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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的“头等大事”

报道称，去年底上任的美国防研究
与工程现代化局局长、高超音速技术领
域专家马克?刘易斯 4月 23日在空军协
会米切尔研究所的网络会议上表示，美
国防部希望大规模研制交付高超音速武
器，“从速度达5马赫以上、较紧凑、较便
宜的吸气式巡航导弹，到速度超过10马
赫的大型火箭助推滑翔导弹，均被纳入
范围”。为此，美国防部专门成立一个办
公室，目标是将高超音速武器从“过去10
年的极少数原型弹”提升至“数百件”。

刘易斯称，目前美军作战部队尚未
装备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多个
研发项目完成时仅开发出原型弹，而且
数量是个位数，无法用来打击“需要瞄准
的数千个目标”。他透露，高超音速武器
研发已成为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和负责工
程开发的美国防部副部长格里芬关注的

“头等大事”，五角大楼正通过一项新的
“高超音速加速计划”来改善此前时断时
续的研发方式。刘易斯说：“这意味着在
短时间内，数百件高超音速武器将交付
部队。”

不过，刘易斯承认，要在短期内实现
大规模交付，还面临一些难题。一方面，
大量生产需要生产设施和设备，当前高
超音速原型弹基本由研发实验室手工制
作，美国防部正努力提升高超音速武器
研发制造的工业基础，这涵盖包括中小
型专业供应商等多个环节，具体协调需
要时间；另一方面，控制成本对于大规模

生产必不可少，也是一项巨大挑战。目前
美国防部尚未明确相关武器的具体成本，
但已要求主要承包商考虑这一问题。

计划发展多种类型

实际上，高超音速武器不是一种单
一的武器。按照动力方式和飞行方式区
分，可分为两种。一种使用吸气式发动
机，类似于喷气式飞机或巡航导弹穿越
大气层飞行；另一种使用火箭助推器，类
似于洲际弹道导弹沿太空边际以弧形轨
迹飞行。按照发射平台的不同，也可分
为两种，一种是从一定高度和速度的飞
机上发射，另一种是从速度相对较慢的
地面陆军车辆、水面海军舰艇或水下潜
艇发射。根据上述特征，美军将其高超
音速武器分为 4种类型。刘易斯认为，
尽管五角大楼目前只有3种方案，但这4
类都值得发展。

第一类是空射助推滑翔式高超音速
武器。美空军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和

“高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均属此类，但
后一项已被取消，美空军目前将重点放
在前一项上，并认为该计划别具创新性、
更有前途。

第二类是地面（水面、水下）发射的
助推滑翔式高超音速武器，包括陆军的

“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和海军的“常规即
时打击项目”。这两种武器共用由海军
研制的火箭助推器和由陆军研制的通用
高超音速滑翔体。陆军型是从轮式车辆
发射，海军型是从潜艇发射。

第三类是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
器，主要包括“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概
念”和吸气式超音速打击武器。这两个
计划目前由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负
责，技术上最具挑战性和最尖端，待技术
成熟后将移交给空军。

第四类是地面（水面、水下）发射的

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目前在公开报道
中美国尚无此类计划，但刘易斯认为，外
界最终会看到这类吸气式高超音速武
器，“我认为它非常有前途”。

成本与速度难两全

有分析认为，美军大规模装备高超
音速武器，关键是解决成本效益问题。
报道称，刘易斯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
武器尤为关注，他认为这是实现大规模
和适度成本的关键，而且造价比射程相
当的火箭助推滑翔类高超音速武器更便
宜。不过，吸气式超音速打击武器的速
度相对较慢、技术难度较大，短期内难以
实现。

火箭助推器是经过验证的成熟技
术，可提供极大的速度和射程。例如，美
国“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能以 23马赫
速度飞行超过1万千米。其缺点是弹头

无法大范围机动。一旦发射，就像炮弹
那样遵循可预见的弹道飞行。

助推滑翔武器的重大创新是用敏捷
的滑翔体取代了传统的弹头。当火箭助
推器燃尽后，滑翔体与火箭分离并开始
滑行，就像石块在池塘上打水漂一样灵
活地滑跃过大气层。不过，助推滑翔型
武器也有很大局限性。首先，一旦火箭
助推器脱离，滑翔体因为没有引擎只能
滑行，速度不断降低，这会影响其机动能
力。第二，火箭发射动力非常强大，将带
来巨大过载和压力，此类武器的精密电
子器件必须经过加固才能抵抗振动和高
温。第三，火箭不仅需要携带燃料，还必
须携带氧化剂来助燃，因此助推器体积
非常大，成本也较高。

相比之下，吸气式发动机体积要小
得多。它只需携带燃料，因为可以从大
气中吸收氧气。这意味着整个武器体
积可以更小，便于安装到飞机上，且在
飞行过程中可自由加速而不只是滑行，
机动性更强。不过，此类武器需要装备
先进的发动机，例如超燃冲压发动机，
这是一种复杂、昂贵的技术，目前处于
试验状态。

