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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席亚洲 施洋】
本周军事新闻的第一条大事，可能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称，特朗普将于下周
通知俄方，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这意味着冷战遗留下来的美俄核平衡体系被抽掉了一根
栋梁。这是否会带来新一轮核导弹军备竞赛呢？10 月 20 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
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施首次水上试飞任务。习
近平主席亲致贺电，也确实能说明某种程度上的地位重要。

冷战阴魂不散，死灰是否复燃？

“中导”退群
《中导条约》是美苏 1988 年签署的，这个条约要求双方废除所有射程 500-1000 公里的中
短程导弹和 1000-5500 公里的中远程导弹。不过这份协议的内容并未涵盖海上战舰发射的导弹，
到 1991 年，美苏两国共销毁了 2692 枚导弹。
《中导条约》也是冷战末期，美苏两国一系列限制弹道导弹核武器协议的起始，随着其签
署，双方又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对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核巡航导弹、
核弹头部署数量等都进行了大规模削减。冷战结束后，美俄双方又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
器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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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条约，再加上此前(1972 年签署）的《反导条约》，构成了维持美俄核平衡的条
约体系。
2001 年 12 月 13 日，美国总统布什向俄罗斯发出通知，将退出《反导条约》，在条约规
定的，一方退出时需提前六个月通知对方的要求，这一条约在 2002 年正式停止执行。美国随
后成立美国国防部反导局，正式开始研制部署国家反导系统。
如今，美国已经在阿拉斯加格雷利堡基地、和加利福尼亚范登堡基地部署了 44 枚 GBI 反
导导弹。能够对从东、西海岸和北极方向来袭的中远程和洲际导弹实施中段拦截。
俄罗斯方面作为回应，近年来一方面加强突破反导系统新型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对莫斯
科部署的 A-135 反导系统进行升级，近年来连续进行了新型反导导弹的试射，力图使其拦截能
力从原来的的末段拦截拓展到中段拦截。（莫斯科反导系统是根据 1972 年反导条约允许保留
的系统，只不过美国原本与之对应的“冲刺”导弹没有正式服役）
由于《反导条约》中所规定的反导系统本来就是一个技术难度极高，其由于美俄反导系统
部署拦截导弹和系统同时拦截来袭目标能力，以及拦截效率的问题，实际上双方都心知肚明，
这套系统对于洲际弹道导弹来说，拦截效率是个“玄学问题”，尤其是碰到大量来袭的洲际导
弹，基本是杯水车薪。所以它对于美俄限制核武器条约体系的影响相对还小。
换句话来说，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反导条约》失效后的“无条约时代”，双方实际上仍
然因为技术原因，不可能迅速发展出改变国家间战略平衡的反导系统来。
那么，如果特朗普按布什当年先例，通知俄方退出《中导条约》，那就意味着美俄两国的
中程导弹发展的主要法理限制就此宣告失效。

苏联的 SS-20 导弹在废除中导条约后全部销毁了

中程导弹在美俄两国都是有着深厚技术积累，事实上可以说双方都有大量现成技术的武器
装备。
别的不说，美国多种商用固体运载火箭，随便拿一种出来，进行一下改进，就可以作为中
程导弹装备。至于机动发射技术，当年“侏儒”导弹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技术基础，稍加改进，
就相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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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对于掌握先进的机动式洲际导弹技术的国家，迅速研制中程导弹，难度当然并不
大。

