞
行训练。可供选装的发动机有：Rotax 912UL,912ULS。

DYN AERO  19 rue de l’Aviation • 21121 Darois • FRANCE • Phone : +33 (0)3 80 35 60 62, Fax : +33 (0)3 
80 35 60 63
loic.leprovost@dyn.aero • www.dynaero.com

AK GROUP / DYN AERO 

 EW MTOW WA WS TC Eng HP St Vmax Vc Vs0 Vz  FC Cert Assembled Kit Plan
 230 490 5.2 6.63 75 Rotax 912 80 2 - 272 87 7,5 14.5 CNSK-PFA -  € 42 450 -

TWIN-R
克瑞斯托菲&middot;罗宾（Christophe Robin）和他的父亲以MCR 4S为基础设计研发了这款4座双
发飞机。它安装的是两台Rotax912发动机。 

DYN AERO  19 rue de l’Aviation • 21121 Darois • FRANCE • Phone : +33 (0)3 80 35 60 62, Fax : +33 (0)3 
80 35 60 63
loic.leprovost@dyn.aero • www.dynaero.com

AK GROUP / DYN AERO 

 EW MTOW WA WS TC Eng HP St Vmax Vc Vs0 Vz  FC Cert Assembled Kit Plan
 450 850 - 9.24 200 2 x Rotax 912S 2 x 100 4 - 325 - - 30 - -  € 11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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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捷克共和国

捷克 F AIR（飞天）飞行学校

中国代表处：青岛
18953251213  张先生  
www.f-air.cz

捷克 F AIR 飞行学校成立于 1990 年，已经具有 25 年

的飞行培训历史，并在 2000 年取得国际航校资质 (CZ/

FTO-001)。在此之后成为捷克第一所通过 EASA 认

证，符合欧洲联合航空规则 (JAR-FCL 1) 的学校 。F 

AIR 飞行学校拥有最新一代的现代化机队和设备，现服

役飞机接近 30 架，包括泰克南、赛斯纳、派珀、西锐

等机型。F AIR 拥有超过 40 名的飞行教员队伍，其中

全职的将近 20 名，其余的飞行教员来自于捷克航空和

其他的国际化航空公司。主要业务包括 : 飞行员培训 ： 

ATPL (A) ( 航线驾驶员执照课程 )，包括 MCC 和标准

ATPL (A) 理论 ；多发仪表商照课程 ( 多发商照课程附带

仪表等级 ) ；多发商照、仪表等级理论课程 ；私用驾驶员

课程 ；飞行教员课程——飞行教员、仪表教员等级、多

发教员 ；航空英语 ；空中作业（航拍、广告、飞机航材

销售）；飞机维修。自 2000 年以来，为捷克航空公司提

供了 15 年的航线飞行员培训服务 ；为 Travel Czech 航

空公司提供了 12 年的航线执照 / 商照培训服务。同时，

F AIR 飞行学校是捷克技术大学（捷克最大的大学）的

飞行技术专业执照培训机构，合作年限已超过 18 年 ；

也分别与另外两所大学联合培养飞行员达 8 年和 3 年之

久。F AIR 航校还持有 ISO 质量认证、航空英语培训证

书、TECNAM 厂家认证的维修单位、CESSNA 厂家

维修资质、PIPER 厂家维修资质等。

USA- 美国

美国量子直升机飞行学校

中国代表处：青岛
86-532-55582901  
18953251213@163.com
www.quantumhelicopters.com

培训基地 ：美国 Chandler 市政机场

量子航校是为数不多的具备中国民航局外籍 141 部认证

资质的飞行培训学校。拥有 18 架直升机训练机，20 余

飞行教员，2 名 FAA 的局方考试官及若干经验丰富的

名兼职飞行教员、全职英语教员、3 名持照机务工程师。

成立于 1993 年 1 月，坐落于美国亚里桑那州凤凰城附

近的 Chandler 市政机场。量子直升机目前全资运营的

直升机训练机队包括 14 架 Robinson R22 Beta Ⅱ ,2

架 Robinson R44 Raven Ⅱ 和 2 架 Robinson R66。

量子先后通过并获得 FAA61 部、FAA141 部的训练资

质、Robinson 直升机的授权服务中心、FAA133 外挂

飞行、FAA135“空中的士”的合格审定资质、美国国

职业学校和技工学院认证委员会认证。量子航校已经为

中国中信海直、金汇通航、南航珠海直升机等培训和正

在培训的中国学员超过了 100 余名。可以提供 61 部和

141 部下的私照、商照、仪表、教员执照以及各种高级

的改装训练课程，培训课程和商业项目选择范围广泛。

USA- 美国

美国世纪航空管理学院 (CAD) 简介

2211 hacienda blvd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5740
18615699888   李先生

