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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广角
11 月 25 日，俄陆军一名高官表示，最新型的“昆加斯”机器人已完成国

家测试。据相关消息称，2025 年前，俄将组建一支能完成作战任务的机器
人部队。

这不是该国无人智能武器装备的首次披露。前不久，俄军公布了“指向
标”机器人相关信息，该机器人能够适应复杂地形并在城市环境中作战。在此

之前的“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展会上，俄方还曾展出“猎人-B”隐身
无人战机、“海盗”侦察无人机等类似武器装备。

当前，俄研发的无人化武器装备不少已经投入实战，在叙利亚战场上取得一
定战绩。那么，俄军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无人化武器装备的研发？走上战场的无
人化武器装备战力怎样？请看今日本版推出的——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本期观察：解昊青 孙佳兴 刘 尧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军用无人

机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不少国家

都在有侧重地研发符合自身需求的无人

机，这使得无人机在功用上更显得个性

十足。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三种各具特

色的无人机。

兵器漫谈

无人机——扮演多

重角色，靠实力站上“C

位”

在当今世界的各个战场上，与其他
无人化装备相比，无人机正在发挥着越
来越大的作用。在无人机研发方面，俄
罗斯起步较晚，但是，这好像并未影响
该国在研发与使用无人机方面的效
率。近年来，俄罗斯不仅研制列装了多
款无人机，还相继在陆军、海军和空天
军组建起无人机部队。

俄军现役无人机不仅可以遂行火
力侦察、坐标传送等任务，还可以引导
炮火打击，进行效果评估，在战场上扮
演多重角色。靠着已经取得的不凡战
绩，它无可争议地站上了俄无人化装备
战力的“C位”。

除了在组建无人机群、形成无人空战
火力网方面的努力外，俄加紧研发、列装
能够自主作战的无人隐身战机。例如，俄
“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展会上
展示的“猎人-B”隐身无人战机，采用了
飞翼式布局隐身设计，外壳由特殊材料制
造，装配有高精度目标识别系统、电子战
设备等，可携带精确制导导弹，能够在人
的辅助下或自主完成侦察监视、目标定位
和导弹打击等任务。

作为俄军现役无人机中最为常见
的一款，“海雕-10”无人机在实战中更
是“多能”。

它可以担任搜救伤员的“侦察
兵”。2015年 11月 24日，在叙土边境上
空，一架从俄赫梅米姆基地起飞的苏-
24M 轰炸机，被土耳其空军战机击落。
机长奥列格�佩什科夫和领航员康斯坦
丁�穆拉希金借助弹射系统逃离了该轰
炸机。降落伞向地面下降的过程中，他
们遭到叙利亚恐怖分子的扫射。佩什
科夫被击中身亡，身负轻伤的穆拉希金
落地后，迅速解掉降落伞潜入山区丛林
中。发现战机失联后，俄军就近派出 1
架“海雕-10”无人机前往出事地点搜
救。穆拉希金携带的无线电救生电台
发出的救生信号，很快被“海雕-10”捕
获并定位。无人机立即将信息传输到
赫梅米姆基地前方指挥部。基于“海
雕-10”提供的坐标，1架米-24武装直
升机和 1架米-8MTV多用途直升机，分
别搭载 6名海军陆战队员，成功将穆拉
希金救出。整个侦察、指挥和搜救过程
仅用了10个小时。

它也能担任炮击敌方时的“领航
员”和“质检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展开后，俄驻叙赫梅米姆基地和塔尔图
斯基地都曾被恐怖分子偷袭。为打击
恐怖分子，2018 年 1 月，俄驻叙特种部
队和“红土地-M2”新型制导炮弹部队
实施精准炮击，消灭了恐怖分子的藏身
基地及其无人机仓库。在实施突袭行
动的过程中，俄驻叙无人机大队派出数

