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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7年耗资2亿才取得替换轮胎资格

森森麒麒麟麟成成波波音音供供应应商商要要迈迈多多少少坎坎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明年一季度有望
用上国产民航轮胎

航空轮胎就如飞机的双脚,
是飞机起飞、降落和滑行过程中
唯一接地的部件。由于要承受普
通轮胎数十倍的极端载荷、近10
倍的气压、最高450km/h的高
速和降落时的巨大冲击。因此，
航空轮胎必须具有高抗冲击强
度和很低生热性，必须特别耐
冲击、耐刺扎、耐高温，能够经
受住高速起飞产生的强大离心
力和着陆接地瞬间的巨大冲击
力。

一条航空轮胎的结构极其
复杂，由至少20层高性能尼龙
材料和数个高强度钢丝圈组
成，对制造技术和工艺有着近
乎苛刻的要求,一向被视为轮
胎制造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7月19日，森麒麟发布了首
条民用航空轮胎，可适用于波
音737-600/700/800/900飞机
机型。

森麒麟航空轮胎项目于
2010年立项,组建了一支囊括
国内外53名航空轮胎领域资深
专家的技术研发团队；2012年,
森麒麟首条航空轮胎通过中国
民航局技术标准全部测试；去
年11月30日,森麒麟研制的新
一代波音737NG飞机轮胎在烟
台蓬莱机场试飞成功；去年12
月,森麒麟取得中国民航局颁
发 的 重 要 改 装 设 计 批 准 书
(MDA),标志着森麒麟具备了
航空轮胎装机使用资格,成为
我国第一家能够自主研发生产
民用航空轮胎的民营企业。

但这并非意味着森麒麟航
空轮胎可以顺利进军全球航空
轮胎市场。

森麒麟轮胎总经理林奕龙
对齐鲁晚报记者说，目前在全球
民用航空轮胎市场，米其林、普
利斯通、固特异航空轮胎三家独
大，三家轮胎公司在全球民用航
空轮胎市场占据绝大部分市场
份额。因为技术原因，目前国内
民用航空轮胎市场目前全部由
这三家轮胎公司牢牢占据。

对于森麒麟这样在航空轮
胎市场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也
不是没有机会。“就像汽车轮胎
一样，航空飞机轮胎也有原装配
套轮胎和替换轮胎。”林奕龙说，
目前森麒麟公司已经取得波音
飞机国内替换轮胎市场资质，也
就是说，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原

装轮胎报废后，可以替换使用森
麒麟生产的航空轮胎。

进入替换轮胎体系也是一
块“试金石”。“我们正在积极和
国内航空公司进行洽谈，预计
明年第一季度将有国内航空公
司采购森麒麟的航空胎装机使
用。”林奕龙说。

那么，在国内大飞机轮胎供
应体系中，森麒麟有没有机会
呢？

林奕龙说，目前，国产大飞
机C919首飞成功，正在进行测
试飞行。由于C919目前使用的
是国外品牌航空轮胎产品，但
随着森麒麟首条国内航空轮胎
的发布，在未来，森麒麟完全有
能力在国产大飞机上替代国外
轮胎，实现大飞机又一个关键

部件的国产化。

一项动态测试就
坏了50条轮胎

在林奕龙森麒麟发展蓝图
中，森麒麟航空胎走出国门，成
为国外民航飞机原配轮胎供应
商并且能够在市场份额中占有
一席之地，才是最终目标。

“要想波音飞机使用我们的
航空轮胎，首先就要进入到波音
原配供应商体系。”林奕龙说，目
前森麒麟已经启动相关工作，美
国联邦航空局也已经来森麒麟
的工厂进行了两次评估。

“其间要经过特别多的流
程，每一步都要经过审核。”林
奕龙表示，最快明年年底，森麒
麟就能通过波音公司原配轮胎
供应商资质评审。

但是，进入波音公司原配
轮胎供应商名单后并不意味着
可以高枕无忧。“到时候，就要
和米其林、普利斯通、固特异等
国外知名轮胎供应商比价格、
比技术。森麒麟将通过强大的
技术研发能力、过硬的产品性
能、快捷的服务响应机制与国
外知名轮胎供应商竞争抢夺订
单份额。”

“航空轮胎对于材料、技
术、管理等各方面要求非常苛
刻，只有通过各种极限测试才
能达到要求。”公司副总经理盛
保信说，森麒麟生产的每一条

航空轮胎都经过了最严格的测
试，除了物理性能、气密性能、
水压爆破实验等静态测试项目
外，还有模拟飞机最极限使用
条件的61次动态模拟试验。仅
在动态模拟测试中，爆裂的轮
胎就有50多条。

盛保信说，轮胎安全性每
个环节都要进行测试，一次测
试费用需要四五十万元，最多
一次花费数百万，其中还不包
括测试时耗费的轮胎。从研发
开始到最后通过一系列测试评
审获得装机资质，森麒麟一共
投入了近2亿元研发资金。

