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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兵中，
总长超过 20 米的
“大胖墩”
东风—41 洲际
战略核导弹方队压轴出场，
“国之重器”
终于在世人面前揭
开了神秘面纱。东风—41 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
撑。公开报道显示，
东风—41 具备井下发射、
公路和铁路
机动发射等三种发射方式，
射程突破 12000 公里（也有媒
体称超过14000公里）。飞行速度快、
突防能力强是东风—
41 的另外一大亮点。东风—41 的飞行速度达每小时
30000公里，
这意味着，
东风—41从中国本土发射，
半小时
可抵达全球任何地方。公开报道显示，
东风—41 可携带 6
至 10 枚分导式核弹头，
每枚弹头都有自己的目标，
还能在
太空释放诱饵弹，
进行末端机动变轨。同时还有自身滑翔
机动轨迹，给雷达探测造成较大困难。中国导弹技术专
家杨承军曾指出，
东风—41 试射的失败记录为零，
同项类
比，
美国战略导弹成功率约为 90%，
俄罗斯约为 85%。
东风—41 核导弹被西方描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洲际
弹道导弹。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文章，
华盛顿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称，
它可能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导弹。

巨浪—2 导弹——我国最新型潜射战略导弹也在阅
兵中首次公开亮相。巨浪—2 导弹承担着国家海基核威
慑的重任。作为中国第二代潜射导弹，
巨浪—2 导弹可以
携带 3—6 枚核弹头，
射程达到 8000 公里以上。潜射导弹
与核潜艇的组合可以大大提升二次核打击能力（即核反
击能力）。2014 年，
可装载 12 枚巨浪—2 导弹的 094 战略
核潜艇开始战备值班。

我国最新研制的东风—17 常规导弹，也备受关注。
这款新型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
无依托、
强突防的特点，
可
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无论是导弹性能还是突防
能力，都较其他型号常规导弹有了很大提升。美国《防务
新闻》认为，
阅兵中最大的惊讶是东风—17 的出现。俄罗
斯卫星新闻网的文章，
则将它与高超音速滑翔导弹挂钩。
目前，高超音速导弹在国际上属于热门武器，我国和
俄罗斯已率先公布，而美国正在研制的导弹或到 2022 年
才正式服役。军事专家岳刚表示，东风—17 最吸引眼球
之处就在其具备高超音速与滑翔可变弹道两大特性，这
让它具有极强的突防能力。飞行速度在 1 马赫以上可定
义为超音速，超过 5 马赫则属于高超音速武器。根据预
测，
东风—17 平均飞行速度为 6 马赫，
最终命中精度为 10
米以内，此前的东风—21D 是 30 米。
“高超音速意味着缩
短了对方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
从而提高打击效能。
”
岳刚指出。除了飞行速度快，机动滑翔是东风—17 区别
于其他高超音速武器的一大亮点。弹道导弹飞行具有上
升段、
中段和末段三个阶段，
进入末段时，
也就是重返大气
层阶段，东风—21D 和东风—26 的弹头都是依靠动能惯
性往下落，这意味着其弹道轨迹是可预测的，拦截方预警
雷达在中段发现目标之后，可以根据轨迹推测出下一刻
所处的位置，从而引导拦截弹进行拦截。但东风—17 的
弹头在释放之后，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速度的调整与轨道
的变化，
“像漂移一样，
令对方琢磨不定，
难以拦截”
。
另外，
长剑—100 超音速巡航导弹也首次展现在世人
面前。有军事专家分析，长剑—100 与东风—17 分别代
表着国际高超音速武器的两种发展方向。

