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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航展

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李国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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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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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我国目前正全面开展空间站研制建设，核心舱将
于今年年底转入正样研制阶段。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首次公开亮相

将于 2022 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陈芳、胡喆)第 12 届珠海
航展 6 日在珠海举办，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
究院研制的空间站核心舱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018 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关
键之年，空间站工程全面展开。按照计划，我国空间站将于
2022 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中国空间站命名为“天宫”，基本构型包括核心舱、实
验舱Ⅰ和实验舱Ⅱ，每个舱段规模为 20 吨级。空间站在轨
运行期间，由载人飞船提供乘员运输，由货运飞船提供补给
支持。

负责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 I 研制任务的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工程师介绍，核心舱、实验舱Ⅰ和实验舱Ⅱ三舱组合
体质量约 66 吨，额定乘员 3 人，乘员轮换期间短期可达 6 人，
具备 10 多吨载荷设备的安装和支持能力。设计寿命不小于
10 年，具有通过维护维修延长使用寿命的能力，并具备一定
扩展能力。

空间站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舱段，是空间站的管理和
控制中心，也是航天员生活的主要场所。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介绍，中国空间站在核心
舱和两个实验舱上均配备了具有国际化标准接口的科学实验

柜，用于开展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的舱内、舱外均可支
持开展空间应用，而且载荷可在轨更换。可以预见，建成后的
中国空间站将成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将对我国空间科学研
究与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载人飞船

研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陈芳、胡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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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总指挥王小军说，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按照载人飞行
的最高安全标准进行设计，在近期可以用于载人月球探测
工程中的环月、绕月等演示验证任务，快速推动我国运载
火箭技术和进出空间能力的重大提升和跨越。未来还可以
和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组合使用建立月球基地，实现月球可
持续开发利用。

据王小军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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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八号预计 2020 年首飞

已进入初样研制阶段

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胡喆、田建川)在 6 日于珠
海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项目负责人宋征宇披露，为满
足商业航天发展需要，我国将研发新型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
号，目前该型火箭已进入初样研制阶段，预计在 2020 年实施
首飞。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与国外主流火箭相比，在技术可靠性、
发射成功率、单次发射服务费用和单位重量载荷发射成本等
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宋征宇介绍，长征八号将依托我国
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成功的可靠技术，通过系列化、组合化、
通用化的设计思路，开展一系列创新设计和研制，以满足未来
国际航天发射的需求。

宋征宇说，长征八号将有望填补我国太阳同步轨道 3 吨
至 4 . 5 吨运载能力的空白，并兼顾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转移
轨道发射能力，具有发射成本适中、发射周期更短、适应多个
航天发射场条件的特点，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商业卫星
发射市场前景客观。该型火箭的研制将进一步完善我国运载
火箭型谱，满足未来中高轨商业发射市场的需求，牵引带动现
役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

据悉，长征八号火箭已进入研制阶段，并对垂直起降关键
技术进行了前期攻关，未来有望具备简易塔架适应能力，实现
总装、测试及发射一体化，带动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首首次次揭开神秘面纱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载人飞船取得阶段性成果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2020 年首飞

▲这是展出的空间站核心舱实物（工艺验证舱）（11
月 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6 日，第 12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珠海航展)在广东珠海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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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集体亮相。

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
李学勇、张玉清、于晓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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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设计师：未来歼-20

将更加完善、性能更加优

异、效能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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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6 年第十一届航展上，歼
-20 双机编队在开幕式结束后，抵
达航展表演空域进行了一分钟的飞
行展示。当时两架银灰色涂装的歼
-20 低空通场后飞向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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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歼-20 列装部队后，一方面我
们支持部队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对抗、训练和试验的
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杨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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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机型的代号，而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
航空工业发展成就的代名词。”杨伟说。

首飞试飞员：祝贺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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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1 年以来，李刚在试飞局一直担负歼-20 技术型号
负责人，带领试飞团队完成歼-20 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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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支列装作战部队指挥员：歼-20 隐身超

视距攻击等性能得到充分开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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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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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是‘眼镜蛇’动作！”6 日开幕的第 12 届中国航空航
天博览会现场发出阵阵兴奋的呼喊，人们使劲睁大眼睛，生怕
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湛蓝的天空中，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
拖着彩烟，表演了“榔头”机动、“大迎角 360 度滚转”“落叶飘”
“眼镜蛇”等一连串典型过失速机动飞行动作。这标志着我国
成功实现了推力矢量这一航空关键领域的创新突破。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推力矢量技术的国家之
一。“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在飞行表演后举行的媒体见面会
上，歼-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现场总指挥、中国航空工业副总
经理杨伟激动地说。

过失速机动飞行是指飞机在“失速迎角”之外进行可控的
机动飞行，使飞机具有在正常迎角飞行区域无法实现的、更强
的机头指向能力。

要实现过失速机动飞行，不仅要有带推力矢量的发动机，
同时，飞机必须具有优良的大迎角气动性能、良好的进发匹配
特性以及独特的飞行控制技术。

“歼-10B 推力矢量技术验证项目面临高要求、高难度、高
风险等挑战，我们需要攻克飞机、发动机、飞发综合控制、试飞
等多方面的技术难关。”歼-10B 推力矢量验证机总设计师王
海峰说，如何准确获取大迎角下飞机的气动力特性、进而在部
分舵面控制效率降低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控制并充分提升飞机
的飞行性能，是必须突破的关键课题。

此外，歼-10B 是单发飞机，采用的是轴对称 360 度偏转
的矢量喷管，这对发动机也提出了气动、热、载荷、控制等一系
列挑战。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航空工业集团、

航发集团、试飞大队等单位组成了联合攻关团队。这几年，各
单位不畏艰难、通力合作，终于使我国推力矢量技术取得了重
大突破。

(记者田建川、呼涛、胡喆)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

新华社广州 11 月 6 日电(记者胡喆、田建川)第 12 届中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6 日在广东珠海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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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百强”航空航天企业
参展比例大幅度提高。

主办方介绍，经过 20 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空航天类专业展会之一，为推动
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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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AG600 、新舟 700 、
AC 系列直升机等众多明星机型亮相本届航展。作为我国民
用大飞机的研制主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展示了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 1 ： 1 样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设
立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系统集成、制造技术、科普等
多个展区，展出了多款新型涡扇、涡轴、涡桨航空发动机产
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携近两年来的最新科技成果

182 项展品，通过宇航、防务、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业三大
展区，展示我国航天领域取得的新成就以及航天技术的未来
发展方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携防空体系、海防体
系、对地打击体系、无人作战体系、预警监视安防体系、商业航
天体系、指挥通信与支援保障体系等七大装备体系共 90 余个
展项亮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体系化展出了在陆、海、空、

天、电诸多领域的 400 余项尖端信息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共有 130 余项产品参展，集中展
示了中国电子多年来在防务电子、信息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
的先进成果和应用。

本届航展国际展览规模不断壮大。波音、空客等世界知名
航空航天企业悉数亮相，特别是世界“百强”航空航天企业参
展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

▲▲扫扫描描二二维维码码，，观观看看新新华华社社现现场场新新闻闻，，看看
““八八一一””与与““红红鹰鹰””共共舞舞长长天天。。

图图为为 1111 月月 66 日日，，空空军军航航空空大大学学““红红鹰鹰””

飞飞行行表表演演队队在在航航展展现现场场进进行行飞飞行行表表演演。。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杨杨光光摄摄

1111 月月 66 日日，，歼歼--1100BB 在在
飞飞行行表表演演中中。。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梁梁旭旭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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