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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德利”改装版

AMPV全称“多用途装甲车辆”，是
近 10年来美陆军最重要的一项装甲车
辆研制计划成果，旨在完全取代 M113
系列装甲车。

M113是西方各国使用最广、装备
时间最长的履带式装甲车，有近50个国
家和地区使用，生产总数超过 7.5万辆，
美陆军先后装备 2.4万余辆。这种于上
世纪 60年代研制生产的装甲车曾在越
南丛林和中东沙漠中作战，有“战场出
租车”之称。不过，M113系列装甲车存
在装甲薄、火力弱等问题，不仅无力对
抗肩扛式火箭弹、地雷和路边炸弹，甚
至大口径机枪也能轻易将其击穿。

上世纪80年代，美陆军开始研制新
一代“布莱德利”步兵战车，以替代M113
系列装甲车。由于“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价格贵且车型少，因此换装数量不足。
此后，美陆军又组建以轮式装甲车为核
心的轻型旅，M113系列装甲车在海外行
动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压缩。轮式装甲车
的公路机动性好，但越野能力不足。在
叙利亚，美军轮式装甲车与俄军战车越
野飙车时甚至发生翻车事故。

2013年 3月，美陆军开始新一代履

带式装甲车 AMPV的研制工作，目的是
打造一种具备多用途、通用性且越野性
能较好的装甲车。在竞标中，BAE系统
公司的履带式装甲车方案击败对手的
轮式装甲车方案获得合同，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美陆军要求运送伤员的装甲
救护车必须采用履带式驱动，避免车辆
在战场上陷入泥泞无法及时回送伤员
的情况发生。另外，BAE系统公司的方
案采用“布莱德利”步兵战车的底盘，拥
有较好的通用性，可大幅降低维修和后
勤压力。

多种车型，重视救治

目前，AMPV系列装甲车有 5种车
型。M1283装甲输送车（基础版）。可
搭载两名车组乘员和 6名机械化步兵，
携带一具担架，执行后勤护送、紧急补
给、伤员疏散和医疗后送任务。M1284
装甲医疗后送车。一般搭载3名可走动
伤员和两名担架伤员，同时配置相应急
救设备和空调，执行伤员从受伤地点医
疗后送至野战医院任务。M1285装甲
救护车。共 4名车组乘员和医疗兵，可
搭载 1名担架重伤员，以及相应专用医
疗设备与空调，充当营医疗站或前线救
护站。M1287自行迫击炮。可搭载两

名车组乘员和两名迫击炮组人员，配备
一套 120毫米迫击炮和 69枚炮弹，为步
兵 提 供 火 力 支 援 。 M1286装 甲 指 挥
车。可搭载两名车组乘员和两名参谋
人员，充当野战指挥所。据悉，美陆军
总计生产2897辆AMPV系列装甲车，其
中两种医疗救护车的生产计划达 1002
辆，体现出美军对战场救治的重视。

AMPV系列装甲车的研制过程体现
出其发展思路，即在现有型号基础上进
行改进设计，避免重起炉灶带来的研制
风险和成本过高等问题。AMPV系列装
甲车的底盘从“布莱德利”步兵战车的6.5
米加长到6.96米，载员舱室空间变大，可
放置单兵武器和装具。该车高度重视防
护能力，底部加装V型装甲套件，以应对
地雷和路边炸弹袭击。乘员和载员使用
弹性缓冲座椅，加上车体加装反应装甲，
车内加装防剥落衬层，整体防御能力和
乘载员生存力得到提升。机动性方面，
该系列装甲车采用“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的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能以60千米/小
时的速度跟上“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的“步伐”。

通用性好，优势不大

随着 AMPV系列装甲车开始量产，

这种战车将全面替换美陆军装备的
M113系列装甲车。

从目前美军编制情况看，一个装甲旅
级战斗队共装备各型装甲车辆469辆，其
中M113系列装甲车137辆。这些M113
系列装甲车被 AMPV系列装甲车代替
后，加上“布莱德利”步兵战车、M3A3骑
兵战车和使用“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底盘
的自行榴弹炮，共有300多辆战车采用相
同底盘，接近该战斗队装甲车总数的
70%。这将使其拥有较统一的机动性和
防护水平，后勤保障和训练也得到简化，
士兵经过简单训练后可驾驭多种战车。
据悉，美军计划补充采购1900多辆，并在
后续生产中引进以色列“战利品”主动防
御系统，进一步提升该系列装甲车在复杂
战场环境下的应对能力。

然而，AMPV系列装甲车毕竟是在
老式“布莱德利”战车底盘上发展而
来。这种底盘已有超过40年历史，与当
前亚洲和欧洲各国研制的装甲车相比，
并不具备多少优势。纵观近年来美陆
军装备发展情况，从未来战斗系统载人
地面车辆计划的取消，到地面战斗车辆
计划发展举步维艰，最后反而是一个老
车改进项目获益最大。这些无不证明
美陆军的地面装备研发能力已经在走
下坡路。

