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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海的飞机 能上天 的航船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
“鲲龙”AG600 海上首飞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胡喆 张力元

鲲化巨鹏上九霄，
飞龙在天护苍生。
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
AG600，
7 月 26 日在山东青岛团岛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作为中国“大飞机家族”的一员和国内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AG600 飞机是构建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海上首飞
的成功，
为它尽快投身一线实用奠定坚实基础。

蛰伏 645 天，
“鲲龙出海”成色几何？

水上首飞成功，
为何还要进行海上首飞？

7 月 26 日 9 时许，山东日照山字河机场上，
“鲲
龙”AG600 静待起飞指令。
“按计划执行海上首飞。”随着清晰洪亮的放飞指
令，飞机的 4 台国产发动机动力全开。蓝白色相间的
机身徐徐滑行，速度越来越快。飞机随即腾空而起，
向着试验海域飞去。
抵达青岛团岛海域的 AG600 飞机，逐渐降低飞行
高度，V 字造型的船型机腹离海面越来越近，10 时 14
分平稳降落在海面。约 4 分钟后，首飞机组操作飞机
逐步回转机身、调整机头方向。AG600 飞机又开始加
速、机头上昂、再度腾空，飞向出发机场。随着 AG600
飞机平稳降落在日照山字河机场，海上首飞取得圆满
成功。
2018 年 10 月 20 日，AG600 飞机在湖北荆门漳河
机场实现水上首飞。645 天后的海上首飞，让“鲲龙”
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陈元先说，在海面起降过程中，AG600 飞机表现得非
常平稳，甚至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 我们国家幅员辽
阔，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对
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有着迫切需求。
”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标志着我们向项目研制成
功又迈出关键一步。”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罗荣怀表
示，作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飞机将填补我国民用航空器和应急救援、自然
灾害防治重大航空装备空白。

AG600 飞机此前既已取得水上首飞的成功，为何
此次还要进行海上首飞？两次首飞的“水”不同。航
空工业 AG600 副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试
飞中心主任刘颖说，与内陆水面相比，海水盐度、密度
和风浪都有很大不同。
“ 譬如海水密度大、湖水密度
小，在同等飞行条件下，飞机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和起
飞时需要克服的阻力并不相同。”刘颖表示，海水对飞
机的反作用力会更大，直观体现为飞行机组会感觉海
水“偏硬”一些。
执行任务的首飞机组视觉感受和操纵要求不
同。海面较湖面更为开阔，飞行员在降落时选择参考
点不如湖面容易。
“海上试飞要求机组全面考虑风向、
风速、洋流和浪涌，以及高温、高湿、高盐环境的综合
影响。”首飞机组机长赵生说，飞行员只能基于对飞机
飞行特性充分了解后，通过丰富经验来决定海上降落
路径。同时依靠飞行员的细心而又准确的操纵，保证
飞机起降过程中保持运动状态稳定。
飞机的验证任务和使用环境不同。航空工业通
飞珠海基地研发中心总体部副部长程志航说，水上首
飞主要是验证飞机各系统在水面的工作情况，并初步
检查飞机水面起降操稳特性及性能，为后续飞机用于
森林灭火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海上首飞重点检验飞机喷溅特性、抗浪性、加速
特性和水面操纵特性，检查飞机各系统在海洋环境中
的工作情况，并收集海上飞行数据，为后续相关工作

研究暗物质
“龙虾眼 X 射线探测卫星”升空
小龙虾不仅美味，它的眼睛结构还能帮助人类探
究宇宙奥秘。近日，
“龙虾眼 X 射线探测卫星”搭载长
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入
轨。该卫星配备了自主研发的龙虾眼聚焦 X 射线探测
器与高精度小型载荷平台，长期在轨工作期间将验证
X 射线能段的大视场聚焦成像技术，并完成若干重要
的空间 X 射线探测实验，特别是在 X 射线能段开展深
度探测暗物质信号的研究。
基于龙虾眼聚焦光线原理的 X 射线成像技术，具
有大视场、体积小、重量轻、易于集成等适合空间载荷
应用的优点。
“小龙虾眼睛是由很多方形微孔组成的，
这种复眼结构让龙虾获得很大的视场。我们采用仿生

