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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媒体报道，为强化边境管
理，印度政府于近日启动“智能围栏”试
点项目，以期利用高科技手段弥补边境
地带薄弱点。

据报道，该项目主要内容是在印巴
边境分别选择两个 5公里地带，部署激
光围栏和其他智能型关隘，加强边境管
理薄弱环节。据介绍，“智能围栏”系统
将安装多种设备进行监视、通信、数据
储存和报警，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动
化。另外，该系统还以高空气球、高塔
或电线杆等为平台，安装热像仪、地下
传感器、光纤传感器、雷达、声呐等多种
探测设备，可以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对边
境进行全天候监控。

“智能围栏”系统及其附属设备将
通过有线线路与边境安全部队哨所连
接，实时传输边境监控情况，哨所值班
人员能够据此对侵入或渗透等非法活
动做出及时反应。

据悉，该项目是印度“全方位边境综
合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以对边境地
带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视，是让边境安
全系统更有效、更强大的技术解决方
案。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将在使用中查
找、确认两套系统缺陷。最终确定的优
化版本将被正式部署在印度与巴基斯
坦、孟加拉两国边境地带。

在电影《钢铁侠》中，一套集众多
“黑科技”于一身的战甲，让主角托
尼?斯塔克由肉体凡胎化身“钢铁
侠”，上天下海无所不能。近日，俄罗
斯对外展出一套神似“钢铁侠”的未
来士兵系统，这套系统配备一身“钢
筋铁骨”和近 60种不同配件，能使士
兵在战场攻防两端“游刃有余”。

在“进攻端”，这套系统堪称“眼
疾手快”。其装备先进指挥通信设
备，能与指挥中心和其他士兵共享战
场信息。瞄准系统能自动计算各种
射击要素，如目标距离、风速风向和
温度湿度等，并将弹道数据及时反馈

给士兵，武器系统则具有高效的点面
杀伤能力。此外，该系统还具有拐角
射击功能，士兵可以躲在墙角后向另
一侧目标开火。

在“防守端”，该系统能为士兵
提供“无微不至”的保护。主体护甲
由特殊复合材料覆盖，不仅能抵御
普通枪弹射击，还能根据周围环境
变色伪装。与护甲相连的动力外骨
骼，可以提供出色的力量和耐力，确
保士兵能快速进入或脱离战场。配
备的头盔更是防护“多面手”，除提
供头部保护外，还有内置防毒面具，
平时处于关闭状态，当检测到环境

中存在危害物质时，能迅速自动启动
防毒模式。另外，头盔还是一名称职
的“健康管家”，能不断收集士兵健康
状况数据，在必要时产生电流刺激士
兵大脑。加上背包、水过滤器和医疗
设备等零部件，这套系统堪称一座

“小型基地”。
不过，再强大的“未来战士”也

有“阿喀琉斯之踵”——该系统的动
力来自于靴子内的电池组，续航能
力不足，目前这套系统只能在规定
时间内使用。对于这一问题，研发
人员称将继续改进这一系统，努力
弥补这一短板。

“步兵自动步枪”计划

提到M27步枪，就不得不提“步兵自
动步枪”计划。这个计划最早于1999年
提出，旨在寻找一种轻量、弹匣供弹、介乎
突击步枪与轻机枪之间的5.56?45毫米
弹药自动步枪，以提高自动步枪手的机
动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所称的“自
动步枪”，其实就是军迷所说的班用轻
机枪。

2005年 7月 14日，美海军陆战队根
据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线战斗实践，正
式发布“步兵自动步枪”设计招标，具体
要求包括：便于携带、易于生产；与班组
内其他步枪外形相似，减少敌方关注；便
于在反恐、反暴骚乱行动中提供高速密
集火力；使用北约标准步枪弹以及采用
30发北约标准式弹匣供弹等。这些要
求成为M27步枪的标准。

两次换装后，战斗班
人手一支M27步枪

2011年，美海军陆战队向驻阿富汗
4个步兵营和 1个轻型装甲侦察营配发
了 458支 M27步枪进行实战检验，结果
表明，M27步枪准确性远超 M249轻机
枪。随后，美军正式决定用 M27步枪换
装M249轻机枪。2013年7月，耗资1300
万美元的 6500支 M27步枪交付美海军
陆战队，以替代M249轻机枪。

换装并没结束。2018年，美海军陆
战队再次宣布：逐步使用 M27步枪替代
M4步枪，换装范围包括所有步枪手乃至
战斗工兵和轻装甲侦察兵。换装完成
后，新编制下由12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
步兵班，除一名精度射手手持一支 M38
精准步枪外（其实也是加装狙击瞄准镜
的 M27步枪改版），其余 11名士兵将人
手一支M27步枪。

