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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
满载排水两万八

土耳其海军目前正在建造的这艘“航
母”，其型号为L400，首舰的名字是“安纳托
利亚”，就是通常说的“小亚细亚”（是土耳
其领土的主要部分）。这艘战舰严格说来，
属于一艘两栖攻击舰。按照设计方案的说
法，是集轻型航母、船坞运输舰、船坞登陆
舰、坦克登陆舰、两栖货船和医院船等功能
于一身的多功能大型战舰。其设计的依据
是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级的两栖登陆
舰。

根据现有资料，这艘巨型战舰全长约
230米以上，全宽近30米，全通式飞行甲板
长 202 米，宽 32 米，满载排水量约 2.8 万
吨。作为“航母”尺寸略小，但也算得上是
海上的庞然大物。在“安纳托利亚”的飞行
甲板上，规划有 8 个直升机起降点（左侧 6
个，舰岛前、后各1个），左侧的4个起降点
能操作 CH-47“支奴干”等级的重型直升
机，其中一个起降点还足以操作美国V-22

“鱼鹰”倾转旋翼机；还可以同时操作 4 架
CH-47等级的重型直升机或6架NH-90/
SH-3等级的中型直升机。此外，该舰在舰
首右侧还配有12度仰角的滑跃跑道，用于
起降固定翼飞机或倾转旋翼机。

动 力 方 面 ，该 舰 装 备 了 一 具 美 国
LM-2500 燃气涡轮（功率 20MW，26820 马
力）以及两具德国 MAN3240 16V 柴油机
（每具功率7.7MW，10325马力），带动两组
舰尾底部的可转式囊荚电动推进器，每个
推进器功率 11MW 级（14750 马力）。最大
航速可达20.5节（有媒体报道航速29节），
航速15节时续航力8000海里，航速12节时
续航力9250海里。由于舰体两侧设有稳定
鳍，舰尾的坞舱在四级海况下仍能进行登
陆载具的收放。

该型舰的飞行甲板以下是一个多用途
的大型库房，既可以停放飞机，也可以放置
陆战用车辆和其他物资，还可以分隔开来
用，一边作为机库，另一边停放轻型车辆。
例如，在一种较为典型的分隔使用中，以
1000平方米来停放飞机，能容纳12架中型
直升机或 8 架 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以
1880平方米来停放轻型车辆，可容纳约100
辆。在这一层的下面，还有一个停放重型
车辆和坦克的车库，面积达1410平方米，可
停放40辆至50辆重型坦克。

在飞行甲板上设有飞机升降机，可以
将停放在机库中的飞机“举”到甲板上起
飞，或将甲板上的飞机“收纳”到机库中。
停放在舰内的车辆则可以从坡道出入口自
己开进开出，不必占用舰上的电梯设备。
此外，该舰还装备一个舰内坞舱，长近 70
米、宽约16.8米，能容纳两艘LCAC气垫登
陆艇或四艘 LCM 登陆艇。坞舱前方设有
一个货舱。

该舰的人员起居室、办公室等公用空
间位于舰内坞舱的上方。人员住舱则在机

库甲板下方。在未来，该舰还可以配属完
善的医疗设施，包括手术室、病房、X光室、
断层扫描（CT）室等。与诸多两栖登陆舰
一样，该舰自身的武装系统不会太强，可能
是以对空火力为主，包括对空搜索雷达、防
空武器，也可能加装防空导弹。虽然是一
艘庞大的巨舰，但其船员编制可能为200多
人，空勤人员不到200人，在人力方面可以
说相当节省了。

能干啥？
陆海空一体全装下

安纳托利亚号作为设计比较先进的两
栖攻击舰，是典型的海上多面手，能够执行
从空中作战、抢滩登陆，到战斗支援、兵力
投放，再到物资运输、人道救援等多方面的
任务。该级舰可在4级海况下执行全面作
战任务，在6级海况下执行有限作战任务。

虽然本身的船员只有400余人，但该舰
可以搭载20架中型直升机或14架F-35垂
直起降战斗机、40辆重型坦克和100辆轻型
车辆，可运载500多名官兵组成的两栖突击
营，坞舱容纳两艘LCAC气垫登陆艇或4艘
LCM-8/LCM-1E 登陆艇。如果采用高密
度方式进行短期运载，则可以运载1500名
士兵。

