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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得低慢是飞行员的本事

昨天的表演时间是下午3点。
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广场

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家翘首期盼
运-20的风采。

运-20，官方代号“鲲鹏”，取
自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大鸟，不过
因其圆滚外形而被昵称为“胖
妞”。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

“胖妞”的出现万众瞩目。
快看，“胖妞”飞过来啦！
起飞、飞行、转弯、侧飞……

200吨级的“胖妞”飞得低而慢，
在空中很贵族，完全一副大家闺
秀风范。两支超临界翼，像极了

大鹰之翅，美丽而又省油。
运-20总设计师、中国工程

院院士唐长红介绍，运-20是我
国打破200吨级的第一架飞机，
将成为空军未来的主战装备。

“这是运-20第三次参加中国航
展，第一次是空军的试飞员进行
驾驶，后两次都是空军的飞行
员，展示他们的技能和飞行能
力。”唐长红表示：这么大的飞机
也有优美的势态和优秀的性能，
能把飞机飞低飞慢，坡度飞大，
是飞机的性能优良也是飞行员
的本事。

“胖妞”表演S形机动

燃烧我的卡路里！除了在
苍穹中翩翩起舞，“胖妞”还有
更精彩的表演，展示了优异的
战机机动。每一个动作，都引
来阵阵惊叹！

战斗起飞：“胖妞”在1000
米距离内起飞，低空通场；

大仰角上升：“胖妞”的动
力好强劲啊。

S形机动：在大幅度盘旋
通场中，“胖妞”左右扭动，表演
S形机动，展现出飞行员精湛
的驾驶技术。据悉，担任本次
飞行表演的机长是空军的一位
上校飞行员。

小速度超低空通场：在第

三次通场中，“胖妞”离地150
米慢速“飘过”，轻盈优美，展现
出优异的低空性能。

“‘胖妞’可以从纵深地区
远距离进行战略投送，无需中
转，实现端对端投送。”空军军
事专家王明亮表示，这得益于

“胖妞”优异的起降性能和对野
战机场的高适应能力。

据悉，在大型战略运输机
领域，美国有C17、俄罗斯有伊
尔76……“胖妞”要比伊尔76
大20％。

观望空中这样一个200吨
级的庞然大物，只需一眼，颜值
指数立马打出10分！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程霖

毫无疑问，200吨级的
运-20是本届航展的明星角
色。

中航工业大运办副主任
韩先理说：“我管运-20叫
‘胖妞’，飞机跟人一样，它也
是有灵性的。”

起飞、转弯、侧飞……
“胖妞”除了这些大家闺秀的
动作，还展示了战斗起飞、大
仰角上升、大幅度盘旋通场
等机动动作，让观众惊叹不
已。

三届光顾，倾情表演。
“胖妞”燃烧我的卡路里，只
为更好更优异的表现。

本报讯 记者高松 见习记者
王晓君报道：8日是航展专业日
最后一天，来自巴基斯坦空军的
JF-17枭龙战斗机再次进行了
单机飞行表演，这款象征着中巴
友谊的经典战机再临珠海，带来
了一系列彪悍的动作表演。

据悉，本届航展，巴基斯坦
空军派出了三架枭龙战机（巴基
斯坦称为 JF-17“雷电”）前来参

展，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精彩的单
机表演飞行。枭龙是20世纪90
年代末期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
投资、中航工业所属成飞公司、
成飞设计研究所、中国航空技术
进出口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制，巴
基斯坦空军参与开发的一型单
发、单座、全天候多用途战斗
机。巴基斯坦空军是中国航展
的“老朋友”，枭龙战机今年已是

第五次亮相中国航展并进行
动静态展演。

在8日的专业日表演中，
枭龙战斗机在离地150米的高
度，倒飞通场，全程持续了12
秒，随后，又以时速260公里大
仰角通场，展示了枭龙战斗机
在小速度下的安定性。在它表
演的十几分钟内，枭龙飞出了
大仰角爬升、垂直横滚等一连
串彪悍动作，突出展现了枭龙
战斗机的杀气和锐气。

巴基斯坦空军一位上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珠海
这个季节的气候非常有利于

飞行表演，枭龙战机也不负重
望，飞出了应有的气势，枭龙
战斗机具有突出的机动能力，
较大的航程、留空时间和作战
半径，优良的短距起降特性和
较强的武器装载能力，是中巴
合作最好的证明，目前使用历
史达十年之久。枭龙战斗机
是非常棒的飞机，是巴基斯坦
的骄傲。

执行8日飞行表演任务的
飞行员则表示，对于当天的表
演，他很满意，希望以后能有更
多的机会到更多的国家进行学
习交流。

明星角色运-20。

枭龙战机炫技珠海航展
带来倒飞通场、大仰角通场等一连串彪悍动作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作为
全球航空领域巨头之一，欧洲空
中客车公司（以下简称“空客公
司”）从首届中国航展起就一直积
极参与，22年来从未缺席。无
论是往届登场的A380、A350系
列宽体飞机，还是本届航展惊艳
亮相的空客家族最新成员——
A220系列，空客公司一直将中
国航展视为最重要的展示推介平
台之一。

