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6月11日 星期二 科 技责任编辑 /王 蕊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图文兵戈图文兵戈

Tel：010-66720063 E-mail：xiangyuanfang7570965@163.com

在俄美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近
日，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克里
沃卢奇科宣布，俄罗斯已经完成第二代

“末日飞机”伊尔-80和伊尔-82的现代
化升级工作，将很快交付俄空天军，另
外，俄罗斯还计划将伊尔-96-400飞机
打造成第三代“末日飞机”，配备现代化
作战指挥系统。

“俄军最可怕的武器
装备之一”

“末日飞机”又名“空中指挥所”，目
前全世界只有美俄装备，主要用途是在
核战争爆发后，作为军队高级指挥员的
指挥所。“末日飞机”最早出现在美国，
美国人认为，核战争一旦打响，只有在
空中飞行的飞机才能存活下来。俄罗
斯将“末日飞机”称为“飞行的总参谋
部”，机上不配备任何攻击性武器，却被
认 为 是“ 俄 军 最 可 怕 的 武 器 装 备 之
一”。“末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在地面
设施被摧毁后，搭载俄国家和军队领导
人，并通过它实现对部队的有效指挥。
俄军认为，“末日飞机”必须具备两大优
点：一是有较好的生存能力；二是隐蔽
性好，难以被发现和摧毁。为此，除经
常更换部署地点外，“末日飞机”的外表
与民航客机区别不大。目前，俄空天军
共装备 4架“末日飞机”，全部部署在奇
卡洛夫斯基空军基地，隶属俄空天军第
3独立航空大队。一旦爆发核战争，俄
军高级指挥员可从飞机上指挥所有武
装力量，包括战略导弹部队、核潜艇部
队、战略轰炸机部队等对敌实施核报
复。

冷战产物

冷战时期，大规模核战争的阴影挥
之不去。为确保地面和地下指挥机构在
遭到核打击后，国家领导人仍能有效掌
控全局，苏美开始考虑建立“空中指挥
所”，以大中型飞机为载体，内部装备完
善可靠的通信设备，指挥军队对敌人实
施核作战。为此，苏美两国开始竞相研
发“末日飞机”。

俄罗斯伊尔-80以伊尔-86客机作
为研发平台，于 1985年夏季试飞，1987
年交付军方使用。由于一直处于保密
状态，直到 1992年，西方观察家才首次
证实该飞机的存在。伊尔-80飞机长

59.5米、翼展 48米、最大航程 4600公
里、实际升限 1.1万米、最大起飞重量
20.8吨。2010年 5月 9日，在庆祝卫国
战争胜利 65周年盛大阅兵式上，俄罗
斯首次对外正式公开该机。伊尔-80
飞机上装有完善的指挥、控制、通信和
情报系统设备，可进行高保密通信联
络，同时具备极高的抗干扰能力，机背
上 1.5米宽的巨型卫星天线罩是该机
的主要标志。机载设备中包括一个卫
星通信站和一个为电子系统供电的发
电机。机上安装有超长波天线、中继
通信天线、超短波天线以及与战略导弹
部队和潜艇部队的通信天线。在舱门
的侧门上，各有两个巨大的雷达天线。

除对伊尔-80和伊尔-82飞机进行
现代化升级外，俄罗斯还计划以伊尔-
96-400飞机作为新平台，打造第三代

“空中指挥所”。目前，俄国防部已采购
两架该型飞机。伊尔-96-400飞机巡航
时速 870公里，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
况下，可飞行 1.2万公里，起飞重量 25
吨，机上可搭载更多设备。俄军事专家

认为，如果以该机作为平台，未来俄罗斯
“末日飞机”性能将与美国 E-4B“末日
飞机”不相上下。

E-4B飞机是由波音 747飞机改装
而来，于上世纪80年代投入使用。该机
在不加油情况下可持续飞行12小时，飞
行时速965公里，如果进行空中加油，可
持续飞行数天，甚至一周。目前美国共
拥有 4架该型飞机，其中一架始终处于
警备状态，可在 5分钟内升空。该机配
备60多个卫星天线，保证与部署在全球
各地的美军飞机、军舰、潜艇保持通信
联络。E-4B飞机上可搭载112人，设有
床、浴室、厨房、会议室和国防部高管办
公室等，升级版 E-4B飞机单价约 2.32
亿美元。

“防御和遏制武器”

俄军事专家指出，“末日飞机”伊
尔-80和伊尔-82是为俄武装部队最
高指挥部设计的，在发生对俄军事侵
略时，从空中指挥各军兵种对敌人实

施回击。一旦俄罗斯遭到核打击，将
指挥俄核力量对敌人实施核报复。从
这一点上说，俄“末日飞机”不是进攻
性武器，而是防御和遏制性武器。此
次现代化升级后，机上将安装更先进
的无线电设备，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
力。另外，新系统通过卫星信号保障
通信稳定性，确保“空中指挥所”的命
令在规定时限内能清楚下达到各军兵
种，没有任何失误。

