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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俄罗斯媒体称又一艘 22800

型“卡拉库特”级小型导弹舰（以下简称

“卡拉库特”）“奥金佐沃”号正在接受海

上测试，有望近期交付俄海军使用。小

巧精致的“卡拉库特”以设计紧凑、隐蔽

性好、机动性强、防空能力全面、火力堪

比大型驱逐舰和巡洋舰而著称。但由于

目前常见的导弹舰都不是小型舰，那么

抛开外界评价笼罩的光环，这款小型导

弹舰能否发挥导弹的威力呢？

“卡拉库特”由俄罗斯“金刚石”设计

局负责研制，长约 70米，宽约 11米，标准

排水量 650 吨，满载排水量不足 800 吨，

刚超过护卫舰“排水量 500 吨以上”的及

格线，甚至标准排水量不到美国佩里级

护卫舰的四分之一。按照分类，该舰属

于 3 级舰艇或小型轻护卫舰，但实力却

不容小觑，堪称一座移动的小型海上“军

械库”。

而且，从另一方面看，“卡拉库特”可

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卡拉库特”

作 为“ 暴 徒 ”-M 小 型 导 弹 舰 的“ 后 继

者”，武器系统令人艳羡。“卡拉库特”最

遭“眼红”的军备便是其主要武器，即可

装载 8枚“口径”巡航导弹或“缟玛瑙”超

音速反舰导弹的通用型垂直发射装置。

“利器在手，所向披靡”，当需要摧毁特别

重要的目标时，它可以采取战役甚至战

略级别的行动，发射导弹制服敌人。在

叙利亚战场上，射程可达 2000 千米的

“口径”巡航导弹曾小试身手。游弋在里

海的“卡拉库特”向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

子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导弹在飞行

1500 千米后命中所有预定目标，其战斗

力可见一斑。至于“缟玛瑙”超音速反舰

导弹，它可以从“卡拉库特”上打击到

500 公里外的水面舰只，沿预定路线以

10至 15米的极低高度进行掠海飞行，即

便对方拥有强大的防空系统也难以拦住

它攻击的步伐。它可昼夜向巡洋舰和驱

逐舰发射，即使在复杂的电子战条件下

也丝毫不影响其威力。

除了主武器外，海基版“铠甲”弹炮

合一防空系统也是“卡拉库特”的一大

“杀手锏”。从“奥金佐沃”号开始，之后

的所有“卡拉库特”都将配备海基版“铠

甲”，旨在“清理”小型导弹舰上空的飞

机、直升机、反舰导弹、侦察和攻击无人

机。海基版“铠甲”是从陆用的“铠甲”低

空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演进”而来，应用

同样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光学/红外目标

识别，只不过缩小了体积以适应“身材娇

小”的舰体，同时进行了耐盐处理以适应

海上的气候。与美军海拉姆防空导弹系

统不同，海基版“铠甲”包含两套 6 联装

防空自动火炮和 8枚制导导弹。它既安

装导弹又保留主炮，其配备的萨姆-22 防空导弹可以解决来袭的飞机、导弹与无人

机，如果前者万一应接不暇，后者可以按照每分钟 960 发炮弹的速度打出密集火力，

击毁一切来犯之敌，所以防御能力更为全面。

“卡拉库特”的定位在于能够与其他海上力量协同或独立摧毁水面战舰，打击敌

人沿岸地带至关重要的设施，防范破坏性恐怖行动，搜救失事船舶船员，援助边防军

人。所以为适应近距离作战，“卡拉库特”还装有 1门主舰炮（可选择 100毫米或 76毫

米自动舰炮）和 2挺“科尔德”大口径机枪。除此之外，它还可携带一些水雷和反潜火

箭弹，执行轻度的反潜任务。

想要消灭敌方目标，除了拥有全面的武器系统保证具备摧毁能力外，还需要能

够及早发现目标。所以，与“暴徒”-M 小型导弹舰一样，“卡拉库特”装备了现代化

雷达系统，用于搜寻、探测和跟踪空中和地面目标，可同时观测 40 个敌方目标，并

能标定 300 千米范围内任何空中和水面目标的位置，甚至小型、低空和俯冲目标都

无所遁形。

尽管“卡拉库特”有着诸多耀眼的光环，但是在当前大中型导弹舰占主流的趋势

下，俄罗斯为何不选择建造大中型导弹舰呢？

综合起来，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基于俄海军的作战定位。近年来，俄海军确

定了今后的主要活动海域是在近海地区，小型导弹舰适合在俄国内海域和沿海地带

使用，“卡拉库特”既可以在水浅的里海中驰骋，也可在开阔的大洋中活动，能抵抗最

猛烈的风暴，续航力达 2500 海里，可达成局部战斗任务和保护沿岸的作战目的。二

是俄海军在小型导弹舰的战术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卡拉库特”上层建筑

和舰体采用隐身技术，轮廓弯曲流畅，隐身效果好，小巧舰体可近距接敌而不易察

觉。小型导弹舰既可以打造成舰艇突击群的“眼睛”，用于开展海上作战侦察，又可以

成为近海作战中的“狼群”，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开展伏击行动，发起突然集群式打

