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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紧张激烈的红蓝对抗演练

中，双方反复争夺前沿阵地，陷入相

持。裁决时，尽管红军局面占优，然而

导调组根据一辆战损突击车最后裁定

蓝军获胜。红军不服气，认为胜负关

键是战损比，仅因一辆战车被“俘”就

被判输，有些小题大做。蓝军则称，

“俘获”红军战车时发现，红军对“报

废”车组未做任何处理，蓝军不费吹灰

之力便破解了红军的指挥信息系统。

对此，导调组长态度鲜明：红军看似仅

丢了一辆车，实际上却毁了一张网！

战损战车未销毁密钥、清零数据、破坏

电台，岂非与“敌”共享情报，甚至将己

方秘密“和盘奉上”！

《兵经百篇》有言：“谋成于秘，败

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古今中

外，泄密造成的重大损失甚至彻底失

败的战例数不胜数。进入信息化时

代，围绕军事信息展开的争夺与反争

夺、防护与反防护的对抗，更加激烈。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个小疏

忽都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2008年 8月中旬，俄格冲突爆发

后，俄军第58集团军对格鲁吉亚南奥

塞梯某地区实施了突然夺占，打了格

鲁吉亚军队一闷棍。战前，俄军侦察

到格鲁吉亚军队使用北约为其装备的

敌我识别系统，核心装备安装在一辆

装甲车上。于是俄军采取目标追踪和

远程奔袭的做法，一举缴获格军的这

辆装甲车。此举迫使北约不得不耗费

巨资对整个敌我识别系统进行更换，

技术俘获带来的巨大效益可见一斑。

在信奉技术制胜的美军高层官员

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绝不能让自己陷

入一场‘公平’战斗。”为了确保美军的

技术优势，即便在激烈交火的战场上，

美军也高度重视严守秘密的作战条令。

2006年10月9日凌晨，驻伊美军

的一个加强坦克排和伊军突击排编成

突袭分队，进入迪瓦尼亚城抓捕一名

反政府武装要人。不料遭到伊拉克什

叶派民兵的伏击，美军一辆坦克被击

毁。为了防止坦克落入敌手，尽管当

时的抓捕任务已经完成，但美军指挥

官仍决定放弃突围，就地组织防御保

护这辆坦克。突袭分队在空中近地支

援的配合下，与人数超过己方10倍的

敌人激战4个多小时，最终粉碎了对

方的围攻，等来了援军将坦克拖走。

2011年 6月，驻阿美军发起“落

锤”行动，清剿阿富汗山区的反美武装

训练营地。行动中，一架运送预备队

的“支奴干”直升机遭遇强气流天气

导致坠毁。美军第一时间在事故现场

附近建立警戒线，阻敌靠近、固守待

援，并迅速求助专业的“坠落飞机拆除

小组”赶往现场支援，“拆除小组”抵达

后，不仅拆除了机上的通信器材和激

光追踪器等机密设备，最后撤离战场

前，专门将直升机残骸彻底炸毁，不给

对方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在保守秘密上，毛主席曾强调：

“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

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美、

俄等军事强国的做法和经验警示我

们，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密就是保胜

利。在安全保密的大系统中，任何一

片“雪花”出纰漏，都可能酿成整个系

统的“雪崩”。有鉴于此，任何涉及我

方秘密的“小题”都务必“大做”，要把

保密工作扎实落实到每个人、每件武

器装备、每个工作环节中，确保万无

一失。

发展背景
F/A-18E/F Block3“超级大黄蜂”

战机的前身是美国波音公司为竞标印
度空军的中程多用途战斗机项目而推
出的 F/A-18I“国际大黄蜂”战斗机，但
由于当时波音给出的价格过高，印度最
终放弃采购。

无奈之下，波音将目光瞄准了国
内。此时，装备“超级大黄蜂”Block2战
机的美国海军提出对这款战机进行升
级的需求。于是，波音公司在“国际大
黄蜂”项目的基础上为美国海军量身定
做了“超级大黄蜂”Block3新战机，即“国
际大黄蜂”的简配版，以满足海军在资
金和性能之间的需求平衡。

