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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展會上，目前國內從事無人機研發的西北工業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航工業、總參
60所、航天科工集團等機構悉數參展，其中多款具備垂直升
降能力的無人機最引人注目。

偏轉翼機戰術機動靈活
中航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的 VMA 無人機採用翼身融合

設計。它垂直起飛後可以時速220公里的最大平飛速度接近
目標，然後展開摺疊機翼，以時速150公里巡航。VMA最大
任務載重15公斤，最大續航時間大於2小時，實用升限3000
米，使用半徑100公里。

中航工業慶安集團有限公司的 「雨燕」無人機與美國
「魚鷹」傾斜旋轉翼飛機相類似，機翼外側的主螺旋槳可在

水平和垂直角度切換，升降時由兩個主螺旋槳和獨特的尾部
輔助螺旋槳提供動力，飛行時依靠各個螺旋槳的位置調整能
進行翻轉、俯仰等飛行姿態控制。

「偏轉翼飛機的優勢在於兼顧了垂直升降對場地要求少
、平飛狀態速度快的特點。」中國軍事專家劉江平指出。本
屆展會國產無人機呈現氣動布局隱身化、小型化、垂直升降
等特點。這一類具備垂直升降能力的先進概念機、演示樣機
，可在狹小場地進行升降，戰術運用上機動靈活，便於艦船
、城市使用。

四旋翼無人機靈活輕巧
廣州金海航空技術公司的多款 「四旋翼無人機」也引起

參觀者注意。該機型採用的4螺旋槳十字交叉固定，起飛時
如同直升機，但改變螺旋槳的轉速就能調整方向，在空中比
直升機更靈活，而且自重只有幾公斤，因此，最大的 「賣點
」是所有設備都可由單兵攜帶。

美中不足的是，此次展覽上並未出現最受國外關注的
CH-4、CH-3、 「翔龍」等無人機樣機和模型產品。僅成飛
展出了 「翼龍」無人機模型，翼下帶有對地攻擊武器。官方
稱 「翼龍」已基本具備作戰能力。 「翼龍」最大任務載荷

200公斤，最大續航時間20小時，最大航程4000公里，最大
飛行速度每小時280公里。

今次展覽儘管沒有更多軍用機型展出，但近年不斷有中
國無人機獲得巴基斯坦、阿聯酋、阿根廷、委內瑞拉等海外
訂單的消息。英國Visiongain公司的分析報告顯示，由於無人
機用途廣泛，軍事需求不斷增長，2012年無人機市場將達到

72.6億美元。

尖端項目須 「一錘定音」
近年來，國內各科研院所紛紛開展無人機研究，但有

觀察人士指出，這股 「無人機熱」的背後，是一些國內院
所把無人機看成投入少、見效快的項目。一次無人機航展
展出五、六十款，即使是 「翼龍」這樣的明星機型、成飛
這樣的行業先鋒，也會出現問題。

近期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稱阿聯酋進口的 「翼龍
」攻擊無人機在多次試靶過程中不太順利，原因不明。按
照中國武器出口的規則，軍方沒有迫切需要的才考慮出口
，五、六十款無人機同時參展，熱鬧的表面折射出軍方對
無人機研製狀況的不滿。

業內有建議認為中國應該像對待大運輸機、四代機那
樣，由軍方牽頭，對無人機的發展做出預判和規劃，並組
織幾項高精尖的無人機研製計劃，以滿足各軍兵種對無人
機的需求，既要 「百家爭鳴」，更要 「一錘定音」。劉江
平也指出，政策鼓勵民企參與軍工，令這幾年無人機研發
活躍，另一方面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戰場應用經驗對中
國亦有所啟示。國產無人機還是要兼顧國內國際市場，軍
用民用技術交叉發展。

劉江平認為，國家對於無人機產業的引導規劃規章也
不能只停留在原則概念。同時，對於有用戶需求、技術潛
力的項目要予以融資支持，讓中介機構牽線資本投入無人
機研發。他並強調軍隊對無人機研發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既是用戶，又是推手，可以更多公開展示無人機在軍隊現
代化的作用，對於國企民企產品更要一視同仁。