击。三是“精品小军舰”性价比高。目前，俄海军近海作战还主要以苏联时期建造的

大型导弹艇和小型导弹舰为主，而这些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老化，需要用高速冲

刺、超地平线打击的新型小型导弹舰来替代，防止近海反舰作战能力严重“蜕化”。“卡

拉库特”最高航速可达 30节，具备较为全面的综合打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在符合作战

需要的同时造价适中，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尽管俄官方多次表示，“卡拉库特”价格适中、装备精良、布局紧凑，有着“酒香不

怕巷子深”的独特魅力和较大的出口潜力。然而，小舰终究是小舰，与大中型导弹舰

相比，“卡拉库特”在适航性和自持力上仍处于劣势地位，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

受到限制。近几年，俄海军核潜艇巡航范围集中在了近海，大量活动于“堡垒”区域，

作为为核潜艇作战提供配合的水面舰队自然也就逐步退缩到了近海海域。从某个角

度讲，像“卡拉库特”这样先进技术众多的小军舰，在武器界确实属于一道并不多见的

靓丽风景线。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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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近日报道称，印度空军向法国订购

的“阵风”战斗机，首批 4架预计将会在 7月份

交付印度空军，并运回印度国内。

法国销售给印度的“阵风”战斗机可以称

为是印度特供版“阵风”。这款战斗机装备了

一系列先进的导弹武器，还有一些专门为印

度定制的改进。

对此，军事专家文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印度空军以前所装备的战机主要来源于两

个国家，俄罗斯为印度提供过米格-21、米

格-29、苏-30MKI 等机型，法国曾提供给印

度‘幻影’2000H 战斗机和法国参加研制的

‘美洲虎’攻击机等。近些年又增加了美国的

C-17、C-130 运输机等飞机。印度空军有使

用法制战机的传统和经验，也在军贸方面和

法国有着很好的合作。这是印度选择‘阵风’

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阵风’优异的作战

效能也使其备受印度青睐。”

2004年12月，印度国防部官员宣布将采购

126架多用途战斗机，取代老旧的米格-21战斗

机，并向有关国家发出竞标邀请，这就是印度空

军的 MMRCA计划（多用途战斗机项目）。其

间，俄罗斯的米格-35、瑞典的JAS-39C“鹰狮”、

欧洲的EF-2000“台风”、美国的F/A-18E/F“超

级大黄蜂”和 F-16，以及法国的“阵风”战机都

参加了竞标。

然而，米格-35、F/A-18E/F 和 F-16 都属

于典型的第四代战机，而欧洲的几款战机都

是四代半战机，在技术上稍占上风。文昌指

出，四代半战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机动性

强，如“阵风”采用了鸭式布局，这种布局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升阻比高，机动性强。它大量

使用复合材料，空重仅为 7.5 吨，但最大起飞

重量达到 22.7 吨。其发动机推重比达到 9.5，

而 F-16 的推重比仅为 7 左右，它还采用了放

宽静稳定度技术。这些因素使得“阵风”战斗

机的机动性要超过四代机。二是电子系统综

合化程度高，如雷达、火控、通信导航、任务管

理系统等，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具备较高的

自动化程度。三是多用途作战能力强。如，

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以下简称达索公司）

称其设计制造的“阵风”是一款“全能型战斗

机”，不仅海空兼顾，而且空战和对地、对海攻

击能力都十分强大。作为“全能型战斗机”，

“阵风”甚至可挂载核武器。这使得在和其他

战机竞争时，“阵风”领先了一个“身位”。这

或许是印度最终选择了“阵风”的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价格。此前“阵

风”的报价是相对便宜的，单价约为 8000万美

元，同时法国同意对印度进行技术转让。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印度现任总理莫迪 2014

年上台后，取消了原定的 126架“阵风”的采购

计划。经过谈判，又签署了购买 36 架“阵风”

