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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多月“大变身”

延长运行10余年

4月18日，在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
司（简称天津海特）的二期机库里，1架波音
737-800飞机被20多个千斤顶托举着。它
的舱门大开，机身内部的座椅已被搬空，外
露的线路、管道尚未归位。身穿深蓝色工服
和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机舱内部检
查设备，有的在打铆钉。
“这个机位承载的功能除了喷漆，别的

活儿都能干。”现场作业的一位工程师告诉
记者，飞机“客改货”时，需要把它顶升起来，
舱门底部距离地面3米左右，这样能使飞机
受力均衡，改装的时候才不易变形。

不远处，带有浅绿色保护性底漆的主货
舱门已经就位，等待安装。这是天津海特的
第9架“客改货”飞机。“我们前期交付了4架
波音737-700和3架波音737-800，目前在
场内进行‘客改货’的是第8和第9架飞机。”
天津海特总经理陈健聪告诉记者，此前完成
改装的飞机有6架交付给了国外货运航空
公司使用，1架交付给了天津货运航空有限
公司使用。

眼前这架被托举起来的波音737-800
是今年3月中旬抵达这里的，预计7月初完
成“变身”，其主人是美国一家租赁公司。“我
们的客户大部分是租赁公司。飞机在投入
客运15年左右便进入老龄阶段，租赁公司
为了延长其经济价值，可以选择‘客改货’的
方式，将飞机从客机改为货机。”据陈健聪介
绍，改装后的飞机一般可以再延长运行10
余年。

国内民航飞机使用年限一般为25至30
年，大多通过租赁公司或航空公司自购引
入。以8至12年的租约时长来看，一架飞机
从引进到退出往往会经历两三轮的租赁

期。但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偏好低龄飞机，平
均机龄7年左右。此外，机队的新旧更替
快，一般飞行15年左右便会进行资产处置。

对租赁公司来说，处于退租阶段的飞
机，优先的处置方式是续租，然后再考虑转
租转售、“客改货”、拆解等。以往部分老旧
一些的机型也会转售到东南亚、非洲等地
区，但现在全球客机运力总体供大于求，部
分客机闲置，再次转售的难度加大。而航空
货运需求却“扶摇直上”，由此推动更多的退
租飞机进入了“客改货”通道。

当“客改货”项目开启，飞机将经历一场
“大手术”。以波音737-700和波音737-800
客机为例，在不改变飞机适航性要求的基础
上，“客改货”操作将对其重新进行载荷设
计、绿色改造方案设计、绿色结构模型搭建，
以及绿色装配仿真平台、主体结构与辅助系
统安装等，进而满足航空货运需求。与此同
时，客舱设施拆除后，飞机的维护成本也将
大幅降低。

2040年航空货运量翻一番

改装后载重量增加近4倍

在天津海特二期机库，一位举着小手电
筒的工作人员引起了记者注意。他正仔细
查看一架已重新喷漆的波音737-800飞机，
但既不动手安装管线，也不参与打铆钉等实
际工作。据现场作业的工程师介绍，这位
“光看不干”的工作人员是美国一家租赁公
司在中国指定的技术代表刘荣豪。
“我重点负责监督‘客改货’业务的施工

质量和进度，比如油漆是否出现‘小皱纹’，
线路是否有按规定的标准布设等。”刘荣豪
告诉记者，他一般会参照施工方案进行比
对，没有具体要求的时候则根据经验来评
估。如果哪里产生疑问的话，会反复翻阅技
术文件，及时校对更正。

刘荣豪紧盯的飞机正是天津海特执行
“客改货”任务的第8架飞机，机身已喷上黄
色的油漆，并带有国际货运公司DHL的红
色字母标志。“它的状态不错，再过20多天
就可以试飞了，之后将交给DHL使用。雇
主有好几架飞机在这里进行‘客改货’，预计
后续我还会在天津工作。”刘荣豪说。

