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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心向党，喜庆二十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新目标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发扬担当和奋进精神，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砥砺前行，彰显建
功新时代的湖湘巾帼力量，勾勒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先锋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
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强国复兴有我”专题报道，聚焦湖湘高层次女性人才，为您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
湖湘巾帼故事，展示她们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精彩人生，激励广大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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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飞天！她用匠心打造飞机的“中国心”
冬日凌晨 4 点半，天空

中刮起了寒风。在中国航
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的
航空发动机试车台，全国
人大代表、专职总师单晓
明正在跟同事确认当日的
试验安排，开始了新一天
的工作。

这是发动机试验关键
时期单晓明每天的工作日
常。 为了实现飞 天 梦 想，
她在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发
一线一干就 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来，她带领团队
成功研制了对法合作的 6
吨级先进民用直升机动力
涡轴 -16 发动机，还主动
承担具有挑战性的超大功
率等级先进辅助动力装置
的研制工作，开启了动力
研制新征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单晓明，全国人大代表，

自然科学研究员，中国航发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专职总

师。先后荣获省部级及以上

科学技术进步奖 13 项。2019

年，单晓明带领团队成功研

制了对法合作的 6 吨级先进

民用直升机动力涡轴 -16 发

动机，取得了 CAAC（中国

民用航空局）型号合格 TC

证和生产合格 PC 证。

人物档案

走进单晓明的办公室，墙

上一张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元素

周期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在 采 访 过 程 中， 单 晓 明

还拿出了一本翻得泛黄的小册

子——《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

（CCAR-33R2）。在这本小册子

上，单晓明密密麻麻的注释笔

记随处可见。单晓明给记者介

绍了小册子上的各个英文缩写。

这些英文缩写，于他人而言只

是普通字母，但对单晓明来说，

却是她和团队奋斗十几年甚至几

十年要达到的标准。

航 空 发 动 机 是国之 重器，

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是构成国家实力基础和军

事战略的核心技术之一，其研

发制造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航

空工业发展水平。

玉龙发动机，是单晓明参

加工作后第一个参与研制的涡

轴发动机，也是国内第一型完

全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对于我

们研发人员而言，它是我们自

力更生、自主研发的，就像自

己的孩子一样。”说起玉龙发

动机，单晓明满是自豪，“玉龙

发动机一开始的代号是 40 号

机，当时大家开玩笑说 40 号

机我们要干到四十好几，结果

确实不少人从 20 多岁干到了40

多岁。”

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过程是

非常曲折的，其中涡轴 -16 发

动机的研制，是单晓明面临的

一次最大挑战。当时，单晓明

担任涡轴 -16 发动机的型号常

务副总设计师。“涡轴 -16 发动

机是 2008 年开始跟法国人合

作的，涉及到两国多方的协调，

技术和管理困难都很大。”

“当代表 像做 科 研 一样认

真，写建议像写论文一样严谨。”

这是很多人评价单晓明履职态

度时常说的一句话。

作为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全

国人大代表，单晓明在从事繁

忙的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多次

抽时间调研湖南省通航产业发

展，重点调研低空空域管理改

革试点情况，了解改革推进过

程中主要的困难和问题。“通航

是航空的一部分，跟我的专业

密切相关。当我发现低空空域

开放、优化通航运营环境等方

面还存在不足时，就陆续提出

与通航相关建议 10 份，推动了

湖南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相关政

策的制定和落地。”