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飞行高度会
受限，因为飞得太高，空气将无法提供所
需氧气。这意味着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
不能达到与助推滑翔武器相同的临近空
间高度。它们也不能以几乎同样快的速
度飞行。刘易斯预计，使用吸气式发动
机的飞行器速度可能达约 7马赫，这是
助推滑翔武器峰值速度的一半或以下。

此外，发射平台也会对性能产生重
大影响。水面舰艇、潜艇和加长重型车
辆可以比飞机携带更大的武器，但这些
武器体积必须更大，因为它们需要从低
空、低速出发，一直到高空、高超音速飞
行。相比之下，空射高超音速武器不需
要体积太大，因为它在自身发动机启动
前已可达到很高的高度和速度。

总体来看，由于高超音速武器各具
特点，美军需综合考虑技术难易度、效费
比等多重因素，才能实现其野心勃勃的
计划。

美拟装备数百件高超音速武器
■梁国宏 张建明

英国军事网站近日发布文章
称，长期以来，英国陆军士兵的成长
道路较为单一，从士兵晋升为军官
必须经过初级作战指挥培训，由于
过分看重战斗技能和领导力，通信、
后勤等支援岗位常被忽视且缺乏晋
升通道。

“让士兵有多种选择”

文章称，目前英国陆军士兵基本
都要接受基础战术和初级指挥能力
培训，通过考核后，将指挥一支由 4
人组成的火力小组。然而，并非所有
人都想上战场，不少士兵希望选择技
术岗位。

究其原因，首先是经过多年实
战，一些士兵对上阵杀敌感到厌倦。
英国军方2019年一项调查显示，58%
的士兵不再以身为战斗人员为荣，他
们希望接受技术岗位培训，成为技术
或参谋型军官；其次，由于年龄增长
或曾在战场上负伤，一些士兵身体素
质下降，继续留在战斗岗位力不从
心，因此想转到技术岗位，“考虑到转
岗是为保留人才，英军应该开设更多
技术培训课程，让士兵在军旅生涯中
有多种选择”。

亟须更新观念和制度

英国陆军有一种传统观点，即完
成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培训并得
到晋升的士兵更优秀，走上辅助岗位
的士兵能力相对低一些。后者晋升
时会遇到“天花板”，很多“技术兵”最
高军衔只到二级准尉。

适应现代战争对后勤保障等支
援能力的更高要求，要拓宽士兵的职
业发展道路，就必须打破传统观念
的束缚，并在制度上松绑，比如，设
立综合性晋升培训课程。该课程
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展
军事素质培训，重点提升士兵的指
挥能力和基础战术能力；第二阶段
将受训人员分组，为有兴趣从事技
术岗位的士兵提供专业培训，为后
勤保障力量储备人才。同时，确保
从事技术岗位的士兵有畅通的晋升
通道，对其考核重点和标准放在技术
能力上。

有分析指出，开展“一专多能”式
的培训，可以让士兵在掌握作战和指
挥能力的同时，有机会接受其他技术
专业的基础性培训，及早审视自身职
业生涯和发展前景，为今后发展进行
合理规划。

不过，文章最后强调，士兵在作
战岗位和技术岗位之间的选择自由
是相对的，“任何时候，个体兴趣都
应服从整体需求，英国陆军需对培
训机制统一规划，训练显现的个人
特长和具体岗位需求都将影响士
兵的专业分配，只有在整体需求得
到满足的情况下，士兵才有选择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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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塔斯社等媒体报道，4月底，为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及空降兵成立
90周年，俄空降兵部队在北极上空成建
制实施1万米高空伞降演练。在现场观
摩的俄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强调：

“这在俄空降部队历史上尚属首次。”
演习中，俄空降兵携带新一代专用

降落伞、氧气设备、导航仪等，从北极法
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空的伊尔-76军
用运输机上鱼贯而出。当时气温低至
零下 60摄氏度，密集的云朵遮住视线，
呼啸的强风将他们吹至距地面数十千
米处，约两分半钟后，他们在亚历山大
地岛成功着陆。紧接着，由空降兵部队
侦察兵扮演的主力部队从 2000米高空
伞降着陆。

此后，俄空降兵与北方舰队战术群
联合运用无人机，对尼姆罗德和巴布什
金诺角方向实施侦察，发现了“破坏小
组”在此设立的营地，并把营地坐标传
输给航空兵，由后者对营地实施火力打
击，再由伞兵与特种兵消灭剩余“敌
人”。在向疏散地域行进时，官兵刨冰
挖雪搭建掩蔽工事，开展北极严酷条件
下的生存训练。演练完成后，参演官兵
全部返回常驻地。

负责保障空降任务的俄军事运输
航空兵总司令别涅季克托夫表示，俄军

此次出动 3个军用运输机组，确保伊
尔-76运输机在俄最北端的机场——亚
历山大地岛的纳古尔斯科耶机场顺利
降落。此前，机组人员在常驻地开展多
种状态下的万米高空训练。由于在北
极上空飞行缺乏地面导航系统辅助，地
面也没有参照物，给机组和领航人员带
来许多考验，他们充分分析了飞机姿
态、操纵性能、航空技术设备和动力装
置工作等情况，拿出多种应对预案。实
际演练时，伊尔-76运输机还从 1800米
高空空投约18吨物资。

