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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聊装备

军评天下

俄媒近日称，俄罗斯特种部队今年将获

得真正的“空中坦克”——米-8AMTSh-VN

武装直升机。这型改装版的米-8 直升机被

称为“游隼”，研发工作始于 2018年 5月，是专

门为特种部队创新研发的一型直升机。

“在‘游隼’之前，俄罗斯装备的米-24、

米-35直升机的防护能力都很强，特别是米-24

‘雌鹿’也曾有‘空中坦克’的称号，生存能力

强。但‘游隼’应该是第一型在原有直升机基础

上进行的改装的‘空中坦克’。”军事研究员兰顺

正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未来，“游隼”将担负对

地火力支援，开辟前进通道的任务，当然同时也

担负了一定的运输兵力的任务。

一直以来，人们都喜欢把一些飞机称为

“空中坦克”，比如美国 A-10 攻击机、俄罗斯

苏-25攻击机等。

兰顺正介绍，“空中坦克”最大的一个特

点就是防护力足，一般采用重装甲进行防

护。一般的空中平台要求快、轻，可以打了就

跑，而这种飞机会对机体进行特别的加固，特

别是机腹部会安装特别的装甲，这使其在面

对地面火力打击时，生存能力更强。这种装

备设计很常见，比如在一些走私案中会出现

“海上坦克”，即走私犯将快艇改装，加装大量

的装甲，使其即便在面对缉私人员重机枪打

击时也能快速逃逸。“空中坦克”就是这么一

种飞机，能够“免疫”普通武器的打击，即便挨

上几枪甚至几炮，也能硬抗着继续执行任务。

比如，美国空军的 A-10“雷电Ⅱ”攻击机

虽然飞行速度较慢，飞行高度较低，但装有钛

合金装甲防护地面火力，还装载着大量的弹

药，这使其不仅不易被击落，而且还能火力十

足地对地攻击。海湾战争时，一驾 A-10被伊

拉克防空导弹击中，造成左翼严重受伤，机身

上布满大小弹痕，但飞行员没有选择弃机，直

接开着断翼 A-10斜着飞回了基地。

同时，很多武装直升机都担负了开辟前

进通道、清除防空火力的任务，有着较强的防

护力。

资料显示，越南战争中，面对丛林密布的

地形，美军先是用固定翼飞机盲目地狂轰滥

炸，结果收效甚微，万般无奈之下改用直升机

进行空中机动作战。为了保护空中机动兵力

的安全并压制地面火力，美军在 UH-1 运输

直升机上加装了武器，成为第一架以防御自

卫能力为主的武装直升机。后来，贝尔公司

根据美军陆航的作战需求，研制出了第一代

专用武装直升机——AH-1G“休伊眼镜蛇”

武装直升机。据统计，AH-1G 武装直升机在

越南战争共飞行了 134.4万架次，被地面炮火

击落的仅有 22架。

俄罗斯功勋试飞员伊戈尔·马利科夫认

为，米-8 是独一无二的直升机，它的潜力远

未被彻底开发，“必要时可从米-8 制造出一

切想要的，包括多功能运输武装直升机”。

对此，兰顺正指出：“‘游隼’直升机主要

增强了防护能力和载弹量。俄罗斯之所以选

择米-8 进行改装，就是因为它是一款成熟的

通用型直升机。”

米-8 是一种通用型运输直升机，1964 年

米-8 军用型及民用型同时开始投产，是世界

上产量最大的直升机。有人戏称，米-8 最大

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因此可以各种改装，适

用于不同场合中。目前，米-8 已经发展了民

用型、军用型、军民通用型以及实验验证型等

50多个型号。

俄罗斯媒体披露，“游隼”可以携带 4 枚

“竞技神”超远程导弹、8枚超音速“阿塔克”导

弹或 2 吨航空炸弹，可摧毁 20 公里以内的海

陆空目标，并可以全天候作战。另外，“游隼”

的运输舱还将安装易拆卸的装甲，可防御轻

武器的攻击。而已经量产的米-8AMTSh 只

能保护驾驶员、后机枪支架和重要系统。

“游隼”将装备的“竞技神”超远程导弹也

是一款比较成熟的导弹，在2004年就已经完成

测试，投入生产。它可以从空中、陆地和海上

平台发射，能摧毁方圆一百公里以内的多种目

标。其中，射程为 15 公里至 18 公里的“竞技

神”A型导弹，计划也装备在武装直升机上。

“因此，‘游隼’是一款成熟平台的集成

品，选用了成熟的平台、成熟的武器装备。当

然，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军备经费不足也是

选用米-8 作为改装平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兰顺正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签署了 2020财年国

