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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核动力轰炸机

“十字军”的末路

核动力轰炸机，是以核动力发动机
为主要动力的一种战略轰炸机。几乎
在原子弹研究成功的同时，美国就开始
探讨核动力轰炸机的开发了。此后，经
过几年预研准备，美国于 1951 年底在
B-36战略轰炸机基础上，提出了 NB-
36H核动力轰炸机的研究计划。

NB-36H 轰炸机，绰号“十字军”，
采用 4台核动力的螺旋桨发动机，同时
配备了 4台常规动力化学燃油的涡喷发
动机。后者主要用于飞机的起飞和降
落，或者在核动力发动机空中工作异常
时备用。

理论上讲，核动力发动机可以“永
不停歇”地工作。在它的保驾护航下，
只要机组乘员生理承受能力允许，NB-
36H轰炸机几乎能够在空中无限飞行，
并抵达世界的任何角落。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虽然美国研究人员经过多次试验和试
飞，证实NB-36H轰炸机的核反应堆能
持续提供飞机飞行的动力，但毕竟在那
个时代，技术和材料的水平都非常有
限，人们还是很难解决核动力系统的可
靠性、安全性和小型化等问题。加之，
美国民众普遍担心，这种核动力飞行器
一旦发生事故坠机或遭敌方击落后，飞
机解体带来的核泄漏和放射性碎片无
疑将是一场噩梦。

正是处于技术和政治的双重考虑，
研究了十几年并耗费了纳税人近 5亿美
元后，“十字军”还是在上世纪 60年代末
期走到了尽头。

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核动力轰炸机
的开发方面力度更大。冷战时期，为与
美国决一高下，苏联从 1955年正式决定
研制核动力轰炸机，而后全面铺开，深入
推进。同一时期，苏联多个部门都提出
并试验了多种构型的核动力发动机方
案，还研制出了几种核动力载机平台。
比较著名的就是以图-95M战略轰炸机
为基础的图-95LAL核动力轰炸机。该
型样机造得有模有样，其动力系统组成
与美国NB-36H轰炸机类似，也是以核
动力的螺旋桨发动机为主，同时配合化
学燃料的常规动力涡喷发动机。与美
国相比，苏联的核动力轰炸机在设计上
整体性能更好一些，还能超声速飞行。

然而，与美国研制过程中碰到的问
题大同小异，苏联的图-95LAL 轰炸机
同样未能修成正果。上世纪 70年代初，
该项目被搁置；到了 80年代，已完成的
样机也被拆除。

核动力卫星

“神话”的破灭

核动力卫星，是用核反应堆发电并
提供动力的一种卫星。如今，卫星等航
天器上所用的放射性同位素电源，虽然

也能长期供电，但因为功率太小，通常
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核动力电源。

在卫星成功上天的初期，为卫星供
电的主要是化学电源和太阳能电源。
这些能源基本都有难以克服的体积和
重量等问题，因而无法为卫星长期提供
电能，特别是不能输出大的功率。如此
一来，美苏两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
了核动力电源装置上。

上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美苏两
国先后为卫星开发了以热离子发射型
核动力电源为代表的多种核动力电源，
还各自发射了多达 30 余颗核动力卫
星。特别是苏联，其核动力卫星的研制
工作比美国走得更远，采用的技术也更
先进。

1961年 3月，为对抗美国强大的航
母编队，苏联着手研制“宇宙”系列核动
力侦察卫星，并以此为基础推进“神话”
海洋卫星监视系统。从 1970年 10月开
始，苏联连续发射了多颗“宇宙”系列卫
星，并于 1973年基本构建了“神话”海洋
卫星监视系统。该系统通过多颗“宇
宙”卫星组网，能有效锁定美国航母并
引导反舰导弹实施攻击。

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和材料，“宇
宙”系列卫星并未像苏联先前声称的
那样能够“永不停歇”地实施侦察监视
行动，而是在几年内就出现故障、失联
甚至坠毁于大气层内。1977 年，“宇
宙-954”卫星在运行短短 1个多月后坠
落在加拿大境内，造成一定范围和程
度的放射性污染。对此，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阵营乘机大肆炒作，试图逼迫
苏联放弃核动力卫星的发射，减轻对
美国航母的威胁和压力。

实际上，为避免核动力卫星坠入地
球带来难以控制的放射性污染，苏联给
卫星上的核反应堆安装了小型助推火
箭。一旦卫星接收到地面发出的指令
后，助推火箭就会把核反应堆从卫星上
分离出来，并送往高度约两千公里的卫
星“坟场”轨道，在那里为其“养老送
终”。理论上说，核反应堆从“坟场”轨
道再落回地面，大约需要 400年时间，届
时其放射性物质应该衰变得所剩无几
了。不幸的是，在那次灾害性事故中，
地面操纵失灵了，卫星并未把核反应堆
推升上“坟场”轨道。