架“海雕-10”无人机，首先对恐怖分子
基地和无人机仓库实施不间断监视，确
定其坐标位置，而后向指挥部传输目标
数据，由指挥部向火炮集群发出打击指
令。攻击开始后，“海雕-10”无人机作
为“领航员”，在空中实施引导，确保制
导炮弹命中目标。打击任务结束后，
“海雕-10”无人机又变身“质检工”，完
成对炮火毁伤效果的评估。

战斗机器人——加

速繁衍，成为能“自己动

脑子”的作战新锐

让机器人成为与自己并肩作战的
战友，在这一方面，俄军的行动比许多
国家更快一步。

2015 年 12 月，在叙利亚拉塔基亚
某山区发生的一场战斗，着实刷新了人
们的认知，让世人真切地感觉到：战斗
机器人投入实战的“未来已来”。为支
援叙政府军、夺取伊斯兰极端势力据守
的“754.5高地”，俄军出动了 6台“平台-
M”履带式战斗机器人和 4台“阿尔戈”
轮式战斗机器人。
“754.5 高地”坡度大、易守难攻，此

前叙政府军一直无法攻克。战斗打响
后，操作员操控战斗机器人前出至武装
分子据点 100-120米处，使用机枪和反
坦克导弹攻击目标，叙政府军步兵在其

后的安全距离对武装分子进行“清
扫”。对坚固火力点，则由战斗机器人
和无人机传回画面，引导自行加榴炮进
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经过 20分钟战
斗，极端势力伤亡惨重，被迫放弃“754.5
高地”，而叙政府军仅4名士兵受轻伤。

战斗虽小，意义非凡。相比于传统
地面攻坚战斗，此次战斗中，俄军所使
用的战斗机器人客观上形成了“降维打
击”之势，将“非对称”作战理念体现得
淋漓尽致，也更加坚定了俄罗斯发展不
同类型战斗机器人的决心。

与需要人来操控的“平台-M”相
比，俄罗斯目前已经研制出更智能化
的战斗机器人。作为能“自己动脑子”
的作战新锐，这类战斗机器人减少了人
工干预，实现了相当程度上的自动控
制，能遂行自动驾驶、加油、安保、掩护
等多元任务。

比如，俄最新公布的“大尉”排雷机
器人装有音视频地形侦察系统，内含 40
倍光学变焦摄像头，能够在掩体、地窖、
洞穴等复杂地形中进行智能观察与决
策判断。它灵活的机械手可以在山地
或车底探查潜在爆炸物，在地雷密布的
场地内开辟通路，从而使己方人员免受
地雷伤害。

实战环境中，智能战斗机器人能够更
有效地执行危险区域的战斗任务，还能与
敌方机器人进行对抗。这可能也正是俄
大力发展战斗机器人的原因。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联邦
安全会议上强调，未来 10年俄军将大力
发展能在战场上执行任务的战斗机器

人系统。俄军将于 2020年初制定城市
战斗中使用机器人的战术，并在 2025年
前组建能够完成作战任务的多功能战
斗机器人部队。

俄罗斯陆军一名高官透露，明年俄
将启动研制重型和轻型机器人“突击”
及“战友”系统的试验设计工作。有专
家预测，在不远的未来，战斗机器人部
队或将成为俄独立的兵种。

无 人 战 车 与 无 人

艇——稳步前行，与智能

化梯队拉近距离

近年来，尤其是“新面貌”军事改革
以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俄重视。俄
军方甚至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战略前沿
技术，将会引发国家战略走向的变化和
军事领域的革命。

与无人机研发方面的“你追我赶”局
面不同，在无人战车与无人艇研发领域，
各国研发力度和进度稍显不足。当前，俄
正在抢抓这一重大机遇，不断推进无人战
车、无人艇的研制列装与实战运用。

俄新一代无人战车“天王星-9”已
经在叙利亚战场得到实战检验。该战
车装备有机枪、机炮以及反坦克导弹等
攻击性武器，还可搭载防空导弹等。操
作员可以在 3000米外对“天王星-9”无
人战车进行辅助遥控，使它完成包括情

报侦察、图像传送、火力支援等在内的
各种任务。它也可以独立行军、自主搜
寻目标，进而实施目标攻击和进行效果
评估，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

