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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Mil Cup was dedicated to ambulance aviation, which is actively developing in Russia

还有几句话用于	善补�。
来自一�巴��军飞行员的陈述

技术人员认 研发了米-28NE主&统 - 桨叶*
构造-实提升了1升机在4温4热气候9的飞
行技术性;，加大了在	成复杂飞行B技时1
升机的可;性，提升巡F速H。为保证1升机
的可操作性，我们P备了扩大面积稳VWXY
提升动力发动机。\后，\^破的*技术便是
bc人驾驶飞行Wf间的h动。现在可X实现
在米-28NE1升机舱k远程n制c人机。

如果用一个词来t括米-28NE1升机的B点的
话，w是“x护”。z为{舱|全~�P甲，坐
在“��猎手”指挥员机�的飞行员�感�|保
护�。

在巴�陆军F��队测试国�攻击式1升机开
�后，若干机型作为候选机用于对�分析，z
为�们符合巴�陆军指挥�的要求。鉴于此，
“俄罗斯国x¨口ª司”驻巴�代®向陆地指挥
�发送了一封³荐了µ米-28NE1升机的¶请
¸，并可X访问学术研½中心、生产厂XY配
Å组件物É配送中心。z此，我X巴�武P�
队小组成员的名义来�了俄罗斯，该小组Ï括
地面指挥�代®、测试评估组试飞员，XY地
面指挥后ÒY陆军F��队后Ò保Ó�专Õ。

我们目的地的×一Ø便是�于莫斯科的“Di-

namika”nÛ科学技术服务中心，主要Þ训米-

28NE攻击式1升机飞行员在模拟练习W上训
练。给我们³荐的是飞行模拟W，æ一个带有
全Å工作程é频谱和1升机í有&统应用的固
V式平ñ。模拟W{舱	全复制1升{舱�布
ó，由两个工作�组成：�于前�的是武P&
统操作飞行员，后面的1升机指挥员�ó。机
载&统、可操作性XY实际n制都b 实1升
机一ûc二。

当然，我们不得不提���\	美的攻击式1
升机f一的米-28NE。��，“��猎手”的¨
口机型X其*技术面孔¨现在�户面前，也w
是说，其中采用了*型的带双通道制导&统的
“菊�-M”可n�坦克导弹。该导弹�打击目标
��扩大�10ª里。而且，1升机还�采用
“Ataka冲锋”现代$可n导弹。现在，在更*
后的米-28NE1升机上可使用4达500ª斤的
F�炸弹 - 其使用性;已在近十年的地.冲^
中得X显现。

我们通过;使仪W面2变得更全面的45$多
功;模拟备8来.分俄罗斯1升机的B点。

在“起飞”向地面重力.悬<过=后，我发现F
�W“失?n制”，w是说在@速H时A近地面
产生的颠簸需要飞行员4HE中，努力�1升
机维H在í需状态。但过几LM后大型米-

28NE1升机变得“听话”起来，再f后	全稳
V9来。起飞前总教R想向我们µ释，为什么
�颠簸 - 他故Y关闭了自动驾驶仪和稳V&统
，\有�们的话，]据飞行使用规Vz为动力
不稳V“��猎手”是禁止飞行的。z此，在不
b备飞行c件91升机的操作性给我们d9了
efgh。

在体验过模拟飞行Wf后，我们检l了操作员
工�，æÞ训飞行员的教R�ó的功;YB点
。作为飞行模拟设备，n理ñ操作十分简单
，但功;r大。教R可X选s视u，在舱�、
仪®平ñY舱k视u间进行-换。还可X模拟
设备故ÓY各M失常状态。

该模拟W;轻{嵌}陆军F��队Þ训中心模
拟飞行分队现行架构，而且不需要对�型额�
�资。]据实验结果，可X做¨这样的结论：
模拟W;够顺利Þ训飞行员操作1升机机载&
统。

f后我们前往�于顿河罗斯托夫的“罗斯托夫
1升机厂”，这里生产米-28NE（XY��巴
��军正在使用的米-35M1升机）。在例行
��后ª司各层级代®-总经理、飞行试验主
n、物É配送�经理Y业务�人员向我们做了
全面的介绍。在讨论�军试验计划前，ª司代
®讲述了b巴��军f间相h协作的历史，Ï
括f前提�的米-35M1升机的订购XY在巴
�的物É配送问题。

