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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积极推进导弹武器

升级换代

近年来，美国作为核导武器拥有大国，在
削减核导武器数量的同时，着力提升质量，欲
以质量优势弥补削减的数量缺口，推进力量规
划，加大投入，积极推进核导武器升级换代和
研发验证。

一是“规划+投入”，彰显核导霸主地位。
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
中，美国明确将“三位一体”核力量列为美军现
代化建设的优先目标，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巨
资进行核力量升级换代和核弹头延寿改进。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强调，需要保持美国核
导力量的领先地位。

有关资料披露，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通过评
估认为，美国仅核力量一项，就将在2017-2046
年期间耗资1.2万亿美元，预计其中 8000 亿美
元用于其核力量运行和改造升级，而实现核
武器的现代化则需 4000 亿美元。美国新一
代战略核力量将在 2030 年前后具备作战能
力，届时将大幅提升美国战略威慑和实战
能力。

另外，为满足战备及实战需要，美军加大
对巡航导弹等常规精确制导武器的研发投入
及采购力度。空军计划投入 170 亿美元用于
新型巡航导弹系统研发，后期还将采购 1000
枚全新巡航导弹。

二是“升级+改造”，榨取现有装备最大作
战效能。美国核力量建设以落实现代化方案
为重点，加速推进陆基、海基以及空基核力量
的现代化升级改造。

美军持续推进“战斧”Block Ⅳ型远程巡

航导弹现代化升级改造和“战斧”Block Ⅴ型
巡航导弹的论证研制工作，力求提升模块化设
计水平和隐身功能，使其任务规划和目标选择
能力更为灵活。同时，美军还积极论证攻击型
核潜艇增加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可能性。

三是“创新+验证”，推进新型装备研发。
为确保 2030 年后的有效战略威慑，美国加速
推进名为“未来陆基战略威慑系统”的下一代
洲际弹道导弹项目进程，以尽快替代现役的
“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预计，此项目将在
2028年前后开始交付并实现部署。美国海军
的下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将于 2031年担负战
备巡逻和值班。美国空军的新一代战略轰炸
机 B-21计划在 2030 至 2040 年实现列装。美
军还积极推进“远程精确火力计划”（LRPF），
开发具有反舰功能的新一代地地战术弹道导
弹。作为美军首款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出现将
助推美军完善反舰导弹体系，实施陆海一体
“跨域作战”。

在高超声速导弹武器方面，美国将“常规
快速全球打击”更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积
极发展飞行速度 5 至 20 马赫的高超声速导
弹，主要落实“战略助推-滑翔导弹”“战术助
推-滑翔导弹”和“高超声速吸气式武器概
念”等项目的验证工作。美国海军组织的
“中程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潜射型高超声速
助推-滑翔导弹）也完成首次技术验证。美
国空军加速研发可以摧毁敌一体化防空系统
的蜂群、自主巡航新型导弹系统，引发外界
高度关注。

四是“演练+实战”，提升整体战备水平。
美国突出检验战略核导力量实战化水平，不定
期组织核作战演习，组织战略轰炸机部队频繁
开展远程打击演练，甚至多次飞临朝鲜半岛。
美军多次实施“三叉戟-2”洲际弹道导弹的发
射验证。去年，美军组织实施了上世纪 90年

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核力量演习“全球闪
电-17”。今年 4月 14日，美国又联合英国和法
国以“化武袭击”为由，向叙利亚境内多个目标
发射了百余枚巡航导弹，取得巨大震慑效果，
验证了导弹武器作战效能。4月底,美国空军
再次试射一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提升导弹武器战

略威慑力

为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
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俄罗斯积极推进“三位一
体”战略核力量和常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
设，升级换代导弹武器装备，频繁组织多型导
弹武器试射验证，并以“战备检查+实战验证”
的复合模式提升核导武器的备战、能战、慑战
水平。

一是擎起强大核盾，确保威慑与实战联动
推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指出，“使战略
核力量能可靠地完成核遏制任务是工作的重
点”。据悉，未来 3年，俄军 17个导弹团将全部
换装“亚尔斯”导弹系统。同时，俄军扎实推进
“萨尔马特”等新型战略核武器验证及部署工
作，以有效应对潜在威胁。海基战略核力量也
将拥有 13艘潜艇（其中 7艘装备新型“圆锤”导
弹系统）。

2018年 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一款世
界首创的射程无限、大范围机动突防、双重杀
伤全球任意目标、搭载核动力装置的巡航导
弹，在国际社会引发极大轰动。与之相应，冷
战时期美国发展超声速低空核动力巡航导弹
的“冥王星计划”搁置已久。未来，美国及其盟
友有可能重启该计划。

