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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聊装备

军评天下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近日表示，

将计划购买奥地利的整支“台风”战斗机机

队。目前，印尼已经寻求就购买奥地利空军

的整支“台风”战斗机机队展开谈判。印尼

《雅加达邮报》更是报道称，印尼和奥地利已

就转让“台风”达成初步意向。

出于种种原因，奥地利决定今年整体退

役“台风”战斗机，以“更有效、更划算”的解决

方案来满足这个中欧国家的防空需求。而印

尼一直在寻求一款新型战斗机。

那么，奥地利为何要退役所有的“台风”

战斗机呢？“台风”战斗机性能究竟如何？印

尼购买这些“台风”战斗机究竟划不划算？针

对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台风”战斗机是一款由欧洲战斗机公司

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研发的双

发、三角翼、鸭式布局、高机动性多用途四代

半战斗机。与其同时期的欧洲四代半战机有

法国“阵风”战斗机和瑞典的 JAS-39“鹰狮”战

斗机。

“从其设计参数上来看，‘台风’性能相当

不错。其采用的EJ200涡扇发动机推重比达到

了 10，结合良好的气动布局，使其具备良好的

机动性，并且可以进行超声速巡航。其挂载能

力很强，共有 13个外挂点，最大外挂量 7.5吨，

可挂载欧美国家主要的空空、空地武器，如

AIM-120先进中距空空导弹、‘流星’中距空空

导弹、‘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等。”文昌介绍。

这款飞机实战性能也相当不错。2011年，英国

在空袭利比亚时就使用了“台风”战斗机。当

时，“台风”战斗机从英国本土的一个空军基地

起飞，途中经过几次空中加油，长途奔袭利比

亚，并投下了制导炸弹。这个战例在当时可算

是轰动一时。在此之前，一些国家曾有过要不

要发展轰炸机、发展什么样的轰炸机之争。有

专家认为，使用战斗机配合加油机和预警机也

可以履行战略打击任务。“台风”长途奔袭利比

亚就验证了这么一种说法。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时，“台风”战斗机

服役 15 周年，相关信息显示已交付 549 架、飞

行 50万小时。

对此，文昌指出，经过简单计算可知，“台

风”战斗机平均每年每架的飞行时间仅为 60

多小时，相比同类战机，这个数据并不突出。

要知道，美军战斗机标准平均年飞行时间可

达 250 小时以上，甚至 300 小时。因此，这份

成绩单甚至可以说有些尴尬。这反映了“台

风”战斗机的飞行时间相对不足，飞行员的训

练时间也相应不足。2018 年有消息称，德国

空军现役的 128架“台风”战斗机中，只有 8架

能够随时起飞作战。且不论消息数据是否真

实，但它至少反映了“台风”战斗机的故障率

较高，完好率较低。

“因此，整体看这是一款好飞机，但在使

用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却导致其作战效

能并不高。”文昌表示。

性能不错但完好率较低

2007 年 7 月，欧洲战斗机公司向奥地利

交付首架“台风”战斗机。仅仅 4年后，英国媒

体 2011 年 7 月 6 日报道称，奥地利 15 架“台

风”战斗机中的第一架在完成升级后将重新

服役。也就是说，奥地利的这些“台风”战斗

机服役距今仅有 13 年时间，且中间还进行了

一次升级。那么，奥地利为什么要在这个时

间退役这些“台风”战斗机呢？

文昌表示：“必须承认，奥地利退役这些

‘台风’战斗机确实有些早了。原因有这么几

点：一是奥地利认为这些‘台风’战斗机并不

便宜，虽然其最初定价较低，但在后续的交付

过程中不断提价，以至于奥地利不得不将原定

18 架的订购计划减少为 15 架；二是在使用过

程中，其完好率太低，故障率高，作战效能不

高。而且越是现代化的飞机，其维修费用越贵，

这是奥地利难以承受的。也就是说，奥地利快

要‘用不起’这些飞机了；三是有资料显示，奥

地利所得到的‘台风’战斗机是缩水版，电子设

备档次较低。虽然资料并不一定准确，但至

少反映了奥地利认为其获得的‘台风’战斗机

和生产商所宣传的性能有所差距。”