2018财年，美国海军投入 2.65亿美
元，用于这款战机的升级改造，主要用
于保形油箱、先进驾驶舱系统、红外搜
索与跟踪系统等项目。另外，出于成本
和使用习惯的考虑，这次升级并不包括
为其加装隐身封闭式武器吊舱，而是继
续采用非隐身的武器外挂配置。

按计划，波音公司将从 2019年开始
生产总计 116 架全新的“超级大黄蜂”
Block3战斗机，并在 2022年前将现役的
500 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陆续升级，
与 F-35C隐身舰载机形成高低搭配、互

为补充。

性能升级，迎合体系

化作战要求
F/A-18E/F Block3“超级大黄蜂”

战机的外形与早期型号没有太大区别，
但机体上使用了新型隐身涂料，使这款
非隐身战机具备一定的隐身性能。同
时，为了获得更大的作战半径，“超级大
黄蜂”Block3的机背两侧安装了新研制
的保形油箱，作战半径增加了 120海里，
最远可达 810海里，另外，此举在一定程
度上也改善了战机表面的雷达反射截
面积，减小了气动阻力。

在探测能力上，该机沿用了“超级
大黄蜂”Block2 战斗机上的 AN/AGP-
79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提高了
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并允许同时使
用空对空、空对地等多种工作模式，这
一点对 F/A-18F 这种双座型战斗机尤
为重要。

此次升级的重点之一是配置了
新一代 AN/ASG-34 红外搜索与跟踪
吊舱。它被放置在一个圆筒状盒子
内，盒内还有网络处理器和数据链，
统称为 IRST21 吊 舱，被集成在机腹
中线的副油箱中。AN/ASG-34 红外
搜索与跟踪吊舱能在雷达静默的环

境下，对空中威胁进行长距离侦测与
跟踪，填补了“超级大黄蜂”Block2 在
被动攻击能力上的漏洞，并能在多机
协同的前提下，对远距离隐身目标进
行探测定位。

此外，该机在外观上还有一处看似
不起眼却重要的改进——机背上安装
了一个小小的 TTNT 天线，即“先进战
术目标网络技术数据链”。“超级大黄
蜂”Block3的另一项改进重点是增强战
场信息化能力，以提高网络中心战环境
下的作战能力。为此，该机集成了先进
网络架构、升级驾驶舱显示器、更强大
的分布式定位处理网络计算机以及安
装 TTNT数据链，使其成为美国海军网
络化体系的重要节点，能更好地配合 F-
35C舰载战斗机作战。

猎杀五代机？没那么容易
F/A-18E/F Block3“超级大黄蜂”

的宣传噱头是“能够对中俄隐身战斗机
进行有效打击”。不过，真如波音所宣
传的那样吗？

F/A-18E/F Block3“超级大黄蜂”
战斗机凭借其强大的被动探测能力和
网络信息化能力，在一定环境下能够发
现隐身战斗机。这一点，美军在对 AN/
ASG-34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进行测试

时已得到印证。当时该系统发现了 F-
22“猛禽”战斗机的热辐射。不过，这对
于 F-22并没有构成威胁。因为当携带
AN/ASG-34吊舱的非隐身战斗机刚一
出现，F-22能够同时发现并对其实施
远距离打击，而这正是作为五代战机的
F-22对非隐身战斗机的“跨级式碾压”，
足以证明 F/A-18E/F Block3“超级大黄
蜂”即便能够发现隐身战斗机，但其作
用距离与五代机上配备的先进雷达无
法相比。

除 了 探 测 能 力 外 ，F/A- 18E/F
Block3“超级大黄蜂”在动力系统、气动
设计等方面没有得到显著升级，使这款
四代战机与具备“高机动、超音速、隐身
性、高信息化”的五代机相比，差距仍然
明显。

