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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铸利剑　长空写忠诚
——航空装备70年发展巡礼

歼15在山东舰上起飞。

歼6为保卫祖国领空立下汗马功劳。

歼20 五机空中受阅。

歼7飞机。

1956年7月19日，歼

5首飞，试飞员吴克明。

|| 本报记者　高飞

2021 年，注定将是历史上不平凡
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党领导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也迎来了
70周年的光辉时刻。

栉风沐雨、岁月如歌，中国航空
工业已走过七十载的奋进征程。作为
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航空工业如今已
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为
保卫国家安全所提供的国产先进航空
装备正夜以继日地守卫着祖国蓝天，
这些先进航空装备是人民军队手中的
银翼苍鹰、制空利剑。

回望 70年的发展，各种型号的军
用飞机翱翔蓝天；以歼 20为代表的第
四代战斗机，以运 20为代表的大型运
输机，以直 20为代表的战术通用直升
机、轰炸机、无人机、教练机、预警
机以及空空、空面、地空导弹持续装
备部队，形成国内航空自主创新体系，
为人民军队捍卫祖国的领空领海、为
促进世界和平提供有力保障。在这片
热土上，航空人肩负着富国强军的重
任。

初创时期（一代机）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开
始。在这场战争中，新中国的缔造者
们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感到：依靠进
口飞机虽然解决了空军初建时期的装
备急需，但从长远看，必须走武器装
备国产化道路。1951 年 4 月 17 日这
一天，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
诞生了。诞生之初的航空工业就以努
力奋斗和不懈开创的姿态，投入到国
防建设中来。1954 年 7 月 3 日，新中
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 5 在江西南
昌飞上蓝天。同年 8 月 1 日，毛泽东
主席亲笔签发了给南昌飞机厂全体职
工的嘉勉信，8 月 26 日，初教 5 飞机
被批准成批生产。初教 5 的生产对于
从修理走向制造的新中国航空工业来
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1956 年 7 月 19 日，我国第一架
喷气式飞机——歼 5在沈阳成功首飞。
9月 8日，国家鉴定委员会验收宣布：
歼 5 飞机试制成功，可以成批生产交
付部队使用。歼 5 飞机试制成功，掀
开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一跃进入了喷气
时代。由此人民军队的航空装备开始
立足于国内，歼 5 飞机成为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
主力装备。|

1958 年，多用途运输机运 5 和
自行设计的初级教练机初教 6 试制成
功。1958 年 12 月 14 日直 5 试飞成
功，1959 年初由国家鉴定委员会正式

验收，投入批生产。
在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式上，

空军 165 架各型飞机组成 6 个梯队，
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中国航空工业
从修理到制造再走向自行设计、由生
产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到掌握喷气式
飞机的制造技术，仅用了七八年的时
间。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
够成批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

自主探索（二代机）

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中国航
空工业先后成立了材料、技术情报和
飞行试验等专业研究院所及飞机、发
动机和航空仪表设计室，创办了 22个
航空专业设计所、研究所，在相对短
时间内建立起了航空工业体系。有了
完备的工业体系，航空装备由建国初
期的仿制生产开始走上自主研制的道
路。

1958 年初，人民军队急需装备高
空性能好、机动性能优良、火力配置
强的歼击机，研制歼 6 飞机的任务随
即提上日程。1963 年 9 月 23 日，歼
6 飞机首飞成功。1964 年 6 月，首批
试制的歼 6 飞机交付人民军队使用，
经实际使用证明该机的研制适应当时
我国对敌斗争需求。歼 6 飞机装备人
民军队时，正值我国土防空作战关键
时期。歼 6飞机以击落击伤 22架敌机
且自身无一损失的蓝天功勋，保卫了
祖国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海岛的领
空安全。

1958 年 8月，航空工业局根据空
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提议，决定我国自
行设计、制造一种超声速喷气式强击
机。1965 年 6 月 4日，南昌飞机制造
厂自行设计的强击机强 5|首飞成功。
1969 年底，强 5 飞机投入生产。10
年艰辛的自行研制，揭开了我国自行
设计制造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并大量
装备部队的历史，填补了我国航空工
业的一项空白，成为空军的一支重要
打击力量。

1966 年 1 月 17 日，由沈阳飞机
厂试制成功的 2 倍声速国产歼 7 飞机
首飞成功。1967 年 3 月，歼 7 装备空
军部队。中国从此可以自行制造自己
的第二代先进歼击机。

在一步跨进喷气时代后，航空工
业开始大踏步地走在迅速发展的道路
上。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况，进一
步加快我国飞机国产化的步伐，满足
空海军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对引进技
术进行了技术摸底、吃透工作的基础
上，提出了由摸透转为自行设计的新
的战斗任务。自此，吹响了新机研制
的进军号，调动千军万马全面开展新
机研制工作。1969 年 7 月 5 日，中国

