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航 空 学 会 文 件
中航学字[2020]60 号

关于公布“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
设计大赛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航空知识杂志社承办，中航工业成都
飞机设计研究所赞助支持的“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
计大赛，在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以公正、公平、公开
为原则，严格遵从评审办法，经过两轮评审，最终评出 93 件获奖
作品和 7 个“优秀组织奖” （获奖名单详见附件）
。
本届大赛的主题为舰载机，并以参赛人员的专业背景和年龄
为标准，分为专业组、业余组和青少组三个组别。大赛得到广大
航空从业人员及航空爱好者的积极响应与参与，作品无论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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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质量上都比上届有了很大提升。涌现出许多构思精巧、创意
独特、表现形式丰富的优秀作品。
大赛组委会将按照比赛规则，对获奖作者和单位予以奖励。
按照往年惯例，颁奖典礼一般安排在珠海航展上举行，由于受新
冠疫情影响，2020 年珠海航展延期举办，经组委会研究决定，邀
请专业组、业余组和青少组一等奖作品的第一作者，出席中国航
空学会在西安举办的颁奖仪式。

附件：“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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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组别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鲲鹏”隐身舰载机

邢宇、刘晓琳、姚庆睿、柴国贝、张子杨、黄鼎、肖国
华、李富贵、涂建秋

忠诚卫士舰载战斗机

苏晓东、肖华、贾贺瑞、胡建龙

一等奖

“青鸾”多用途舰载机

余天宁、杨森、徐一鸣、王敏雯、王旭、程梦鸽、李唐
、张耕源、王振宇、蒲晓庆

“御波幽灵”未来多用途舰载战斗机

刘艳、郭卿超、李放、王泽宇、王俊伟、汪嘉兴、胡磊
、姚富宽、马启兵、赵殿新

二等奖
鸿雁舰载无人机

熊步先、李响、孙杨、牛笑天、屈丽娟、高江鑫

“海鹰”号无人舰载战斗机设计

陈晴、刘浩林、韩昊亮、于水望、王雅漫、刘德园、王
玉轩、王旭鲲

“双吻鲨”垂直起降隐身舰载机

葛清源、邵若石、井涛、林健、郑剑、王佳宁、张磊

“幻影刺客”核动力舰载多用途无人机

刘锦通、陈星伊、刘方良、闫盼盼、石钧之、丛云峰、
张佳鹏

TK-36变后折翼舰载战斗机

冯加伟、李德明、陈彩英、詹家礼、冯立、甘佳鑫、冯
富荣

三等奖
“飞廉”舰载机

马福鑫、谭耀金、郭忠丽

专业组
C3-V（影）
“重明”舰载机

张鹏辉、陶庚、熊爽、张乐平、韩佳闯、谢思敏、李玲
、吴豇林、高科、张靖
丁福阳、陈昌宁、李余立、秦沛、吴一豪、张项博

第四代多用途舰载机

王富瑞、边雯瑄、谢沐田、石梦琦、韩登超、赵杨、王
志楠、牛群、冷林健、隋依桐

C3-W（风）

周纤千、杨映根、杨秋、严世祥、刘雨生、刘润峰、冯
学豪、张乐平、杨林、余姝霖

智能海战——“鹰眼”舰载无人机

王思源、王旭、张冬、王强、刘明鑫

未来先进舰载战斗机歼66

赵猛、吴远航、王昊、张广林、刘佳、高泽明、陈思婧
、何振亚、王永杰、申镇

海刃-矢量控制舰载机

夏陆林、田博韬、罗丽红、曾宪泽、李歆扬、张璇、张
可欣、李恩思、侯封吏

C3-S（掠）

邹帅、唐昊越、胡宇、黄世杰、雷家豪、蒋芷珊、霍蔚
峰、简体瑞、严世祥、蔡瀚宇

“玄武”多用途舰载机

李尚泽、张震宇、许保成、富佳伟、程杰、程健慧、王
辰、刘超、祝宏宇、李鹏

”鲲鲨“号舰载战斗机

苏建超、王焱、孙海、王守财、王泽宇、赵志刚、靳潇
潇、孙占东、刘畅、姜帅威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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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组别

奖项
一等奖

作品名称
“iUAV”系列无人舰载机
“海鲨”第六代舰载多用途战机
XJ-30 舰载机 R1

二等奖

“风筝”舰载无人战斗机
“质子”第五代舰载战斗机设计企划

三等奖

沈岩、杨昊瑾
苏润桂
陈枹屸(TAN POH LENG)
曹旭 、黄少军 、邱纪元、薛世国
董闯

第五代亚重型隐身舰载战斗机

赖初阳、冯煜升、刘帅、刘鑫喆

928工程_重型舰载空优无人机

蔡嘉栋、吴一豪

“玄冥”
“FC-258”新型舰载机方
FC40-第六代隐身舰载长、僚机系统
“寄生”多用途舰载航空器
“飞鲣”舰载机
组合式无人舰载机群作战系统
前掠翼及鸭翼可折叠舰载机

