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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的竞争战略对中国大飞机项目的启示米 

张译文，张 卓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 211106) 

摘 要：未来，我 国民机市场需求巨大。面对波音和空客的双寡头垄断，我国开始实施大飞机项 目。本 

文以上世纪70年代航空市场的成功 “挑战者”—— 空客公司为分析对象，对其竞争战略进行深入分析，并 

据此对现阶段 同样处在挑战者地位的我国大飞机项 目的发展提 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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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航空工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而大型飞机 

则是这一战略产业的 “皇冠”。发展大飞机项 目对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科学技术发展、增强国家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现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 

义 。 

目前，我国的大型飞机项 目已经启动。在未来的 

市场中，中国的大飞机如何从波音、空客 “双寡头” 

垄断中成功突围，是摆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乃 

至全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回顾20世纪 7O年代初 ，全球大型飞机市场同样 

存在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 “双寡头”垄断。而 

“后来者”空客公司运用成功的战略 ，由挑战者变为 

领导者，走过了一条非直线上升的发展道路，取得了 

令人刮 目相看的业绩。 

未来，我国的大飞机也将面临双寡头垄断的严酷 

现实。因此，非常有必要借鉴空客的成功经验，力争 

尽早实现从挑战者向领导者的转变。 

二、空客公司的崛起 

(一)空客公司的起源 

2O世纪 70年代 中期 以前 ，全球民用飞机市场完 

全在美国制造商的垄断之下，欧洲民用飞机只占整个 

市场的3％。而美国的波音公司、麦道公司成为国际 

民用飞机市场的 “双寡头”。 

为了打破美国寡头垄断的局面，1970年 12月， 

法、德、英、西四国共 同投资建立 了空客公司。起 

初，空客的成立并没有引起美国民机制造业过多的关 

注，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却利用对手的疏忽在 

慢慢蚕食市场份额。与此同时，麦道公司却由于拒绝 

建造一款小型双发动机宽体客机，造成重大决策失 

误。此时，空客公司抓住此市场空白着手建造这款客 

机，在短时间内成功打入全球航空市场。 

1990年，波音占据 62％的全球大型飞机市场份 

额，麦道占据23％，而空客只有 15％。20世纪90年 

代后期，随着麦道公司的没落，大型飞机制造业出现 

另外一种局面——实力雄厚的波音和后起之秀空客两 

分天下。2005年是空客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年空 

客与波音终于平分天下，空客在全球大型客机的市场 

占有率达到50．2％，空客从 1974年提交第一架大型 

客机以来，用了31年的时间实现了由市场追随者到 

市场领先者的转变。至此之后，空客公司一直牢牢把 

握了世界大型客机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当今 

大型客机市场的领先者。 

图1显示了空客与波音的市场份额对比变化情况。 

波音公司在1958年交付了第一架飞机，空客公司则在 

1974年才交付第一架飞机。空客自1974年以来其市场 

占有率不断上升，空客用了9年的时间使市场占有率 

突破 10％。80年代期间，空客的市场份额在波动中上 

升。进入90年代，空客终于厚积而薄发，市场份额稳 

定上升，并且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今天。 

空客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大飞机项目的发展更具启 

发意义，借鉴空客将市场占有率突破 10％、50％所 

用的时间可以战略性地预期我国大飞机在未来市场中 

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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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空客与波音市场份额对比分析图 

(二)空客公司的竞争战略 

1．研发与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空客的研发模 

式是成立一个管理公司，把欧洲的航空企业进行整 

合，形成拳头企业与强大的美国抗衡。这种创新模式 

的最大好处是把各国研制飞机的力量有机的组织起 

来，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和特点，将力量完全聚 

焦在一起，以研制出最佳飞机。空客按各国技术专长 

进行全机大部件分工：英国负责机翼和发动机的研 

制，法国负责机身的研制和飞机的整合，德国的长处 

是尾翼的研制 (蒲一飞，2009)。空客公司充分利用 

数据来源：空客、波音公司年报 

了欧洲各国的航空技术，动用了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和 

技术资源，形成合力。 

坚持技术创新是空客不断发展完善自我，提高竞 

争实力，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空客公司不断追求技 

术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各国政府共同承担巨额 

研发费用，其研发占比高于波音，这也是空客近些年 

追赶上波音的重要原因之一。空客的研发费用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达到了8．05％，为22．09亿欧元，具体如表 

1所示。 

表1空客研发投入数据① 货币单位：十亿欧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O4 2005 20o6 2007 2008 

