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6月18日 星期二 科 技责任编辑 /王 蕊 Tel：010-66720063 E-mail：xiangyuanfang7570965@126.com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兵器动态兵器动态

自4月初日本一架F-35A战机发生
坠海事故以来，有关该机坠海原因一直
众说纷纭。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发表
声明称，目前基本排除机械故障导致坠
机的可能性，初步认为是飞行员在驾驶
飞行中出现空间迷向所致。那么，飞行
员空间迷向是什么现象？如何产生？又
该如何预防？

当飞机处于恶劣天气、暗夜条件下
飞行，或飞行员自身状态不佳时，就有可
能出现空间迷向现象。它是指飞行员对
飞机当前所处位置或飞行姿态的感知判
断错误。例如飞机处于俯冲或爬升中，
而飞行员认为处于平飞状态；当飞机机
腹朝天进行倒飞时，飞行员判断处于正
常飞行中。

研究表明，出现空间迷向的直接
原因是人体的平衡感和定位系统发生
紊乱。而人的平衡感主要来自体内 3
个系统：视觉系统、前庭系统、本体感
受系统。

通常，在天气晴好时，飞行员凭借
视觉系统即可掌握空间定向，但在雨、
雾、大风、黑夜等视线不良的条件下，或
是在海面上空飞行缺乏明显参照物时，

人体的前庭系统和本体感受系统取代
视觉系统进行空间定向，当前庭系统因
飞机速度不断变化，无法正确感知人体
所处正确的空间位置时，就会出现所谓
空间迷向。

如何避免空间迷向的发生？一方面
需要加强飞行员在相关条件下的训练；
另一方面需要强调当飞行员人为判断与
机上仪表显示情况不同时，应以仪表设
备显示为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媒体
公布这一结论后，外界反应令人出乎意
料，尤其是日本国内关注此事的民众和
网友大多质疑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有
日本网友直接打出“防卫大臣，死人无
口”的字样，抗议日本官方将失事责任推
到飞行员身上。

的确，由于有关 F-35战机的质量
问题涉及到美国国内军工制造业、对外
军售以及与盟国关系等诸多敏感话题，
坠海事故发生后，对美日来说，将事故
原因推到一个已经无法开口说法的飞
行员身上，无疑是最“安全”的做法，至
于飞机本身存在的问题，自然是秘而不
宣了。

日本公布F-35A坠海原因难服众
■兰顺正

何为智慧物流

现代物流最早起源于军事领域。二
战时，美军运用运筹学等管理方法，将军
用物资的生产、筹措、储存、运输、分发等
进行整体统筹管理，解决了战场物资供
应中诸多棘手问题。战后，相关理论和
技术在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对现代
物流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认为，
现代物流是按照“粗放型物流-系统化
物流-电子化物流-智能物流-智慧物
流”的阶段发展。

与前几个阶段相比，智慧物流是以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
支撑，运用感知、学习、推理和判断等思
维能力模仿人的智能，使物流系统具备
自行解决物流中某些问题能力的新型
物流形态。2009年我国物流行业提出
这一新概念后，得到广泛关注。近些
年，随着智能传送分拨系统、无人驾驶
车辆、配送机器人、无人机、无人仓、物
流机器人、智慧供应链等诸多物流新技
术的不断涌现，具备自动化、可控化、智
能化、网络化的智慧物流已经成为行业
发展趋势。

能感知、会决策、可执行

智慧物流可模拟人的大脑思维过
程，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实现及时准确、
经济高效的自动化物资保障。与传统物
流相比，智慧物流的最大特点在于能感
知、会决策、可执行。

能感知。智慧物流依托物联网技
术，通过部署各类传感器、自动识别标签
等，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物流相关信息，并
自动采集相关数据，形成全面感知能力。

会决策。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智慧物流可依托采集的数据进一步
分析规律、挖掘数据、作出决策，例如，需
求预测、仓储选址、路径优化等，并根据
反馈结果完善决策模型，使物流体系具
备智能分析、决策和学习能力。

