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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9日，俄海军总司令叶夫梅
诺夫透露，俄海军今年计划接收多艘
新潜艇，到年底前潜艇数量将达 80
艘。在此基础上，俄将提升潜艇集群
作战能力，并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
存在。当前，俄海军战略核潜艇处于

“4代艇”阶段，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
渐成规模，潜艇战备训练和人员培训
工作也有序展开。

多方位发展

俄媒体称，目前 3艘北风之神级
和 1艘北风之神-A级战略导弹核潜
艇，已成为俄海军战略核打击力量的
基石。未来，俄将装备10艘该级核潜
艇，遂行远洋战略巡航和二次核打击
任务。出于成本考虑，俄还对德尔塔
Ⅳ级战略核潜艇进行深度改造，延长
其服役时间，确保战略核潜艇更新换
代工作顺利进行。

俄 多 用 途 核 潜 艇 实 现 跨 代 发
展。作为第四代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俄多艘白蜡树级多用途核潜艇不断
扩充海军战略核资产。第五代哈斯
基级多用途核潜艇研制工作取得重
大突破，将采用新型隐身材料和低噪
声技术，具备反潜、反舰、对陆打击等
多种作战能力。

此外，俄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发
展稳步推进，已在黑海舰队和太平洋
舰队分别部署6艘和1艘基洛级潜艇，
该级艇拥有新型指挥自动化系统和先
进导航技术，具备强大火力打击能力，
俄计划在2022年前至少装备10艘。

强化地区存在

叶夫梅诺夫特别指出，随着战略
核潜艇队伍的发展壮大，俄海军将强
化集群作战能力建设，实现具备“绝
对的战略遏制能力”。分析人士指
出，以编组形式执行部署任务或“嵌
入”军事行动时，俄军战略打击样式
将更加丰富多样。

除发展核潜艇力量外，俄海军尤
其关注潜艇部队的极地作战和深水作
战能力建设。据介绍，俄潜艇指挥员
和潜艇兵具备丰富的北极地区冰下航
行经验，特别是 2017年以来，俄海军
多次组织太平洋舰队潜艇跨区机动至
极地地区执行任务。俄媒体称，极地
特殊的地理区位特点，可使核潜艇有
效规避天基卫星系统的侦察，提高战
略打击隐蔽性和潜艇部队的生存概
率。同时，俄潜艇部队在北极地区常
态化战略巡航，有助于俄维护在该地
区的利益。

夯实人才储备

叶夫梅诺夫强调，完善的人才培
训和储备体系，是潜艇部队未来发展
的重要支撑。为激励士气，俄加强对
潜艇部队官兵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化保
障力度，并将住房等福利措施纳入潜
艇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中。

俄军事院校承担着对新型潜艇人
员的体系化培训任务。其中，海军科
学学院军事教学科研室和训练中心常
年担负各舰队潜艇部队的理论教学和
基地化培训任务，近年来还将叙利亚
反恐行动的战术战法融入教程，如潜
舰协同精确打击被列为海军潜艇部队
技能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俄还根据
现实需求，设立专业培训中心对已服
役艇员进行职业培训，结合实战经验
开展北极冰下航行等教学内容。

此外，俄创新潜艇人员训练模式，
比如，在白蜡树级核潜艇设计、建造阶
段即开展艇员训练，机组成员基本全
程参与潜艇的自系泊、试航和列装测
试等主要阶段工作，并系统学习武器
装备性能等，为加快“人艇结合”、尽早
形成战斗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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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小才能更好

报道称，这项名为《2020至 2030年
美国海军陆战队10年建军纲领》的改革
计划定于本周公布。美海军陆战队司
令大卫?伯格强调：“海军陆战队需要缩
减规模才能提高质量。”为在预算范围
内重塑一支海上远征力量，美海军陆战
队计划淘汰所有坦克、削减战机数量，
并将总人数从 18.2万减至约 17万。美

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在声明中
说：“海军陆战队正在重新设计 2030年
时的部队，目标是在激烈竞争环境下参
与远征作战，使该军种完全符合美国防
战略要求。”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削减计划早
有预兆。去年夏天起，海军陆战队就
对人员、装备等展开评估，研究未来战
场需要哪些部队。《海军陆战队时报》
称，大卫?伯格表示，美国 2021财年国
防预算草案已体现出对反舰导弹等武
器的初步投资，并计划裁减 2000余名
海军陆战队官兵，但这只是削减计划的
一部分，“我们必须变得更小才能变得
更好”。

削减地面作战力量

据《星条旗报》报道，美海军陆战队
将在10年内做如下调整。

地面部分，步兵营从 24个降至 21
个、炮兵营从21个降至5个、两栖车辆连
从 6个降至 4个。美海军陆战队计划打
造一支更轻、更快的部队，实现跨太平
洋作战，因此将解散全部3个坦克营，并
撤编所有执法营和筑桥连。

