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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俄罗斯已

在克里米亚共和国刻赤市“海湾”造船厂同时

开工建造 2 艘 23900 型通用登陆舰。这也是

俄罗斯首次开工建造这种被称为直升机航母

的大型舰艇。该型通用登陆舰的首造舰将命

名为“塞瓦斯托波尔”号。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23900型通用登陆

舰，即两栖攻击舰，建造目的是弥补当年俄罗

斯没有购买成功法国“西北风”两栖攻击舰的

空缺。俄罗斯塔斯社此前报道，俄罗斯海军

总参谋部已经同意俄罗斯首批2艘国产两栖攻

击舰沿用此前俄罗斯海军订购但最终未能装

备的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舰名，即

“塞瓦斯托波尔”号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号。

对此，军事专家袁周表示：“俄罗斯决定

自己建造两栖攻击舰，并用这样的方式来显

示自己独立自主建造大型水面舰艇的决心，

表明俄罗斯具备不受制于人的能力。”

“法国和西方国家 2015 年撕毁供应 2 艘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合同，制裁俄罗斯，

无非是看准了俄罗斯大型水面舰艇制造能力

薄弱，不具备自制两栖攻击舰的能力，而俄罗

斯当时又非常迫切需要装备现代化大型水面

舰艇。”袁周表示。

时隔 5年之后，俄罗斯重启了两栖攻击舰

计划，并决定依靠自己独立自主进行建造。

23900 型通用登陆舰本质上讲应该是一

艘直升机航母，两栖攻击舰是目前比较流行

的说法，但由于俄罗斯缺少类似 F-35B 这样

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舰载机，所以叫它直升

机航母更准确一些。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23900 型直升机航

母的排水量将达 2.5万吨。造价估计为 400多

亿卢布（约 5.62亿美元）。

袁周进一步介绍，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

该舰上将驻停卡-52K“角鲨”、卡-27、卡-29

以及卡-31直升机20架左右，可运载海军陆战

队两个加强营。除了武装直升机，该型舰艇还

将装备“铠甲-M”防空弹炮系统、100 毫米的

A-190型舰炮。因此，它具有较强的登陆作战

能力、一定的反潜作战能力和舰队防空能力。

那么，23900型通用登陆舰在国际上属于

什么档次的两栖攻击舰呢？它能达到法国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那样的水准吗？

对此，袁周表示，从目前公开的各项设计

指标看，23900型通用登陆舰基本达到甚至超

过了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水准，两

者应该属于同一档次的两栖攻击舰。但在舰

载 直 升 机 和 两 栖 作 战 力 量 的 搭 载 能 力 上

23900型均已超出。

不过，与美国最新的“美利坚”级两栖攻

击舰相比，23900型的差距仍比较明显。

将达到“西北风”同级水准
记者了解到，两栖攻击舰问世之初是搭

载直升机用于输送登陆部队及装备的登陆舰

船，也称直升机登陆运输舰，其主要功能是使

用直升机输送登陆部队进行垂直登陆，以提

高登陆作战的突然性、快速性和机动性。

“由于两栖攻击舰拥有一条直通甲板，随

着 AV-8B、F-35B 等能进行短距垂直起降的

作战飞机的出现，搭载这些固定翼舰载机的

两栖攻击舰也有了准航母之称，具备了航空

母舰的部分作战功能。现代两栖攻击舰拥有

全通飞行甲板—机库—船坞的标准配置，不

仅可以支持陆战队展开两栖登陆作战，而且

可以在制海模式下拥有较强的舰队防空和反

潜能力。”袁周介绍，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从

苏联手中继承了两艘莫斯科级直升机航母，

可惜由于缺乏维护费用，不久就被拆解了。

因此俄罗斯现在是没有两栖攻击舰的。

“当年俄罗斯之所以要买‘西北风’两栖

攻击舰，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俄罗斯海军缺少

先进的大型水面舰艇的缺憾，增强俄罗斯海

军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拉拢法

国。当然俄罗斯当时缺乏建造大型水面舰艇

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袁周表示。

也有人指出，俄罗斯想要采购“西北风”