老车改装，优势不大

美新版“战场出租车”下线
■虹 摄

据外媒报道称，以色列研究人员
正研发可准确定位、消灭敌方无人机
操控员的反无人机作战系统。这套系
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记录敌方
在空无人机航迹点，准确预测无人机
的放飞地和操控员位置。为此，研究
人员大量收集无人机起飞后的飞行数
据，监测飞行路径，对该系统进行测
试。实验数据显示，该系统定位、瞄准
无人机操控员的成功率达78%。

在研发中，研究人员先借助航空
信息学、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设
计无人机模拟器，完成反映无人机和
操控员位置关系的神经网络系统。在
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无人机操
控员会基于不同环境做出不同反应，
这为分析、获取其准确位置提供了充
足信息。为此，研究人员使用飞行模
拟器为操控员提供真实的无人机飞行
体验，并记录、收集导致操控员有所反
应的光照、障碍物等，用于判断、识别
其地理位置信息。通过分析所获数
据，可对无人机操控员进行定位。当
目标无人机进入以色列领空时，雷达
先探测到它。随后，实施拦截的己方
无人机通过传感器和计算机视觉系统
瞄准、锁定目标无人机及其操控员位
置。整个过程全部自主运行，无需人
工干预。

研究人员认为，在反无人机作战
中，实时定位无人机操控员至关重
要。这是因为在未来作战中，无人机
操控员将同时操控多架无人机。研究
人员还提出，考虑到环境因素等，该系
统尤其适用于其他防御系统无法发挥
作用的区域，如机场、人口密集区、发
电厂和敏感设施部署地等。据悉，为
尽快取得突破，包括以色列航空航天
工业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已签署合作
协议，在国产“无人机卫兵”反无人机
系统基础上，共同开发这一作战系
统。目前为止，以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已售出 100多套“无人机卫兵”反无人
机系统，用于探测、识别和破坏敌方无
人机行动。

目前，常用的反无人机系统通过
无线电定位无人机操控员位置，同时

使用雷达或其他传感器跟踪、定位目
标无人机。根据无人机与操控员之间
不同的无线电通信方式，有多种方法
可对操控员进行定位，但这些方法存
在问题。首先，可探测到的无人机种
类有限。其次，获取无人机无线电信
号的距离有限。最后，敌方在无人机
设计中使用密码等，难以解析相关无
线电信号，也就无法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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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消息报》报道，陆军版“捕鸟
者”防空系统的研发工作已展开。这一
新型防空系统采用BMP-3履带式步战
车底盘，能够在任何地形条件下为坦克
等陆战装备提供伴随防护，导弹射程比
空降兵版“捕鸟者”防空系统更远。相
关试验、设计和测试工作将于 2022年
底完成。

就目前所知，陆军版“捕鸟者”防
空系统配备全天候光学传感器。有
了它，该防空系统可在不启动雷达的
情 况 下 发 现 目 标 ，避 免 暴 露 己 方 位
置。陆军版“捕鸟者”防空系统将取
代目前部队装备的“箭-10”防空系
统。后者虽也使用这种侦察手段，但

主要区别在于“捕鸟者”防空系统采
用激光制导，导弹更先进，作战能力
更强。“箭-10”防空系统的制导技术
较落后，在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作
战 能 力 受 限 ，导 弹 射 程 也 较 短 。 当
前，俄军“箭-10”防空系统主要配备
摩托化步兵团和坦克团防空营，用于
在战术区域保护部队。对这些部队
进行打击的主要是远程精确武器、直
升机和攻击型无人机。因此，必须使
用新型防空系统保护部队。

过去十多年，俄军一直积极更换
防空装备，目前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
为部队全面换装。空降部队装备的最
先进防空系统是“箭-10M3”防空系

统，导弹射程 5千米，射高 3.5千米，反
应速度较慢，无法对抗高精度武器打
击。由于缺钱，空降兵版“捕鸟者”防
空系统的研制计划一再推迟，最后选
择在“松树”防空系统基础上进行研
发。空降兵版“捕鸟者”防空系统采用
BMD-4M空降突击车底盘，可通过降
落伞进行空降。这一防空系统的最大
特征是采用激光制导，导弹射程 10千
米，射高 5千米，几乎是“箭式”防空系
统的 2倍。配备导弹 12枚，“箭式”防
空系统仅 4枚。俄专家认为，俄军拥
有丰富的防空系统使用经验，“捕鸟
者”防空系统装备部队后将很快形成
战斗力。