王乾、吴君豪
秦露、马之贝、王硕、夏宝军
刘明哲、朱晖祥、乔擎、吕增炼
唐嘉文、邓东阳
李昊、李博炀、周毅飞、刘伯墉
罗望、阳尧、齐珂、肖文耀
黄飞龙、姜明亮、鲁泽超、刘春蕾、

下一代多用途舰载机NGCA

陈洁

重型舰载机J-35“飞鳐”

杨敬、韦振鹏、柯西友、杨景博

XHFJ-01
Rapid-Thunder舰载多用途战斗机
业余组

作者

徐利欣 黄佳辉 樊镐贝妮 姜劲驰
马世航

第六代固定翼舰载机“乌雕”前瞻设计梗
刘搏轩
概及相关分析
“海鸮”下一代舰载机设计
al-1舰载攻击机（改）

优秀奖

敖立瑀、王沭力、欧翔、张孝毅
贾祥英、宋佳圆、徐铭浩、张炳坤

“虎头雕”垂直起降舰载机

陈敬萍

金镖多用途无人飞行平台

蔡松林

“镇海”一号舰载机

黄少军、曹旭、薛世国、邱纪元

空刺舰载战斗机

张润泽、王越、王新宇、亢盛杰

新奇龙第六代舰载机

贾立新

新一代多用途舰载机

秦子逾 吴展骞

“影觅”未来地效舰载飞行器
“火凤”第五代无人舰载战斗机

周博、李健
佟强

中国海军J-81垂直起降隐身超音速舰载战
林鹰
斗机
FAC25应龙舰载机

刘鹍、林宇洲

新一代未来舰载机

王显浩 堵志钦 陈远志 王毅

苍龙
“外星人”未来无人攻击舰载机
中国海军J-51隐身超音速舰载战斗机

王蒙一
陈博文、刘思宇、耿涛
林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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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组别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一等奖

寒冰S舰载无人机

刘鑫培

二等奖

“鹰鲨”舰载变体战斗机

杨淞喆

歼-59 “惊鲵”舰载联合攻击战斗机

白炎杰

“匿鲨”舰载战斗机

徐瑞阳

“雏凤”舰载战斗机

吴祺霖

匕首超音速舰载机

胡怡凡

三等奖

海军舰载六代机

项锦天、解文翔、刘 骐

“电鳐”隐身舰载战斗机

王永懿

未来飞行器设计

白炎杰

我军新一代舰载机歼-25设计方案及性能分
张亦琛
析
“猎隼”舰载战斗机

马梓恒

“飞鲸”跨介质舰载机设计报告

王安济

J27“雷霆”多用途战斗机

刘鑫宇

Avenger-“复仇者”变前掠翼舰载机

朱炫睿

插翅虎多功能高效舰载战斗机

张卓凡、许释元、欧华廷

“曦歌”战术无人战机
歼-35“赤电”舰载战斗机 五代半机
海军第六代舰载机朱雀战机

青少组

优秀奖

宋淑青、王正奥、王豪豪、吴明杰

新一代模块组合式无人舰载机

叶煜贤
罗杨
李明泽

腾龙

林子淇 曹子建

2035舰载战斗机-精神小伙战队

陈羿冰 谢昂轩

J-42舰载机设计方案
银翼
中国未来舰载机构想
JQJ-53（舰载机）

谢骏希
洪云翰 蒋承容 于海越 张嘉灏
曲阳 黄禹淏
文畅

歼-60“虎鲸”舰载战斗机

高隽丰

“飞龙”无人舰载战斗机

丁小同

新一代舰载机JH-70

李嘉瑞

凤仪1号

杨子奥

“计蒙“舰载无人机及其配套作战体系

王元晖、褚安阳、唐媛、张鑫璐

蓝鹰”翼身融合舰载机

肖博文、朱钧濠

2035未来舰载战斗机-漆条俞战队

俞思涵 漆思呈

J-Y舰载战斗轰炸机

李昀哲

“海枭”垂直起降无人隐身舰载战斗机

陈韵斐

“鹰隼”先进舰载战斗机

杨秋彤

Rainy Day-x

江团灿

空天地海全空域察打一体化隐身舰载机

索艺腾

凤仪2号

马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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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杯”第九届全国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奖项

单位
辽宁省航空宇航学会
四川省航空宇航学会
上海市航空学会

优秀组织奖

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
陕西省航空学会
广东省航空学会
河南省航空学会
制表人：汤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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