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
8飞机在沈阳飞机制造厂首飞成功。

突飞猛进（三代机）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形势发生重
大变化。为应对我国航空武器在世界
军事格局和周边威胁环境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严峻形势，使空军到 21世纪能
够装备自行研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武
器，并使航空工业的设计水平、研制
水平和管理水平大大提升一步，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航空工业历
经艰辛，突破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技术，
成功研制了歼 10、“飞豹”飞机。通
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研制了
歼 11飞机，不断改进升级了歼 8飞机，
使我国歼击机研制实现了由第二代向
第三代的跨越，并装备部队形成战斗
力。这些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在捍卫
祖国主权、保卫领空安全和支援社会
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航空
工业远远落后于航空发达国家，人民
军队航空装备性能比国外同期装备落
后，不能适应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
的防空作战要求。面对严峻的国际国
内形势，20 世纪 80 年代初，党中央
集体决策，“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性能好
的歼击机”，使空军到 21 世纪能装备
我国自行设计的先进武器。这是党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
也是几代航空人的夙愿。中国航空工
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1986 年 1 月 25 日，国务院、中
央军委正式批准新歼击机（歼 10）立
项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内部代号为
“十号工程”。至此，新歼击机进入正
式研制阶段。经过 12 年的艰苦历程，
1998 年 3 月 23 日，中国自主研制的
第三代战斗机歼 10飞机在成都首飞成
功。

歼 10是我国航空工业打基础、上
水平、跨时代的重要标志。飞机综合
性能要求高、技术创新最突出、跨度
大、难度大，是涉及 100多个参研单位、
20 多个部委和行业的国家重点工程。
歼 10研制是当时我国航空发展史上规
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协作面最广
的复杂系统工程。歼 10工程现代管理
体制的创建，不仅对确保工程各系统
要求组织实施和工程目标的全面完成
意义重大，而且为推动我国航空科技
事业发展进步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

2006 年 12 月 29 日，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分别以《中国歼 10战斗机正
式列装我军航空兵》和《歼 10战斗机
批量装备部队》为题，向国内外播报
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歼 10战斗机成建制
列装空军部队的消息。

20 世纪 60~70 年代，由于前线
战场支援和以空制海的任务需求，歼
击轰炸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大发展，
欧洲的“狂风”、美国的F-111、苏联
的苏 -24 就是其中代表。为满足我国
空、海军的任务需求，国产歼击轰炸
机研制工作提上日程。1977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轰 5
后继机研制任务。该机为空、海军通
用机种，主要用于突击敌战役纵深目
标和敌中型以上水面舰船。1977 年 10
月，三机部批复轰5后继机定名为轰7。
1982 年 6月，重新命名的歼轰 7飞机
被国家列为重点型号研制项目。同年
12 月 14 日，歼轰 7 首飞成功。歼轰
7 飞机研制成功，结束了我国只有歼
击机、轰炸机而无歼击轰炸机的历史，
填补了国家空白。1999 年，歼轰 7获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并参加国庆 50
周年阅兵式。

我国武装直升机的早期探索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部队和航空工业
迫切需要发展新一代直升机，此时在
武装直升机方面仍是空白。80年代中
期，国家颁布的直升机系列发展规划
中，武装直升机成为发展的重点。

1998 年，直 10 立项研制，标志
着立项论证和先期攻关告一段落，正
式转入型号研制阶段，拉开了中国直
升机自主研制、跨越发展的序幕。这
是中国直升机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
并由此踏上直升机强军强国的奋斗征
程。

直 10研制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开
始，面对采用大量新技术、新成品和
新工艺的高起点，航空工业加速攻关。
从总体到系统、结构、材料、试验试
飞到试制批产，从型号研制到条件建
设、综合保障到工程管理，其能力均
有大幅提升，建立了全寿命周期数字
化设计制造体系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完
整试验验证体系，带动了涡轴发动机、
直升机专用武器、机载设备和先进材
料等全面发展，建成了直升机自主研
发能力与体系，实现了型号研制由测
绘仿制到自主设计的重大跨越，将我
国直升机技术水平向前推进了 20 年，
进入能够自主研制高水平专用武装直
升机的国家行列。