長空一號
1960年代，由於蘇聯取消援助，解放軍空

軍試驗用的拉-17無人靶機嚴重缺失，中國下
決心搞自己的無人靶機，催生了長空一號
（CK-1）。長空一號由位於巴丹吉林沙漠的
空軍某試驗訓練基地二站在 1965 年至 1967 年
成功定型。分為CK-1基本型，中高空靶機；
CK-1A 取樣機，用於核武器試驗的取樣工作
；CK-1B 低空靶機，供低空防空武器系統鑒
定用；CK-1C 高機動型，具有高機動盤旋能
力，供空對空導彈和殲擊機鑒定試驗用。還有
CK-1E超低空型。

長虹一號
又稱 CH1、DR5、無偵-5，是中國第

一架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北京航空航天
大學無人駕駛飛行器設計研究研製，可用

於軍事偵察、高空攝影、靶機或地質勘
測、大氣採樣等科學研究。1969 年開始

研製，1972年11月28日首飛，1980
年定型裝備部隊。長虹一號是基於

美國 BQM-34 「火蜂」無人駕
駛高空偵察機基礎上試製。
任務設備重量65千克，最大

平飛速度800千米／小
時，實用升限 17500

米 ， 航 程 2500
千 米 ， 最 大 續

航時間3小時。

ASN206無人機
西北工業大學西安愛生技術集團研製的多

用途無人駕駛飛機。1994 年 12 月完成研製工
作。可用於晝夜空中偵察、戰場監視、偵察目
標定位、校正火炮射擊、戰場毀傷評估、邊境
巡邏等軍事領域，也可用於航空攝影、地球物
理探礦、災情監測、海岸緝私等民用領域。飛
機採用後推式雙尾撐結構形式。任務設備重量
50千克，最大平飛速度210千米／小時。

翼龍無人機
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研製的中低空軍民兩

用，長航時多用途無人機，裝一台100馬力活
塞發動機，具備全自主平輪式起降和飛行能力
。可攜帶各種偵察、激光照射／測距、電子對
抗設備及小型空地打擊武器。2005年5月開始
研製，2007年10月完成首飛，2008年10月完
成性能／任務載荷飛行試驗。最大任務載荷重
量200千克，最大飛行高度5000米，最大飛行
速度280公里／小時，最大續航時間20小時，
最大航程4000公里。

翔龍無人機
成飛設計研製的高空無人戰略偵察機，正

常起飛重量近 7.5 噸，其中有效載荷為 650 千
克。該機的長度為 14.3 米，翼展約 25 米，巡
航速度為 750 千米／小時，實用升限 18000 米
，最大航程7000千米。 （本報記者雷加）

美國波音公司新一代無人機 「幻影眼」日前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沙漠完成首次自主飛行。 「幻
影眼」由液態氫驅動，可以在不補充燃料的情況
下連續飛行4天。波音公司稱其開啟情報收集、
檢測和偵察的 「新紀元」。 「幻影眼」翼展約
45.72 米，採用兩台改良型福特汽車發動機，
並 能 實 現 3 倍 渦 輪 增 壓 ， 設 計 飛 行 高 度 約
19812 米。

中國機載設備發展滯後
中國軍事專家劉江平認為，與美國無人機技

術相比，中國無人機依然是概念機、型號機多，

被用戶選中投入批量生產的少。一方面在於國際
無人機市場競爭激烈，國產機型針對用戶需求開
發不足；二是機載設備發展滯後，參展機載雷達
、光電設備、渦扇渦噴發動機較少，大部分機型
還是活塞發動機。

在軍用領域，功能應用還是偵察、戰場監視
，火力校測等輔助功能，在今年的 「尖兵之翼
─中國無人機大會暨展覽會」展出的攻擊無人
機機型不多。劉江平稱，除了保密因素外，還有
多種原因：一些不符合市場需求、技術不成熟、
成本過高的項目被市場淘汰；在當前經濟背景下
，大公司削減開支，令一些無人機項目下馬；國
家出台政策規章，將不符合要求的企業擋在門外。

劉江平表示，美國已經開始要求無人機要有
空中加油能力，而且不僅作為受油機，也在挖掘
無人機作為加油機的潛力，屆時無人機的作戰能
效勢必進一步提高。

美攻擊機04年投入實戰
隨着無人機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攻擊型無

人機投入實戰。有西方媒體把美軍在巴基斯坦的
一系列無人機空襲行動，稱為 「無人機戰爭」。
媒體已知的美軍在阿富汗的第一次無人機攻擊，
發生在 2004 年 6 月 18 日，擊斃了被認為是塔利
班第一批頭目中的部落首領瓦濟爾。據不完全統
計，從2004年到2012年，美軍在阿富汗共執行
約312次至327次無人機行動。