防预算案，将向五角大楼拨款 7380 亿美元，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7160 亿美元。对此，俄罗

斯相关人员表示，2020 年美国国防预算接近

7500亿美元，比俄罗斯高出 15倍。

“因此，采用旧装备进行改装，最大限度

地挖掘旧装备的潜力，是俄罗斯最具性价比

的选择。”兰顺正说。

老将米-8再变身，将成俄专用“空中坦克”

本报记者 张 强

印度又一武器装备迎来自主研发！

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印度国产弹

道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完成，目前进行的所有

测试都是成功的，包括雷达和反导导弹。印

度空军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

DO）正在寻求印度政府批准，以在印度首

都新德里附近安装并启动该系统。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7 年 3

月 4 日 的 反 导 试 验 成 功 后 ，印 度 媒 体 就

曾预测印度部署双层反导系统的时间将

近 ，并 且 自 豪 地 宣 布 印 度 将 由 此 成 为 继

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之后，世界上第 4

个拥有双层反导系统的国家。此次更是

放 出 风 声 称 ，印 度 国 产 弹 道 导 弹 防 御 系

统已经完成。

那么，印度国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究竟

如何？双层反导系统都包括什么呢？国产

反导系统对印度的意义又如何呢？

“印度构建的国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

双层反导系统，表明印度在反导领域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目前还只

能拦截中近程弹道导弹，目标是构建中远程

弹道导弹末段双层反导系统。”军事专家文

昌表示。

反导拦截按照拦截时机不同可分为初

段拦截、中段拦截和末段拦截，主要对应着

中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不同飞行阶段。

“每一段各有难点。”文昌表示，对初段

反导来说，弹道导弹刚刚起飞时，目标大、速

度慢、红外特征明显，这时反导无论是瞄准

还是探测，都相对容易。但难点在于一般弹

道导弹的发射井或者发射车都位于本国腹

地，反导系统很难靠近其部署，受反导系统

射程、探测跟踪距离所限，很难构成初段反

导条件。对中段反导来说，弹道导弹在大气

层外飞行，飞行时间长，似乎拦截的机会更

多，但此时导弹弹道很高，弹头开始释放，目

标小、雷达散射弱、红外特征不明显，甚至还

掺杂假目标，对预警探测、准确识别、稳定跟

踪、导弹射高射程、精确制导都提出了更高

要求。对末段反导来说，虽说弹头越来越近

了，但其再入大气层后飞行速度快、目标小，

同时有的弹头还会采用电子干扰等手段，这

也对末端反导提出了特殊要求。比如要求

反导雷达探测距离远、反应速度快、可探测

跟踪高速目标、具备抗电子干扰能力和真假

目标识别能力，这对雷达的体制、元器件材

料以及算法都有很高要求。此外，还要求拦

截弹的射程要大、速度要快、可用过载要大、

末制导精度要高。

“印度的双层反导系统对标的是美国的

末段双层反导系统，包括了‘爱国者-3’末

段低层反导系统和‘萨德’末段高层系统，但

与其还有较大差距。”文昌介绍，印度的末段

高层反导系统是大地反导系统（PVD），是

在“大地”战术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

款反导系统。其拦截弹是两级固体导弹，采

用动能战斗部，用于大气层外边缘拦截，拦

截高度约在 50—150 公里，采用红外成像末

制导，最大射程 200 公里左右，最大飞行速

度 5 马赫左右。印度的末段低层反导系统

是先进区域防御系统（AAD），其拦截弹是

单级固体导弹，最大飞行速度 4.5马赫左右，

用于在大气层内击落来袭的敌方导弹，最大

拦截高度 30 公里左右，采用主动雷达末制

导，采用动能杀伤方式摧毁目标。

双层反导系统是突破性进展

2006 年 11 月，印度试射了由“大地”-2

地地弹道导弹改进的反导导弹，在 40 公里

的高空成功击落一枚试验导弹，这是印度自

主研制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试验首次成

功。这套系统就是印度的 PVD，如今这套

系统已经过了多次改进。

末段反导拦截成功率不尽如人意

“如果印度媒体所报道的消息属实的

话，这标志着印度已经初步具备了末段反导

能力，但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文昌指出，

一是其反导能力有限。从技术指标看，PVD

导弹的过载能力与“萨德”相比，还存在不小

差距，只能对付射程在2000公里以下的中程

弹道导弹，而“萨德”可以对付射程在3500公

里的导弹，因此其只能算是初步具备了中近

程弹道导弹反导能力。二是有效反导能力

不足。从美国经验看，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反

