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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雷加北京二十四日電】鶻
鷹，鷹科鳥類矛隼東北亞種，在中國原產
於東北。牠有個更為人熟悉的名字： 「海
東青」。這種常在武俠小說出現的兇猛獵
鷹，如今和一架備受國內外矚目的戰機聯
繫在一起。這架飛機的照片又因為被迷彩
防雨布 「五花大綁」在拖車上，並於端午
節在互聯網流傳開來，被軍迷戲稱為 「糉
子機」。

氣動布局增加升力
關於這隻 「鶻鷹」，內地軍事網站和

國外媒體討論熱烈，但目前可供參考的信
息有限。和殲 20 直到滑跑測試前才曝光不
同，該機尚未以真面目示人已名聞天下。
根據一些網絡照片顯示，該機採用雙發常
規氣動布局，梯形主翼，傾斜雙垂尾，DSI
進氣道，隱身設計。

為方便公路運輸，除垂直尾翼和水平
尾翼，還有主機翼後方的襟翼和座艙蓋外
，該機卸掉了所有大的活動部件。從面積
最大的主機翼沒有拆卸推斷，機身和主機
翼採用翼身融合的設計，說明了材料工藝
的先進。

儘管被覆蓋的機體輪廓不盡清晰，但
有軍迷研判，機長 16.5 米至 17 米，高約 5
米，翼展 11.5 米，空重量約 12 噸。其大小
類似於美國海軍 F/A-18C/D 「大黃蜂」戰
鬥機。

分析指出，該機採取主翼前端大邊條
設計，後掠角與 「梟龍」戰機近似，約為
42 度左右。機頭設計考慮到渦流掠過機身
背脊，產生增升效應。同時，進氣道的上
側外角，有小邊條可以產生邊條渦。雙渦
融合，有一定的複合效應，不排除機頭渦
外擴過程中融入並增強邊條渦。因此在渦
流增生和升力體效應，以及主翼翼型相似
的情況下，升力特性肯定好於 「梟龍」。

原型機將試驗強度
「糉子機」是目前 「鶻鷹」最流行的

叫法，外界也有稱為 「殲 21」，但暫時沒
有根據，也未被網絡消息印證。該機由陝
西專門運輸特種設備的一家公司承運。這
家運輸公司的網站刊登過一篇運送這架飛
機的文章， 「鶻鷹」的叫法正來源於此。

文中提到飛機是運往中航工業強度所
。該研究機構是中國航空工業唯一從事飛

機結構強度研究與地面強度鑒定和驗證試
驗的專業研究機構。外界據此推測，這架
原型機將用於做靜力試驗。按照一般飛機
研製流程，後續還將有疲勞試驗等。

文章介紹，該機是在從瀋陽運往位於
陝西閻良的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車組從
出廠到抵達目的地，歷時 25 天，前期準備
工作更長達半年。文中還提及該機的具體
數據，但此文章在其網站上已被刪除。

《珍氏防務周刊》本月初發表的一篇
文章就推測該機可能是一架地面測試用原
型機，而不是飛行原型機。該文稱早在
1997 年，美國海軍情報辦公室發布的關於
美國海軍面臨威脅的報告中，就首次發布
了瀋飛第五代戰鬥機的情況，分析人士認
為 「糉子機」就是瀋飛第五代戰鬥機原型
機。

美專家猜裝備航母
文章稱，瀋飛第五代戰鬥機是瀋飛自

籌資金項目，該項目發起前，瀋飛的鴨式
前翼布局第五代機方案輸給了成都飛機公
司的殲20，殲20已經自2010年起開始測試
。也許正是因為該機為瀋飛自籌資金項目
，保密措施不像其他項目那樣嚴密。

