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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兵器

新闻“舰”面汇

去年 12月 24日，克里姆林宫网站发表声明称，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示，在发展先进武器方面，俄罗斯在历史上首次领先于世界。除
已开始装备的先进武器外，俄其他武器系统也在按计划推进，其中
就包括“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在此之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表示，乌

茹尔导弹兵团已经启动换装“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准备工作。
那么，在“军队-2019”国际军事技术论坛期间首次公开相关技

术性能的“萨尔马特”，究竟在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布局中处于什么样
的地位？又靠着什么样的能力取得并奠定了这样的地位？今天让
我们走近俄罗斯该型洲际弹道导弹。

外形一样、颜色一样、重量一样、

手感一样，还能爆炸。最近韩国一家

公司研制出一款训练用手雷。它与真

正的手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爆炸威

力不同。由于采用了安全设计，它即

使在手中爆炸，也不会对人造成太大

伤害。但是，就是这么逼真的一款训

练用手雷，却被部分军迷“给了差

评”。要是手雷也有耳朵，听到这些评

语，它应该会“很伤心”。

手雷是一种用手投掷的弹药。它

体型小威力大，攻防俱佳。但在以往

手雷投掷训练中，很多国家都出现过

人员伤亡事故，不少新兵在手雷投掷

上有比较强烈的心理障碍。

为此，这家公司研发了K417训练

手雷。这款手雷外形、重量都和一般

手雷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其壳体以玉

米淀粉为原料制作而成，内部装有少

量炸药并被黏土包裹。即使它在手

中爆炸，爆炸产生的能量也会被黏土

吸收。只要在训练手雷爆炸时，使用

者不裸眼直视它，这种手雷基本上不

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

应该说，该公司研发的这款训练

手雷，理论上的确能大大降低士兵在

投弹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减轻他们的

心理压力，让他们更加放心地进行投

弹训练。但是对此，有些军迷并不“买

账”。

他们认为，投掷手雷训练，本身也

是练胆量、练意志的过程，克服对使用

手雷的恐惧是训练目的之一，而这种

“淀粉黏土版”的训练手雷显然无法训

练出官兵投掷手雷所需的心理素质，

更不可能训练出官兵的快速应变和特

情处置能力。有人甚至猜测，使用这

种训练手雷，很可能训练时一切良好，

但上了战场使用实弹时就会出现意外

情况。

的确，在战场上，军人若不能正确

使用手中武器，无异于坐以待毙。因

此，实弹投掷虽属高风险训练课目，却

很必要。至于能否使用这种“无伤害”

手雷来训练，还要看其是否真能提高

训练质效，训练效果是否经得起战场

检验。

不伤手的训练手雷“很伤心”
■张 曦 赵炫竹

十年铸剑，近期进程

有所加快

谈及“萨尔马特”，很多人会立即想
起 2018年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
行的那次弹道测试。“萨尔马特”点火后
尾部烈焰喷射，雪地上顿时雾气翻涌，
白茫茫一片，场面十分壮观。

与测试时的场景相比，更让人震撼
的是首次公开的“萨尔马特”相关数据
及其研发进程。作为 SS-18 系列重型
洲际导弹的继任者，“萨尔马特”的威力
与 SS-18 系列重型洲际导弹相比有过
之而无不及。公开进行弹道测试，则意
味着它距离正式列装部队的时间已经
不远。

虽然在 2018 年才公开进行弹道
测试，但是对“萨尔马特”的研发，起
步却要早得多。作为俄军寄予厚望
的新一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
马克耶夫火箭设计局 10 年前就开始
研发该型导弹。2014 年，俄罗斯首次
公开宣布正在研制该型导弹，并先后
进行了数次试验。目前，该型洲际弹
道导弹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飞行测
试前的准备工作。

有专家认为，长达 10多年的“磨剑
期”，一方面反映出改进升级工作的艰
巨复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俄军对该
型导弹性能的期望值很高。

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与俄联邦
《2011-2020年国家武器装备计划》预定
的时限相比，该型导弹的完成测试时间
已经有所延迟，这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研
发工作的难度。但与后来调整的“2021
年投入使用”新时限相比，后期研发进
程又有所加快。2018年底，俄战略火箭
军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萨尔马特”列装部队的时间可
能会由原先的2021年提前至 2020年。

那么，“萨尔马特”为何会在这个时
间段现身，又为何呈现出这种变化？答
案其实并不复杂：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其
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打压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压缩。
SS-18 系列重型洲际导弹作为当时世
界上数一数二的导弹，无论外形尺寸
还是功能威力，对战略对手来说都是
“莫大的震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它发挥了应有的威慑作用。北约将其
称作“撒旦”，从中不难听出“畏而敬
之”之意。

但是随着 SS-18 系列重型洲际导
弹即将达到寿命上限，以及战略对手
防空反导力量的加强，俄决定研制“能
够战胜现有的和未来的任何反导系
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SS-18系列重型洲际导弹以前由乌
克兰研发制造。俄乌两国关系正常时，
双方多次达成这型导弹的延寿维护合
作，不过后来双方关系生变，这坚定了
俄研发“萨尔马特”的决心。随着近年

