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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质量稳中有升

今年以来，俄军稳步推进陆、海、空
基战略核力量建设。其中，俄战略火箭
部队接装近百件新式主战武器和军事
技术装备，现代化导弹系统占比提高至
81%，3个导弹团按计划换装“亚尔斯”陆
基洲际弹道导弹。目前，俄战略火箭部
队已有7个导弹师21个导弹团配备该型
洲际弹道导弹，陆基战略核打击和反击
力量97%处于“良好状态”。新型陆基洲
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也成功完成飞
行测试，预计2021年量产交付。驻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导弹师将成为
该导弹首个接装单位。

空基核力量方面，俄首批新一代隐
身战略轰炸机样机建造工作已于5月启
动。俄空天军表示，尽管后续的机身组
装、原型机试验和国家试验将历时6年，
但该型机机组人员的培训工作已经展
开。首架深度改进型图-160M和图-
95MSM战略轰炸机分别于 11月初和 8
月完成首飞，两款战略轰炸机均安装新
型武器和控制系统、机载电子设备以及
导航驾驶装置。特别是图-160M换装
了新型NK32-02系列发动机，航程可增
加 1000千米，战略打击能力显著增强。
俄空天军司令苏洛维金?谢尔盖表示，
除做好迭代升级工作外，俄战略轰炸机
按计划在大西洋、太平洋等国际中立水
域完成战略巡航任务。

在俄海军建设中，核武力量处于最
优先位置，目前共有 5型 12艘战略核潜
艇。最新型北风之神-A级首艇“弗拉基
米尔大公”号6月加入北方舰队；7月2号
艇“奥列格大公”号下水，并按计划进行
海上测试和国家航行试验；3艘同级潜艇
也处于不同建造阶段。俄媒体称，战略
核潜艇是俄军遂行二次核反击任务的主
要力量。疫情期间，俄海军曾多次公开
维柳钦斯克等潜艇基地内战略核潜艇的
战备状态，并在美对俄战略示强时，令俄
核潜艇突然上浮出现在阿拉斯加以西的

国际海域，近期俄又宣布将在巴伦支海
和鄂霍次克海发射“圆锤”“蓝天”等潜射
弹道导弹，可见俄战略核潜艇部队已成
为震慑西方的重要力量。

此外，受疫情影响，俄战略核力量
建设呈现部分延滞情况。近 20枚“白
杨”洲际弹道导弹销毁工作将推迟至
2022年完成，“波塞冬”核动力潜航器的
运载工具——特种任务核潜艇的研建
项目也将推后两年。

“超级武器”初具规模

除上述战略核武器外，以“锆石”高
超音速导弹为代表的非核“超级武器”
也对提升俄军非对称作战优势有促进
作用。

报道称，俄海军年内完成 5次“锆
石”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包括4次水面发
射和 1次水下潜射，分别对岸上固定目
标、水面移动靶标进行打击，均取得成
功。俄军事专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
导弹性能稳定，除具备高速度外，其巡
航高度为35千米至70千米，可有效躲避
反导系统拦截。下一步，俄海军将重点
提升弹艇适配性，推动“锆石”高超音速

导弹在 22350、20385等新型护卫舰上部
署，形成“分布式杀伤链”。俄军年内还
分两批列装 4枚“先锋”高超音速导弹。
该导弹于 2019年 12月投入试验性战斗
值班，作为陆基版高超音速打击平台，
其具备核弹头搭载能力，“超音速+核载
弹”的组合杀伤力与战略威慑性极强。

俄媒体称，“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试
射成功和“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小批量
列装，对俄军具有重要意义。此前，俄
空基超音速导弹“匕首”及其运载平台
米格-31战机已于 2017年 12月担负战
斗值班，随着海基和陆基平台“涌现”，
俄将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三位一
体超音速武器的国家。

此外，“努多利”机动式反卫星系统
于 4月在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完成第 8次
测试，“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也进入战
斗值班状态。俄专家称，随着俄美围绕
军控问题的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发展核
常兼备的“超级武器”已成为俄制衡对
手的重要手段。