当前，全球航空客运市场较为低迷，货
运市场却供不应求，货机的缺口依然较大。
波音曾在2020年预测，未来20年全球航空
货运量将翻一番，全球航空货运市场届时将
增加2430架货机。
“近些年，海陆运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部分单品价值较高的货物运送需求转移到
了航空货运市场，但受新冠疫情影响，机场
装卸货的速度减慢了，整体运行效率有所降
低，航空货运市场有些供不应求。”华东一家
航空公司货运部负责人杨先生告诉记者，目
前国内主要航空公司也有开展临时性的“客
拉货”项目，等客运市场彻底好转后，还可以
改回来，成本不是太高。但以波音737-800
为例，临时性“客拉货”的飞机货运能力一般
只有5吨左右，远低于永久性“客改货”后的
24吨载重量。

3000万改架波音737-800

行情好时3年便可回本

全球航空货运市场走俏，进一步拉动空
运价格上扬。据杨先生介绍，以欧美洲际航
线为例，2019年每公斤货价约20元，现在每
公斤价格涨到了60元左右。“以目前的行情
来估算，波音737-800‘客改货’的成本约
3000万元，运营3年便能收回这一改装成
本。不过目前的市场比较特殊，价格水平处

在高位，不确定能持续多久。”他告诉记者，
为提升货运能力，自己所在的航空公司也安
排了1架波音737-800飞机进行“客改货”，
预计3个月后投入运营。

从改装市场来看，订单需求量依然较
大。“目前我们的‘客改货’订单已经排到了
2023年，今年下半年还有3架飞机排队入
场。”据陈健聪透露，天津海特正在规划第3
条“客改货”生产线，并评估建立三期机库，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提升效益做准备。

另一家航空维修、改装“专业户”山东太古
飞机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山东太古）的“客改货”
订单同样全线排满。“我们波音737-800‘客改
货’业务有7条产线，目前订单排到了2025年。
其实往年‘客改货’业务仅占公司整体飞机维修
改装总业务的13%，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客
改货’业务量大幅攀升，目前已经占到公司总产
能的50%。”山东太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窄体机型“客改货”市场仍以波音737-800为
主，空客A321“客改货”订单开始陆续签约。由
于客运市场较为低迷，目前波音737-800和空
客A321“客改货”的机源较为充足。

从技术路线上看，目前市场上的波音
737NG机型“客改货”方案主要来自波音原
厂、美国航空工程师公司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
司等。空客A321机型“客改货”方案主要来自
空客和新加坡科技宇航公司的合资公司EFW
等。不同机型改装方案的技术路线各有优
势，改装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其中，天津海特
选择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合作，共同为全
球客户提供波音737NG“客改货”改装服务。
“近几年，天津海特正是借助了天津自贸

试验区的创新政策，才得以快速发展。比如，
公司获批在天津自贸试验区开展境内外航空
保税维修和再制造试点业务。”陈健聪告诉记
者，目前境外飞机转国内航空公司运行，若在
天津海特执行维修、改装业务，可以不再额外
调机至境外，而只采用形式申报。这项政策
的实施，为客户节省了调机费用与调机时
间。与此同时，天津海特也无需再缴纳保证
金，可以节省每架次飞机1100万元左右的押
金，并直接节省40万元左右的利息支出，有
效降低了成本，使得公司在国际航空维修、改
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较大优势。

再过一段时间，天津海特的工程师们
将撤走支撑在第9架“客改货”飞机身下的
千斤顶，重新布设管线、恢复电气系统，然
后完成喷漆、试飞、交付等工作。当黄色涂
装的飞机起飞“回家”时，新的客机又将有
序入场，开启“客改货”之旅。

4月21日早晨6:30，37岁的飞机改装工程师严科雄起床
给家人做好早餐，然后坐半小时班车去单位。

在公司机库里，一架机龄15年、重40余吨的波音737-800
正等着他。这架飞机是半个月前从欧洲飞来的，在这个有些陌
生的环境里，它要等待3个多月才能重新起飞。

严科雄和他的同事们负责对它进行全方位的检修、改装，
最终这架原本可以容纳170余人的客机，将变身为载重量达
24吨的货机。
“我们就像‘外科医生’，可以改变飞机的结构和用途，让

其获得某种意义上的重生。”从事飞机维修、改装工作10余
年，严科雄经手过波音757、波音747、波音737NG等不同机型
的“客改货”项目。“我主要参与波音飞机的改装项目，前期确
定好技术方案后，不同机型的改造难度相差不会很大。”他说。

