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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格公司赢得美国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合同
美国空军于 9 月 8 日宣布，诺格

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 133 亿美元的陆
基战略威慑项目竞标合同，将建造美
空军的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

诺格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曾表示，
陆 基 战 略 威 慑 导 弹（GBSD） 将 从
2029 年起，取代上世纪 70 年代部署
的 LGM-30G “民兵 - III”洲际弹道
导弹。美国空军称，GBSD“将提高精
确度、增强安全性并提升可靠性，为
美国提供更多升级的战略核选择方案，
以应对当今以及未来的挑战”。

美国空军认为，GBSD“将提高准
确性，增强安全性和可靠性，从而为
美国提供升级的和更广泛的战略核打
击方案，可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威胁。”

去年 7 月，波音因诺格公司收购
固体火箭发动机制造商 ：轨道 ATK 公
司（Orbital ATK， 现 在 称 为 诺 斯 罗
普·格鲁门创新系统）而退出美国空
军的招标后，诺斯罗普公司成为这项
工程、制造和研发合同的唯一竞标者。

美国空军曾打算在技术成熟度与
风险降低阶段资助两家竞标者，因此
2017 年，波音和诺格赢得了价值 3.59
亿美元的合同。但是，2019 年 10 月，
空军停止了对波音公司有关该合同的
资金投入，导致波音公司提前停止相
关研究。

波音公司辩称，由于与诺格公司
一些合作协议的纠纷，导致波音公司

没有足够的时间就 GBSD 项目与供应
商就火箭发动机的供应谈出有竞争力
的价格。

但是，空军拒绝改变其采购策略。
去年 12 月，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就
GBSD 项目的工程和制造研发阶段递
交了投标书，而波音公司则确认尚未
提交自己的标书。

诺格公司 CEO 凯西·沃登表示 ：
我们的国家正面临迅速发展的威胁环
境，以现代化的战略威慑能力保护我
们的公民从未如此显得重要。凭借在
每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上超过 65 年的
技术领导地位，我们遍及全国的团队
感到荣幸并致力于继续与美国空军建
立伙伴关系，以提供安全、可靠和有
效的系统，这将在未来多年为全球稳
定做出贡献。

诺格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
参与该项目的行业团队包括航空喷气
洛克达因（Aerojet Rocketdyne ）公
司、柏克德（BECHTEL）公司、克拉
克建筑（Clark Construction）、柯林
斯 宇 航（Collins Aerospace）、 通 用
动力、HDT 全球、霍尼韦尔、Kratos
国防和安全解决方案、L3 哈里斯、洛
克希德·马丁、德事隆系统以及其他

合作作伴。公司自己的相关工作将主
要在位于犹他州罗伊和海角的设施进
行。

今年 8 月，波音公司防务业务负
责人莱恩·卡特在接受采访时，拒绝
评论波音公司是否会就此采取投诉或
其他法律行动。波音发言人在一份声
明中说 ：波音公司支持美国空军及其
为使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现代化而做出
的努力。我们将继续与空军一起努力，
保持“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任务妥
善率，同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支
持今天和明天的战略威慑。

尽管只有一个竞标者，但空军强
调诺斯罗普公司负责的 GBSD 项目有
望按时完成并将费用控制在预算内。

空 军 战 略 系 统 计 划 执 行 官 安 东
尼·格纳丹波准将表示，这份合同为
军队和纳税人提供了最优价值。GBSD
项目正在利用技术来降低该项目的风
险，并确保按时交货，以满足作战人
员的需求。该项目的采购策略着眼于
成熟的技术，智能通用性，模块化设计，
并维持空军在武器系统的全寿命周期
始终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以确保其
能够有效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张灿）

英国投资3.17亿英镑
研制ECRS Mk2有源相控阵雷达

9 月 3 日，英国国防装备与保障
局（DS&E）宣布，英国国防装备与
保障局帮助谈判拨付 3.17 亿英镑资
金，以继续为英国皇家空军“台风”
研制世界领先的新型雷达。

该研发项目将由 BAE 系统公司
和莱昂纳多公司承担，它将为英国创
造 600 多个高技能工作岗位，其中包
括莱昂纳多公司爱丁堡工厂的 300 多
个工作岗位。这将让英国继续保持高
度专业化，世界领先的工业基础，确
保英国保持雷达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地
位，同时，这对于未来作战航空系统