大阅兵中，
新型潜射、
舰射反舰巡航导弹鹰击—18 和
其改进型鹰击—18A，首次震撼亮相。鹰击—18 系列反
舰巡航导弹是中国最新研制的新一代反舰导弹，是海上
联合打击体系的利剑。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曾评估这种导
弹为
“最接近完美的反舰导弹”
。为何有这么高的评价？
首先，鹰击—18 是一款“亚超结合”的导弹。根据战
场情况的变化，其飞行状态可以从亚声速切换到超声速：
中段飞行时在高空以亚声速飞行，寻找并锁定目标；确认
目标后，
以超声速掠海飞行的方式发起致命一击。其次，
鹰
击—18 采用了数字化、
自动化、
智能化的飞行控制和引导
技术，令其非常“聪明”，抗干扰能力很强、攻击效率很高。
第三，
鹰击—18 的射程很远，
外军的亚声速反舰导弹射程
普遍在 300 公里左右，但鹰击—18 反舰导弹的射程能达
到 400 公里。第四，鹰击—18 的平台适应性很强。目前
海军已经在舰载基本型的基础上，成功发展出了舰载垂
直发射型、
可以在水下发射的潜射型以及陆基岸舰型。

东风—41 核导弹方队

铁流滚滚，
浩荡而来；战机翱翔，
傲视苍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阅兵中，
15 式轻型
坦克、
巨浪—2 导弹、
东风—41 核导弹、
轰—6N 等精兵利器，
悉数登场。连日来，
大阅兵武器
装备，
特别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装备，
成了国人心头的骄傲，
也成了境外媒体持续关注和解读
的对象。那么，这些新亮相的武器装备各有哪些非凡本领？境外媒体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解放日报》
《南方日报》
《潍坊晚报》
）

这次阅兵，无人作战模块多款新型
无人机亮相，包括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
攻击—2 无人机、攻击—11 无人机，以及
一款新型水下无人潜航器。我军的无人
作战装备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部分领
域已接近或比肩世界先进水平。攻击—
2 无人机能够全天候遂行侦察打击任务，
攻击—11 无人机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

防空等作战任务。而无人潜航器是我海
军智能化平台，集战场环境侦察、敌情监
视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是未来无人作战的
典型装备。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攻击—11
旨在躲避敌方雷达探测，和美军载人的
B—2 轰炸机非常相似。攻击—11 未来
可以部署在解放军海军的航母上。

此次国庆
阅 兵 ，3 架 轰
—6N、6 架 轰
—6K 组 成 的
轰炸机梯队飞
过天安门上
空。国产新型
远程战略轰炸
机轰—6N 是首次亮相。轰—6N 不仅可
以空中受油，而且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

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
“轰—6N补齐了我国三位一体核打击
能力的最后一块
‘短板’
。
”
国防大学政治学
院军政训练系副主任、
副教授袁周说，
轰—
6N战略轰炸机的出现，
意味着中国具备对
美国关岛以及中途岛和夏威夷群岛进行远
程突袭的能力，
使我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
及英国之后第四个拥有战略轰炸机的国
家。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
轰—6N
可以用来阻止他国航空母舰进入南海。

在国庆阅兵中，直—20 战术通用直
升机首次公开亮相。有军事专家分析认
为，直—20 的出现，弥补了中国在 10 吨
通用直升机上的短板，
可用于执行运输突
击、空军及后勤支援任务，甚至还可改装
成预警机、
反潜作战飞机等使用。

军事专家杜文龙介绍，直—20 在外
形上有两大亮点。一是，采用剪刀型尾
桨，噪声会很低。二是，旋翼的外延采取
了后掠布局，这是低噪声旋翼。此外，直
—20 采取了五叶的旋翼布局，
“可让载重
能力进一步提升”
。

作为国产最新型陆军装甲突击力量
的优秀代表，15 式轻型坦克首次亮相国
庆阅兵。该型坦克主要用于山岳丛林、
水
网稻田、高原高寒山地的快速部署、机动
突击和地域控制，具有重量轻、防护能力
好、攻击力强等特点，整体作战能力跻身
当今世界顶尖水平。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副主
任、副教授袁周介绍，虽然相对于 99A 等
主战坦克，15 式轻型坦克的个头要小不
少，但这款自重仅为 36 吨、配备了 1000
马力的发动机的
“小个头”
，
却能够在海拔

数千米的高原山地纵横驰骋，
是我军遂行
山地作战任务的
“高原杀手”
，
实力不容小
觑。
“15 式轻型坦克在今年的国庆大阅兵
中正式亮相，
意味着这一高寒山地作战的
‘杀手锏’
已正式服役，
我军的高原山地作
战能力也因此得到大幅度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