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35年我国通用航空机队将逾2万架

“国之重器”跨入“20”时代
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开启“加速跑”

信息 商用

航天

� � �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6
日在广东珠海举行， 中国空军歼-20战机
以“新涂装、新编队、新姿态”进行飞行展
示，赢得中外观众高度关注和好评。

“以歼-20战机为代表的‘国之重器’已
阔步迈入‘20’时代，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开启
‘加速跑’。” 当天在珠海举行的空军专场新
闻发布会上，歼-20总设计师、首飞试飞员
及首支列装的作战部队指挥员一致表示。

更加完善、更加优异、更加突出
作为歼-20总设计师， 中国科学院院

士杨伟认为， 这次航展中歼-20飞行的表
演和动作很到位。

“这次亮相与2016年航展相比有两个
特点，一是由作战部队来飞，二是动作也
大大超过了2016年。”他表示。

2018年2月9日， 中国空军发布消息，
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向全面形

成作战能力迈出重要一步。
他表示，多年来，歼-20的发展是不断提

升的过程。在未来，大家应该能看到，歼-20
将更加完善、性能更加优异、效能更加突出。

“歼-20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航空工
业发展成就的代名词。”杨伟说。

列装后短时间形成作战能力
任何一种新机型都要经过无数次试

飞，在试飞中发现问题，并且不断改进，然
后才是小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 在实践使
用中去检验性能， 当性能达到相关方面要
求以后才会大批量生产并形成战斗力。

2011年1月11日，一架歼-20在成都起
飞，成功完成验证性首飞任务。作为中国新
一代隐身战机的亮相， 歼-20宣告了中国
空军“20”时代的开启。

试飞不是由一架原型机就可以完成的。
作为歼-20首飞试飞员，空军某试飞局技术中

心主任李刚表示，从2011年到2016年，数架歼
-20现身试飞场，不断试飞、改进、蜕变，为第
四代战机加入空军战斗序列铺平了道路。

“今天，能够在珠海看歼-20完成精彩的
飞行演示，作为一名歼-20试飞员，我感到无
比自豪和光荣， 祝贺歼-20到部队这么短的
时间形成了作战能力。”曾被空军授予“功勋
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的李刚感言道。

充分开发隐身超视距攻击性能
作为空军特级飞行员， 空军某基地司

令员张伟林飞行时间超过3000小时。
“这次飞行展示，歼-20战机完成了双

机低空盘旋、上升转弯、单机加力盘旋、战
斗转弯、单机大仰角拉起等飞行动作，充分
展示了歼-20战机良好的操控性能和优异
的作战性能， 也展示了歼-20飞行员精湛
的飞行技术水平。”张伟林说。

空军某基地是空军第一支改装苏-27

飞机的部队，曾率先试飞试用歼-10、歼教
-9和教-10飞机， 也是空军第一支列装歼
-20战机的作战部队。

“歼-20列装以来，我们坚持以实战化
训练为牵引， 更新作战思维理念， 组织歼
-20同型机，歼-20与歼-16、歼-10C等异
型机之间进行空战训练， 充分利用歼-20
战机优秀的隐身性能和超视距攻击能力，
发挥多信息融合能力强的优势， 研究创新
基于实战环境下的战法。”张伟林说。

年初以来， 歼-20战机参加了多项重
大演训活动。 在训练实践和任务锤炼过程
中，歼-20战机的隐身、超视距攻击等性能
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运用， 部队新质作战
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瞄准未来作战需要，
抓紧练兵备战，在歼-20战略运用、战术战
法创新等方面下实功夫。”张伟林表示。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 � � �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据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6日发布的《通用航
空发展白皮书（2018）》预测，到2035年，
我国通用航空网络将初步形成， 通用航
空年飞行小时将达到600万小时，机队规
模将达到2万架以上。

白皮书显示， 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
机队规模保持较快增长。2017年，我国机
队规模达到2984架， 通用航空飞行小时
从2010年的37万小时增加到 2017年的
84万小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

同时， 通用航空的业务结构也发生
了显著变化。 据白皮书统计，2017年，短
途运输、低空旅游、公务飞行等新兴业务
合计占比从2010年的4.5%提高到19%。
工农业作业等传统业务占比则从2010年
的25%降低到18%。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在6日开
幕的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上，相关机构发布报告预测，未来十年，
全球无人机系统领域产值年均增速将保
持20%以上， 产值累计将超过4000亿美
元。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6日