来俄罗斯“新面貌”军事改革推进，俄军
工系统在相关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则
使“萨尔马特”的加快研发成为可能。

而此后，《中导条约》的失效，使得
30年来的军控体系瞬间停转，更让俄意
识到要加快新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
研制列装。

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得“萨尔
马特”在此时亮相，也使其研发过程呈
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轨迹。

不怒自威，靠“一身

本领”立身

在俄罗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布局中，陆基战略核力量占据一半以上
的份额，是其整个核力量的基础和支
柱。
“萨尔马特”的研制和列装，将可解

决现阶段俄陆基战略核力量在装备相
对老化、性能有所减退等方面的问题。
靠着“一身本领”，它将成为俄战略打击
力量的新柱石。

且不说“全球最大导弹”这一特点，
仅就俄方公布的数据信息来看，“萨尔
马特”也能力非凡。据称，该导弹起飞
重量超过 200 吨，有效荷载为 10吨，射
程 1.8 万千米，导弹长 35.5 米，直径 3
米，可载燃料 178 吨，战斗部为分导式
核弹头。

射程远。国际社会公认，通常射
程大于 8000千米的弹道导弹才能被称

为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射程最
远可达 1.8 万千米。这意味着这款导
弹从俄境内发射，可以有效打击全球
目标。从境内发射，也意味着导弹发
射前至助推上升阶段可以得到俄方的
更多防护。在射程上，根据战略对手
具体情况的不同，据称“萨尔马特”采
用“一体两型”设计，方案不同，射程也
有变化。

威力大。据称，“萨尔马特”能够携
带的核弹头重量高达 10 吨，能够携带
10个重型分导式核弹头。若换装中型
分导式核弹头，可载弹头数量能够达到
15个。有专家认为，一枚“萨尔马特”便
可将一个城市甚至面积不大的中小国
家摧毁。

突防能力强。“萨尔马特”从设计之
初就强调要能突破现在所有反导系统，
因此它采用了分导式、多弹头等突防技
术，可从不同方向对多个目标进行识别
性攻击。为确保成功率，它还加装有 40
多枚诱弹，采用“隐真示假”的手法确保
真正核弹头对目标发起有效打击。

此外，为突破战略对手的反导系
统，“萨尔马特”还可以携带代号为Yu-
71的高超声速滑翔弹头。

命中精度高。作为俄罗斯研制的
第五代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采用
了包括新型惯性制导、星光制导和卫星
制导在内的复合制导方式。SS-18系列
重型洲际导弹发展到 IV型时精度达到
350米以内，而“萨尔马特”在此基础上
精度将可能再次提升，其圆概率偏差应
该在200米左右。

发挥优势，构建“非

对称”威慑力量

“萨尔马特”在研发上继承了俄罗
斯武器装备设计制造方面的一贯思路：
发挥自身优势，运用体系化思维。

当前，美国自“大力神Ⅱ”洲际导弹
退役之后，已经没有现役的液体燃料洲
际弹道导弹，其海基、陆基洲际弹道导
弹全部实现了推进燃料“固体化”。

英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三叉
戟Ⅱ”D5和法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
M51，也采用固体燃料。但是，“萨尔马
特”仍然沿用了液体燃料发动机。

既然眼下固体燃料是弹道导弹较
为先进的动力来源，那么俄为什么仍然
采用液体燃料配置呢？原因在于，固
体、液体燃料各有所长，而俄罗斯选择
了发挥自己的优势。

固体燃料可靠性高、易于贮存使
用，在节省空间和减轻重量上较有优
势，但其推进剂配方与燃料加注，一直
是很多国家难以攻破的技术难点；液体
燃料，则大多为不可储液体，一旦加注
就要尽快发射，难以满足战略洲际弹道
导弹长时间战略值班、命令一到就立即
发射的需要。但是，使用液体燃料效费
比高，导弹比冲大，载荷与投送量大。

在长期实践中，俄军在液体燃料使
用中已形成了独有的一套体系和技术，
解决了相关问题。所以，俄方最终沿用

了液体燃料发动机。这一坚持，不仅使
“萨尔马特”的推力更大，射程更远、弹
头重量更大，而且因为新技术的使用，
其在助推上升阶段加速更快，将大大增
加战略对手拦截难度。

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来说，出于隐
蔽性与生存力方面的考虑，最传统的部
署方式是将其部署于地下发射井内。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很可能也是
一款以地下井发射方式为主的洲际弹
道导弹系统。从其体型来看，它与 SS-
18 系列重型洲际导弹体积相当。这将
使它无需太大投入，就可直接部署在以
往 SS-18 系列重型洲际导弹的地下发
射井阵地中，承担起俄罗斯新一代“战
略打击力量柱石”的责任。

发射方式上，“萨尔马特”沿用了
SS-18 系列重型洲际导弹的冷发射方
式。发射时，先用火药蓄压器将导弹弹
射到发射井上方，然后，导弹自行点火
起飞，以此增加发射安全度、减少对基
础设施的损伤度。