营业收入 20．5 19．5 19．3 2O．2 22．2 26．O 25．2 27．5 

研发费用 0．935 1．071 1．8l9 1．734 1．659 2．035 2．175 2．209 

研发占比 (％) 4．56 5．49 9．42 8．58 7．47 7．83 8．63 8．05 

从 1974年交付第一架飞机以来，在 “先民后客、 

不断采用新技术、挖尽型号潜力”的技术思路指导 

下，空客公司不断在机身的长短、机翼的大小、发动 

机的双发和四发等方面做文章，共研制了7个机型系 

列 ：300、310、320、330、340、380、350，16个机 

型系列。平均每3．5年推出一个系列，每 1．5年推出 
一 个型号。其中最为成功的是A320系列，在同全球 

最畅销机型 B737的较量中，A320毫不逊色。截至 

2009年l2月，其交付量已达到4125架，占总交付量 

5998架的69％。 

与当时的波音 B737相比，空客 ．4320系列的飞 

机采用通用设计，有较小型的 (A319)，更小型的 

① 表 l中数据根据 EADS公司历年年报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A318)，或者较大型的 (A321) (田剑等，2007)。 

从飞机设计看，A320采用了更加宽敞的机体，以提 

高乘坐的舒适性。此外，空客一直致力于对现有 

A320系列飞机进行持续改进，使其成为同级别飞机 

中最为高效的机型。 

深入研究分析A320系列机型的设计研发及市场 

营销等情况，对我国的大飞机研制非常有意义。图2 

是空客的研发投入产出时间序列图，时间轴下方所示 

的型号表示和上方型号于同一时间开始研发或结束研 

发。从箭头和型号的密度可以看出，空客具备非常雄 

厚的研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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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客研发投入产出时间序列图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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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异化定位。空客和波音两家公司多年的竞 

争十分激烈，根据笔者对两家公司机型的研究，上个 

世纪两家公司均采取跟进战略展开交叉竞争：当其中 
一 方推出新机型研制计划时，另一方也必然着手推出 

相应的机型。根据空客公司 (2009—2028)和波音 

公司 (2009—2028)发布的未来航空市场预测数据， 

却可以看出两家公司对未来市场的竞争战略发生了变 

化。依据空客和波音对未来20年市场预测的数据， 

笔者推测出2010—2020年中国及世界干线飞机的预 

测，具体见表2。 

表2 2010—2020年波音、空客干线飞机市场需求预测对比③ 单位：架 

单通道= ：线飞机 双通道干线飞机 

年份 空客 波音 空客 波音 

世界 中国 世界 中国 世界 中国 世界 中国 

2010 195 28 227 29 591 82 660 88 

20ll 204 29 238 30 619 86 692 92 

2012 214 30 250 32 649 90 725 97 

2013 224 32 262 33 680 94 760 101 

2014 235 33 274 35 713 99 796 106 

2015 246 35 287 37 747 103 835 l11 

2016 258 37 301 39 783 108 875 l17 

2017 271 38 3l6 40 820 113 917 122 

2018 284 40 331 42 860 1l9 961 128 

2019 297 42 347 44 901 125 1007 134 

2020 311 44 363 46 944 l31 1055 141 

总计 2740 388 3196 409 8307 l149 9281 123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波音和空客对未来市场 

需求的预测趋势一致，认为未来20年全球民航业仍 

将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世界对民机的需求态势良 

好。同时，可以看出两家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预测趋势 

非常一致，都十分看好中国市场。但根据数据却可以 

发现，空客所有的预测数据都要小于相应的波音预测 

数据。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是波音和空客对未来市场 

的定位和理念不同。空客对未来 20年特大型飞机需 

数据来源：根据空客和波音年报数据计算整理 

求的预测远比波音所预测的多。由于对大型飞机预测 

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双方在对未来市场所需飞机数 

量上出现分歧。鉴于此，空客公司才致力于研发像 

A380这样的特大型客机。 

波音公司认为，未来市场将需要更多的中小型飞 

机，因为中小飞机更易于灵活调配，大型客机由于运 

营成本过高而容易将航空公司拖入亏损的泥潭，而许 

多以中小飞机为主的航空公司却仍保持着优良的效益 

② 图2飞机型号由项目组调查统计而得。 

③ 表2数据空客 (Global Market Forecast 2009／2028)和波音 (Current Market Outlook 2009／2028)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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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il A1一Najjar等，2006)。另外，目前全球 60％ 