培 训 基 地 ：飞 行 基 地 一 ：2601 East spring street 

Long Beach,CA 90806

飞行基地二 ：3753 John J. Montgomery Drive, Suite 

1 • San Diego, CA 92123

美 国 世 纪 航 空 管 理 学 院 位于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旗

下 投 资 入 股 两 所 航 校， 美 国 希 尔 航 空 飞 行 学 院 和

LongBeachAirport 航 校，现 均 拥 有 美 国 FAA141 部

直升机、固定翼私用飞行执照和商用飞行执照以及仪表

等级飞行培训的资质，被美国民航局 FAA 批准为空中

游览的飞行服务机构。凭借优秀的培训记录和机队规模，

以及每年有超过 320 天的可飞天气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美国世纪航空管理学院成为中国和美国最主要的地面理

论和飞行实践培训机构之一。学院近 1 年来已成功培养

了 80 多名飞行员，其中培养飞行教官 3 名，有 25 名飞

行员已经顺利转成 CAAC 飞行员执照并在国内成功就

业，（就业单位例如 ：河北宏升公务机公司、山东通用航

空服务有限公司、重庆申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新疆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山东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等）。学院

培训规模以及学员就业安排等方面在国内通用航空业内

享有较高的声誉。目前，美国世纪航空管理学院在国内

运营公司有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山东九如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山东启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中九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云南飞来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5 家通

用航空企业。

USA- 美国

美国天子国际飞行学校

天子航校中国首席代表
18953251213   张先生   
www.skymates.com

美国天子国际飞行学校成立于 1996 年，是通过美国

FAA141 部、欧洲 EASA 专业认证的飞行学校，而且

在此后的发展中通过了越南民航局、印度民航局、泰国

民航局、印度尼西亚以及埃及和中东等众多国家民航

局的专业认可资质，使得天子国际飞行学校可以为这些

国家的学生提供符合其国家特殊要求的职业飞行员 ；同

时，天子也为欧洲、越南航空等众多航空公司提供合同

训练。截至目前，天子航校全资拥有 20 架飞机和训练

器， 单 发 15 架（ 包 括 Cessna172 14 架，1 架 Piper 

Pa28）3 架 多 发 飞 机（2 架 Piper Pa44,1 架 意 大 利

产 Partenavia P68）以及 2 架先进模拟机（包括 1 台

Redbird FMS）。20 余名全职飞行 教员来自美国、意

大利、印度以及中东等地区。培训课程包括 FAA61 和

FAA141 部的私照、仪表等级、商照、教员执照、航线

执照等系列化课程，也有符合 JAA 规章的各种培训课程。

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先进的训练机队、模拟机、众 多

的教室、讲评室、自习室、休息室、局方考试中心以及

高速无线网络设施等。

Ireland/ 爱尔兰

爱尔兰飞行培训中心

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30号名
仕国际大厦A905
86-0411-
9867010/39976910    
info@nationalflightcentre.cn
www.nationalflightcentre.cn

