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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空天军在叙利亚的作战，充分反映
出自俄格战争以来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
发展的成就。整体而言，俄空天军航空装
备在作战运用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三型现役轰炸机首次

同时参战
在叙利亚作战中，俄空天军同时动用

了图-160、图-95MS 远程轰炸机和图-
22M3中程轰炸机。

2015 年 11 月 17- 20 日 ，在确定俄
A321 客机坠毁事件是由恐怖袭击造成
后，俄罗斯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
组织的打击力度，出动 5架图-160和 6架
图-95MS 远程轰炸机，实施高强度远程
精确打击，两型轰炸机分别发射 35 枚
Kh-555导弹和 48枚Kh-101导弹。另外,
在执行轰炸任务时，轰炸机还多次采用了
绕飞西欧入地中海、发射导弹后再从叙利
亚上空返航的路线。

俄罗斯还动用 12架图-22M3远程轰
炸机从本土出发，对拉卡省和代尔祖尔省
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设施进行打击。
图-22M3在叙利亚的平均作战飞行时间
5小时 20分，最远飞行距离达 4510千米，
利用机载瞄准系统实施临空水平轰炸，并
在攻打代尔祖尔等作战行动中投放了成
吨的非制导弹药。2017 年 11月，在叙利
亚政府军收复阿布卡迈勒时，图-22M3
负责摧毁极端组织的据点和作战装备，成
功命中全部既定目标。

可以说，俄空天军对三型轰炸机的运
用，兼顾了威慑他国、精打要害、高效费比
打击等作战目标。图-22M3更因在叙利
亚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更长的服役时间，其
升级改进已经列入俄罗斯最新装备发展
规划当中。

先进空战装备提供护航
在叙利亚作战中，俄空天军首次成体

系部署了 A-50U 预警机、苏-35S 和苏-
30SM战斗机等新型空战装备，在实战中
验证了这些装备的作战能力和可靠性，为
后续改进提供了经验。

A-50U预警机对战斗机的探测距离
为 450千米，能同时跟踪大约 300个空中、
地面和海上目标，可与俄军的各种指挥自

动化系统互联互通，有效弥补了苏-30SM
等战机依靠地面雷达掌握空情信息和指
挥预警的短板，还能指挥苏-30SM、S-
400进行制空权争夺作战，同时也提高了
俄罗斯空天军以及叙利亚军队的联合作
战能力。

自从 2015年底土耳其空军在土叙边
境击落一架苏-24战机后，俄罗斯在叙利
亚开始部署苏-35，与苏-30SM 一起，为
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轰炸机和战术打击
飞机实施空中伴飞以确保其安全。

2016年 1月 30日，俄军四架最新服役
的苏-35S战斗机飞赴叙利亚参战。以两
架一组的形式在赫迈米姆空军基地进行
24小时全天候执勤，为空军基地的苏-24
“击剑手”和苏-25“蛙足”攻击机提供护
航。苏-35S与轰炸机队协作的原则是通
过扩大视野范围来掩护空中的飞机，当两
架苏-35S 歼击机相对飞行时，其视野范
围可达360度，半径达 400公里。

2017 年 12 月，两架俄罗斯苏-25 攻
击机在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迈亚丁区
域上空约 3300米护送一行人道主义车队
时，一架美国 F-22战机从幼发拉底河西
岸向其靠近并发射红外曳光弹，对两架
苏-25攻击机的护航任务形成干扰。此
时，正在 1万米高空执行空中掩护任务的
苏-35S战机从 F-22后方快速追近，随后
美国 F-22战机便飞离该区域。有意思的
是，美国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则称，这架
苏-35S遭到了美国 F-22战机的“尾随”，
整个对峙事件持续了约 40分钟，最终以
俄战机撤离告终。

多型装备分工实施战术打击
在叙利亚作战中，俄空天军还综合运

用多型战斗轰炸机、攻击机、攻击直升机、
多功能战斗机实施战术打击，其作战任务
随战场局势的变化而设定。

2015年 10月，在大型民航客机的掩护
下，苏-34顺利进驻叙利亚并实现首次实战
使用。苏-34配装了先进的飞控系统，能长
时间低空稳定飞行并精确瞄准，承担了对
多数重点目标的战术精确打击任务。

2017 年 9 月 ，俄 空 天 军 对 米 格 -
29SMT在叙利亚前方进行实战测试。在
两个半月的行动中，该机共执行了 140多

架次任务，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地面设施进
行了打击，其中有的任务独立进行，有的
与苏-34、苏-35联合出动，该机还执行了
为图-22M3轰炸机护航的任务。

