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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兵论道谈兵论道
3月 26日，美国在最近一次试验

中，地基中段反导系统先后发射2枚反
导拦截弹，成功击毁1枚模拟洲际弹道
导弹的靶弹。美国国内舆论称，这是
战略反导系统首次进行“齐射”拦截试
验，可谓“意义重大”。

地基中段反导系统是美军现役
固定地下井发射的战略反导武器，主
要用于拦截射向美国本土、阿拉斯加
州、夏威夷州高价值资产的远程或洲
际弹道导弹，保卫这三大区域免遭大
规模杀伤武器袭击。该系统可以在
弹道最高点拦截最大射程超过 1万千
米、最大速度达到 24倍音速的洲际弹
道导弹。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 3月 25日
进行的反导试验中，美军从位于马绍
尔群岛里根试验靶场发射 1枚洲际弹
道导弹靶弹。随后，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地基中段反导系
统先后发射 2枚拦截弹。第一枚拦截
弹击中弹头母舱，第二枚拦截弹对摧
毁后的碎片进行观测后，继续寻找其
他可能的威胁。在确定没有其他弹头
后，按计划选择“最具威胁的目标”予
以撞击摧毁。初步结果显示，试验达
到预期目的。

美国导弹防御局声称，这是继
2017年5月反导拦截弹首次拦截完全
模拟洲际弹道导弹实体靶弹后又一次
试验，用两枚拦截弹“齐射”拦截一枚
来袭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更接近实
战，因此能够提高杀伤概率。

美国国内媒体称，地基中段反导
系统是目前美军现役唯一可以对付
洲际导弹的拦截系统，该系统服役超
过 10年，这是首次进行“齐射”拦截试
验，更符合实战特性，旨在提高反导
系统摧毁来袭导弹的命中率，化解敌
方导弹释放诱饵等突防手段。美国
国防部宣称：“本次试验的目的是消
除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威胁。”

业内分析认为，进攻或防御的“导
弹齐射”应该至少连发3枚以上，难度
更高、威力更大。按照美方说法，此次
事件中，来袭靶弹发射了1枚，拦截导
弹只发射了2枚，因此，确切说应该是

“双弹打单弹”，美国国内舆论声称“齐
射”有夸大宣传的意味。

不过综合来看，此次事件仍具有
一定影响。其一，加大美国对付对手
惯性弹道导弹的威慑力，尤其对于使
用诱饵假弹头、电子干扰等技术的弹
道导弹突防，形成很大的抵消威慑
力。但是，现役的反导拦截弹只能对

没有机动变轨能力的目标实施拦截，
无法对在临近空间的高超声速滑翔飞
行器进行拦截，后者是近年来各国争
先发展的新武器。

其二，这次试验动用美军遍布
陆海空天网电五维空间的众多内部
与外部组件，包括预警探测网、跟踪
制导网、指挥控制网、杀伤拦截网、天
基评估网等，充分验证地基中段反导
系统的网络中心指控装备的技术可
行性，显示出美军全球反导的体系作
战能力。

提起俄罗斯S-60高射炮，许多人并
不熟悉，若被告知它是59式57毫米高射
炮“前身”的话，会觉得亲切一些。S-60
高射炮是一款在战场上曾立下赫赫战
功的“老炮”。最近，它与“沙漠蜘蛛”武
器平台联手亮相，赚足了眼球。

“沙漠蜘蛛”是阿联酋与斯洛文尼
亚联合研制的一款远程控制武器平台，
主要用于为高价值固定目标提供对地
和对空防御。该平台战斗全重 5吨，安
装在4个液压支架上，可适应不同地形，
一眼望去，犹如一只伏在地面的机械蜘
蛛，科技感十足。不过，在选择搭档武

器时，“沙漠蜘蛛”走起“复古路线”，与
S-60高射炮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一型久经战场考验的成熟武
器，S-60高射炮最大射程 6000米，最大
射速120发/分，炮弹初速1000米/秒，加
上弹道性能好，射击精度高，具备一定
的全天候作战能力。

不过，S-60高射炮身上的诸多特点
已无法满足现代战争需要。例如，标准
型S-60高射炮采用弹夹供弹方案，每个
弹夹只能装填 4发炮弹，且需要人工操
作，火力持续性不佳。为补足短板，研
发团队专门设计了一种链式供弹系统，