在试飞前米-28NE1升机的�观让人Y识�这
是一架超大攻击式1升机。其中，�的尾梁要
��~类®尾梁还要长。试飞1升机°±
“218”。

1升机²传统~´图设计	成，属中型机。主
·¸桨采用不对�五桨叶式，尾舱和º梁采用
复合材料制成。舱k两个工�采用串º式分布
，机长�于后¾工�，前�为飞行操作员。米
-28NE1升机的设计目的是为了	成X9功;
：打击Y侦l打击；观Á；战斗ÄÅ；4精Ç
打击；城É范围k的火力支援YÏ全保Ó。

在机Ð两侧设ó两个机º（带吊挂头），上面

可XÏP多M型±的武W或附加油箱。Ù个机
º上分别有两个可悬挂500ª斤的机载吊挂头
，w是说Ù个机º上可X悬挂达1000ª斤的
设备和/或武W。

在米-28NE1升机编制武W中配有带280-1移
动炮架的Þ速可变单n2A42型30mm机炮。
521-光纤电子&统红�线成å&统平ñ由后¾
机长进行监测，并�各类型目标的选择传达给
飞行操作员。他可X支配观ÁèÇ&统OPS-

28，目标选择&统、危险指示W，XY�
521-光纤电子&统功;更r大的红�摄å机。

1升机{舱全副武P - 其风挡玻ñ可X承受
12.7mm口ô的子弹，而{舱本Ð可X承受口
ô达20mm的炮弹Y弹片的攻击。这也同样ø
用于分ù的主·¸桨桨叶，可承受口ô超过
20mm的炮弹攻击。

飞行员{舱

机长工��于后~，设备Y开关²组分布在仪
®盘和飞行员左右侧ºýnW上。这里操纵杆
为传统式，�于飞行员双�间，通过两个多功
;显示屏、模拟显示W和风挡玻ñ上的显示W
�映飞行状态�息。用来启动和功	调节的发
动机n制元件分布于左侧ºýnW。那里还配
ó了自动驾驶ýnW，该ýnW在检测和操纵
这架“怪物”~面承担�重要的职责。å我f前
提过的，�分�息�通过多个多功;显示屏传
送给飞行员 - 这些多功;显示屏b“A”“B”款�
视镜相兼�。

自动驾驶或1升机驾驶&统（PVK）b有两Å
基本运行模式：�轴坐标全Å监测和稳V性保
Ó&统。×一M保Ó在自动驾驶模式时1升机
可保H长时间的稳V，并可b导向操作同时进
行。稳V性保Ó&统，首先保Ó在自动飞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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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时1升机短时稳V。

在自动驾驶关闭或故Ó状态禁止飞行。也许可
X飞行，但是是禁止的。

还有在评估时®现�好的照明和识别清$H不
错的模拟显示W。但是wå在模拟W上，我发
现，速H、4HY4H变$的fH盘&X“ª
里/小时”、“米”Y“米/L”来显示。厂Õ®示，
如果'V要购买该款1升机的话，设备�²照
�~H量标Ç进行�制，这\有任何问题，全
�都�²照巴��军要求生产。

{舱后门为Þ击门并全副P甲，�于1升机的
右侧。-�门的是�气.（类®应急0），飞
行员可X在应急情况93��脱�{舱打开5
落伞。是的，是在米-28NE1升机飞行中使用
5落伞，当然对于å我们这样的读者，十分好
奇飞行员是如何从一架顶上¸转�“>大的刀
片”的1升机里跳伞的。俄罗斯人的回答让人
ghef：“

飞行员先把1升机D平，E活气动&统，�门
弹Þ¨，应急0自动�气，而飞行员便可X从
1升机中‘跳¨’，然后他便可XÏ全地打开5
落伞...”。然而这G让人更好奇了：“如果cH
�1升机D平怎么办呢？”俄罗斯人的简单1
�的思维~式再一次让我们大吃一惊：“这M
情况飞行员那w呆在1升机里好了！”我想说
的是，í有的1升机都是一样的情况。

前{舱是负责1升机武Pn制&统机组人员的
。同时，这也是Þ训飞行员时教R的�ó。这
里分布�操n机载电子&统和武P&统的元件
。基本�息通过两个多功;显示WY模拟仪W
传送给飞行操作员。左侧舱门也是Þ击门并全
副武P，也供紧急V�1升机时使用。

两个{舱&W封，XA;使1升机在辐Þ、$
学Y生物污染c件9正常使用的&统产生负压
。舱k也配备由氧气面罩和氧气_组成的供氧
&统，氧气_;够在上述污染c件9维H一个
小时的飞行。

