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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接受测试

据悉，出现在“军队-2018”论坛上
的这辆 T-14 坦克隶属于俄罗斯“塔
曼”近卫第 2摩步师，该师卫戍莫斯科，
掌握俄军现有约 20辆 T-14 坦克。从
2015年红场阅兵至今，俄军一直对 T-
14 坦克进行“试装”，包括各种极限测
试，目的是进一步探索该坦克“性能包
线”，得出明确的“战斗数值”。

例如火力方面，俄罗斯《技术与武
器》杂志曾提到，在西伯利亚靶场打
靶测试时，T-14坦克的射击内容包括
在不同作战环境下发射各种弹药和
确定最大、最小射击距离，主炮持续
开火 2000 多次，中间只更换两根炮
管。更苛刻的是，T-14坦克还曾发射
训练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这种
穿甲弹尾翼采用普通钢制造，对火炮
内膛有明显划损，这种“创伤测试”显
然意在考验 T-14 坦克在极端条件下
的持续作战能力。

如此看来，在“军队-2018”论坛上
出现的 T-14坦克炮膛内锈迹未除、火
药残渣未清理的“落魄”样，并非出于
疏忽，恰恰相反，T-14 坦克以这般模
样出现在公众面前，显示出俄罗斯人
对这款坦克的自信。

可应对“攻顶”式打击

公开信息显示，T-14坦克的基本
武器是一门 125 毫米 2A82 式滑膛炮，
在野战条件下能快速更换身管，炮管内
置校正装置，校炮时间仅需一分钟，提
高了校正精度，使火炮射速快、射程远、
火力密集，单根炮管射击寿命比T-72、
T-90坦克主炮有明显提高。

T-14坦克的最大特色并非外界津
津乐道的无人炮塔设计，而是坦克各舱
室、弹药及油料之间采取分隔式独立设
计。这一设计可减少坦克的装甲防护
空间，进而减轻车身重量。要知道，每
增加一立方米的坦克装甲防护空间，坦
克重量就会增加 3~5吨。另外，这种独
立设计还保证能随意更换坦克战斗模
块，增加车体改进潜力。

机动性方面，T-14坦克远超同出
自乌拉尔厂的T-72坦克和T-90坦克，
接近T-80坦克水平。考虑到坦克全重
不超过50吨，在推重比方面，T-14坦克
优于当前世界上任何一款坦克。另外，
驾驶过T-14坦克的俄军坦克兵称，在行
驶平顺性和悬挂方面，该车的乘坐感受
是其他装甲车辆无法比拟的。

T-14坦克采用新型装甲钢制成整
体焊接车体。与合金相比，这种新型装

甲钢拥有更好的弹道防护性能，还具有
节省空间、增大燃油储备量等优势。此
外，T-14坦克还安装了“阿富汗石”主
动防护系统，该系统能自主发现来袭的
反坦克导弹，并在 4~200米的距离上实
施摧毁。与西方国家研制的主动防护
系统不同，“阿富汗石”主动防护系统解
决了针对攻顶弹药的防护问题。美军
常用的攻顶型导弹，如“小牛”空地导
弹、“轻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对T-14坦
克均奈何不得。

火力系统强悍

俄方称，T- 14 安 装的 125 毫 米
2A82 式滑膛炮，在精度、炮弹初速、弹
药威力等方面，超过当今世界上最先进
的坦克火炮，炮口动能甚至超出西方最
好的豹2A6坦克所用火炮 20%。

为增强 T-14坦克的火炮威力，俄
罗斯研制出多种新型弹药，包括穿甲弹
芯长 900毫米的“真空”穿甲弹、可遥控
爆破的 ZVOF-128“贴身衬衣”杀伤爆
破弹和 ZUBK- 21“短跑运动员”导
弹。新弹药已通过俄罗斯国家试验并
装备部队。俄罗斯官方称，装备 125毫
米 2A82式滑膛炮的 T-14坦克能成功
完成俄军当前所有战斗任务。未来如
果需要，还可换装 152毫米火炮。该炮

已通过试验并做好批量生产准备。
此外，T-14坦克配备的车载指挥

信息系统使其具备高度自主化能力。
借助该系统，乘员能够随时向上级指
挥官及向下属乘员、协同作战装备及
分队传输信息。出现故障后，电子系统
可“通报”情况并提示在何处采取何种
必要措施。另外，T-14坦克上搭载的
“数字式车载系统”可借助开放式体系
架构，为未来升级为完全自主化坦克提
供进一步改进空间。

据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9月 4日
报道，日前，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
的一架 F-35C 战斗机在进行空中加油
试验时发生意外，软管式加油锥套的残
骸进入 F-35C发动机进气道，导致发动
机受损。