导体系需要大量的投入。光预警探测系统，

美国就有天基红外预警系统、远程 X波段雷

达探测系统等，预警时还需要天基、地基、海

基等多个侦察预警平台对弹道导弹进行接

力探测与跟踪。按照这种标准，印度距离这

种水平还有很远。三是印度现在拦截的还

属于已知、简单目标，即事先知道时间、地点

等信息，距离实战环境相去甚远。因此，虽

然现在看试射成功率比较高，但还不足以证

明其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末段反导能力。

前述媒体也表示，一旦获得印度政府批

准，安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需要 3 至 4 年

的时间。

作为南亚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已

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军工

产品的生产领域，印度却常常给人一种不太

靠谱的感觉。其武器装备大都是“万国牌”，

包括自研武器也大量采用各国零部件。

文昌指出：“印度所宣称的国产反导系

统也不完全是国产货，与其他国产装备一

样，大量采用了外国的产品和技术，采取设

备拼装或者技术借鉴的方式。比如，其关键

的雷达就是引进的以色列技术，其导弹的很

多关键部件和技术也都大量依赖以色列和

俄罗斯。”

但是，国产反导系统对印度的意义还是

很大的。从军事上看，在同样都拥有弹道导

弹攻击能力的情况下，印度拥有了一定的防

御能力。从科技发展角度讲，反导系统的建

设集中了当前最前沿的科技，无形中会带动

印度本国的科技发展。随着印度反导系统

不断地深入发展，其带动作用将越来越强。

国产反导系统对印度意义重大

为摆脱为摆脱““万国牌万国牌””
印度反导要用自产印度反导要用自产““盾盾””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英国皇家海军公布了蝠鲼

状潜艇概念，以及由计算机生成的母艇

概念设计。有媒体报道称，这种模拟蝠

鲼形状的母艇将由超强合金和丙烯酸

树脂建造，能够承受水下 1000 米的高

压，其表面敷设了纳米级石墨烯鳞片，

不仅具有优异的水下静音性能，还可以

根据航行需求和海况进行变形，从而优

化水下机动性能，再加上藻—电混合巡

航动力和相关推进技术，能以高达

150 节的空前速度在大海中航行。未

来，这种潜艇将充当主要的指挥和控

制中心、信息搜集和传播中枢、武器运

载工具及水下旗舰。

现实中，人类很多武器装备的研

发是受动物启发，或者模仿动物而

来的。例如，飞机就是人类模拟飞鸟

的形状和飞行原理探索发明的。常规

潜艇的一个艇型也是从座头鲸的体型

上找到了灵感。美军研制的大狗机器

人，行动方式也与犬类如出一辙。所

以，英国皇家海军从蝠鲼鱼、鲸鲨等海

上生物身上寻找未来潜艇的设计灵感

也并不意外，那么这款模仿蝠鲼鱼的

潜艇到底水平如何？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这款“高

仿”蝠鲼鱼的潜艇潜得很深，跑得很

快，性能亮眼，十分科幻，让人眼前一

亮，其设计思路和职能定位从某种意

义上看似乎也印证了人类潜艇的未来

发展的趋势。

一是智能化的趋势。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智能化水

平越来越高，对人类操控的需求越来

越小，甚至实现最终的无人自主作战，

这是人类武器装备设计发展的共同趋

势，潜艇也不例外。英国皇家海军的

未来潜艇报道称蝠鲼状潜艇只需要

20 多人操控，这相比现役潜艇普遍需

要 50—100 多人节省了大批的人力。

因为它要充当水下指控中心和情报中

心的“母舰”角色，保持一定的操控指

挥人员是必须的，但未来的小型潜艇

智能无人化是肯定的。

二是平台化的趋势。依托搭载的

各种武器执行远程作战任务也是大型

主战装备发展的重要方向。美军的

B-52 轰炸机 70 多岁的高龄还能参加

高强度作战，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空

中远射武器的发射平台。二战时期，

美国、日本等国都开发过搭载飞机的

潜艇母舰。不过当时的飞机体型大，

潜艇吨位有限，导致载机数量太少，难以发挥规模化作战效益。得益于无人潜航器、

潜射无人机以及远程潜射武器的迅猛发展，未来的潜艇将成为众多武器的搭载平台，

不仅本身可以执行攻防任务，还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下母舰”。报道称蝠鲼状潜

艇可以充当武器运载工具和水下旗舰，这也昭示其必然是一款可搭载很多附属武器

装备的水下作战平台。

三是仿生化的趋势。与冷冰冰的武器装备相比，生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更

好，能够以最低的能量消耗获取最大的效益，这是几百万年逐步进化的结果。现实

中，尽管飞机比鸟飞得更高更快，潜艇比鱼潜得更深更快，但它们实现装备性能所耗

费的能量也是惊人的。为此，模拟生物进行变形，以适应不同环境，提升能量利用率，

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变后掠翼飞机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但总体而言

