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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31屬於雙發中型戰鬥機，沿用比較成熟的
隱形飛機設計思路，可以實現較好的隱身特性，效
果可能與美國的F35類似，滿足大部分作戰需求。

沿用成熟隱形設計
殲31的主要設計是針對超音速機動性方向，

主翼較薄，採用較小的翼面積和展弦比，以較高
的翼載荷換取較小的超音速阻力。但與 F35A 相
比，翼展較大，機身較長、薄，截面積也較小，
顯得更纖薄。這一外形的好處是減阻，飛行性能
和機動性會有優勢；缺點是內置彈倉容積較小，
且載油量和航程也不及F35A。

殲31的起落架安裝在機翼根部，向前摺疊到
進氣道側面，這是連接強度最強、抗衝擊力最好

的方式。從起落架設計可以了解到，殲 31 要
求有較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和超音速能力。殲31

的航電系統視經費而定，高可用殲 20 的
航電系統，低可用殲10A的系統。

首飛的殲31安裝了兩台俄製的RD93
發動機，推力總和不及 F35 使用的一台
F135 發動機，據說今後會換裝國產渦扇

13發動機，推力將有所提高。總體上，殲31是一
種力圖平衡機動性、高速性和隱身能力的五代戰
鬥機。

雙發中推適合上艦
殲31雖然技術不如殲20先進，甚至與F35相

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如。但殲31在確定設計思
路時對作戰環境和作戰對象，使用者的實際需要
和經費能力等都做了充分的估計，不失為一款性
能先進、用途廣泛的航中利器。

中國第一代艦載機殲15在性能上能夠對抗美
國現役的F18和俄羅斯現役的蘇33，能夠壓制印
度即將服役的米格 29K。但美國的 F35 即將上艦
，將與殲15形成代差，對中國艦載機形成壓制。
中國的殲 10 和殲 10A 性能上不足以抗衡 F35，而
殲20因為是重型機並不適合作為艦載機。一般公
認雙發中推是艦載機的最佳方案，而在中國戰鬥
機的現役和在研型號中只有殲31是最合適的機型
。事實上，殲31除雙前輪外，還運用大邊條和部
分機身升力的常規布局，具有很好的低速和起降
特性，雖然航程和機內載彈量不如 F35，但隱身
性、速度和機動性要優於 F35。作為艦載機，這
樣的性能取捨是合適的。

野戰機場一般跑道較短、標準較低，導航和
後勤保障弱，因此需要戰鬥機進行針對性的設計
。殲31的雙前輪和短距起降性能就是很有針對性
的設計。雖然由於機體特徵決定了航程較短和載
彈相對較小，但成本較低適合大量部署，同時對
周邊國家的戰機具有代差優勢，對這些國家的主
力戰機能夠形成有效壓制。

未來外銷大有可能
隨着新一代戰機陸續進入美、俄、中、印、

英等國家軍隊服役，對一些國家的國家安全帶來
很大壓力，這對殲31的出口而言卻是一個巨大的
機遇，殲31主要出口對象一是巴基斯坦。由於印
度參與了俄羅斯 T50 的研製，並將裝備 250 架，
這將對巴基斯坦形成巨大的壓力。殲31雖然航程
相對短、載彈量相對小，但對於巴基斯坦來說並
不是大缺點，而其性能優於俄印聯合研製的 T50
，價格又相對低廉則是巴基斯坦更看重的因素。

此外，巴西也是出口對象之一。由於巴西與
中國距離遙遠兩國沒有戰略利益上的衝突，是可
以放心出售高性能軍事技術的國家。

由此看來，殲 31 雖然不如殲 20 引人關注，
但真正是好使管用。如果中國與軍事強國作戰，
殲 31 可以與殲 20 形成高低搭配，由殲 20 主打遠
程制空和對地打擊，殲31負責國土防空。上艦可
以為航母編隊提供空中保護，並擔負對海或對地
打擊任務。對中小國家作戰時則可以獨立作戰壓
制對方空中力量。對外還可用於出口創匯並加深
與有關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關係。可見殲31確實
是一款惠而不費的好飛機。

殲15艦載機在 「遼寧」艦上成功
起降的消息剛剛傳開，部分境外媒體
就迫不及待地質疑和詆毀，稱中國艦
載機完全是「山寨」國外戰機。這種看
法毫無根據且 「酸」意十足。質疑殲
15 「抄襲」的媒體，不應低估中國國
防科技工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潛力。