注重核常兼备体系建设

进入新财年，俄军将更加注重核常

兼备的体系建设。在 11月底至 12月初
的短短7天中，俄海军动用“戈尔什科夫
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喀山”号核潜
艇，组织“锆石”“口径”和“缟玛瑙”3型
导弹的 4次发射任务。上述 3款导弹的
发射装置与岸基“棱堡”导弹发射系统
具有通用性。按计划，俄海军现役驱逐
舰、护卫舰和潜艇、导弹艇均具备上述
导弹发射能力，有利于提升海基战略打
击的灵活性。

俄空天军也宣布，正推进图-22M3
超音速轰炸机挂载“匕首”导弹的飞行
测试，以及为苏-57新一代多功能隐身
战机搭配 K-77M新型导弹工作。前者

“超音速突防+超高速攻击”的“双超”战
略攻击力，对任何防御系统来讲都是挑
战；后者可携带分导式多弹头，且可对
高超音速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战略攻击
和突防能力较强。

俄专家指出，陆海空基兼具的高超
音速打击平台，将有助于打造俄版“全
球快速打击体系”。正如俄战略火箭部
队司令卡拉卡耶夫所言，在威胁样式多
元、战争形式多样的安全环境下，核常
兼备的战略反击能力是保障俄国家安
全的基石。

俄亮出年度战略打击力量“底牌”
■石 文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布海
军 30年军舰建造计划，引发各界关注。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公布的计划与之前
的 355艘军舰“扩军计划”一样，不仅难
以付诸实践，还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产
生负面影响。

造舰计划宏大

据美《海军时报》网站 12月 12日报
道，根据特朗普政府最新发布的30年长
期军舰建造计划，进入本世纪 30年代，
美海军舰艇数量将达 355艘，到 2051财
年将达406艘（包括辅助舰艇，但不包括
无人舰艇）。美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
称：“海军 30年造舰计划符合美国防战
略，我们需要一支现代化的作战部队在
太平洋采取行动。”

从预算上看，在该计划的前 5年
（2022财年至2026财年），美拟将原先的
海军造舰预算再增加450亿美元，达1470
亿美元。从投入重点看，新增资金大部
分将用于建造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其中12艘计划在2041财年前投入使用。

无人作战舰艇也是预算投入的重
点。2022财年至2026财年，美将为建造
12艘大型无人水面舰艇、1艘中型无人
水面舰艇和8艘超大型非自主无人潜航
器提供 43.39亿美元的预算。到 2045财
年，美海军将建造119艘大、中型无人水
面舰艇，以及24艘超大型非自主无人潜
航器。到 2051财年，美海军大、中型无
人水面舰艇数量将达 166艘，超大型非
自主无人潜航器数量将达76艘。此外，
该计划要求 30年内将美海军核动力航
母数量保持在10艘至11艘。

外界反响负面

对于这份30年造舰计划，外媒普遍
认为其不仅难获广泛支持，还会挑起美
各军种间的矛盾。

一方面，内部“唱反调”。在美海军
30年造舰计划刚公布几天后，白宫又宣
称计划公布一项5年造舰计划。该计划
将削减第5艘至今尚未命名的福特级航
母，该航母原计划于 2036年服役，这意
味着美海军将只新建4艘航母。按照目
前的服役寿命估计，如果原计划的第 5
艘福特级航母被取消，而且没有新的大
型航母建造计划，那么到 2040年，美海
军将拥有 9艘航母，到 2046年这一数字
将减至 7艘，到 2050年会更少。据美国
防部官员透露，这份与海军30年造舰计