爱尔兰飞行培训中心建于 1977 年，坐落 在首都 都柏

林的 Weston 机场，拥有独立的机库、油库、控制塔

台、教学楼、餐厅、消防局、边境处。拥有包括赛斯纳

150/152s、赛斯纳 172、赛斯纳 172RG、比奇 76、庞

巴迪挑战者 604 等机型。以及少量在飞行学院舰队中

的加盟经营飞机，小熊 18，赛斯纳 206 两栖类和格鲁

曼公司的鹅等。多年来获得的经验，一直流传下来，如

今许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组成的教学团队中任然有最初

人员的部分身影，特别是在高阶课程中，资深教官是最

有经验的老飞行员。 毕业飞行员大多就职于欧洲各大

航空公司，其中包括 Aer Arann, Aer Lingus, British 

Airways, Cityjet, Cathay Pacific, EasyJet, Ryanair 

and Thomson 等等。

北京

华彬天星通航

朝阳区孙河乡顺白路91号天星调
良马术俱乐部西门
400 0101190
www.miyunairport.com
www.reignwoodstar.com 

培训基地 ：密云机场

华 彬天 星 通 航 通 航公司 运 营 资 质。旗 下机 队 拥 有 数

十 架 航 空 器， 型 号 包 括 贝 尔 206B3、 贝 尔 407GX、

Bell429、 罗宾逊 R44、塞斯纳 172、塞斯纳 182、塞

斯纳 208 水上飞机等，同时还拥有一支专业的通航服务

管理团队。培训基地密云机场拥有合法空域，能够满足

直升机及喷气机以下的小型固定翼飞机起降条件，主要

由总部基地、候机楼、直升机 4S 展示中心、航油储备

中心、会员机库和东西向 800m 跑道构成。

飞行培训内容包括地面理论和飞行训练两部分。地面教

学内容涵盖了飞行原理、飞机系统、航空活塞动力装置、

航空气象、飞行环境、空中领航、人的因素等方面知识。

直升机空中飞行训练包括空域感觉带飞、悬停起落带飞

及单飞、快停蛇形代飞、自转带飞、野外选场着陆飞行、

目视转场带飞及单飞。固定翼飞行训练包括空域感觉带

飞、起落带飞及单飞、滑行起落代飞、目视转场带飞及

单飞。

四川

四川西林凤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经济开发
区高雄路一段
电话：4001171616
微信公众号：xilinft
www.xilinft.cm

培训基地 ：广汉飞行培训基地

四川西林凤腾通航拥有直升机私照培训资质、商照培训

资质、飞行教员培训资质、罗宾逊飞机维修站资质、飞

机托管资质。公司订购买了50 架直升机，现已到达18 架，

机型涵盖空客 EC135、EC120、小松鼠 AS350、罗宾

逊 R44、R22 和施瓦泽 300C 等。公司主营业务 ：直

升机私照培训、商照培训、飞行教员培训、机型改装培训、

空中广告、航空护林、空中游览、空中巡查、空中航拍、

飞机及飞机配件销售、飞机维修、飞机托管、进出口业

等。“西林凤腾通航”目前培养了机长及教员 66 名、飞

行学员 220 余名、机务维修人员 30 名，已获得全世界

认可的由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CCAR-91 部、CCAR-61

部运行资质以及 CCAR-145 部维修许可资质，还获得

了成空司令部批准可使用的直升机起降点 17 处，实现了

各起降点之间的对飞，创造了中国通航史上的一个奇迹。

培训费用 ：私照 19.8 万元，商照 66.98 万元，另外可

培训施瓦泽 300C、R22、R44 教员

黑龙江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
奇地区航空护林站飞行员公寓
电话：86-457-2178088

培训基地 ：平房机场、加格达奇嘎仙机场、天津滨海直

升机临时起降点及其他 5 个转场机场

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隶属于中航工业直升机。注册航

空器包括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等 11 个机型共计 58 架，具

备 CCAR-91、CCAR-135、CCAR-141、CCAR-145、

CCAR-147 等资质。2014 年 3 月，原中国飞龙飞行培训部

在加格达奇成立中国飞龙通航大兴安岭分公司，主营飞培、

低空游览并兼顾其他通航运营项目，主运行基地位于哈尔滨

平房机场，训练使用机场分别为平房机场、加格达奇嘎仙机场、

天津滨海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及其他 5 个转场机场。可进行直

升机私用 / 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单发飞机私用 / 商用驾驶

员执照课程、多发飞机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单发 / 多发飞机

飞行教员执照课程、仪表等级课程、仪表教员课程、外籍执

照转换课程及军转民培训课程等相关培训。直升机飞行教员

12 人、飞机飞行教员 12 人，另有地面理论教员 8 名，现拥

有训练使用直升机 15 架，飞机 15 架，拥有 DA42 训练器 1 台。

2015 年，公司计划加大飞机机队规模，将购进 5 架直升机、

6 架单发飞机，2 架多发飞机，构建以钻石 DA40 为主的飞机、

以施瓦泽 300C 为主的直升机训练机队。

飞行学校 ｜ Fligh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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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日志 ｜ Air-Logs

