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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器 控

热点追踪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联邦议会发表国情咨

文时表示，首艘能够携载“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核动
力潜艇将于今年春季下水。见微知著，俄罗斯“新面貌”
军事改革以来，不断研制出具有“非对称”军事战略意

义的新一代“撒手锏”武器。这些“撒手锏”武器针对性
强、威慑力大，体现着俄罗斯军费使用方面惊人的高效
费比。俄军新式战斗武器频频露面的背后，既有着俄罗
斯的现实选择，又预示着其新军事战略的发展与动向。

自动瞄准仪、热成像仪……将这些

高精度狙击步枪的观瞄设备，统统加持

到榴弹发射器身上，会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

前不久，国产 LG-5式 40毫米狙

击榴弹发射器在中国国际警用装备

博览会上一亮相，便吸睛无数。这款

被军迷戏称为“狙击炮”的“大家伙”

威力巨大，造型霸气，精准度高，便携

性好。

有人戏称 LG-5是榴弹发射器家

族中的“新新人类”。因为它是如此

杂糅又如此时尚，无论是形态和功

能，都已经和最初的榴弹发射器有了

很大的区别。

时针拨回20世纪初，早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榴弹发射器的雏型就出

现了——发射手榴弹的掷弹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纷飞炮火中，

步兵们常常为一个问题而纠结：进攻小

范围目标时，究竟该用啥？用手榴弹，

精准度差、威力不足，而用迫击炮，精准

度虽有效提升，可威力又过了头，既浪

费弹药也容易引发误伤事件。

如何消除手榴弹与迫击炮之间的

这条鸿沟呢？德军开始尝试在27毫米

信号枪上添加折叠枪托，试验抵肩发射

小型定装式榴弹。自此，传统意义上的

榴弹发射器正式步入战场。

美国人为解决这个难题贡献了

“美国方案”：1953年，斯普林菲尔德

兵工厂研制出M79式40毫米榴弹发射

器。它的外形像一把步枪，也被称为

“榴弹枪”。7年后，经美国陆军部批

准，“榴弹枪”正式列装部队，成为

榴弹发射器家族的“老班长”。从

此，榴弹发射器走上专业化发展的快

车道。

随着冷战结束，榴弹发射器不再是

单一的“步枪”形态，它们有的可以单独

发射榴弹，有的则以随枪附件的形式出

现，有的需架设起来发射。美国霍克工

程 公 司 研 制 生 产 的“ 巨 型 左 轮 手

枪”——MM-1式榴弹发射器就是其中

之一。它的射程跟冲锋枪差不多，操作

灵活，是城市反恐利器。

此外，美军还将两种榴弹机枪投入

海湾战争。在一次战斗中，有1600名

伊拉克士兵被俘。他们中约六分之一

的人是被MK19式榴弹机枪发射的榴弹

破片所伤。榴弹机枪的诞生大大弥补

了以往榴弹发射器装弹程序复杂、打击

精度差等缺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海空战场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榴弹发射器开启了“瘦身

减肥”模式，由笨重的机枪式设计转而

向减轻重量、提高威力和精简配套等方

向发展。

比较典型的是“百变大咖”AGL40

式榴弹发射器。它的“战位”几乎无所

不在，在卡车、装甲车、直升机甚至巡逻

艇上都可以发射。

从“步枪”到“巨型手枪”再到“瘦

身机枪”，回顾榴弹发射器的演进历

史，两个字可以精确概括：善变。如果

孙悟空没有七十二变的本事，唐僧或

许到不了西天。假如榴弹发射器没有

七十二变的能力，或许刚诞生便夭折

了。

如今，榴弹发射器家族凭借新技术

继续壮大，并依仗其七十二变的本领，

不断探索新战场。

去年的中国航展上，我国自行研制

的 LG-6式榴弹发射器亮相。它重量

轻、威力大，既能用于山地、丛林机动作

战，又能胜任城市巷战和反恐防暴任

务。单兵的肩膀是它坚强的“后盾”，无

人机也可以成为它绝佳的“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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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研发交出非凡

成绩单

随着俄罗斯“新面貌”军事改革的
推进，近年来俄军新装备占比不断提
升。当前，俄罗斯现代化武器装备在其
现役装备中的比例已经达到 59.2%。
2017 年 12 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表示，2012 年，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比
例仅为 16%，经过 5年的发展，这一比例
已是 2012年的 3倍多。2020年，新武器
装备比例将达到 70%。其中，战略导弹
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目前已经达
到了 70%，陆基核力量中的新装备比例
将在2021年之前达到 90%。