二是加速升级换代，有效提升装备作战
效能。俄罗斯加速推进新一代重型洲际弹道
导弹“萨尔马特”试射工作。该导弹全重超过
200吨，射程超过 10000公里，而且可携带多个
分导式核弹头，有望在 2019 年或 2020 年正式
服役。俄罗斯现役轰炸机现代化改造工作有
序展开，通过改造使其能够携带新型空射战
略巡航导弹和常规巡航导弹，具备防区外精
确打击能力，以提升空基核打击水平。俄罗
斯海军升级“北风之神”核潜艇，以齐射“布拉
瓦”洲际潜射弹道导弹的方式全面验证艇弹
结合的有效性。

高超声速武器方面，俄罗斯研发的Yu-71
“战略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可加载常规
弹头或核弹头，飞行速度达 20倍声速，初步计
划在 2020至 2025年具备实战能力。普京宣称
其“将像陨石一样”性能无懈可击。与此同时，
俄罗斯还在同步验证让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

尔马特”携带Yu-71的可能性。
被称为“匕首”的新型高超声速导弹发射

系统已经在俄军小范围服役。“匕首”系统中的
高超声速导弹由军用战机挂载，可对包括航母
在内的海上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由于超射程
且没有弹道飞行轨迹，“匕首”系统被普京誉为
“独一无二”的成就。另外，俄罗斯成功试射世
界上首枚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锆石”，并继
续推进后续验证工作。

三是着眼形势任务，突出战备检查实战检
验。近年，俄罗斯频繁组织大规模核力量演习
和专业训练，继续强化突击性战备检查，多次
试射“亚尔斯”“撒旦”等洲际弹道导弹，全面提
高核力量战备水平和作战能力。俄罗斯空天
军常态化派遣战略轰炸机远赴大西洋、太平洋
和中东等地区组织战略巡航，提升威慑及实战
能力。另外，着眼作战任务，俄罗斯积极构设
空海立体打击模式，多次发射“口径”远程巡航
导弹，收到良好效果。

其他国家：导弹武器发展

各有特色

法国将核导力量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预
计，法国明年将完成对“凯旋”级战略核潜艇的
升级改造任务，使其能够携带新一代M51型潜
射弹道导弹。另外，法国还着手设计新一代弹
道导弹核潜艇，该艇有望在 2035 年之前全面
服役并取代“凯旋”级。

英国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用于打击伊
拉克境内的“IS”目标。在对“前卫”级核潜艇
进行维修升级的同时，英国新一代弹道导弹
核潜艇“继承者”的设计研发也在稳步推进，
计划 2028年左右服役并成为英国核威慑的主
体力量。

印度此前完成“烈火-5”型弹道导弹多次
试射，预计该导弹今年将服役；陆海空基“布
拉莫斯”超声速巡航导弹验证部署工作在紧
张进行之中；潜射弹道导弹“K-4”“K-15”也
在加速研发之中，但由于受技术所限，推进相
对缓慢。

伊朗、巴基斯坦、韩国等国也高度重视导
弹技术开发，加速推进相关试验与验证工作。
伊朗多次组织大规模联合演习并发射导弹，检
验远程精确打击及威慑能力；巴基斯坦研制的
“沙欣”“哈塔夫”等弹道导弹及“哈塔夫-7”“哈
塔夫-8”等巡航导弹多次成功试射；韩国也加
大了近程弹道导弹“玄武-2A”“玄武-2B”部署
规模并提升其打击效能，欲与“玄武-3”巡航导
弹打造所谓的“杀伤链”体系。

作者单位：火箭军工程大学

载着核武器的轰炸机“从天而降”是

什么感受?

