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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普及
６０１ 所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６０２ 所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６０３ 所 中航第一
飞机研究院 ６０５ 所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６０６ 所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６０７ 所
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院 ６０８ 所 株洲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 ６０９ 所 中国航空附件
研究所 ６１０ 所 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 ６１１ 所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６１２ 所 中国空空
导弹研究院 ６１３ 所 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６１４ 所 中国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 ６１５
所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６１８ 所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６２０ 所 中国航空
系统工程研究所 ６２１ 所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６２２ 所 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 ６２３ 所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６２４ 所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６２５ 所 中国航空工业制造工程研
究所
６２６ 所 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６２７ 所 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 ６２８ 所 中国航空
信息中心 ６２９ 所 结构热强度研究所 ６３０ 所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６３１ 所 中国航空
计算技术研究所 ６３３ 所 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６３４ 所 北京长城航空测控技术研
究所 ６３７ 所 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６４０ 所 上海飞机研究所 ６４８ 所 贵州飞机设计所
６４９ 所 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 ６５０ 所 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 ３０１ 所 中国航空综合
技术研究所 ３０３ 所 中国航空精密机械技术研究所 ３０４ 所 中国航空计量技术研究所
０１１ 基地 贵州航空工业集团 ０１２ 基地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０１３ 基地 湖南
航空工业局 ０１４ 中心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１０３ 厂 豫北机械厂 １０５ 厂 天津航空机
电有限公司 １１２ 厂 沈阳飞机制造公司
１１６ 厂 平原机械厂 １２０ 厂 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２ 厂 哈尔滨
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４ 厂 郑州飞机设备公司 １２５ 厂 北京曙光电机厂 １２６ 厂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公司 １３２ 厂 成都飞机制造公司 １３３ 厂 长春航空机载设备公司 １
３４ 厂 豫新机械厂
１３５ 厂 万里机电总厂 １６２ 厂 贵航集团双阳飞机制造厂 １７２ 厂 西安飞机制造
公司 １７４ 厂 四川航空液压机械厂 １８１ 厂 武汉航空仪表公司 ２０５ 厂 四川泛华航空
仪表电器厂 ２４１ 厂 川江仪器厂 ２４２ 厂 兰州飞控仪器总厂 ３００ 厂 中南传动机械厂
３２０ 厂 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２ 厂 宏图飞机制造厂 ３３１ 厂 南方航空
动力机械公司 ３７０ 厂 兰翔机械总厂
３７２ 厂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２ 厂 常州飞机制造厂 ４１０ 厂 沈
阳发动机制造公司 ４２０ 厂 成都发动机制造公司 ４３０ 厂 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 ４６０ 厂
贵州黎阳机械厂 ５０３ 厂 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３ 厂 南京宏光空降装备厂
５２２ 厂 石家庄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０ 厂 巴山机械厂
５４２ 厂 保定向阳精密机械厂 ５５０ 厂 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 ５７０ 厂 三江
机械厂 ３２０７ 厂 川西机器厂 ３３３７ 厂青岛前哨精密机械公司 ３３４７ 厂 景德镇航空锻
造公司 ２ 集团的 ３３５７ 厂 徐州航空压铸厂 ５７１２ 厂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修理厂 ５７２２
厂 二集团公司五七二二厂 航空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专门设计房子的） 汉中集团
的 ０１２ 基地 陕西燎原航空机械制造公司
陕西华燕航空仪表公司 陕西航空硬质合金工具公司 中原电测仪器厂 宏峰航空
