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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李 磊 吴朋飞 王晓煊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兵器广角

庞大远洋混合编队

的“核心战斗力”

说到航母，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
是航母不是一艘“带舰岛的平顶船”。
事实上，它是一个庞大远洋战斗群的
“核心”。换句话说，在战时，一旦它出
现，那就意味着该海域存在着一个由各
兵种组成的混合编队。

一个完整的航母编队，往往都有全
面的情报信息和完善的作战保障加以
支撑。情报信息支持，来自于卫星和地
面侦测系统等。作战保障方面的支撑，
来自于各类舰船与战机，包括前出侦察
和反潜的潜艇、两翼侧卫的护卫舰、能
攻善守的驱逐舰，以及由战斗机、攻击
机、反潜机、预警机、运输机、直升机等
组成的飞行联队。

因作战需求不同，航母编队里的舰
船、飞机数量会有所增减。但是，一个
标准的航母编队，其作战力量构成相对
稳定，包括 1艘航母、2至 3艘防空型巡
洋舰或驱逐舰、2至 3艘反潜驱护舰、1
至 2艘攻击型核潜艇、1至 2艘后勤保障
支援舰，它们共同组成单航母战斗群。
除舰船外，编队往往还配有各种型号的
作战飞机，这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

有专家估算，从作战实力上讲，航母
编队的战斗力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
海空军的总和。

行踪难测的“海上移

动机场”

陆基航空兵驾驶战机可以飞行上
千公里，但在空中逗留不了多长时间就
得返回机场。航母战斗群则不同，它能
从容地完成一个国家军力的投送，数月
如一日地待在任务海域，随时发起打
击。

从一定意义上讲，航空母舰就是海
上的移动机场。它可以有效缩短战机
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为战机实现从海上
出发、实施攻击提供支点与跳板。同
时，航母作战群携带大量弹药、补给品，
可以满足战机多次起飞及作战需要。

机动性方面，不同于岸基机场，航
母作战群可以自由地在各个海域机
动。二战时，日军航母编队横跨太平洋
作战，去时无线电静默，战时发起突袭，
使珍珠港内美军舰船损失惨重。

很多人以为航母编队很容易被观
测到，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岸基雷达很
难观测到数千、上万公里外保持无线电
静默并淹没在庞杂海波信号中的航
母。如果没有空中卫星的侦察跟踪，攻

击的主动性和突然性都将由拥有航母
的一方把控。

其次，即使拥有遥感卫星和近地侦
察卫星，因为受分辨率和观测范围的限
制，在茫茫大海上找到航母并对其进行
确认，仍非易事。

而且，航母编队可以实时快速完成
进攻、撤退、迂回等机动任务，这使得对
航母编队的观测变得更加困难。

强大的防御和作战体系

航母作战群拥有强大的防御力。
一般来说，它有三层保护圈：外防区、中
防区、内防区，分别由预警机、护卫舰
队、航母近防武器及舰载直升机担任防
护任务，防御纵深通常在 1000 千米以
上。这种情况下，要对航母发起攻击，
需要突破重重防御圈。

航母在建造过程中会采用大量防
沉设计，这使得它很难被击沉。在比基
尼海滩做过的舰船爆破试验表明，给航
母带来巨大毁伤的是舰体弹药殉爆及
二次起火。排水量 8万多吨的小鹰级航

母在被击沉前，前后经受了 25天的饱和
攻击，由此可见航母强大的抗毁能力。

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国家应该都制
定过一些反航母战略，这些战略大多基
于一点，先要能精确地发现、定位和追
踪到目标航母，比如利用雷达和无线电
系统对其进行侦测。但实际上，这种侦
测往往事倍功半。

雷达侦测方面，航母上装备的雷达
一般代表着雷达发展的最高水平。这
种情况下，往往是侦测一方还没有发现
航母，就可能已被航母上的雷达先发现。

无线电侦测方面，航母的作战方式
是放飞战机、无线电静默驶离放飞地、
到达事先约定地点接回战机。这么短
暂的窗口期，无线电侦测仪器有时根本
来不及反应。

那么到底怎么应对航母呢？拥有
专业卫星与先进远程精确打击导弹的
国家自不必说。这些卫星类型多样、
各司其职且分辨率高，有助于发现航
母，只要发现就可以实施攻击。如果
没有先进的卫星和导弹系统可以倚
重，那就只能借助其他侦察系统找到
航母大致活动范围，再通过舰载机出
没规律等线索推测出航母的行进路

径，然后派出舰队实施攻击。当然，这
个舰队必须拥有足以突破航母外围防
御的武器，以及不弱于目标航母的机
动性与侦察能力。

夺取海上制空权的重器

对海上作战来说，航母无疑是制胜
重器。

除强大的机动和续航能力外，航母
的一大优势就是具备强大攻击能力。
这种攻击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舰载
机。

