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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徐博　杨柳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
步之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场合发表关于自主创新的重要论述。
立场一以贯之，要求不断深化。总书记关
于创新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为广大航空人指明了方向。

国家和部队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
所作所为。航空工业始终牢记强军首责，
紧跟国家战略步伐，不断开拓创新，在立
足自主研制的基础上，瞄准前沿科技，研
制一代，预研一代，走出了一条砥砺奋进
的创新之路。特别是“20 系列”的集体出
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空装备的傲人成
就，也标志着航空工业实现了航空科技研
发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威龙亮剑   一飞冲天

2011 年 1 月 11 日，在祖国大西南的
一隅，一架黑色涂装、外形科幻的战斗机
正静静地停在起飞线上。在它周围，机务
人员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不远处的观礼
席以及四周站满了人群，在现场紧张而神
秘的气氛中，有的在翘首以待，有的在屏
息静观，一个个眼神坚定地投向起飞线。
寒意袭人的隆冬，什么也挡不住他们此时
的热情。

中午 12|时 30|分，试飞员从机务手中
拿过放飞单，在试飞科目一栏郑重写下“首
飞”两个字。绕机检查后，他迈着稳健的
脚步登上飞机。12 时 48 分，伴随着项目
行政总指挥首飞指令的下达，瞬间，发动
机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只见飞机拖着长
长的尾焰，呼啸着从现场的无数双眼睛前
滑过。加速，再加速，一眨眼的功夫，它
便如一道闪电，带着呼啸，腾空而起，直
插云霄。原本安静的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转弯，低空通场，再次转弯，低空
通场……随着飞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不断呐喊着向天上的飞机挥手。

|“下来啦！下来啦！”眼尖的人们已
经远远看见飞机的着陆滑行灯，语气显得
异常激动。目光所指处，在机场跑道上方，
飞机犹如一个凯旋归来、威武霸气的战士，
由远及近，一个蜻蜓点水，后轮在跑道上
擦出两个白色的烟圈，前轮同时稳稳地压
在跑道线上，安全着陆。

刹那间，掌声雷动。刚刚精神还处于
紧绷状态的人们，顿时沸腾了。大家深情
地握手、拥抱、祝贺，眼含热泪地高呼着。
这一天，中国航空工业迎来了一个历史性
的时刻——中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四代机歼 20 首飞成功！
这一刻，定格在 2011 年 1 月 11 日下

午 1 时 11 分。
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航空人

专门树立了一座名为“一飞冲天”的雕塑。
雕塑设计灵感来自 2011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 时 11 分歼 20 战斗机成功首飞，八个“1”
造型暗合“八一”，彰显了航空人不忘初心、
航空报国的军工本色。

新机研制   时不我待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以隐身、超声速巡航、超机动性、超视距
空战、综合航电及自保障等诸多全新技术
为典型特征的四代战斗机，成为掌握空中
制胜的利器，同时对我国空中安全构成威
胁。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加快第四代
战机研制、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迫在眉睫。

为了有效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中
国的第三代战斗机研制尚处在攻坚之时，
航空工业就在“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
研一代、探索一代”方针指导下，思考、
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第四代战斗机。在预
研、论证以及一轮又一轮的迭代过程中，
航空工业一步一个脚印，加紧攻关，先后
完成四代机总体方案确定、提出工艺制造
技术攻关项目、完成相关功能样段的设计
与制造、完成四代机 1 ：1 全尺寸展示样机
制造。数字化协同平台、三维仿真设计装
配、内埋式主武器弹仓，一系列前瞻探索，
为后续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技术储备日益成熟，中国四代
机研制正式立项，命名为歼 20 飞机。

使命召唤，初心如磐。面对巨大的技
术跨代压力和紧迫的研制周期，航空人即
将踏上一段前人从未走过的征程。

自主创新   愈难愈进

研制初期，为了提高研制质量、缩短
研制周期、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总师系统
决定在新机研制中，采用全三维数字化设
计 / 制造 / 管理技术。全数字化三维发图
模式相比二维发图来说，设计平台截然不
同，存在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除了设计
建模规范和指南、系统平台开发定制、专
业工具集成等前期研究及准备工作需要经
历实战检验及优化之外，多专业协同设计
及设计制造并行协同也带来了工作模式的
碰撞与磨合。但是，三维发图模式的继承
性强，技术状态清晰，设计制造协同顺畅，
一旦走通，可以为整个研制节省大量时间。
但这个蝶变的过程对设计发图来说，痛苦
又艰难，发图工作之初一度进展缓慢，举
步维艰。

“技术台阶陡峭、发图时间紧迫、不
确定因素众多，这必将是横亘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个难关。也正是这些难关，才为我
们提供了实现价值的平台。我坚信，我们
这支栉风沐雨的团队，拥有‘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气魄，拥有攻坚克难的智慧，
我们一定会、也应该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机遇，经受住时代的考验。”设计发图伊
始，歼 20 总设计师杨伟的文章《梅花香自
苦寒来》迅速点燃了设计人员的激情。大

家凭着“拼了”“拿下”的那股子干劲，咬
定青山不放松，再一次集智倾力。在强大
的精神合力下，短短数月，完成歼 20 验证
机全部机体结构全数字化数模设计，并正
式发图。