精密机械工具公司 朝阳机械厂 长空精密机械制造公司 航天院所：航天一院：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 航天二院：地空导弹研究院（长峰集团） 航天三院：飞航导弹研究院（海鹰集
团） 航天四院：航天化学动力研究院（固体）西安 航天五院：空间技术研究院 航天六院
：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内蒙古） 航天七院：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航天八院：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局） 航天九院：航天基础电子技术研究院 航天十院：航天时代仪
器公司 航天五院 ５０２ 所是卫星控制技术研究所，５０３ 所主要从事卫星应用和信息技术
应用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项目包括：大型卫星地面接收站、卫星通信网组网工程、卫
星遥感技术的应用、北 斗导航与定位系统、ＧＰＳ 及 ＧＰＳ／ＧＬＯＮＡＳＳ 导航定位接收机、
计算机系统工程、卫星地面站 系统工程等。 航天系统各院的分工 原来航天系统是由
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的，在 １９９８ 年以前，国防科工委是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双重领导
的机构，既带有军队性质，又是政府部分，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的改革后，国防科工 委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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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职能划给了解放军总装备部，成为了一个纯政府部门。这样，航天系统可以大致分
为两个方面，军队系统和非军队系统。军队部分的航天系统主要包括酒泉、西昌、太
原三大
卫星发射中心和各航天测控中心（北京、西安、远望等等） ，以及一些航天事
业和航天工程 的领导机构，比如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等。各单位的职能从名称上就一
目了然，比如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就是负责卫星发射的，如此等等。非军队系统包括政
府部分的国家航天局，国家 航天局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一个部分，管理民用航天事业、
对外代表国家。真正的航天科研体 系已经改组为了企业体制， 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
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 这两个集团 下属的各研究院／所／事业部，是中国航
天的主要科研力量。也就是说，航天大部分型号产品 都是他们研制的。航天科技集团
实行母子公司体制，下设 ７ 个大型研制实体： １）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
技集团第一研究院 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 ２）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技集团第四
研究院 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 ３）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 卫星
与飞船 ４）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 ５）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 运载火箭、导弹、卫星、飞船 ６）中
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 原航天科技集团九院、十院合并重组而成 电子技术、导航技术
７）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航天科工集团实行事业部体制，下设四个事业部和六个研究
院，在 六个研究院中， 有四个研究院与四个事业部是一体的， 还有两个研究院没有
编入事业部体制 １）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工集团第一事业部（航天科
工一院） 宇航与信息 技术 ２）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工集团第二事业
部（航天科工二院） 防空、防天 技术 ３）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工集
团第三事业部 （航天科工三院） 术 飞航导弹技
４）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工集团第四事业部（航天科工四院）
运载技术与 特种地面车辆 ５）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研究院 航天科工集团六院 固
体火箭发动机技术
６）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航天科工集团七院 北京 建筑设计补充： １）航天
科技集团和 科工集团在研究院编号上已经有了重复， 科工集团一院的说法还很少出
现， 所以现在提到一 院基本上都是 ＣＡＬＴ ２）科技集团没有二院和三院，而科工集团
的二、三事业部（二、三院） 是以原来的二院、三院为主组建的，所以提到二院、三
院，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二院和三院。 ３） 原航天总公司四院是从事固体发动机研制的
， 总部在陕西， 有一个大的科研基地在内蒙， 就是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又叫河西公
司；９９ 年分家的时候，四院给了科技集团，但河西公 司属于科工集团， 科工集团将
河西公司重命名为六院， 这样从事固体发动机研制的就有了两 家，科技集团四院和
科工集团六院，代表产品分别是载人航天逃逸发动机和 ＥＰＫＭ。 ４）科
技集团将 ０６７ 基地改名为航天科技集团六院，０６７ 基地在中国航天史上功不可
没，其液体发 动机是长征火箭的动力之源。这样六院也有了两个，需要注意区分。
国内航天航空行业概况 中国航天 一院：北京，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