级两栖攻击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提升

其两栖作战能力；二是提高自身两栖攻击舰

的建造水平。

袁周表示，现在，俄罗斯不得已转而自己建

造这样大吨位的两栖攻击舰，最主要的原因还

是急于补齐俄罗斯海军现代化大型水面舰艇缺

乏的短板，提升俄罗斯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同

时也为俄罗斯下一步自己制造航母积累经验。

弥补大型舰艇缺乏的短板

作为仅次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俄罗

斯第二大水面作战舰艇，23900型通用登陆舰

毫无疑问将在俄罗斯海军中发挥主力舰艇的

作用。

很多人关心，在两栖攻击舰“航母化”的

今天，23900型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俄罗斯航

母的替代者？

对此，袁周表示，23900 型在俄罗斯海军

经费不宽裕、造船能力不济的情况下，肯定会

偶尔承担起航母替代者的角色。但是俄罗斯

肯定不甘心让一艘两栖攻击舰成为航母的替

代者。一方面，由于俄罗斯缺少类似 F-35B

这样的垂直起降舰载战斗机，因而在功能上

23900 型无法完全取代真正意义上的航母。

另一方面，发展航母是俄罗斯海军不变的梦

想，只要条件成熟，俄罗斯人一定会让梦想成

真的。所以，即便将来 23900 型列装之后，让

它替代某些航母的功能，也肯定是俄罗斯人

暂时的无奈之举。

袁周指出，未来 23900型通用登陆舰将成

为特混舰队或者是远洋作战编队的核心。在

缺乏航母的情况下，俄罗斯会让它替代某些航

母的功能，以其为核心编组两支准航母战斗

群，实施远洋作战行动。它还是两栖作战的中

坚，其两栖作战能力相较于“西北风”有过之而

无不及，是俄罗斯开展两栖作战的中坚力量。

“未来，它还将担当俄罗斯海军的形象大

使。23900型建造成功之后，会是俄罗斯最先

进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一改俄罗斯海军在

对外军事交流时无新型大型水面舰艇可派的

窘境。可以预测，一旦 23900 型成功入役，它

肯定会成为俄罗斯海军的形象担当，经常担

负对外军事交流任务，展示俄罗斯海军形象

和军力水平。”袁周表示。

将替代某些航母的功能

本报记者 张 强

俄开建直升机航母俄开建直升机航母
未来将成两栖作战的中坚力量未来将成两栖作战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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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评天下