一次可装填 92发曳光穿甲弹。这种炮
弹可以在 1000米距离上击穿 96毫米均
质钢甲，有效抗击轻型装甲目标。另
外，研发团队还为“沙漠蜘蛛”安装 14.5
毫米并列机枪以及2具6联装70毫米火
箭发射器。3种武器各司其职，各有优
长，织起一张可覆盖远中近程、兼顾点
线面的火力网，让来犯之敌难以招架。

除“拳头硬”外，“沙漠蜘蛛”还有一
副“好身板”和“好眼力”。平台外表覆
盖钢制装甲，能有效抵御 7.62毫米枪
弹。内置电源可以持续14天，同时还可
以连接外部电源工作。顶部配有集成

白光、电视、热成像和激光测距仪的转
塔，以及一部小型雷达，可以探测 10至
20千米以内地面和空中目标。

虽说如今战场早已不是“老炮”的
主场，但经过现代化改造，“老炮”依然
有机会在战场上完成自己的使命。火
炮老矣，尚能战否？披上科技外衣的S-
60高射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近日，俄罗斯阿尔玛兹-安泰集
团公司公布一段无人机与霰弹枪结合
进行反无人机试验的视频，引起外界
关注。视频中，一支俄制“野猪-12”
型自动霰弹枪与无人机结合形成的新
型无人机装置，执行拦截无人机任务，
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

据俄罗斯军工综合网报道，这
款新型无人机装置被称为“会飞的
AK-47步枪”，但配备的武器并不是
AK-47步枪，而是从 AK步枪系列改
装而来的“野猪-12”型自动霰弹枪，
这款枪是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局的产
品，采用导气式工作原理。俄工程
师称，考虑到该装置主要拦截低空
慢速飞行器，如无人机、气球等，所
以霰弹枪比 AK-47步枪更合适。在
这段视频中，这款新型无人机装置
不但能击毁空中的气球，也能击落
无人机。它可根据事先划定的航线
自主飞抵目标区域射击目标，如果
未击中则继续跟踪目标寻机再次开
火。视频显示，它利用与一架旋翼
无人机空中交错瞬间，近距离发射
霰弹成功将目标击落。

据介绍，新型无人机装置重 23公
斤，采用鸭翼布局，滞空飞行时间约40
分钟，操作员通过与瞄准系统的视频
连接对无人机进行控制，由于拥有垂
直起降功能，它无需专门准备场地或

跑道起飞。
俄罗斯试验这一新型无人机装置

的视频引起西方媒体高度关注。一名
美国专家在军事网站撰文，称其为“飞
行的梦魇”，文章认为，为无人机配备

“野猪-12”型自动霰弹枪将使其成为
“强悍的武器系统”，对其他无人机构成
“严重的威胁”。他还称，在未来战争
中，俄军可能动用数千个类似无人机
装置对付北约无人机。

对美国专家的担忧，俄军事专家
阿列克谢?列昂科夫表示，这款无人机
装置在“军队-2017”展会上曾展示过，
之后进行大幅改进并配备霰弹枪，提
升对无人机的打击能力。除霰弹枪
外，还可配备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
枪。最重要的是，这种无人机可以成
为俄军防空系统对抗北约无人机的组
成部分。

分析认为，当前小型无人机对
各 国 防 空 系 统 构 成 严 峻 挑 战 。 这
款新型无人机装置装备部队后，将
为俄军防空系统提供可靠的帮助，
有 效 对 抗 北 约 的 小 型 无 人 机 。 另
外近年来，俄军方一直对发展各型
无人机兴趣浓厚，各类作战无人机
计划快速发展，带武器的无人机装
置是该类型武器的发展方向，这对
西方无人机来说，无疑将构成严重
威胁。

让伤员搜救“换挡提速”

隆冬时节，皖北某训练场，一场开
辟通道演练正在紧张进行。突然，一阵
爆炸声后，一名战士被“炸”倒地不起，
他立刻通过佩戴的单兵战救训练智能
腕表发出紧急语音呼救。很快，火线抢
救组搜救智能终端和后方保障终端屏
幕上出现红色求救信号，伤员姓名、当
前位置、伤部伤势、自救互救、处置方式
等信息滚动呈现。随后，战救态势系统
图显示，离伤员呼救地点 1公里外的前
线抢救组正快速接近红色求救信号点
……