核武器引爆又是什么后果？

除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受过美军原

子弹攻击外，北欧国家丹麦 50年前也曾

意外地经历了这样的惊险一幕。

1968年 1月 21日，在美苏争霸的历

史背景下，美军一架 B-52战略轰炸机在

其盟国丹麦上空例行巡逻。由于人为失

误引发火灾，有着“同温层堡垒”之称的

B-52最终坠毁在丹麦格陵兰岛西北角的

一个海湾。

然而，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坠机事件，

因为当时战机上载着 4枚 MK-28型氢

弹！这种核武器的当量相当于投放到日

本广岛那颗原子弹的 100多倍。如果 4

枚氢弹同时发生爆炸，丹麦将承受一场

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所幸，坠机没有

引发核爆炸，但 4枚氢弹却由于破裂产生

泄漏，造成了放射性污染。

关于轰炸机残骸的处理，美国起初

提出将其就地沉入海湾，气愤的丹麦人

拒绝了。他们要求立即展开打捞，并将

全部残骸及受到污染的冰块打包运回美

国。考虑到丹麦格陵兰岛在美苏争霸中

的重要战略意义，美国最终同意了这个

盟国的要求。

经过地毯式搜索，至今仍有一个装

有放射性物质的圆筒没有找到，它永久

地留在了海湾的某个角落。2003年，丹

麦的环境专家重访这个海湾时，依然检

测到了残余的放射性物质。

无独有偶，在 2008年和 2016年，美

军的 B-52战略轰炸机又先后两次发生

过严重的坠机事故。“同温层堡垒”再三

折翼，世界为之侧目。

美军的氢弹掉下来……
■施立军

在纷繁复杂的装备系统中，导弹武器是一个大
门类，按照飞行方式不同，分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
弹两种；按照弹头装药不同，分为核导弹与常规导
弹两种。导弹武器以精度高、速度快、射程远、威
力大等巨大优势，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安全体系中地
位日益突出，作用不断凸显。其中，核导弹作为大
国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小国捍卫主权的重要法
宝，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尤为受到关注。

当前，不管是战略核盾的建设，还是常规导弹

等精打利器的发展，相关国家和地区均加大对各类
各型导弹武器(以下简称核导武器)的投入，积极推进
关键技术开发，加速装备升级换代，推进新型武器
验证，常态实施各类演训，不断提高导弹武器战略
威慑与实战能力。

国之重器，战略核力量威慑与实战联动；精打
毁瘫，常规导弹扩量与创新同行。未来一段时间内,
这种激烈竞争的综合态势仍将继续。本期推出系列
策划“环球兵器新展台”之导弹武器篇，敬请关注。

■高桂清 高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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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武器篇

消失已久的“雌性”坦克即将重返沙场。今年5

月9日举行的俄罗斯胜利日红场阅兵式上，一个不

同寻常的身影将首次亮相——BMPT-72坦克支援

战车。这款拥有坦克底盘的战车，有着“终结者-2”

的霸气绰号，是一款当之无愧的“坦克伴侣”。

说来有趣，坦克竟然也分“公母”！要问为啥，

就不得不提一个“传说”：最先打造出坦克的英国人，

认为坦克也应当划分“雌雄”。如何分法？只要看看

坦克“身体构造”就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

中首次出现在战场上的“马克I”型坦克，就是典型的

“男女有别”。“雄性”坦克装有2门快速炮和4挺机枪，

而“雌性”坦克仅装备了机枪，专门用来杀伤步兵。直

到后来，不按套路出牌的德国人不分“公母”全部为坦

克安装了火炮，“雄性”坦克大显神威，“雌性”坦克从

此便消失在战场上。

不过，“雄性”坦克这些年也有说不尽的烦恼。

坦克本是用来在战场上同敌方装甲力量“硬碰硬”

的武器，但在现代城市巷战中，“陆战之王”们往往

没来得及发挥自身优势，就被敌方单兵反坦克导弹

“点名”报销。究其原因，除了坦克自身移动反击较

慢外，更多的则是来源于设计上的缺陷——过多的

视野限制和射击死角让坦克成了活靶子。

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大摇大摆”进入城区的俄

军坦克，就有相当一部分被敌方从楼上发射出来的

反坦克火箭和导弹击毁。“坦克大决战”时代之后的

“游击巷战”，也就成了俄军永远“难以忘却的痛”。

痛定思痛，俄军最终决定要开启一场“救赎之旅”，

开始构思研制一款坦克专用“助攻”战车。

“雌性”坦克重返沙场
■张瑷敏

第一代“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由于成本过高、火

控系统欠佳等原因并未受到欢迎。2017年，由俄罗斯

乌拉尔车辆厂生产的BMPT-72“终结者-2”战车亮

相叙利亚战场，在实战中验证各种性能。今年3月，俄

军终于迎来首批12辆“终结者-2”战车。“终结者-2”

战车搭配有2组9M120反坦克导弹、2门30毫米口径

机关炮和1挺7.62毫米口径机枪。这些武器搭配上一

体化火控系统，把“终结者-2”的火力打击能力发挥到

了极致。对于那些仅仅装备了轻武器的敌方步兵而

言，遇到“终结者-2”意味着遇到“死亡联合收割机”。

立足于城市巷战，“终结者-2”充分吸取了坦克在防护

问题上的“前车之鉴”，进一步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

细看 T-72坦克和 BMPT-72这对“雌雄双

煞”，还真有许多“夫妻相”——BMPT-72直接借

鉴了T-72坦克的底盘，相当一部分零部件采用

主战坦克标准。城市巷战中，BMPT-72战车与主

战坦克采取2∶1的比例协同作战，能在第一时间攻

击多个不同高度目标，以便能让“陆战之王”腾出更多

精力对付其他更为艰巨的目标。

目前，俄罗斯已经开始新款“终结者”的测试工

作。预计下一代“终结者”将使用“阿玛塔”坦克底

盘，同时配备更为先进的火力打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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