要对一个动辄上亿元的庞然大物进行改装并非易事。“仅
大大小小的航材数量便涉及26万个。”严科雄表示，在“客改
货”的过程中，不变的是飞机原有的动力、飞控、导航等系统，
改变的则是电气、灯光、结构等布局。“工期较长的是电气系统
和结构系统的改造，要对飞机内部的各种线路重新布置，对飞
机的整体结构重新调整，让它从讲究舒适、美观的客机变成
‘拉货能手’。”他说。

当飞机不再运送乘客，其娱乐设施、座椅餐板等就变得不
实用了，需要一一拆除。但另一些高价值的发动机、控制系统
等部件在改装前会小心翼翼地拆下来保存，以待后期安装。
拆除工作完成后，飞机要经历切割蒙皮、安装主货舱门、加固
地板、恢复电气系统、喷漆、试飞等一系列“客改货”操作。

飞机改装工程师每天跟各类工程图纸、技术资料，以及大
量精细零部件打交道，既考验体力、耐力，也需要不断学习技
术。“切割蒙皮是一项技术活，我们会用机器把铝合金材质的
飞机外皮切开，重新凿一个空间来加装主货舱门。”严科雄指
着一架即将安装门框的波音737-800告诉记者，主货舱门宽
度3米左右，实际要切开的门框空间会更宽，但切割的地方正
好有一个记录飞行速度、气压高度等指标的大气数据静压系
统。他们的方案是通过技术手段，巧妙地把它挪到门框下面，
同时避免主货舱门离机翼上的发动机过近，防止装货的时候
碰到发动机，产生安全隐患，使其更加安全可靠。

门框空间“割开”后，工程师们便开始“叮叮咚咚”地忙安
装。“安装门框在我们整个项目工作量里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
工作，有时20位技工要连续20多天才能打完铆钉。整架波音
737-800飞机约有12万颗铆钉，门框上就有4万多颗，我们要
一颗一颗地把它安装上去。一颗铆钉打得漂亮容易，但成千
上万颗铆钉都打好却不简单。”据严科雄介绍，铆钉在“客改
货”操作中非常重要，它连接着货舱门框和飞机的“骨架”。要
把整个门框稳稳地固定在飞机上，必须靠铆钉加以紧固。如
果铆钉打得不好，时间长了容易松动，产生裂纹甚至脱落，直
接影响飞机的安全，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每颗铆钉都会承受相应的重量。铆钉打得好，人们用手

摸上去会很平滑；打得不好，铆钉会有些斜，摸起来凹凸不平。
不细看可能看不出来，但摸着会很明显。我们在
招进新员工后，也会进行安装铆钉的培训，会拿样
品让训练，培养其细心程度与技术水平。其实每
一颗铆钉也都代表着技工的手艺。技工手艺好
不好，打个铆钉就知道了。”严科雄说。

春日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波音
737-800的机身上，浅绿色的保护性漆
面映照出些许斑斓。正在经历“变身”的
它，再过一段时间将返回欧洲，以新的身
份开启新的航程。

飞机租赁常被誉为融资租赁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依托
飞机租赁业务的领先优势，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简称东疆）如
今正发力包括“客改货”在内的飞机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

今年4月，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满7年。作为天津自贸试
验区所辖片区之一，东疆正是其发展的缩影。就在3月，南航
租赁通过东疆项目公司完成了一笔波音737-800飞机资产包
的跨境交易。让人惊讶的是，这家公司仅用了1天时间就完
成了一系列出入境手续。在南航租赁相关负责人看来，东疆
已经成为飞机资产跨境交易的“摇篮”。

在去年发布的《天津市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简称
规划）中，天津明确提出建设全球飞机租赁中心。这当中，东
疆被赋予重要角色。

以建设全球飞机租赁中心为例，规划指出，天津要积极引
入国际航空租赁企业和机构在东疆开展业务，全力推动飞机
进出口、离岸业务开展；推动飞机发动机租赁、专用通航飞机
租赁等特色业务在东疆进一步聚集，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建立飞机资产交易处置的规范化操作流
程，建立东疆飞机资产流转、处置的信息化管理模式，搭建租
赁全产业链平台，推动飞机资产境内外流动互通等。

如果以飞机租赁业务来看，东疆实际已经成为全球第二
大飞机租赁聚集地。最新数据显示，东疆租赁飞机累计数量
接近2000架。但对东疆来说，其并不满足于只做飞机租赁这
一前端业务。