“侏儒”导弹拥有外形独特的发射车

所以和反导系统不一样，在《中导条约》失效后，美俄受到的主要限制，或许更多的是在
经费上，而不是技术上。
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前几天刚刚宣布，下一财年度的军费将控制在 7000 亿美元以下，
这已经引发美军各大军兵种的恐慌，毕竟他们刚刚拟定了未来十几年“应对大国竞争”条件下，
大把撒钱，搞“大跃进”的计划，特朗普却突然表示要削减军费，这让他们如何是好。
废除《中导条约》在欧洲和亚洲将会产生双重的麻烦。
一方面，美国这次废除《中导条约》嘴上喊着的，是为了应对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
而俄罗斯目前所谓“违反中导条约”的主要装备，是“伊斯坎德尔 K”巡航导弹，实际上也就
是通过“伊斯坎德尔”的发射车， 来发射“克拉布”（口径）巡航导弹。（此前另一种受到
美国谴责的 Rs-26 导弹已经因为俄罗斯改为研制高超洲际导弹技术，而被放弃）
这其实对于欧洲的战略平衡，影响不大，天平不会因为这几枚巡航导弹而更偏向俄罗
斯——当你的空军连 F-35 都对付不了的时候，多几枚巡航导弹意思真的不大。
美国真正试图用中程导弹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中国如今已经拥有大量的中程导弹，而且
这些导弹越来越精确，已经有一部分具备高超声速滑翔技术。随着未来东风-17、东风-26 带
滑翔弹头型导弹的大量装备，美国部署的 THAAD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会失效。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唯一能想到的“对抗”方法，自然是用中程导弹来进行反击。
但问题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多次， 东亚的自然地理条件就限制了美国反击导弹的部署。
因此这种部署并不能改变美国的被动态势。
但是美国为了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退出《中导条约》，肯定要引发俄罗斯增加部署针对
欧洲的中程导弹的问题，因为毕竟中程导弹便宜又容易核常兼备，当年《中导条约》签署前苏
军在中导系统部署数量方面也是占优势的——真正提意见的，是被双方中程导弹当靶子的欧洲
人……
那么这次如果俄罗斯增加中程导弹的部署，那欧洲自然要炸锅，那么美国就不可能仅在亚
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而是必须考虑在欧洲增加中程导弹， 以兑现自己给欧洲的安全承诺——
当然了，特朗普也可以来个甩手不管，你们欧洲人自己的事儿，自己想办法解决去吧……
那样对于美国的国家信用，损害可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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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退出《中导条约》对于美国来说不划算，但显然现在特朗
普的很多决策都谈不上什么理性了。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人很可能只能再次自认倒霉。
至于中国这边，我们只要按部就班，把正在研制的几种新型中短程、中远程弹道与巡航导
弹，以及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部署工作落实，就很足够了。

