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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广角

特别关注
对很多人来说，航空母舰的建造、战略导弹的研制和

先进战机的研发格外神秘。不过，如果站在总设计师的
角度，面对武器装备项目甚至是大国重器的研发，他们的
总体思路往往极其清晰——那就是，武器要更高、更快、
更强、更准、更稳和更全。

千变万变，武器系统的性能指标总要求短期内不会大

变。事实上，正是由于研发团队将这些性能指标总要求贯
穿研发全程，才最终造就了武器装备与时俱进的优势。

本期，我们邀请“小火箭”联合会创始人邢强博士和
大家一起聊聊先进兵器“优势”的形成源头，深入了解先
进武器系统研发中涉及的空间、时间、节点、信息和体系
这五项主要指标的内涵。

兵器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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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击下，动于九天之上

空间优势

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言：“激水之
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自古以来，获取
空间层面的优势就是军事家梦寐以求
的事情。

公元前 54年一个飘雪的冬日，以英
勇善战闻名于世的罗马军团遭遇了一
场惨败。七千多名罗马士兵被诱骗到
一个深谷中，然后被站在山谷两侧高地
上的敌人用滚木和礌石砸得全军覆
没。由此，军事家们再次意识到，获取
空间上的优势是何等重要。

曾经在苏联领空耀武扬威多年的
美军U-2侦察机，也深谙占据空间优势
之道。由于采用多项当时极其先进的
技术，U-2的升限达到 27430米，飞行员
在座舱内需要穿上类似宇航服的专用
飞行服。当时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升
限是 17500米。苏联派出执行拦截任务
的米格-19爬到实在爬不动的高度时，
与U-2还有将近 10000米的高度差，根
本无法实施打击。
“防区外精确打击”等概念和说法

由此催生。此后，在武器装备的研发
上，人们也更加注重获取“空间优势”。
这种以占据空间优势为目标的设计要
求，可以归纳为两个字：更高。

电光石火，令对手望尘莫及

时间优势

然而，空间上的优势很难长时间维

持。苏联萨姆-2 地空导弹的出现使
U-2的空间优势不复存在。即使是两
万多米的高空，萨姆-2也能将其变成追
杀U-2的屠场。战场开始呼唤新的武
器装备设计理念。

1966 年，美军 SR-71“黑鸟”高
空高速侦察机服役。这种飞行器能够
以 3.315马赫的速度飞行，令大多数同
时代的地空导弹望尘莫及。在飞行器
领域，时间优势的指标日渐明朗。具
体地讲，时间优势就是既能快速抵
达战场，也能高速脱离危险区，还能
在同一时间周期内集中更高密度的兵
力和火力进行侦察或攻击。

受时间优势理念的影响，喷气式战
斗机的发展开始加速。以 F-104 和米
格-21为代表的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揭
开了“高速飞行+空空导弹”的空战模
式帷幕。它们的最大飞行速度通常都
能超过2马赫。

马克沁机枪的设计，同样体现了设
计师对时间优势的追求。1883年 6月，
马克沁爵士发明了一种能够利用后坐
力来帮助子弹自动上膛的枪械。这种
子弹射速高达每分钟 600发的枪械对战
争形态影响深远。

人类对时间层面优势的追求，可以
总结为两个字：更快。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节点优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矛”与“盾”的性
能都在水涨船高。在实际的作战行动
中，先进的武器装备能够以单一节点影
响局部战场的态势。在双方对抗进入

白热化阶段后，对某一关键节点的突破
就可能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一
理论，为武器装备研发工作提供了新的
参照系。

坦克的诞生就源自这一理念。早
期的坦克，行动速度缓慢，在空间层面
和时间层面上都没有显著优势。但是，
它们“皮糙肉厚”，令对方机枪难以发挥
杀伤效能。行动迟缓的坦克改变了战
争形态，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
的僵局。

这种注重节点优势的理念，在美军
A-10攻击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A-10
的大部分系统都至少做到了双备份，飞
行控制系统更是三重冗余。这意味着，
即使战火中损毁 A-10任意两套系统，
对飞行均不构成致命影响。正因为拥
有这样的优势，由地面防空炮火和地空
导弹“抹平”的空间高度优势被再次追
回。配合强大的武器系统，坚固的A-10
攻击机虽然没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飞行
高度和飞行速度，却同样成为一款改变
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

这种提升单一节点作战能力和生
存能力的性能指标要求，可以简单归纳
为：更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信息优势

与空间、时间和节点这些层面上
的传统性能指标相比，信息优势的性
能指标出现较晚，但它一出现便立即
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美军的“锁眼”系列侦察卫星，
就是体现信息优势的典型代表。1984