“一枪包打天下”意义何在

换装 M27步枪既反映出美海军陆
战队对班组战术的最新理解，必然对美
海军陆战队作战方式带来重大影响。

回归精度传统，强调一击毙命。
M249轻机枪无法单发射击且精度不
够，美军对此早有不满。与之相比，
M27步枪单发精度非常高，在 100米处
射弹随机误差不超过 5.76厘米，接近准
狙击枪水平。美海军陆战队不惜重
金，为一线战斗班全面换装精度优异

的 M27步枪，正是全面回归“精度”射
击传统的表现。另外，由于 M27步枪
配有两脚架，便于射手长期据枪，而且
其外形与 M16系列枪械基本一致，外
形光滑，更符合美海军陆战队传统操
枪习惯。此外，M27步枪由于重量相
对机枪较轻，同样适于进行居民地近
距离战斗。

重视火力效力，强调整体效益。尽
管美海军陆战队十分看好 M27步枪，
但这种“一枪包打天下”的做法仍存在
争议。许多人认为，“步兵自动步枪”
是一个尚未经实战检验的概念。另
外，M27步枪的弹匣供弹方式与 M249
的弹链供弹方式相比，不便于实施持
续火力压制。但是，M27步枪在阿富
汗战场的实战表现得到一线官兵好
评。换句话说，M27步枪提供的是精
准高效的连续火力，而不是普通低效
的压制火力。

虽然 M27步枪单枪短时射速无法
匹敌 M249轻机枪，但整体有效持续
射速并不逊色。如果按照陆战队一
个班的集体射速换算，原本配备 3挺
M249轻机枪和 8支 M16A4步枪，全部
换装 M27步枪后，持续射速不仅比之
前高，而且火力更精准、有效。从这
点看，美海军陆战队为一线战斗班全
面换装 M27步枪，强调的是火力效力
和整体效益。

编制体制同步，强调作战运用。在
换装 M27步枪的同时，美海军陆战队同
步换装下一代两栖战斗车，该车恰好可
满足一个陆战队步兵班乘车机动需要，
而且可以在步兵班徒步战斗时提供强大
的远程压制火力支援，另外，全部换装
M27步枪后，集体负重降低至少4千克，
负重分配更加均衡。

另外，参加首批测试的许多机枪手
认为，M27步枪可以在800米外进行单发
精准射击。在全自动射击模式下，比
M249轻机枪的附带毁伤低。一般来说，
M27步枪在700米左右距离，使用单发模
式，可充当远程精准火力；而在200米左
右距离，可充当中近程压制火力。M27
步枪射手的1发精准射击效果，相当于以
往班用火器3~4发点射的射击效果。

因此，无论是从班组综合作战效
能，还是人车作战效能配合上看，M27
步枪在作战中，可以让“每名陆战队员
既是机枪手又是步枪手”，不仅更适应
陆战队背水攻坚对补给的苛刻要求，而
且可以满足居民地巷战等常见战斗场
景需求。

近日，美军“勇敢盾牌 2018”军事演
习刚刚结束。在今年的演习中，首次出
现 B-52H“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和
P-8A“海神”反潜巡逻机联合演练布雷，
模拟对敌方港口、航道进行水雷封锁，
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低调高水准的演习

“勇敢盾牌”军事演习始于2006年，
是太平洋战区美军多军种联合军事演
习，每年举行一次。不同于美军在亚太
地区举行的其他演习，该军事演习是美
军内部各军种联合作战，并不邀请盟
友，因此被看作是美军提升自身作战能
力的闭门演练。

“勇敢盾牌”军事演习海空域在马
里亚纳群岛至关岛一线，一直延伸到阿
拉斯加和夏威夷，涉及范围非常广。由
于定位高端，对其观察能够了解更多美
军实战特质。

“勇敢盾牌 2018”军事演习于 9月
16日至 23日进行，规模庞大。据悉，海
军方面出动 3艘航母，几十艘提康德罗
加级和伯克级宙斯盾舰，另外还有补
给舰、“蓝岭”号旗舰、攻击型核潜艇、
水声侦察船、海上预制舰、“猎户座”巡
逻机、“水星”战略通信机等。空军方
面除派出 F-15、F-16等战机外，还有
KC-135加油机、B-52H“同温层堡垒”
战略轰炸机等。此外还有一些新面孔
亮相，如 F-35B战机，两个 P-8A“波塞
冬”巡逻中队等。

从演习课目看，演习内容主要集中
在传统的防空、反潜、对海、对陆课目
上，包括集中演练海上拦截、舰队防御、
舰队反击、情报监视和侦察、舰队防空、
反舰作战、反潜作战、对陆打击、指挥与
控制、人员搜救等课目，另外还有实弹

击沉演习。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演练课目是美

海军和空军联手演练攻势布雷，此举
既有一定的战略意图，即向中俄等战
略对手显示其拥有的战略封锁手段；
也具有战术价值，检验美军最新装备
的“快速打击增程精确制导水雷”的布
放效果。