這樣的質疑不足為奇，因為從電
視畫面中可以看到，還未完成機身塗
裝的殲15氣動外形確實與某型俄羅斯
戰機看上去很像。這樣的質疑也可以
理解，畢竟中國用了比西方國家短得
多的時間就初步掌握了航母艦載機的
研製和起降技術。要知道，殲15起降成
功距離「遼寧」艦服役僅兩個月時間。

每當中國國防工業建設取得新的
進展，總會有人給中國的武器裝備貼
上 「抄襲」的標籤，貶低中國武器裝
備的技術和作戰性能，試圖證明中國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有 「原罪」。

需要承認的是，過去由於經濟實
力和技術儲備的不足，加上自主創新
能力的缺乏，中國曾主要依靠進口戰
鬥機等其他 「洋貨」來推動裝備的現
代化升級。但這完全不足以成為抹殺
中國人不斷努力學習借鑒以提升自主
創新能力的藉口。

一些媒體看得到殲15的氣動外形
，卻看不到或不願意看到在殲15發動
機、火控系統、電子系統和其他關鍵
組成部分的研製過程中，中國科研工
作者付出的艱辛努力，甚至生命的代
價。

經過幾代航空工業者的努力，中
國已經在渦扇發動機等領域取得了重
大突破。高性能的國產戰鬥機，已經
開始配備完全獨立研製的國產 「心臟
」。

就在中國人為殲15首次航母起降
成功而歡呼雀躍的時候，殲15現場總
指揮羅陽在完成起降任務後突發心臟
病辭世。西方的一些媒體難道還看不
到中國人為自主研發嘔心瀝血的努力
嗎？

提醒那些一再質疑殲15 「抄襲」
的媒體，千萬不要低估了中國國防科
技工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潛力。

（新華網）

【本報訊】11 月 24 日，殲 15 艦載機成功在
「遼寧」艦上着艦。 「飛鯊」成功着艦，標誌着

中國取得了一個新的軍事里程碑，是繼潛艇、網
絡戰和外太空領域後，中國在軍事現代化道路上
取得的最新進步。

新華社報道指出，殲15由中國設計與製造，
並且是中國的 「第一代多用途艦載戰鬥機」。報
道還指出，殲15能夠配備反艦、空對空、空對地
導彈以及精確制導導彈，是一款能夠與俄羅斯蘇
33、美國F18相媲美的戰鬥機。

美國《商業周刊》稱，此次航母測試突出了
中國在軍事現代化領域取得的進步─自2006年
以來，中國國防預算一直呈兩位數字增長。作為
國防領域開支僅次於美國的國家，在奧巴馬向亞
洲轉移戰略重心、與日本及其他國家因領土糾紛
導致的緊張局面不斷升級之時，中國日益自信。

對於殲15戰機成功在航母上着艦，美國新戰
略中心的亞太安全項目負責人帕特里克．克羅寧
表示，在這個領域，世界上僅有少數國家曾嘗試
過，並取得了成功。中國正在以快速而穩健的步

調前進。這也說明中國國防預算的提高速度比其
經濟發展提升速度更快。

克羅寧指出，中國軍事和空間力量已經獲得
了大幅度提升。今年早些時候，美國五角大樓在
向國會提交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中稱，中國可能
會在兩年內部署潛射核導彈。

多個軍事項目沒有公開
他表示，為了推動軍事技術發展，中國在軍

事領域啟動了許多項目。 「沒有什麼是中國不做
的，只是他們沒有公開而已。」

2012年中國國防預算為6700億元人民幣，約
合 1073 億美元，是 2006 年的兩倍還要多，而同
期中國國內產生總值則從21.6萬億元提高至47.2
萬億元。2011年，軍事開支佔中國GDP的1.3%。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刊文指出，雖然許多中國
人以及外國人都將 「遼寧」艦視為中國軍事現代
化與渴望延伸戰鬥能力的象徵，但這艘航空母艦
距離戰備狀態還有不少時間。外國分析師表示，
中國的軍事能力以及預算仍大幅落後於美國。

一直以來，是台灣海峽出現敵對活動的威脅
在驅使着中國海軍進行現代化建設，而且與美國
以及台灣方面的軍事力量發生衝突的風險也一直
佔據着中國軍事戰略和計劃的首要位置。