可执行。依托自动控制、机器人技
术等，智慧物流通过各类智能化设施，如
无人仓、无人机、机器人等，形成强大精
准的自动执行能力，完成物流作业并实
时反馈信息。

未来战场应用构想

军事物流是将弹药、给养等军用物
资从供应地运送到需求地，满足作战
持续消耗的后勤保障活动。随着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等新兴技术在军事后勤领域的应用
发展，军用智能化立体仓库、无人机战
场配送等先进物流技术逐渐成为现
实，未来战场的物资保障将呈现出高
度智能化特征。

智能需求预测。战前，作战指挥部
门结合兵力部署、对抗强度、机动范围等
数据，预测各类作战物资需求，作为物资
筹措、运输和配送依据。战时，野战仓库
根据弹药、物资消耗情况，“主动”向后方
申请补充。

智能筹措采购。前方物资保障需求
一旦产生，即推动采购系统及时响应，按
物资品种、数量、所需时间和地点实施精
准筹措。系统首先就近调拨现有储备物
资满足保障。同时，采购系统根据供应
链负荷能力，提前优化调度资源，调整供
应端企业生产，实现整个供应链最大限
度“零库存”。

智能物资包装。出厂运送前，物资

采用智能包装，并跟踪物流过程的“微环
境”指标，如温度、湿度、光照以及振动和
冲击强度等。当冷链物资“感受”到温度
升高，精密仪器“感受”到“野蛮装卸”，真
空包装物资“感受”到包装破损时，都会
发出“告警”提醒。

智能仓储管理。物资进入仓库时，
库存管理系统将自动扫描识别物资信
息完成清点，并生成存储方案，随后指
挥无人叉车、搬运机器人等将物资搬运
入库。日常管理中，系统依托传感器完
成库存盘点和物资质量状态监测。当
物资出库时，系统根据发货指令生成发
货方案，完成搬运后自动扫描确认无误
后发货。

智能军事运输。运输环节，运输管
理系统实时掌握机场、码头、道路等物流
基础设施情况，智能生成运输方案，实现
全程最优运输路线和最佳运输方式，并
在运输过程中，根据战场实时路况毁损
情况，及时修正选择运输路线。

智能分拣配送。在野战配送环节
中，分拣配送系统将对同一部队的物资
需求实施智能“打包”配送，在此基础上，
区分轻重缓急，智能选择时间短、费用
低、安全系数高的配送方式和路线，利用
地面无人运输车、无人机将物资快速准
确运送到指定地域，满足部队作战物资
保障需求。

不过，当前智慧物流在军事领域的
发展总体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今
后，随着加强物联感知、数据挖掘、智
能决策、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在军事
物流领域的应用，物资保障的智能化
水平将不断提升，智慧军事物流时代
将加速到来。

智慧物流，
物资保障的“效率革命”

■罗少锋 李娅菲 刘振华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近日披露，驻
扎在珍珠港的“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
舰即将成为美海军第一艘装备高能激
光武器的现役战舰。该报道称，隶属太
平洋舰队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普雷贝
尔”号将于 2021年配备“太阳神”激光
武器。外界评论认为，该事件是未来海
战进入“定向能时代”的先兆。

具备三大作战能力

激光武器利用光束输出巨大能量，
与目标材料相互作用，产生不同杀伤破
坏效应，是一种定向能武器。由于激光
武器具有快速、灵活、精确和抗电磁干
扰等特性，在光电对抗、防空作战中能
够发挥独特作用。多年来，为保持装备
发展“代差”优势，美军一直加紧激光武
器研制工作，早在 1977年美海军就曾
推出中波红外高能激光武器，并进行一
系列打靶试验。

“太阳神”激光武器全称“高能激光
与综合光学杀伤监视系统”，由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研发，最初作战目标是用
激光干扰或灼伤敌方装备的监视传感系
统。后来，美军对该武器作战性能进行
扩展，大大提高其作战能力。据介绍，即

