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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国际航展上，主办国总会
拿出若干“看家法宝”震慑全场，其中
代表一国航空航天技术最高水准的空
军装备往往是核心和支柱。无论是在
范堡罗惊艳来袭的“台风”，还是在莫
斯科郊外腾挪的“侧卫”，抑或是在巴
黎上空刮起的“阵风”，主办国空军武
器都是绝对的主角。没有引人注目的
空军武器装备，航展的规格和影响力
就会大打折扣。

本届航展，中国空军装备“大牌”
云集，除了参加飞行表演的各种先进
飞机，地面静态展示区也有许多明星
装备出场。它们或是首次亮相赚足眼
球，或是出身名门光芒四射，或是主战
利器举足轻重。今天，我们将带您一
起领略几款空军明星装备的风采。

无人机，是航空器家族中的“新

兵”。近年来，无论是在烽火硝烟的战

场，还是在聚光灯下的航展秀场，无人机

日益升温。近年来，我国自主研制的“翼

龙”系列无人机在国内外掀起了一波强

烈的“龙卷风”，打破了一直以来世界航

空强国在国际无人机外贸市场占据绝对

优势和地位的格局。

继2014年攻击-1无人机首次参加中

国航展后，中国空军在本届航展上首次静

态展示了攻击-2无人机（不含地面工作

站）。攻击-2无人机是我国自行研制的一

型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可担负

低威胁环境下战场重点区域的持久监视、

侦察，对发现并确认的目标进行攻击和毁

伤效果评估，是执行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

义的重要武器装备。与攻击-1无人机相

比，攻击-2无人机的动力系统得到升级，

体形“长大”，挂载能力也大幅上升。

“无人”争锋

攻击-2无人机掀起“龙卷风”

长空“霹雳”，一剑封喉，这是空

空导弹留给“敌机”的冷峻印象。在空

战中，除了打战斗机等目标，空空导弹

还可以攻击“敌”飞行编队中的“耳

目”以及“粮草”，比如远程预警机、

侦察机、电子战飞机、大型军用运输机

以及战略轰炸机等。

本届航展上，中国空军对外公开

展示了空空导弹“霹雳”家族中的多

位重磅“选手”。其中，地面展区的

歼-10B战机挂载两枚霹雳-12导弹。

该导弹属于第四代雷达型中距空空导

弹，制导精度高、杀伤概率大，抗干

扰能力较强，具有全天候、全高度、

全方位攻击，以及超视距“发射后不

管”能力，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攻击

多种空中目标。

长空“霹雳”

第四代空空导弹“一剑封喉”

空中铁骑，舞动九天起风云；低空

英雄，一树之高逞风流。此次，中国空

军的一架直-10K直升机，作为空投与

空降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加地

面静态展示。

直-10K直升机是我国第一款自

行研制的高性能专用武装直升机，也

是我军新一代多用途攻击直升机，采

用先进的总体启动一体化设计，配备

国内自行研制的综合化航电系统，具

备在野战保障和复杂战场环境下遂

行各种任务的能力。

直-10K主要用于攻击敌方坦克、

装甲车辆等地面目标，并可为我地面

部队实施直接火力支援。同时，该机

还可攻击敌方直升机等低空飞行目

标，参与夺取超低空制空权，为己方

直升机护航。“树梢杀手”

直-10K守卫“我们的天空”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简称中国航展）于 11月 6日至
11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是
一场具有浓厚航空航天文化气息的
饕餮盛宴。

聚焦盛会，感受精彩。敬请关
注中国军网、军报记者微信公众号
推出的“第十二届中国航展”系列报
道。

22 年前，也是 11月，中国珠海。老
百姓们把目光聚焦到金湾之畔的一个小
渔村——在中国第一个 4000 米长的机
场跑道上，第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开幕了。

好奇的人群涌进机场，争相来逛一
逛大家心口相传的这个“能看飞行表演、
能摸真飞机”的“大集”。

今天，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家展商，齐聚珠海金凤台下，争相
亮出“明星”展品。高科技实力，高质量
产品，外加高颜值外形，琳琅满目的中外
展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宾客从世界各地
赶来。

