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辽宁舰11月25日电 “舰载机安全
着舰， 离不开LSO的精准指挥。” 海军舰载机工
程负责人之一、 海军某航空兵部队副司令员刘
长虹介绍说。

LSO， 即着舰指挥官 ， 是向舰载机飞行员
发出操纵指令， 引导下滑道上的飞机安全着舰
的军官。 以前LSO双手各持一枚短桨片似的指
挥牌引导飞机着舰 ， 故被称为 “短桨手 ”。 通
常， LSO在位于航母着舰区后部左舷的LSO平台
上， 依据高速相机所拍摄的实时图像及相应参
数， 通过无线电及灯光等多种手段对舰载机飞
行员发出相应着舰指令。

刘长虹说 : “因为没有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
我国第一代LSO只能从经验丰富的试飞员中选
拔产生。 通过指挥数千次舰载机着舰航行模拟
训练， 我国LSO已经具备丰富的指挥经验。”

着舰指挥官:
舰载机部队灵魂

在辽宁舰飞行甲板上， 高效精密的特种装
置、遒劲有力的特种手语、五彩缤纷的特种服装，
成为歼-15战机着舰起飞训练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辽宁舰副航空长李晓勇向记者介绍说，颜色
和动作，是航母舰面交流的主要“语言”，各战位
官兵通过它传递信息以操作各种特种装置，保障
飞行员的安全。

特种装置
在滑跃甲板的一端，三片巨大的偏流板镶嵌

在甲板上。李晓勇介绍说，偏流板可以挡住战斗
机起飞时释放的尾焰，把尾焰引向两侧和上方防
止灼伤甲板。在偏流板的背后，有多根巨大的铜
管，大量的海水在这里循环流动，从而降低偏流
板自身的温度。

在飞行甲板中部外侧，有一组成十字架状的
灯光组，学名“菲涅耳”透镜。在飞机进行着舰训
练时，这套灯光组会释放不同颜色的光束，飞行
员会根据光束的颜色调整飞行姿态，修正着舰航
线。置于飞行甲板后部的阻拦索装置完全由我国
自主研制制造， 在战机着舰时与尾钩完全咬合
后，在短短数秒内使战机速度从数百公里的时速
减少为零，并使战机滑行距离不超过百米。

手势交流
由于飞机起降时声音巨大，所有的口令都是

通过手势来表达。在一个起落架次中，记者就看
到了30多种手势。李晓勇对各种手势的含义作了
详细的解答。

双臂上举，食指上指，做圆周运动。“这是命
令偏流板升起。” 一条手臂从头顶垂直方向扫向
水平方向，再回到头顶。“这是着舰区甲板引导员
给出的甲板畅通手势。” 向上伸出拇指。“这是示
意飞行员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李晓勇说，战斗机在航母上起飞，离不开航
母特装人员的紧密配合。 在着舰起飞过程中，飞
行员无法感知外界因素。“因此，我们的手势要求
及时、准确、规范。”李晓勇说，“为了达到这个要
求，大家都刻苦练习，经常累得手都抬不起来。”

彩虹战衣
舰载机准备着舰前，身着七种颜色服装的舰

面人员排着紧密的两行队形，从飞行甲板一端走
向另外一端反复检查甲板，如同七色彩虹在甲板
上延伸。

在舰面上，各战位的人员都身着五颜六色的
服装，这与传统军舰上统一颜色的着装要求产生
了极大的差别。

“你看，这些官兵头盔、马甲、长袖套衫的不
同颜色以及他们背后不同的图案和符号，表明了
他们的战位和职责，外行看起来，仿佛在甲板上
看到了七彩的‘彩虹’，因此我们也称之为‘甲板
彩虹服’。” 李晓勇详细介绍了每一种颜色的含
义，“紫色代表燃油补给战位；红色代表着危险和
安全管控；绿色代表起降和飞机维修战位；蓝色
代表吊运和供气保障战位；白色代表安全、医务、
政工战位和临时上舰人员； 黄色代表指挥类战
位；棕色代表机务。”

“虽然这些岗位辛苦而危险，但是我们没有
一个人因此而退缩。因为我们是航母上的超级战
士。”李晓勇自豪地说。

（据新华社辽宁舰11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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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辽宁舰11月25日电（记者 陈万
军 吴登峰）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交接入
列后， 海军官兵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顽强拼
搏的精神， 按计划迅速投入紧张的出海训练
和科研试验任务中。期间，顺利进行了歼-15
飞机起降飞行训练。 航母平台和飞机的技术
性能得到了充分验证，舰机适配性能良好，达
到了设计指标要求。

9月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入列
以来， 全舰完成了上百个训练科目和试验项
目。

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和舰上飞行指挥员，面对新机种、新科目、新
环境 、新要求 ，勇于探索 ，刻苦训练 ，把握规
律，精益求精，按照“大胆地飞，科学地飞，精
准地飞”的要求，进行了高强度飞行训练，探
索并固化了着舰的飞行方法， 突破了滑跃起
飞、 阻拦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 掌握了大侧
风、低能见度、不稳定气流等条件下的偏差修
正动作要领。在实际研练中，所有舰载机飞行
员的训练成绩都达到了训练大纲规定标准和