经过五个月、超过 52000 公里和 200 小时的

飞行，它完成了：19 岁的 Zara Rutherford 

成为最年轻的超轻型飞机环球飞行女性飞行

员，她驾驶的是捷克 - 斯洛伐克的“鲨鱼”公

司制造的超轻机。Zara 的本次环球飞行创造

了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FLIGHT IMPRESSIONS:
19-YEAR-YOUNG PILOT 
FLIES INTO THE 
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作者：Peter Ocklenburg; 
摄影：FlyZolo

单人驾驶超轻
机环球飞行

航空日志 ｜ Air-Logs

19 岁的“鲨鱼”飞机飞行员飞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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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ra 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在斯洛伐克的塞尼察

首次试飞鲨鱼超轻机。 她选择这架飞机是为了成为

最年轻的环球飞行的女飞行员。

一个月以来，Zara 和她的鲨鱼飞机

被困在马加丹的西伯利亚，那里人烟

稀少，几乎没有人会说英语。 由于结

冰天气，起飞前需要除冰

19 岁的“鲨鱼”飞机飞行员飞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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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返回比利时的科特赖克，Zara 从 2021 年 8 月 18 

日从那里开始的她的单人环球飞行冒险也成功完成了，这

位年轻的超轻机女飞行员 2022 年 1 月 20 日完成了这次

环球飞行。这次飞行她飞过了 30 个国家和五大洲，她宣

布的这次环球飞行的目标是激励年轻女性参与航空、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典型的男性领域。 “只有 5% 的商照

飞行员和 15% 的计算机科学家是女性，”Zara 解释了她

的动机。 “通过玩具、街名、历史课和电影，男孩们了解

到他们可以成为科学家、宇航员、首席执行官或总统，而

女孩经常被鼓励要美丽、善良、乐于助人和可爱。通过我

的这次飞行，我想向年轻女性展示她们可以勇敢和雄心勃

勃，让她们的梦想成真。”

阿拉斯加的强制休息
这次环球飞行原计划三个月，最终花了五个月，主要是由

于白雪皑皑的阿拉斯加和俄罗斯东部的不利天气。 但在

接下来的旅程中，Zara 和她的“鲨鱼”飞机一直在与恶

劣的天气状况作斗争，导致几次飞行计划表发生变化。这

位 19 岁的年轻人曾在哥伦比亚遭遇大雨，不得不与菲律

宾东海岸的超级台风和新加坡附近的强雷暴比赛，飞过韩

国和印度能见度有限的烟雾地区，或者由于强风不能降落

在迪拜。

一难忘时刻 ：9 月 

14 日，世界著名

的好莱坞标志，位

于洛杉矶好莱坞上

方的白色标牌进入

Zara 的视野。

2021 年 11 月 1 日，在寒冷的俄罗斯马加丹索科尔机场加油。

10 月登陆哥斯达黎加后，Zara 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

Zara 在阿拉斯加的甘贝尔接待了热情的人群。 她不得不在这

里等一个月，直到天气条件变好后飞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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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塔尼大西洋沿岸

驾驶舱的壮丽景色 ：Zara 在飞行

途中欣赏阿拉斯加山脉的美景。

“从沙丘到岩石”：从利

雅得到沙特阿拉伯内陆

的塔布克途中不断变化

的地形。

Zara 从印度孟买到阿联酋  艾因

的最长航程（2,000 公里）。 在 

1861 公里处，这也是这次环球飞

行中最长距离的水上飞行，从印度

到阿曼苏丹国的海岸。

Zara 在其全球航线上

的所有类型机场完成了 

71 次起降（上图）。 这

张照片显示了格陵兰的

一个土跑道的例子 ，飞

行中的最大高度达到了 

12,750 英尺。 Zara 

还在世界上最繁忙的机

场降落了她的鲨鱼超轻

机，包括纽约肯尼迪国

际机场，降落之前她驾

机绕自由女神像飞行了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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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家们的见面 ：Zara 的鲨鱼超轻机停放在维珍银河公司位于加州的太空

