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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阵风”能给印空军刮来胜利吗？
文 / 杨震

比歼-20 落后半代 飞行员素质堪忧 后勤保障不得力

    印度军备建设近年来因各种原

因走上了“快车道”，其中的进口先
进武器装备向来是各界关注的重

点。而在边境风波不断的当下，法制
“阵风”战斗机尤为引人注目。

7月 29日，印度空军向法国订
购的首批 5架“阵风”战斗机终于抵

达安巴拉空军基地。印度国内一片

狂喜，前空军参谋长达诺阿甚至公
开表示：“‘阵风’是游戏规则的改变

者，中国的歼-20 都无法与之媲
美。”歼-20是中国最先进的隐身战

斗机，“阵风”担得起如此热捧吗？

刚一抵达印度
就被发现掉漆

7月 29日，首批 5架“阵风”战
斗机经过长途飞行，降落在印度哈

里亚纳邦的安巴拉空军基地，并正
式编入印度空军作战序列。

这 5架“阵风”是印度从法国购
买的 36架“阵风”中的第一批。根据

双方协议，第一批“阵风”应在 2019

年前交付，全部 36架应在 6年内交
付。印度空军目前有 32个战斗机中

队，每个中队 18架战斗机。36架
“阵风”全部交付后，印度空军战斗

机中队数量将增加 2个。但从现在
的交付速度看，很明显滞后了。

就在印度国内对“阵风”的到来
一片狂喜时，《印度时报》8 月 2 日

刊登的照片却显示，一架编号为
RB003的“阵风”的垂直尾翼上出现

大面积油漆脱落。一开始有人以为
这是印军的新型迷彩涂装，但是其

他 4架飞机并没有类似情况。除此
之外，还有细心的网民发现，这 5架

“阵风”中至少有 2架处于未完工状
态，主翼下的轮廓灯和部分传感器

都没有安装。
印度舆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

怀疑空军买了二手货，有人质疑官
员吃回扣。消息人士解释称，法国原

计划只交付 3架，应印度的强烈要
求又加了 2架。商议过程中，印度军

方表示，在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下

做工可以稍微“粗糙”一点。只是现

在看来，也太粗糙了一点。

印欲与法加强
军工领域合作

印度与法国的这笔交易在
2016 年达成，而最初的采购招标

2000年就已开始。当时印军的需求
是 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竞标

的机型也不少，除“阵风”外，还有俄
制米格-35，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的 F-16IN“超级毒蛇”和波音公