空中部分，将解散海军陆战队第
264中型倾转旋翼机中队、第462重型运

输直升机中队，第469和第367轻型攻击
直升机中队，以及第27和第37作战后勤
团等。F-35B和 F-35C战斗机中队的
数量维持不变，但一个中队的战斗机数
量从16架减至10架。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计划将削弱美
海军陆战队的地面作战能力。当前，该
部队的编制和装备体系主要围绕地面
作战设计，装备的多型直升机、倾转旋
翼机和 F-35B战斗机，或用于垂直投
送，或用于对地面实施近距离火力支
援。美军内部人员表示，削减计划完成
后，美海军陆战队在应对中东地区冲突
时将不再灵活。

实现由陆向海转变

在裁撤人员和装备的同时，美海军
陆战队加强了其他能力建设。据介绍，
伯格提出的计划核心是建立新的海军
远征部队，即濒海团，其任务是与大国
海军进行较量。

《星条旗报》称，削减装备和人员
是为更好地让海军陆战队重新与海
军紧密合作，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发
挥作用。作为该地区重点发展对象，
总部设在日本冲绳县考特尼营地的
美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将投入现

代化改造，组建 3个训练有素、装备先
进的海军陆战队濒海团，在“竞争性
海域”开展行动。美海军陆战队将拥
有 3支可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的远征部
队，其中两支可向第三远征军提供火
力支援。

美海军陆战队还希望通过使用反
舰导弹，“将火箭炮威力提升 300％”。
目前，其正在考察遥控火箭炮，该发射
装置与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和“海军打击
导弹”配合使用，可有效击沉舰船。此
外，美海军陆战队计划新增 3个独立的
远程火箭炮营，装备“海马斯”火箭炮；
新编独立的导弹发射营，装备有人或无
人导弹发射车，用于岛礁夺控；加强侦
察和无人打击系统，应对未来的多域作
战需求。美海军陆战队宣称，发展陆基
反舰导弹能力，可进一步提升美海军的
杀伤力，并有助于慑止对手使用关键区
域的海上通道。

分析人士指出，主动削减地面作
战力量，并将陆基反舰导弹列为防务
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因为美海军陆
战队将转型成为美海军的延伸力量，
不再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与地面
战的“轻型陆军”。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美海军陆战队由陆向海的一次
重要转变。

美海军陆战队酝酿彻底转型美海军陆战队酝酿彻底转型
■梁国宏 张亦驰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3月23日访问叙
利亚，与叙总统巴沙尔讨论俄对叙进行人
道主义援助等问题。比利时“军事识别”
网站日前刊文称，叙利亚战争以控制居
民区及邻近领土为主要任务，交战方使
用各型武器争夺战略要点，俄各军种在
叙战场轮番上阵，收获了不少宝贵经验。

别迷信非接触作战

文章称，俄地面部队在叙战场收获
一个重要经验，即不要将希望寄托于非
接触作战和高科技装备，“有人认为，现
代有限战争主要表现为小规模、高机动、
轻装备的作战小组之间的战斗（非接触
作战），通常不会爆发大规模地面冲突，
但现实是地面部队、常规武器和重型装
备仍在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

叙政府军及俄军针对反政府武装的
打击未达到歼灭性效果，就是一个例子。
叙反政府武装大量使用轻武器，战术简
单且指挥通信水平较差。俄军更多使用
轰炸机、导弹等高科技装备对其进行非
接触打击，并未发动大规模地面清剿作
战，经过5年干预，叙反政府武装仍在伊
德利卜保有阵地并可实施反击。

“军事识别”网站称，非接触作战主
要起威慑作用，对战略要点的控制或目
标群体的打击必须由地面部队使用常规
作战手段实现，重型装备仍不可或缺，

“叙境内多次战斗表明，坦克仍是地面部
队的主力装备，多场重要的攻防战都靠
坦克取胜”。

“老旧”武器派上用场

在现代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的使
用越来越广泛。俄《军工信使报》在总结
俄军叙利亚作战经验时发现，在对手不
具备防空能力或防空力量薄弱的前提
下，合理使用非制导的“老旧”武器有意
想不到的作用。

在叙战场上，俄军战机很少使用精
确制导武器，而是借助“火神”瞄准系统
在中低空投掷常规自由落体炸弹。叙空

军也经常出动苏-22、米格-21和米格-
29战机，从低空向目标投掷此类炸弹，且
收效良好——铺天盖地的爆炸使反政府
武装人员丧失战斗意志，同时摧毁了他
们的阵地、指挥所、集结地或行军队列。

