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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首责

“十三五”期间的五年，是航空工
业承上启下的五年，也是人民军队航
空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五年。在这
五年里，航空工业始终坚持聚焦主责
主业，强化使命担当，把保军强军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围绕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新时代强军
目标，把握现代航空武器装备研发制
造规律，为人民空军“空天一体、攻
防兼备”转型战略的实现，为推动人
民海军以空制海战略能力的生成，为
陆军航空兵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
略目标的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十三五”期间，航空工业坚持深
化改革促发展，深化改革激活力，大
力推动管理体制、公司治理的深刻变
革，使航空装备的研发制造、体系化
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航空主战装备
实现了从第三代到第四代、从机械化
向信息化、从陆基向海基、从中小型
向大型的跨越式发展。在满足人民军
队航空装备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同时，
航空工业在“十三五”期间积极开拓
国际军贸市场，军贸产品的种类和技
术层次都实现了大幅跃升，具备了与
航空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的整体实力。

2016 年 7 月 6 日，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
20 飞机正式列装服役，标志着中国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大飞机，我国
成功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 200 吨级大型飞机的国家之
列。从 2007 年正式立项，2013 年 1 月成功首飞，2014 年 11 月在
中国航展公开亮相，到 2016 年 7 月正式列装，运 20 飞机走出了一
条我国自主创新研发大飞机的成功之路，仅用国外同类飞机一半左
右的时间成功实现首飞，创造了世界上同类飞机研制交付的新纪录。

运 20 的交付，标志着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式进入“20 时代”，也
拉开了人民军队航空主战装备“20 时代”的大幕。继运 20 之后，
歼 20 战斗机成为第二个官宣的“20 机型”。2017 年 9 月 28 日下午，
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我国自主研制第四代隐身战斗机歼 20 飞机已经列装部队，试验试飞
工作正在按计划顺利推进。在这之前的 2016 年 11 月 1 日，歼 20
以双机编队在中国航展开幕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在 2017 年 7 月 30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式上，3 架歼 20 组成箭形
编队亮相，这也是该机首次以战斗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2018 年 2 月 9 日，中国空军发布消息称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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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 11 月 11 日，
第 12 届中国航展最后一天，4 架全新涂装的歼 20 战机，以四机编
队进行了约 8 分钟的飞行展示，2 架歼 20 战机在机动盘旋中打开了
位于机腹下的内埋弹舱，6 枚空空导弹一览无遗。这是歼 20 战机首
次在公开飞行展示中挂弹开舱。

作为“20 家族”的成员，直 20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
首秀。仅仅数日之后，在第五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开幕式上，
直 20 在直博会上空通场飞过，这是自国庆阅兵飞越天安门以来，直
20 第二次走进公众视野。这款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中型双发多用
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
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从运 20 到歼 20 的首次亮相，仅隔了 3
年时间；从歼 20 到直 20 的首次走进公众视野，也只隔了 3 年。“20
家族”迅速壮大，见证了航空工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和研制速度
的不断突破。

作为主战航空装备，运 20、歼 20 和直 20 服役之后便被陆续投
入了各种应用训练，过去的 5 年见证了“20 家族”的繁忙。

歼 20 战机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后，飞行人才稳步成长，实战实训
逐步展开，与歼 16、歼 10C 等多型战机联合开展实战背景下的空
战训练，在空军体系对抗演习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空军新质作战能
力跃升提供有力支撑。2018 年 5 月，也就是空军宣布歼 20 列装作
战部队 3 个月之后，歼 20 首次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进
一步提升空军综合作战能力。

2020 年 2 月 13 ～ 17 日，人民空军在 5 天内先后派出 10 架次
运 20驰援武汉，将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和大批医疗物资运抵抗疫一线。
继执行国内紧急运输任务之外，为了大力支援友好国家的疫情防控
工作，中国空军于 4 月 24 日首次派运 20 向巴基斯坦等国运输疫情
防控物资。之后，运 20 还先后前往泰国、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执行抗疫物资运输任务，也充分展示了该机优良的远程飞行能
力和战略运输能力。在军用领域，运 20 表现更为出色。2020 年 8
月下旬，运 20 在实战训练中首次完成高原重装空投，在连续空投多
件重型装备后，上百名伞兵以“三门四路”离机方式离机，精准平
稳着陆，快速实现人装结合。在这之后不久，运 20 首次依托民用机
场执行跨境投送任务，将 130 余名官兵运抵俄罗斯。