因此，F/A-18E/F Block3“超级大
黄蜂”猎杀五代机只是一种理论可能，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实现的可能性并
不大。不过，我们仍然要高度警惕在网
络中心战体系下的“超级大黄蜂”。毕
竟，体系作战使其战斗力成倍放大，又
或许，在“超级大黄蜂”的身后，是一架
始终处于静默状态下的 F-35C 战机。
而无论是 F- 35C 还是“超级大黄蜂”
Block3战斗机，都有各自的绝招，不可掉
以轻心！

5月 24 日，央视节目公布了歼－
15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夜间起降的
画面。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已跻身世界
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掌握舰载机夜间起
降技术的国家行列，更重要的是，它标
志着中国的舰载机编队已初步具备全
天候作战能力。可以说，舰载机能否
在航母上夜间起降，是衡量一个国家
的航母战斗群能力是否足够全面的试
金石。如此看来，舰载机夜间起降，其
难度必然非常高。

究竟有多难？打个比方：如果白
天舰载机降落在移动的航母上的难度
是 1，降落在静止的航母上的难度是
2，那么，晚上降落在移动航母上的难
度至少是 5。事实上，舰载机夜间起降
非常困难，比困难更可怕的是危险。
而夜间起降最大的困难和危险来自于
舰载机降落，而不是起飞。

起飞不用说，推油门、松刹车、根
据仪表调整姿态，这对一个成熟的飞
行员来说难度并不算太大，但降落则
完全是另一回事。试想：在一望无际
的茫茫夜色中，飞行员只能依靠丰富
的经验和身体记忆，加上仪表，以及航
母上的灯光照明，在舰载机的高速飞
行中力求对准大海上的航母，并准确
勾住拦阻索，这是何等的难！

不过相比过去，现在的舰载机着
舰导航技术已经非常完善了，随着菲
涅尔透镜系统、ILS助降系统的应用，
可以说，舰载机飞行员在空中只要找
到了航母，“回家的路”就简单多了。
但由于现代飞机的重量和速度不断加
大，对其控制也更加困难。另外，现代
航母都采用斜角甲板，因此在降落中
需要不停地修正航线方向。

通常，飞行员在进入着落航线之
前，会和航母上的空中管制人员通讯，
确定航母的具体方位和降落航线区
域。无线电沟通后，飞行员飞往着落
航线，而航母则开始检查降落流程。

在这期间，航母对需要着舰的飞
机进行雷达空管，不断监测飞机的实
时位置，并对其进行实时纠正。

降落开始后，航母上的 ILS助降系
统启动，这套灯光助降装置设在航母
尾部，它会将不同颜色的光束射入舰
载机的下滑坡道，飞行员依据看到光
线的颜色，识别自己的飞行状态是过
高还是过低、是偏左还是偏右。

等到进入下滑坡道的飞行员接收
到相应的光线信号后，就可以进行仪
表空降：控制飞机水平度和 ILS提供的
水平度相同，控制飞机的速度逐渐达
到降落速度。

简单来说，这就是夜间舰载机着
舰的降落过程。而在高海况夜间降落
时，舰载机还会遵从一套额外的流程，
即密切标记舰载机所经历的控制点航
向和速度状态，不过，这套流程的控制
权在空管员手中。

对此，各国执行的规则不太相
同。以美国为例子：航母在高海况夜
间降落的时候会标记出 6500 个航向
坐标点，空管员会监控每个点位，如果
飞机在某个点内出现了偏差，空管员
会发出指令让飞机在向下一个点位时
修正，如果连续 5个点位没有修正，舰
载机则需要进行复飞。

其实，单纯夜间这一因素倒不至
于多困难，但如果夜间起降时碰到其
他复杂因素，需要现场人员进行判断，
那么就容易出现险情了。未来，随着
科技的发展，在现代计算机辅助下，航
母夜间起降也许就不会这么难了！毕
竟，美国X-47B无人机都能做到起降
航母了！那可是自主降落呢！

5月24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将在
陆军部队中列装一款“黑蜂”微型无人侦察
机。一名旅指挥官称：“无人机是军队游戏
规则的改变者，‘黑蜂’将为澳大利亚士兵
在执行任务时提供更强的态势感知力。”据
悉，该项目总共耗资1800万美元，装备澳
大利亚陆军第6作战支援旅。
“黑蜂”无人机不足手掌大，宽 10

