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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广角

去年，韩国防卫事业厅宣布，已向韩国
海军交付首艘专用训练舰“闲山岛”号
（ATH-81）。该舰于 2018 年 11 月下水时颇
受关注，此次服役再次引发外界对“专用训
练舰”这一特殊舰种的热议。

专用训练舰是指专门供院校学员或海
军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类舰船。

与驱逐舰、护卫舰等主战舰艇的勇猛形象
不同，很少上战场的专用训练舰有些不太
起眼，可它还是被誉为“舰艇战斗力的海
上摇篮”。

小众、低调、冷门又不可替代，拥有
百年历史的专用训练舰究竟特别在哪儿？
未来将驶向何方？请看专家解读。

从专事侦察到察打一体，从个体发
威到群体攻击，从由人遥控到自主飞
行，从唯命是从到自主决策……自无人
机进入军事领域那天起，其家族如同传
说中的“息壤”，迎风就长。

如今，军用无人机跻身的领域越来
越多，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单是从侦
察平台角度看，现在既有可翱翔九天鸟
瞰大地的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也有可
盘旋空中、实时传送相关信息的“战车
伴侣”，还有可挥之即起、充当战士高处
耳目、提供战场环境信息的“单兵掌中
宝”。在其他方面，军用无人机的舞台
也日益广阔。有军迷甚至惊呼：“似乎
哪儿都有它。”

这种趋势方兴未艾。从一定程度
上讲，军用无人机正在成为武器装备界
不可多得的“百变神君”，并呈现出一些
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实现“跨界”发展。前不久，已有个
别外国公司对军用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反
潜进行了测试。这标志着无人机的用武
之地又有新拓展，开始从对陆地目标察
打一体向充当反潜装备演进。在此之
前，也有国家提出设想，试图研发潜射无
人机，来提升处于水下航行状态的潜艇
对敌方潜艇的侦察感知能力。从严格意
义上讲，这种“变身”并非“跨界”，就像一
些子弹与药品或针剂结合可用来在战场
上为伤员疗伤、一些炮弹加装摄像机或
传感器后可用于侦察战场毁伤效果一
样，军用无人机“将手伸向海中的潜艇”，
也是基于其潜力的进一步挖掘与释放。

与其他平台进行更深层次的联

手。无人机用作察打一体平台的技术
已经相对成熟。当前，无人机的发展正

呈现出与其他平台进一步融合的趋
势。比如，它与有人机的有效融合，包
括为有人机充当“忠诚僚机”等，已成为
各国竞相追求、奋力实现的目标。随着
一些新作战概念的提出，军用无人机还
有可能在战时与一些商船发生关系，以
集装箱式的装具充当储运、发射平台，
以便达成从商船上突然发射、大幅增强
火力的目的。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力
求早日实现无人机群自主组网、决策与
发动攻击，也已被一些国家列为重要发
展目标。

变为更加重要的弹药投射平台。

对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说，投射弹药、发
起攻击是基本能力。出于各方面考虑，
一些国家正打破对军用无人机使用的
传统定位，试图让无人机拥有发射空空
导弹等更大威力弹药的能力。如果这
一意图得以实现，无人机将在事实上成
为空空导弹的发射平台。

前不久，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
局（DARPA）已将“远射”（Longshot）项
目第一阶段合同授予一些公司。该项目
的核心就是打造可搭载和发射空空导弹
的无人机平台。作战时，该平台可由有
人飞机远距离运送，在对手防区外投射，
再由无人机平台驮载空空导弹飞行至预
定地域，发射导弹展开攻击。如此，既可
降低有人飞机的风险，也可利用无人机
平台实现在离目标更近的地方发射，并
可保证导弹在终端飞行时能量充沛，压
缩对手反应时间。