年，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官，以高
价出售给英国简氏防务集团一张照
片。在这张由早期型号“锁眼”侦察
卫星拍摄的照片上，显示了苏联建造
“基辅”级航空母舰的船坞。西方国家
正是通过这张照片，准确掌握了苏联
航母的最新建造进度。

尽可能多地获取对方信息和尽可能
多地隐匿自身信息，是信息优势的应有
之义。1964年，苏联科学家乌菲莫切夫
在其学术论文中提出“物体对电磁波的
反射强度与物体尺寸的关联度远远小于
物体外形布局”理论。25年后，两架基于
该理论研制的美军F-117“夜鹰”隐形战
机，悄无声息地轰炸了巴拿马的军事基
地。又过了两年，“夜鹰”包揽了海湾战
争中4000个高价值目标中的1600个。

获取了高分辨率的卫星照片，就
可以准确判定需要打击的目标；拥有
了隐身能力，就可以比较从容地抵近
目标上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这种信
息层面的优势，其特点可以归纳为：
更准和更稳。

握指成拳，集成发力

体系优势

1940 年 10 月 15 日晚，235 架德军
轰炸机侵入英国领空。伦敦的地面防
空炮火虽然密集，但是经过统计发
现，英军平均要使用 8327枚炮弹才能
击落 2架德军轰炸机。人们终于意识
到，过去被忽略的基础的空气动力学
和弹道学是多么重要！

为提高防空效能，工程师们开始
使用复杂的计算方法，为防空火炮的

发射仰角和弹药的延时引信提供数据
支撑。斯佩里公司用将近 1.2万个零件
组成的 M- 7 弹道计算机横空出世。
M-7的问世标志着弹道计算正式进入
机械化时代。

伴随着射击精度和防空效能显著
跃升，体系化优势得以显现。所谓体
系化，就是要通过认识复杂系统的
“灵魂”，把各类节点有机地组织起
来，组成包含反馈机制和自组织能力
的作战系统。

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的米格-29
战斗机与北约的 F-16战斗机之间并未
形成代差。但是，米格-29战斗机在视
距之外难以发现目标，而 F-16战斗机
却可以在 E-3预警机的指挥引导下用
超视距空空导弹击中对方。南联盟飞
行员根本没有在视距内和敌机“空中
拼刺刀”的机会，即便 53岁的空军司
令亲自驾机升空也难挽败局。

60多年前，美国空军一名少将就曾
说：“在今后的数十年间，重大的战役或
许不会在海面或者空中爆发，而是在太
空进行。”他认为，“我们要去月球建造
基地，还要去浩瀚的宇宙进行星际航
行。”彼时，苏联人的卫星尚未上天，美
国的国家宇航局还没有成立。他的预
言在世人眼中还带着科幻的色彩。而
今，太空探索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

在大体系中，武器装备要求配
套，军兵种不再割裂，军事与民用进
一步融合。这种体系优势体现在武器
装备的研制上，就要求预留多种接
口。从体系指标的角度来说，寻求优
势的目标就是：更全。

与时俱进，梦想不息

融合优势

如今，“五大指标”迎来新生——
装备将变得更高、更快、更强！进

入 21世纪，以临近空间飞行器和高超声
速飞行器为代表的战略级装备开启了
新时代空间和时间层面的竞争与对
抗。以电磁炮和激光武器为代表的新
一代“火炮”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改
变战争的形态，单一节点的作战效能会
被此类武器放大多倍。

装备将变得更准、更稳、更全！以
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深度挖掘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生活中的各个角
落。未来，不会再有纯粹的军事技术，
也不会再有单纯的民用技术，融合发展
会成为大体系进程的必然趋势。如今，
军事行动、人类的科学探索和以企业为
主导的商业活动，这三个领域之间的界
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

随着体系的扩大，那些深深埋藏
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梦想会被唤
醒，比如太空探索梦想和飞往宇宙深
处的渴望。