据西班牙每日新闻网站近日报道

称，近期，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批准

了首批军工研发项目。史上第一批“欧

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包括无人驾驶

地面车辆、用于操控无人机群的算法、高

精度导弹、网络安全增强系统等，这些项

目将通过欧洲国防工业发展计划（PE-

DID）获得总计 2.05 亿欧元的资金。欧

盟有关人士解释说，这一系列投入仅仅

是“试点”，在 2021 至 2027 年期间，欧洲

防务基金总预算约为 90亿欧元。

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欧盟，目

的是通过发挥集团优势，确保联盟国家

共同实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

的安全与发展。

但想要维系欧盟优势长期存在，发

展武器装备、提高防务能力是一个重要

方面。目前，欧盟代表性的武器装备主

要有“米拉斯”反潜导弹、“豹”2A6 主战

坦克、A400M 运输机、212 级潜艇、奥托

马特反舰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台风

战斗机、风暴亡灵巡航导弹等。这些虽

然未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

对保护联盟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冷战结束后，欧盟组织在成员国中

的防务安全合作效果可以说是不尽如人

意。1998 年，法国和英国牵头发表了以

推动欧盟共同防务和自主军事行动为要

旨的《圣马洛宣言》，但由于各成员国立

场分歧较大，加之共同防务的需求有限，

因而在此后 10 余年间都未能取得实质

性进展。

但是，随着英国脱欧和中东地区恐

怖主义活动向欧洲蔓延等情况的出现，

在对欧盟产生重大挑战的同时，也为欧

盟的安全和军事工业合作提供了新契

机。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曾在 2018年 3

月报道称，欧盟组织决定对成员国内部

的跨国武器研发和技术合作提供巨额财

政补贴，计划在 2019至 2020年之间向业

已成型的多国军工合作项目提供约 5亿

欧元补贴。报道称，如果未来欧盟的多

国军工合作项目范围持续扩大，补贴额

度还有望在 2020 年以后增至每年约 10

亿欧元。

2017 年，欧盟首次批准将其部分预

算分配用于军工产业的发展。经过多年

的研究，首批 16个“欧盟品牌”新军事技

术项目终于上马。在这些新项目中，预

算计划中投入最多的当属 GEOD 项目，

这个项目总投入约 9200 万欧元，需要 5

个国家参与、18 家企业合作研发，其目

标是研发军用接收器和天线，并进行测

试，然后将其接入伽利略卫星导航系

统。新项目无人驾驶集成模块化陆上载

具（iMUGS）总投入约 3260万欧元，该载

具可加装用于多种用途的模块，使其变

成运兵车、遥控武器平台、简易爆炸装置

探测和拆除车等。新项目中操控无人机

群的“蜂巢大脑”技术可以让现有的无人

机群 3D 模拟器变成真实世界中的无人

机操控系统，让这种自动控制系统“既可以应用于无人驾驶飞行系统，也可以应用于

混合动力系统”。新项目无人机瞄准导弹系统研制成功后，一架小小的无人机就可以

实现瞄准锁定目标并提供目标细节信息。“欧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体现了信息化、

智能化、无人化等特点，目的就是让一切武器装备的研发都做到与世界军事强国保持

同一水平线。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些“欧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的研发，是否仅仅是为了提高

军事实力？在别的领域是否能给欧盟带来好处？

实际上，此次欧盟重振军事装备制造，除了为提高军事实力外，还有多方面的战

略考量。

一是安全方面的考虑。自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内战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

起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难民危机一跃成为欧洲最显著的安全威胁。欧盟推出

“欧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既可以强化跨国军工合作，又可以重塑欧洲的军事力

量体系，有助于维持欧盟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二是提振经济方面的考虑。欧盟国家加强跨国军工生产合作，对推进军工产业

一体化进程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一方面，在世界军事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欧

盟跨国合作可以维系军工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并最大程度地实现武器装备的自产自

给；另一方面，欧盟跨国军工合作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数

据，对欧洲军工产业每投入 1 欧元就能产生 1.6 欧元的回报，这对于促进产业发展和

人员就业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三是改革国防采购机制方面的考虑。欧洲议会中的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党

团认为，欧洲各国防务部门在军工研发和采购中普遍存在效能低下和体制繁琐的问

题，以推出“欧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为契机加强跨国军工合作，有利于改革现有国

防采购机制。

当然，英国脱欧行为对欧盟国家跨国军工合作、推出“欧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

起到了刺激作用。英国本是《圣马洛宣言》的主要倡导国，但因其对欧洲事务若即若

离的立场，以及基于美英特殊关系的考量，使得英国在欧盟的防务军工一体化进程中

一直扮演“绊脚石”的角色。虽然英国脱欧大大减弱了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也

为欧洲的军工一体化进程移除了许多障碍，并形成了以法国和德国为核心的军工合

作机制，使得各国更容易协调一致。

这些“欧盟品牌”新军事技术项目虽然由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研发生产，但所有项

目都聚集了欧盟国家的军事科技优势。武器装备生产历来是世界各国刺激经济发

展、提振军事信心的重要抓手，如果“试点”获得成功并取得较好效益，欧盟的武器装

备生产必定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春天，欧洲的军工一体化进程也将迎来崭新一页。

（作者单位：武警河北省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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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外媒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在该国

东北部哈萨卡省塔尔塔姆尔镇附近缴获了一

架“黑黄蜂”纳米无人机。目前尚不清楚谁是

这架无人机的幕后操控者。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黑黄蜂”无人机由

菲力尔公司研制生产，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大量

装备的最小无人机。它已经经历了3代产品，分

别是“黑黄蜂”-1、“黑黄蜂”-2、“黑黄蜂”-3。此

次被“活捉”的是“黑黄蜂”-3最新型。

对此，军事专家文昌科普道：“纳米无人

机实际上就是微型无人机的另一种称呼，当

前并无统一定义。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定义，

各个纬度的尺寸均不超过 15 厘米，并且可以

携带一定载荷，如侦察通讯设备，就可称为军

用微型无人机，也就是纳米无人机。”

“纳米无人机发展得很早，这个定义是美

国国防部早在 1996 年就提出的，并展开预

研。”文昌介绍，当时诞生的第一款纳米无人

机叫“黑寡妇”，采用飞翼布局，翼展 15.2 厘

米，重 85克，能够遥控飞行 30分钟，最大遥控

距离 1.8公里。后来，又诞生了“蜂鸟”“蜻蜓”