舰载机可以说是现代航母的“灵
魂”。被称为“海上武器库”的“库兹涅
佐夫元帅”号航母，虽然装载了大量
“花岗岩”远程反舰导弹，射程达 675千
米。但是由于定位不断调整，它的作战
半径不得不取决于导弹射程。与主要
倚重舰载机的现代航母相比，“库兹涅
佐夫元帅”号的作战半径远远小于后者
动辄1000多千米的作战半径。

如果算上编队里战舰和潜艇发射
的导弹射程，当今世界一些航母编队的

最大作战半径可以超过 2000千米。这
样的作战半径，意味着一个航母编队就
能打穿不少国家的全境。

但是，航母也并非真是“不可战胜
的海上堡垒”。一方面，因为造价、维
护与保养费用都不菲，又集中着相当
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军力，航母在战场
上一定会受到“重点关照”。如果知悉
其“命门”，可能只需相对很低数量和
类型的武器弹药就可以将其击毁。另
一方面，航母的攻击力量主要来自舰
载机，多数情况下，只要毁伤航母的舰
岛、飞行甲板、升降机、阻拦索、弹射装
置等，就可能重创航母，或让舰载机难
以起降。在可操作性上，这比击沉它
更加容易。

当前，随着可以突破多层防御并击
伤甚至击沉航母的多种武器弹药的出
现，比如大威力航弹、智能水雷、重型鱼
雷、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等，
航母在战场上的存在与发展又面临着
不少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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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不是“带舰岛的平顶船”
■周 烨

今年 5月，意大利海军“的里雅斯特”号
航母下水，使该国已有的双航母阵容得以延
续。对建造航母热情倍增的，不只是意大
利，世界上不少国家也在推进自己的航母建
造计划。

其实，航母的重要性从一件事上就可
以找到佐证。当年苏联解体，北约要求乌

克兰销毁苏联留下的多种武器。绝大多数
武器，他们只要求乌克兰自行销毁就行。
但有两种武器，北约是一直盯着乌克兰把
它们“拆成渣”才放心。这两种武器，一种
是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另一种则是核动力
航空母舰。

多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一直在宣扬

“航母无用论”，但当出现大的争端时，他
们 的 领 导 人 总 会 问 ：我 们 的 航 母 在 哪
里？在航母依旧称雄海洋的今天，无论
“航母无用论”的论调是否别有用心，对
航母战斗力的质疑从来都不是主流声
音。航母为何受到如此重视？这还得从
头说起。

“丢了车和牛，不丢梭鱼头。”这句
形容梭鱼肉质鲜嫩、美味可口的话，用
来形容法国对待“梭鱼”潜艇项目的态
度，倒也生动形象。

今年 7月，法国海军“梭鱼”潜艇项
目终于成果初显——“絮弗伦”级核潜
艇首艇“絮弗伦”号在瑟堡造船厂举行
下水仪式。

作为该国第二代攻击核潜艇项
目，“絮弗伦”级核潜艇的研发工作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已展开。2007
年，首艇“絮弗伦”号在瑟堡造船厂开
工，距今已过去了 12年。“絮弗伦”号核
潜艇也由此成为这个造船厂所建造的
工期最长的潜艇。

实际上，“絮弗伦”号核潜艇本应
在 2017 年加入法国海军战斗序列，后
续 5艘同级潜艇的建造速度原来为每
24个月一艘。

正所谓好事多磨。2008 年 9 月，
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法国政府决
定将“絮弗伦”级核潜艇的平均交
舰 速 度 下 调 为 约 每 30 个 月 一 艘 ，
“絮弗伦”号的服役时间随之延迟到
2018 年。

但是，最终“絮弗伦”号服役时
间延迟至今年 7 月。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由法国奥娅诺集团（原法
国原子能委员会隶下的“阿海珐”集
团）研制生产的新型核反应堆未能
及时到位。

对此，“阿海珐”集团也大叫“委
屈”。2013 年，美国非法囚禁法国“阿
尔斯通”集团副总裁弗雷德里克·皮
耶鲁齐，胁迫该集团将其核心业务剥
离、转让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导致
“阿尔斯通”集团大量裁员、蒙受巨额

损失。据称，这一变动也殃及“阿海
珐”集团，因为他们一直在核反应堆
研制生产领域与“阿尔斯通”集团保
持着密切合作，这成为导致“絮弗伦”
号所需核反应堆研制工作延宕的主
要原因之一。

财政上的困难和来自外界的影响
并没有让法国放弃这一项目。恰恰相
反，法国开始集中力量办这件大事，最
终使首条“梭鱼”孵化入水。

入水的“絮弗伦”号核潜艇融合了
鲸鱼型和水滴型两种设计，全长 99米，
潜航排水量约 5300吨，几乎是此前“红
宝石”级的两倍。

它最大的特点是经济实用。所装
备的核反应堆沿用了“戴高乐”号航空
母舰上所安装的 K-15 压水堆并有所
改进，虽然每十年要换一次燃料，但它
可以使用低浓缩铀燃料，体积上也更
加小巧。

