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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和报道，并结合作者的工作经验，首先探索了大型民用飞机发动机的研 

制和批生产成本的分析方法和计算模型，估算了市场上新型发动机的研制成本和批生产成本。然后提出了 

大型民用飞机发动机的基本价格计算方法，利用市场上新型涡扇发动机的参数进行计算分析，并结合飞机 

的基本价格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分析发动机成本、基本价格和市场竞争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实际采购价 

格策略。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动机采购成本估算应采用“市场定价”准则。提出的方法合理，计 

算简便易用，精度能满足实际需要。可以为中国研制大飞机项目提供参考，同时也可以为航空公司在选择 

和采购发动机时提供参考，以便合理估算大型民用飞机涡扇发动机的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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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improve the method available for estimating the procurement cost of tur— 

bofan engines for large civil aircraft．A new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R&D cost and production cost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The newly developed turbofans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 

od．Engine list price is the reference to the market price．Procurement pric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competition situation．Procurement price could be at big discount based on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engine man— 

ufacturers and the customers．Launching customers，big leasing companies and big airlines(groups)tend to have 

big discount．Pricing practice of Rolls-Royce's aero engines is studied as an example of buying big civil turbofan 

engin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imation methodology of procurement cost is rational；the calculation is simple 

and practical；the precision of the calculations is accepted for the re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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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民用飞机从研制、生产到市场营销、客户 

服务已经是全球化。随着国际合作模式的深人开 

展，世界民用飞机工业逐渐形成了“主制造商一供应 

商”模式，即以整机制造商为核心，主系统承包商、 

机体大部件供应商、及其它承包商为支柱的、紧密 

的产业体系。中国大型民用飞机研制也采用“主制 

造商一供应商”模式。 

发动机是飞机非常重要的核心部件，发动机供 

应商的能力和绩效对飞机主制造商(如中国商飞) 

的发展和成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型民用飞机发 

动机市场是一个高度集中和垄断的市场。分析、了 

解和掌握大型民用飞机发动机的研制成本、生产成 

本和采购成本，对我国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制造商 

和客户都是很有必要的。 

发动机的采购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飞机的 

采购成本和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进而影响到飞机 



的销售。了解发动机的采购成本、挑选合适的发动 

机供应商和合适的发动机，对主制造商和大型民用 

飞机项目的成功来说 ，至关重要。我国对这方面的 

研究刚起步，还远没有达到应用至型号研制中的程 

度，需要业界的共同努力。 

1 发动机研制和生产成本估算方法 

概述 

由于我国目前还未有 自主研发的民用干线飞 

机发动机，此类发动机的研制、生产成本研究刚起 

步。国外在过去几十年进行了大量关于发动机成 

本预测的研究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兰德公司 

(RAND)[1-2]为美国军方：进行的：有关飞机研发成 

本和大 型飞机发 动机研 发成 本 的计 算机估 算 

模型。 

估算发动机成本的主要方法有三种：参数法、 

类比法和工程法[ ][ 。本节对这 三种方法进行简 

要的描述，并分析它们的优缺点。 

1．1 参数法 

参数法是利用同类发动机数据库的技术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发动机的成本与有关参数之间 

的关系，形成估算方程式。与发动机成本有关的参 

数包括推力、重量、尺寸、排放、油耗、运营环境等。 

参数法适用于项目在立项论证阶段．用于分析某一 

种发动机方案的全部成本。参数法是通过统计技 

术得来的，过去的项 目费用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 ， 

对处于类似技术条件、经济基础和相同任务需求与 

发展背景下的几种发动机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其结 

果是比较可信的。 

参数法的优势体现在：(1)参数法公式定义完 

成后，使用简便直观；(2)研究人员：不一定是发动机 

技术专家；(3)对有些不确定因素也可以考虑。 

参数法的不足在于：(1)生成成本估算公式不 

容易，需要大量的统计资料，统计资料的分析需要 

较高的专业知识；(2)对于将来可能要用到的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可能估 计不足。进而影响估算 