全面跨越（四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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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珠海航展公开亮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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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首飞的歼 20 战斗机成为第二个
官宣的“20机型”。2017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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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研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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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双机编队在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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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中国空军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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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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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20家族”最后一个公开的
机型，直 20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
兵式上首次亮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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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首次亮相仅时隔 3年，从歼 20到直
20的首次走进公众视野也只时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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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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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型运输机驰援武汉，将支援湖北的医
疗队和大批医疗物资运抵抗疫一线。
继紧急执行国内紧急运输任务之外，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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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来，航空工业筚路蓝缕、奋
发有为，实现了航空装备对航空强国
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的跨越，为国
防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新时期，航空工业紧紧围绕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战略部署，精确瞄准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军事需求，
牢牢抓住当前世界军事革命蓬勃发展
的历史机遇，加强对航空武器装备体
系近、中、远期发展的顶层设计，加
快以空中进攻、战略投送、战略打击、
侦察预警、舰基航空、空基反潜、无
人作战、空天作战、电子作战、陆上
立体机动为代表的装备体系能力建设，
以歼 20、运 20、直 20 等为代表的一
大批新质航空作战力量陆续装备部队
并形成作战能力，为我军战略转型和
有效履行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空中进攻能力方面，代表我国
航空工业最高技术水准的歼 20飞机横
空出世，使空军综合作战能力跃上新
台阶；歼 10 系列飞机、歼 11 系列飞
机陆续装备空海军部队，三代和三代
半飞机已经成为我国空中对抗力量的

主体；以“霹雳”12 导弹为代表的新
型进攻武器的更新换代并陆续形成战
斗力，大大拓展了空中作战的攻击包
线，大幅提升了我空、海军在空空对抗、
空面打击、警戒巡航等方面的作战能
力。

在战略投送能力方面，运 20大型
运输机正式列装部队，使我军提升战
略投送能力迈出了关键一步；运 9 运
输机的大量交付实现了战略投送能力
梯次性快速增长。装备交付以来，多
次出色完成千里跨区机动、大机群重
载远程投送等重大演训任务。一支全
域行动、全时反应、全程使用的强大
投送力量正在逐步形成。未来，这支
运输力量还将在抢险救灾、装备保障、
空中搜救等任务中大显身手。

在战略打击能力方面，轰 6K 轰
炸机等远程精确打击装备交付部队标
志着我军空中远距精确打击能力逐步
形成。近年来，围绕军事斗争准备和
国家权益维护，轰 6K多次经宫古海峡、
巴士海峡，前出太平洋一岛链并绕飞
台湾岛，日常性巡航南海并参加多场
实兵对抗演练，有效拓展了空面打击
范围。

在侦察预警能力方面，新一代
空警 500 预警机装备部队，与空警
2000、空警 200一起，在空地一体化、
多军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和演习中，
为信息化联合作战配上了“千里眼”
和“顺风耳”，有效提升了信息化条件
下的战场透明度，成为当前作战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战斗力倍增器；一系列
侦察、干扰、通信类有人 / 无人航空
装备也为我军构筑起严密的空中情报、
电磁杀伤、电磁管制网络。

在远海作战能力方面，伴随我国
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交付，舰载战斗
机歼 15战斗机走向深蓝，初步形成远
海作战能力，有力支撑了海军由“近
海防御”向“近海防御、远海防卫”
战略转型建设的深入推进；大量舰载
旋翼装备交付海军，使我海军航空兵
遂行任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近年来，
海军航空兵作为海军实施先制、反制
作战的重要兵力，在亚丁湾护航、利
比亚撤侨、马航失联客机搜救、领海
日常战备巡航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无人作战能力方面，以“翼
龙”系列为代表的察打一体化高端无
人机研制成功并出口海外用户，在反
恐、巡逻、侦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得到外方用户的高度评价，也打
破了西方长期垄断的局面。国内无人
作战装备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总
体性能达到国际同类无人机的先进水
平，有效提升了部队低威胁环境下重
点区域的持久监视侦察、攻击和毁伤
效果评估能力。

在立体作战能力方面，直 20、直
10、直 19、直 8系列直升机装备，弥
补了陆军在空地一体化、远程机动、
快速突击、特种作战等方面的能力短
板，有效支撑了陆军由区域防卫型向
全域作战型、由平面陆军向立体陆军、
由大陆军向强陆军的转变。陆军航空
兵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飞起来
的陆军”呼之欲出。

新的时期，航空人将在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用“能
打仗、打胜仗”的标准加快推进航空
科技创新与发展，在武器装备研制中
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
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
约高效、更加注重能力提升，加速构
建适应未来作战的航空武器装备体系。
航空工业将继续集智聚力落实国家战
略，服务强军目标，用一流装备和服
务支撑世界一流军队建设，助力航空
梦、强军梦、中国梦实现。

直20天津直博会亮相。

运20大型运输机。

直10首飞。

社会责任

党建引领

航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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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

改革发展

民用飞机

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