在不久的将来，融合的大潮或将
被用于攻克人类面临的共同工程技术
难题，成为科技发展进入新维度的新
动力。

（本文主要观点来自邢强博士《先

进武器系统研发重要技术指标分析与

展望》报告 整理：李政昊）

先进武器装备的“五大指标”
■邢 强

制图：欧冠豪

今夏，韩国迎来百年一遇的高温

天气，一个弹药库甚至“热”炸了。

经初步推定，事故原因是炮弹装药因

高温引发化学反应，波及附近存放的

炸药、白磷弹等，引起了殉爆。

作为存放各类弹药和爆炸物的

“大本营”，弹药库是军队火力的“源

头”，也是安全管理的重心。战时，

弹药库往往是敌方优先打击的对象。

平时，恶劣环境或管理不善都可能造

成意外事故。

弹药库具有管理高风险性和作业

高危险性两大特征，这对仓库管理

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因而

有“火山口上的弹药兵”一说。为

保证弹药质量，弹药库内温度湿度

有着严苛的要求，部分特殊弹药还

需要保温。一旦存储环境发生剧烈

变化，弹药极有可能“性情大变”。

通常，世界各国会采取建设地下弹

药库或“冰窟”弹药库等措施减少

安全隐患。

弹药存储不仅对温度湿度要求很

严，排列摆放方式也要符合“强迫

症患者”的口味——一眼望去，弹

药库内弹药箱整整齐齐，码放高

度、间隔宽度都有明确规定。如此

摆放，并不是因为仓库保管员都是

“处女座”，而是要充分考虑存储安

全和作业效率等要素。比如，各弹

药堆垛之间预留的特定距离，既可

以为仓库保管员提供作业空间，也

可以降低弹药的殉爆率；弹药箱摆

放的高度，必须在该型弹药的跌落

安全高度以内，以保证弹药作业时

有较大的容错率。

随着科技发展，弹药库也在不断

升级。恒温弹药库、智能弹药库等新

型仓库逐渐投入使用，大幅提升了弹

药库的安全指数和作业效率。

（图/吴志峰 文/刘建元、张家铭）

弹药库“热”炸了

“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

这句电影台词道出的武术法门，也是武

器装备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在复

杂多变的战场上，兵器若能先敌一步，便

能取得制胜先机。

在漫长的军事史中，兵器的速度

指标不断被刷新。今天，我们就聊聊

那些在深海和高空中演绎过“速度与

激情”的兵器，重温它们难以复制的战

斗传奇。

“水下飞鱼”

甩掉鱼雷的“帕帕”级核潜艇

在苏联研制的众多传奇装备中，“帕

帕”级核潜艇算不上显眼。它的名声来

自一个特别的纪录——世界上速度最快

的潜艇。

“帕帕”级核潜艇的最大航速可达

44.7节，甚至比冷战时期美国海军所有

水面作战舰艇的速度都要快。照这样的

航速，“帕帕”级核潜艇可以甩掉鱼雷。

当时，美军装备的MK-48型鱼雷预调射

程为50千米时，航速只有40节。这意味

着，鱼雷来袭时，“帕帕”级核潜艇只要开

足马力全速奔跑，就很可能甩掉鱼雷。

“深海极速”从何而来？原来，除了

搭载极为强劲的动力系统外，苏联科学

家采用一种新的建造材料来制造“帕帕”

级核潜艇——钛合金。钛合金的优点是

强度高、重量轻、磁性低和耐腐蚀，用其

制造潜艇有利于降低排水量，增大下潜

深度和提高隐蔽性。不过，钛合金的缺

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产量低，废品率大，

制造成本高昂。

1969年，世界上第一艘用钛合金材

料建造的“帕帕”级核潜艇服役。这艘耗

时11年建造的潜艇，由于存在噪声大、

结构复杂、造价太高等诸多问题，很快由

现役转为后备。唯一的一艘“帕帕”级核

潜艇一直封存在北德文斯克的海军基地

中，直到2010年3月被拆解。

“高空刺客”

追不上的“黑鸟”侦察机

上世纪60年代，一架通体黢黑、快

如闪电的美军侦察机出现在苏联上空，

苏军手段尽出也未能将其击落。这架刺

探军情的不速之客，就是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制造的SR-71“黑鸟”高空高速

侦察机。

当“黑鸟”以超过3马赫的速度飞行

时，座舱窗户经常暴露在300℃以上的高

温下。所以，机上两名乘员必须穿着类

似宇航服的全密封飞行服执行任务，而

且座舱空调温度往往被调至冰点以下。

其实，“黑鸟”并非没有遇到过威

胁。据统计，曾有超过100枚地空导弹

在高空追击过“黑鸟”，不过大部分导弹

都在“黑鸟”身后 3千米至 8千米处爆

炸。虽然苏联也有一款最大速度超过3

马赫的米格-25“狐蝠”高空高速截击

机，但它难以长时间保持极速飞行。要

追击速度更胜一筹的“黑鸟”，“狐蝠”显

得力不从心。

“黑鸟”的极速传奇是用美元“烧”出

来的。据统计，“黑鸟”使用的JR-7航空

燃料，每小时耗费高达 2.5万美元左

右。当间谍卫星能代替“黑鸟”更好地执

行侦察任务后，烧钱的“黑鸟”也不得不

选择退役。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等国高超声速

武器的快速发展，美国再次迫切需要一

种能够续写“黑鸟”传奇的新型高超声速

侦察及打击平台。为此，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开始秘密制造“黑鸟”的继任者——

SR-72。据悉，号称“黑鸟之子”的SR-72

速度将突破6马赫，或将在2023年首飞，

2030年正式服役。

不过，“黑鸟之子”能否续写“黑鸟”

曾经的辉煌，尚需时间和实战来检验。

海空“极速争霸”
■杨季鑫

兵器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