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空中系

统司令部（Naval Air Systems Command）9

月 14 日宣布， 美国波音公司的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T1 号原型机成功为

一架 F-35C 战斗机进行了空中加油。这也

是 MQ-25A“黄貂鱼”无人加油机首次给

美军第 5 代战机进行空中加油， 从而完成

了对美国各型战机的“全覆盖”。外界认为，

这是美国无人机加油项目从理想转为现

实迈出的重要一步。

现状 原型机将进入改装期

据报道，参与这次测试的 F-35C 战斗

机隶属于美国海军第 23 空中测试评估中

队。 这架战斗机与 MQ-25A“黄貂鱼”无

人加油机 T1 号原型机“进行了编队飞行

评估、尾流测量、锥管跟踪等试验科目，随

后在 1 万英尺

（约合

3048

米）

的高度、以

225 节速度的条件下连接了无人加油机的

受油管，进行了对接加油”。

这次给 F-35C 的加油测试也是 MQ-

25A 无人加油机首次给五代机加油，之后，

美国军方希望测试暂时告一段落。 美国海

军空中系统司令部表示：“在这次试飞后，

MQ-25A‘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T1 原型机

将进入改装期，将与飞行甲板系统进行整

合，为今年冬天的上舰测试做准备。 MQ-

25A“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T1 原型机截至

目前已经进行了 36

次试飞， 在进行量

产 和 交 付 之 前 ，

MQ-25A“黄貂鱼”

无人加油机 T1 原型机将继续向军方提供

了有关空气动力学、推进系统、制导系统和

控制系统方面的宝贵信息。 ”

期待“延长 1/3留空时间”

实际上，近年来，MQ-25A“黄貂鱼”无

人加油机项目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2020 年 12 月，MQ-25A“黄貂鱼”无

人加油机 T1 原型机首次挂载加油吊舱试

飞。 美国海军和波音公司对 T1 原型机和

加油吊舱的空气动力学特性进行了大量

测试，并使用数字模型进行了空中加油模

拟。 结果显示加油“能延长 1/3 的留空时

间”，由此，美国海军对无人加油机项目寄

予厚望。

2021 年 6 月，MQ-25A“黄貂鱼”无人

加油机 T1 原型机已经先后完成对美军的

F/A-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 E-2D“先

进鹰眼” 进行加油测试。 美国海军当时在

一份声明说，在四个多小时的飞行测试期

间，海军 F/ A-18“超级大黄蜂”接近 MQ-

25A“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T1 号原型机，进

行了编队评估、尾流调查、锥管跟踪后，与

T1 原型机连接，随后燃料成功地从加油吊

舱转移到 F/ A-18“超级大黄蜂”上。

据报道称，MQ-25A“黄貂鱼”无人加

油机 T1 原型机从伊利诺伊州马斯库塔的

圣路易机场起飞，一架隶属于第 23“咸狗”

空中测试和评估中队的 F/A-18F“超级大

黄蜂”紧随其后，波音公司地面控制站通过

与“超级大黄蜂”的无线电联系来对 T1 原

型机进行控制。 波音公司 MQ-25 项目主

管戴夫·布约德说，在“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和无人机之间进行了几次干连接后，T1 原

型机向“超级大黄蜂” 转移了总计 325 磅

（约合

454

公斤）

的燃料，取得成功。

未来 2025年达到初始战力

据报道， 在明年首架工程样机下线之

前， 美国海军和波音公司还将使用 MQ-

25A“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T1 原型机进行

一系列测试。 未来的工程样机也将超越原

型机的能力，使无人机更适合出海。“T1 原

型机是美国海军和波音公司的巨大资产，

我们需要尽早学习， 但随着我们进入下一

个测试阶段———工程样机， 我们没有继续

使用它的计划，”美国海军无人航空母舰项

目负责人查德·里德上校在电话中告诉美

国海军学院新闻。

按照美军的计划， 今年晚些时候，

MQ-25A“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T1 原型机

将被带到美军军港诺福克港内的一艘航母

上，测试无人机基本甲板操作的控制方案，

此外还将继续完善 MQ-25A“黄貂鱼”无

人加油机的地面控制站。 波音公司计划在

2022 年秋季或冬季，向美国海军交付七架

工程样机中的第一架， 并将对无人加油机

进行更彻底的测试。 美国海军计划在 2023

年开始在航母上进行 MQ-25A“黄貂鱼”

无人加油机的测试飞行。 美国海军曾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海军将斥资约 13 亿

美元购买 76 架 MQ-25A“黄貂鱼”无人加

油机， 预计将在 2025 年达到初始作战能

力。

无人机， 令人迷醉的空中神

器，如果搭档航母这样的大杀器，

必定令人期待。 对于美国空军而

言， 无人加油机就是舰载战机的

战力“倍增器”———它可以增加战

机的滞空时间、飞行距离，增加飞

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和载弹量，从

而实现最优的作战效能。目前，美

军正在进行让无人加油机承担起

航母舰载机的加油试验， 这也为

将来舰载无人机融入航母作战体

系打开了想象空间……

文字 鱼落 王裳

无人加油机实验告一段落 美国海军计划购买76架

据悉，MQ-25A“黄貂鱼”无人

加油机采用一具推力为 10000 磅

（

4500

公斤）

的劳斯莱斯 AE 3007 引

擎， 这款引擎同时也被安装在海军

MQ-4C“海神”无人机上。虽然这款

无人机的隐身效果不像飞翼构型的

无人机那么好， 但它的机身仍具有

一定的隐身性， 并采用了低可探测

性的进气道与 V 型尾翼。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是下一代

美国海军舰载无人加油机， 也是美

军航母上第一款舰载无人机，在

930 公里范围内可以为四至六架飞

机提供 15000 磅

（

6800

公斤）

的燃

油，将 F/A-18E/F“超级大黄蜂”和

F-35C 战斗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

1300 公里以上。 美军希望通过增

加扩大舰载机作战半径的方式，避

免航母被反舰火力打击。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

参数

研制时间：2016年

试飞时间：2019年 9月 19日

装备国家：美国海军

研发者：波音

载油：6800千克燃油

机身特点：翼身融合、菱形机身截面、V尾、

埋入式进气口、矩形尾喷管

起飞重量：20吨左右

推力：最大推力 4500千克

发动机：罗罗 AE�3007N涡扇发动机

初始作战能力：预计 2024年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首次

给

F-35C

进行加油。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首次

给

F-18

进行加油。

美 国 空 军

设想的舰载无

人空中加油机

系统。

“长翅膀的油库”年底上舰？“长翅膀的油库”年底上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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