会飞翔的“聪明”水雷

执行布雷任务的B-52H“同温层堡
垒”战略轰炸机来自美空军第96远征轰
炸机中队，服役年限超过 60年，但几经
升级，如今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大的能力，美军计划其服役至本世纪下
半叶。

与载机相比，更吸引人的是首次投
入布设的“快速打击增程精确制导水
雷”。它是一种精确制导滑翔水雷，是
在 MK62/63系列“快速打击水雷”基础
上安装了增程型“杰达姆”联合制导攻
击 炸 弹 飞 行 与 制 导 套 件 而 成 。 而
MK62/63系列“快速打击水雷”则是美
军在MK80系列低阻力通用航空炸弹基
础上加装水下“目标探测设备”、尾翼与
降落伞，使之成为航空沉底水雷。这种
水雷价格便宜，布放简便，但缺点是为
了避免水雷以过大重力加速度砸向水
面导致损坏，需要飞机以极低速度和高
度进行投放，落水前还需要自行打开降
落伞减速，这大大降低了布雷效率，而
且布放范围也集中在飞行航线上，如果
要进行“面”布雷，需要飞机往返飞行数
次才能完成。

低 空 布 雷 做 法 增 加 了 载 机 的 风
险。1991年 1月 18日，“沙漠风暴”行
动中美军一架“入侵者”舰载攻击机在
伊拉克河口进行低空布雷时，被伊方

防空导弹击落，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从那时起，美军下令停止一切战斗航
空布雷任务，这件事也催生了美军防
区外布雷战法。

这次演习中布放的“快速打击增
程 精 确 制 导 水 雷 ”正 是 在 MK84型
2000磅低阻航空炸弹基础上，加装水
雷组件和加装滑翔弹翼而成。该水雷
不需要进行临空布撒，而是根据载机
高度和位置进行投放后，自行滑翔数
十至上百千米，在制导组件引导下精
确布放到指定海域，由于其精确度高、
投放范围广，美军载机不仅可以在开
放水域周围的广阔区域投放，而且可
以将他们植入河流、支流、运河和港口
设施中，且不必靠近目标区域，从而使
得这种武器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
危险武器。2000磅的航空炸弹在水下
起爆后，产生的巨大水压能够重创甚
至摧毁敌方大型水面舰艇，毁伤效果
非常明显。

“快速打击增程精确制导水雷”的
出现得益于防区外精确制导技术的发
展，从而让 B-52H“同温层堡垒”战略轰
炸机、P-8A“海神”反潜巡逻机等大型飞
机也能在敌人防空区域外围执行布雷
任务，而不用担心被敌人战斗机或防
空导弹击落，同时精确制导组件可以
使这些水雷准确布防到指定航道上，
而且使用更少水雷就可以完成战术封
锁任务，不像过去为了满足雷场覆盖
面积而进行大面积布雷。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快速打击增程精确
制导水雷”的出现，足以改变近海作战
态势，因此，不得不对引起相关海域国
家的关注。

上图上图：：B-B-5252HH““同温层堡垒同温层堡垒””战略轰战略轰
炸机携带的炸机携带的““快速打击增程精确制导水快速打击增程精确制导水
雷雷””，，加装弹翼和精确制导组件加装弹翼和精确制导组件。。

■李昊野

航空航空布雷布雷，，
美军美军打造新打造新““缚龙索缚龙索””

追求精度、强调整体效益，美海军陆战队欲“一枪包打天下”

步兵班人手一支M27步枪

俄罗斯单兵系统打造“钢铁侠”
■夏 昊 李朋霖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司
令阿尔弗雷德?格雷说过，
每名陆战队员永远首先必
须是一名步枪手，其他都是
次要的。这句话曾被反复
引用，以激励海军陆战队士
气，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句

“每名陆战队员都是步枪
手”，更是被海军陆战队新
兵训练营奉为圭臬。

早在2010年，美海军陆
战队正式启动“步兵自动步
枪”换装计划，逐步用M27步
枪更换原有的 M249轻机
枪。近来，在现任陆战队司
令领导下，美海军陆战队加
紧推动换装，使用 M27步
枪代替 M16/M4步枪。完
成这两次换装将意味着，
在美海军陆战队一线战斗
班 ，人 人 手 持 M27步 枪 。
有人质疑，这究竟是对“每
名陆战队员都是步枪手”
的传统回归，还是对“每名
陆战队员都是机枪手”的现
实跃进？为何 M27步枪如
此受到青睐？

■王笑梦

全长：85～95厘米
空重：3.7千克
全重：5.7千克
枪口初速：883.92米/秒
持续射速：大于36发/分
最大射程：3545米

印边境设“智能围栏”
■李学华

M27步枪

美海军陆战队步兵班使用的美海军陆战队步兵班使用的MM2727步枪步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