空中客车A220惊艳亮相

据了解，该架A220-300单
通道喷气式客机，来自于波罗的
海航空，装备了普惠公司最新一
代 PW1500G 齿轮传动式发动
机，采用了145座的全经济舱布
局。作为空客民用飞机家族的最
新成员，这也是A220飞机首次
到访中国。

单通道客机，也被称为窄体
式客机，一般指飞机机身直径在
3米到4米之间的飞机，飞行距离
适用中短程航线。空客中国公司
首席执行官徐岗表示，A220飞
机有着优秀的性能和杰出的燃油
效率，它的尺寸和载量非常符合
中国航空市场需求，特别是西部
和西南地区市场。

专业人士分析，在单通道飞
机这个细分市场中，波音737系
列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单通道客
机之一。如今，随着空客公司携
A220系列强势亮相，波音和空
客两大航空巨头又将在“新赛道”
上展开激烈竞争。

巴航工业“大鲨鱼”引人瞩目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也将目光
瞄准了单通道150座级以下飞机
市场。本届航展上，一架喷绘有
大鲨鱼涂装的巴航工业E190-
E2客机引起了不少专业观众瞩
目。该款飞机具有油耗低、航程
远等特点，被誉为目前市场上最
为高效的单通道飞机之一。

巴航工业商用航空首席商务

官阿尔然·梅耶尔则指出，该款飞
机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605
架订单，在中国市场上也已获得
40架订单。

中国商飞C919展翅欲飞

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
单通道飞机细分市场上，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脚步也走
得十分扎实。我国自主研制的
ARJ21-700型支线客机借助中
国航展的开放平台，加快拓展市
场。

在本届航展上，成都航空、天
骄航空和乌鲁木齐航空作为目前
已接收或即将接收ARJ21飞机
的三家运营商，均带来了自己公
司涂装的ARJ21客机，并进行了
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这是
ARJ21飞机首次形成“三机聚珠
海”的场面，意味着国产喷气支线
客机运营用户增至三家，市场化
发展稳步推进。

11月6日，在中国航展开幕
当日，中国商飞与浦银金融租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了 30 架
ARJ21- 700 飞机购买框架协
议，包括15架确认订单和15架
意向订单。至此，我国首款支线
飞机 ARJ21 的订单数量达到
528架。

与国外制造商相比，中国商
飞的优势在哪里？在成都航空董
事长汤劲看来，中国商飞能够为
ARJ21飞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支援和保障体系，对于运营中出
现的任何问题，能够随时响应、随
时解决。

令人期待的是，我国自主研
制的新一代喷气式大飞机C919，
其设计目标正是为国内外民用航
空市场提供安全、舒适、节能、环
保，具有竞争力的中程单通道干
线客机。截至目前，C919已经获
得了累计28家客户的815架订
单，其中不乏美国通用电气租赁、
德国普仁航空等国外客户，预计
2021年将交付首单。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报
道：在航展2号馆内，一座独具科
技感的球型穹幕引起了不少观众
排起“长龙”、争相体验，这便是本
届航展的一款“网红产品”——全
球首台LED飞行模拟器，记者上
前体验了一番。

沿着楼梯走进球型穹幕，飞
机驾驶舱便出现在眼前。经过一
分钟的快速培训后，记者坐进了
驾驶舱，开始了一场“飞行之
旅”。起飞、拉升、下降、转弯……
一系列的驾驶动作操控下，配合
着座舱外部的蓝天白云和脚底下
的山川、河流，体验者犹如腾云驾
雾，翱翔蓝天。

“它的最大视场角可以达到
水平288°、垂直150°。”现场
的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这款 LED 飞行模拟

器，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研究所下属南京洛普科技有
限公司与北京赛四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研制的高科技产品。
南京洛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
小兵表示，该产品是将洛普公司
首创的LED穹幕显示技术、实时
超高清(SHV)图像球形矢量变换
技术与赛四达的飞行模拟系统进
行融合，联合打造出的全球首台
LED飞行模拟器。

科技感十足，这款LED飞行
模拟器又有什么用途呢？沈小兵
表示，LED飞行模拟器是一款典
型的军民融合产品，非常适合于
空军、民航飞行员地面程序训练、
空中模拟训练。

同时，该产品还能在各类科技
场馆、飞行体验馆、青少年宫、中小
学航空实验室进行航空科普。

全球首台LED飞行模拟器亮相航展

观众排“长龙”争相体验

单通道飞机细分市场引国际航空巨头关注

国产ARJ21及C919飞机
将同场角逐

巴航工业“大鲨鱼“涂装E190-E2客机首秀中国航展。本报记者 程霖 摄

观众排起“长龙”、争相“开”飞机。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枭龙战斗机进
行单机飞行表演。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战斗起飞 大仰角上升 大幅度盘旋通场

“胖妞”运-20：燃烧我的卡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