将装备“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的“太
阳神”激光武器至少具备三大作战能
力。一是“硬杀伤”能力。通过发射 60
千瓦高能激光束，对来袭的敌方导弹和
无人机予以摧毁或瘫痪。二是“软杀伤”
能力。通过发射低功率低激光，干扰或
致盲敌方作战平台传感器等。此外，“太
阳神”激光武器还可利用自身光学系统，
作为光学雷达担任探测、监视和跟踪任
务，配合舰上“宙斯盾”作战系统，强化其
态势感知能力和防空反导能力。

首艘部署亚太地区

另据报道称，“普雷贝尔”号导弹驱
逐舰装备激光武器后，将率先部署亚太
地区，外界认为，这一决定显然是意有
所指。近年来，美军一直在亚太地区谋
求所谓“航行自由”，遭到该地区一些国
家的反对。美军认为，目前各类反舰导
弹对美军水面舰艇构成前所未有的威
胁，这些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大、速度
快，让“一弹沉一舰”“小艇沉大舰”变为
现实。另外，随着无人机、无人艇等技
术快速发展，“蜂群”作战已不远，这些
都让美军舰艇上配备的防空导弹、密集
阵近防系统等失去传统作战优势。在

这一背景下，激光武器上舰无疑将增强
舰艇的打击能力。在反导和反无人机
作战中，“太阳神”激光武器“指哪打
哪”，适合应对高机动作战目标。同时，
它采用全舰电力系统供电，没有带弹量
限制，单次发射成本不足 1美元，可以
有效应对敌方导弹和“蜂群”攻击。

目前，美军尚未公布“太阳神”激光
武器的相关测试数据。考虑到早在
2014年美海军“海上激光武器系统”在
测试中成功击毁一架“扫描鹰”无人靶
机、一艘小型靶船和一枚 RPG火箭弹
的成绩，作为继任者，“太阳神”激光武
器的实战能力将不低于前者。

作战能力有局限

尽管美军对舰载激光武器抱有较高
期待，但从技术角度看，舰载激光武器的
作战能力仍被怀疑，主要是激光武器本
身的局限性所致。一方面，目前的激光
武器由于功率不足，只能在视距范围内
交战。另一方面，激光光束的能量在传
输中会被大气吸收和散射，因此距离越
远激光的打击效果越低，在雨、雪、雾、
霾、大风等恶劣天候下，激光武器更是难
以正常工作，因此无法全天候作战。

激光武器激光武器上舰上舰，，
海战开启海战开启““定定向能时代向能时代””？？

■■苍苍 蓝蓝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近日，俄
国防部决定在东部堪察加半岛上部署

“海上猎手”卡-29运输战斗直升机，增
强该地区防御力量。分析认为，堪察
加半岛对俄军来说是对抗美军在远东
地区军事活动的重要战略区，未来半
岛地区的军力部署将会进一步加强。

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俄国防部
目前已经决定把卡-29直升机大队编
入第317独立混合航空兵团。部署后，
该直升机将与其他装备一起保障部署
在该地区的核潜艇安全出航。由于堪
察加半岛地形复杂，几乎没有道路，
卡-29直升机的另一个任务是运送海
军陆战队。

卡-29直升机是在卡-27直升机
基础上研制的一款双发运输战斗直
升机。2014年，俄罗斯对 10架卡-29
直升机进行现代化升级。升级后的
卡-29直升机是一款舰载运输战斗直
升机，该机有两副共轴反转旋翼，采
用四轮式起落架，机上设有绞车，可

吊载 300公斤物资。机内可运送 16名
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或 10名
伞兵，也可装载两吨或外挂 4吨物
资。卡-29直升机正常起飞重量 11
吨，最大起飞重量 12.6吨。最大平飞
速度 280千米/小时，正常巡航速度
235千米/小时，爬升率 12.1米/秒，实
用升限 4300米，悬停高度 3700米，航
程 460公里。机上装备有先进观瞄系
统和火控设备等，可在复杂气象条件
下遂行作战任务。