近年来，东疆已通过“租赁+”模式不断延伸飞机资产管
理产业链。比如，除了“租赁+改装”外，东疆还打造了“租赁+
买卖”“租赁+维修”等多种飞机资产处置模式，将服务从飞机
租赁产业链的“资金端”拓展至“资产端”，而这有助于集聚融
资、交易、技术、监管、适航、登记等飞机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
要素，并提升航空产业链价值。

郭先生是广东一家国际货运物流公司
的部门负责人。谈起国际航空货运，他觉
得该行业以前是很难赚钱的。但自新冠疫
情出现以来，这种情况截然不同。“有的从
事货运的航空公司基本上把前10年的亏
损都填补了。”郭先生说。

一般而言，航空货运主要采取全货机
运输和客机腹舱运输两种形式。然而，受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影响，货运与客运
呈现“冰火两重天”。据中国东航去年年报

披露，客运方面，2021年全球航空客运需
求与新冠疫情前的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58.4%；货运方面，虽然新冠疫情期间客运
运力下降，影响了客机腹舱运力规模，但防
疫用品和物资需求较高，2021年全球航空
货运需求较2020年增长18.7%，较新冠疫
情发生前的2019年增长6.9%。

2021年6月，东航物流登陆资本市场，
成为A股“航空物流第一股”。年报显示，
东航物流去年实现营业收入222.27亿元，

同比增长47.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6.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12%。尽管同为东航集团旗下上市公
司，但中国东航去年则遭遇巨额亏损。

其实，中国东航并非去年首现亏损。
2019年至2021年，中国东航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依次为31.95亿元、-118.35
亿元、-122.14亿元。对于2020年的巨额亏
损，该公司曾表示，虽然积极采取应对措
施，但是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不利影响，公司
的收入、利润等指标均大幅下降。年报显
示，尽管2020年货运收入同比增长27.94%，
但是受客运收入大幅下滑拖累，中国东航
当年营业收入降幅超过51%。

在收入结构方面，中国东航与东航物
流之间差异明显。其中，中国东航2021年
客运收入占公司航空运输收入的比重超过
83%，而东航物流则以货运为主业。

早在2020年，东航物流的业绩就曾暴
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幅超过2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全球新
冠疫情影响，大量国际航班被取消，在民航
业整体航空运力紧缺态势下，航空货运运
价较以往大幅上升，且航油成本随航油价
格下跌而大幅下降所致。以全货机吨公里
收入为例，东航物流由2019年的1.33元上

升至2020年的2.05元。
不难看出，东航物流的业绩与以客

运业务为主业的中国东航形成鲜明反
差。然而，在亏损的道路上，中国东航并
不“孤独”。

在国内，中国东航与中国国航、南方航
空并称三大国有控股上市航空公司。同中
国东航一样，中国国航、南方航空虽然也有
货运业务收入，但这两家公司的客运业务
收入占比均超过75%。年报显示，中国国
航、南方航空去年分别亏损166.42亿元、
121.03亿元。与2020年相比，中国国航、南
方航空2021年亏损额度均有所扩大。

在25至30年

的时光里，很多民

航飞机的“前半

生”是客机，“后半

生”则是货机。如

今，加入这一“客

改货”阵营的客机

队伍不断壮大。

为什么要将客机

改为货机？从客

机到货机，要经历

哪些“大变身”？

“客改货”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经

济账？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袁诚 韩启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袁诚 漫画 王宇

客运货运“冰火两重天”

如同人的体检、汽车的保养，检修是飞机必经的重要环节。随着飞机

机龄日益增长，维修的成本水涨船高。它的主人会重新考虑继续持有的经

济价值，转售、“客改货”乃至拆解便成为待选项。眼下，全球航空客运市场

相对低迷，但货运市场却十分火爆。这也让包括租赁公司、航空公司在内

的飞机持有者选择通过“客改货”进行资产处置。今年4月，天津自贸试验

区迎来挂牌7周年的重要时刻。由于持续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增强国

际航运服务功能，并推出保税维修等一揽子政策，天津自贸试验区正助推

越来越多的退租客机演绎“重生记”。

改装工程师

技工手艺好不好
打个铆钉就知道

客改货 退租飞机“重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