据报道，与 F-35C 战斗机“搭档”
进行加油实验的是美国海军的加油机
F/A-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它采
用软管锥套式伙伴加油系统，软管加
油吊舱挂在 F/A- 18F 战斗机机腹中
线。加油时，加油机 F/A-18F 战斗机
在受油机 F-35C 战斗机的前上方飞
行，飞行员打开输油软管卷盘的锁定
机构，伸出锥套，锥套在气流作用下展
开呈伞状，并将输油软管拖出。受油
机 F-35C 战斗机伸出受油探头，同时
飞行员调整飞行速度、航向和高度，待
受油探头插进锥套内，油路自动接通，
开始加油。

然而，空中加油作为一项高难度课
目，需要长时间训练才能掌握，同时也
是高危课目，即便有经验的飞行员，也
要小心谨慎才能顺利完成。

其一，准备空中加油时，受油机需
要适当增速，才能将受油探头插入锥
套。而因加油软管长度有限，受油机机
头通常距离加油机非常近。所以，加油
时飞行员必须驾驶受油机缓慢靠近加
油机。而且，由于受油机处于加油机后
下方，受不规则空气流场的影响，受油
机很难保持稳定。

其二，将受油探头插进锥套中的难
度堪比穿针引线。因为加油机、锥套、
受油机都处于不断摆动中，受风和空气
涡流影响，加油机还往往上下颠簸，进
一步加剧了软管、锥套的晃动。

其三，当受油机接近加油锥套时，加
油软管锥套后的空气流场和受油机前的
空气流场相互作用，导致软管锥套摆动，
距离越近摆动越剧烈。不仅如此，此时
飞机机身的抖动也越来越剧烈，大大增
加了加受油机的对接难度。

其四，加油成功的关键是加受油
机保持队形稳定。如果受油探头只插
到锥套边缘位置，只要受油机轻微晃
动，锥套就会滑脱，轻则导致对接失
败，重则锥套、软管会绕机头摇动，磕

碰机身，发生事故。所以，受油机飞行
员必须确保加油探头一点点向伞套中
心滑动，最后听到“咔嚓”一声才算对
接成功。

据悉，这是 F-35C战斗机发生的第
一起严重飞行事故，虽然最终 F-35C战
斗机在“林肯”号航母上成功着舰，但发
动机受损被定义为美军航空事故中最
严重的 A类事故，伙伴加油机 F/A-18F
战斗机的受损程度被定义为C类事故。

F-35C 战斗机装配的 F135 发动机
售价 1400万美元，事故损失高达 200万
美元。据此推测，导致事故的加油软
管锥套碎片进入 F135 发动机，可能导
致 F135 发动机风扇叶片、压气机叶片、
内外涵道严重损伤。

目前，F-35C战斗机在“林肯”号航
母上接受航空联队融合试验，即测试 F-
35C战斗机如何与其他飞机共同作战及
维护、保养等。美国海军计划于明年 1
月宣布 F-35C 战斗机具备初始作战能
力，由于这次事故不属于 F-35C战斗机
研发中的问题，应该不会影响美海军的
测试进度。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美国
华盛顿大学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披
露，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陆军曾考虑，
通过摧毁苏联和中国的工业潜力、以
及消灭大多数人口毁灭这两个国家。
根据这一方案，美国意图通过实施先
发制人式核打击，毁灭苏联 70%的工
业建筑面积，达到摧毁苏联“生存发展
能力”目的。对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
的中国，美国计划通过摧毁 30个主要
大城市，毁灭中国 30%的城市人口和
近半工业能力，使中国“不再是一个有
生存发展能力的国家”。

这一核打击计划的令人发指之处
在于，它以“人口损失作为有效摧毁敌
国社会的主要衡量标准，工业破坏仅
作为附带关注要素”。可以说，这是一
份人类历史上最丧心病狂的战争毁灭
计划，比二战时期的“种族灭绝”计划
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庆幸的是，美
国这一疯狂的“核摧毁”计划最终没有
付诸实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
国升级核打击力量和降低核武器使
用门槛的做法，再次发出危险信号。
2 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核态势
评估》报告，宣布致力于研发低当量

核弹头，为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投
入更多资金，并改变 30 多年来坚持
的降低核武器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中
作用的方针。《纽约时报》随即评论
称，多年来，美国一直声称会对敌方
“率先使用”核武器，但这仅限于在非
常情况下，作为对美国遭受袭击的回
应。特朗普政府的新核战略首次扩
大核武器使用范围与条件，包括“对
导致大量伤亡的非核袭击或对居民
生活保障、指挥及核武器控制设施的
袭击实施反击”，这一做法几乎是“以
核弹应万变”，大大降低了美国使用
核武器的门槛。