划“唱反调”的 5年造舰计划“激怒了五
角大楼的规划人员”。

另一方面，其他军种有意见。据美
《海军时报》网站报道，海军30年造舰计
划一旦付诸实施，美未来将不得不退役
老旧装备、削减陆军等其他军种和驻外
部队的拨款，以支付海军大幅增加的造
舰费用。尽管五角大楼的预算连年增
加，但美军官员仍抱怨增长速度“跟不
上通货膨胀”。一旦陆军等军种的预算
因海军30年造舰计划受到削减，势必挑
起各军种之间的矛盾，美军持续多年的
军费争夺战或将更趋白热化。

难以付诸实施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任内对海军
建设发展尤为重视，多次责成国防部和
国会研究海军军舰建造计划，此次抛出
海军30年造舰计划，主要是给下届政府
制造“历史遗留问题”，限制其在美海军
建设发展方面的自主权。展望未来，美
海军 30年造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将面
临诸多问题和隐患。

一方面，“硬伤”难以克服。在官方
意见自相矛盾、军种利益错综复杂、造
船业整体实力萎缩和政府换届在即的
背景下，外界普遍认为美海军30年造舰
计划难以有效落实。有美国媒体刊文
批评称，美海军应更多关注作战能力建
设，而不是一味增加舰艇数量，因为这
将进一步增加海军官兵的战备负担和
工作压力。

另一方面，“陷阱”需要防范。值得
警惕的是，虽然执行前景尚不明朗，但美
政府未来或将复制里根时代“星球大战”
计划的经验，以 30年造舰计划为噱头，
将潜在对手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
赛“陷阱”，相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美海军30年造舰计划惹争议
■杨 淳

俄《消息报》记者日前走访俄罗斯
历史最悠久军事院校之一的米哈伊洛
夫斯基军事炮兵学院，实地考察了俄
炮兵军官在此锤炼成长的过程。

米哈伊洛夫斯基军事炮兵学院是
俄唯一一所为导弹和炮兵部队培养军
官的高等军事院校，12月7日系其成立
200周年纪念日。200年来，该院共培养
257名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93名苏联
英雄和5名俄罗斯英雄。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军事炮兵学
院，学员头两年主要学习基础教育课
程，以储备理论知识、熟悉武器系统各
项数据指标，接下来通过实际操作武
器装备，了解炮班编成分工及炮长的
具体工作。毕业班学员需要学习制定
火力打击计划，并搭建兵团级规模的
火力配系。临毕业时，所有学员必须
独立完成发射作业，展示学业成果。
不过，只有为数不多的佼佼者可以进
行实弹发射，其余人只能进行电子模
拟发射。

导弹和火箭炮系 3年级学员尼古
拉?卡祖罗夫，追随哥哥的脚步考入米
哈伊洛夫斯基军事炮兵学院，目前正
学习操作“旋风-S”火箭炮系统。他
说：“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这对射击诸
元计算很有帮助。”随着新式武器系统
不断列装部队，多项作业实现了自动
化，现代化火箭炮系统可以引导炮弹
直接攻击目标，军官只需输入数据即
可。卡祖罗夫迫切期盼着学习操作

“伊斯坎德尔-M”战役战术导弹系统，

这是导弹军官培训最高水平的标志。
瓦季姆?克柳耶夫在炮兵系读大

四，他刚刚结束“姆斯塔-S”自行榴弹
炮的学习操作课程，所有课程均拿到
满分，正向金质奖章毕业生目标奋
进。他介绍说：“我最喜欢 D-30榴弹
炮。这种拖曳式火炮构造简单，没有
复杂的电子设备，可以机械瞄准，但
操作起来并不轻松。射击前，需要完
成多项作业，比如获取气象通报、编
制数值修正表，考虑风速风向等气象
条件、炮身磨损和装药温度等弹道因
素。”克柳耶夫仍记得他作为“姆斯
塔-B”炮兵连长进行第一次实弹射击
的日子，“一走进指挥所，就有人向我
指示某个可视目标。而炮兵连位于
隐蔽阵地，根本看不到靶标。我需要
计算目标坐标，进行修正，然后把瞄
准器、水平尺的具体数据传送给炮兵
连。第一发为试射，看到炮弹爆炸
后，再在侦察员和测距仪的帮助下找
到误差值进行修正，最后下达指令。
当看到目标命中，那种成就感简直难
以形容”。