在现代海军中，两栖攻击舰是仅次于
航母的大型战舰，也是现代战争中的明
星。面对敌军占据的海岛和海岸，两栖攻
击舰可以出动搭载的垂直战机或直升机进
行侦察、袭击，然后再以登陆艇、气垫船、水
陆两用坦克或突击车等发动抢滩战斗，也
可直接用直升机空降到敌后要点夹击。虽
然是海上的战舰，却拥有覆盖陆地乃至空
中的能力。又由于两栖攻击舰吨位大，能
够承载大量的人员、装备、物资，也适宜配
装功效更强大的通信、数据传输和计算机
系统，在没有航母的编队中作为旗舰，指挥
协调友军。此外，依靠其庞大的人员物资
运载量以及拥有的登陆和空中运输能力，
不但可以为一线部队提供兵力、物资的补
充、支援，还能够在诸如撤侨、救灾、特殊建
设等非战争任务中起到重要作用。

具体对土耳其海军来说，安纳托利亚
号将是他们历史上拥有的最大战舰。在未
来，该舰将成为土耳其舰队的核心，尤其是
远洋海军旗舰。配属于它的，既可以包括
土耳其海军的另外两艘7000吨级坦克登陆
舰和8艘坦克登陆艇，执行两栖突击任务，
或进行长距离兵力投放；同时，也可以连同
土耳其正在研发的大型驱逐舰、TF4500型
防空护卫舰，组成准航母作战编队，进行更
大力度的作战。

在当前的北约各国中，海军最强的当
然是美国，英法两国次之，再后面就是意大
利和西班牙。土耳其相对于意大利和西班
牙两国，在海军的官兵人数、规模以及水面
舰艇方面是毫不逊色的，主要就是差在海
军航空兵方面。目前意大利拥有两艘轻型
（准）航母——1.3万吨的加里波第号和2.8

万吨的加富尔号，西班牙拥有1艘2.8万吨
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号。土耳其的安纳托利
亚号如果服役，实力将追平乃至反超西班
牙，成为北约第五大海军；如果再服役一艘
同级航母，则实力将超越意大利，成为北约
第四。当然，这是建立在西班牙和意大利

“故步自封”的基础上。

准航母？
普通战机别想啦

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正在建造的安
纳托利亚号，严格意义上讲是一艘两栖攻
击舰，不能成为真正的航空母舰，充其量只
能算一艘准航母，安纳托利亚号是不能起
飞普通的固定翼舰载机的。

航空母舰，最大的功能就是能够起飞
和降落飞机。现代的舰载机功能强，机体
重，起飞和降落的速度都很快，因此需要很
长的飞行甲板来加速和减速。如果没有足
够长的飞行甲板，就必须用其他辅助设施，
如弹射器、拦阻器等，帮助飞机把速度提上
去或者降下来。所以，判断一艘舰船够不
够“真正的航母”资格，就是看它能不能起
降普通的固定翼战斗机。

能起降普通舰载机的，叫做真正的航
空母舰。有的要差一些，不能起降普通舰
载机，只能让垂直/短距离起降的飞机在上
面起落，那就只能叫“准航母”。世界各国
好些有全通飞行甲板的两栖攻击舰，其实
都是准航母。还有些更差的，都没有全通
的飞行甲板，只是在舰艇后方安装较大的
飞行甲板，那就连垂直/短距离飞机都没法
用，只能停放直升机，这种充其量叫做“直
升机航母”。

拿现在世界上的航母来说，尼米兹级
飞行甲板长332米，又有弹射器，起飞舰载
机毫无问题。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飞行甲
板长302米，舰首有滑跃式设计，也能起飞
舰载机。法国戴高乐号飞行甲板262米，虽
然稍微短点儿，但是装备了弹射器，也是完
全意义上的航母。但是像安纳托利亚号，
它的飞行甲板只有202米，普通的固定翼舰
载机，如大名鼎鼎的F-16、F-18等，就都难
以在上面起降，只能搭载直升机和垂直/短
距起降战斗机。像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号和
加富尔号，包括以前英国的独立号、无敌号
等，也都是这种情况。

就舰载机的作战能力来看，直升机远
不如固定翼飞机，而垂直/短距离起降战斗
机比起普通固定翼飞机也颇有差距。这也
就造成了“准航母”比航母的战斗力弱。以
目前北约各国为例，之前普遍装备的一款
垂直/短距离起降战斗机是英国的AV-8B
即“鹞式”。这款上世纪60年代后期服役的
战机，长14米，翼展9米，最大起飞重量14
吨，最大飞行时速1085公里，最大航程2200
公里。对比普通固定翼飞机 F-16 的舰载
机版，长15米，翼展9.5米，最大起飞重量19
吨，最大飞行时速 2100 公里，航程 3800 公
里。