或许对美国来说，尽早搞出一个“高超条约”才是正路

美国要搞无条约军备竞赛，那咱们就跟他一起搞嘛，反正拼生产能力，咱们也不虚嘛。
有朋友表示，和 2015 年美国放话要退出《中导条约》时相比，这次我国军控界到是显得
很淡定。一方面，当年咱们就论证过，得出可美国和我们搞中程导弹军备竞赛必败无疑的结
论；另一方面，今天中国军控界的思路也正在突破旧的窠臼。你看这次放狠话的博尔顿，2001
年也是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在当年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材料等的谈判中，表现就十分
强硬——不过我想，这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小老头儿似乎搞错了一点，当年的美国，那是可以凭
着拳头说话的，你的强硬是有底气的，而今天……
当然了，或许这位被切尼一手提拔上来的军控专家，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和长远的见解？
有人认为这位至今仍坚持出兵伊拉克是正确决定的国防事务助理是“冷战活化石”——我说
不是，博尔顿恰恰没有在冷战期间干过什么事儿，他其实是美国前 20 年马放南山也能称霸全
球时代的化石——那我们就看看，现实世界和这位傲慢老兄的想象究竟会有多少差距吧。
鲲鹏展翅，九万里
10 月 20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10 月 20
日上午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施首次水上试飞任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致电表示热烈祝贺。作为航空工业的一项新的成就，“鲲龙”AG600 能够获得如
此高的待遇，也确实能说明某种程
度上的地位重要。
起飞瞬间
我国虽然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
开始研制，并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定型了水轰 5 这样一款大型水
上飞机，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有
限，加上航空工业部在项目后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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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项目的消极态度。在水轰 5 完成研制并且交付首批飞机之后，对于水轰 5 的后续改进和继续
发展并不热心，中国的水上飞机在一些关键领域也就一直有了不少遗憾。这些遗憾中的不少，
直到“鲲龙”AG600 研制出来，才真正得到解决。
水轰 5 虽然在飞行操作上整体中规中矩，但在最初规划时是一款单纯的水上飞机，其飞行
起降过程都要在水上进行，而在飞行前后，其起飞整备工作和着陆后的检修都要到岸基航空站
进行。虽然这样的设计大大便利了飞机在有沿海甚至没有机场的海岛地区的运用，但也限制了
飞机在内陆的运用。在很多地方，寻找水上飞机所需的足够宽阔还有一定深度的水面反而更难，
因此该机没有办法在普通的陆地机场起降，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针对这一点，“鲲龙”AG600 在研制之初就强调该机的水陆两栖功能，相比水轰 5 比较脆
弱，仅能支撑飞机在地面转运的机轮，“鲲龙”AG600 的起落架整体更大，结构强度也更高，
能够适应飞机在地面机场的起降。“鲲龙”AG600 的首次试飞就是在陆地上进行，这也使得该
机可以机动的范围更大，在执行诸如森林灭火这样的任务时，前出到更多的地区执行任务。
水轰 5 研制的时候，由于国内没有合适的动力系统，最终选择的是运-7 系列使用的涡桨 5
甲发动机，这款动力是国内当时能够提供的能够国产的动力较大的涡桨发动机，但其持续功率
只有 1901 千瓦，最大起飞功率也只有 2317 千瓦。对于一架最大起飞重量 45 吨的水上飞机来
说，这样的动力水平是有所不足的。国内长期用于和水轰 5 进行比较的日本新明和 PS1 水上飞
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也有 43 吨，但其配备的 T64-IHI-10J 涡桨发动机的单台功率就有 2605 千
瓦。
较小的发动机功率也影响了水轰 5 的载重量，该机平时的载弹量只有 3 吨，最大载重也只
有 6 吨，这在该机作为反潜巡逻机时问题不算太大，但在作为灭火机吸水的时候却是十分关键，
毕竟几吨水在天上一撒就是一个覆盖区，能够带的水量少，也就意味着灭火的效果差。
相比之下，“鲲龙”AG600 使用的是起飞功率 3125 千瓦，额定功率 2700 千瓦的涡桨-6
发动机，未来还有潜力升级动力更强劲的涡桨-6C 发动机，动力上的提升使得“鲲龙”AG600
在相比水轰 5 空重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起飞重量增加到 53.4 吨，作为灭火机时可以携带多达
12 吨的水，其用于灭火时的效能成倍提高，而作为海上救援和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水上起降的
能力也顺便提升。
作为当代大型水上飞机里面比较先进的型号，“鲲龙”AG600 在海上救援和消防灭火等领
域有着广阔的用途，对于中国强化在南海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能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不过对于许
多军迷设想的军事用途来说，解放军目前的海军作战体系中，可能已经没有“鲲龙”AG600 的
太多空间。当年研制水轰 5 的时
候，海军设想的是让水轰 5 同时
执行海上巡逻反潜和航空反舰作
战的任务，但这两项功能因为配
套的 616 反潜鱼雷和鹰击-1 反舰
导弹都没有研制成功，最终也只
能流于设想。
AG600 进行高速滑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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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水轰 5 到“鲲龙”，40 多年时间可谓是白云苍狗，当年人民海军在航空反潜和反
舰领域几乎是一篇空白，而如今，歼轰-7、轰-6 系列早已经成为海军航空反舰的主要力量，
高新 6 号岸基反潜巡逻机也在这几年开始批量列装海军部队，水上飞机虽然有可以在海面起降
的优势，但由于水密性的需要，水上飞机无法在机身下开大弹仓，在机翼下吊挂武器也会因为
上单翼结构导致挂弹不便，加上涡桨动力的飞机飞行速度有限，从这个角度看，将水上飞机用
于直接的一线作战行动并不是那么合适。
至于将水上飞机改为特种用途的飞机的做法，理论上倒是存在着一些可行性。网上也经常
流传着诸如让“鲲龙”AG600 改装成水上预警机，伴随和支援航母编队出海作战这样的特别设
想。这多少是对水上飞机的运用有一些个误解。
尽管依托预先设置好的外海加油补给船只或者岛屿基地，水上飞机能够比一般的陆基飞机
更容易在海上持续作战，为水上飞机加装机载预警搜索雷达也没有技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但
对于已经有成熟的陆基预警机的中国海军而言，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其实值得怀疑。
原因很简单，在当代的航空技术条件下，为岸基飞机增加空中加油设备并配属空中加油机
进行支援，无论是技术复杂程度还是实际运用的灵活性，都要比费时费力地预先布置海上加油
点更有操作性。
在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已经确定要采用弹射器，舰载预警机研制也全面步入正轨的今天，为
远洋航母编队的预警专门研制水上预警机并装备与其配套的远海补给系统，显然是有些舍近求
远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水上飞机就已经毫无用处，在南海中国大陆有人员驻守的 7 个岛礁中，只
有 3 个有机场，在西沙的 22 座岛屿中，也只有 1 个有机场，对于大量远离大陆，没有机场，
也很难通过直升机直达的岛礁来说，可以直接起降，无须额外准备的水上飞机无疑是最为快捷
的交通工具。比起传统的通过交通艇从有机场的岛礁传递人员物资，或者等待慢速的船只来运
送货物，使用水上飞机无疑都会让整个流程大大加速。
当然，作为一种用途上虽非军用，但公共服务意图十分明显的机型，指望一款大型水上飞
机能够收到纷至沓来的订货或者在民用市场上大放异彩，这本来就不是特别现实的想法，但对
于中国来说，拥有一款帮助中国完全掌握船身式水上飞机所有关键技术，且对中国在南海等地
区利益大有帮助的水上飞机，无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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