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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轰炸机频繁示强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军B-
1B战略轰炸机多方向、高频次对俄罗斯
示强。

欧洲方向，5月 11日，1架从美本土
起飞的B-1B前往欧洲作战区域执行远
程奔袭任务，其间与驻英美空军第 100
加油机联队KC-135加油机演练空中加
油，并飞越丹麦、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
宛等国空域。该机还与丹麦空军 F-16
战斗机以及波兰空军 F-16和米格-29
战斗机开展联合演习。

5月20日，美国驻欧空军宣布，来自
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思空军基地的2架
B-1B首次飞越瑞典上空。随后，美军
B-1B与瑞典空军 4架 JAS-39“鹰狮”战
斗机进行编队整合，开展近距离空中支
援训练。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机在
B-1B飞行期间为其提供护航，还有1架
KC-135加油机和荷兰皇家空军 KDC-
10加油机为B-1B及其随行飞机进行空
中加油。美国驻欧空军司令杰夫?哈里
吉安表示：“此次轰炸机远程训练加强了
我们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并展示了美军

的全球到达能力。”
亚太方向，美军印太司令部 5月 21

日发布消息称，美空军第 9远征轰炸机
中队 1架 B-1B完成持续 24小时的不落
地飞行训练。据称，这架执行全球空中
力量展示任务的B-1B当日飞抵鄂霍次
克海，它位于千岛群岛和亚洲大陆之间,
是太平洋西北部的边缘海，也是俄太平
洋舰队的主要活动区域。日本媒体称，
这架 B-1B从北太平洋飞至千岛群岛，
随后进入鄂霍次克海。

同日，另两架B-1B飞往阿拉斯加上
空，与 F-22、F-16战斗机汇合后开展联
合演练。这批战机首先在太平洋联合靶
场进行大规模实战演习，随后B-1B掉头
飞抵日本空域，与“里根”号航母、P-8A
反潜巡逻机进行远程反舰导弹演练。

俄反应相对低调

作为美军在亚太和欧洲地区进行力
量展示的重要角色之一，B-1B能够携
带大量远程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联合直
接攻击弹药和远程反舰导弹等，具备远
程防区外打击和反舰能力。该机还能以
超音速飞行，具备较强攻防能力。

B-1B近期频繁在俄周边空域活动
并与盟友开展联合训练，外界普遍将其
视为对俄示强之举。在评论B-1B近期
在欧洲的活动时，美国媒体认为此举旨
在增进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进一步
强化对俄战略威慑能力。

对于美军飞越俄罗斯门户——鄂霍
次克海上空，日本媒体称此举前所未
有，是近期“最具挑衅性的行动”，因为该
海域是俄核潜艇发射潜射导弹的重要阵
地。美国媒体将此次行动比喻为“在熊
掌上跳舞”。美“战争地带”网站评论称，
在此次挑衅中，美军还出动多架F-22和
F-16战斗机贴身护航，“显然想用武力
对俄施压”。

对于美军上述行动，俄罗斯反应相
对克制。在 B-1B闯入鄂霍次克海时，
俄军没有出动战机拦截，S-400防空系
统也未作出反应。

军事对抗恐加剧

综合来看，B-1B近期频繁在俄“家
门口”活动，一方面是落实美军“轰炸机
持续存在”的任务和“动态力量部署”的
战略要求，演练对俄战略打击能力、远程

突袭能力和联合作战能力。另一方面，
美军也希望通过 B-1B的高频亮相，让
这款濒临淘汰的“冷战遗产”重焕生机，
继续发挥战略威慑作用。

下一步，在美宣布将退出《开放天空
条约》、持续在俄周边武力示强的背景
下，美俄两国战略博弈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维持较高强度。虽然俄此次对 B-1B
的抵近示强表现得相对克制，但正如外
界评论的那样，如果未来美军战略威慑
或侦察行动突破俄底线，势必引发后者
在军事上的强硬反制，进而影响地区安
全局势。