俄空天军收获的另一个宝贵经验，
是建立以先进雷达为核心的严密防空体
系，“我们的防空系统阻止了上百枚巡航
导弹对重要设施发动攻击。如果对手没
有其他手段（如电子战飞机）配合，仅靠
战斗机或导弹无法突破这一防空网”。

俄空天军还积累了无人机的使用经
验。俄军认为，军用无人机能够执行多
样化任务，“从侦察控制到火力打击无所
不能，连坦克也逃不过它的打击，因此，
有必要通过紧急设计和制造将其大量装
备部队”。

舰载机必不可少

报道称，叙利亚战场经验表明，俄迫
切需要一支能够搭载战机的舰队，在潜
在冲突中维护核心利益。

俄军舰在叙战场上向反政府武装发
射约100枚导弹，主要对弹药库、指挥所
等军事设施定点打击，对战争结果起不
到决定性作用。舰载机则完全不同，“库

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搭载的舰载
机，共出动 420架次（包括夜间出动 120
架次），摧毁近 400处目标，战果超出其
他军舰或潜艇数倍。不过，由于俄航母
数量有限，舰载机的使用受到极大限制，

“约 2/3的海军航空兵实际是从陆地机
场起飞”。

提升战略储备和动员能力

“军事识别”网站总结俄军在叙战场
的经验时提出，首先，必须对占领地域实
行强有力保护。叙政府军的精锐部队有
限，通常会把最强的兵力调往前线，居民
点或占领地域守备部队的战斗力不足，
在交战中容易丢失地盘，只得投入巨大
代价重新进行收复。

其次，装备和弹药的战略储备要充
足。战争初期，叙政府军因装备储备不
足无法及时补损，一度陷入被动，后来在
俄援助下才有所缓解。

再次，要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人
员、物资和装备的动员能力是衡量一个
国家战争潜力的重要指标。在叙战场
上，当俄海军运力不足时，俄政府曾征召
一批民用船只运输作战物资，以解燃眉
之急。

俄军在叙战场收获宝贵经验
■李 赐

据印度媒体报道，3月 20日，印度
国防部长拉格纳特?辛格公布《国防采
购程序 2020》草案。该程序定于 4月 1
日生效，将指导未来 5年印度的国防采
购事项。

推动武器装备国产化

《国防采购程序》是印度政府指导
国防采购的纲领性文件。早在 2019年
8月，印国防部采购部门总负责人钱德
拉领导的一个高级别委员会就开始对
《国防采购程序2016》进行审查，并推出
《国防采购程序 2020》草案。新版本相
较上个版本有 47处大的修改，旨在推
动“印度制造”计划和提升装备国产化
水平。

辛格在发布会上宣称：“我们的目
标是让印度在国防工业领域实现自给
自足，并建立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基

地，推动印度成为全球武器制造业集散
地。未来，我们将使用国产原材料，在
本国制造工艺和软件技术支持下制造
真正的国产装备。”

他还强调，《国防采购程序2020》草
案本着加速武器装备采购、刺激印度经
济发展的原则，对军事采购流程进行了
合理简化，“此举将有助于提高采购效
率，实现采购与后勤保障两个部门的无
缝对接”。

首次允许租赁武器装备

“印度国防工业”网站注意到，印度
国防部史上首次在《国防采购程序》中
允许印军从友好国家租赁部分武器装
备。尽管这种现象早已有之，但从未被
列入国防预算。新程序草案确认，租赁
将成为印军在采购和制造之外获取武
器装备的重要方式，可大幅减少直接购

买武器和技术所带来的高昂费用。
印度《商业标准报》称，印度政府已

为武器装备租赁划拨专项资金。按规
定，印军可以租用不直接参与作战行动
的武器装备，如运输机、运输舰、训练装
备和模拟器材等。印军近期最希望租
赁的或许是俄制空中加油机，因为军方
采购新加油机的方案因费用问题久拖
不决。

强调本土化生产

根据《国防采购程序 2020》草案对
“购买”的定义，印军采购的外国武器装
备应在印度国内生产，并部分使用该国
设计的零部件，这类武器装备的总占比
将达50%，比上个5年提高10个百分点。

草案还规定，必须延长进口装备的
“生命支持周期”（即保修期），“在正常
保修期之外，还应延长3年至5年”。

印度更新国防采购程序
■杨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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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酝
酿数十年来最彻底的转型，以
应对所谓“高端对手”的海上
舰队。美国多家媒体 3月 23
日报道称，其转型重点是在
10年内裁减 1.2万人，缩减炮
兵部队并取消坦克营。分析
人士指出，该方案中减额只是
表象，重点是转变作战职能，
未来美海军陆战队将削减地
面作战力量，转而与海军配合
进行岸基反舰作战，逐步实现
由陆向海转变。

在叙利亚参与行动的俄军事警察在叙利亚参与行动的俄军事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