单晓明还将老百姓“急难愁

盼” 问 题 放 在心中。2019 年，

单晓明在调研走访中发现，株

洲西站由于无始发车次、经停

车次少，致使旅客出行选择有

限，车站的运能负荷也远未达

到合理区间。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期间，单晓明积极呼吁：株

洲西站具备增加经停车次条件。

经过不懈努力，株洲西站增加

经停列车 25 趟次，有效解决了

市民上下班通勤、探亲、出差

不便的实际问题。

乡村振兴也是单晓明一直

以来关注的话题。作为动研所

扶贫结对帮扶的责任人，单晓

明将湖南省曾经最偏远的深度

贫困村——城步县巡头村修路

和重修学校两个“老大难”问

题反映给地方政府，促成了项

目建成；还把帮扶家庭中的留

守女童小刘接到家中照顾辅导，

一带就是 4 年。

后来小刘考上了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成为当年村里

考得最好的孩子。

单晓明和丈夫都是航发人，

他们曾是大学同班同学。本科

毕业后，单晓明接着读研，而

男朋友被分配到位于株洲的中

国航发南方工业公司工作。1991

年，研究生毕业时，单晓明有

很 多选 择 机会， 但 为了爱 情，

她最终决定来株洲。“我是被他

‘骗’来的，他说和单位签了协

议，不能走。”单晓明就此扎根

株洲，和丈夫相互支持，一个

在研究所搞设计研发，一个在

工厂做制造工艺。

天道酬勤，单晓明丈夫后

来成为了制造工艺专家，并担

任工厂总工程师，成为公司领

导，而单晓明也成长为航空发

动机领域的知名技术专家。这

一对航发伉俪，被同事们戏称

为“厂所一家亲”。 

“航空发动机是几代人的事

业，我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

人持之以恒地努力，一定会有

越来越多装有强劲‘中国心’

的航空器自由翱翔蓝天，实现

儿时飞天梦想！”单晓明坚定

地说。

单晓明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

过的，在农村的经历，让她养

成了吃苦耐劳、刻苦拼搏的品

质。“打猪草、插秧、砍柴，几

乎所有的农活我都会干，直到

现在，我手上还有当年砍柴留

下的伤疤。”

1984 年，单晓明参加高考，

当看到各大高校招生简报上密密

麻麻的专业介绍，她顿时陷入了

苦恼中。

这时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老师来学校招生，单晓明由于

成绩优秀，被他们“盯上了”。“当

时招生简报中‘航空发动机是飞

机的心脏’几个字吸引了我。我

心想心脏多重要呀，要学就学最

厉害的。”从此，单晓明就与航

空发动机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单晓明是一个对航空动力事

业很执着的人。她的本科、硕士、

博士都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毕业后，则一

直在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

所（以下简称“动研所”）航空

发动机研发一线工作。

在动研所，单晓明有过改行

的机会，但她表态要坚持留在

科研生产的第一线。“我想自己

学了航空发动机，就要把专业进

行到底。我擅长长跑，可以在科

研中发挥女性的韧性，而且择一

事，终一生，我这一辈子只想为

中国飞机‘铸心’。”

工作中，单晓明很少觉得累。

为了攻克航空发动机研制中的难

题，单晓明不仅经常熬夜，三更

半夜做试验也是常有的事。“发

动机研制中要经过大量的试验

才能确定发动机的性能、耐久性。

一般 来说，一台航空发动机零

部组件试验可达 10 万小时，整

机试验可达 1 万多小时。因此我

们试验进度安排得非常紧，经常

要夜以继日连轴转。”

当出现发动机故障时，哪怕

在深夜，她都会找大家来讨论。

有时候为了排除故障，凌晨两三

点她和同事们还奋战在排故试

验现场。

“我经常做梦都想着工作上

的事，周末如果不去办公室加班，

都还会不习惯。”每天晚上 11 点，

同事总能看到单晓明办公室亮

着的灯，第二天总能收到她深夜

发的邮件。“只是身体上偶尔累，

心很少感觉累。在我心里，我只

有充实和攻克难关、一点点接近

目标的快乐。”

要学就学最厉害的
飞机“心脏”专业

结缘航空： 为新研制发动机拿下适航“通行证”挑战难关：
在合作过程中，涡轴 -16 发

动机有一个油滤组件，国内没有

做过，单晓明和团队成员的设计

方案反复几次都没有通过评审。

抱着一定要攻克技术难关的决

心，单晓明和研制团队咬紧牙关，

不断优化方案，并同步创造条件

对方案进行试验验证，最终自

行设计的油滤组件方案顺利通

过了评审。

2017 年，在型号研制最关键

时刻，单晓明领衔涡轴 -16 发动

机取证试验攻关团队向适航取证

发起冲刺。“适航就是适于航行，

是航空发动机能否随航空器自由

翱翔的放飞证。没有‘适航’通

行证，航空器好比束住翅膀的鸟。”

一开始半年多，涡轴 -16 发

动机的适航取证试验困难重重。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试验是

加速任务试车（AMT）试验。“我

们所有申明的性能，都要通过试

验验证。这个试验，就是为了验

证涡轴 -16 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能

否达到 3000 小时。”

在单晓明和团队成员的努力

下，2019 年 10 月， 涡 轴 -16 发

动机取得了 CAAC（中国民用航

空局）型号合格 TC 证，成为我

国首个按照最新适航规章要求完

成符合性验证的民用航空发动

机。“当看着 AC352 直升机装上

涡轴 -16 发动机像雄鹰一样飞过

群山、飞过湖面时，就觉得自己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航空是工作、履职、生活的主旋律逐梦蓝天：

2021 年，单晓明在试验车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