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建造的商业太空港（2021 年 9 月 14 日）。

Zara Rutherford 在韩国金浦机场。

这位勇敢的飞行员在她的单人环球飞行中无论在哪里降落，

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19 岁的 Zara 已经是一个榜样 ：在这里，她向年轻女孩们展示

了女性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在位于冰岛海岸

的 首 都 雷 克 雅

未克机场，“大”

飞机和“小”飞

机的飞行员相互

交流。

“击掌祝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基蒂霍

克，这是莱特兄弟的第一次动力飞行所在地。

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后，不仅有粉丝来接机，还有媒体

对这位勇敢的单飞飞行员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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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鲨鱼”飞机
在整个探险过程中，这位年轻的冒险家能够依靠她的“鲨

鱼”双座超轻机的速度、航程、耐力和可靠性。 无论是

在温度低至零下 34 摄氏度的俄罗斯马加丹，还是在温度

攀升至零上 36 摄氏度的墨西哥蒙特雷，这架超轻机都给

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架很棒的飞机。 限制很

少。 我不能在云上和夜间飞行，这让事情变得非常具有挑

战性。”300 公里 / 小时的速度对于超轻机来说是非常快

的。 “我喜欢它！ 飞行很有趣，它是我的新家，”Zara 总

结了她在“鲨鱼”超轻机上的环球飞行经历。

两次穿越赤道
Zara 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从比利时起飞，向西北飞行，

经英国、冰岛和格陵兰岛飞往加拿大，然后飞往美国，

在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空盘旋，然后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

场。沿着美国东海岸，前往南美洲，在那里穿过赤道后，

Zara 到达了他们旅程的第一个对跖点，即 Quibdo（哥伦

比亚）。对跖点代表地球上两个相反的点，Zara 必须经过

那里才能获得官方对她的环球飞行的认可。然后她继续沿

美国西海岸经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到达阿拉斯加

的最北端。被迫休整一个月后，天气条件才允许穿越白令

海峡前往俄罗斯，而年轻的飞行员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

到达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她经过韩国、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她还到达了她计划的

环球飞行的第二个对跖点，第二次穿越赤道，并在圣诞节

前不久在雅加达中途停留。Zara 和她的“鲨鱼”超轻机

一起在印度度过了新年。通过沙特阿拉伯，她到达了欧洲

大陆的希腊。尽管时间很紧，飞行员还是坚持绕道去斯洛

伐克，在那里她降落在塞尼卡的鲨鱼飞机工厂旁边。这位

比利时 - 英国双国籍的超轻机飞行员还对 鲨鱼飞机公司

所在的第二个国家捷克共和国进行了短暂访问，之后她经

法兰克福飞回比利时，并于 1 月 20 日在科特赖克降落，

虽然疲惫但很开心。向扎拉致敬！

Zara 驾驶鲨鱼飞机来到了斯洛伐克的塞尼察的鲨鱼飞机工厂，这架完成了世界超轻型飞机环球飞行的飞机就是在这

里制造的。

祝你好运 ：2021 年 8 月 18 日，在在比利时的

Kortrijk-Wevelgem 机场，Zara 的父母——也是飞行

员——在环球飞行前与 Zara 告别 ：Beatrice de Smet

（Zara 的母亲）和 Sam Rutherford（Zara 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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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成本
更大航程

大陆CD-100系列航煤发动机

扫描二维码

使用大陆航煤活塞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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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低的直接使用成本，更低的全周期成本，更大的航程——大陆航煤活
塞发动机的三个主要优势。全球数以千计的飞行员使用大陆CD系列发动
机，累计飞行小时已超过750万并在继续增长中。

使用单杆操纵的FADEC发动机控制系统，实现更少的维护工作量、更高
的可靠性和更低的飞行员工作强度，无论从任何角度，大陆航煤发动机
都有独特的优势。

所有这些优势最好的阐释就是——更低成本，更大航程！ 
 
更多信息请联系Contin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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