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40 信 天翁 星苏 联研制 的双发 

喷气式多用述水上飞机，可水陆两用 主 

要任务 为宝天候 中近 海反潜 ．也可 担负 

可 取代别 -12和 

伊 -38两型 反潜机 ．1983年开 蛤研翩 

，986年12月倒 机首飞． 992年成批 

装备俄 海军航 空兵 该机分 为旅客 运输 

型 害 货两用型 攫 索毂援 型和反潜 逻 

型等 ．该型帆 采用上单 翼(即机霸安 慝在 

机身上部)2台发动机则安装在机望后 

上方．这种布局可以十分有效地黼止飞 

机在水茼上快速滑行时引起强力水流拍 

击发动机叶片．从而保证了发动机的正 

南工作，也减轻了海水对发动机的腐蚀 

A一40机长 43 84米 帆高 11 07米 翼展 

41 62米 置面积 200平方米 最大 起飞 

重95吨 避大载重量6 5 0 昆犬时逋 

820千 米 最 大航程 6 600千 米 ．实用升 

限9 700米 为 了选到 与陆基飞机 基本相 

同的载重量和续航力．A-40付出了十分 

昂责的代 一是机冀 的翼展 为42米 这 

将使机 型曲结 构重 量增大 ．但却可 以幢 

^+ ＆+ 

翼尖浮筒的高度缩短，阻力和重量喊轻 

以部分扑偿总结构的重量 机嚣的后l爵} 

角并不犬．可以有效地控制结构重量 二 

是采 用2台大推 力的发 劫机 这种涡 轮风 

扃 发动机 很省油 ．而且 载重 量和续 航力 

非 常可观 此外 A=4D还能 睇充丹地 利用 

地 面效应 ．与海{地)面保持 较低的 高度 ， 

并随之变化而变化 当海惰恶忙时．谚机 

也 可 升 到几百 米甚奎 更离 的高度 ．避 

开狂涛骇浪．像普通飞机一样安全飞行． 

A-40飞机 机头有 一受油管 ．能进行 可靠 

有效的空中加油：同时它的操稳、防腐等 

问题也得 到了较好 解决． 

性能优异的别 ·200 

但 由于 -̂40机体 过于庞大 ．不 蠡合 

中小国家 便用 ．为此 ．俄 罗斯塔 千 格别 

里耶夫航 空科学 技术联合 俸在A-40的基 

础开发出缩小版的别-200中型豫发涡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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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苦用送水陆两甩—咖 ．首颦原型机于 

1996年 9月11日出厂．1 997年酋飞． 

1998年交付使用 每辈的基本单价为 

2 200万美 元 

别‘200总体设计与A-40有很多棺 

同或相 的地方．从外形上来看 gU-200 

采用曲是与A·40一律的常舰布局 机萁 

为息臂式后搞上单翼．展蓝比较大 尾部 

为T形 甚 

计 中翼后上方并列安装有两台 ”进步’ 

发动机公司研制的D·436PT型涡轮风扇 

发动机，单台推力73 6千牛 与A一40相 

比所不 同的是 ．整个 飞机的 尺寸减小 ．冀 

下的增稳浮桶内捂．翼生加装7翼硝小 

冀 聚用全 气密机身 ，据 说建在世 界水陆 

两用飞机设 计上是前 所未有 的 

机载设备及其作战能力 

莉-200反蓿机装备了全套 。海蛇” 

机 载电子 墟备 ．能保证 在使 用条件 的所 

有范围内高度自动化地执行战斗任务． 

该 设备用于 侦察 监视 ；晒 、廛索潜 艇 

发现水雷及攻击水面舰艇．其结掏内部 

各个信息系统作为独立设备配设．口括 

安装在‘氟”计算机上的计算装置．以及 
一 系列专门的程序软件．所有这些装置 

均由中央计算机系统睦翩 中失计算机 

系统 全面协 调工作 、交换 信息 数据厦在  

执行战斗任务时匀帆组人员握供智能化 

精助 ． 海 船 全蠹 设备的幢捷 结构 确 

定的程序软件和设备的备份系统以艇各 

信 息系 统工作的 同时 性 可 保障 当都分 

设备甚至某些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时．飞 

机1])能继续完成战斗任务 此外 系统的 

分布 式结 构使得 更捶系 统内 的组成 部件 

更为 容易 必要 时还可 以根据 需要增 设 

新的信患系统 出口型飞机可以配置国 

外生产 的设鸯 ． 

当别一200％~通过其它手段包括卫 

星设备接收到赦潜艇的信息时 海蛇 

也 参与攫寻潜艇的工作．继而确定潜 

艇位嚣 鬟施有效跟踪．嚣终诮灭敌潜 

艇．引^注目的一点是．上述所有任务基 

本上是在目动状态下完成的，飞行员只 

要监控觇斗任务的执行情况，并视情况 

做出庚定即可．机载智能系统在极大程 

度 上掰 助机蛆 ^员 它可以保 证在 没有 

操作员参与的情况下不问断地执行战斗 

任务  

反 潜指挥系 统采用 一喜中央 计算机 

控制系统．其包括操作员工作告．中央计 

算机和数据传输复合线路．在揉作是工 

作台上装有两台阴极射线管矩形大屏幂 

和渣 晶振显 示器 当屏 幕上显 示从不 同 

系统来的信息数据时．显示器在 ‘大画 

面 状志下可 复录图像 ， 

主要机载反潜设备为综合水声挥删 

系统．其包窨有水声测位仪 声纳浮标、 

爆炸波}l}成设备等。水声删位仪为抉状 

结构，由4个独立装置组成 每个装置能 

与 8个 声蚺浮 标同 时工作 时完成 整个测 

量循环 数据收集厦数据处理．同时机上 

+++A-40∞ 安 部 

止 的冲 

++A 40机首前部 有 § #正 

老 别-I21上1 一目1行 

+ 与 

对 可 翼 A-4O* 但 

装备 的砒 探仪 能够发现 曼潜 艇磁性 壳体 

影响而出现的地球磁场参数变化 如果 

将 磁擦仪 和水声 浏位系 统合 用．则 能捏 

机 载雷 选系 

统可以发现诸如潜艇蹭望镜和通气管建 

样的小目标．配合声纳浮标的工作厦导 

航电子系统 该系统真有两个独立的数 

据收集通道一电视(光学)通道和红外通 

道．它们可根据天气条件和白昼 黑夜时 

同不同而选择单用或合用 电子侦察系 

统能发现 识％U和确定赦潜艇正在工作 

时无线电设备的方向．但由于潜艇在搜 

索匡域内发出信号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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