显然，鹞式战斗机比F-16差了一个档
次。意大利、西班牙他们的准航母不能搭
载F-16，只能搭载“鹞式”，虽然比直升机强
得多，但终究战力大打折扣。

当然，目前北约的这些准航母是有一
根救命稻草的，那就是刚服役不久的美军
F-35B。这款新式五代机具备垂直/短距离
的功能，能够搭载在上述准航母上。这样
一来，自然能为准航母带来如虎添翼的效
果。

对土耳其而言，在过去连准航母都没
有，所以海军航空兵的实力非常弱，只有十
几架直升机搭载在旧式战舰的直升机甲板
上。过两三年安纳托利亚号服役后，土耳
其当然希望搭载美国的F-35，一步到位获
得强大战力。不过，虽然同为北约盟军，美
国和土耳其近期关系较为微妙。在库尔德
人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导弹也让美国有些不爽。所以，到底
F-35能不能上舰，目前还是未知数。如果
最终买不到 F-35B，那么安纳托利亚号可
能还是只有载着“鹞式”之类的垂直战机航
行海上了。

兄弟多！
一艘西班牙船 两艘澳大利亚船

土耳其的这第一艘准航母安纳托利亚
号，实际上采用的是西班牙的建造技术，其
原型是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号。

西班牙当初曾是世界第一海军强国，
后来虽然衰落了，但毕竟是威风仍在，现在
也依然具备不错的海军传统和技术。胡
安·卡洛斯一号的合约于 2002 年 12 月签
署，2003 年 9 月获得国防部批准，2005 年 5
月开工，2008 年 3 月下水，最终实际花费
4.62 亿欧元，2010 年 9 月 30 日正式交付西
班牙海军，2011年12月正式服役。

同时，这艘巨舰还得到了澳大利亚的
青睐。在2006年的招标中，西班牙人拿着
当时刚开工一年的胡安·卡洛斯一号的设
计图，就击败了法国的西北风，赢得了澳大
利亚政府的订单。

2014年和2015年，两艘两栖攻击舰堪
培拉号和阿德莱德号先后在澳大利亚海军
服役，被称为“堪培拉级”。澳大利亚经济
实力不俗，堪培拉级比西班牙自己的船在
一些细节方面更加优化。

由此可知，土耳其海军选用的项目基
础，既是新式和先进的（21世纪以后才立项
与设计），同时又具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已
经制造和服役了3艘同级两栖舰），可称得
上是两全其美。

有野心！
当年地中海称霸

尚在建造中的安纳托利亚号上承载
的，不仅是土耳其海军的当代强军梦，还有
他们对光荣历史的追思。

建立于 13 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
国，让欧洲为之战栗。奥斯曼帝国的海
军，曾经在地中海耀武扬威。有趣的是，
当时奥斯曼海军的最强对手之一，就是
西班牙海军。然而随着西方工业化时代
的开始，奥斯曼帝国遭遇了“落后就要挨
打”的必然厄运。“一战”战败后，奥斯曼
帝国解体。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土耳其俨然又
恢复了欧洲强国的地位。土耳其是北约第
二大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土耳其军队
中，陆军最强大，约40万人；海军也不算弱，
兵力 5 万多人，拥有潜艇 13 艘，护卫舰 22
艘，近海舰艇约50艘，水雷舰艇20多艘，登
陆舰艇 8 艘，海军陆战队约 3000 人。然而
其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有效的海军航空兵平
台，其海军航空兵仅仅装备16架反潜直升
机和7架教练直升机而已。

要知道，今日的土耳其领土三面环海，
还被海峡分割两边。同时，土耳其也有重
要的海外利益。因此，两栖兵力投放和海
陆空配合的作战平台，对土耳其完成本国
战略需求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世界上经济
第18位、人口第19位，欧洲经济第7位、人
口第3位、面积第3位的大国，土耳其依旧
梦想能够破浪远航。

（杨益）

昔日海上霸王土耳其开建航母
据报道，土

耳其一名高级
官员近日透露，
土耳其的第一
艘国产航母“安
纳托利亚”号进
展迅速，预计将
在2020年服役，
此举引起了世
界 各 国 的 关
注。土耳其要
造的这艘航母
实力如何，它又
将给周边局势
带来怎样的影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