当时的核动力卫星，在可靠性和安
全性技术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其工作寿
命也远不如预期的那样能“运行百
年”。为保证“神话”系统有效工作，苏
联必须不停地发射“宇宙”系列卫星，来
维持足够数量的卫星。这样一来，“神
话”系统效费比非常低，经济代价难以
承受。

1988 年，在最后一颗“宇宙-1932”
卫星发射升空后，苏联不得不暂停了核
动力卫星的发展。此后，该系统又维持
了几年，“神话”最终还是破灭了。

核动力巡航导弹

“冥王星”的阴魂

核动力巡航导弹，是以核动力发
动机为动力并使用核弹头的巡航导

弹。早在 1957 年 1 月，为对抗苏联日
益强大的导弹威胁，美国就开启了
“超声速低空导弹计划”，目标是研制
出“冥王星”核动力巡航导弹。所
以，俄罗斯的“海燕”，可以说是一种
“老概念”的新武器。

“冥王星”导弹的动力，主要来自
当时技术比较超前的核动力冲压火箭
发动机。理论上讲，由于核动力发动
机能“不辞辛劳”地长时间工作，因
此“冥王星”导弹可以长期在空中飞
行，几乎有无限的射程。

射程接近两万公里的“冥王星”
导弹非常恐怖：体格像火车头一样，
弹体长近 16.5 米，重量估计有 15 吨，
翼展可达 3米，速度大于 3马赫。位于
导弹中部的弹仓，可携带 12至 16枚核
弹头。当它低空突防进入敌国空域，
并高速飞越事先锁定的多个城市时，
将逐一释放核弹头，为这些城市带来
灭顶之灾。退一步说，即使突防失败
被敌方防空火力拦截，其核动力发动
机和核弹头低空解体后，将散发出大
量的高放射性尘埃或物质，也会给敌
方领土带来十分严重的危害。

经过 7年多研究，“冥王星”导弹
的某些主要技术都获得了较大进展，
尤其是核动力发动机。然而，“冥王
星”并未飞到太阳系的边缘，而是在
1964 年 7 月“寿终正寝”了。美军为
什么要这样做？

一是“冥王星”损人不利己，“杀
敌一千自损八百”，民众难以接受。
“冥王星”发射后低空飞行时，不断喷
出的尾焰有很强的放射性污染，且大
于 3 马赫的速度还会发出高达 150 分
贝、足以震破耳膜的噪声。这些对美
国自身和飞行途中的盟国或友好国家
都会造成相当大的有害影响。

二是美军已经有了“新欢”。当
时，美国已经研制出了第一代远程弹
道导弹，它们不但能完成与“冥王
星”相似的任务，而且过程要简单得
多、效费比要高得多、自身的安全性
也要大得多。

那么，在新时代利用新材料和改
进技术，能不能制造出一种新的核动
力巡航导弹呢？俄罗斯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

据悉，“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性
能很诱人，航程至少为 25000公里。这
是什么概念呢？这比射程最远的洲际
弹道导弹还要远 10000公里。在俄罗斯
公布的动画视频中，从莫斯科附近发
射后,“海燕”以超快的速度实施复杂
的大范围机动飞行，绕过美方的多个
防空拦截区域，到达并攻击夏威夷地
区的目标。

对此，美国着实有很多疑问。来
自俄罗斯的“海燕”能不能克服过去
核动力巡航导弹那些主要问题？可靠
性如何？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飞行时释
放的放射性污染，那么即使有着无限
的射程、超快的攻击速度和超常的机
动能力，“海燕”的实战意义也要打个
大问号！
“海燕”将要去何处？
主管武器装备的俄罗斯国防部高

官坦言，俄罗斯无论如何不想也不愿
使用“海燕”追踪目标。

那些年，人们头顶飞过的核动力武器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 王 群

今年 6月末，在俄罗斯军事学院毕业生招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
京提到了几种领先于他国的全新“杀手锏”武器。其中，一款名为“海
燕”的核动力巡航导弹尤为引人注目。

据俄罗斯媒体披露，这款导弹在空中飞行时，以核动力发动机为
动力，速度超快、射程无限、机动无边，能沿任意路径飞行，穿透现有
的任何反导系统，对全球任何地点的任何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

这款武器真有如此强大的性能吗？难道以前人们就没有想到过
开发这类武器吗？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核技术至上”的美苏冷战年
代，人们就动了这个念头，研究过采用核动力的空中及空间武器装

备。美苏两国当时希望，在人们头顶上飞过的这些核动力武器装备
能“不知疲倦”地进行飞行和机动。只不过，由于相关技术太过超前，
有些问题当时难以解决，到最后都无疾而终。

直到这一次，俄罗斯的核科学家们让“童话”变成了现实。今年 3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布了这款秘密研制的“末日武器”。此前，俄罗
斯国防部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新型武器命名征集活动中，有近 75万
张网络选票投给了如黑色闪电般高傲飞翔的“海燕”。于是，化身为
“暴风雨预言者”的“海燕”，成为俄罗斯武器库中又一个极富诗意的
名字。