战斗机的全新协议。

文昌介绍，根据印度要求，达索公司专门对

这款“阵风”进行了13大项的改进，主要集中在

航电系统，包括火控雷达、红外搜索和跟踪装

置、头盔瞄准具等，可能也包括发动机的一些适

应性改进，比如针对高原作战的一些改进。印

度表示，同法国空军自己装备的“阵风”相比，这

款“阵风”除了外形一样，其配制是全新的、现代

化的，甚至超过法国空军装备的“阵风”。但这

些能力一开始交付时并不具备，待36架交付完

之后，法国会再为这些“阵风”升级。

印度官方公布的每架“阵风”的采购价为

1.55 亿美元，堪称当年全球军火销售的“天价

订单”。这也遭到很多人的诟病。

对此，文昌表示：“必须承认，1.55 亿美元

的单价确实非常昂贵。要知道世界最先进的

第五代战机 F-22 在 2005 年时的采购单价约

为 1.4 亿美元。其实法国最初的报价 8000 多

万美元仅是基础报价，印度提出改进和升级，

价格肯定会提高。另外，由于谈判过程过于

漫长，一波三折，价格也相应发生了波动。不

过，虽然单价提升了，但经过谈判，印度和法

国达成了一项技术合作转让的补偿协议。这

对未来印度立足自身技术能力，实现先进战

机国产化将有很大帮助。因此，总体来看这

个价格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印度媒体的描述，“阵风”战斗机被形

容为印度空军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因为这款

战斗机将显著提升印度空军的作战实力。对

此，文昌认为，这个评价有印度媒体自夸的成

分，毕竟这只是一款四代半战机，与第五代战

机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这款印度特供版“阵

风”对电子系统进行了相当大的改进升级。对

现代战机来说，电子系统对作战效能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其作战效能不可小觑。

单价1.55亿美元，印特供版“阵风”有何玄机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日本

陆上自卫队还是照常举行了“富士综合火力”

演习。在此次火力展示中扮演压轴角色的是

陆上自卫队最先进的 10式主战坦克。

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日本首次曝

光了 10 式主战坦克其内部的画面，也让此次

演习有了新的看点。

日本 10式主战坦克号称世界第一款第四

代主战坦克，其造价高达 940 万美元，堪称世

界最贵的坦克之一。作为一款由三菱重工主

导研发的主战坦克型号，10 式主战坦克于

2012年正式批量装备陆上自卫队。

10 式主战坦克是日本 90 式主战坦克的

继任者。公开资料显示，日本第三代主战坦

克——90式主战坦克最初是为应对苏联坦克

可能的入侵而研制的。但后来随着苏联解

体，90 式主战坦克一下子失去了假想敌。而

且它虽然性能先进，但却重达 50吨，这不仅超

出了日本大多数道路和桥梁的承载能力，也

不适合城市作战和机动作战。

再后来，日本调整战略，将机动作战能力

当作重点，因此需要一款新型且具有较强机

动作战能力的主战坦克，10 式主战坦克应运

而生。日方声称这款坦克具有出色的机动性

能，配备了升级版的防护装甲，具备行进间射

击的作战能力。

对此，军事科普作家方长安表示：“必须站在

军事需求和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待日本10式主战

坦克的发展设计思路。早期的日本坦克具有明

确的作战对象，如 61 式坦克要求对抗苏联的

T-55坦克、74式坦克要求对抗T-62坦克、90式

坦克要求对抗T-72坦克，唯独10式主战坦克是

专注本土‘机动防御’需求而研发的一款坦克。”