承载&统和运输

使用三个铰链的功;弹性轴承滚珠·杆, 1升
机的雷达Ø�于g纽上~. 叶片的i动由弹性
j胶$合物的元件l压阻尼W传动. 主¸º毂
由钛壳，弹性体轴承，阻尼W和叶片¸转杆组
成。尾�X形·钉也是三铰链，配有弹性轴承
，t许叶片在·钉的¸转平面k摆动。该设计

和�ó为了5v噪音并提41升机n制。

米-28NE配备两个涡轮轴发动机VK-2500-02

，是TV3-117的升级{。在飞行模式Ùñ发动
机的功	为2,200马力。发动机ÏP在{舱�
�，u轴�发动机的轴b主变速箱壳体连�。

还Ï括X9发电设备: 辅助动力PóAI-9V; 润
�&统; 保护发动机�受�尘和�物（ROM）
和屏幕¾气Pó的�响。

k�燃料箱的�量为1317ª斤F�油，当X
\大连续功	飞行时，可X续F两小时的飞行
。对于较长的F线，可X使用��油箱，油箱
绝对是紧W, b机Ð材料一样。值得r调的是
，燃油&统	全W封性�好, æ使使用�量燃
油执行操作，而不��响发动机的功	XY不
�¨现燃油�漏的风险。

保护和攻击

1升机两侧的�5x御综合&统预�机组人员
敌~进行雷达或E光照Þ，XY«�对�»或«

地对�»导弹的发Þ和制导。P有一个E光辐
Þ预���WL-140，�可X检测从地面或�
中发Þ的E光并«照�» 1升机。Pó还设ó
可X�胁类型（火箭或测�仪），èÇuH，
相对于飞机在15º~�u的.域，并且提供产
生辐Þ武W类型的4据。

雷达辐Þ�测ØL-150-28执行电子武Wn制&
统的识别，b有主动识别和指示&统，通知雷
达辐Þ的~向和类型。&统还可X'Ví��
�±的频	, 并识别发Þ雷达的类型。

.\后，�于机º两�的吊舱kó的攻击Pó
启动,Ï括用于Þ击假热目标。

雷达Ø

1升机配备了机载雷达N-025E，ÏP在转子
轮毂上~，可X在多M模式9运行: 可X对地
®面进行观Á，v�飞行期间Ó碍物的检测X
Y前两M模式的组合。

雷达&统的功;Ï括：传统或连续扫描;“¥计
划”模式（制图）; ~�u和目标��的指示;

选择手动和自动ÄÅ目标。

进行等级和测试

米28-NE可X§1起飞，悬<在地面附近，1

升机�中和�陆�行，尽n�的尺寸和重量都
�较大, 但®现¨�好的飞行B性。对于飞行
员指«的�应, 不t许类®于在轻型1升机上
进行的那些进行精细的习，例如巴��军
Fennec那样. 然而，这一~面可X通过P甲保
护的®势得�°补，可X通过分析1升机进行
轻型和更机动的�战来证实，但武P和/或P
甲车辆较�。

在预V0队的正常起飞和水平飞行期间，1升
机®现¨´平稳，满Y¨现失?稳V性. 巴�
�军进行了战术习- ��地面仅5米的4速
飞行。

然而，在b俄罗斯前军事飞行员的对话中，我
们发现在俄罗斯武P�队使用1升机的策略b
巴�陆军F�兵的~H»然不同。在使用1升
机时，俄罗斯军~²照	全n制�域的标Ç~
´运行，结合r大的P甲保护，不需要在如此
v的4H飞行。

实战习

在飞行f前，对1升机进行了快速多次训练
习，执行了基本习，例如在地面上起飞，�
陆和回¸。在×一次起飞时，人们可X感受�
1升机r大的发动机的力量和重型P甲。我
承认，回�巴�后，×一个问题是«1升机怎
么样？». 我告诉了我的同事: «wå我开�
M113P甲运兵车在上�盘¸».