军用无人机舞台日益广阔

“似乎哪儿都有它”
■王晓煊 王麒淞

装备动态

现代信息化海战中，反舰导弹是水

面舰艇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面对反

舰导弹的攻击，水面舰艇的防御方式大

体可分为“硬杀伤”抗击和“软杀伤”诱

骗两种。“硬杀伤”抗击是指舰艇发射舰

空导弹或者使用舰炮击落来袭导弹，

“软杀伤”诱骗则是指使用舰载有源、无

源电子对抗系统对来袭导弹的末制导

系统实施干扰。

在适当时机抛投充气式角反射体

是一种有效的“软杀伤”诱骗手段。充

气式角反射体被抛投到海面或空中时，

借助特定的构造、材质与功用，它可充

当舰艇的“替身”，干扰、欺骗来袭导弹

末制导系统，从而达到“李代桃僵”保全

舰艇的目的。

角反射体因制作材料不同、用途

不同，在具体形状与规格大小方面也

各有不同。当雷达波照射角反射体

时，角反射体会对产生的电磁波进行

折射和放大，变成很强的雷达回波信

号，对导弹上的信号接收机形成干扰，

或者使雷达接收机误将其认作舰艇并

发起攻击。

舰载角反射体大多为充气样式，以

金属织物作为反射面，投放后能快速形

成在海面漂浮或空中悬浮的雷达假目

标，具有质量较轻、易携带、存储使用方

便、不易变形、可重复使用等特点。

它发挥作用时间较长，雷达回波与

舰艇相似度高，可用来对抗现代反舰导

弹末制导系统的箔条识别电路，理论上

对多种体制雷达有较好干扰效果。

舰载角反射体较早的实战应用是

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海战中。当时，

英国舰艇使用了名为“复制品”的角反

射体来对抗阿根廷发射的反舰导弹。

其后，世界各国相继开始研制及列装舰

载角反射体，其中充气式角反射体成为

研制应用的主流设备。

充气式角反射体主要分为“投放

型”及“发射型”两种。“投放型”充气式

角反射体依靠自身重力或者高压气体

进行布放，离舷后自动充气展开成型，

漂浮于海面形成假目标。此型角反射

体的典型代表为英国埃文宇航公司研

发的DLF系列舷外充气式角反射体系

统。“发射型”充气式角反射体装填在火

箭等运载器中，利用发射装置发射后，

会飞行至距载舰有一定距离的位置，从

运载器中脱离并完成充气，在空中飘浮

形成假目标并缓慢坠落到海面。此型

角反射体的典型代表包括以色列的“维

扎德”反雷达假目标、丹麦的“戴尔玛”

系统、法国的“西莱纳”多模式软杀伤干

扰系统等。

利用普通材料制成的角反射体，其

雷达散射截面积针对某一雷达波段相

对固定，容易被对手识别，而通过变化

角反射体的制造材质，如运用一定数量

的吸波材料，则可有效改变同一角反射

体的雷达散射截面积，从而实现对不同

体制雷达导引头的有效欺骗。

一般来说，“发射型”角反射体更易

与箔条等其他无源或有源干扰器材配

合使用，在对抗具有箔条识别能力的反

舰导弹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充气式角

反射体的重要发展方向。

舰艇金蝉脱壳的秘密武器

充气式角反射体
■王龙涛 王皓凡 黎明宇

兵器知识

起源：“学”“训”一体

专用训练舰是练习航海和各种主
机、武器操作技能的重要实践平台。作
为“海军官兵的第二教室”，它的核心
职能是教学和训练。

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辅助海军
官兵“学”与“训”的基因就与专用训
练舰相伴相生。

17世纪开始，英、法、西、荷等欧
洲国家凭借庞大的舰队纵横大洋，海上
力量建设备受重视，海军学校由此出现。

当时的主战舰船大都是木质风帆
舰，操作方面的技术含量不高，舰员无
需太多理论积淀，教学工作大多以舰上
实操为主。于是，有些海军学校最初就
成立于训练舰上。例如英国不列颠皇家
海军学院就重建于“卓越”号训练舰，
日本幕府时代的海军最早的教学机构则
建在“观光丸”号训练舰上。从某种意
义上讲，这些建有海军学校的舰船可视
为早期的专用训练舰。