外界關注反艦彈道導彈
但是眼下，中國的軍政領袖們還需要將注意

力聚焦到與周邊鄰國的緊張關係之上。北京與東
京之間的釣魚島爭端在今年秋天因日本政府宣布
「國有化」釣魚島而引爆，同時中國還與越南及

菲律賓在富含油氣、漁業資源的南海就領土問題
有着外交和海事衝突。對於中國宣稱對南海大多
數海域擁有主權一事，許多其他的東南亞國家更
是頗有微詞。

外國軍事官員以及分析師們都在密切地關注
着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除了航母以外，焦點還
包括了一款反艦彈道導彈。這種導彈將賦予中國
軍方強大的 「區域封鎖」能力，分析師指出，這
種能力意味着中國可以確保在交戰區域的附近不
出現外國船隻，尤其是航空母艦。

特約撰稿人 彭 越

繼2011年 1月成都飛機工業集團
（成飛）的隱形戰機殲20首飛後，中國
第二種隱形戰機殲31於10月31日也進
行了首飛。至此，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同時研製兩種五代機的國家。

飛鯊着艦比肩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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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被譽為世界航空工業媒體界的
「聖經」 ──美國《航空周刊》雜誌近日發表
文章稱，中國的殲31讓世人震撼。幾乎沒人
相信中國航空工業公司的分公司──瀋陽飛機
製造廠能夠完成如此龐大、艱難的計劃。《中
國工業報》稱，過去，瀋飛一個型號產品的研

發和生產周期是10至15年，作為新一代戰機
的殲31，軍方要求高，進度又緊，瀋飛開發
殲31僅用了19個月。

作為有着 「中國殲擊機搖籃」 美譽的瀋飛
是如何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實現其跨越發展？

精益研發為創新基礎
設計是產品的基礎。從傳統模式到二維、

三維數字化信息化，再到精益研發……瀋飛技
術變革可以清晰地被劃分成幾個時期。

在傳統研製模式時期，瀋飛實行以手工介
質為主的傳統飛機設計技術，設計員按各配置
的專業，如總體、氣動、強度、結構、各系統
室等，發出各種技術文件以及全套飛機設計圖
紙；在二維數字化研製模式的過渡階段，主要
以手工、紙介質向二維數字化、計算機發圖進
行轉變；在三維數字化研製模式時期，瀋飛的
數字化、信息化實現了飛機研製模式的創新。

針對飛機關鍵技術及技術體系，信息化如
何提供實現條件和系統保障？經過多年信息化
的實踐和探索，瀋飛對於信息化的升級改造有
着獨特的理解和建樹：技術改造不僅是硬件條
件的改造，軟件平台建設勢在必行，在硬件平
台基礎上構建瀋飛飛機研發的軟件平台。

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瀋飛就
嘗試對飛機設計製造進行過細緻的流程梳理，
只是囿於時代所限沒有數字化。2010年，瀋
飛開始規劃和實施 「新一代飛機研發平台」 ，
這是一種基於知識、面向流程、質量過程控制
的飛機綜合設計分析系統。

新一代飛機研發平台是瀋飛繼第一代傳統
研製模式、第二代二維數字化研製模式、第三
代三維數字化研製模式之後的第四代研製模式
。並且該平台還初步實現了知識梳理、流程梳
理與研發製造業務的緊密集成。

技術與流程緊密結合
新一代飛機研發平台，知識工程是基礎，

把知識與當前主營業務，即飛機的研發設計流

程緊密結合起來，驅動研發和製造流程，實現
質量的全過程控制和管理。瀋飛表示，研發過
程至少包括四個環節：研製手段、研製技術、
研製流程和研發組織模式。

所以研發體系要變必須進行研製流程的全
新變革，其中組織模式創新要求項目團隊替代
按專業分工的設計組織，採用並行協同，縮短
了研製周期；研製流程創新則是通過重點型號
成熟度和並行流程，實現了產品設計、工藝、
工裝設計及生產準備的並行協同，如此可以在
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極大縮短型號研製周期，降
低研製成本；研製技術創新則是確定重點型號
設計，全面採用產品數字化定義、仿真、製造
、管理等諸項技術；研製手段，就是為適應飛
機數字化研製體系中研製流程等的巨大變革，
構建了 「產品並行定義平台」 、 「產品數據中
心」 和 「數字樣機裝配仿真中心」 的 「一個平
台，兩個中心」 的並行協同基礎環境。

如此思維創新驅動有效地解決了瀋飛傳統
串行研製流程中產品數據無法共享、研製人員
無法協同工作等方面問題。

瀋飛用19個月研製出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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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5日，
中國航母順利
進行殲 15飛機
起降飛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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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552的殲15準備在航母甲板起飛

▲殲15（上）與殲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