当前，俄罗斯加紧完善核力量指
挥系统，升级武器系统和指挥体系，保
证俄军对对手的核报复能力。俄军事
专家对此解释称，如果侵略者意识到
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能够对其
实施有效核报复，就不会轻举妄动，从
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罗
斯军事专家夫拉季斯拉夫舒雷金称：

“军队做好战争准备取决于许多因素，
从士兵的个人军事素质到整个军队的
相互协调和通信系统的有效保障。在
这一链条中，作为‘空中指挥所’的飞
机作用特殊。”

俄升级“末日飞机”引关注
■柳 军

以色列国防军预计年内为士兵配齐这款以色列国防军预计年内为士兵配齐这款““智能腕表智能腕表””

近几年来，反无人机成为热门技
术，“杀手无人机”、定向能武器甚至是
用猛禽抓捕，各类手段层出不穷。相比
这些常规操作，加拿大一家公司推出的

“无人机子弹”（下图）有点与众不同。
“无人机子弹”，也可称“子弹无

人机”，本质上是一枚微型导弹和四
轴飞行器混合体，起飞重量 910克，射
程 4公里。锁定目标后，它能迅速升
空并向目标飞去，速度最高可达 350
公里/小时。与普通导弹不同，这款
装置没有搭载战斗部，而采用实心弹
体，通过猛烈撞击的方式将目标无人
机撞坏。

相较于主流反无人机方案，“无人
机子弹”既不需要一整套防空系统配
合使用，又不需要训练有素的无人机
操作员，同时也不会耗费大量能源，使
用门槛和成本大大降低。操作员在识
别目标无人机后发射“无人机子弹”，
后者在空中自主完成攻击行动。

飞行中，“无人机子弹”可以自动
跟踪目标，规划飞行路径，甚至根据目
标灵活选择不同攻击方向。例如，锁
定目标是一架小型无人机时，它会选
择从对方最薄弱的下方撞击；如果是
大型目标，则迅速进行调整，从目标上
方实施攻击。不仅如此，“无人机子
弹”还会把撞击点选在目标的 GPS模
块或螺旋桨等致命部位。由于依靠撞
击而不是爆炸摧毁目标，“无人机子
弹”通常不会与目标“同归于尽”。如
果一轮攻击后依然“健在”，它还能够
重新校准并追踪下一个目标或返回地
面。

据介绍，“无人机子弹”不仅能单打
独斗，还可以与防空雷达连接使用，进
一步提升作战效能。

“无人机子弹”
■田 磊 夏 昊

在最近的垂直飞行协会75周年会
议上，波音公司推出一款复合推进版本
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模型，即 AH-
64E Block2复合式推进直升机（又称

“超级阿帕奇”）。外界分析，该型直升
机的问世，意味着未来美军对外军事干
预或再添“凶器”。

速度与机动力相结合

众 所 周 知 ，传 统 直 升 机 机 动 灵
活，适用范围广，固定翼飞机速度快，
复 合 式 推 进 直 升 机 则 融 合 二 者 优
点。它将直升机和固定翼结合起来，
在常规直升机的基础上加装辅助升
力系统和辅助推力系统，复合式推进

直升机在垂直起降、悬停和低速飞行
时类似直升机，在中高速前飞、爬升
状态下类似固定翼飞机。另外，相比
传统直升机，复合式推进直升机的航
速和航程大大增加，机动性能也更胜
一筹。而与倾转旋翼机相比，复合式
推进直升机悬停时的桨盘载荷更小，
意味着制造成本更低。所以，虽然复
合式推进直升机存在诸多缺点，如全
系统重量大、悬停效率低等，但不妨
碍它成为未来高速直升机的主流发
展方向之一。

对复合推进技术的探索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对复合式

推进直升机技术进行探索。当时，美国
洛-马公司提出AH-56A“夏延人”直升
机方案。该设计介于直升机与旋翼机
之间，起飞时以直升机模式起飞，高速
时切断旋翼动力进入自转状态。在当
时看来，这一设计大胆前卫，不过由于
试飞中出现几次坠机，该项目最终下
马。上世纪 90年代，美军方又研制出

“速度鹰”，不仅提高速度，还将航程提
高3倍，与F-18战斗机相当，搜索救援
性能突出。

2014年 5月，西科斯基公司的 S-
97“侵袭者”高速直升机进行首飞。
该机使用高速推进系统，两套同轴旋
翼与尾部螺旋桨系统协同工作，动力
得到很好保证。2019年 3月 21日，西