外界將 「鶻鷹」與 2011 年 9 月瀋飛公
開的代號為F60的模型聯繫在一起，認為兩
者是一脈相承。由此分析認為，F60可能是

作為更大和更重的殲 20 的補充裝備而開發
的，該機採用雙發常規氣動布局，外形類
似美國的F22和F35，也設有內部彈艙，以
減少雷達反射截面。

俄媒引述分析指出， 「鶻鷹」的全面
研製工作開始於 2007 年。有消息稱， 「鶻
鷹」共生產了 2 架，1 架做靜力試驗，1 架
進行首飛。

關於 「鶻鷹」的用途，目前外界的猜
測主要集中於與殲 20 形成高低搭配，用於
國土防空的新一代戰機，以及由此衍生出
可用於未來中國航母上的艦載型。

有美國軍事專家認為，該機相對較小
的尺寸和雙發動機配置非常適合裝備中國
未來的航空母艦。

有內地軍迷分析稱， 「糉子機」未採
取 「晝伏夜出」的運輸方式，從其保密級
別來看並不像是國家計劃裝備的重點研製
項目，很可能是一種專門用於出口的機型
。也有美國媒體和俄羅斯媒體認為，中國
可能利用這種價格相對較低的雙座型隱形
戰鬥機開拓國際軍用航空市場，與美國的
F35競爭。

「鶻鷹」證實了中國同時研發兩個五
代機（亦有劃分為四代機）項目的存在，
但這隻 「鷹」究竟可以飛得多高、多快，
最終是否會裝備中國空軍，開始發揮它的
威力，依然有待時間的檢驗。

今日的 「中外記者進軍營」活動是自2008年以來，國務院新聞辦、外
交部、國防部、總政治部等部門連續第5年在 「八一」節前夕組織中外媒
體赴解放軍基層部隊參訪，此前北京軍區裝甲六師、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
、北京軍區工兵團、解放軍三軍儀仗大隊等軍事單位也對外開放。

多樣化任務檢驗戰鬥力
陸航四團團長張治林上校（左圖）介紹說，該團

隸屬於總參謀部陸航部，組建於 1988 年 6 月，是解放
軍第一支武裝直升機部隊，配備有直 9WZ 武裝直升
機、 「米系列」運輸直升機和運七、運八等型號固定
翼運輸機。

組建以來，該團先後參加 「礪劍2000」、 「和平
使命2007」等重大軍事演習20餘次，連續九次執行 「神

舟」系列飛船返回艙搜救任務、汶川抗震救災中運送物資和
傷員、北京奧運安保、首都國慶閱兵又作為第一梯隊受閱，先後執行非戰
爭軍事行動上百次。

「從2010年以來，團隊還接待了日本、澳洲和泰國等軍事代表團參觀
，官兵精湛的飛行技藝、良好的精神風貌、嚴明的組織紀律贏得了外賓的
好評，成為中國軍隊對外展示陸航兵種特色的窗口之一。」張治林說。

陸軍航空兵的領域是在 「一樹之高」的空間，要求具備全天候作戰任
務能力。張治林說，陸航四團平時主要負責戰備訓練、戰備執勤、搶險救
援、重大任務安保、科研試飛，戰時主要負責空中突擊、戰場搜救、低空
物資投送等任務。

張治林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隨着軍隊執行非戰爭行動日漸增多，陸
航開展了多科目、全要素、實戰化的訓練。譬如應急搶險救援方面，樓頂
平台機降、吊籃救生、滅火等三個科目訓練。設計詳細科目，讓每名飛行
員受益，普遍提高多樣化執行任務能力。

針對陸航沒有經過實戰如何保證戰鬥力的問題，張治林稱，儘管長期
沒有經過戰爭實踐，但在訓練中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模擬實戰化戰場環
境，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同時也通過執行各種急難險重的非戰爭軍事行
動，把經驗成果轉化到訓練中，作為一種有效補充，也是對戰鬥力的檢驗
和提高。