这是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战场
应用的一幕。据科研团队带头人连平
教授介绍，这款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
具备多种功能，包括单兵标识验证、作
战统一授时、北斗卫星定位、自组网通
信、语音智能呼救、伤员位置标定、人体
脉率监测、战救态势显示、电子罗盘、语

音指令作业、战地心理疏导和一键销毁
等。这些功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
是根据不同战场战救需求设置。比如，
智能腕表可根据战地搜救需要随时切
换多类型电子地图，帮助战地军医对搜
救区域所见情景目标进行分辨判断，迅
速标注定位和上报目标位置。再比如，
智能腕表融合语音智能呼救技术，手部
受伤的士兵无需手动操作，通过语音发
出指令，智能腕表即可自主完成呼救、
定位以及自动语音播报，大大提高战救
保障效率。

2018年某训练基地，一场实兵实装
联勤保障演练正在举行。按导演部指
令，野战医疗队派出两辆装甲救护车前
往3公里外集伤点接应伤员。装甲救护
车出发不久，导演部战救态势系统接收
到由救护组军医佩戴的智能腕表上传
的一系列行动数据，包括两辆装甲车当
前行驶速度、抵达位置等，根据这些数
据，态势系统很快测算出装甲救护车到
达集伤点和返回医疗队的准确用时，比

计划时间提前 4分钟。随后，导演部及
时将救护组行动态势分发集伤点和野
战医疗所，并同步下达伤员护送和接收
准备指令，战场救护速度得到提高。

让综合保障及时精准

战术末端单兵战保信息生成、传输
与共享一直是困扰各国军队战场救援
与保障行动的难题。单兵战救训练智
能腕表不仅使战士生命得到及时救援，
还打通了战地保障信息传输通道，使后
方及时掌握前方物资消耗和战损情况，
确保战场综合保障精准及时。

在某部一次训练中，一名战士提
出：要是我们晕倒了，无法手动呼救怎
么办？一句话让科研团队意识到在腕
表中设置昏迷伤员自动呼救功能的重
要性，从而解决了危重伤员自动呼救上
报的难题。

在一场后勤装备能力训练中，作战
分队向某一高地转移途中，5名战士不

幸“触雷”，身上多处受伤急需加压止血
包扎。此时单兵急救包用尽，卫生员急
救背囊内的止血粉、止血带也已告罄。
无奈之下，医生撕剪衣物，利用布条对
出血肢体进行临时加压止血，但效果并
不好。在训练复盘总结会上，一名战士
提问：“如果今天这一幕发生在真实的
战场上，我们靠什么救命？”简短的提
问，点到的是后方对前线物资消耗情况
实时掌握并提供及时精确保障的现实
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稳定可
靠的信息传输链路。

早期的智能腕表不具备较大数据
量信息交互能力，只有改版升级网系性
能才能满足这一要求。研究团队很快
对其进行技术升级。升级后的智能腕
表实现单兵间、单兵与保障机构间稳健
的组网通信，满足了后方保障机构对前
线人装物资状态的实时感知，有效引导
精确足量保障行动的全面展开，在近几
场演训中，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发挥
了重要作用。

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

穿越沙场的智能“信息眼”
■刘 健 陈凤霞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在战场上，战术末端“最后1公里”是交战最激烈、伤亡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抢救伤员最关键、信息交互最困难的地域。如何提高单兵
战救信息化装备保障能力，确保战士受伤后无论倒在哪里，都能得到精准高效的救援，是横亘在战场救援保障工作面前的一道难题。

2005年，我军启动以单兵呼救腕表为战场伤员呼救信息源头的战时卫勤保障信息系统研制工作。经过多年努力，解放军海军第905
医院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军首款多功能单兵战救训练智能腕表。

美
反
导
系
统

﹃
双
弹
打
单
弹
﹄
引
关
注

■
孙
亚
力

■柳玉鹏

俄反无人机利器——

“会飞的AK步枪”

““沙漠蜘蛛沙漠蜘蛛””：：让让““老炮老炮””披上新战衣披上新战衣
■夏 昊 代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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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兵配搭的单兵配搭的““单兵战救智能腕表单兵战救智能腕表””

新型无人机装置正在射击空中气球新型无人机装置正在射击空中气球

火线救护组使用的火线救护组使用的““腕带式智能腕表腕带式智能腕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