的洲际枢纽城市存在着空港运输压力过大的问题，使 

飞机的起降安全大打折扣。因而应增加更多的 “点 

对点”直达航线来缓解枢纽空港 的压力 ，这些 “点 

对点”航线则更适合 中小飞机。这是波音的中小飞 

机战略的基础所在，因此波音投入 B787的研制。 

空客公司则基于目前全球民航业的发展态势，认 

为未来全球航空市场格局将形成以国际性大城市为洲 

际航空枢纽，航线从这些洲际枢纽辐射到区域性航空 

枢纽，进而再辐射到世界更多的城市。随着全球航线 

中枢网络的建立，洲际枢纽城市的空港客运量将大大 

增加 ，届时将需要更为大型的飞机作为运输工具。空 

客认为A380将成为未来航空市场上的 “旗舰”，超 

大型飞机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然而，空客公司并不会放弃波音公司看好的市 

场 ，面对 B787的挑战，空客公司及 时推进 A350的 

研发，以期在未来与 B787进行点对点的竞争。 

3．灵活的销售策略。空客以灵活的销售策略闻 

名业内外。美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也是最具 

影响力的市场，空客当年为了打开美国市场，大胆采 

取了 “先飞后买”的促销方式和为客户提供货款买 

飞机的创新财政机制：如果客户满意可以把飞机买 

下，如果不满意可以把飞机归还。空客用这种方式打 

动了美国东方航空公司，之后又从泛美航空公司和美 

联航空公司获得订单，最终成功打开美国市场。空客 

销售人员个人 “拍板”的权限较大，由于这种灵活 

性，在同等座位数的飞机价格上，空客比波音便宜 

8％左右，因此迫使波音改变策略，加入价格战。 

在多国政府的支持下，空客以勇敢创新的精神迎 

着挑战，坚持引进先进技术，走 “技术推销”策略， 

善于抓住市场空当，开发出了一个又一个适合市场的 

先进飞机。A300项 目的启动就是抓住了市场空白， 

成功地开发了一种宽体、250座级、2100英里航程、 

成本比当时最畅销的B727要低 30％的飞机 (黄毓 

敏，2008)。 

优质的销售服务也是其业绩增长的重要保证。公 

司建立了由全球30多个国家的1500家供应商组成的 

国际网络，为用户提供及时、方便的支援，协助用户 

安全有效地运营空客飞机。空客以地区组建销售单 

位，每个单位不仅包括销售员，还包括合同专家、财 

务专家、航空分析师和飞行员，使每个销售单位成为 

能够协同作战的团体。此外，空客十分重视与供应商 

的关系，将供应商分为一般供应商和核心供应商，在 

保留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实现超过 60％的外包。对 

于一般供应商，空客采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 “技术 

换市场”的营销策略。例如，空客为了争夺中国的 

广阔市场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在中国天津建立了 

A320的总装厂。 

三、对中国大飞机项目的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对我国大飞机项目做出以下 

几点思考： 

(一)以市场环境为产品定位依据 

市场需求包含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应以需求为 

基础，同时结合竞争环境确定产品定位与开发策略 

(Michael A．Hitt等，2008)。当前，我国研制的大飞 

机所面临的市场需求环境是：航空公司对于安全性、 

经济性、环保性、舒适性、操控性等方面的要求日益 

提高。其中，安全性是根本，经济性是核心，环保 

性、舒适性是潮流，而操控性对于驾驶人员具有重要 

作用。 

我国大飞机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是各市场段的双寡 

头垄断竞争格局。在干线飞机市场，波音和空客形成 

双寡头垄断。其军民用飞机产品占国际市场的80％ 

以上的份额。它们在技术领域不断投入巨资，提升其 

核心竞争力，从而巩固了其在制造和研发领域的垄断 

地位，另外，它们还通过扩散非关键技术、零部件加 

工和组装降低成本，进一步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导 

致其垄断地位不断加强。在大型支线飞机市场，庞巴 

迪公司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凭借其数十年的不断努力 

和产业并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占据了约 

7O％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发动机方面，GE、普惠、罗罗三足鼎立。占 

据着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他发动机制造企业进入的可 

能性很小。在机载设备方面，目前基本形成了法国奥 

的斯集团、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和洛克威尔柯林斯公司 

三大巨头主导的市场。在机电设备系统市场，美国霍 

尼韦尔公司、汉胜公司、古德里奇公司占据着其产业 

链上各个环节的主体地位。在生活设备系统，BAE 

宇航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占有率。 

上述各方面因素是我国大飞机产品研发定位的基 

本依据。空客的经验表明，只有准确把握需求发展趋 

势，明辨自身优势劣势，才能研制出适应市场、利于 

竞争的合适的飞机产品。 

(二)差异化的产品定位 

上世纪7O年代，作为市场挑战者，空客在进人 

市场时采取了差异化战略，成功迈出了其进入市场的 

第一步。A300是空客公司推出的第一个型号，这个 

型号是经过对世界市场调研后作出的选择。空客认 

为，波音以窄长机身发展民用客机，如果再走波音的 

老路难以超越其产品。因此需要另辟新径，以宽体机 

身来发展空客公司的民用客机。事实证明，这条差异 

化的产品技术发展思路给空客公司创造了独立自主的 

发展空间，形成了富有竞争力的空客系列。 