动力系统上，它采用和以前的“红
宝石”级核潜艇相同的核能-电力推进
系统，改进带动大轴方式，使推进功率
有所提升。它还配备有两个柴油机，
作为备用动力。

在大量沿用已有成熟技术基础
上，它也采用了很多新技术。比如，首

次采用“X”形尾舵设计，提高潜艇的灵
活性和在浅海区的操控性。在舰体上
方围壳后部设计舱口，用于对接并搭
载两种水下无人自航载具，使其可用
于执行多样化任务。

它所配备的武器装备颇具威力，
装备有四具 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能够
发射反舰导弹、对陆打击的“海军巡航
导弹”以及最新研制出的电力推进重
型鱼雷。
“絮弗伦”号还配备了功能强大的

光电侦搜一体化桅杆，可昼夜对水面
目标进行搜索、追踪与标定。加上配
备的数种阵列声呐，其信息感知能力
有所增强。

从纵向上看，该型核潜艇与之前
的“红宝石”级核潜艇相比，综合能力
有明显提升；从横向上相比，它与俄罗
斯等军事强国动辄近万吨的攻击型核
潜艇相比，差距仍很明显。

但是，综合考虑近海和远洋作战
需求，以及其所拥有的反潜、反舰、对
陆特战等各种能力，“絮弗伦”级核潜
艇也算是物有所值。

图为入水前的“絮弗伦”号核潜

艇。

法国“絮弗伦”号核潜艇

首条“梭鱼”孵化入水
■吕田丰 吴朋飞

新兵器展台

俄罗斯海军“库兹涅佐夫元帅”号航母

雷达先进 导弹众多

西班牙F-100型护卫舰

与一般护卫舰相比，西班牙F-100

型护卫舰给人的感觉是“块头”偏大。

虽名为护卫舰，排水量却达 6000吨左

右。

大有大的好处。比如，这使它能容

纳更大、更多的设备，兼具防空、反舰、反

潜等多种能力。

该型护卫舰有着高大的上层建筑

和桅杆，用于安放先进雷达系统。该

雷达对空搜索最大距离约为 400千

米，对空搜索能力超过同期其他护卫

舰。

除舰前安装有一门127毫米口径主

炮外，它的武器系统可构成三层防线。

中远程防空导弹可攻击中高空战机，近

程防空导弹可有效防御30千米内的来

袭目标，最后一道防线是近防炮。

该舰尾部设有机库和飞行甲板，可

搭载1架中型反潜直升机。

这种配备使得该型舰既可以单独执

行海上作战任务，也可为编队提供强大

火力防御。

舰体纤细 专注反潜

挪威南森级护卫舰

虽然与 F-100型护卫舰有相同的

“娘家”西班牙伊扎尔造船厂，但挪威南

森级护卫舰从体型到能力，不像前者那

样追求“大而全”。

作为世界上最小的“宙斯盾”舰，它

的武器装备从火力上看略显薄弱，该舰

装备了一门76毫米口径舰炮、4挺重机

枪、两具双联装鱼雷发射器和8枚反舰

导弹。主要武器为舰首的垂直发射系

统，挪威海军只为它装备了32枚短程防

空导弹。甚至有军迷担心，它能否在关

键时刻撑起防御之盾？

其实，该型护卫舰在设计之初就被

赋予明确任务，即以反潜为主。为此，

工程师在设计时放弃了宙斯盾系统的

防空优势，以使它更好地将“注意力”转

向水下，“侧耳倾听”来自海面之下的风

吹草动。

不过，该舰预留改装空间较大，通过

升级就可以获得更强大的防空火力。

注重隐身 动力强劲

德国F125型护卫舰

既不注重防空功能，也未突出反潜

功用，有这样的护卫舰吗？答案是

“有”。德国的F125型护卫舰是其代表

之一。

F125护卫舰是位于汉堡的蒂森·克

虏伯海事系统公司研制的多用途导弹护

卫舰。它的定位为对陆攻击护卫舰，所

以本身设计并不强调防空能力，也暂不

打算安装反潜战设备。

它采用隐身设计，即小雷达截

面、内倾式上层建筑以及内置有集成

式孔径天线的全封闭式桅杆，尽可能

地将各种武器、系统置于甲板下的舰

体内 。动力上，它采用柴电燃气联合

动力装置，可在海上持续停留 24个

月。武器系统上，它配备有可发射制

导炮弹的舰炮、舰空导弹、遥控机关

炮等，具备发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

能力 。

据悉，该舰设计过于复杂，首舰就出

现了回场维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