日本 10式主战坦克是在继承 74式、90式

坦克性能的基础上，以快速部署需求为设计

总线，以信息化改造和升级为重点，以联合和

互操作性为拓展而研发的一款坦克。日本 10

式主战坦克从总体设计到部件选型都渗透着

“轻量化”的特点。

日本 10 式主战坦克基本重量仅 40 吨，战

斗全重 44吨，可装载 3名作战人员，最大时速

70千米，最大行程440千米，装有44倍口径120

毫米滑膛炮和12.7毫米高平两用机枪，并辅助

7.62毫米并列机枪。该坦克具备360度战场态

势观察和 360度激光报警能力，有效射程内首

发命中率可达到 95%，穿甲厚度可达 750毫米

左右，作战性能更加突出反恐作战和城市战。

“应该说在‘轻量化’的设计思路下，日本

10 式主战坦克相比 90 式主战坦克整体上做

了很大改进。”方长安说。

重点突出“轻量化”特点

当代各国的主战坦克都是通过增加战斗

全重来强化防御力的，主战坦克的战斗全重

超过 50吨已成主流，甚至有超过 60吨的主战

坦克。可是，10 式主战坦克的战斗全重只有

44 吨。业内有许多人士指出 10 式主战坦克

的战斗全重过轻，可能导致防护力不足。

对此，方长安表示，现代战争，发生坦克

大战是难以想象的，通常是一种非对称作战，

主要是以高打低、以强打弱。也就是说，现代

战争更多的是通过空中火力、远程精确火力

对坦克进行杀伤，以主战坦克对付防御能力

更弱的装甲车、步兵等。因此坦克对坦克的

攻防并非是主流。

“当然，坦克自身的防御也有必要，主要

用来对付反坦克导弹的打击，一般做法是采

用复合装甲和激光告警装置。10式主战坦克

采用了与 90 式相似但新研制的复合装甲，防

御性能更好，安装和拆卸更加容易。同时采

用了美国谷德瑞奇公司用于直升机上的激光

告警系统。其 360 度的态势感知能力和先敌

发现、先敌开火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防御能力的不足。”方长安指出。

日本 10式主战坦克堪称世界最贵的坦克

之一。但从此次演习首次公开的 10式主战坦

克内部画面看，其保养水平并不是很好，有很

多掉漆的地方，让人大跌眼镜！有网友甚至

称，日本 10式主战坦克内部毫无现代感可言。

对此，方长安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来，坦克已经发展成为战争中比较成熟的武

器平台，变更周期大概在 15—20 年。作为已

经装备近 10年的装备，外观陈旧老化很正常，

因此不能以外观作为一个评判标准。

外观不能成为性能评判标准

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称 10 式主战坦

克还达不到四代坦克的要求。

坦克代次是对主战装备的概略划分，第

二代坦克主要解决了部件的自动化和性能提

升问题，第三代坦克主要解决了整车的自动

化问题，第四代坦克主要解决了车载信息系

统和指挥控制问题。应该说按此标准，10 式

主战坦克属于四代坦克。

方长安认为，有些人喜欢针对坦克代次进

行比较，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工业能力因素之

外，坦克的真实能力也要考虑整体需要和作战

需求、作战使用地域、官兵适应性等因素，适合

自身需要的装备就是最好的装备。比如，俄罗

斯坦克更倾向于利用巧妙的机械设计解决自动

化问题，美国坦克更倾向于运用信息技术解决

机械传动问题，两者孰优孰劣其实并不好比较。

那么，比起当今公认的第四代坦克——

俄罗斯的 T-14“阿玛塔”来说，10式主战坦克

到底怎么样呢？

方长安表示：“有评论认为T-14‘阿玛塔’

可能会登上未来坦克的‘王者之座’，因为它

代表了世界坦克的发展方向，包括它的机动、

防护、火力、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相比别

的坦克都有很大的优势，在总体性能上还要

优于美国的 M1A2和德国的‘豹 2’，而 10式主

战坦克总体性能要弱于美德主战坦克，所以

高下立现。”

但如前所说，未来战争更注重的是体系

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作为传统的坦克是否有

必要“独树一帜”也难以评说，因此坦克在未

来战争中还能否成为“陆战之王”也需要实践

的检验。再说，像“阿玛塔”这样每辆数百万

美元的坦克，也很容易被一枚 2万美元的廉价

反坦克导弹摧毁，其是否适合未来战争，目前

还有待再进一步评估。

“总体而言，未来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中，传统武器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是

战争研究需要解决的重、难点问题，一旦出现

方向性错误，对未来战争而言将是致命的。”

方长安指出。

能否成未来“陆战之王”需实践检验

日本日本1010式主战坦克式主战坦克
““减肥减肥””后更专注于本土机动防御后更专注于本土机动防御

本报记者 张 强

坦克是一种内部空间十分狭

小的陆战武器装备。为了控制坦

克的体积，增加作战设备以及弹药

等，坦克的空间几乎没有多余的地

方。有时候为了增加坦克兵的舒

适度，会在坦克里安装空调等设

备，这是因为坦克里的温度很高，

士兵在高达五十多摄氏度的高温

里，体力损耗得非常快。有些军迷

还有一个疑问，坦克行走速度很

快，坦克兵是怎么上厕所的呢？

一般情况下，坦克兵和其他机

动性很强的陆地战车等一样，可以

在战斗的间隙，停下车辆走出车厢就地解

决。而俄罗斯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的设

计师为坦克增加了厕所。造价高达数百万美

元的俄罗斯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被俄罗

斯称为是世界最先进的坦克，装备厕所后将

解决坦克成员在车内大小便的难题，而且它

的车载厕所是冲水式的。目前英国和美国的

坦克都还没有车内厕所的设计。

空间狭小的坦克内也能有厕所

“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10式主

战坦克的使用频率。保养好不好，关键还是

看内在机械系统和信息化系统的维护，不能

仅从外观评判。”方长安介绍，10 式主战坦克

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火控系统、指控系统等

车载信息化之上。

俄罗斯国内电视台拍摄的俄罗斯国内电视台拍摄的T-T-1414““阿玛塔阿玛塔””主战主战坦克坦克
内部操作视频内部操作视频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俄罗斯国防部官网俄罗斯国防部官网

日本10式主战坦克
图片来源：美国“防务博客”网站

它 是 在 继 承 74

式、90 式坦克性能的

基础上，以快速部署需

求为设计总线，以信息

化改造和升级为重点，

以联合和互操作性为

拓展而研发的一款坦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