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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架蘇-35 慘遭退貨！
俄羅斯“最強側衛”，為何這麼難賣？
近日，據美國《軍事觀察雜誌》
報導稱，阿爾及利亞已宣佈放棄採購
俄制蘇-35 多用途重型戰鬥機。雖然
這一消息還沒有，獲得阿爾及利亞及
俄羅斯的官方認可，但鑒於目前
蘇-35 出口風雨飄搖，先是不久前印
尼確認放棄採購，然後是埃及早已訂
下的 26 架蘇-35 訂單，如今也問題不
斷的現實情況，可靠性還是很高的，
對於對俄羅斯航空工業，無疑又是一
次沉重打擊。唯一令俄羅斯有所欣慰
的大概就是，伊朗在不久後有極大概
率將採購一批蘇-35，並且很有可能
就是埃及放棄的那一批。
阿爾及利亞聽起來是一個有些名
不見經傳的國家，但事實上，作為北
非地區的強國，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發
展水準，在其周圍堪稱是一枝獨秀。
因此，在過去的 20 多年裡，阿爾及
利亞先進武器裝備一直保持較高的更
新頻率。先後分 4 批從俄羅斯採購了
，70 余架蘇-30MKA 多用途重型戰鬥
機，這是在印度蘇-30MKI 基礎上，
針對阿爾及利亞需求改進的一款先進
型號，使得阿爾及利亞成為全球繼續
印度、中國之外，裝備蘇-30 數量最
多的國際買家。再加上其購買的包括
主戰坦克、大口徑火炮、遠端防空導
彈等一系列俄制裝備，使得阿爾及利
亞軍隊中擁有大量俄羅斯元素，向來
被認為是俄羅斯的“鐵杆盟友”，如
今因為種種原因放棄採購蘇-35，對
俄羅斯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遙想 2012 年，蘇-35 剛剛進入小
批量生產階段時，俄羅斯航空工業曾
對其抱有極大期待。尤其是在蘇-35
之前的蘇-30，成功衍生出與中國合
作開發的蘇-30MKK，及與印度合作
開發的蘇-30MKI，讓俄羅斯收穫頗豐
。其中蘇-30MKK 為降低研發風險，
使用經過加強的機體，將最大起飛重
量提高到難以置信的 38.5 噸，堪稱是
在蘇-30 第二代補強機體的基礎上，
將大航程大載彈量優勢發揮到了極致
。同時又很好地控制了成本，除了出

口到中國 100 架之外，
還成功銷售到越南、委
內瑞拉等國家。
至於與印度合作的
蘇-30MKI，則是在蘇霍
伊集團卓有成效的推銷
下，先後分 5 次向印度
出口了 284 架，阿爾及
利亞、印尼等國家也多
次採購，使得蘇-30 系列
戰鬥機總出口數量，已
超過 600 架。在帶來豐
厚利潤的同時，俄羅斯
空天軍及海軍航空兵，
也 得 以 利 用 蘇 -30MKK
和蘇-30MKI 的成熟生產
線，以較低的成本，生
產了 100 餘架俄軍自用
型號，堪稱是出口與自
用雙向發展的精典之作
，也為蘇-35 的發展樹立
了榜樣。
而從表面上來看，
蘇-30 具有的優勢蘇-35
也全部擁有，並且性能
更強。其搭載的發動機
、航電設備，相控陣雷達及氣動控制
軟體，要強于蘇-30 系列的任何一款
衍生型號。更何況，蘇-30 是在俄羅
斯空軍並未採購的情況下，就推向國
際市場，完全是依靠中國和印度的訂
單，才逐漸獲得國際買家的認可。而
蘇-35 則不同，其第一個用戶就是俄
羅斯空天軍，足以向國際客戶證明，
性能已經比較穩定，不存在太大的技
術風險，這也是俄羅斯航空工業對
蘇-35 抱有很大期待，認為將會重現
蘇-30 輝煌的重要原因。
但事實上，蘇-35 目前能夠確認
的訂單，只有來自中國的 24 架和埃
及的 26 架。其中，中國的第一批 24
架蘇-35，在 2018 年就已完成交付，
埃及的 26 架雖然已支付部分款項，
並且目前生產數量也達到一定規模，
但之後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目前尚

未完成交付。而印尼之前雖然將
蘇-35 納入採購範圍，但近期已將其
剔除，宣佈最終會在美制 F/A-18E/F
和法制“陣風”之間，作出選擇。至
於阿爾及尼亞，曾一度有採購蘇-35
的傳聞，但就目前來看，大概率已經
放棄，唯有伊朗在 2021 年底，傳出
了有可能採購蘇-35 的消息。
應該來說，蘇-35 的整體性能確
實相當不錯，蘇霍伊集團在之前積累
的 20 餘年經驗基礎上，把早年蘇-27
航電設備性能較差、機體強度不足的
缺陷徹底彌補，將其優秀的氣動性能
發揮到極致。再加上經過升級的 117S
型先進發動機，和“雪豹”有源相控
陣雷達，說蘇-35 是“最強側衛”並
沒有太大問題。此外，蘇-35 的價格
雖然比較昂貴，在 2015 年前後與中
國簽訂出口訂單時，平均單價就已超
過 8300 萬美元，這還是中國空軍已