，尤其大型运载火箭； 二院：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二研究院（外称长峰集团）是
我国火箭固体发动机研制产品 的主基地，下属二十余个厂，所，部，站，分布于北京
，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其军品主 要有中低空，中高空地空／舰空导弹，中近程地
地导弹，民品主要有航天数控，医疗器械， 电视接收等，该院的“北京双猫计算机仿
真中心”对外开放。主要防空导弹。 三院：北京，中国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飞航式
导弹，如舰舰导弹，岸舰导弹，巡航导弹； 四院：西安，发动机，主要是固体发动机
五院：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卫星及应用，飞行器，主要是大卫星。 六院：
（有吗？） 七院：北京，中国航天建筑设计院； 八院：八院也该算在上海吧，８０１
，８０２，８０３ 都在漕河泾一带 九院：上海，原上海航天局，火箭、卫星方面都有涉及
，捆绑式长征三、那年在基地测试时 爆炸的卫星都是上海航天局的产品。 现在有新
增了十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ａ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ｍｏｄｅｌｎａｍｅ＝ｎｅｗ＿ｓｐａｃｅ＼ｉｎｄｅｘ 航天
一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航天二院：地空导弹研究院（长峰集团） 航天三院：飞航导弹
研究院（海鹰集团） 航天四院：航天化学动力研究院（固体）西安 航天五院：空间技术研
究院 航天六院：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内蒙古）
航天七院：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航天八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局）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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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九院：航天基础电子技术研究院 航天十院：航天时代仪器公司（北京） 国家航天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ｓａ．ｇｏｖ．ｃ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ａ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ｍｏｄｅｌｎａｍｅ＝ｎｅｗ
＿ｓｐａｃｅ／ｌｉｎ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下属五个研究院，两个基地 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第一研究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ｌｔ．ｃｏｍ／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五研究院） 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第八研究院） 航天化学动力技术研究院（第四研究院） 中国航天电子
基础技术研究院 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０６２ 基地）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总公司（０６７
基地）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持股 ５０％）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第一研究院）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下属 １３ 个 所，６ 个厂 一部 导弹、火箭总体
１１ 所 燃烧，燃料，液体火箭发动机
１２ 所 导航，控制 １３ 所 导航，精密仪器，传感器 １４ 所 导弹再入飞行器设计
１５ 所 兵器发射，低温加注 １８ 所 航天伺服系统，ＣＡＤ １９ 所 导弹及运载火箭技术
情报和档案 １０２ 所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７０２ 所 结构强度与环境工程研究、试验 ７
０３ 所 金属，复合材料，材料及工艺，特种焊接 ７０４ 所 航天跟踪，测量 ２００ 厂 航
天飞行器和导弹控制系统电子设备，北京海淀区永定路 ５０ 号 ２１１ 厂 运载火箭研制
、生产总装，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 ８１１ 厂（长征航天控制工程公司） 伺服控制产品
、智能机电、液压控制及计算机应用技术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第五研究院） ５０１，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８２ 号 ５０２，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姿态及轨道控制系统，北京市海淀区 ５０３，北京卫星信息工程
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６１ 号 ５０４，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 ５０８，北京空
间机电研究所 ５１０，兰州物理研究所 ５１１，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５１２，北京空间
科技信息研究所
５１３，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 ５１４，北京东方计量测试研究所 ５１５，汕头电子
技术研究所 ５２９，北京卫星制造厂 ５３９，上海科学仪器厂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航天
八院）漕溪路 ２２２ 号航天大厦 下属 １６ 个研究所、１３ 家工厂、１０ 家公司和 １ 家上
市公司 八部，５０９ 所，８００ 所，８０１ 所，８０２ 所，８０３ 所，８０４ 所，８０５ 所，８０７ 所