有这样一段视频流传颇广——

一架无人机不小心撞上了低空飞行的

直升机尾翼，直升机失控旋转、不停下

坠，重重砸向地面。

无人机和飞机之间屡次“擦枪走

火”，天空似乎变得越来越“拥挤”，毕

竟飞行须谨慎。全球首例客机与无人

机正面相撞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次，莫桑比克一家航空公司旗

下的波音737客机在接近目的地机场

时，从机头部位传出撞击声。波音737

客机虽然平安降落，但通过检查发现，

机首的鼻锥出现了严重的裂痕，还插

着一些类似无人机飞行器的零部件。

机长深吸了一口气：如果当时无人机

被吸入飞机发动机，后果难以想象。

类似的险情不是个例。英国一架救

援直升机在返回基地的途中，经过伦敦

北部一家餐厅上方时，机上人员惊恐地

发现，竟然有一架无人机与直升机同一

高度，距离他们不到30米！也就是说，不

到半秒，他们就可能发生相撞坠机惨剧。

这架遭遇险情的直升机大有来

头。它是英国威廉王子平时执行任务

驾驶的直升机。从空军退役后，王子在

一家慈善救护机构担任直升机飞行员。

由此看来，无论是大飞机、小飞

机、无人机，到了天上都得遵守空中

交规，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出事故。

空中交规须遵守
■符马林

兵器沙龙

世人眼中，狙击手都是神通广大、一

击毙命的孤胆英雄。可英雄的背后也少

不了一群帮手！狙击手不仅需要观察手

来协同行动，更需要一整套精准可靠的

装备。除了狙击枪械外，一名现代狙击

手要带的装备器材繁多又特别，同时他

的穿戴也很有讲究。这些枪械以外的辅

助装备，虽不抢眼，却同样不可或缺。

“百宝囊”里有“黑科技”

有人认为只要看得远、看得清，配上

过硬的动作就能打得准。殊不知，要想

一击毙命，不仅要“找得到”“看得清”，更

要“测得精”“算得准”。这时，狙击手就

离不开“百宝囊”中的“黑科技”。

要想“找得到”，就少不了一个放大

倍率适宜（一般在7倍左右）、视场范围

较大、便于携带的望远镜，以便进行大范

围搜索。要想“看得清”，则需要放大倍

率达25倍-40倍左右的大倍率观测镜，

以便准确判明目标和观察弹着点。要想

“测得精”，不仅需要使用便携式的多功

能激光测距仪来准确测定距离和俯仰

角，还需要借助测风仪来精密测定风向

风速，有时甚至还要温度计和气压表来

测定温度和气压。要想“算得准”，则既

要求射手和观察手能够根据射击诸元参

数进行精密计算，同时要参照经过长期

经验总结和射表积累而预先制作的“射

程卡”，以便因地制宜。

“头等大事”不能含糊

一般来说，狙击手很少佩戴头盔，这

是由狙击手的行动特点所决定的。普通

的头盔虽可以提供较高的防护，但却不

适合狙击手隐蔽作战的需求。首先，其

外形规整，面积较大，容易造成反光，便

于对手识别，与狙击手对隐蔽的苛刻要

求背道而驰；此外，头盔的设计目的是防

护头部，不可避免会对射手的观察范围

和声音敏感性造成影响，影响狙击手“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最后，头盔的重量不

轻，容易造成身体不适，不适宜狙击手长

期潜伏需要。

那么狙击手到底该戴什么来解决

这个“头等大事”呢？通常来说，这要根

据环境和温度来决定。对于在温带和

热带地区行动的狙击手，一顶圆边的奔

尼帽绝对是不二选择。奔尼帽既有较

大的遮阳面积，又可为颈部提供一定的

上层遮蔽和防护。而那些在寒冷条件

下执行任务的狙击手，则通常会选择一

顶包裹性能良好的抓绒帽。因为对于

在野外潜伏动辄数小时、长则数日之久

的狙击手而言，头部是身体最容易散失

体温的部位。

谁让这个“杀手”不太冷

对那些需要在野外潜伏数日的狙击

手来说，如果不能维持身体的核心体温，

自身存活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谈什么打

得准。根据尖端放热的原理，手足等四

肢末梢部位是人体较容易失温的部位。

以往，狙击手们要么手握怀炉，要么靠自

身活动取暖，都是为了确保操作手的敏

捷和准确。但是，这些措施不仅需要额

外携带较重的装具，而且温度的调控也

不够准确。

如 今 ，狙 击 手 们 有 了 更 好 的 选

择——“化学暖宝宝”。这算得上军民

融合的产物。外形如同普通膏药、原本

用于理疗的“化学暖宝宝”又称“热力

贴”，在使用时可以将化学能迅速转变为

热能。有的“暖宝宝”甚至可维持50℃

左右的温度长达8-18个小时。有了它

的助力，狙击手可以一扫寒冷带来的苦

恼，确保手指等精密操作部位的敏感度。

（作者单位：解放军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狙击手辅助装备趣谈
■李昊野

兵器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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