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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室内展馆

我国计划
今年发射
首颗太阳
探测卫星

第十三届中国航展
珠海开幕
线上线下近 40 个国家参展

都有哪些看点？
1 号馆 ：
本馆内包括歼-20、
运-20、
AG600等
“大国
重器”
在内的一批军、民用飞机模型集中展示，
全方位展示我国军民两用航空技术和产品。

“空中芭蕾”

据新华社珠海 9 月 28 日
电（记者胡喆、温竞华）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中国航展）28 日在珠海开幕，
会上展出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太阳探测科
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计划今
年发射，作为我国首颗太阳探
测卫星，卫星的发射成功将标
志中国正式进入
“探日时代”。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
地面太阳监测网，并在太阳光
谱、太阳磁场领域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空间探测仍属空
白。
那么，为何要开展光学波段
探测，难点在哪？专家介绍，由于
地球大气对紫外和 X 射线等电磁
波是不透明的，因此，历史上的空
间太阳观测在资源有限等情况下，
其观测对象重点是太阳的高层大
气（日冕及过渡区），而可见光等波
段观测主要基于地面望远镜。但地
面上的可见光波段观测会受到阴雨
天气影响，无法做到连续观测，而且
受到地球大气吸收、扰动等因素的影
响，观测分辨率很低。因此，开展光
学波段的空间观测是国际太阳物理研
究领域必然的发展趋势。
据悉，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为
太阳 Hα 成像光谱仪，将首次实现空间
太阳 Hα 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对
这条谱线的数据分析，可获得太阳爆发
时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
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及物理机制，显著
提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卫星采用超高指向精度、超高稳定度
平台设计。通过采用平台舱、载荷舱可分离
式设计理念，将实现载荷舱的超高精度指向
控制，较现有水平提升 1 到 2 个数量级。

令人沸腾

3 号馆 ：
本馆主要展示民航产业和我
国“大飞机”
项目成果，主要展出
C919、
ARJ21、
CR929等机型。

新华社珠海 9 月 28 日电（记者胡喆、魏蒙）AG600 飞机完成飞行投水
功能演示首秀，翼龙-2 无人机划过天际，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实力
出镜，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 10 型运载火箭模型齐上阵……
28 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在珠海正式开幕，
高精尖展品荟萃一堂，飞行表演地面演示精彩纷呈。本届航展迎来线上线下
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 8 个增加至 11 个，
室内展览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 36 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百架。
自 1996 年创办以来，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中国航展已经成
为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高水平国际盛会。本届航展，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
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将进行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以“大展 20 宏图、添彩和平天空”为主题，通过馆内静
展、室外静展和飞行展示等多种方式，将近 140 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
项目全景式、体系化地进行呈现，
其中近 40%为首次参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结合近期航天工程任务热点和后续发展计划，遴选出约
170 余项航天科技成果，通过实物、模型、沙盘、多媒体演示等形式与公众见面，
展品分布在宇航、防务、航天技术应用三大展区中，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展
示航天科技集团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生动实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携全域攻防装备七大体系、113 项装备展品重磅
亮相，全面展示中国航天科工在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和航天强国建设
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携全尺寸带短舱的
CJ1000A 发动机、
“太行”
发动机发展型等明星产品亮相，参展规模
创历史新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推出新产品及成体系成建制的
系统和解决方案。
经国务院批准，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在广东珠海国际航展
中心举行。本届航
展，国防科工局、国家航
天局加入主办单位阵容，数量
扩展到 1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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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4 号馆 ：
本馆主要展示民航产
业、国防科技工业整体形象
和国际先进航空技术产品，
包括嫦娥五号返回舱、降落
伞等实物，国际月球科研
站电子沙盘、火星车、高分
卫星、
风云卫星等模型。
5 号馆 ：
本馆集中展示民航
产业及民营防务产业，
展
出有普惠发动机等。
6 号馆 ：
本馆主要展示民
营防务及电子信息领
域先进成果及高端装
备产品，包括宇航电子
芯片、
“ 珠海一号”卫星
星座以及卫星大数据
行业应用等。
7 号馆 ：
本馆系统展示我国
航天领域先进技术和产
品，包括火星车模型、嫦
娥五号月球探测器模型、
长征系列火箭等。
8 号馆 ：
本馆主要展示主战坦
克、装甲车辆、炮兵压制武器
系统以及轻武器、
反恐装备等，
VT4、
VT5、
VN16、
VR22等装
备悉数到场。

翼龙-2
无人机在进
行飞行展示。
行飞行展示
。

中国商飞 CR
CR929
929 飞机模型
飞机模型。
。

记者站

2 号馆 ：
本馆主要展示我国先进航空电子和
发动机领域的技术及产品，
包括执行搬
运、探 险 救 援 等 地 面 任 务 的 ANYmal_C四足机器人、
“太行”
发动机等。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
1888 999 5553
东方：
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万宁：
1888 999 1110

9-11 号馆 ：
这是本届航展新增的 3 个固
定展馆，主要展示无人机、无人
船、无人作战系统、水中兵器、智能
装备等。
（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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