（FCAS）也至关重要。
官方公告称，“这项持续的研发

项目是与业界多年合作的结晶，旨在

为英国皇家空军提供最先进的雷达能
力。该项目将在整个英国工业中维持
数百个高技能岗位，并且对英国未来
的空中作战战略至关重要。”

这款新型有源相控阵（AESA）
雷达，被称为“欧洲通用雷达系统”

（ERS）Mk2，除了具有“传统”雷
达功能外，还将具备电子战和电子攻
击能力，可以定位、识别然后使用大
功率宽带干扰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目
前，“台风”战斗机配备的是机扫雷达，
但是将来计划将台风升级为配备新型
ECRS Mk2 雷达。

新技术提供了使用高级模式的能
力，其中包括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
同时探测，识别和跟踪空中和地面上

多个目标的能力。加上 ECRS Mk2
的电子战能力，将确保英国皇家空军
可以保卫英国的陆上和海上力量，并
在全球任何需要的地方运用英国空中
力量。

此外，引入突破性的多用途相控
阵雷达将确保“台风”战斗机在出口
市场上的持续生存能力和竞争力。英
国的项目恰逢与德国和西班牙做出的
类似承诺要为其空军配备相控阵电扫
雷达。

目前计划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
开始为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
机装备这款新型雷达。 （逸文）

空客电动垂直起降
无人驾驶飞机进行拓展试飞

空客公司的 CityAirbus 电动
垂直起降无人驾驶飞机（eVTOL）
验证机抵达德国曼兴，将进行进
一步试飞，以拓展飞行包线。

CityAirbus（城市空中巴士）
验证机长宽约 8 米，全电动，无
人自动驾驶，配备 4 副共轴反桨
螺旋桨，可搭载 4 名乘客，飞行

15 分钟航程，可比乘车出行快 3
倍。该机的研发目的是作为城市
共享通勤工具，以缓解城市路面
交通拥堵。该机 2019 年 5 月首飞，
计划从 2024 年开始在法国投入运
行——空中客车公司希望为巴黎
奥运会设置两条飞行路线。

（安文）

9 月 1 日，俄罗斯《消息报》报道，
最新型苏 -57 将披上“隐身衣”。由特种
聚合物材料制成的“外衣”将覆盖苏 -57
战斗机的所有主要部件，把这款俄罗斯国
产第五代战斗机隐藏起来，使敌方的航空
光电系统和雷达无法看见。这种“外衣”
还将充分保护战斗机机体和复杂的机载电
子设备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专家认为，
这种技术将使俄罗斯航空部队更有效地在
世界各地间调遣机队。

来自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系统的消息
人士表示，苏 -57 战斗机的专用特种涂层
将从 2021 年开始交付。每架苏 -57 战斗
机将需要十多件 ：分别用于起落架、机体
腹部、机身中部和后机身、机翼、驾驶舱、
尾喷口、尾翼、进气口和其他结构件。根
据合同约定，计划在 2028 年之前批量交
付该产品。2021~2022 年将生产 8 套套件，
并且将来数量会增加。

这样的“衣服”将具有双重功能。首
先，这将使飞机和外部电子设备的涂层寿
命更长，更可靠。在最新型苏 -57 战斗机
上，机翼和机身上都布置着天线、传感器、
光电系统。苏 -57 是首款使用“智能蒙皮”
技术的战斗机 ：不同波段的有源相控天线
阵列遍布全身。与传统机载雷达天线仅固
定在战机的前部不同，运用“智能蒙皮”
技术后，可以为战机提供数百千米范围内
的全方位视野，而不仅仅是过去的前半球
视野。近年来，媒体上有许多报道涉及美
制 F-22 战斗机的特殊隐身涂层的问题 ：
如果隐身涂层损坏，就需要进行昂贵的维
修。

其次，特种“外衣”将有助于隐藏战
斗机，避免对这款新型战机越来越感兴趣
的外国情报机构的窥探。换句话说，这款

战斗机不仅在空中飞行时是“隐身”的，
而且在停放在地面上时也是如此。由于采
用了特种材料，苏 -57 将不会被电子侦察
设备发现，在卫星和航空照片上就更不可
能完成识别了。