武器装备方面，卡-29直升机装备
4管“卡特林”7.62毫米机枪，备弹量
1800发；左侧安装一门30毫米2A42机
炮；还可配备 8枚 AT-6空地导弹，以
及 2个 80毫米火箭发射巢，用于摧毁
装甲和其他地面目标。该机可用于运
送和掩护登陆部队抢占登陆场地、实
施突击火力支援以及掩护登陆分队撤
退上船等任务。目前，俄海军 3艘
1174级大型远洋登陆舰均可搭载该直
升机，每艘舰可搭载4架。舰艏或舰艉

设直升机起降场。此外，俄罗斯还计
划将卡-29直升机配备到未来航母上。

除卡-29直升机外，俄罗斯还计划
在堪察加半岛地区部署新型特种雷达
和侦察系统，跟踪军舰和潜艇活动，控
制整个堪察加海岸和邻近水域。目
前，部署在这里的独立海岸导弹旅已
接装20套新一代“舞会”和“棱堡”岸基
反舰导弹系统。其中，“舞会”岸基反
舰导弹系统旨在控制领海和保护沿海
区域基础设施，防范敌方登陆行动。
该系统可齐射 31枚导弹，射程达 260
公里。“棱堡”移动式岸基导弹系统能
够袭击各种水面舰船，无论单个目标，
还是登陆群、航母编队和攻击机群，守
护沿海 600公里海岸线，阻止敌人登
陆。俄军观察人士认为，堪察加半岛
邻近美国阿拉斯加州和日本，是对抗
美军的前哨阵地。苏联解体后，这里
的军事部署一度非常薄弱，目前俄罗
斯正在弥补这一“漏洞”，将这里打造
成无坚不摧的“堡垒”。

卡-29上岛，俄打造远东抗美“堡垒”
■柳 军

上月底，2019全球智慧物流峰会在浙江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快递飞艇、无人直升机、人工智能空间、5G自

动驾驶等物流科技集体亮相，惊艳外界，展现出智慧物流发展的蓬勃生机。自诞生之日起，智慧物流便一直处在发

展的快车道，各类高新技术密集运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现代物流的认知。近年来，智慧物流概念被引入军事领

域后，推动了军事物流的快速发展，在未来战场上，或将掀起一场战争物资保障的“效率革命”。

以色列推出武装机器人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以色列
通用机器人公司展示了号称世界上第
一种可操作的武装机器人，可用于支援
特种部队开展室内作战。这款机器人
方方正正，体积与家用扫地机器人差不
多，长宽30至40厘米、高约10厘米，重
10千克左右，采用履带式底盘，在测试
中还展示了攀爬楼梯的技能，安装手枪
后，可变成武装机器人。

印度国产高超声速
武器试射失败

据印度网站报道，印度国防研究
与发展组织近日进行高超声速技术
验证飞行器测试。测试结束后该组
织发表了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外界
据此分析，这则没有提及测试结果的
声明很可能表明测试结果失败，目前
该组织和印度国防部均没有回应。

俄升级轰炸机反制美军舰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日
前发表文章称，升级后的俄罗斯图-
22M3M轰炸机不仅是俄空基核打击
力量的重要补充，还可以作为新的力
量投射战略先锋，该战略意在对抗活
动于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美国航母
战斗群。

伊朗公布新型导弹
防御系统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长
阿米尔?哈塔米准将日前对外公布伊
朗国产导弹防御系统部分作战性
能。他称，新型导弹防御系统能够追
踪 150公里外目标，并在 120公里范
围内进行拦截，能追踪89公里范围内
隐形目标，在 45公里范围内予以摧
毁。此外，该系统可以同时追踪、打
击并摧毁6个目标，具有高度机动性，
可在5分钟内做好战斗准备。

（苗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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