总之，随着列装前准备工作的推
进，可以预见，“萨尔马特”很快将作为
俄陆基核力量的新成员，与其他诸多短
程导弹、弹道导弹、防空导弹系统、反弹
道导弹系统一起构建成新的陆基攻防
系统，进一步提升俄方战略打击力量的
威慑力，在维系战略平衡与维护俄罗斯
国家安全方面起到柱石作用。

上图：“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萨尔马特”：俄战略打击力量的新柱石
■陈灵进 孙玉柱

兵器漫谈

作为德国制造中的“经典之作”，

PZH2000自行榴弹炮曾引领了一波榴

弹炮的发展潮流。

该型榴弹炮的模块化装药、智能火

控系统、自动装填系统等设计，让它具备

了非凡战力。

它采用了“豹1”主战坦克改进型底

盘，能通过数据链/语音通讯接收目标参

数，配合车载计算机，可对目标实施精准

射击，且无论是从行驶状态转入射击状

态，还是从射击状态转入行驶状态用时

都不超过30秒。

为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研发人员给

它“穿”了一套厚厚的“防护服”：炮车采

用防弹钢板全焊接结构，可有效抵御大

口径榴弹近距离爆炸产生的破片冲击和

部分穿甲弹的直接攻击；炮塔顶部可加

挂反应装甲，用以应对攻顶武器；“三防”

与通风装置据称可使乘员在核生化条件

下连续作战数小时不受影响。

快打快跑 防护性好

PZH2000自行榴弹炮

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本期观察：周宇恒 梁 晨 张 振

提到俄罗斯早期的2S35“联盟-SV”

自行榴弹炮，就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一款

游戏中的“天启坦克”。后来，出于双炮

管设计太过复杂、可靠性下降的缘故，这

款榴弹炮改用了单管设计。

“联盟-SV”采用了自动化火控系统

与观测系统，炮载设备可帮助它实现与

其他相关武器系统的信息共享，提高综

合作战效能。

它采用的全自动装填无人炮塔每分

钟最多可发射16发炮弹，使用一般炮弹

时射程为50千米，如果采用增程炮弹，

射程可达到70千米，且具有多发炮弹同

时命中一个目标的能力。

“联盟-SV”在炮塔上装备有遥控机

枪，炮塔两侧及顶部配有烟幕弹发射

器。遥控机枪可以通过瞄准具观察战场

和目标，有效毁伤敌轻型装甲、低空飞行

的直升机或者其他有生力量。

设计先进 火力强大

2S35“联盟-SV”自行榴弹炮

与别的自行榴弹炮不同，法国“凯

撒”自行榴弹炮没有炮塔。

它的驾驶舱等多采用铝合金和轻型

复合材料制造，所以战斗全重不超过18

吨。通过运输机进行空运时，整套系统

重量可降至15.8吨。“凯撒”由“梅赛德

斯”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其公

路行驶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00千米/

小时，最大越野速度可达到50千米/小

时。而且，“凯撒”底盘使用的轮胎安装

有中央压力调节系统，具有很强的越野

能力。

该型榴弹炮安装有导航定位系统、

自动数据传输系统、火控计算机系统，

可自主获取敌方阵地和目标信息，能在

不依赖测地分队的情况下遂行作战任

务。

但是，“凯撒”自行榴弹炮也有短板，

那就是备弹量较少，防护性差，打完炮弹

就得撒丫子开跑。

机动力强 备弹较少

“凯撒”自行榴弹炮

供 图：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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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澳大利亚为应对蔓延成灾
的林火，派出“乔勒斯”号船坞式登
陆运输舰投入救援行动。那么，船
坞式登陆运输舰是一种什么样的战
舰呢？

船坞是指修造船只的建筑物，注
水后它可容船舶进出，排水后能在干
底上修造船舶。船坞式登陆运输舰，
则是指采用了坞式设计的登陆运输
舰，即在大型登陆运输舰内设置有一
个或两个巨大的坞室，在艉或艏部有
一个活动水闸，水闸打开，艉（艏）部
分沉入海水中，装载的登陆艇或两栖
车辆可以从坞室驶出。它主要用来
运输登陆兵员、登陆工具、战斗车辆、
武器装备及物资，实施由舰到岸登陆
的中转。

发展过程中，这类舰出现坞式登

陆舰与坞式运输舰之分，前者强调搭
载更多登陆舰船，对坞室设置得较
大、货舱较小，而后者强调运输功能，
货舱大而坞室小。随着时代发展，两
者界限趋于模糊，开始从平面登陆向
空中垂直登陆转变。现代坞式登陆
运输舰的排水量一般在万吨左右，装
备有直升机和防空武器，绝大多数没
有采用直接抢滩登陆设计。它可以
作为海上攻击临时基地，为滩头补充
弹药和给养。

由于排水量比较大，和平时期它
可以用来执行运输救灾部队、物资和
救助受灾群众、侨民等任务。

船坞式登陆运输舰

平战兼用的水面“摆渡车”
■王 宪 景淑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