苏-24M 战斗轰炸机和苏-25SM 攻
击机主要执行常规打击任务。米-28N和
卡-52攻击直升机配装热像仪，可在夜间
发现 5千米内的人员和车辆，多次用于支
援叙政府军地面部队进攻。

通过这些装备的灵活应用，俄空天军
用相对较小的代价实现了任务需求。

有人与无人侦察装备

共同使用
在作战中，俄空天军还出动了图-

214R 和伊尔 - 20M1 大型侦察机，“海
雕”-10、“副翼”-3等小型无人侦察机。
其中，图-214R 是俄现役中最先进的侦
察机，配装了侧视雷达、电子情报、光电等
侦察系统，主要用于监视土耳其的兵力调
动和部署，雷达侦察距离为 200 千米、分
辨力为 1米，可穿透植被和积雪，光电系
统分辨力达0.5米。

在叙利亚行动中，俄空天军共出动无
人机飞行架次 1.4 万多次，其中“海雕”-
10 战术无人机出战次数最多，占无人机
出战总数的三分之一。“海雕”-10性能稳
定，可与“前哨”共同集成至俄军的炮击系
统中，协助飞机侦察地面攻击目标、评估
敌方火炮伤害程度、矫正对敌炮击火力。
在苏-24被击落事件中，正是“海雕”-10
在土边境侦察并发现了被击落的苏-24
飞机碎片和幸存的机组人员。

制导和非制导弹药相

互搭配
在作战中，俄空天军共使用了 Kh-

29L和 Kh-25空地导弹、AT-9和 AT-16
反坦克导弹、KAB-250/-500/-1500系列
制导炸弹，对重要目标实施了精确打击。
同时还使用了“炸弹之父”巨型炸弹、
OFAB-250/-500和 FAB-250/-500系列
炸弹、RBK-500子母炸弹、BetAB-500侵
彻炸弹等非制导弹药，其中“炸弹之父”装
药 7.1 吨，爆炸威力达 44 吨 TNT 当量。
其中，KAB- 250/- 500 制导炸弹和 Be-
tAB-500侵彻炸弹为首次使用。

美军的各种武器一直朝精准制导
的方向进化，要取得这样的性能，很大
程度上都依赖 GPS 制导。然而美国陆
军正在开发不需 GPS 制导也一样准确
的 155 毫米炮弹，以防止在 GPS卫星失
效时，武器失去作战能力。

据“战士专家报”报道，GPS是美国
现役武器最常见的制导工具，诸如
JDAM炸弹、电子地图制导、无人机巡航
以及精准制导组件（PGK）的炮弹。然而
许多专家已经提出警告：美军似乎过度
依赖GPS了，要是未来的战争对手是具
有反卫星能力的强国，当敌人把GPS卫
星给击毁，美军还剩多少战斗能力？

现在皮卡汀尼兵工厂正在开发不
必GPS的精准制导组件(PGK-M），以取
代标准的 PGK弹药。皮卡汀尼兵工厂
发言人表示，PGK-M同样是一种套件，
可以增加射程也能提升精确度，另外它
也有GPS组件，只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

尚不便公开的备用制导模式。
目前已经确知英国的 BAE 系统公

司是开发商之一，开发人员表示，即使在
GPS信号弱的环境中，这些套件也可以
使炮弹在飞行中自己校正。

如何做到？专家推测，可能会应用
无线通信加上三角测量，标定起始点的
位置，再加上不同波段的电波导航，进
行中继连结，可以做到交叉确认以接近
GPS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与从地球
轨道向下看的卫星不同，而且地面发射
机的距离相对较短，也可能被干扰。因
此这是一种备用手段，一种在失去 GPS
后的相对准确方案。

不过，导航和定位问题没有单一解
决方案，报道中认为，虽然美国军方在
可预见的未来还会享受 GPS 带来的好
处，但是绝对需要预备第二套计划，甚
至有必要学习指南针和纸质地图时代
的工作模式。

美海军MQ-4C无人机

年底部署至关岛
据美国海军网报道，美国海军航

空系统司令部官员近日表示，海军前
两架作战型 MQ-4C 无人机将于 2018
年底前部署至关岛前沿基地，在太平
洋区域执行情报监视侦察任务。按照
计划，MQ-4C无人机将于 2021年形成
初始作战能力，届时，无人机将具备信
号情报功能，替代海军的 EP-3E 电子
侦察机。