厘米，高 2.5 厘米，重量仅 20克，可能是
目前世界上最小的无人机。作为单兵使
用装备，“黑蜂”无人机在电池充满电的
状态下可持续飞行 25分钟，其上装有视
频探头，可以为士兵的手持终端提供图
片和视频。“黑蜂”无人机非常安静，可像
蜻蜓一样在空中悬停，最高速度约 580
米/分钟，最远控制距离可达800米。

设计者认为，“黑蜂”无人机主要用
于昏暗密闭空间执行任务，受外界风力
影响很小。其应用将极大提高部队在城
市作战中的态势感知能力。不过最近英
国皇家坦克团的士兵在训练时，准备放
飞携带的“黑蜂”无人机，没想到刚脱离
手指的“黑蜂”无人机，瞬间就被大风刮
跑了！

尽管如此，这款无人机的售价却一点
也不便宜，单价约12.5万美元，约合80万元
人民币。要知道，一辆特斯拉 MODEL X
的国内售价不过 77~80万左右。如此看
来，这小小的个头足够换一辆特斯拉了。

上图照片中，美国海军“罗斯福”

号航母上的两名弹药组士兵，正点数

核对训练弹的数目。

图中的蓝色训练弹，名为MK76航

空训练弹，外形与迫击炮炮弹接近。

MK76训练弹由飞机投掷，弹体头部有

一个挂环，可挂在飞机的挂架上。这

种训练弹内部没有装填炸药和破片，

在训练中，如果没有直接命中目标，基

本上不会造成任何杀伤性后果。曾有

一架A-10攻击机误将一枚MK76训练

弹扔向了一家酒吧，结果酒吧的房顶

被击穿，落下的训练弹并没有伤到里

边的人。

MK76训练弹虽小，却能模拟出

MK82航空炸弹的弹道特性。MK82航

空炸弹重227千克，是美军常用的无制

导航空炸弹。由于其高昂的价格，美

军常用MK76训练弹代替它进行训练。

图片中两名正在查数的士兵，身

着红衣、红马甲，头戴红头盔。在航母

上，不同人的衣着颜色代表了不同的

分工，这样一身“红衣”装扮，表示其从

事的是危险性作业。以美军航母来

说，穿红色工作服的人员分别负责弹

药挂载、搜救和弹药处理。这三类人

之间则靠马甲上的不同字样进行区

分。除了搜救人员外，其他的“红衣

人”都要跟弹药打交道，是航母甲板上

最危险的工种之一，其中负责弹药挂

载的弹药组“红衣人”主要负责维护、

运送弹药，还要将弹药挂载或卸下战

机。而负责“弹药处理”的“红衣人”的

工作更为危险，要处理那些不稳定的

易爆弹药，或拆除引信、战斗部，或把

它们抛到海里，一抛了之。

靠什么对抗隐身战机

“超级大黄蜂”Block3战斗机本质上仍是一款非隐身的第四代战斗机，与第五代隐身战

斗机存在明显代差。小图为新一代红外搜索与跟踪吊舱，被安装在中心副油箱的前端。

■■王笑梦

近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出一篇题为《海

军新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可击败中国歼-20与

俄罗斯苏-57》的文章。文中称，美国海军即将装

备最新批次 F/A-18E/FBlock3战斗机，是对现

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重大升级。文中特意

将这款战机与中国的隐身战机歼-20和俄罗斯的

苏-57相比，并称在网络中心战的模式下，该机可

以与第五代隐身战斗机相抗衡！果真如此吗？

查对数目，别少了
■赵 頔

■惠 佩

舰载机夜间起降，
难在降

■
张

翚

雒
志
华

此
类
﹃
小
题
﹄
务
必
﹃
大
做
﹄

—
—

从
﹃
丢
了
一
辆
车
，
毁
了
一
张
网
﹄
说
起

“黑蜂”微型无人机：

史上最小且最贵
■杨 鸣

“超级大黄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