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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米黄色战机呼啸

而落%精确钩住阻拦索%轰鸣巨响中一道新的

着陆胎痕&刻$在了飞行甲板上'''渤海某海

域% 我军首批舰载机飞行员驾驶着国产歼
5

)4

飞机正在!辽宁舰$上进行阻拦着陆和滑

跃起飞试验飞行(这一时刻%距离我国首艘航

空母舰!辽宁舰$交接入列只有
1

个月(

完成滑出前各项程序检查后% 歼
5)4

飞

机在舰上引导员的接力引导下% 滑行至起飞

位( 止动轮挡)喷气偏流板升起%飞行员将油

门推至加力状态%淡蓝色的尾焰呼呼作响%让

整个甲板微微颤抖( &起飞" #只听&砰#的一

声%止动轮挡释放%飞机全速冲向舰艏滑跃甲

板%在起飞指挥官的眼前呼啸而起**

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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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加入着舰航线后% 降低飞行

高度调整姿态%平稳地飞向航母&怀抱#(轰鸣

声由远及近%歼
5)4

飞机进入&下滑道#(为了

确保在高速中精确着舰% 舰上官兵也都随之

而&动#+指挥塔台%各战位值班员)指挥员全

神贯注,舰艉左舷%着舰指挥官和他的助理严

密注视着飞机动作的每一个微小变化, 甲板

下的阻拦机舱里% 阻拦班班长准确输入相关

数据,甲板上%身穿各种颜色马甲的保障人员

各就其位**

舰载机以几百公里的时速% 在航行中的

航母甲板上瞬间钩住阻拦索% 而着舰跑道长

度只有陆地机场跑道的
)6)7

%宽度连一半都

不到( 触舰)挂索)推油门**歼
894

飞机稳

稳停在甲板上%滑行到指定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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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些官兵头盔)马甲)长袖套衫

的不同颜色以及他们背后不同的图案和符

号%表明了他们的战位和职责%外行看起来%

仿佛在甲板上看到了七彩的-彩虹.%因此我

们也称之为-甲板彩虹服.!图三"( #辽宁舰

副航空长李晓勇详细介绍了每一种颜色的

含义%&紫色代表燃油补给战位,红色代表危

险和安全管控,绿色代表起降和飞机维修战

位,蓝色代表吊运和供气保障战位,白色代

表安全)医务)政工战位和临时上舰人员,黄

色代表指挥类战位,棕色代表机务( #

不同的战位%使命也不同( &阻拦索安

全观察员要及时检查阻拦索的状态% 因此

他们的战位是在阻拦索的两侧% 离跑道最

近%要顶着航行风和气流作业%稍不注意就

可能被吹到海里**#&飞机在起飞前 %会

释放出高达近
1:::

摄氏度的尾焰气流%如

果飞机没有对正预定跑道% 就可能会影响

起飞助理) 止动轮挡检查员这些战位上官

兵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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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拦索!!!降落

置于飞行甲板后部的阻拦索装置完全由

我国自主研制制造% 在战机着舰时与尾钩完

全咬合后% 在短短数秒内使战机速度从数百

公里的时速减少为零% 并使战机滑行距离不

超过百米
;

图一"(

"菲涅耳#透镜!!!降落

在飞行甲板中部外侧% 有一组呈十字架

状的灯光组%学名&菲涅耳#透镜(在飞机进行

着舰训练时% 这套灯光组会释放不同颜色的

光束% 飞行员会根据光束的颜色调整飞行姿

态%修正着舰航线(

偏流板!!!起飞

在滑跃甲板的一端% 三片巨大的偏流板

镶嵌在甲板上
;

图二"( 辽宁舰副航空长李晓

勇介绍说% 偏流板可以挡住战斗机起飞时释

放的尾焰% 把尾焰引向两侧和上方防止灼伤

甲板( 在偏流板的背后%有多根巨大的铜管%

大量的海水在这里循环流动% 从而降低偏流

板自身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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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飞机起降时声音巨大%所有

的口令都是通过手势来表达( 在一个

起落架次中% 记者就看到了
<:

多种

手势( 李晓勇对各种手势的含义作了

详细的解答(

双臂上举 %食指上指 %做圆周运

动( &这是命令偏流板升起( #

一条手臂从头顶垂直方向扫向

水平方向%再回到头顶( &这是着舰区

甲板引导员给出的甲板畅通手势( #

向上伸出拇指( &这是示意飞行

员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

飞行助理下蹲屈身%右手臂迅速

上扬( &这是示意放下止动轮挡和偏

流板%飞机起飞( 因其姿势酷似举枪

射击%因此飞行助理又被戏称为 -射

手.