有長時間蘇-27、蘇-30 使用經驗，不
需要支付太多人員培訓和維護保障費
用的情況下。但相比於目前“陣風”
三代半中型戰鬥機，普遍 2 億美元的
出口價格，蘇-35 作為一款三代半重
型戰鬥機，性價比還是很有優勢的。
然而，先進戰鬥機的出口，永遠
伴隨著濃郁的政治因素，蘇-35 已經
憑藉優秀的性能和較為合理的價格，
獲得了埃及、印尼、阿爾及利亞等國
家的青睞，非常有可能在後續發展中
引進蘇-35。但在其他勢力的影響下
，局勢最終開始朝俄羅斯並不願意見
到的方向發展。相比於“陣風”戰鬥
機 2021 年銷售火爆，出口數量超過
140 架，收入近 300 億美元的情況，
蘇-35 的出口已經是舉步維艱，再加
上目前俄羅斯空天軍和海軍航空兵的
訂購數量不足，蘇-35 的前景並不樂
觀。

在 2021 年末，俄羅斯甚至傳出
了可以向中國提供第二批蘇-35 的消
息，雖然並不是官方正式管道，但也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蘇-35 出
口難以為繼的情況。然而，中國空軍
在目前殲-20 重型隱身戰鬥機性能穩
定，並且高速生產的情況下，實際上
基本沒有再採購蘇-35 的可能，蘇-35
出口遭遇的問題，只能由俄羅斯自己
著手解決。事實上，在目前蘇-57 隱
身戰鬥機長期無法真正量產的情況下
，一度輝煌的俄羅斯先進戰鬥機發展
，已經在走下坡路，這是俄羅斯航空
工業，甚至俄羅斯軍事工業近年來，
逐漸失去蘇聯遺留技術光環加持的集
中體現，如何重整旗鼓，實現在國際
市場上再度崛起，這是俄羅斯需要仔
細思考的問題。

俄軍新型防空導彈
實戰部署西伯利亞

俄羅斯近些年在先進防空反導武器方面的發
展可謂是碩果頗豐，而新銳的"山毛櫸-M3"防空
導彈武器系統更是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產品。如
今，俄羅斯方面發佈消息稱，由其研製的"山毛
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統已經在位於西伯利亞的
阿爾泰邊疆區開始戰鬥值班任務，那此次任務的
開展與實施，也是"山毛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
統首次在俄羅斯中部軍區進行實際的作戰部署。
從前蘇聯時期開始研製生產的"山毛櫸"系列
防空導彈武器系統是一種陸基中程防空導彈武器

系統，其發展至今呢，已歷經了多個型號的演變
和進化。同時，由於"山毛櫸"系列防空導彈武器
系統被出口到了多個國家的軍隊裡，因此，其也
前後經歷了多次實戰的檢驗，並取得了許多的戰
果記錄。而眼下的"山毛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
統則是該系列中的最新產品，與此前版本的"山毛
櫸"系列防空導彈武器系統相比，應用了多種新技
術的"山毛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統在總體作戰
能力上可謂是更上一層樓了。
那首先最重要的一點，俄羅斯"山毛櫸-M3"

防空導彈武器系統配備的新一代
9M317M3 防空導彈的體積更小，從而
使得單台導彈發射車的攜彈量從前幾
代"山毛櫸"系列防空導彈武器系統的 4
枚提高到了 6 枚，特別是當中未配備
雷達的發射車更是能將攜彈量一舉提
升 到 12 枚 的 水 平 ， 由 此 使 得 " 山 毛
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統的持續作戰
能力有了很大的進步。其次，對於
9M317M3 防空導彈而言，雖然其體積
縮小了，但得益於如今俄羅斯防空導
彈技術的增強，其射程和射高指標反
而是提高了不少，它的最大射程和射
高分別能達到 70 公里和 35 公里，同
時，導彈本身的命中精度和抗幹擾能力也增強
了，且在射程範圍內能攔截包括近程戰術彈道導
彈、巡航導彈以及各類飛機等在內的多種空中目
標，此外，由於 9M317M3 防空導彈使用了儲運一
體發射筒，而非以往"山毛櫸"系列防空導彈武器
系統配備的防空導彈那樣是一種"裸奔"狀態，因
此，其在行軍階段的安全性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在如今批量裝備了"山毛櫸-M3"防空導彈
武器系統後，俄軍自身的陸上中程防空反導能力
也就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由於"山毛櫸-M3"