前不久，俄罗斯密集发布了一系列
“非对称”撒手锏武器。俄罗斯总统普
京在 2018 年度国情咨文中公布了 6款
“超级武器”，在 2019年度国情咨文中还
透露，“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已进入
新一轮试验阶段，将从 2021 年开始量
产。此外，“匕首”新型防空系统已经试
验成功并在俄罗斯南部军区列装。能
够摧毁地面设施、反导防御系统和“致
盲”航天卫星的“佩列斯韦特”激光武
器，已经开始生产，目前军方正在接收
该武器系统。

当前，俄军不少新式战斗武器已
在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中得到实战检
验。在远程隐身巡航导弹、精确制导
炸弹的火力支持下，俄军增强了精确
打击能力。他们运用新型情报卫星、
探测卫星、电子战武器进行电子对抗，
实施对敌电磁压制，使用无人作战力
量实施突击和态势监控，牢牢把控了
战场主导权。

“四两”武器拨出“千

斤”效果

近年来，西方国家持续对俄罗斯
进行经济制裁。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
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面政治
孤立、经济制裁、舆论唱衰、军事打压，
使本来就结构相对单一、发展不均衡
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

为了大国复兴梦想、建设强大海
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就算把克里
姆林宫卖了,也要建造新一代战略核潜
艇”。这番话语既表现出俄罗斯大力加
强武装力量建设的决心，也多少折射出
俄罗斯军费投入方面的捉襟见肘。

大力提高军费使用的效费比，以
“四两”武器拨出“千斤”效果，是俄军结
合实际，研制新式武器的重要思路之
一。尤其是当前，在资金不够充足的情
况下，俄罗斯为发展国防科技，可谓多
管齐下：

一方面，多研制，少生产。《俄联邦
军事学说基本原则》中规定，要减少武
器装备的采购量，保持研究发展与生产
能力，以确保高新作战技术的开发，并
能在战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另一方面，在资金投入上向新式战
斗武器倾斜。武器装备采购费将不再投
向过时装备，而是投向新式武器装备的
研制和生产，优先发展精确制导武器、新
型空军装备和机动部队运输工具。

与此相适应，俄罗斯在叙利亚战
场上，大量使用加装制导装置的老旧
弹药，一方面解决了火力和打击效果
问题，另一方面也让老旧弹药有了用
武之地。

体系设计弥补技术

缺陷

非凡成绩单的背后，是“体系设计”
思想的持续运用。“体系设计”思想在俄
罗斯武器装备研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俄罗斯深知自身在国防科技
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在武器装备的研制

过程中不断扬长避短，注重实现系统整
体稳定与关键技术突破相统一，因而取
得高质量的成果。

以俄罗斯的微电子技术为例，电子
技术和半导体产业一直是限制其国防
工业发展的短板。高端芯片对于现代
信息化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空天防御领域，信息传输、数字处理、
高精度打击等都需要高端芯片来支
撑。前苏联错过了上世纪 60年代微电
子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机，导致其微电子
技术走上了与世界主流微电子技术不
同的发展道路。在一定时期内，俄罗斯
无法制造出高端芯片，而西方国家又纷
纷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端电子器件。
这让俄罗斯的研发环境雪上加霜。

那么，俄罗斯是如何打造出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等一流武器系统的呢？
有专家指出，S-400 防空导弹系统中
的火控雷达信号处理，并没有盲从外
国的普遍做法，而是采用 FFT 技术和
大量的小规模集成电路进行系统集
成，以完成美国仅需一个高端芯片就
能完成的工作。因而，俄制武器装备
通常给人以重、大、粗的感觉，但这并
不妨碍俄罗斯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

锁和自身技术缺陷，在一流武器制造
上继续保持领先“身位”。

坚持“体系设计”思想既要扬长避
短，更要推陈出新。依靠自身在导弹飞
行力学、惯性制导、发动机、模拟电路等
基础技术上的优势，俄罗斯军工企业深
挖自身技术潜力，消弭了芯片技术落后
带来的影响。

以苏-57 战机、S-400 防空导弹系
统、A-235战略反导系统等为代表的俄
制武器系统，虽没有全面超越世界先进
水平，却能在部分关键技术指标上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足以令对手胆寒。

独树一帜蕴含创新

精神

在部分关键技术落后、西方国家多
方打压的情况下，俄罗斯能在国防科技
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得益于其广大国
防科研人员敢于创新、善于钻研的开拓
精神。