前不久，俄海军称将为海军航空兵
配备多功能无人艇。俄多功能无人艇
将会与战机、直升机配合使用，部分替
代战舰的职能，遂行目标区域侦察、追
踪可疑船只和搜寻敌方潜艇等任务。
据称，即使战机和直升机处于距水面数
公里的空中，仍然能够操控该型无人
艇。

未来，俄无人艇将配备小型雷达
站、可远距离操控武器系统、电子光学
设备，用以遂行部分作战任务。据悉，
为进一步提升反水雷和反潜艇能力，俄
军还拟在最新型多功能无人艇上搭载
特种水声系统和声呐浮标，以便及时发
现目标，引导相关战机、直升机和周边
舰船及时进行处置。

不难看出，俄军正在通过不断研发
列装无人化武器装备抢占军事智能化
的制高点，努力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相
互贯通的无人智能化作战体系，借此获
得“非对称”作战优势。可以预见，今后
俄罗斯的新型无人化武器装备将越来
越多、越来越智能化，并将释放出更多
更大的胜战新能量。

图①：俄“天王星-9”无人战车
图②：俄“昆加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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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制无人智能武器亮相叙利亚
■国防科技大学 马浚洋

说起地雷，大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

现出一两个影视剧中的画面。但是，在

这个世界上，“雷人”的雷绝非如此的单

调，除了各具特色的地雷外，还有那些

爱在水下“劫道”的水雷和喜欢在空中

“漫步”的空飘雷等。

地雷的类型很多，从最初的防步兵

地雷、反坦克地雷，到后来的反直升机

地雷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埋伏”在土中。其中最让人谈虎

色变的是防步兵地雷。

自从地雷“致残理论”问世时起，一

些国家就开始将目光聚焦于研发微型

致残地雷。该理论认为，战场上致残敌

人比直接杀死敌人更有威慑力。

基于此观点，一些地雷装药量变

小，大多只能炸伤敌人小腿或脚掌。比

如，越南战争中出现过一种形状如树叶

的布袋雷，这种地雷重量仅为50-70克，

内部却装有30-50克高能炸药，落在草

丛和灌木丛中极难被发现，因此又被人

形象地称为“树叶雷”。

同样身形小巧的地雷还有BLU-43。

这种地雷外形酷似蝴蝶，引信十分灵敏。

一个集束炸弹布撒器可以同时布撒该种

地雷4800枚，而一个飞行编队则能轻松

布撒下数万枚。后来，这种地雷增加了自

毁机构，会在投下1至4小时后自毁。

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根据现代战

场需要，其他功能的地雷也应运而生。

信号地雷是一种能产生光和音响的报

警地雷，通常埋设在雷场前沿和其他障

碍物附近,或设在需要警戒的军事目标

周围。照明地雷是一种装填照明剂或

照明弹的地雷，发火后能引燃照明剂原

地燃烧，或将照明弹抛向空中，对半径

数十米至数百米的地域起照明作用。

燃烧地雷是指凝固汽油地雷，常常埋在

防御前沿的地下阻止敌人进攻。

智能化是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趋

势，地雷也不例外。传统地雷多采用

压发、松发、拉发、磁感应等方式。智

能化地雷在触发方式上进行了拓展，

摇身变为“有腿”地雷，有的能蹦跳，有

的能飞。它还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探测

技术、传感器技术、微处理器技术等，

能够主动、准确地探测跟踪坦克、装甲

战车等。

反直升机地雷则配备了多频传感

器，能够“听到”和“看到”敌直升机，随

即触发地雷。“旋律-20”是俄罗斯研发

的反直升机地雷，它在探测到直升机的

声音后，多频传感器会对目标进行识

别，如果是己方直升机，地雷会继续静

默；如果是敌方直升机，则会触发并射

出弹丸。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地雷使用的

地域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如燃烧地雷，

它既可在地面下埋设，也可在水中设置，

在水面上形成燃烧带阻止敌人登陆。