主战装备跨入“20时代”

作为我国军用无人机系统最主要的提供者，也是工业级无人机系统的重要
供应商，航空工业明确自主创新、强军兴军、开放共赢等发展原则，将无人机
系统作为产业融合、军民用技术双向流动的示范先导产业，积极推动产业链体
系和科技成果对社会开放合作，联合各界促进无人机产业创新发展。2018 年
12 月 25 日，全新机制体制运营的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四
川省成都市揭牌成立，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着眼于担当航空装备研制“国家队”
的使命和责任，做强做大我国无人机产业，全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高
端无人机制造出口基地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同日，在揭牌仪式上，还举行了第
100 架“翼龙”无人机的交接仪式。

2017 年 2 月 27 日，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察打一体无人机——“翼
龙”Ⅱ成功首飞。这标志着中国已牢牢自主掌握航空装备的关键技术，进入全
球大型察打型无人机一流水平。此次首飞的是按照用户定制状态批产的“翼
龙”Ⅱ无人机，也是中国首款装配国产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无人机，此举标志
着中国具备向海外市场交付新一代察打一体无人机航空外贸产品的能力，在全
球航空装备外贸中的竞争力升级。2018 年 12 月 23 日，中国首款全复材多用
途无人机——“翼龙”Ⅰ -D 无人机成功首飞，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翼龙”家
族无人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翼龙”Ⅰ -D 无人机系统就是航空工业根
据客户需求，以成熟的“翼龙”系列无人机系统为基础研制出的一款全复合材
料结构、高性能、中空长航时、多用途无人机系统。

作为一款性能出色的大型无人机平台，“翼龙”系列除了用于军事任务之外，
还可以通过挂载相应的任务载荷，广泛服务于民生领域。2020 年 6月，“翼龙”Ⅰ
通用平台在“无人机应急通信保障演练”中圆满完成了搭载无线通讯基站设备
的首次系列测试。测试中，搭载无线通讯基站的“翼龙”Ⅰ通用平台在海拔 3
千至5千多米高度，以半径3千多米持续盘旋，成功实现超过50平方千米范围内，
长时稳定的连续移动信号覆盖，创下了国内空中基站对地覆盖最大面积的新纪
录。作为一个性能优良无人机平台系列，“翼龙”近年来开始广泛应用于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2020 年 9 月 29 日凌晨 4 时 50 分，“翼龙”Ⅱ无人机成功开展
了全球首次大型无人机应急通信实战演练，航时近 20 小时，实现了跨两个战
区三个省份、跨昼夜全天候、夜间中雨等恶劣气象条件下作业，通过公网与专
网结合、宽带与窄带融合、空天地一体化通信覆盖等创新技术手段，解决了断
路断电断网的“三断”灾难现场通信保障难题，为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援提供
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2020年 8月 2日，“翼龙”系列中的“翼龙”-10无人机从海南博鳌机场起飞，
在飞行员的操控下，按既定飞行计划，成功下投30枚探空仪，与毫米波雷达一起，
对今年三号台风“森拉克”外围云系进行 CT 式“扫描”，并将台风外围云系的
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海洋上空和海面观测数据实时传送回地面指
挥系统，填补了我国基于高空大型无人机海洋综合观测的空白。

2018 年 10 月 23 日，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AV500W 察打无人直升机在
靶场完成 FT-8D 空地导弹打靶试验，导弹精确命中 4.5 千米处靶标，这也是
继 2017 年 12 月在格尔木完成高原空中发射试验后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充分验
证了 AV500W 察打无人直升机优异的侦察与打击性能，表明 AV500W 察打
无人直升机具备了实战能力。该机是航空工业针对军贸需求自主研制的一款轻
型察打无人直升机，该机是在 AV500 基本型平台上加装武器系统改型研制而
成，最大起飞重量 500 千克，实用升限 5000 米，有用载荷 175 千克，最大平
飞速度 170 千米 / 时，续航时间可达 5 小时。AV500W 可挂载小型激光制导
导弹或机枪，具有机动性强、隐蔽性好、突袭性强的特点，具有良好的侦察能
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能够对地面固定和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在打击恐怖组
织据点和活动、武装缉毒缉私等领域具有广泛用途。