等纳米无人机。但这些无人机基本都属于试

验品，并没有装备部队。其他国家的研制进

展要落后于美国。总体来看，纳米无人机主

要用于态势感知，执行侦察任务。在特种作

战方面，未来纳米无人机或许也可以执行察

打一体任务。

“菲力尔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红外热像仪等传感器生产商。‘黑黄蜂’

无人机本来由挪威普罗克斯动力公司生产，

‘黑黄蜂’-1、‘黑黄蜂’-2均是由这家公司生

产。2016 年，菲力尔公司收购了普罗克斯动

力公司，‘黑黄蜂’-3 就是在被收购之后生产

的。”文昌介绍。

公开信息显示，“黑黄蜂”无人机重量仅

为 33克，机长 16.8厘米，基本达到美国国防部

的标准。它虽然个头小，但性能一点都不

弱。其启动时间不超过 1 分钟，续航时间 25

分钟，飞行速度 6米/秒，几乎完全静音。无人

机和基站之间的通讯距离可达 2公里，遥控距

离为 1公里。它可以遥控飞行，也可以按程序

飞行，这需要事先把航路规划好。

“黑黄蜂”-3 的优异性能不仅体现在小

上，它还可以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进行自主

导航。这使得它可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

并可以在室内和洞穴环境中执行任务。“黑黄

蜂”-3 继承了菲力尔公司的优势，大幅提升

了传感器性能，这使得它无论是白天还是夜

晚均可使用。

据报道，它配备了两个全运动的日间摄

像机和一个红外热成像仪。在夜间操作时，

可以将来自 3个摄像头的信息融合在一起，提

供一个更加清晰可靠的融合图像，使操作人

员更容易识别潜在威胁和其他他们感兴趣的

目标。

目前，美英法等国均大批购买了该型无

人机。最近的一份数据表明，菲力尔系统公

司已经向全球多个国家交付了超过 12000 架

“黑黄蜂”无人机。

那么，为什么这款无人机这

么受欢迎？

文昌表示：“英国是最先装

备‘黑黄蜂’无人机的国家。‘黑

黄蜂’-1 无人机早在 2008 年就

已问世。2012 年英国军队采购

了这种无人机，并于 2013 年投

入阿富汗战场。阿富汗战场地

形复杂，或是山地，或是城市，这

些地方恰恰是恐怖分子最熟悉

的地方。单兵可非常轻松地操

纵‘黑黄蜂’无人机，悄无声息地

去侦察一两公里范围内的战场

情况，解决了单兵的态势感知问

题，符合军队反恐作战的需求。

这种无人机的出现适合于反恐战场上保存自

己、消灭敌人的作战需求。这应该就是‘黑黄

蜂’大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此前，美国军方就预测未来城市将成为

重要的战场，城市作战是重要的作战样式。

城市作战的一大难题就是地形复杂，难以了

解敌方情况，而微型无人机可以让各作战单

元都能具有及时了解周边的敌我态势情况的

能力，大大扩展了作战单元控制范围。除此

之外，“黑黄蜂”还可以用在反恐作战、城市作

战、缉毒、缉私等方面，用途非常广泛。

重仅 33克并可轻松潜入复杂环境

悄无声息探清敌情，这只“黑黄蜂”不可小觑

本报记者 张 强

“黑黄蜂”纳米无人机由菲力尔公司制造。目前菲力尔
公司已向全球国防和安全部队交付了超过 12000架“黑黄
蜂”纳米无人机。 图片来源：美国The Drive网站

袁周介绍，“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满载

排水量 45000 吨，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最先

进的两栖攻击舰，最大可搭载 38 架各型舰载

直升机，包括 F-35B 垂直起降战机，以及数千

陆战队员，综合战力超过轻型航母。而 23900

型通用登陆舰满载排水量只有 2.5万吨，而且

并不装备垂直起降战机，综合作战能力和“美

利坚”级相比从数据上看仍有不小差距。

“因此，23900 型通用登陆舰的建造只能

解决一个有无的问题。”袁周表示，但现在的

比较也都是纸面上的比较，最终谁强谁弱可

能还要建造完成之后看实际作战效果。

图为俄罗斯此前定制但最终未能装备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为法
国海军两栖作战与远洋投送主力，可以运载16架以上NH-90直升机或虎式武装直升机和70辆以
上车辆，此外船上还包含900名陆战队员的运载空间。 图片来源：俄罗斯国防部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