俄罗斯南部军区第 4 空防集团军前指
挥官瓦列里·戈尔边科中将表示，新型战
机的基地在哪里，部署了多少架，从哪里
调来的，敌人将一无所知。目前这个时代，
除了地下，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把战机藏
好。保护战机采用现代技术免受恶劣天气
影响也很重要。如今，战机有时会被完全
遮盖住，但这对防止雨雪侵袭几乎毫无作
用。在俄罗斯南部地区，沙尘暴期间，就
像金刚砂一样抹去机战机涂料。

战斗机通常被存放在机库或机棚中。
功勋试飞员伊戈尔·马里科夫上校说，由
于有了这层“外衣”，苏 -57 甚至可以在
空旷的地方露天停放，这将扩大俄罗斯空
天军的作战能力。如有必要，可以将战机
迅速部署到临时机场，包括没有机棚的简
易机场。

专家表示，俄罗斯航空部队可能需要
出现在世界各地。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
无法给战机部署机棚，那么绝对需要可靠
的防护罩。与战机相比，防护罩的成本低。
必须让战斗机远离监视设备，并保护位于
机身外部的电子设备免受恶劣天气的影
响。

制造商现在正在执行合同，向俄罗斯
国防部提供总共 76 架苏 -57。今年计划
完成对一批预生产型苏 -57 的国家测试。
这款战机已经两次飞抵叙利亚，在那里测
试了专门为其研制的新型导弹和制导炸
弹，攻击恐怖分子目标。军事专家表示，
所有实战测试任务均圆满完成。 （林飞）

俄罗斯国防部再订购一批战斗机

8 月 13 日，俄商业日报《公报》
（Vedomosti）报道，俄罗斯国防部
长谢尔盖·绍伊古考察了阿穆尔河畔
共青城加加林飞机制造厂（KnAAZ，
隶属于苏霍伊公司）和伊尔库茨克航
空制造厂，他表示 ：今年年底前，俄
国防部计划追加签署一份国家采购合
同，采购苏 -35S 战斗机。合同金额
为 700 亿卢布（约合 9.27 亿美元）。

根据一位来自俄罗斯航空业的消
息人士透露，此次合同是采购 48 架
苏 -35S 战斗机，预计 2024 年交付
完毕。苏 -35 配备了带有无源相控天
线阵的机载雷达以及具有推力矢量控
制的发动机，速度可以达到 2500 千
米 / 时， 最 大 航 程 可 达 3400 千 米。
其配备一门 30 毫米机炮，并设有 12
个炸弹和导弹挂载点。

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在 2015 年
签订的采购 50 架苏 -35S 的合同今

年即将交付完毕。除了苏 -35S 战斗
机的国内和出口合同外，位于共青城
厂厂区的生产车间还在生产 SSJ-100
支线客机。

此外，去年，俄罗斯国防部与俄
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签署了一项合
同，截止 2027 年在共青城厂生产 76
架第五代战斗机苏 -57。绍伊古也检
查了苏 -57 的批量生产线。

在伊尔库茨克，绍伊古与伊尔库
特公司下属的伊尔库茨克航空制造厂
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说，国防部
将与伊尔库茨克航空制造厂签署两份
追加采购合同，价值超过 1000 亿卢
布，包括 21 架苏 -30SM2 战斗机和
25 架雅克 -130 战斗教练机。此外，
伊尔库茨克航空制造厂还将获得一份
为俄罗斯空天军和海军航空兵现役
苏 -30SM 战斗机提供工厂维修的合
同，金额为 70 亿卢布。根据已知数据，

2010 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已为俄
罗斯空天军和海军航空兵订购了 116
架苏 -30SM 战斗机。

俄罗斯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的
专家康斯坦丁·马基延科表示，这些
合同和其他合同的签订非常及时，特
别是对于俄罗斯航空业而言 ：由于先
前签订的合同已经完成并且缺乏新
的出口大订单，如果不再签署新合
同，那么在没有大量出口的情况下以
及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的
情况下，俄罗斯航空工业正在投产的
新一代飞机（军用 ：苏 -57 和民用 ：
MS-21） 的 处 境 将 处 于 非 常 困 难。
专家总结说，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
危机原本将摧毁俄罗斯的飞机工业，
后来通过出口合同得以挽救，但是现
在国家已经拥有了必要的预算。

（高文）

俄罗斯为苏-57战斗机
开发隐身“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