上舰试验要求，首次上舰飞行均一次成功。

空中“飞鲨”凶猛强悍
随着我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战机在航

母“辽宁舰”上着舰起飞，我国第一代舰载战
斗机歼-15拨开神秘的面纱，第一次出现在世
人面前。

歼-15飞机是我国第一代多用途舰载战
斗机，它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好、载弹量
多等特点， 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携带多型反
舰导弹、空空导弹、空地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
弹等精确打击武器， 实现全海域全空域打击
作战能力，各项性能可与俄罗斯苏-33、美国
F-18等世界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
因此被誉为凶猛强悍的空中“飞鲨”。

歼-15舰载机总设计师孙聪介绍说， 歼-
15舰载战斗机是在我国第三代战机技术基础
上进行了全新设计研制的多用途舰载战斗机。

歼-15飞机配装2台大功率发动机， 实现
了机翼折叠， 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 起落装
置和拦阻钩等系统， 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

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 实现着舰要求的飞行
特性。

飞行员选拔堪比航天员
“首批歼-15舰载机飞行员选拔培养堪比

航天员，某些条件甚至更为严苛。”海军装备
部飞机办副主任张洪涛介绍说。

为了选拔出我国航母首批歼-15舰载战
斗机飞行员，海军会同空军、工业部门、科研
院所及医疗系统的有关专家，在海、空军歼击
机飞行员中进行了层层筛选。

“首批歼-15舰载机飞行员通过了4关的
严格考核。”张洪涛说。

首先通过技术关的选拔。 航母跑道短、
窄， 气象条件复杂， 降落环境和条件严苛多
变， 这对舰载机飞行员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张洪涛介绍说，通过选拔，首批舰载机
飞行员年龄在35岁以下， 飞过至少5个机种，
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3代战机飞行时
间超过500小时，且多次参加过军兵种联演联
训、重大演习任务，是所在部队的种子飞行员

和重点培养对象。
其次通过身体关的选拔。 歼-15舰载机

在勾住阻拦索的瞬间， 飞行员会承受巨大的
载荷， 这对飞行员的颈椎、 腰椎和脊柱都会
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惯性的作用， 血液加速
向飞行员头部涌去， 飞行员眼前会出现 “红
视” 现象……这就对飞行员身体素质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

再次必须通过心理关的选拔。 张洪涛介
绍说，由于14度的滑跃倾角，飞行员在起飞时
会产生加速撞墙的感觉；在着舰时，为了防止
挂索失败， 舰载机飞行员必须大油门下滑着
舰，以保持“逃逸”速度……每一次起降，都是
过“鬼门关”，对飞行员的心理产生极大的挑
战。因此，对舰载机飞行员的心理素质考核可
以用严苛形容。

最后必须通过政治素质考核 。 张洪涛
说， 虽然舰载机飞行员职业充满风险， 但是
飞行员在选拔时都踊跃报名， 把能成为舰载
机飞行员视为很高的荣誉， 自愿为海军加速
驶向深蓝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歼-15战机顺利起降航母
所有飞行员首次上舰飞行均一次成功

航母甲板靓丽风景：

七色战衣
特种手语

图为歼-15舰载机在 “辽宁舰” 上滑跃起飞。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图为“辽宁舰”出海进行科研试验和海上训练。

图为 “辽宁舰” 舰面人员在为歼-15舰载机
进行保障工作。

图为歼-15舰载机在“辽宁舰”上顺利着舰。

歼-15飞机顺利在航母辽宁舰上进行了
起降飞行训练， 所有舰载机飞行员首次飞行
上舰一次成功。海军副司令员、舰载机试验训
练总指挥张永义中将介绍了我航母舰载战斗
机组织飞行训练的相关情况。

张永义介绍说， 舰载战斗机在运动的航
母上、在复杂的环境下、在有限的着舰区中降
落起飞，风险高、难度大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今天我国的 ‘刀尖
上的舞者’梦圆了！”张永义说，“舰载机上舰，
我们一切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掌握
了舰载战斗机着舰飞行的关键技术。”

张永义说：“通过前期科研试飞、技术攻关
和按纲施训，舰载机飞行员已经探索并固化了
着舰飞行方法，突破了滑跃起飞、阻拦着陆等
上舰飞行关键技术，掌握了着舰飞行的注意力
分配和操作方法，熟悉了舰载战斗机的性能和

秉性，体会了侧风、低能见度、不稳定气流条件
下偏差修正的动作要领，飞机和特种设备经受
了科研试飞的考验， 组织指挥程序初步形成，
具备了舰载战斗机上舰的条件。”

“首先，攻克了‘反区’飞行方法的难关。其
次，攻克了精准降落的技术难关。我国自己培
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了科研试飞 、技
术攻关、按纲施训等阶段 ，固化了飞行动作 ，
实现了精准降落。第三，攻克了最优着舰航线
的选择难关。经过数千架次的飞行训练，在光
电、遥测、雷达等多种测量手段的监测下 ，通
过海量数据和飞行状态比对， 我们确定了最
优着舰航线。”

张永义说：“我航母舰载机起降飞行训练
的顺利推进，表明训练方法科学、有效、安全，
为后续训练任务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辽宁舰11月25日电）

“刀尖上的舞者”今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