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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首次亮相的弹道导弹

外袁 朝鲜还首次公开多种超大型火
箭炮袁 其中一款最大口径达 600 毫
米袁射程高达 400 千米袁足以覆盖韩
国全境遥韩军方认为袁朝鲜去年 8 月
24 日在咸境南道善德地区向东部
海域发射了两枚远程飞行物袁 美韩
情报部门根据射程推测其为短程导

弹遥如今对比阅兵式上展出的武器袁
当时应该是进行了超大口径火箭炮

的试射遥
此外袁被称作朝鲜版野伊斯坎德

尔冶的 KN-23 弹道导弹也在阅兵式

上展示了履带和轮式两种运输方

式袁显示出灵活的机动部署能力遥而
以往朝鲜阅兵式上常见的野飞毛腿冶
系列近程弹道导弹则不见踪影袁韩
国专家认为它们已经被这些超大型
火箭炮取代遥

韩国 叶中央日报曳10 月 11 日
称袁 朝鲜此次阅兵展示的最新型武
器让韩国更加焦虑袁 因为不仅包括
洲际导弹尧潜射导弹出现新进展袁朝
鲜原本的常规战力也呈现迅速现代
化态势遥 例如阅兵式上展出的新型
坦克和装甲车至少在外形上已经非

常现代化袁原本朝鲜陆军装备的 T-
62 等苏制老式坦克消失不见袁取而
代之的是搭载 115 毫米主炮和反坦

克导弹的新型主战坦克尧 类似美国
陆军野斯特瑞克冶装甲车的轮式火炮
等遥 渊本报综合冤

阅读提示院10月 10日袁朝鲜在平壤金日成
广场举行的庆祝劳动党成立 75周年阅兵式上袁
最新型洲际导弹尧 超远程火箭炮等各种新武器
接连亮相遥尤其是首次公开的多种新型导弹袁成

为美韩关注的焦点遥

洲际导弹世界最长
此次朝鲜阅兵袁 最引

人关注的就是最新型洲际
导弹遥该导弹载于 11轴 22
轮移动发射车上袁 比此前
公开的野火星-15冶洲际导
弹使用的发射车 渊9轴 18
轮冤更长遥 韩国专家估计袁
野火星-15冶 洲际导弹长 21
米袁 而此次公开的新导弹
较野火星-15冶长 2-3米袁直
径也更大遥韩联社 10月 11
日称袁野火星-15冶的射程为
1.3万千米袁 以此估计袁朝
鲜最新洲际导弹射程可能

远达 1.5 万千米袁野美国全
境都在其射程范围内冶遥 此

外袁 该导弹弹头部分较其
他型号长袁 因此很可能搭
载有多枚分弹头遥 美国国
防部也表示袁 对朝鲜新型
洲际导弹野非常感兴趣冶遥

韩国叶国民日报曳的分
析认为袁 朝鲜最新洲际导
弹长为 23-24米袁 可以算
得上是 野世界最长洲际导
弹冶遥 报道称袁目前美国野民
兵-3冶 洲际导弹长为 18.2
米袁中国野东风-41冶洲际导
弹长 21 米袁而俄罗斯野白
杨-M冶 洲际导弹长 22.7
米遥 不过袁韩国 21世纪军
事研究所柳成业研究员表

示袁 朝鲜新型洲际导弹很
可能仍使用液体燃料发动
机袁而非更安全尧快捷的固
体燃料遥

美韩情报人员还注意

到袁 朝鲜新型洲际导弹虽
然使用移动车载方式运

输袁 但是否能从发射车直
接发射仍是未知数遥 从外
观上看袁 该导弹后尾部分
有疑似为支架的设备遥 韩
军推测袁 这证明朝鲜尚未
掌握直接从发射车将导弹
发射升空的技术袁 这削弱
了朝鲜新型洲际导弹的发
射灵活性遥

“北极星 -4”瞄准关岛？
朝鲜阅兵式上公开的

另一种撒手锏武器袁是野北
极星-4冶潜射导弹遥它的外
形尺寸比去年朝鲜试射的
野北极星-3冶 略大遥 野北极
星冶 系列导弹是朝鲜正在
研发的潜射固体燃料弹道
导弹遥 野北极星-1冶于 2016
年 8 月在排水量 3000 吨
的野新浦冶级潜艇上成功发
射袁野北极星-3冶于 2019年

