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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国潜艇那些永留史册的“第一”

龙游深海 镇守大洋定风波

第一艘常规潜艇 “深海蛟龙”
哈尔滨工程大学，前

身是驰名中外的“哈军
工”。 作为曾经的校领导，
邓三瑞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
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持研
制了新中国第一艘常规动
力试验潜艇，被誉为“中国
潜艇之父”。

尹黎说， 潜艇具有良
好的隐蔽性、 较大的自给
力、 续航力和较强的突击
威力， 主要用于攻击大中
型水面舰船， 袭击海岸设
施和陆上重要目标， 以及
布雷、侦察等。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人民海
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宣告诞
生， 潜艇基本为国外购买
并改装。

１９５８ 年， 我国启动研
制第一艘试验潜艇的设
计。“当时我是哈军工唯一
学过军事造船的。 ”邓三瑞
回忆说。 经过第一个五年
计划的建设， 我国当时已
经有了较为齐备的工业基
础，众多高校、工厂都参与
到潜艇研制中来。

历经一年的坎坷 ，
１９５９ 年底， 新中国第一艘
常规动力试验潜艇成功进
行了水面、水下航行试验。
然而， 由于当时的外部客
观因素， 这型潜艇的试验
工作没有得以继续。

１９７１ 年， 我国自行设
计研制的第一代常规潜艇
下水！ １９７４ 年， 我国第一

艘核潜艇服役。
尹黎介绍，经过数十年

的建设与发展，今天的人民
海军潜艇部队已发展成为
包括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
力潜艇在内的强大水下突
击力量，数量和总吨位比初
建时期增长了数十倍，并实
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
效能型转变。 潜艇水下高
速、长航、突防、大深度布雷
等训法战法得到检验。

对于“中国潜艇之父”
一说，邓三瑞不认同。“我以
为叫个先驱者还可以。 ”多
年来，邓三瑞始终保持着谦
逊的治学做人态度。 ２００５
年，他被哈尔滨工程大学授
予“终身荣誉教授”称号。

第一艘核潜艇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

作为最先进的海军装
备之一， 核潜艇诞生于
１９５４ 年。 美国、苏联等都
先后拥有了核潜艇。 新中
国遭受到核威胁、 核讹诈
后，毛主席曾豪迈地讲，中
国人自己搞核潜艇。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尹
黎介绍，１９５８ 年， 中国开
始了核潜艇的研制， 上世
纪 ６０ 年代初曾暂停，之后
核潜艇项目又重新启动。

中国潜艇核动力之
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彭湃之子彭士禄， 主持核
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
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由
他领军建造的 １∶１ 核潜艇
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
机达到满功率转数， 相应
的反应堆功率达 ９９％。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１ 日，我
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

战斗序列。中央军委发布命
令，命名其为“长征”一号，
舷号为 ４０１，并授予军旗。

仅仅五六年，中国人就
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
一艘核潜艇，成为继美、苏、
英、法之后第 ５个拥有核潜
艇的国家。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某核
潜艇开始了我国核潜艇首
次最大自给力考核试验。
９０ 昼夜，数万海里，官兵
们一举创造了新的长航纪
录， 标志中国核潜艇作战
能力迈上新台阶。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某核潜
艇奉命执行极限深潜任
务，包括最大深度潜航、水
下全速航行和深水发射鱼
雷等项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某核潜
艇潜入大海， 执行水下发
射运载火箭试验任务。 火
箭准确落在太平洋预定海
域，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当中国宣布她从潜
艇上发射弹道导弹试验成
功时， 事情已经变得很清
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海
基核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海外媒体如此评价。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游弋大洋 ４０ 余载、获得诸
多荣誉的中国第一艘核潜
艇宣布退役。

第一代潜艇发射战略导弹
水下坚实盾牌

以潜艇为发射平台，从水
下发射运载火箭是当今世界
上“三位一体”（陆基洲际导
弹、战略轰炸机、潜射导弹）的
战略核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 它具有机动范围广、隐
蔽性好、攻击能力和生存能力
强等优点。

上世纪 ５０ 年代末，新中国
面临着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
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 １９６７
年， 我国开始了第一代潜艇水
下发射固体战略弹道导弹的攻
关和研制工作。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许雪松
说， 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当时一
片空白， 著名火箭专家黄纬禄
临危受命， 担任我国第一型潜
地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带
领研制团队踏上了一条自主创
新、自行研制的发展之路。

中国导弹事业从一开始
就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
这些研究兼顾多种条件，在技
术上又开了先河，为之后我国
中远程固体导弹和远程洲际
战略导弹研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我国
用常规动力潜艇进行第一枚

潜地导弹水下发射飞行试验，
导弹发射、出水、点火正常，但
点火后突然失控翻转，在空中
自毁。

分析失败原因后，各方采
取了相应改进措施。 １０ 月 １２
日，由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代
固体潜地导弹似一条喷火的
蛟龙跃出水面、 直冲蓝天，准
确落入预定海域。

这型发射成功的导弹被
称为“巨浪”１ 号。

许雪松介绍，“巨浪”１ 号
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发射试验
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
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具备了
二次核打击能力。 这次成功发
射试验是中国继成功地进行
了原子弹、氢弹、远程运载火
箭实验和发射人造卫星以后，
在尖端国防科技领域里取得
的又一重大成就。

“与其他国家同类型的导
弹相比，我们大大简化了试验
设施， 节约了研制时间和成
本，开创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
的试验程序，为国家节约大量
资金。 ”原“巨浪”１ 号副总设
计师侯世明说。 （据新华社）

长征一号核潜艇

装备有巨浪-2 号的 094 型核潜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