2020 年 11 月 27 日，航空工业研制的 AR500B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在鄱阳
试飞基地首飞成功，该型号的成功首飞填补了我国轻小型舰载无人直升机领域
的空白。在当日的首飞中，AR500B 舰载无人直升机相继完成了人工起飞、自
动悬停、悬停机动和人工降落等科目，飞行持续约半个小时。AR500B 舰载型
无人直升机的首飞成功为国产无人直升机上船、上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
步拓展 AR500B 无人直升机的应用领域，为 AR500B 无人直升机向产业化发
展迈出了更坚实的一步。AR500B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可广泛用于执行海面广域
监视与识别任务。为适应舰载无人直升机停放空间小、工作环境恶劣、起降过
程风险大、电磁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设计团队在原型机的
基础上换装重油发动机，对燃油、结构、电气、飞控系统进行适应性改装设计。

无人机产品集中发力

在 2018 年的中国航展上，装配了大推力矢量发动机的歼
10B 推力矢量技术验证机首次正式现身，上演了精彩的过失速
机动飞行，标志着我国推力矢量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世界
上少数几个掌握此项关键技术的国家之一。

歼 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的表演，成了这届航展的亮点之一，
而这也是“十三五”期间航空装备高光时刻的缩影。“十三五”
期间，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历次阅兵，还是陆海空三军的飞行训练，
航空武器装备都是当之无愧的焦点，让国人倍感鼓舞，也让“航
空工业制造”为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信任。2016 年 11 月，空
军出动轰 6K、空警 2000、空警 500 等 10 多架主战机型前出第
一岛链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而在这之前，空军在 2016 年
9月，一个月内先后两次飞越第一岛链，实施侦察预警、海上巡航、
空中加油等训练课题，检验空军部队远海实战能力。也是在这
一年，继空军战鹰多次飞越第一岛链之后，中国海军于 12 月组
织实施了航母编队实际使用武器演习。演习中，航空工业自主
研制的歼 15 舰载战斗机多批次挂载实弹，飞赴演习海空域实施
打击行动。

2017 年 6 月 25 日，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从青岛某航母军
港启航，开赴相关海域执行跨区机动训练任务，多架歼 15 舰载
战斗机和多型舰载直升机，采取连续转移海区的方式，赴相关海
域开展编队队形、舰载机飞行训练和舰基战术等多个课目训练，
锤炼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舰员的综合能力素质。作为我国装备的
第一款重型航母舰载战斗机，歼 15 的每一次突破都备受关注。
2018 年 4 月，歼 15 随辽宁舰再次挺进西太平洋，并完成首次
在第一岛链外的起降训练。2019年3月，歼15战术训练再获突破，
成功完成同型机伙伴加油训练。

除了日常的训练，国家层面的阅兵仪式最能让人感受到航
空装备发展之快、更新之迅速。在“十三五”期间的历次大型
阅兵仪式上，每次都有新装备亮相。2017 年 7 月 30 日，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
行，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129 架战机参加了本次阅兵，作为中
国空中力量进入“20 时代”的标志，歼 20 和运 20 再次登场，
而歼 16、歼 10C 两种新型多功能战机则是首次亮相，引起巨大
轰动。2018 年 4 月 12 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
海上阅兵，人民海军 76 架战机组成舰载直升机、反潜巡逻作战、
预警指挥、远海作战、对海突击、远距支援掩护、制空作战等
10 个空中梯队接受检阅。海上阅兵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察看
了辽宁舰歼 15 飞机的起飞训练。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 10 月 1 日举行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34
型 168 架军机组成 12 个空中梯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3 型 4
架高端军用无人机随装备方队亮相。在这次阅兵中，直 20、运
20、歼 20 组成的“20 家族”首次全员一起亮相，多种运 8 飞机、
无人机也是第一次向公众展示，参阅机型数量、先进性和体系
完整性创历史之最，全面展现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伟大成就。