按照适航要求，航空轮胎
首先必须通过民航局的适航审
查，取得适航批准和装机批准
后才允许进入实际应用领域。
因此，凡是取得民航当局适航
批准的产品，其安全性都具有
相同或相当水平。森麒麟航空
胎产品取得中国民用航空局的
适航批准和装机批准，表明其
安全性极其可靠，其技术水平
完全达到了可与国外产品相媲
美的程度。

年产15万条航空轮
胎的生产线年底投产

从项目立项到最后研发成
功，企业经历的各种测试数不
胜数。“真是太多了，记不清了，
多次的产品研发测试也让企业
投入不菲。”

林奕龙说，航空轮胎的研
发成功打破了国外品牌垄断的
局面，给中国航天制造业提供
有力支持。

航空轮胎由于门槛过高，有
着很大的市场空间。据相关数据
统计，目前中国有2900多家民航
客机，一架飞机大约一个月就要
更换一次轮胎。2016年，国内航
空轮胎需求量达到18万条，目前
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快速增长。

林奕龙说，未来20年内，中
国民航飞机将达到7000多架，
轮胎市场潜力巨大。另外，从企
业经济效益来说，国际品牌的
轮胎，一条主轮胎2万元左右。
但对于森麒麟来说，凭借技术
和市场服务，航空轮胎性价比
肯定要高于国外品牌轮胎。

目前，森麒麟公司已经接
到800条通用航空无人机轮胎
订单。森麒麟首条航空轮胎生
产线将在今年底大规模投产，
年产航空轮胎15万条，主要研
发生产的产品包括波音、空客
系列轮胎、国产ARJ21、C919飞
机轮胎、军用飞机轮胎、通航飞
机轮胎。企业还将建立动态模
拟实验室，引进国内最先进的
德国产航空轮胎动态模拟机等
设备，可以实时模拟飞机最苛
刻的起飞、滑行、着陆的状况，
将打造国内最先进的航空轮胎
科研生产基地、成为全球知名
的民航轮胎供应商、国内主要
的军用航空轮胎供应商。

本报记者 高寒

8月4日，山东省发改委
批准了一宗收购案。歌尔增
资及收购丹麦丹拿。近年来，
歌尔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一
流的声学企业，而从此次增
资动作来看，未来歌尔已经
将目光瞄准了“人工智能+声
学”领域。

文件显示，歌尔拟以自有
资金出资两千多万美元增资及
收购丹拿普通股股票911112
股。在2014年歌尔一次性收购
这一全球顶级音响制造商83%

的股份后（先全资收购，随后将
17%的股权出售给高层管理团
队），此次歌尔将持股比例提高
到88 . 57%。

在山东省发改委公布的信
息中，本次增资将使得歌尔对
丹拿的投资总额达到7000万美
元，资本实力得到明显提升，从
而有较强实力开展智能无线音
箱系统的研究与生产。

目前，丹拿的设备被全球
多家知名电视台使用，比如中
国的央视和英国BBC，且全球
超过三分之一的录音棚音乐制
品和电影音乐音效，是通过专

业丹拿音响完成的。除此之外，
丹拿还为诸如劳斯莱斯、布加
迪等豪车装配车载音响，其专
为小空间研发的车载扬声器，
领先于世界其他品牌。可以说，
丹拿就是全球顶级音响的代名
词。

2014年，歌尔以5000万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丹拿（包
括其香港子公司支付8 5 0万
收购丹拿17%的股份，随后将
其原价售给丹拿的高层管理
团队）。整个交易结束后，这
家来自潍坊的企业持有丹拿
83%的股份。

分析人士认为，歌尔增资
除了加强对企业的话语权外，
未来可能希望发展智能无线音
响系统。

小米公司一位技术专员小
王则表示，“wifi+hifi”其实是很
多音响生产者的目标。

小王举例，蓝牙技术其实
定位于短距离的信息传播，一
旦距离较长，便不再好用，这对
于构建整个家庭生态，甚至在
线音乐无线播放来说其实并不
利。“首先就是，要让音乐源和
音响能够拉得开距离，其次，很
多在线音乐播放可以提供wifi

播放服务，你在电脑上点一下，
高清无损的音乐就能通过你家
的音响播放出来。而在这方面，
还要实现wifi技术和高清音响
的结合。”

同时，如果再将人工智能
结合起来，更是音响界的一场
革命。如果一款声音接受器，能
够极精准地识别人类的语言，
并将其转换成命令，操控家庭
内的空调、电视等家电，那将会
极大地方便人们的生活。小王
就表示，声音和人工智能的结
合，必将是未来各大科技公司
争夺的焦点。

歌歌尔尔股股份份增增资资顶顶级级音音响响品品牌牌
瞄准声学的下个战场

七年立项，数年研
发。近日，森麒麟自行研
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首条民用航空轮
胎发布。作为国内首家
拿到生产和销售航空轮
胎资格的轮胎企业，森
麒麟这家民营企业离进
入飞机制造全球价值链
分工协作的平台还有多
远？如今，国产大飞机首
航试飞成功，像森麒麟
这样的企业在国产大飞
机产业链上机会在哪？

森麒麟轮胎生产线。 记者 宋祖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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