在这里，呼啸而来的各种飞机，呼啦
啦把珠海的天空染得五颜六色。蓝天成
为没有边界的大秀场，中外先进飞机轮
番登台献技。

在这里，低调内敛的各型导弹，出场
就自带凌厉慑人的气质。主打“唯快不
破”的高超声速导弹，会遇上号称“航母
杀手”的反舰导弹。

在这里，厚积薄发的无人机家族迎
来“井喷”亮相。近十种察打一体无人
机个个身怀利器，竞争分外激烈；造型
科幻的飞翼式大型无人机，也并非一枝
独秀。

在这里，陆战兵器派出了“铁甲兵
团”现场动感飙车，意欲和空天装备平分
秋色。履带战车、轮式装甲、全地形车等
“钢铁猛兽”把车辆演示场变成了烟尘漫
漫的沙场。

在这里，“三军之眼”俯视战场。
覆盖“陆海空天”作战体系的预警探
测装备，在航展中心吹响了集结号，
量子雷达首度亮相，反无人机系统备
受关注……

22年以来，航空航天届的“大集”俨
然变身为一场明星兵器的“嘉年华”，各
种各样的“高精尖”武器装备，最新的航
空航天技术发展成果，就这样“零距离”
呈现在眼前。

内行尽可以探门道，外行也可以看
热闹。

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一体的
中国航展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的高水
平国际盛会。这场“嘉年华”充满浓郁的
“民族风”，又洋溢着潮流的“国际范儿”，
既是科技创新、军民融合的大合唱，也是
改革开放、跨越发展的舞台剧。

“中国风”就是“国际范儿”

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一鸣惊人，
歼-20战机编队升空再展绝技，“鲲鹏”
运-20三登航展依然吸睛……在改革开
放 40周年之际，多款“大国重器”扎堆亮
相本届航展。

这次航展不仅在参展飞行器数量
上创下了历史新高，也是最有“中国味”
的一届航展——很多观众这样评价。

如果说，在文化领域，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那么，在这场盛况空前的兵器“嘉
年华”上，中国人挥动先进战机的“大国
之翼”，告诉世界“中国风”也是“国际范
儿”。

今天的珠海，为全世界打开了一扇
“开放”之窗，不仅展示出我国航空航天
领域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也表明
持续稳步发展的中国航空航天产业在世
界舞台上越来越自信从容。

刚刚在湖北完成水上首飞的水陆
两栖飞机“鲲龙”AG-600，风尘仆仆回
到了“老家”珠海。作为“大飞机三剑
客”之一的“鲲龙”，承载了中国人对大
飞机的不懈追求和对新型空中力量的
期望。
“鲲龙”是中国首款大型两栖飞机，

也是当今世界在研的最大一款水陆两
栖飞机。在这个意义上，“鲲龙”在珠海
主场“坐镇”航展的样子，就是中国飞机
出场的样子。

这场“嘉年华”既是展示我国航空航
天技术最新成果的舞台，也是中外军贸
交流合作的平台。

9 月 28 日 才 完 成 首 飞 的 FTC-
2000G“神鹰”多用途飞机也身披银灰
色盛装，赶场一样从贵州飞到广东。
航展开幕当天，这款以攻击为主,兼具
空战和教练功能的外贸飞机进行了单
机表演。加力起飞、斜斤斗、低空水平

横滚、低空小表速通场、低速小航线着
陆等精彩表演,充分展示出其卓越性
能。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再到
“中国创造”，三个汉字的平常变化却寓
意着一条并不平常的追梦之路。精彩的
背后是我国航空航天工作者通过自主创
新，逐步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关键技术，完成了一系列新技
术、新创造、新突破。

地上撒欢“酷兵器”

对大多数来到航展现场的观众来
说，最大的满足感就是除了能看到“天上
飞的”兵器，还能目睹那些“地上跑的”和
“平时看不着的”兵器。

两年前，第十一届中国航展“试水”
地面装备动态演示——让坦克和装甲车
在设定的场地“撒欢”跑起来给观众展
示。此前，国内仅有包头举办过类似的
“装甲日”活动。

开辟动态演示区，让中国航展更有
底气与世界知名航展“拼肌肉、秀实力”。

航展首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国产
外贸 VT-5 坦克、VN-17 步兵战车和