上月中旬，美国在《2019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中提出，斥资 240 亿美元升
级核打击力量，其中 6500 万美元用于
“研发新的小当量核弹头”，并将其作
为一种战术性打击武器应用于未来战
场。据媒体报道，美国最新改型 B61-
12 核弹就是这种“小当量核弹头”，最
大当量 5万吨，爆炸威力可调，已完成
投掷测试，将于 2020 年投入量产，这
标志着美国小当量核弹头的开发和部
署即将进入实战化阶段，B61-12 核弹
也因此被称为是美国核武库中“最危
险的核弹”。

需要指出的是，加速更新核武库，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这些举措将显
著增加美国核战略的不确定性，甚至
鼓励美国将核打击计划付诸实施。正
如美国《国家》杂志刊文称，如果特朗
普的核政策最终落地，我们将发现今
天所处的世界像冷战中最黑暗时期那
样恐怖。

核战争将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
性后果，这早已是世人共识，但美国
却在这条路上一意孤行。对此，人
们绝不能以善意揣测核战争爆发的
可能性与后果。从美国档案披露的
“核毁灭”计划看，人类距离核战争
曾如此近！壮大和平力量，防止核
战争降临到世人头上，是关系人类
前途命运的紧迫任务。

俄T-14坦克“落魄”引关注
■吴 健

日前，网上出现一组网友在“军队-2018”论坛上近距离拍摄的 T-14坦克

炮膛细节照片，炮膛内金属残屑和锈迹清晰可见，还有不少划痕，“落魄”样子

令不少T-14坦克迷伤心不已。作为俄军下一代主战坦克，T-14坦克被军迷喻

为俄陆军“力量图腾”、世界地面武器“新标杆”，其性能究竟如何，俄军对其持

何态度，再次引起外界关注。

■董栓柱

警惕美核战略危险走向
战机空中加油有多难

■张文昌

参加今年莫斯科红场阅兵的T-14坦克，由于迟迟未装备部队，外界一度怀疑其为“阅兵”专用坦克。小图可见T-14坦克锈迹斑斑的炮膛内景

正返回“林肯”号航母的F-35C战斗机

更新核武库 降低核武使用门槛

本报讯 王 蕊报道：10 日上午，
由陆军装备部主办、陆军研究院承办的
“跨越险阻 2018”第三届陆上无人系统
挑战赛在陆军研究院装甲兵研究所举
行新闻发布会。陆军装备部科研订购
局副局长唐进介绍了比赛总体情况，陆
军研究院装甲兵研究所所长李胜利介
绍了赛事科目设置等具体赛况。

据介绍，挑战赛将于9月12日开幕，9
月 12日至 20日进行比赛，9月下旬举行
陆上无人系统装备技术与作战运用高峰
论坛。本次比赛共有61家牵头单位、136
支车队参赛，其中军地院校14家，民企26
家，国企10家，科研院所11家，基本覆盖
国内从事陆上无人装备科研的优势团队。

本次比赛共设置4大类 10个比赛组
别，分别是野外战场自主机动及侦察比

赛、野外战场无人编队输送比赛、空地协
同封控比赛、仿生机器人伴随比赛、高机
动无人车山地输送比赛、侦打突击比赛、
班组伴随保障比赛、雷场通道开辟比赛、
单项技术比赛以及创新成果展示。
“跨越险阻 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

战赛是陆军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军民
融合、科技兴军重大战略思想的一项具
体举措。本次比赛着眼战略性、前沿性
智能无人技术孵化孕育，以战场需求为
导向，以军民融合形式推动实现陆上无
人系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让赛场
成为连接实战应用与技术发展的纽带，
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大联合、大协作，开
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格局，为陆军转
型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图为发布会现场 王文杰摄）

俄特种部队计划接收

无声迫击炮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特种部
队计划接收新型 2B25式 82毫米单兵便
携式无声迫击炮。该炮由俄罗斯乌拉
尔车辆厂所属海燕研究所研制，据悉，
该炮产生的噪声水平不超过配装消声器

的AKMB“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几乎无
炮口焰或烟雾。该炮重约13千克，可放置
在射手的背包内携行。

澳大利亚将采购新步兵战车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陆军将采购
韩国AS21“红蜘蛛”履带式步兵战车，以
替换老的履带式装甲人员输送车。

AS21“红蜘蛛”履带式步兵战车是韩
国K21履带式装甲步兵战车增强型，防
护力更好，可抵御弹道和地雷威胁，容
量更大，可搭载包括驾驶员、车长和炮
手等8人。

“跨越险阻2018”
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即将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