此外，B-1B的潜在军事能力同样
值得高度关注。据称，美空军已制订详
细计划，为该机加装AGM-183A空射快
速反应武器和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两款
高超音速武器。

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蒂莫
西?雷宣称，他的目标是对至少1个中队
的 B-1B进行现代化改装，使其能够发
射AGM-183A。如果B-1B加装高超音
速武器，加之其对亚太和欧洲战场环境
较为熟悉，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美威慑俄
罗斯等对手的“撒手锏”，相关动向值得
关注。

美轰炸机频繁抵美轰炸机频繁抵近俄空域近俄空域
■杨 淳

调整中型多用途战斗机计划

美“防务新闻”网站称，印度采购
114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计划将耗资
170亿美元，项目细节尚未敲定。可以
确定的是，这些战机不从国外直接进
口，而是在印度本土制造，需要引进大
量外国技术，预计在合同授予后的 12
年内完成交付。

印度空军2018年6月向外国制造商
发出有关采购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信息
征询书。目前回应的包括美国波音公
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法国“达索”航
空公司，瑞典“萨伯”公司，欧洲空中客
车防务与航天公司，俄罗斯飞机公司和
苏霍伊公司。它们可能使用 F/A-18、
F-21（F-16的改进型）、“阵风”“鹰狮”

“台风”、米格-29和苏-30等机型参与
竞标。据称，信息征询书中包括对设
计、开发、制造和维修专业知识的转

让。同时，印度还寻求隐身技术、有源
相控阵雷达、电子战系统和发动机等技
术的转让。

在印度本土制造战斗机，可以确保
印度军方根据作战需求选择传感器、电
子战设备、航空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不
受限制地接受后勤和升级服务。不过，
承包商显然不会向印度出售关键的专利
技术。而且，这些战斗机的试飞、评估、
选型工作短期内难以完成，加之大额合
同涉及各方政治、经济利益，需要一个漫
长周期才能敲定。

35年采购450架战斗机

据“军事解密”网站报道，114架中
型多用途战斗机只是印度空军战机采购
计划的一小部分。印度空军司令巴达乌
里亚日前表示，未来 35年该国将采购
450架各型战斗机，并部署在北部和西
部边境。除上述114架中型多用途战斗
机外，印度还将采购 36架“阵风”战斗
机、100架“先进中型战斗机”和约200架
LCA“光辉”系列轻型战斗机。

在未来 15年内装备 83架国产 LCA
“光辉”系列轻型战斗机是印度空军的最
优先事项，紧接着装备 LCA Mk2改进
型，届时印度空军将拥有约 200架 LCA
系列战斗机。LCA Mk2将增大机体，对
气动外形进行修改，成为一款起飞重量
与F-16相当的轻型战斗机。

除LCA系列战机外，最有希望迅速

完成列装的是“阵风”战斗机。此前，印
度已与法国达索公司签署采购36架“阵
风”战斗机的合同，并已开始交付。

夺取南亚空中优势有难度

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计划将战机
部署在北部和西部边境，以此夺取南亚
空中优势。不过，即便采购计划顺利完
成，印度空军也未必能达成所愿。

首先，采购计划以三代机及其改进
型为主。如今，三代机及其改进型在
多国空军中仅充当辅助力量，且占采购
计划一半左右的印度国产 LCA系列轻
型三代机属于最轻量级，性能不被外界
看好。

其次，印度四代机项目存在高度不
确定性。印度航空发展局负责人巴拉
吉透露，该国四代机项目从全面开发到
原型机生产至少需 10年，预计 2030年
首次飞行，2035年开始低速率生产。在
此基础上，印度将积极寻求从国外采购
四代机，待选目标包括俄苏-57和美 F-
35战斗机。不过，苏-57目前尚未成
熟，且产能有限。F-35出口时必会附
上严苛的条款，印度方面不一定愿意
接受。

最后，印度空军战斗机总量得不到
大幅增加。印度空军计划35年采购450
架战斗机，平均一年不到13架。考虑到
这期间退役及损耗的战斗机，印度空军
战斗机总量不会有太大变动。