軍隊何時裝備有長線計劃
近年國外媒體和機構都熱衷報道中國直10武裝直升機的發展和裝備情

況，外界預期武直10即將成熟，今日諸多記者向陸航四團官兵詢問何時裝
備這一機型，不過大都三緘其口。

對此，張治林笑言 「司機都想開好車」，軍隊關於裝備升級有長線計
劃，會根據編制和裝備計劃進行配置。駕駛直9做單機表演的副團長趙德
榮稱，直9這一代武裝直升機，滿足訓練、戰備值勤是夠用的，能適應未
來戰爭需要。 「當然作為一名飛行員，如果有更先進的裝備，我們希望飛
更好的裝備，我相信這是中外飛行員都有這樣的心願。」

針對部隊今年的安全穩定工作，張治林稱部隊是時時刻刻都要保持安
全穩定，不僅是要開什麼會或者什麼階段才要安全穩定，這是長線的整體
任務，對此軍隊有一整套的制度保障。

武裝直升機有着 「樹梢殺手」的
稱號，解放軍陸航部隊就翱翔在這
「一樹之高」的空間。 「一個直升機

飛行員首先要進行20個月的理論學習
、體能訓練，4 年內完成基本課程，
期間包括到航校繼續學習航空理論。
畢業後分配到部隊，按照訓練大綱訓
練，需要 3 至 5 年才能逐漸成長為合
格的飛行員。」剛完成飛行表演的陸
航四團副團長趙德榮告訴大公報。

4 機密集菱形編隊大速度低空通
場、3 機空中開花令人目不暇接，單
機進行 8 字盤旋時，旋翼距離地面最
低處，吹動着地面的青草不住舞動。
趙德榮說，8 字盤旋高度、速度、角
速度都要控制均勻，如忽快忽慢，效
果不好，高度控制也很重要，離地面
非常近，稍有差錯，就會發生意外。

國慶受閱米秒不差
趙德榮安全飛行了3000小時，飛

過三種機型兩個機種，從最早飛固定
翼的初級教練機，到飛小羚羊直升機
、直 9 武裝偵察直升機、米 171 運輸

直升機。從軍以來最令他自豪的事情
，就是2009年參加國慶閱兵，他參與
的該團直升機受閱分隊作為陸航第一
梯隊， 「米秒不差」飛越天安門廣場
上空， 「一次受閱，終身光榮」。有
記者稱讚他的飛行表演十分精彩時，
趙德榮說， 「今天的表演水平和技戰
術動作，都與平時訓練一樣的，沒有
什麼特別。」

20世紀後60年的時間裡，經過大
小局部戰爭的考驗，直升機已成為現
代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裝備。中
國直升機從 1956 年仿製生產蘇製米 4
直升機交付空軍開始起步，先後研製
生產了直5、直8、直9、直11等多種
型號，向陸、海、空三軍交付了相當
大數量的直升機。

1986年，中國開始在陸軍中建立
直升機部隊，開始了解放軍陸軍作戰
模式的轉變。近年來，裝備國產直升
機的陸航部隊加速由支援輔助型向主
戰型的空中力量轉變，全面加強空中
打擊、機降作戰、空中機動和空中勤
務支援等能力訓練。

【本報記者雷加北京二
十四日電】根據不同國家的
劃分標準，隱形戰機稱作四
代機或五代機，但具備的能
力通常概括為 「4S」標準：
即高隱身能力、
超音速巡航能力
、超視距攻擊能
力以及超機動能力。

當前世界各國服役或在研的隱形戰
機主要有美國的 F22 「猛禽」、F35
「閃電」，俄羅斯的T50，中國的殲20

以及新近被證實存在的 「鶻鷹」，還有
日本的 「心神」，印度的FGFA和韓國
的KF-X。

美F22存設計缺陷
F22作為新一代重型隱形戰鬥機的

代表機型，是F15的後繼型號，目的是
為取得和保持戰區制空權而生。它配備
了可以不發射電磁波，用敵機雷達波探
測敵機的機載電子戰系統和探測範圍極
遠的無源相控陣雷達，AIM-9X近程格
鬥空對空導彈、AIM-120C高級中程空
對空導彈、推重比接近 10 的 F-119 渦
扇引擎等特性。