设计 S-300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
斯采用了与当时世界主流 C波段不同

的 X波段。虽然 X波段有望提高雷达
性能，但是相关元器件研制和供应都
很困难。在雷达关键调试设备的研制
上，俄罗斯相关军工企业也没太大把
握。最终，经过努力探索，俄罗斯获得
巨大成功，在大型 X 波段雷达研究方
面取得突破。此举，助俄罗斯在这一
技术领域抢占了制高点。

在 S-300 相控阵雷达天线馈电方
式的选择上，俄罗斯科研人员更是独
树一帜。他们选择了与主流的分支馈
电不同的空间馈电方式，并取得了突
破。以至于美国一位雷达专家都说：
“西方雷达工程界的思维定势把空间
馈电阵列技术全部留给了俄罗斯的工
程师们，使他们得以精力充沛地进入
这个空白之地。”当然，所谓敢于创新，
不意味着不顾风险，而是在有一定把
握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尽量将风险降
到最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俄罗斯不盲
从他国、积极开展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
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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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式武器的“新面貌”
■马浚洋 严志伟 程柏华

兵器漫谈

■本期观察：谢啸天 张家铭 陈明尚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当今战场，身材小巧、武艺高强的小

型无人机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为应对

这些危险的“小家伙”，能量强、反应快、效

费比高的激光武器被广泛应用。不过，一

般的激光武器体型硕大，用来对付小型无

人机颇有“牛刀杀鸡”之感。为此美国雷

神公司提供了解决方案。前不久，该公司

将高能激光武器系统集成到“北极星”

MRZR全地形车上，推出了激光射击全

地形车。

安装在全地形车货架上的这套高能

激光武器系统，展开面积不到3平方米。

其配套电源可供侦察、瞄准系统持续工作

4小时、激光射击20-30次。凭借全地形

车优异的机动性能，这套车载激光武器系

统可应用于沙漠、山地、城市等多种战场

环境。

与其他激光武器系统相比，小巧灵

活、机动性强是激光射击全地形车的显著

优势。但是，该系统目前只有在车辆静止

状态下才能发射激光束。雷神公司正探

索如何在行进间发射。那时，“站”在全地

形车肩膀上的激光武器系统，或将真正成

为小型无人机的克星。

小型无人机克星

车载激光武器

如今，在各类导弹为“矛”、多种精确

制导方式为“眼”的现代战争舞台上，如何

应对威力大、速度快、命中率高的导弹，成

为各国军队深感棘手的问题。究竟该如

何见招拆招？美国导弹防御局与波音公

司提出了新思路。

据报道，美国军方与波音等公司签

订了7000万美元的合同，计划在2023年

前开发出1兆瓦的机载激光武器，用于

击落助推阶段的弹道导弹。据悉，该型

激光武器将装配到无人机上。

按计划，这类无人机将由波音747型

运输机改装而成。它的飞行高度在

19800米以上，不受恶劣天气威胁，可在高

空停留数天甚至数周。由于它能长时间

在对手的导弹发射区域上空游弋，一旦导

弹升空，就可以在发射助推段将其摧毁。

但是，由于机载激光武器射程较短，

无人机不得不在距离对手发射地点非常

近的上空执行任务。因此，它很容易成

为敌防空武器打击的目标。此外，无人

机若“孤军深入”敌后，也容易受到敌机

的威胁，因此执行任务时，需要歼击机为

其护航。

助推段导弹杀器

无人机载激光武器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转眼间，距冷战

结束已过去近30年。最近，美军似乎又

想起了昔日的“星球大战”计划，试图在

太空部署激光武器。

据悉，美国五角大楼研究和工程部副

部长迈克尔·格里芬近日向媒体表示，摧

毁导弹的最佳时机是导弹发射初期，定向

激光武器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站得高、看得远、打得准，天基激光武

器的绝对高度优势使其能快速定位全球

每一个角落的目标，在极短时间内摧毁处

在上升阶段的导弹。而且，与空基激光武

器相比，天基激光武器的成本较低，功率

更大，对导弹的毁伤效果更好。

在太空部署激光武器的模式一旦开

启，势必会引发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那

时，世界各国林林总总的天基激光武器将

不仅是上升段导弹的猎手，也可能成为陆

基导弹家族的噩梦。

上升段导弹猎手

天基激光武器

M79式榴弹发射器

LG-5式榴弹发射器

MM-1式榴弹发射器

LG-6式榴弹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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