精度。 

1．2 类比法 

类比法是选择相同或相似的现有发动机。该发 

动机与新研制发动机具有类似的功能和相 同的运 

行环境。通过对现有发动机的成本进行分析，并根 

据这两种发动机的异同进行修正，可得到新研制发 

动机所需的费用 

经验介绍 
Experience Introduction 

类比法适用于现有发动机的衍生产品或改进 

型。类比法只需要分析同原型机不同部分的成本． 

相比于工程法省去了不少时间。但是类 比法需要 

有原型发动机及其相关技术参数、成本数据等，目 

前在中国是不现实的。 

1．3 工程法 

工程法通过对发动机的详细设计、分析和计算 

来估算发动机成本。应用工程法估算发动机成本 ， 

分析人员需要查阅详细的工程图纸、技术资料。工 

程法通过工作分解结构和成本分解结构，考虑的因 

素全面周到。工程法估算一般在发动机的概念设 

计时就介人，有时要一直持续到详细设计阶段。工 

程法的精度是最高的，国内航空工业企业在国际转 

包生产时会考虑用工程法估算成本。 

工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1)费时、费力。分析 

人员要在概念设计时介入，有时要一直持续到详细 

设计阶段；(2)研究人员要求必须是发动机技术专 

家，对发动机的设计、工艺、制造、试验都非常了解， 

并能正确地反映到成本估算中：(3)研究人员必须 

接触大量的发动机研制相关资料。 

工程法适用于发动机制造商开发新的大型民 

用涡扇发动机，并从概念设计阶段就介入，不适用 

于发动机厂商之外的非发动机专家分析人员。 

综合上述三种方法的分析和利弊比较。本文选 

择参数法进行发动机研制和生产成本估算．之后再 

使用兰德公司的分析模型对新型发动机的成本进 

行估算和分析。 

2 发动机研制成本、生产成本研究 

现代大型民用飞机的推进系统都是大推力的 

涡扇发动机，其结构非常复杂，价格非常昂贵。发 

动机从研制、生产到在使用中的改进花费大约占整 

个飞机价格的四分之一。因此，在一种新飞机的概 

念设计过程中．准确地预测发动机研制、生产成本 

和客户采购发动机的成本对客户和主制造商都非 

常重要。由于大型民用涡扇发动机市场高度集中， 

且研发成本的投人虽然由发动机公司投资，但又暗 

藏了各式各样的政府补贴，因此，外界很难准确了 

解研制一款新的大型涡扇发动机的真正成本。通 

过分析发动机的研制成本和生产成本，发动机用户 

可以跟发动机制造商博弈、讨价还价，以获得最佳 

的采购成本。 

大型民用涡扇发动机的研制和生产成本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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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宫达罩 

属铝网的接触面积非常有限。为了增大接触面积， 

在钉头与金属铝网之间使用铝箔圆片，规格为厚度 

0．076 2mm、外半径 D=12．7mm 和 内半径 d： 

4．8Inm。清理带有金属雷击防护层的复合材料蒙皮 

表面(电搭接表面清理及密封范围为 q~15mm)，把铝 

箔圆片用导电胶粘结在已清理的蒙皮表面上，并采 

用钛合金紧固件进行连接，推荐采用的螺栓与孔的 

配合精度不低于 H8／h7，高锁螺栓与蒙皮采用间隙 

配合孔，而与长桁采用标准干涉配合孔。由于复材 

件与金属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电化腐蚀，而且为了更 

好地实现复材传载，安装紧固件时采用不导电(防 

止雷击电流进入层合板内部导致分层)、且对复材 

性能无影响的密封剂(防腐蚀)进行密封。电气搭 

接前的贴合面和电气搭接后的填角都需要进行密 

封。整个后机身雷击强电流路径为：铝网一铝箔圆 

片一紧固件一金属长桁一尾锥一静电刷，如图4所示。 

复合材料单层板的最大电流传导能力大约为 

0．55kA／mm ．在雷击 Ⅱ区．通过螺栓接触面传导电 

流所需要的传导截面为 100kA>1．82cm。。由于复 

材后机身处于雷击ⅡA区，要传导峰值电流 100kA， 

6号凸头高锁的有效传导面积为A1=0．18cm ，所需 

要的紧固件数量为13=1．82／0．18>10(制成头下使 

苣 三 兰 ＼ 麓 触峨 ／ 

图 4 雷击 电流路径 

用铝箔圆片)。事实上。连接蒙皮与金属长桁的高 

锁都用来传导雷击电流，所以不会出现大电流下紧 

固件过热断裂的问题。其中，当高锁制成头下面不 

用铝箔圆片时，建议电搭接表面清理及密封范围 

为 qH5mm。 

由于采用凸头紧固件，比较容易吸引雷电，所 

以对紧固件钉头进行涂胶密封；在蒙皮内侧的高锁 

螺母和垫片采用耐热聚氨脂涂层进行密封，满足强 

度条件下采用大的紧固件间距，以防出现电弧和 

火花 

6 结论 ’] 

由于该复材后机身处于雷击 ⅡA区，采用 了 

48．8 in 、直径为 0．1min的铝网做复合材料零件 

的表面防护层。防护层可以起到有效的闪电防护作 

用，而且有专门的传输雷电通道，紧固件与金属网 

接触面积充分且紧固件个数完全满足传输雷电流 

的需要。因此，该闪电防护设计方案满足适航条款 

CCAR 25．58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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