司的 F/A-18E/F“超级大黄蜂”，瑞
典萨伯公司的 JAS-39“鹰狮”，以及

欧洲战斗机公司的“台风”。那么，
“阵风”是凭什么拔得头筹，赢下这

笔价值 88亿美元的订单呢？
首先是它的多用途适应印军需

要。“阵风”是双引擎、三角翼、高灵

活性的多用途战斗机，曾被计划用
来取代七种不同的专门化飞机，可

以满足印度海空军的不同需要。
其次是印度对法国军工技术的

需求。法国拥有非常完整的国防工
业体系，生产的陆海空军作战装备

以及信息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都有

很强的竞争力。印度看上的不单是
战斗机，还有法国生产的常规潜艇、

核潜艇、水面大型舰艇、陆军未来单
兵装备、精确制导武器等，因此希望

通过采购“阵风”巩固和拓展与法国
在军事装备领域的合作关系，为下

一步采购更多法国产品、进而引进
更多法国技术做好铺垫。

此外印度还有一层考虑，就是
通过这笔交易与法国增进双边合

作，增加军火来源，在美俄之间搞平
衡。此前，印法已经有在环保、核能

等领域合作的意愿甚至是协议。

印军水平堪忧
“阵风”难以发挥

虽然“阵风”性能确实出色，但
恐怕很难如印军所愿，在中国的

歼-20面前给印度“刮来”胜利。

首先是技术上不占优势。“阵
风”的技术水平高于第三代战斗机，

但缺乏超音速巡航能力和隐身能
力，达不到第四代标准，因此被称为

“三代半”。而歼-20是典型的第四
代战斗机，拥有超音速巡航能力，接

敌速度更快，并享有战场态势感知

等优势，可以做到先敌开火。歼-20

机动性出色，能在近距格斗中不落

下风，加上中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
空中预警机，“阵风”很难讨到便宜。

甚至“阵风”面对同为“三代半”的
歼-16都无法占据上风，后者不仅

有技术领域的后发优势，雷达性能
也更为优异。

其次是飞行员素质处于下风。
从近年印巴空战结果来看，印度空

军在先发制人且战机数量质量都占
优的情况下，居然被巴基斯坦打了

个 2比 0，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反
观中国空军，训练强度超过北约飞

行员平均水平，“金头盔”“金飞镖”
“红剑”“蓝盾”等训练项目更大幅提

高了自由空战和对地攻击的能力。
在此前东海上空的对峙中，中国人

民解放军飞行员对日本航空自卫队

飞行员屡屡占据上风，不但成功咬

尾，还迫使后者仓皇逃走。
最后是印军后勤保障体系很可

能会限制“阵风”实力发挥。战斗机
是对后勤保障体系依赖程度很高的

作战平台，其他不说，在飞行结束后
对飞机保养维修就是一项日常工

作。法制武器技术先进，精密复杂，

对这方面要求尤其高，印度偏偏在
这方面是短板。印度空军 40年来空

难损失飞机总数已经突破 1000架
大关，令别国军队难以望其项背。根

据官方结论，人为失误和机械故障
是主要原因，又从侧面反映了印军

飞行员缺乏经验的事实。“阵风”虽
然先进，但这份“先进”有可能使情

况变得更糟。印度空军飞机型号历
来繁杂，来源不一，据说后勤保障部

门已经为 27个型号的飞机建立了
零件储备和保障队伍，现在又增加

36架新型战斗机，压力可想而知。
在飞行员素质堪忧、后勤保障

不得力的情况下，印度要让“阵风”
与比自己领先半代的歼-20战斗机

PK，实在有些异想天开。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

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国标准的第三代战斗机

（苏联标准的第四代战斗机）出
现于 20世纪 70年代， 技术特

点是空战机动性大大提高，爬
升率、盘旋半径、持续转弯率、

瞬时转弯率、 加速度等显著提

升。第三代战斗机有边条机翼、

前缘襟翼、 翼身融合以及大推

重比发动机， 装备多功能雷达

和中远程空对空导弹， 具有全
向攻击能力和超视距作战能

力。 这一代战斗机的代表有美
国的 F-14、F-15、F-16、F-18，

苏联的苏-27、 米格-29、米
格-31，中国的歼-10、法国的

幻影-2000和日本的 F-2。

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美

国开始研制 F-22这一跨时代
的战斗机。 到 2017年，美国拥

有 F-22 和 F-35 两个型号的

第四代战斗机。 中国第四代战
斗机歼-20已列装空军， 并在

试验歼-31。俄罗斯的苏-57也
进入最后试飞阶段。 第四代战

斗机拥有 4S特性，即超音速巡
航能力、超级机动能力、隐身能

力以及超级信息优势， 将对现
代空战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代战斗机

■

印
军
将
领
迎
接
“阵
风
”抵
达
安
巴
拉
空
军
基
地

本
版
图
片

G
J

■

“阵
风
”驾
驶
舱
内
部

■

一
架
“阵
风
”尾
部
掉
漆

    “阵风”之所以令印度空军

青睐，是因为有几个绝活。

首先是 “耳聪目明”。 “阵

风”拥有先进完善的航电设备，

装备数字式综合航空电子系

统， 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
络技术为基础，将火力控制、电

子对抗、通信导航、任务管理及

检测保障等子系统结合为有机
的整体，实现了资源共享、互为

余度和较高的自动化水平。

其次是能力全面。 制造商

达索公司用“全角色”这个词来
描述“阵风”，在它身上很难区

分出纯粹的歼击机或攻击机特
征，既有空中优势，又可以对地

精确打击，空海军通用性好。

最后是机动性强。 “阵风”

采用复合后掠三角翼、 高置活
动鸭式前翼、 翼身融合体气动

布局，大量使用复合材料，采用
放宽静稳定度技术。 相比以前

的战斗机，“阵风”升阻比高，升
力大，飞机轻，翼载荷小，配平

阻力小，跨音速超音速波阻低，

迎角范围和瞬时转弯速度大，

机动性明显提高， 最大起飞重
量和有效载荷明显增加， 起飞

和着陆滑跑距离明显缩短。

“阵风”性能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