F22戰機匯集了當今美國眾多尖端
技術，作戰性能極其優異，美國視其為
最高軍事機密。儘管應日本軍事競標推
出簡化版，但最後在政府阻撓下，被禁
止出口，因此美軍至今依然是F22的唯
一用戶。但由於機上供氧系統存在嚴重
設計缺陷會導致飛行員缺氧昏迷，因此
F22 近年發生數宗墜機事故。今年 5 月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下令空軍對F22限
制飛行。

與F22搭配的是具有 「世界戰鬥機
」之稱的F35戰機，該戰機是美國聯合
8個國家共同研製開發的單座單發動機
多用途戰機，能夠負擔近空支援、目標
轟炸、防空截擊等多種任務。至今F35
擁有 3 種型號：F35A 是採用傳統跑道
起降，F35B 是短距離起降／垂直起降
機種，F35C 是艦載機型號。儘管其性
能與F22有不小差距，卻也形成高低搭
配的格局，並且使盟國在隱形戰機的技
術研發和維護保養上長期依賴於美國，
有效地限制和進一步整合了盟國的空中
力量。

中國研發兩款隱形機
T50 是俄羅斯於 2010 年首飛的隱

形戰機，該戰機也為空優重型戰機，
代表了目前俄羅斯最高的隱形戰機水
平，具有起飛距離短的優勢。試驗時
間 大 約 持 續 5 年 ， 第 一 批 T50 將 於
2015 年交付俄羅斯空軍，並開始部隊
測試，然後組建飛行大隊。到 2025 年
，俄羅斯將用 T50 全部替換老舊的米
格 29 和蘇 27 飛機，還計劃製造飛機的
艦載型。

印度的FGFA則是與俄羅斯合作，
在T50的基礎上進行研發的隱形戰機，
將具有隱身特性、更大推力的發動機、
更強的目標截獲能力，並可攜帶新型機
載武器。該機的一種雙座改型將裝備印
度空軍。日本的 「心神」戰機正處於技
術驗證階段，並提出了 「F3」能力，即
「首先發現」、 「首先攻擊」和 「首先

摧毀」。韓國也於印度尼西亞簽署了共
同研發隱形戰機的備忘錄，KF-X戰機
的研製工作已經開始。

通過多年在航空工業和戰機製造
實踐中積累的技術與經驗，中國初步
具備了研製隱形戰機的實力，但在隱
形戰機研製問題上非常低調與克制。
殲 20 於 2011 年 11 月 4 日進行首次滑跑
試驗，1 月 11 日首飛。據內地軍事論
壇消息顯示，第一架殲 20 已於 5 月轉
場至閻良試飛院進行高級測試，第二
架原型機於同月首飛成功。而 「鶻鷹
」的曝光，也從側面印證了當前中國
航空工業的實力。

陸軍航空兵首次開放
中外媒體零距離觀摩武直9

水平機動、懸停回轉，螺旋上升和下降……一架直
9WZ武裝直升機在距離地面3米高的空中靈活地做出各種
動作。建軍85周年前夕，86家中外媒體160名記者走進
解放軍陸軍航空兵第四直升機團（陸航四團）觀摩飛行表
演，這也是中國陸軍航空兵首次向中外媒體開放。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四日電】

特稿 翱翔在一樹之高
本報記者 賈 磊

迷霧中的鶻鷹 多國研發隱形戰機鶻鷹基本參數
機長
高約
翼展
空重量

16.5米至17米
5米
11.5米
約12噸

▲解放軍陸軍航空兵第四直升機團24日向86家中外媒體開放 美聯社

▲陸航4團展示武裝直升機裝備 美聯社

▲陸航4團米171機隊 賈磊攝

▲陸航 4團配備直 9、米 171、運七、運八等機
型 賈磊攝

▲ 「鶻鷹」 被迷彩防雨布 「五花大綁」 ，軍迷戲稱為 「子機」 網絡圖片

▲美國F35戰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