发 布 的 《无 人 机 系 统 发 展 白 皮 书
（2018）》显示，目前，全球无人机系统产
业投资规模比20年前增长了30倍，全球
年产值约150亿美元。未来十年，产值累
计超过4000亿美元，预计将带动万亿美
元级的产业配套拓展和创新服务市场。

白皮书认为， 民用领域的广泛应用

为无人机系统发展提供了产业化基础和
市场化活力。 目前， 无人机系统在航拍
娱乐、 农林植保、 安防监测、 地质测绘、
电力巡检、 物流运输等领域已获得广泛
应用。 同时， 也在城市智能空中交通系
统、 无人空中物流等新概念、 新场景中
不断探索。

高可靠 高安全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载人飞船研制

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起飞重量约2000吨、

可与重型运载火箭组合使用建立月球基地……记者
从11月6日在珠海开幕的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启动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载
人飞船研制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是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展规划，为发射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而全新研制的
高可靠、高安全的载人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小军介绍，新一代载人火
箭起飞重量约2000吨， 可以将25吨有效载荷直接送
入奔月轨道， 或者将70吨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还
可以与多种模块组合使用， 形成近地轨道40吨至70
吨，地球同步轨道10吨至32吨的系列化型谱，并且采
用多台发动机并联布局可以实现垂直起降重复使用。
火箭研制工作已在近期完成了新型泵后摆高压补燃
发动机、固体可调推力姿控发动机等的点火试车。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介绍，新一代载人飞船是
面向我国载人航天未来发展需求而论证的新一代
载人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飞船采用返回舱与服务
舱两舱构型，全长约9米，最大发射重量23吨，在充
分继承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在结
构、推进、回收、能源、热控、电子、人机交互和可重
复使用等方面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使飞船具备
高可靠、高安全、低成本和宜居的特点。飞船采用模
块化设计，可适应近地轨道飞行、载人月球探测和
载人深空探测等多种任务。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时事聚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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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核心舱
首次亮相

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 � � � 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6日在珠海开幕，中国空间站“天和”号
核心舱揭开神秘面纱，公开亮相。

记者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展区看到，
很多观众纷纷围着空间站核心舱观看并照相。这是
“天和”号空间站核心舱首次以1比1实物形式（工艺
验证舱）出现在公众面前。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在此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核心舱包括节点舱、生活控制
舱和资源舱三部分， 有3个对接口和2个停泊口。核
心舱主要用于空间站的统一控制和管理，以及航天
员生活，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力，能够支持航天员
长期驻留，支持开展航天医学和空间科学实验。

根据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于2022年前后完成在
轨组装建造，建成后将成为我国长期在轨稳定运行
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基本构型包括核心舱、实验舱I
和实验舱II，每个舱段规模20吨级。

� � � �上图为展出的空间站核心舱实物（工艺验证舱）。
下图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展台。

长空竞舞 苍穹逐梦

� � � �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6日在珠海开幕， 本届展品结构首次实现
了 “陆、 海、 空、 天、 电” 全覆盖， 国产大飞机家族和长征系列火箭集体亮
相， 本届航展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展商参展， 展示了世界航空航天
业前沿发展水平———

智能化 互联网化
军民融合网络信息体系亮相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在6日开幕
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中国电科以“军民融合的网络信息体系”为
主题， 携旗下30余家成员单位，60余部大
型实装产品、400余项前沿产品重装亮相，
多维度展示了中国电科覆盖“海、陆、空、
天、电”全领域的尖端信息化产品，全景式
呈现了在电子信息系统全产业链覆盖、顶
层设计与系统集成、资源有效整合与协同、
基础产业支撑等方面的最新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电科致力于推动武器装
备向智能化、互联化方向发展，研制出众多
支撑多样化作战任务的体系级解决方案。

在防务电子展区，中国电科首次全貌展
出战略级、战役级、战术级、终端级指挥控制
体系架构；在安全电子展区，中国电科以“平
安城市＋安防处突”为主线，围绕信息采集、
数据分析、指挥处置和案例应用，重点展示了
安防处突系统。在信息化展区，中国电科展出
了深度布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典
型成果，涉及新型智慧城市、网络安全、交通
信息化、海洋信息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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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展出的CR929客机模型。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军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