無人機部隊有 「影子部隊」之稱，南京軍區某
無人機隊裝備的新型無人機，在偵察預警、指揮控
制和精確打擊行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這就是中國
的無人機部隊，剛剛組建，就能執行全天候、長航
時的飛行任務，完成了戰區數字地形圖快速生成和
更新、對打擊目標進行精確定位、快速獲取目標立
體影像數據等重大任務數十次，為提高部隊基於信
息系統體系作戰能力做出了積極貢獻。

它們體態輕盈，能在8級大風的氣象條件下完成
山區航拍任務，也能在特殊地域實時傳回作戰地理
信息，還能準確評估導彈毀傷效益。

反饋信息取先機
無人機這種嶄新的作戰保障功能，就像為指揮

員送上一雙明亮的眼睛。無人機隊也被譽為戰場目
標打擊效果的 「評估師」。

未來戰爭態勢瞬息萬變，能否實時、準確地對
戰場實施監控，第一時間將戰場信息反饋至作戰指
揮部以供決策部署，將成為能否獲取先機、獲得戰
場 「透明權」的關鍵。

居高臨下的無人機有 「獵人之眼」美稱，它具
有遠縱深、全天時、實時偵察定位等獨特優勢，從
而使戰場變得更加透明。

5月25日，南京郊外，艷陽高照，無人機隊的訓
練場上 「戰鷹」轟鳴。

平飛、上卡、下卡……遙控兵劉保坤聚精會神
地遙控着無人機在航道中飛行。

無人機在劉保坤的遙控下，猶如一個 「空中阿
凡達」，一會兒俯衝，一會兒作大幅度的爬升，一
會兒又在空中翻滾，飛行動作令人眼花繚亂。

操控員千裡挑一
無人機隊協理員裴久旗介紹說，無人機隊的成

員可謂千裡挑一：眼睛不能近視，頭腦反應要快，
心理素質要過硬，還要學習飛行原理、空氣動力學
、航空發動機、無線電遙控、氣象知識等十幾門專
業理論知識。

去年7月，無人機隊奉命赴某廠接裝，某新型無
人機將參加3個月後的重大聯合演習。

面對全新的裝備和一本本英文說明書，隊員們
剛開始時覺得無從下手。他們一邊向廠裡的專家請
教，一邊對照字典翻譯出說明書。同時，對照實物
進行摸索，一個零件一個零件拆裝，一個單元一個
單元解析，並挑選了一批最優秀的操作號手，組成
操作單元，對操作流程反覆演練，人人都成為 「指
揮一口清」、 「故障一找準」的崗位能手。

3個月後，官兵們機動上千里，在某發射場坪進
行全員全裝實地演習，創造了接裝即形成戰鬥力、
出廠即成功參加演習的 「奇迹」。

中青在線

垂直升降 快速平飛 單兵攜帶

中國無人機備受關注
6月4日， 「基地」 組織的 「二號頭目」 阿布．亞哈．利比在巴基斯坦的北瓦濟里斯坦部落

地區遭到美軍無人機空襲喪生，無人機在實戰中的應用再次引起輿論關注。幾乎同時，兩年一屆
的 「尖兵之翼──中國無人機大會暨展覽會」 在北京開幕。來自國內外70餘家科研機構和企業展
示了60餘架無人機整機及相關技術產品，多款兼具垂直升降和快速平飛能力的無人機極受關注。

文／圖：本報記者 雷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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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開發無人加油機
本報記者 雷 加

▲中航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的VMA
無人機採用翼身融合設計

◀▲廣州金海航空
技術公司的 「四旋
翼無人機」 可由單
兵攜帶

◀中航工業慶安公司的
「雨燕」 無人機機翼外
側主螺旋槳可在水平和
垂直角度切換

▶ 「蝠鱝」 無人
機具有隱身性能

▲ 「獅鷲」 無人機任務半徑600公里，續航時間
8小時 中通社

▲4月18日，我軍使用無人機在西北完成首次數
字地圖測製任務 新華社 ▲美軍全球鷹無人偵察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