在大型客机市场上，除了空客和波音两家 “霸 

主”，俄罗斯也具备了设计制造大型客机的实力，是 

该市场的潜在竞争者。此外，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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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90、E195和庞巴迪正在研制的 c系列飞机，均对 

大型客机的低端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面对众多的 

竞争对手，中国的大飞机必须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定位 

来区别于竞争对手，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例如，以航程和座位数两个维度对我国新支线飞 

机 (属于大型支线飞机)的市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其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我国的 ARJ21—700与巴西航 

空工业公司的E175的市场段几乎重合，其竞争必将 

十分激烈。而未来的 ARJ21—900将可能面临 E195 

和 El90的强烈挑战，因为无论在座位数 ，还是航程 

数方面ARJ21—900均不占优。因此，有必要在确保 

安全性的前提下，以经济性、舒适性等作为竞争的要 

素。而 ARJ21—700型飞机正是采取了这样的竞争策 

略，取得了可观的市场订单 。 

同样，我国的大型客 机 C919以及将来的 C929 

应该汲取支线飞机的经验，在充分 了解市场的基础 

上 ，仍需要像空客一样采取差异化 战略成功进入市 

场，树立良好的品牌，为日后的系列化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三) 自主创新与技术合作相结合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可以从国外买来先进的飞 

机，但绝对买不来创新的能力，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 

为主，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忧患。因此，自主创新是 

我国发展大型客机的必由之路，因为波音和空客不可 

能为自己培育一个新的竞争对手，核心技术是花任何 

代价都换不来的，我们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 

力，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空客赶超、压 

倒波音、波音又反过来赶超的历史看，技术创新的竞 

争是大飞机领域竞争的核心。 

然而，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 

们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供应商共同研发机制充分汲 

取当代最先进的航空技术，然后通过自身的集成创新 

能力应用到我们的大飞机产品上，力争在较短时间内 

赶上或接近国际一流水平。 

大飞机制造业属于 “合作型工业”，目前几乎没 

有一项大飞机、发动机的制造是由一家公司独立完成 

的，我国大飞机的研制也必将通过国际合作的途径完 

成。但是，争取国际合作，只是为了提高自主创新的 

起点。国际合作只是基础和手段，技术储备才是关键 

和目的。我国的大飞机工程应不断扩大国际合作的领 

域和范围，增加国际合作的深度，争取掌握关键技 

术，突破瓶颈限制，为自行研制和联合开发夯实基 

础，最终形成自己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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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与营销相结合 

纵观空客的成功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竞争 

力的来源不是某个特定的单个技巧或技术，而是整个 

研发、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系统的总体模式。空客 

在成立时单独成立了其销售公司，该公司在成立之初 

就研究了全世界的 100条航线。销售公司专门负责与 

航空公司沟通，收集、评估、归纳航空公司的要求， 

再转达给设计部门成为其设计依据。 

相比之下，我国的航空企业大多数仍然处于以军 

品为主的状况，由于军品是政府采购，所以很多航空 

企业的市场意识不强烈。运 10的失败、MD一90的 

下马等，让我们花费巨额学费才学到什么是市场运 

作。因此从长远看，中国的大飞机项 目从现在开始就 

要着手建立完善的研发、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的整 

体模式，将技术与营销相结合，以市场为导向，进行 

商业运营。 

四、结束语 

我国航空工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发 

展大型飞机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大飞机项目肩负着民 

族振兴的重任，承载了民族自强和摆脱国外长期垄断 

的愿望。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在全体 

技术人员和商务人员的创造性努力下，中国的大型飞 

机可以 “借他山之石”以 攻玉”，在不久的将来从 

“挑战者”成功转变成 “领导者”，打破 “双寡头” 

垄断格局，形成 “三国争霸”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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