奥地利媒体曾报道，多年来，由于欧洲战

斗机公司不断拖延交货时间，加之购买成本不

断增加，同时奥地利所得到的“台风”战斗机也

存在缺陷，且维修价格高昂。所以，奥地利军

方认为，自 2002年以来，空客公司和欧洲战斗

机公司在战斗机销售价格和交付能力等方面

欺骗奥地利政府。奥地利已经就此提出诉讼。

基于这些原因，奥地利决定今年退役这

款战斗机，以“更有效、更划算”的解决方案来

满足防空需求。对此，文昌认为，“更有效、更

划算”其实可以理解为性价比较高，作战效能

较高，不能花冤枉钱。

“目前看，F-16战斗机或许是一个比较好

的替代方案。北约国家装备的飞机主要有美制

F-16战斗机、F-35战斗机，以及欧洲自研的三

款四代半战机。从价格来看，‘鹰狮’和F-35战

斗机都不便宜，后期维护费用也高。而且，作为

一个欧洲内陆国家，奥地利面临的战略压力较

小，到底需不需要那么‘高级’的战斗机，也需要

论证。因此，买个务实一点的，而且既买得起又

用得起的飞机就成了首选。目前，F-16战斗机

最新改进型号也能达到四代半标准。在性能和

价格上作权衡，F-16很可能成为奥地利‘台风’