防空導彈武器系統的全套分系統都採用了越野能
力極強的履帶底盤，因此，也能極大的保證未來
俄軍戰時的野戰防空能力。當然，擁有眾多優秀
性能的"山毛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統並非沒有
弱點，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山毛櫸-M3"
防空導彈武器系統仍然使用傳統的傾斜發射方式
來發射配套的 9M317M3 防空導彈，而非時髦的導
彈垂直發射方式，如此一來呢，並會在很大程度
上制約其自身全向攻擊來襲空中目標能力的發
揮。
不過，畢竟改變導彈發射方式需要耗費更大
的研製和生產經費，因此，對於如今軍費本就不
足的俄羅斯，當下的"山毛櫸-M3"防空導彈武器
系統其實也足夠其使用了。而本著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的原則呢，對於其他也有著較強陸上防空
反導需求特別是野戰防空反導需求的國家而言，
俄羅斯"山毛櫸-M3"防空導彈武器系統也有許多
可以借鑒的地方。特別是在"山毛櫸-M3"防空導
彈武器系統自身使用履帶式車輛底盤的這一特
點，那更是可以成為其他國家未來研製同類型裝
備的一種不錯的參考模板，畢竟，從野戰防空這
個層面出發，越野性能較強的履帶式車輛底盤仍
然是有較大優勢的。

蜂鳥無人機，美國步兵的新利器
經過幾年的試驗與評估，美軍開始向其陸軍
派發蜂鳥口袋無人機，以加強其地面部隊，尤其
是步兵小隊的戰場情報收集和態勢感知能力。比
如，步兵小隊會先放飛蜂鳥無人機在其前面探
路，從空中探明是否有敵人埋伏，以免將隊伍置
於危險之中。
2019 年 1 月 9 日，陸軍已經向部隊派發了先
期 60 套蜂鳥無人機系統。接下來的幾年，承包商
還要交付幾千套該設備。
蜂鳥無人機幾乎是世界同類型無人機中最小
的，它能被放在士兵的口袋中。最新型的蜂鳥無
人機，又稱個人偵察系統（PRS），不到十分之
一磅重（1 磅=453 克），不到七英寸長（1 英寸=
2.54 釐米）。完整的蜂鳥組件包括兩個套座，能
夠接插兩個無人機。當不使用的時候，可以放在
裡面避免破壞。裡面還有一個平板電腦和遙控

器。所有這些加上一些小零件以及使用手冊都裝
在一個有泡沫內襯的加固箱子裡。但僅戰場上操
作蜂鳥的基本部件就能輕鬆裝入一名士兵的背囊
中。
得益於它的輕巧和迷你，被稱為士兵隨身傳
感器的蜂鳥能在戰場上發揮令人印象深刻的作
用。每個蜂鳥無人機裝有兩部日間照相機，以及
一個熱成像儀。它們都能拍攝靜態圖像用於進一
步的分析。
夜間行動時，無人機能將光電探頭和熱成像
儀採集到的信息轉化成高精度圖像，來幫助操作
員更容易分辨平民中還是敵對目標，或是在黑暗
中分析要偵察的對象。
蜂鳥無人機的滯空時間可達 25 分鐘，最大航
程 1.24 英里（1 英里=1.6 公里），它可以飛到己
方位置前面去探明威脅或其他相關目標。

蜂鳥還非常安靜，無論是白天
還是黑夜，都不容易暴露其位置。
蜂鳥擁有一個視距內數據鏈，
同時還配備 GPS 超視距導航功能。
操作員既能通過平板電腦顯示器觀
察無人機攝像頭反饋的畫面來遙控
其行動。同時，無人機還能事先編程然後根據輸
入的方位回到主人那裡。
它還能在受到電磁幹擾或數據鏈被黑的時
候，自行飛回操作員的方向。當 GPS 失靈或在室
內信號不好的時候，蜂鳥該可以根據攝像機拍攝
的圖像來依靠計算機算法來分析自己的位置，避
開障礙物，生成飛行路線。
這在敵人電磁幹擾能力越來越強，以及美軍
將來可能在高樓林立的敵方城市中作戰時是很有
用的。

蜂鳥無人機能幫助步兵很好地知道自己和敵
人的位置，避免被埋伏和路邊炸彈的攻擊，發現
躲在樓頂或牆另一面的敵人。它還能幫助小分隊
更好地知道己方發射的炮彈或呼叫的空中支援的
打擊效果，以便知道是否需要再次發射或打到哪
里。
由此可見，蜂鳥無人機的服役將對美軍步兵
分隊作戰能力的提升起到倍增器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