在�中起飞和�行后，我'保´快ø应，B别
是在模拟W上飞行过后: 1升机¿示了对À重
而稳V的模型的预期�应。对于习惯大型1升
机的飞行员，例如AS532或Blackhawk，驾驶
®乎相®，但是飞行员的操作动作n制�应
更佳有Ä。

我已经	成多次ø用于战斗的习:

«战斗转Å»

该飞行的目的是——在快速机动飞行时1升机
飞行员的驾驶技;是否有í95，XY指挥1
升机的�应是否Ç后。

\理想的飞行结果是在10Lk在v于60米的
4H\大掉415.25米，一û在15Lk�1升
机保H在60米便算合格。

我在转Å时保H速H220ª里/小时，4H60

米，坡H40°，\Ì5v发动机功	，随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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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升功	来°补掉4。在习时坡H达�
65H。这时\有¨现明显的过载或失?n制
的Îh，尽n在开�转Å时1升机有过机头上
Ï的趋势，但通过执行一&列Ò4°补了这一
状况。

在米-28NE1升机试飞中，¨现向侧º¸转和
机头上Ï的倾向，必须由飞行员来调整。	成
盘¸是在18Lk，掉46米。作为对�，巴�
�军Fennec1升机	成这M盘¸是在9L，而
米-28NE¨现的惯性和重量µ释了巴��军1
升机用时更�的×别。

«Ø形B技»

飞行员须3Ó碍线水平绕过Ó碍 - 类®Ø在地
面的爬行。飞行在水平4H15.25米，速H
166ª里/小时开�。理想的	成Ò

4是保H速H不v于148ª里/小时，4H不超
过18.3米，一û速H不v于130ª里/小时，4
H在15.25米±6米|视为合格。

理想的飞行Ò4已经达�，z为1升机在转Å
时显示了一个稳V的坡H，>大的惯性�使1
升机保H在í需的状态，从而使飞行员;暂<
侧º运行，做好Ü行9一个Ó碍的Ç备。

机动性和操作性 - 对于攻击式1升机来说是十
分必需的性;，B别是在H续X中速变换飞行
~向时显得Ý为重要。在此类情况9，米-

28NE1升机提供更精Ç的V�。

«快速�陆急转Å»

这一飞行|巴��军Þß应用，可X	成在机
侧预V地点快速�陆任务，主要是为了短时k
à�|敌军发现或炮火攻击。

飞行开�4H为30.45米，速H148ª里/小时
。在'认�陆地点后发动机功	快速95，1
升机刚一掉4，âf向右急转，\后1升机在
预V�陆地5落。

尽n1升机尺寸和惯性力量较大，但ã®现¨
�好的操纵性，向右急转时保H快速平稳95
ä正'地点。

«180°转Å起飞»

在战术性�陆后，巴��军还有一个常见的飞
行技;，便是快速从观测.或1升机换x.起

飞。z此，该飞行从悬<开�，飞行员需	成
侧�移动，随�速H提升使1升机3中轴¸转
继续加速。¸转结束1升机向相�F向飞行，
保Hv速飞行或是起飞。

在试飞期间，¸转结束后1升机速H须达�
92.5ª里/小时 - 这是为Ï全起飞或战术换x
必要的仪®Ò4。飞行员c需采用大量的补�
操作，也可轻{	成飞行b操作。

1升机;够	成横移起飞的技;成为战术应用
时必备的功;，z为在1升机进}开火或观测
状态时，须快速提升4H继而	成任务，æ使
*目标在另一边。

«悬<状态加速»

攻击式1升机主要飞行技;中\重要的是ë车
bv速飞行时急<。飞行本Ð和�变飞行~向
发生的都´快，如|敌~发现，4H不变的悬
<是í有任务中\重要的Ï全保Ó。

理想的飞行	成Ò4是4H\大ì×在±3.0米
，F向\大ì移误×在±5°。1升机进}加速

状态时速H达�185ª里/小时，动力Pó在3

Lk进}v功	状态，Ù一个发动机的îï达
总功	的2%。当速H�ä74ª里/小时时，悬
<则需要通过机头上扬30°来	成。这时对于
飞行员来说前~视野	全|阻，但从侧面观Á
地面视野�好。在	成悬<指«后，1升机尾
�¨现轻¥95，须有飞行员发现并做技术调
整。结果是«人满Y的。

结语

此次试飞组提供的试飞体验Y评估只	成了一
�分，z为某些飞行在此次访问中未获øÇ。
从结果来说是«人满Y的，也有一些�进的�
分。在进行Ìù选择时米-28NE需要进行*的
飞行，Ï括使

武W&统和机载雷达在前挡玻ñ上显示武W目
标Yí选类型的�息，进行估算时�息须对飞
行员简单易û。在试飞米-28NE时\有Pó头
ü显示&统和指示&统，这也是巴��军的硬
性要求。不过，��该&统已经在俄罗斯1升
机上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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