该院火箭炮兵战术和战斗工作教
研室高级讲师谢尔盖?福米切夫上校
表示：“学员在这里学习操作复杂、现
代化的高技术装备。我们教导他们不
要惧怕任何新生事物。在这儿不是单
纯地讲解具体的武器装备，而是让学
员了解如何去熟悉一款陌生的技术装
备。这很重要，因为部队将不断列装
新式武器装备。”

俄记者探访米哈伊洛夫斯基军事炮兵学院——

走进俄炮兵军官的“摇篮”
■李子实

俄海军试射俄海军试射““锆石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号护卫舰

建造中的美福特级航母建造中的美福特级航母22号舰号舰““肯尼迪肯尼迪””号号

时值年终岁尾，俄罗斯媒
体对 2020财年俄战略打击力
量建设情况进行总结。报道
称，在俄美围绕军控问题展开
激烈博弈的情况下，稳定建设
中的核武库和新型非核战略
打击武器，成为俄军制衡西方
挑衅的“底牌”。

米哈伊洛夫斯基军事炮兵学院学员进行实弹射击米哈伊洛夫斯基军事炮兵学院学员进行实弹射击

综合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
来为谋求军力发展动作频频，除 2021
财年防卫费规模再创新高外，还积极
建造北极科考船，并延长自卫队海外
任务期限。分析人士指出，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日本经济各项指标下滑，
此时日本政府增加防卫费并扩大军事
领域投入，其意图值得关注。

据日本放送协会 12月 13日报道，
日本政府正就 5.34万亿日元（1日元约
合0.063元人民币）的2021财年防卫费
进行最终协调。与 2020财年相比，
2021财年防卫预算增加约300亿日元，
连续第 6年超过 5万亿日元，连续第 9
年递增。据悉，增加的部分将主要用
于尖端武器研发和未来作战空间探
索，包括加大力度研发日本下一代主
力战斗机、强化网络和太空防卫能力
建设等。

具体而言，在网络领域，日本防卫
省计划调集海陆空三方面队员，新设
540人左右的“自卫队网络安全防卫
队”。在太空领域，日本防卫省将配置
新型光学望远镜以监测太空不明飞行
物，并增加监视卫星所需的设计研发投
入。这些领域的建设规模相对不大，可
以说是美军相关领域的缩小版，但建
设标准较高，反映出日本寻求实现“独
立自主”防卫能力的迫切愿望。

近年来，海外出兵一直是日本政
府关注的重点课题，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已成为日本政府判断自身是否突破
战后秩序束缚、未来能否成为军事大
国的指标之一。自上届安倍政府修改
防卫相关法案并进行一系列规划以
来，日本自卫队多次参与海外行动，日
本军事力量海外布局和短期存在的目
的已初步实现。近期，日本政府决定，
将正在中东海域巡航的海上自卫队护
航编队任务时间再延长一年，令其继
续搜集相关海域情报信息。这是日本
首次延长自卫队的海外任务时间，被
外界认为是其探索实现自卫队长期海
外部署的一个尝试。

同时，日本还不断强化对陌生战
略航道水文、环境等情报的搜集活
动。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打
算 5年内投入 335亿日元，建造具有破
冰能力的北极科考船。该船拟携带无

人潜航器，执行海冰观测、声呐探测等
任务，搜集到的数据可用于研究海冰
分布和移动，保障船只航行安全。日
本政府认为，北极航道的重要性与日
俱增，应制定相应战略，积极介入北极
开发。此次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拨款
建造北极科考船，意图测量和掌握北
极航道相关情况，归根到底还是为海
外出兵铺路。

军事专家指出，日本政府近期种种
举动表明，其正以更积极姿态谋求更尖
端领域和更大范围的军事发展，目的是
为摆脱现有制度束缚，以军事大国形象
参与全球竞争，其野心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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