俄军迎来新型防空系统
■柳 军

近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基
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SN6星舰原型
机完成继 SN5之后“SN系列”的第二次
150米跳飞测试。整个测试时长不到 1
分钟，SN6星舰原型机的起飞与降落控
制较 SN5更平稳。外界分析，这次跳跃
测试的成功，标志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已基本掌握星舰依靠单台发动机的跳
飞技术，为后续测试奠定基础。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去年展开相
关测试。去年7月26日，该公司进行“跳
跃者”首次不系绳自主跳跃，飞行高度
约20米。一个月后，“跳跃者”完成第二
次不系绳自主跳跃，飞行高度150米，飞
行时长57秒。“跳跃者”作为演示验证样
机，结构布局和制造工艺与“SN系列”星
舰原型机有较大区别。相比之下，SN6
星舰原型机更接近未来使用状态，控制
方案也更复杂。

星舰是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发
的新一代超重型运载火箭“超重-星舰”
的第二级。“超重-星舰”未来将承担该
公司载人登陆火星、月球进行商业旅游
的任务，是一型两级、完全可重复使用
火箭，由芯一级超重火箭和芯二级星舰
飞船组成，直径约9米，高度约124米，质
量约5000吨。其中，芯一级超重火箭为
助推器，高72米，总重约3500吨，推进剂
加注量约3300吨，采用28台“猛禽”发动
机，总推力约7000吨，规模远超“土星五
号”运载火箭。芯二级星舰为可重复使
用有效载荷，高52米，总重约1350吨，推

进剂加注量约 1200吨。“超重-星舰”具
备将 100吨货物运送至近地轨道的能
力，将成为有史以来推力最大的可重复
使用运载火箭。

此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在“猎
鹰”系列火箭上实现对芯一级超重火箭
的可重复使用，目前研发重点集中在星
舰飞船上。作为芯二级，星舰比芯一级
超重火箭的再入速度快，返回后仅需少
量翻修检查即可再次发射，因此对热防
护系统提出极高要求。星舰结构使用
不锈钢材料，并采用主动冷却技术。不

锈钢材料虽具备较高的耐热温度和较
好的高低温性能，但密度较大。因此，
如何满足结构轻质化要求，成为星舰研
发面临的难题之一。从“跳跃者”到“SN
系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断改进工
艺，终于迎来SN5、SN6星舰原型机测试
成功。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将继续试
验，对不锈钢材料特性进行验证。另
外，SN8星舰原型机也基本完成组装，有
望首次装配 3台“猛禽”发动机，挑战 20
千米高空飞行。“超重-星舰”芯一级超
重火箭目前也已开建，计划在未来两个
月内进行低空测试。

随着星舰项目不断取得进展，距离
“超重-星舰”首飞还有多远？目前仍
很难说。尽管 2023年“超重-星舰”的
环月飞行船票已售出，但摆在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面前的困难仍不少。首
先，芯一级超重火箭的建造工作刚起
步，底部 28台发动机对火箭设计、测试
等工作提出极大挑战。历史上只有苏
联 N-1运载火箭采用 30台发动机，但
4次发射均告失利。其次，要想实现

“超重-星舰”任务模式，必须进一步提
高结构效率，特别是星舰部分。然而，
由于对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的经验缺
乏，使相关测试挑战性极大。再次，目
前世界上除航天飞机外，没有从轨道
返回并重复使用的飞行器，星舰模式
虽与航天飞机有所区别，但难度依然
存在，未来能否实现低成本、快速重复
使用，尚需拭目以待。

SN6星舰原型机跳飞测试成功

“超重-星舰”距离首飞有多远
■少 谋

俄陆军将迎来“捕鸟者”
激光制导防空导弹系统，用来
保护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
和“库尔干人”步战车免遭无
人机、精确制导炸弹袭击。这
一防空导弹系统目前计划列
装俄空降兵。为满足陆军需
要，俄军决定对其进行改造，
推出陆军版“捕鸟者”防空系
统，计划于两年后投入测试。

据外媒报道，近日，BAE
系统公司位于美宾夕法尼亚
州的约克兵工厂完成第一辆
量产型 AMPV履带式装甲输
送车的组装生产工作，于9月2
日交付美陆军，拉开“战场出
租 车 ”换 装 序 幕 。 按 计 划 ，
AMPV系列装甲车将全面替
换美陆军目前使用的M113系
列装甲车，承担战场指挥、火
力支援、后勤保障和卫勤支撑
等多种任务，与“艾布拉姆斯”
主战坦克和“布莱德利”步兵
战车一起，成为美陆军重装地
面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空降兵装备的俄空降兵装备的““箭箭--1010MM33””防空系统防空系统

SNSN66星舰原型机星舰原型机

测试中的测试中的AMPVAMPV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履带式装甲输送车

以色列反无人机作战系统瞄准目标以色列反无人机作战系统瞄准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