科斯基与波音联手推出的 SB1“挑衅
者”高速型复合式直升机完成首飞。
该机被称为“放大版”的 S-97“侵袭
者”，继承前者的高速旋翼技术，速度
达到 260节。

出现时间“凑巧”

分析认为，波音推出复合推进版“阿
帕奇”看似偶然，实则大有用意。

当前，美陆军正推进采购一款未
来远程突击飞行器以取代“黑鹰”直升
机，SB1“挑衅者”是该项目的主要竞争
者之一，有可能成为“黑鹰”直升机的

“接班人”。巧合的是，S-97“侵袭者”
原先是为美陆军的新式侦察直升机项
目设计的，也就是担任“基奥瓦”侦察直
升机“接班人”。后来由于美陆军一度
认为安装毫米波的AH-64“阿帕奇”足
以担负未来战场所有侦察任务而取消
该项目，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S-
97依然有“翻盘”机会，重回“接班人”
角色。

另外，在美军的直升机使用惯例
中，一个标准的“空中突击队”由三部分
组成：侦察、打击、运输。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这三部分分别由“基奥瓦”“阿帕
奇”“黑鹰”或者“支奴干”等直升机担
任。未来，如果负责运输和侦察的“黑
鹰”直升机和“基奥瓦”直升机都明确

“高速版”继任者，“阿帕奇”作为火力打
击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绝不允许
其速度成为“短板”，因此推出复合推进
版“阿帕奇”欲取而代之。

从照片来看，复合推进版“阿帕
奇”设置更长更宽的水平翼，挂架增至
6个，具备更强的载弹量和打击能力
（传统“阿帕奇”只有 4个挂架）。通过
加装水平固定翼，复合推进版“阿帕
奇”比传统“阿帕奇”航程增加 50%，航
速增加 50%，燃油效率增加 24%，还有
不少零部件可以通用，大大简化了维
护和后勤工作成本。由此不难看出，
美军欲将复合式推进“阿帕奇”打造为
未来空中突击阵容的一份子，与其他
复合式推进直升机组成新“高速铁三
角”，在未来对外军事干预行动中充当

“急先锋”。

““超级阿帕奇超级阿帕奇””来袭来袭？？
美对外军事干预或再添“凶器”

■兰顺正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过去几周，以
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朱迪亚和撒
马利亚地区的驻军中启动“智能桥”项
目，为那里的士兵配发新式单兵预警
装备——智能腕表。

以色列军方声称，今年以来，约旦
河西岸袭击事件持续不断。以色列军
方几乎每晚都要展开突击搜查，抓捕
涉嫌对以色列实施暴力活动的人员，
约有 1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因此被抓，
但此举无益于根除以色列士兵面临的
威胁。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称，情报
机构能发现、阻止大多数有组织、有
预谋的袭击活动，但“独狼”式袭击
很难被提前发现。这些行动没有计
划，情报机构很难进行预判，直到事
发前一刻才能获知可能发生的袭击
活动。

为保证士兵安全，以色列国防部
启动“数字化地区旅”，其中关键组成
部分是“智能桥”项目。该项目旨在为
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配发单兵智能可穿
戴设备，帮助他们实时了解战场态势
和周围环境，在此基础上迅速做出最
有利的战术判断。

据介绍，智能腕表是以国防军士
兵配备的首款智能可穿戴设备。该
腕表通过加密数据链与作战室的主
情报系统相连，后者可将雷达、摄像
机及其他战场探测设备获得的多源
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将结果传递给
腕表佩戴者。

“如果情报系统发现战场上出
现可能威胁到士兵安全的苗头，会
通过加密频道将信息实时传递到他
们佩戴的智能腕表上。”以色列媒体
援引国防部发言人的话称，“现场执
行任务的士兵会在第一时间获得袭
击嫌疑人在附近活动的预警，及时
进行防备。”

报道称，如果此类袭击情报通过
常规渠道传达给现场士兵，要经过情
报官员、指挥中心、部队指挥人员等
多个中间环节，很可能造成延误。以
智能腕表为核心的情报传递系统则
将士兵与情报源直接连接起来，提醒

后者注意正在逼近的威胁以减少遇
袭可能。

为更好地发挥智能腕表的功能，
以军还拟定了一套训练课程，旨在增
强士兵应对突袭的能力。

长期以来，以色列军方高度重视
高科技设备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这些
设备不仅通过遍布全国的各种传感
器获得信息，供总部和指挥官使用，
还 可 以 将 相 关 信 息 直 接 分 享 给 战
场上的士兵，由此引发作战方式的
革命性变化，使其在战场上获得更多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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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俄罗斯““末日飞机末日飞机””伊尔伊尔--8080

复合推进版复合推进版““阿帕奇阿帕奇””直升机的风洞模型直升机的风洞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