10月 2日在驳船上进行了
试验发射遥

韩军方猜测袁 野北极
星-4冶的亮相袁暗示朝鲜
正在开发排水量为 4000-
5000 吨的新型弹道导弹
潜艇 袁 此前朝鲜最大的
3000 吨级潜艇已经无法
满足其发射需要遥 前韩国
国防大学教授权容洙认
为袁 朝鲜潜艇难以前往远

洋巡逻袁因此为在近海发
射并形成威慑力袁必须加
大潜射导弹的尺寸遥 权容
洙甚至推测称袁朝鲜 野北
极星-4冶类似中国野巨浪-
2冶潜射洲际导弹袁作战目
标可能是美国关岛基地遥
还有专家认为袁朝鲜潜射
导弹的终极目标是打击美
国本土袁形成水下对美战
略威慑遥

常规武器的“大跃进”
银野北极星-4冶潜射导弹

银朝鲜之前展示的洲际导弹

银被载于 11轴 22轮发射车的新型洲际导弹

今年抗洪期间袁# 舟
桥兵连夜架起抗洪钢桥
#话题冲上微博热搜遥什
么是舟桥兵钥成了大多数
网友的疑问遥 70 多年前
的渡江战役袁人民军队摇
橹摆渡尧鏖战长江仅凭着
小舟木桨冒着枪林弹雨
渡过长江遥 新中国成立
后袁一支为履行我军全域
作战任务而生的新型舟

桥部队应运而生袁并不断
成长壮大遥从肩扛手抬到
机械化作业袁从定点架通
到全域机动尧 多点架通袁
在短时间内就能架通横
跨长江南北的钢铁浮桥袁
通渡千军万马遥

简单说院 舟桥兵袁是
担负渡河工程保障任务
的工程兵袁基本任务是构
筑浮桥渡场尧 门桥渡场袁
保障部队快速通过江河

障碍遥 今天袁让我们一起
认识驻扎在黄河边舟桥

部队第 83 集团军某旅舟
桥分队袁一起感受这支驻
扎在黄河边舟桥部队的
风姿遥
自组建以来袁 该舟桥

分队多次参加俄罗斯 野开
阔水域冶国际竞赛遥在国际
舞台上袁 他们和外军舟桥
部队同台竞技袁 在奥卡河
畔共同较量袁 提升专业水
平的同时袁 用过硬专业素
质和优良的作风袁 赢得外
军单位的一致好评遥 在灾
难来临时袁他们逢山开路袁
遇水架桥袁 为人民筑起生
命的野桥梁冶袁他们很中国浴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第 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掠影

通讯员 孙剑峰 谢桂洲 刘慧超

家有猛虎养成记！

野1尧2尧3尧4浴 冶近
日袁 武警辽宁总队沈
阳支队拉开新训大

幕袁 训练场上的新兵
们动若风发尧 呼号响
亮遥据了解袁他们将先
后进行擒敌尧战术尧射
击等科目训练并考
核袁 实现由地方青年
向合格军人转变尧向
合格战斗员转变遥渊邹
新江/摄影报道冤

为打牢新战友体能训练基础袁武警天津总队新兵五大队灵活运用多种训练方式袁合理穿插体能训练袁让新战友在
储备基础体能中增强身心素质遥 渊张鹏/摄影报道冤

10月10日袁 武警广西总队在广西崇左某训练基地举行2020
年度新兵教育训练开训动员大会袁 该总队2000余名新兵在广西区
内4个承训点同步参加此次动员遥 动员大会的召开袁标志着该总队
2020年度新训工作全面展开遥 渊栾鑫磊尧余海洋尧徐世立/摄影报道冤

近日袁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新兵大队训练场可见
一片热火朝天的训练景象遥 一个月的磨炼袁新战士们在摸爬
滚打尧流血流汗中品尝着军营的酸甜苦辣袁已经初步具备了
能够迎接暴风雨的坚实身躯遥 渊赵雨杰尧龚放/摄影报道冤

银通过浮桥

银与俄竞赛

银以战备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