的替代方案。”文昌说。

奥将寻求“更有效、更划算”的解决方案

“台风”战斗机其实曾经并不是印尼的首

选。印尼曾考虑购买苏-35 战机，但最终无

法完成采购计划。

“印尼放弃俄罗斯的苏-35 战机最主要

原因还是担心美国的制裁。实际上，自从印

尼与俄罗斯谈判打算引进苏-35 战机以来，

美国就一直对印尼施压。特别是美国近几年

出台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这就使

得印尼不得不考虑其后果，并最终放弃了采

购计划。”文昌说。

相比“台风”，苏-35 战斗机更加适合印

尼。因为，印尼空军已经装备了俄罗斯的

苏-27、苏-30飞机，从使用、维修、保养等方面

看，引进苏-35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选择。而

且，从性能上看，苏-35属于重型战斗机，而“台

风”战斗机是中型战斗机，一般认为重型战斗

机作战效能更高。从发展的时代看，“台风”战

斗机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苏-35则属

于一款21世纪的产品，苏-35设计理念应该更

为先进，比如苏-35 采用的是无源相控阵雷

达，“台风”使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其性能

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时，苏-35的机动性也

是有目共睹的，好于“台风”战斗机。

“最关键的是，如果印尼采购奥地利的

‘台风’战斗机，可能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尽

管奥地利的‘台风’战斗机有些已经进行了局

部的升级更新，但很多大部件并没有更新换

代。比如，按照使用年限看，其发动机是不是

已经快到翻修期了？如果印尼这时候购买这

些‘台风’战斗机，其维修保养成本将是不得

不考虑的。而且‘台风’战斗机即将启动升级

计划，这些升级将使‘台风’战斗机‘看’得更

远、算得更快、飞行员负担更轻、打击能力更

强。那么购买这些二手‘台风’时是不是也要

进行相应的更新换代呢？这也是印尼不得不

考虑的问题。”文昌表示，因此，无论是从性能

还是经济角度看，印尼的这一选择并不能说

很赚。

印尼选择“台风”可能并不划算

本报记者 张 强

近日，日本《东京新闻》刊发社论，

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修改国家安

全保障战略（以下简称“安保战略”）。

该战略是 2013 年 12 月，由安倍内阁首

次制定的战略性文件。文件模仿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确定了未来十年日本外

交和安全的基本方针。“安保战略”与

“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

划”一起，被称为日本的“安保三箭”，

构成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基石。

由于撤销了部署陆基“宙斯盾”反

导系统的计划，为了填补因此导致的

威慑力真空，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修

改“安保战略”，掌握对敌基地攻击的

能力。

事实上，从 2013 年“安保战略”通

过之日起，日本就不断地对这一战略进

行调整，包括战略指导方针从“主动防

卫”转向“先发制人”，军力建设由自卫

转向攻防兼备，甚至还组建了“宇宙作

战队”，打算将武力扩张到外层空间。

这期间，日本还成立了专业夺岛部

队“水陆机动团”。从武器装备上看，日

本一方面积极改造直升机护卫舰“出

云”号；另一方面，则从美国购买 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垂直起降型隐身战

机 F-35B、RQ-4“ 全 球 鹰 ”无 人 机 等

等，为情报收集、监视警戒积极准备。

就在近期，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对日

本出售 105 架 F-35“闪电-2”隐形战斗

机、110 台普惠 F135 发动机及相关电子

战和通讯系统、自主后勤信息系统、训

练设备、红外曳光弹、软件集成备件和

维 修 零 件 等 ，装 备 总 价 值 约 230 亿 美

元。一旦这 105 架 F-35 战机到位，日

本自卫队的 F-35 总数将达到 147 架，

成为拥有世界上第二大 F-35 机群的军

事力量。

其实，纵观日本的“安保战略”，核

心主旨就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

和平主义”理念。“安保战略”近些年进

行了屡次修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要在整体上强化日本的防卫能

力，包括完善防卫体制，增强国土警备

以及海洋监视能力等；其次要深化日美

同盟，以及发展同东盟、澳大利亚及韩

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三是重视应对作为

国家安全新课题的网络攻击以及太空

安 全 利 用 ；四 是 修 改“ 武 器 出 口 三 原

则”，不断建立新的关于武器出口管理

的政策文件。

可以预见，这次安倍政府意图修改

的重点应该主要集中在进一步解禁“集

体自卫权”方面。1956 年 3 月，时任首

相鸠山一郎曾经就日本遭受导弹攻击的情况作出过这样的答辩：“宪法的精神不

是让我们坐以待毙，只要认定没有其他可以借助的手段，攻击导弹发射基地在法

理上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自卫范畴的。”不过，历届日本政府因种种原因并未将

“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白纸黑字写进正式的防卫政策文件。2018 年修订防卫

大纲之际，日本自民党内就有人提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指的是日本在受到攻

击后，为防止遭到第二波攻击而对敌方基地进行反击。

值得关注的是，战后《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

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此外，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

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由于此限制，战后日本一直采取“专守防卫”的防务

政策。然而，日本历届政府也确实都倾向于认为即便在“专守防卫”理念下也可以

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同时，在文字方面，自民党已在为“攻击敌方基地能力”

寻找替代名称，提出了“自卫反击能力”等方案。他们认为，使用“自卫”“反击”这

样的字眼就是为了表达该能力不会超越“专守防卫”原则。

应该看到，二战后日本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再构筑中，保持了许多贯穿近代历史

的战略持守，也实施了诸多新的政策来扩大“专守防卫”的范围。尽管二战后的日

本曾励志不再成为军事大国，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但是基于种种敏感因素，日本在

军事领域方面采取的任何举动都将有可能引起别的国家的关注。因此，日本如何

界定“和平主义”，如何以赢得国际社会共鸣的方式去执行“和平主义”，这恰恰是

考验日本政府在和平问题上是否真心的“试金石”。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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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国陆军日前退役了 5架已有几十

年机龄的美制 UH-1H直升机，并用自主研制

的KUH-1“完美雄鹰”直升机取而代之。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KUH-1“完美雄鹰”

直升机 2006年由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欧

洲直升机公司联合研制，为韩国首架国产新型

通用直升机。这使韩国成为全球第11个自主研

发直升机的国家。通用直升机也称多用途直升

机，可用于侦察、运输、救护等。由一种任务改

换另一种任务时，需增减一些相应的设备。“完

美雄鹰”研制之初就是为了替代其装备的老旧

美制直升机UH-1H和500MD。

对此，军事研究员兰顺正介绍：“KUH 即

‘Korea Utility Helicopter’，为韩国多用途直

升机的缩写，其外形和欧洲直升机公司的

AS332‘超美洲豹’直升机基本一样，外界普遍

认为这是一款高仿品，是‘超美洲豹’直升机

的改版。”