;

图二"( #

&飞行员头靠座椅后枕% 抬起右

手行礼%这是向起飞助理示意可以起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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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舰

上飞行指挥员%进行了高强度飞行训练%探索并固化

了着舰的飞行方法%突破了滑跃起飞)阻拦着舰等飞

行关键技术%掌握了大侧风)低能见度)不稳定气流

等条件下的偏差修正动作要领(在实际演练中%所有

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成绩都达到了训练大纲规定标

准和上舰试验要求%首次上舰飞行均一次成功(

飞过至少
!

个机种 时间超过
"###

小时

&首批歼
#)4

舰载机飞行员选拔培养堪比航天

员%某些条件甚至更为严苛( #海军装备部飞机办

副主任张洪涛介绍说%&首批歼
#)4

舰载机飞行员

通过了
=

关的严格考核( # 首先通过技术关的选

拔( 通过选拔%首批舰载机飞行员年龄在
<4

岁以

下%飞过至少
4

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
):::

小时%

其中
<

代战机飞行时间超过
4::

小时(

降落承受巨大载荷 出现"红视#现象

其次通过身体关的选拔( 歼
#)4

舰载机在钩

住阻拦索的瞬间%飞行员会承受巨大的载荷%这对

飞行员的颈椎)腰椎和脊柱都会产生影响(同时由

于惯性的作用%血液加速向飞行员头部涌去%飞行

员眼前会出现&红视#现象**这就对飞行员身体

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起飞时会产生加速撞墙感觉

再次必须通过心理关的选拔( 张洪涛介绍说%

由于
)=

度的滑跃倾角% 飞行员在起飞时会产生加

速撞墙的感觉**每一次起降%都是过&鬼门关#%

对飞行员的心理产生极大的挑战(医学专家设置不

同情境%通过精密仪器%判断飞行员是否具备&泰山

崩于前而不惊#的心理素质( 最后必须通过政治素

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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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专家徐勇凌表示%舰载机成功着舰的

意义不亚于去年航母首次出航的重要性%这个

事件可以说是中国航母元年的真正标志(

徐勇凌表示%航母以及舰载机能建造出来%

是代表各自平台的技术状态( 而舰载机能在航

母上着舰%则表明系统的循环构成%这说明三个

问题+一是我们航母平台%完全靠国产研制的复

杂的着舰系统获得成功% 表明我国舰船系统达

到相当高的建造水平% 是我国科技实力的重大

体现,二是代表系统工程建设的重大成功%无论

是早期的原子弹计划还是载人航天计划% 整个

团队在秉承战略规划) 基础技术布局) 科研研

发)岗位人员培养等方面%这种系统工程的构建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考验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

工业实力%更是一个国家系统工程建设的水平(

航母平台从引进到舰载机的研制% 再到舰载机

飞行员的培训%可以说都是按计划完成的%能够

在计划节点之内完成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在

海军装备的系统工程建设上充分展示了实力,

三是我们的试飞员) 飞行员在如此高难度技术

的完成过程中%经过不断探索%会遇到很多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 舰载机着舰是一个轨迹跟踪

飞行%在所有飞行领域中难度非常高%着舰试验

成功真是令人振奋% 我们的首飞团队也相当令

人骄傲(

谈到着舰试验最大的难点%徐勇凌表示%着

舰试验是由舰)着舰系统)指挥系统)舰载机系

统等的整体配合%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系统%十分

复杂( 再者%技术含量也很高%飞机从海上空域

飞行到靠近航母% 在移动的航母平台上逐步靠

近并成功降落%精度要求非常高%对飞行员的技

术考核也严苛到了极致(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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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是我国第一代多用途舰载战斗机%它具有作战半径大)机动性好)载弹量多等特点%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

携带多型反舰导弹)空空导弹)空地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实现全海域全空域打击作战能力%各项性能

可与俄罗斯苏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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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世界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相媲美%因此被誉为凶猛强悍的空中&飞鲨#( 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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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机

总设计师孙聪介绍说%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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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载战斗机是在我国第三代战机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全新设计研制的多用途舰载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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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配装
(

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

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图一 图二 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