6年前的 2014年 4月 8日，俄第 98
空降师约90名空降兵搭乘伊尔-76运输
机，成功空降至距北极点约 100千米的
巴尔涅奥浮冰极地站，装有食物、燃料
等物资的集装箱也同时空降。这是俄
空降兵部队组建以来在北极地区的首
次空降演习。经过 6年磨砺，俄空降兵
的综合素质、军事运输航空兵遂行各类
任务的能力均大幅提升。

为履行日益复杂多元的职责使命，
叶夫库罗夫宣布，类似空降训练将常态
化，每年在北极各个区域以不同编制和
训练周期进行。他说，极圈内的飞行条
件特点迥异，行动须在布满水面与沼泽
等条件下展开，这对提高空降兵部队综
合素质大有禆益。

俄空降兵北极首练万米伞降
■李子实

美空军美空军““空射快速反应武器空射快速反应武器””概念图概念图

据美国“突破防务”网站
4月 24日报道，美军在高超
音速武器研发上不惜投入巨
资，不仅同时推进多个项目，
还计划在短时间内装备数百
件高超音速武器，而且“对所
有类型都感兴趣”。

俄空降兵降落后立刻进入任务状态俄空降兵降落后立刻进入任务状态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日前发布《欧洲军队机动作战能力全面评估》报告称，
为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北约欧洲成员国近年来大力推进机动作战能力建设，
并取得一定成果。

北约快反部队的豹北约快反部队的豹22主战坦克从丹麦滚装船上卸下主战坦克从丹麦滚装船上卸下

加强跨境军事补给

报告由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柯
蒂斯?斯卡帕罗蒂和前美国驻匈牙利大
使科琳?贝尔等人牵头撰写。报告认
为，冷战结束后，北约欧洲成员国一度
认为机动作战能力并非整体战力的重
要组成，相关经费投入不足，建设发展
相对滞后。然而，自 2014年俄乌冲突
以来，北约欧洲成员国持续推进快反能
力建设，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提升机动作
战能力。

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具体
行动计划，要求一方面在跨欧洲运输网
络中规划适用于军事运输的部分，并参
照相关标准对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进
行升级；另一方面简化海关手续，便于
军事人员和装备在欧盟内部跨境机动，
并对是否调整军事危险品运输规则深
入评估。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莫盖里尼表示，提升机动作战能力可
以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和开展部署行动，
在面对挑战时作出快速反应。

此外，美国依托“欧洲威慑倡议”，
以联演联训、合研装备等方式，协助欧
洲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提
升机动作战能力。今年2月，美国还与
中东欧国家签署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
协议，以加强“三海”（黑海、波罗的海、
亚得里亚海）地区跨境军事补给和运输
合作。

软硬件投入均不过关

报告指出，虽然北约欧洲成员国
在机动作战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
绩，但仍有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 4个
方面。

经费资源投入不足。相关资源保
障投入落实不到位。北约高级将领简?
布鲁克斯曾公开批评称，北约欧洲成员
国的官方政策立场与配套资源保障间

存在“巨大鸿沟”。比如，欧盟近期将军
民两用基础设施经费从65亿欧元削减
至 25亿欧元，远达不到机动作战能力
建设需求。

网络应对能力不足。北约欧洲成
员国尚未建立机动作战网络化指挥体
系，无法有效应对外界的干扰。未来如
果面临大规模网络攻击，北约的军事运
输体系可能直接瘫痪。

基础设施兼容不足。波兰和波罗
的海三国仍沿用大量冷战时期的运输
系统。为实现与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
的兼容，上述系统需被替换或移除。

实战演训开展不足。多位北约高
级将领认为，北约欧洲成员国当前开展
的联演联训不少，但专门针对机动作战
能力的演训寥寥无几，未来很难在不借
助美军帮助的情况下，将约2万人的兵
力快速机动至指定区域。

多措并举抓改进

报告 认 为 ，为 提 升 机 动 作 战 能

力，北约欧洲成员国未来应从 3个方
面入手。

首先是扭转错误认识。北约欧洲
成员国应该切实认识到，机动作战能力
不是整体战力的“鸡肋”，而是提升战略
威慑和实战能力的“基石”。在未来可
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中，一旦机动能力出
问题，就很难获得战场主动权。

其次是加大投入力度。报告呼吁
北约欧洲成员国从经费保障、网络建
设、基础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机
动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以确保
欧洲地区一旦发生危机，能在 30天内
动员 30个机械营、30个空中中队和 30
艘作战舰艇，集结约 3万名官兵投入
战斗。

再次是锤炼实战能力。通过更频
繁、更具针对性、更贴近实战的联演联
训，提升北约自身和国家间的联合机动
作战能力。通过设立专门协调机构、改
进威胁通报机制等方式，释放组织效
能，发挥团队作战威力，更早发现战略
威胁，更有效应对重大挑战。

北约机动作战能力建设提速
■杨 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