学透镜模拟这种光路，相比以前的 X 射线卫星，视场更
大，
更加轻便。探测器可以在两三度的视场范围内探测
宇宙中的高能X射线，
从而大幅提升探测效率。
”
项目联合
发起人之一、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李志远介
绍，
“龙虾眼X射线探测卫星”
将成为国际上首颗在轨工作
的应用了龙虾眼聚焦X射线技术的空间探测卫星。
该卫星由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领衔联合
香港大学太空研究实验室、中国航天集团有限公司五
院 508 所、八院 805 所下属埃依斯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等团队历时 5 年研制成功，其核心载荷由南京大学提
供技术引导，508 所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联合攻关研制。
（本报综合）

首艘搭载国产高速动力万吨级工程船试航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传来好消息，配
装玉柴 3000 马力 YC16VC 双主机的万吨级工程船在福
建海域顺利试航，这是我国万吨级工程船高速主机首
次使用国产船舶动力。
据了解，
该艘万吨货船共配装了13台玉柴大功率柴
油发动机，
包括2台V形16缸3000马力高速船用YC16VC
主机、2 台 V 形 16 缸 2700 马力应用于其他工程设备的

YC16VC动力发电机，
以及另外9台6缸动力发电机。
作为船舶推进的动力源，船用主机堪称整艘船的
“心脏”，
重要性可想而知。同时，
离岸水上作业对主机
发动机的可靠性、动力性能要求非常高。所以，
在过去
很多年里，我国沿海区域大型货运船舶大多采用进口
主机。直至前几年，
玉柴大马力船舶动力取得了突破，
才改变了这一情况。
（本报综合）

提供支撑。”程志航说，海面起降过程中，由于浪涌的
波动起伏更大，更容易导致飞机发生上下颠簸和摇
摆。相比来说，
海上首飞需要克服更多技术难题。

三试三捷，
“鲲龙”投身一线还有多远？
2009 年立项的 AG600 飞机，
经历了 2017 年陆上首
飞、
2018 年水上首飞、
2020 年海上首飞后，
研制进程进
入了新的阶段。这样的三试三捷，
得来颇为不易。
今年本是 AG600 项目研制的攻坚年，也是实现
项目总目标的关键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项目研制的节奏。受疫情影响，位
于湖北荆门的漳河机场一度处于封闭状态，AG600
飞机的维护工作一再延后，海上首飞前的试飞科目
无法如期开展。
AG600 飞机凝聚着全国 20 个省市、150 多家企事
业单位、10 余所高校数以万计科研人员的汗水与智
慧。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各项目研制相关方紧急
调动起来。在珠海市、荆门市、青岛市、日照市支持
下，多支队伍采取“点对点”包车的形式，顺利奔赴科
研试飞及海上首飞试验现场。经过 56 个昼夜奋斗攻
坚，6 月 26 日 AG600 飞机顺利转场日照山字河机场，
全面进入海上试验、试飞阶段。
“今年确定了 AG600 要完成海上首飞等总目标。
后续项目研制全线将全力以赴加快研制进度。”陈元
先表示，AG600 项目将开展灭火型试验，计划 2023 年
完成灭火型研制，
并尽早投入使用。

俄罗斯成功发射货运飞船
新华社莫斯科电 （记者 李奥）近日，俄罗
斯成功发射“进步 MS-15”货运飞船，向国际空间
站运送补给物资。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消息，
莫斯科时间7月
23日17时26分左右，
搭载
“进步MS-15”
货运飞船的
俄
“联盟-2.1a”
运载火箭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升空。经过8分49秒，
货运飞
船同运载火箭第三级分离，
进入轨道。
“进步MS-15”
货运飞船此次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 2.5 吨货物，
其中包括燃料、
氧气、
医疗保障设备、
水和食品等。

科学家绘出最大三维宇宙地图
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 刘曲）一个国际科研
团队近日完成了对宇宙中数百万个星系和类星体
的分析，
并发布了迄今最大的三维宇宙地图。
绘出这份地图的是多国科研人员组成的“扩
展重子振荡光谱巡天（eBOSS）”项目，它是世界
最大星系巡天项目“斯隆数字巡天（SDSS）”的一
部分。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校天体物理学家让保罗·克奈布是 eBOSS 项
目的发起者。他说，在 2012 年发起这个项目时，
目的就是获得一份能反映宇宙整个历史的三维
地图，
在其中显示遥远星系的分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