当主战舰船步入铁甲蒸汽时代，面
对不断丰富的海战理论、快速扩大的海
军规模以及日趋复杂的操作要求，“舰
上办学”已无法适应各国海军发展需
要，“岸上学理论、舰上练操作”成为
各国海军在培养舰艇人才方面的通用模
式。专用训练舰的职能定位随着“学校
上岸”得到初步明确。

需要指出的是，受限于当时的条
件，早期的训练舰大多借用主战舰艇为
“课堂”。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算不上
“专用”。直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世界上才出现按照训练功能要求设计建
造的舰船。这些舰船采用蒸汽机为主动
力系统，装备有火炮、鱼雷等武器，最
重要的是，设有专供教学使用的舱室，
具备了现代专用训练舰的雏形。

成长：“专”“兼”之争

经过数百年发展，训练舰的重要性
得到普遍认可。然而，目前世界上只有
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家拥有专用训练舰，
总量仅100多艘。

事实上，关于训练舰船专用更好还
是“兼职”更佳的争议，一直伴随着专
用训练舰的成长发展。

广义上讲，专用训练舰主要包括两
大类：综合训练舰和专业训练舰。

综合训练舰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各国海军为训练目的专门建造，能够进
行航海、指挥、通信、雷达、舰炮、导
弹、轮机、船艺等多个海上科目训练的
专用训练舰。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
舰、韩国海军“闲山岛”号训练舰、俄
罗斯海军 887 型 （斯莫尔尼级） 训练
舰、印度海军蒂尔级训练舰等都属于综
合训练舰。

专业训练舰分为风帆训练舰和专业
科目训练舰。风帆训练舰大多为新建的
钢制结构舰船，主要通过古老船艺训练
培塑受训人员的专业精神，这种训练舰
大多集中于欧洲、南美洲等一些国家；
专业科目训练舰一般由退役主战舰艇或
商船改装而来，主要从事航海、舰载机
起降、防空反潜等科目的训练，例如美
国海军“肯尼迪”号训练航母、英国皇
家海军“百眼巨人”号航空训练舰、法
国海军“圣女贞德”号训练舰。

所谓“兼职”训练舰，是指平时承
担训练任务的现役主战舰艇。如有需
要，它们可以立即充实到一线作战序列
中。例如，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朝雾级驱
逐舰，该级前两艘舰“山雾”号和“朝
雾”号分别于 2004 年、2005 年转为训
练舰，尔后又分别于 2011 年、2012 年
回归作战舰艇序列。

由于风帆训练舰很多情况下源自本
国海军的历史传承，在这方面的争议不

大。因此，各国海军和学术界对于专用
和“兼职”训练舰的分歧，主要集中在
是否有必要建造综合训练舰以及维持一
支专用训练舰队方面。

毫无疑问，综合训练舰在培养初级
海军人才方面，与其他类型训练舰相比
有着明显优势。它的舰体结构、舱室布
局、软硬件配置等都作了专门设计和
优化，以保证舰上教学、训练的质量
效益。

不过，综合训练舰的施训对象主要
是新服役的海军官兵，受众面较窄，特
别是随着主战舰艇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综合训练舰的造价也水涨船高。韩国海
军“闲山岛”号训练舰造价高达数亿美
元，如果搭载数百人进行一次为期 4~6
个月的远洋训练，费用更是不低。

显然，对于海军规模不大且主要用
于执行近海防御任务的国家来讲，建造
综合训练舰的紧迫性不强，维持一支专
用训练舰队必要性也不大。但对于海洋
大国和志在远海的海军来讲，建造大型
综合训练舰并维持一支型号齐整、配置
均衡的专用训练舰队，对于其人才队伍
体系化、多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根本：“人”“战”结合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专
用训练舰来培养海军官兵技战术能力
的，到一线主战舰艇实习也是重要途
径，毕竟，“训”的目的是为了促进
“人”“战”结合。