这种变形依然机械、笨重，不够聪明、灵巧。蝠鲼状潜艇通过仿生技术灵巧变形，技术

含量更高，其能量的利用率肯定也会更佳，并有效提升潜艇水下航行性能和续航力。

四是系统化的趋势。在潜艇无人化、智能化的推动下，会衍生出更多型号、分工

更加明确的潜艇。它们有的具备长航和深潜功能，执行侦查巡逻和秘密布雷功能；有

的具备更大的艇体和更多接口，负责搭载各种装备，承担指挥中枢的角色；有的具备

高航速和远程武器，执行对海、对陆和对潜攻击任务。未来，人类的战场上天空中有

无人机的蜂群作战，海面下也会有大大小小先进潜艇的“狼群”作战。我们可以预判，

还会有很多无人水下智能装备诞生，以配合蝠鲼状潜艇形成英国皇家海军的水下作

战集群。

外媒报道称，英国的这种仿生潜艇将彻底改变 50年后水下作战方式。这一观点

虽然有点绝对和乐观，但如果该型潜艇研制成功，的确有改变水下作战模式的潜力，

因为跨代型装备可以改变传统作战模式。正如航母改变战列舰海上炮击的作战模

式，F22 隐身战斗机改变三代战机空战模式一样。英国这一设想中的未来仿生潜艇

性能比现在的潜艇超前至少一代以上，必然会给未来的水下作战，乃至与水面战舰的

作战都会带来深刻变革。但如此科幻的潜艇，对艇体材料、智能化系统、潜艇动力、水

下探测、导航等系统等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英国能否研制成功，还需要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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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体报道称，PVD 能够进行中程

弹道导弹大气层外的中段拦截。

对此，文昌表示：“中远程、洲际弹道导

弹射程远、弹道高，大气层外的飞行时间长、

速度大，拦截难度高。所以，一般所说的初

段拦截、中段拦截、末段拦截在反中远程、洲

际弹道导弹中概念更为明确。但目前印度

还不具备这种中段拦截的能力。”

PVD 类似于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进

行的是末段高层反导，其射高最大为 150公

里左右，所能对付的是也只是射程 2000 公

里以内的中近程弹道导弹，弹道高度和战略

导弹不可同日而语。而美国中段反导使用

的是 GMD反导系统和“标准”-3反导系统，

其中“标准”-3 负责的是中段低层反导，最

新的“标准”-3 Block 2A 的射高可达 1000

公里以上。因此，印度媒体的说法可能是一

种夸张的、不太准确的说法。

AAD 是印度国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负责末段低层反导。2018年 8月，印度首次

用其发射拦截弹对模拟目标进行拦截。这

种拦截弹能够在 15—25 公里高度拦截并摧

毁来袭导弹。印度政府发布新闻稿宣称：在

多个来袭目标中，系统对其中之一进行实时

选择，武器系统雷达对其进行跟踪。导弹将

其锁定，而后以高精度将其拦截。

相关报道表明，AAD 的拦截系统可以

在目标的多个弹头中选择威胁最大的弹头

进行碰撞拦截，一般的防空导弹都具备这种

能力。当然，AAD 系统应该也具备一定的

分辨真假目标的能力，其中，起关键作用的

是雷达系统。但是，这款雷达不是印度国

产，而是从以色列引进的大名鼎鼎的“绿松”

反导预警雷达，其适应性改进之后被称为

“ 剑 鱼 ”，它 几 乎 与“ 萨 德 ”配 备 的 AN/

TPY-2相控阵雷达水平相当。

“总体上看，印度的双层反导系统均采

用动能碰撞拦截方式。但就目前看，动能拦

截技术，世界上只有美国、以色列是真正过

关的，而且末端反导的拦截成功率还不尽如

人意。”文昌表示，“因此，印度构建的国产反

导系统还有待于实战的检验。”

英国皇家海军公布的未来潜艇概念图 图片来源：美国海军知识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