俄罗斯唯一航母入坞

维修至2020年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

军方计划对俄罗斯唯一航母“库兹涅佐
夫”号进行维修改造，本次维修的重要
工作是更换动力系统，以及舰载机起飞
和着舰拦阻系统、航空电子设备及武器
系统等的维护和改造。

据悉，“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维修
工作将在 2020年完成，并在 2021年重返
俄罗斯海军服役。

希腊“幻影”2000拦截

土耳其军机时坠毁
据雅典通讯社 12日报道，希腊空军

一架“幻影”战斗机当天在希腊斯基罗
斯岛附近海域坠毁，飞行员死亡。报道
援引希腊军方消息称，当天中午，这架
单座型“幻影”2000-5 型战斗机在斯基
罗斯岛东北约 14公里处与指挥系统失
去联系。军方称，事发前，这架战斗机
与希腊空军另一架战斗机在爱琴海上
空对土耳其军机实施拦截。

与供应商扯皮，五角

大楼暂停接收F-35
据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报道，在

正在召开的美国海空展上，F-35 项目
主管刚刚向与会者们兴奋的宣布，第
14、15 批次 F-35 战斗机三种型号的采
购价都已经降低到了一亿美元以下。
然而紧跟着这个“好消息”之后，美国
《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4 月 12 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接收 F-35 战斗
机接收工作，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和国防部 F-35 项目办公室正在为
去年曝光的 F-35 制造缺陷责任到底
归谁而扯皮……

叙战硝烟下，
俄空天军如何实战“练兵”

■■张 慧 许 佳 张 洋

●叙利亚战事以来，俄罗斯空
天军在对叙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

作用。据统计，俄空天军共出动20

多个机型，在叙境内赫迈米姆空军

基地常驻40～80架军机，承担对地

打击、护航、侦察监视、战略投送等

任务。

●在作战中，俄空天军结合战
场实际情况，运用轰炸机实施远程

精确打击和大规模临空轰炸，运

用战斗轰炸机和攻击机实施对地

攻击和火力支援。针对反政府武

装缺乏有效防空能力的特点，将

苏-25SM和苏-24作为日常主战

装备，并由苏-30SM、苏-35S重

型战斗机等作为护航装备。通过

A-50进驻叙利亚构建空中指挥体

系 ，实 现 航 空 武 器 装 备 能 力 倍

增。通过航空武器装备的灵活应

用，俄罗斯空天军在全部叙利亚

行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各类装

备的最大优势，以相对较小的代

价实现了任务需求。

●俄罗斯空天军实战练兵取
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7年底，俄

空天军86%的飞行员在叙利亚获

得了战斗经验，共执行战斗飞行3

万架次左右，完成9.2万次空中打

击，成功协助叙政府由战略防御转

入战略进攻。

写在前边

■支 点

美军研发无需GPS制导的精准炮弹

在叙利亚作战中，俄空天军也暴露出

一些能力弱点：一是空中加油支援能力极

为薄弱。由于俄军的大型加油机数量很

少，全部配属远程航空兵以支持轰炸机运

用，按照余量原则支持战术飞机，使得许

多战术飞机只能靠挂载副油箱或多带燃

油完成转场和出击，影响了航空装备的灵

活运用和效能发挥。

二是无人机发挥作用有限。俄军在

叙利亚作战中使用的无人机包括“海

雕”-10、“副翼”-3、“前哨”等。但是，由

于俄军未列装长航时侦察无人机和察打

一体化无人机，而上述中小型无人机仅能

用于情报信息支援，任务飞行高度低、传

感器覆盖范围小、续航时间短，效能较低，

大大制约了作战运用与作战效果。

三是精确制导武器储备仍较少、使用

比重较低。虽然改进型机载瞄准系统提

高了非制导弹药的打击精度，但从战场效

果看，其误差仍然较大，迫使俄军限制其

在城区争夺战等环境下的使用。

实战检验下，装备能力尚需完善

苏-34携带一枚未投的KAB-500S-E制导炸弹着陆。可见该机翼尖挂装有L-175V“希比内”电子战系统吊舱。

压题大图为俄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图-160轰炸机飞抵地中海东部，由苏-30SM战斗机护航。

一架“海雕”-10无人机准备弹射发射。

采用精确制导组件的155毫米炮弹。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