在主战舰艇升级换代和舰载系统加
速更新的背景下，作为海军院校与作战
舰队之间的桥梁，如何在保证初级训练
质效的同时紧密衔接实战需求，是专用
训练舰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般来说，专用训练舰更加注重以

人为本，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其整体设计
上。以综合训练舰为例，其通常采用宽
舰艏、长艏楼、方形舰艉造型，甲板宽
大，采用双桨推动，耐波性、适航性
好，活动空间充足。满载排水量一般为
2500~9000 吨，最高航速 18~25 节，上
层建筑普遍有 2~3层，占全舰长度一半
以上，其中设置 10余个教室，可同时
为 150~400名人员施训。这些，都是主
战舰艇无法比拟的。即便是改装自退役
主战舰艇或商船的专用训练舰，也会进
行优化，以便受训人员有更好的学习、
训练、生活条件。

在注重人性化的同时，各国海军也
充分考虑本国面临的主要海上威胁和作
战任务，有针对性地选择专用训练舰类
别或舰载训练设施。

例如，搭载直升机或短距/垂直起
降固定翼战斗机的两栖攻击舰，是英法
两国海军的传统主战舰艇，因而他们专
门编设有此类航空训练舰。

水下作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
心，因此，鹿岛级训练舰设置了“阿斯
洛克”反潜导弹，挑选了一些反潜驱逐
舰，将其改装为训练舰。

鉴于主战舰艇更新速度远高于专
用训练舰，部分国家的海军还会根据
当前舰载武器装备现状，为专用训练
舰安装相应仿真模拟系统，以便更好
地推动受训人员能力水平向一线实战
水平转变。

例如，英国皇家海军耗资 1.08亿英
镑开发了被称作“海军训练方面发生的
一次最大变革”的“海上综合训练系
统”，并于2011年上舰，投入使用。

未来：“全”“新”并重

在网络、智能技术加速融合发展的

今天，海战样式距离革命性变化只差
“临门一脚”。无人舰艇普及化、作战单
位分散化、舰载武器高超声速化等新特
点，对海军人员的认知水平、能力素质
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专用训练舰将着
重在“全”和“新”两方面同时发力。
“全”主要指专用训练舰的训练功

能全、定位用途全。
一方面，提供一体化、多样化训

练科目，保证受训人员对现役各类舰
载系统“一次训练、全面熟悉”，从而
更好地适应高度集成、高度智能的主
战装备。

例如，濒海战斗舰新建之初，美国
海军在训练舰艇上安装了一套模拟训练
系统，接装官兵可以用它来模拟濒海战
斗舰的操作。

另一方面，注重“平战兼顾、一舰
多能”，充分发挥专用训练舰吨位较
大、航行平稳、空间充足的特点，为战
时担负医疗救护、运输补给等后方支援
保障任务预留余量。

如希腊海军“阿里斯”号训练舰，战
时就能充当运输船、医疗船甚至指挥舰。
“新”主要指专用训练舰的设计理

念新、训练设施新。一方面，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运用与主战
舰艇同步的技术理念新建综合训练
舰，以便容纳更多的新型训练设备设
施和受训人员。另一方面，应对照现
役舰载武器装备及时更新训练设施，
避免所学非所用。甚至，专用训练舰
上的一些模拟训练系统还要保持适度
超前，以保证受训人员保持最前沿的
操作能力和思维视野。

可以预见，专用训练舰将越来越受
各国海军重视，并在战斗力生成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

版式设计：梁 晨 王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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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训练舰驶向何方
■杨王诗剑

图①：俄罗斯海军887型（斯莫尔尼级）训练舰；
图②：英国皇家海军“百眼巨人”号航空训练舰；
图③：韩国海军“闲山岛”号（ATH-81）专用训练舰；
图④：法国海军“圣女贞德”号训练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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