，８０８ 所，８０９ 所， ８１２ 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北京市丰台区 电子
元器件、电子设备、专用计算机及计算机测控系统 九院的下属单位共有四个，分别座
落在北京、西安、杭州、桂林等四个风景名胜地区。 航天十院北京市海淀区 主要从
事各类导航仪器、制导设备、惯性系统与仪表、光电产品、电机．电器、精密仪器仪
表以及计算机软硬件产品与技术的开发、制造与销售业务。 航天化学动力技术研究院
（第四研究院） 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各种试验 拥有 ６ 个研究
所，５ 个工厂及其它生产、生活配套单位 总部位于西安市东郊田王 ４１ 所，４２ 所（
航天化学动力总公司） ，襄樊市春园路 １ 号，４３ 所，复合材料，西安市，４４ 所， 传
感器及配套仪表的研制生产，西安市 ４７ 所，４０１ 所，７４１４ 厂，７４１６ 厂，７４２２ 厂，
７０１ 所，空气动力，丰台云岗，７０７ 所，信息咨 询研究中心，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滨
河路 １ 号 ７０８ 所，航天标准化、质量与可靠性理论、政策、工程应用的研究和咨询
机构，北京市西城 区月坛北小街 ２ 号
７１０ 所，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系统工程，北京海淀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
航天机电集团公司） 拥有 ４ 个大型研究院，８ 个大型科研生产基地、７ 个直属大型
企业和若干直属研究所、外贸 公司、投资公司、控股与参股公司等。 一、中国长峰
机电技术研究设计院（第二研究院） 二、中国海鹰机电技术研究院（第三研究院）
三、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第六研究院） 四、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七研究
院） 五、河南航天工业总公司 六、云南航天工业总公司 七、中国江南航天工业集团
公司（０６１基地） 八、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０６６基地） 九、湖南航天
管理局（０６８基地） 十、自动化测量控制技术公司 十一、中国航天工业供销总公
司 十二、直属单位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 中国长峰机电技术研究设计院（航天二院）
下属 １ 个工程总体设计部，１０ 个专业研究所，９ 个技工贸结合的公司 北京新风机
械厂，北京长峰机械动力厂，北京新立机械厂 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北京控制与电
子技术研究所，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北京遥感设 备研究所，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
究所 北京计算机应用和仿真技术研究所，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北京环境特性研究所，
北京电子文
献服务中心，西安长峰机电研究所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北京仿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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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立技工学校，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教育培训中心，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心
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街道办事处，北京长峰工业公司，北京航天机床数控系统集团
公司，北京 精华工业公司，山西航天工业发展总公司 １７ 所，２０４ 所，７０６ 所， 第三研
究院 主要从事岸舰飞航导弹研究，三部， 北京天方新技术开发公司 ２３ 所，３３ 所，
３５ 所，３０４ 所，３１０ 所， ８２５７ 所，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 ６９ 号 ８３５９ 所，北京市海
淀区五棵松路 ６１ 号 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第六研究院） 固体火箭发动机 内蒙古
中国航空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 沈阳地区： ６０１ 所，飞机主机；６０６ 所，发动机
主机；沈飞，飞机制造；黎明，发动机制造 西安地区：ｗｗｗ．ｘａｃ．ｃｏｍ．ｃｎ ６０３ 所，飞
机主机；６３０ 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飞，飞机制造；６１８ 所，惯导；６２３ 所，
飞机强度 成都地区： ６１１ 所，飞机主机；成飞，飞机制造； 贵州地区：
贵航，教练机 上海地区： ６４０ 所，飞机主机，ＡＲＪ 项目；上飞，飞机制造，Ａ
ＲＪ 总装 北京地区： ６２１ 所， 航空材料研究院； ６２８ 所＆６２０ 所， 中国航空工业发
展研究中心； ６２５ 所， 制造工艺； ３０１ 所，标准化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 哈尔滨
地区 哈航，直升机，Ｙ１２，ＥＲＪ１４５； 陕西汉中地区 陕飞集团，Ｙ８ 系列 景德镇地区
６０２ 所，直升机主机；昌河，直升机制造 南昌地区 洪都集团，教练机，Ｋ８，Ｌ１５，
Ｑ５ 航空工业第一集团 西安地区： ４３０ 厂，红旗机械厂，发动机制造；远东机械厂，
飞机液压机械；庆安机械厂，发动机液压 机械；６３１ 所，航空计算技术； 成都地区
： ６２４ 所，中国涡轮燃气研究院，发动机预研； 贵州地区： ４１０ 厂，黎阳机械厂，
发动机制造；
上海地区： ６４０ 所（已并入 ６０３ 组成航空工业第一研究院） ，民用飞机； 航
空工业第二集团 哈尔滨地区： 哈航，直升机等制造；东安机械厂（已与哈航合并）
，涡轴发动机； 株洲地区： ６０８ 所：涡轴发动机总体；３０１ 厂，发动机制造； 荆
州地区： 荆门宏图飞机制造厂，水上飞机、飞艇、地效飞机；６０５ 所，特种飞机；
成都地区： 新都机械厂，发动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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