航空装备高光频现

面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升级变化，航空工业在“十三五”期间加
大了在军贸领域的投入，实现了外贸产品的更新换代。五年里，航
空工业一方面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另一方面推出
多种外贸型货架产品，产品的种类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
具备了非常强的竞争力。

2016 年 2月，增加空中受油功能的“枭龙”飞机顺利完成验证
试飞，拉开了 2016 年外贸科研生产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十三五”
航空科研的大幕。增加空中受油功能，将更好提升“枭龙”飞机的
空中续航能力和扩大作战半径，满足客户的要求。“枭龙”飞机增加
空中受油功能完成改进后，为航空工业成飞 2016 年外贸科研生产
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2017年4月27日，
作为“枭龙”飞机谱系中的新成员，“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 01 架
在成都成功首飞。双座机首飞成功，丰富了“枭龙”飞机谱系，增
强了“枭龙”系列飞机在国际军机市场的竞争力，走出了一条第三
代外贸军机系列化发展的路子，提高了我国在世界军机市场的影响
力，将打开“枭龙”系列飞机市场拓展的新局面。“枭龙”产品的升
级改进以及双座型的研发，都是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的定制化
服务，而战机谱系的完善也使其拥有了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世界大型综合性航展一直都是航空工业展示自身实力的重要舞
台，在 2017 年的迪拜航展上，航空工业首次对外展示了直 10ME、
直 19E、运 9E 的外贸产品。2 年之后的 2019 年，我国自主研制
的全天候、单发、单座、多用途“三代 +”战斗机歼 10CE 亮相迪
拜航展，完成了在重大国际航展上的首次亮相。在这一年的巴黎航
展上，航空工业围绕军机、民机、机载系统 3 条主线，组织 9 大类
13 项重点航空产品和专业装备重装亮相 ；2 个月后，航空工业组织
10 大类 15 项重点航空产品和专业装备系统亮相莫斯科航展，显示
出了强大的研发、实验验证、生产交付和服务保障能力，也展示出
了中国航空工业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决心和信心。

作为我国面向国际教练机市场推出的新产品，2016 年 4 月，
航空工业洪都顺利完成了首批“猎鹰”L15 外贸型高级教练机的海
外用户交付验收，航空工业高端装备“走出去”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作为航空工业推向国际市场的另一款新外贸机型，航空工业贵飞在
2016 年 1 月获得 FTC-2000 外贸机合同，创下企业“十三五”外
贸第一单。2017年 6月 5日，FTC-2000外贸机首架飞机总装下线，
一个多月之后，该机成功首飞。2017 年 10 月 24 日，贵飞即完成
了首批多架 FTC-2000 外贸飞机通过交付验收审查。

2017 年 5 月 18 日，直 19E 出口型武装直升机在哈尔滨成功
首飞。直 19E 是中国航空工业经过深入研究世界武装直升机发展使
用经验，结合中国直升机 60 年技术积累，针对国际市场需求研发
的专用武装直升机。直 19E 采用单旋翼、涵道尾桨、窄机身构型、
串列式座舱布局和后三点不可收放式起落架形式，配备了小型化、
综合化的航电武器系统，具有多机空地信息化协同，可连续、快速
攻击多目标的能力，能够在全天候、复杂战场环境和野战保障条件
下遂行对地攻击、对地火力支援和对空作战等多种任务。与国外同
级别武装直升机相比，该型机具有体积小、灵活度高等特点，良好
的机动性和卓越的作战性能使其在国际军贸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

2018 年的中国航展上，航空工业研制的直 10ME 武装直升机
首次亮相。直 10ME 是我国第二种出口型专用武装直升机，基于现
役的直 10 直升机研制而来，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竞争的能
力。

军贸产品升级换代

做军队现代化的强力支撑 ——“十三五”航空装备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袁新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