为了加快试制进度，工艺设计与产品
设计并行展开。数模发出后仅 7 天，研制
团队开始了第一个零件制造，随后验证机
机体结构全面转入试制阶段。但大比例的
新型材料、大尺寸的结构零件、隐身特性
的加工要求给歼 20 飞机的研制带来了一个
又一个挑战。针对歼 20 验证机全数字化设
计的特点，航空人不断创新进取、历练本
领，研制全线先后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关键零件试制一次成功，大部件对合一次
成功，发动机启封开车一次成功。

这是一段披荆斩棘、风雨兼程的岁月。
歼 20 飞机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关键时
刻，研制单位党委吹响了“亮创先争优旗
帜，夺型号研制胜利”的号角 ；为了守住
歼 20 飞机的每一个节点，各级指挥员坐镇
现场，靠前指挥 ；研制计划充分进行协调
沟通，全部按小时进行安排 ；研制全线实
行“609”“711”甚至“724”工作制，无
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需要，随叫随到；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哪里
有任务，哪里就有党旗飘扬。在国家利益
面前，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航空人勇挑
最重的担子，善啃最硬的骨头，以赤子丹
心终无悔的精神，披星戴月、呕心沥血，
负重前行、愈难愈进。在设计、试验、制
造、试飞各个领域，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
不断涌现。无论严寒酷暑，不分白昼黑夜，
他们没有怨言、唯有激情，没有等待、只
是行动 ；他们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让自主创新成为了中国航空工业飞跃时代
的精神符号！|

大国重器   逐梦蓝天

首飞成功，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
一步。作为大国重器，如何增强作战效能、
打造一代名机，成为了航空人勇攀高峰的
首要目标。

分析再分析，创新再创新，论证再论证，
迭代再迭代。从指标体系、内埋武器数量、
人机工效、制造装配、试验试飞、保障模
式等各个方面，航空人最终拿出了一套科
学、系统、针对性强的符合现代作战需求
的科学方案。先后以自我涅槃的精神完成
了“系统革命”，实现了座舱的最佳人机工
效，科学减重达 200 千克 ；通过建立一套
纯软件验证环境，仅用 10 天就完成了原本
需要 3 个月的测试工作量；攻克了号称“飞
跃之框”的整体框制造，再破“亚洲第一框”
纪录 ；按照“性能需求、开发研制、评估
验证”循环推进思路，让试验、试飞、定
型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重要成果。

时间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在电子、兵
器等行业内外数百家研制单位的紧密协同
下，经过研制全线的共同努力，歼 20 飞机
的研制在万众一心中快速推进，各阶段的
飞机性能状态不断提升。

2016 年 11 月 1 日上午 10 时 20 分，
在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2

架歼 20 飞机编队飞过金湾机场。短短的一
分钟亮相，向世人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
来临。

2017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阅兵式上，3 架歼 20 飞机“米
秒不差”通过阅兵台上空，首次以战斗姿
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2017 年 9 月 28 日，中国国防部发言
人向外界宣布，歼 20 飞机已经列装部队，
标志着中国空军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2018 年 2 月 9 日，中国空军发言人发
布消息称，歼 20 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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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6 日中国航展开幕式上，
歼 20 飞机首次以“新涂装、新编队、新姿
态”三机编队进行了飞行展示 ；11 日的闭
幕式上，歼 20 飞机空中挂弹开舱，进一步
彰显人民空军的开放和自信。

2019 年 10 月 1 日，歼 20 飞机以五
机编队亮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
兵式，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从当年的“黑丝带”到今日的“银河
战舰”，从初出茅庐的惊鸿一瞥到纵横海疆
的逐鹿争雄，歼 20 飞机的每一次亮相都举
世瞩目，歼 20 的每一次出征都威震四方。|

砥砺勇超越   凌云再奋飞 

浩浩长空，看威龙列阵！遥遥大洋，
听剑啸海疆！

十年来，从首飞到首次公开亮相中国
航展，从亮剑朱日和到装备作战部队，从
形成战斗力到飞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
检阅，歼 20 飞机以大国重器的姿态，以逐
梦蓝天的雄姿，诠释着航空人“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的初心和使命。突破研发理念、
跨越研制能力、创新研制手段，歼 20 飞机
研制成功和装备部队，实现了“打造跨代
新机、引领技术发展、创新研发体系、建
设卓越团队”|的工程目标，实现了我国航
空工业研制能力和航空武器装备建设从第
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十年砥砺，十年进取，
航空人一次次把新的奋斗书写在共和国的
旗帜上。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
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建军百年目标的确立，
为航空工业树起了一面令人振奋的精神战
旗。

航空工业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增强战略定力，不断深化改革，
不断自主创新，奋力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
在建党 100 周年和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 70
周年之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
大历史中，为强军梦、中国梦提供强大且
有力的支撑，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百年复兴梦，强军正当时。
再一次出发，|我们坚信，祖国未来的

天空将更加精彩！

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
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
障国民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它安全。

——习近平

紧张的现场会。

歼20降落。

首飞现场欢呼的人群。

飞行中的歼20。

“每周一星”颁奖仪式。

2016年珠海航展首次亮相。

除夕夜的试验。

放飞前总师系统评估签字。

外场试飞。

质量检查。

“一飞冲天”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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