在水中，则是水雷的战场。水雷可分

为沉底水雷、锚定水雷、高桩水雷和漂浮

水雷等等。它们既可组成水下立体防御

体系，也可布设到敌人的必经水域，成为

阻、炸敌舰和水陆坦克的重要武器。

在空中，同样也可以布置“雷场”。

空飘雷作为用防空高炮发射的雷种，可

以在空中构成雷区。它是一种由氦气

球与高能微型炸弹组合成的反巡航导

弹雷，通过近炸引信装置来摧毁敌飞行

兵器。如今空飘雷又有了“兄弟姐妹”，

有人提出了电子飘雷的概念，并进行了

相关试验。这种“雷”能以太阳能为动

力，悬浮于空中或敌机场上方，利用电

子识别功能，识别并炸毁敌机。

尽管世界上已有上百个国家成为

《渥太华禁雷公约》的缔约国，战争时期

遗留的地雷仍然在给很多地区的人们

带来苦难，但因地雷造价低廉、杀伤力

和威慑力巨大，地雷的研发仍是很多国

家关注的焦点，而且正朝着智能化的方

向不断发展。

图①：BLU-43地雷
图②：德国S型跳雷
图③：俄罗斯“旋律-20”反直升机

地雷

说说那些“雷人”的雷
■李光瑞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精准地

判明敌方车辆、人员目标情况至关重

要。土耳其现役的“Bayraktar”TB2察打

一体无人机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棋高一

着”。

借助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该型无

人机能够自主滑行、起飞、巡航和着陆。

它搭载的光电设备和侦测器材较多，如

光电照相设备、红外照相机、激光指示

器、激光测距仪和激光指针等，依托这些

设备器材，能及时发现目标并对其进行

识别，为实施“点杀”明确靶标。

“Bayraktar”TB2的弹药挂架据称借

鉴了英国“大黄蜂”挂弹系统的技术，可以

挂载“微型弹药”。这种弹药的打击精准

度较高，可用于对伪装的装甲车、隐蔽的

地堡及潜伏的武装分子进行定点击杀。

但是，“Bayraktar”TB2无人机也有

其弱点，其活动范围不能超过200公里，

武器挂载能力也相对有限。

点杀投手

“Bayraktar”TB2无人机

前不久，法国国防采办局宣布接收

了新一批NX70微型无人机系统。据该

部门证实，法国地面部队中已有超过50

套该型系统在服役。

该型无人机系统由诺瓦德姆公司研

制。经过不断改进，目前，它已经升级到

“Block2”版本。与第一代相比，它在图像

稳定性和夜视能力方面均有明显改善。

该型无人机体型较小，重量仅为1千

克，可直接从士兵手上“放飞”，适合单兵

携带和操控，能够适应拥挤、复杂的城市

环境。一个标准的无人机系统由两架无

人机、一个地面控制站及其他设备组成。

每架无人机上都搭载有高清摄像头和热

成像仪，能在大风、雨天、浮灰、高温等气

候环境和夜间使用。正常情况下，无人机

的留空时间为45分钟左右，在轮换使用

的情况下，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侦察。

据称，该型无人机还能用来配合法

军现役的反坦克导弹作战，导弹射手可

依据无人机传输回来的信息对目标进行

有效打击。

单兵放飞

法国NX70微型无人机

近日，伊朗海军的一款新型远程无人

机Simorgh受到外界关注。这款无人机

的服役，标志着该国海军能够更快地获取

海上目标的情况，为决策提供依据，而不

再像以前那样由其他军种提供相关信息。

据称，这款无人机是伊朗Shahed-129

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海军版，续航能力可达

24小时，航程达1500千米。凭借所装备的

先进监控摄像头与光电设备，它可以对目

标舰船实施全天候、长航时的监视与侦

测。情况紧急时，它既可用机载的精确制

导弹药，对目标的关键部位进行打击，同时

也能引导其它平台对敌舰实施打击。

有关专家表示，Simorgh无人机服役

后将被部署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

近，以强化伊朗海军对海上目标的动态

感知能力。

海上侦察

伊朗Simorgh远程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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