长期以来，韩国主要装备的是美制直升机，

很多直升机老化严重。比如，其装备过的129架

UH-1H直升机总计飞行过792000小时和1.46

亿公里。由于飞行时间过长，这使韩国不得不

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维护保养。

公开资料显示，“完美雄鹰”于2010年3月

首次试飞并获得了成功，长19米，高5米，宽2.3

米，该机最大起飞重量8709千克，可搭载9名全

副武装的士兵执行突击任务。其最大巡航速度

259公里/小时，续航时间超过 2小时，能以 140

米/分钟的速度垂直上升，并可在海拔2700米上

空进行悬停。“完美雄鹰”装备有惯性导航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前视红外线

雷达和数字地图，可让其在恶劣天气及夜间环

境执行作战任务，战场适应能力较强。

既然是通用型直升机，其改装的潜力就非

常大。

前不久的韩国“首尔防务航展”上就展出了

一款“完美雄鹰”的武装直升机模型。这款武装

直升机可以运载一定数量的人员和物资，但是

主业是用于对地打击。按照韩国的设想，这款

直升机不但有武装直升机型号，还会有舰载型、

反潜型、搜救型和特种型。

虽然“完美雄鹰”从某种意义上讲源自“超

美洲豹”机型，而“超美洲豹”是一款相当成熟可

靠的通用直升机，但目前看“完美雄鹰”技术还

不能说完全成熟。自服役以来，它已经发生过

多起事故，其性能和可靠性颇受质疑。

兰顺正介绍：“由于韩国航空工业水平并不

发达，所以在研制‘完美雄鹰’时，其外形和基本

设计参考了‘超美洲豹’直升机，在被国外公司

做出直升机技术上的限制后，韩国科研人员也

做出了不少努力。有种说法称，韩国科研人员

在多次前往法国未能获取旋翼桨叶设计制造技

术的情况下，决心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最

终，其设计和制造技术竟是科研人员从烤红豆

饼的烤箱上得到的启发和灵感。”

“完美雄鹰”交付之后负面新闻不断。据

称，2015年服役以后，KUH-1连续发生 3起坠

落事故。随后，韩国监查院对事故原因着手调

查，结果发现大量设计问题，在对直升机结冰现

象进行性能检查时，发现 101项指标中就有 29

项未达标准。韩国监查院在2016年8月叫停了

KUH-1直升机的生产。但不到两个月后生产

商就提交了 KUH-1的改进计划，并要求重启

生产线。然而，2018年7月，在进行超低空飞行

时又发生一起空中解体事故。视频显示，其主

旋翼突然脱落，然后整个直升机就像断了线的

风筝一样坠地并散架。

兰顺正表示，实际上2018年的那次空中解

体事故之后没多久，当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

韩国陆军就恢复了部分“完美雄鹰”直升机的飞

行作业，其后也没有关于这款直升机的事故报

道。从一定程度上讲，韩国方面既然能在严重

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就复飞“完美雄鹰”，并且其

后再无事故发生，也表明了韩国应该已经查清

了当时事故发生的原因，甚至可能已经对一些

大的问题做出改进和升级，比如被广为诟病的

旋翼部分，也可能对“完美雄鹰”的抗坠毁能力

做出了升级。

一般来说，直升机在设计时会对座舱、座

椅、起落架、机身及油箱密封等采取特殊措施，

坠地时最大程度吸收或转化撞击能量，使乘员

所受冲击力最小，座舱尽可能保持完整，油气系

统不破裂渗漏。这将极大提升乘员的生存率。

据称，UH-60“黑鹰”通用直升机抗坠毁能力达

到了95%。

“而在 2018年的事故中，‘完美雄鹰’从 10

米的高度坠毁，机上6人中5人遇难、1人受伤，

这说明其抗坠毁能力并不高。因此，韩国方面

很可能也会对其做出相应改进。”兰顺正说。

兰顺正特别指出，一直以来，韩国都十分重

视自己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

心。在很多关键装备的设计制造上，不想过多

的依赖其他国家。“完美雄鹰”地推出就是秉承

了这样的理念。虽然目前看，“完美雄鹰”并不

算完美，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提振了民族

国防工业，减少了韩国对他国的依赖。

“完美雄鹰”不完美
但承载提振韩国防工业的希望

本报记者 张 强

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对日本出售 105架 F-35“闪电-2”隐形战斗机。图为
F-35“闪电-2”隐形战斗机。

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官网

““打包打包””购买整支机队购买整支机队
印尼看中了印尼看中了““台风台风””战斗机哪一点战斗机哪一点

“台风”战斗机采

用 EJ200涡扇发动机，

推重比达到了10，结合

良好的气动布局，使其

具备良好的机动性，并

且可以进行超声速巡

航，并可挂载欧美国家

的空空、空地武器。

◀“台风”战斗机采用了 EJ200涡扇发动
机，而维修 EJ200 是一个快速、简单和相对
轻松的过程，即使更换整台发动机也能在不
到 45 分钟的时间里完成。图为 EJ200涡扇
发动机。 图片来源：Eurofighter网站

▶“台风”战斗机是一款双发、
三角翼、鸭式布局、高机动性多用
途四代半战斗机。如今，该机已经
开发出双座版。图为在生产车间
的双座版“台风”战斗机。

图片来源：Eurofighter网站

““台风台风””战斗机正在高空执行任务战斗机正在高空执行任务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EurofighterEurofighter网站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