“山猫”全地形车等陆战铁甲上演“沙
场点兵”。动态演示区足有十几个足球
场大小，内部设有土坡、壕沟等障碍，
中间是一个超过半米深的水池，布置得
类似“坦克两项”的竞赛场地。在整场
大约 45 分钟内，装甲坦克、突击车、
越野车等装备现场为观众们演示了爬纵
坡、过壕沟、过涉水池、蛇形机动等项
目。

铁流滚滚、高速机动，弥漫的尘土中
传来VT-2改进型坦克发动机撕裂空气
的轰鸣声，仿佛令人置身于一场逼真的
“战争大片”之中。身披沙漠迷彩的“陆
战之王”用强大的越野能力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场上爬坡涉水不减速的 VT-2
改进型坦克是他们自主研发的特色“拳
头”产品。它不仅具备高度的机动灵活
性和强大的越野能力，还有较高的防护
力，稳定性也特别好。在贴近战场的环
境中大胆炫技，也用实际表现告诉大
家，中国坦克的卓越性能。
“山猫”家族更是在“沙场”上晒出了

“卖家秀全家福”。擅长成群突击的“山
猫”既小又轻，已经实现了车族化和模块
化。

动起来的兵器更酷！在场的观众直
观地感受到，中国陆战装备整体的实战
化和信息化水平正不断提升。

秀出战场“全维度”

海上无人艇、防空重器、陆战装备、
预警探测雷达……在现场，记者和观众
们一起目睹了“陆海空天电”兵器装备在
珠海的首次“全谱系”聚首。

在中国兵器馆的静态展区，观众可
以一次饱览装甲突击、火力打击、防空反
导、智能弹药等领域的新锐陆战装备。
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主力外贸各型坦克
悉数亮相，“火龙”系列制导火箭也是一
大看点。其中，有着30多年辉煌历史、威
名远扬的“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以及
“蓝箭”系列空地导弹惊艳亮相。前来参
观的许多专业人士认为，此次航展体现
出我国陆军外贸武器装备的高水平。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的展台上各类展
品琳琅满目，展示了企业的最新成果。
其中，4型固定翼无人机和 2型旋翼无人
机，最大的起飞重量达 5吨，最小的才 7
千克。这些极具海上特色的无人机，为
解决兵器的“晕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今年是这家全球知名的船舶制造企业第
一次参加中国航展，填补了航展版图中
“海”字号的空白。

航天科工展区是“天”字号兵器的大
本营，展出了防空、海防、对地打击、无人
作战、预警监视安防和指挥通信与支援
保障等多个体系的近百项装备。展区
里，一块块演示防务对抗体系仿真系统
的大屏吸引了众多目光，观众可以互动
操作海防指挥控制系统和VR体验反无
人机系统。许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体验
一把，不一会儿展馆前就排起了长龙。

对电子科技感兴趣的“兵器控们”，
可能会在 2号展馆流连忘返。在那里，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营造出一张“智慧之
网”。在他们参展的 400 余项尖端信息
化产品中，既有价值数亿元的大型相控
阵雷达，也有如纽扣般小巧玲珑的芯片，
总有一款会“捕获”你的心。

原本冲着航空装备而来的资深航空
迷李超，逛完各展馆后却发现，展会上除
了上天的装备，还有很多入地、下海的兵
器。这次航展上的“陆”“海”“电”等领域
装备之丰富，似乎夺了本该笼罩着超级
主角光环“空天”兵器的风头。

有同感的还有外媒：“不仅是航空航
天，中国航展越发成为展示‘陆海空天
电’全方位武器系统的重要平台。”

未来战争将在何处打响？需要什么
样的装备？或许和正在转型之路砥砺前
行的中国军队一样，中国航展也在发展
中向“大防务”时代悄然“转型”。

(本报珠海11月8日电)

一场明星兵器的“嘉年华”
■本报记者 符马林 王社兴 李建文

歼-10B推力矢量验证机惊艳亮相。 徐小丹摄

资料整理：谭文伟、阳 明

版式设计：方 汉

图片提供：刘应华、王宇涛

郑雪峰摄

徐小丹摄

徐小丹摄

本版投稿邮箱：jfjbbqdg@163.com

特别策划

兵 器 控

第９版

责任编辑/高立英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