印公布大规模战机采购计划
■张亦驰 刘耕云

据俄《独立报》网站报道，5月 20
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国家防御指挥
中心举行的部委会上宣布，西部军区将
与波罗的海舰队、第6集团军举行首长
司令部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北约拟于
6月在波兰举行的“联盟精神”演习。

此次国防部部委会的议题之一，
是探讨西部军区落实普京 2012年和
2018年指示、索契会议精神和国情咨
文各项要求的相关情况。绍伊古表
示，随着北约加强在东欧的军事存在，
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系统，扩
大与芬兰和瑞典的军事合作，西部战
略方向仍是对俄军事安全最具威胁的
方向，“为此，俄正采取 2019年至 2025
年行动计划的一揽子措施”。

具体而言，西部军区今年计划举
行 28项完善部队战斗编成的活动，同
时接收现代化武器装备。在去年装备
1300多件新式及升级改造武器装备的
基础上，今年年底前还将列装约 2000
件，使新装备份额超过 65%。此外，西
部军区重视完善并提高人员和军事指
挥机关的职业素养及水平，今年以来
已举办320项战役和战斗训练，包括30
多次军事演习。当前，军区指挥部主
要任务是筹备与波罗的海舰队、第6集
团军举行大规模首长司令部联合军事
演习，并参加今夏举行的“高加索-
2020”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

绍伊古称，此次大规模首长司令
部联合军事演习属于防御性质。俄媒
体认为，此次演习既是对北约计划6月
在波兰举行“联盟精神”演习的对抗举
措，也是对美驻波兰大使关于美国可
将部署在德国的核武器转移至波兰言
论的抗议和警告。俄战略调查研究所
专家叶尔马科夫表示，虽然核弹并非
战略性核武器，但如果将其部署在与
俄罗斯接壤的波兰，就将具有战略意
义，会对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据称，美国的战术核武器部署在德国，
德国战机只需几十分钟即可将其运抵
俄边境，如果从波兰起飞，搭载核弹的
战机只需几分钟就能逼近俄位于波罗
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这里驻
有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和舰队主基
地，俄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威胁可想
而知，绍伊古因此强调，俄军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予以反制。

俄军事专家尤里?涅特卡切夫认

为，五角大楼部署在欧洲的所有核基
地和目标，都必须时刻处于俄罗斯的
监控之下，“如果爆发战争，美国部署
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都将被摧毁”。
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军演中，西部军区
很可能与波罗的海舰队、第6集团军共
同演练这一战法。舰队与集团军均装
备威力强大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
导弹系统和“口径”巡航导弹，很快还
将装备高超音速武器，将对北约形成
实质性反击，确保消灭搭载美战术核
武器的任何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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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尚小野心膨胀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宇宙作战
队”隶属日本航空自卫队，尚未取得独
立的军种地位。该部队成立初期规模
为20人，主要任务是监视陨石、人造卫
星和太空垃圾等。未来将借助民间技
术和力量，不断扩大人员规模与任务
范围。据称，这支新成立的部队将利
用现有雷达系统对高度约3.6万千米的
地球静止轨道进行监视，并力争在3年
至 5年内完善由高性能雷达和光学望
远镜组成的太空轨道监视系统，发射
太空监视卫星。

值得警惕的是，新成立的日本“宇
宙作战队”极有可能成为美太空军在
东亚地区的合作伙伴。此前，在情报
领域密切合作的“五眼联盟”表示希望
启动“扩大版”框架，吸纳日本、韩国和
法国加入。美联社称，日本“宇宙作战
队”是美太空军的正式对应机构，未来
将与美方合作力争构建情报共享系
统，提升双方太空军力。此外，日本此
举也是为尽早获得太空领域竞争的优
势地位。

蠢蠢欲动聚焦太空

日本正式成立“宇宙作战队”后，
美国在亚太的另一盟友澳大利亚也蠢
蠢欲动，在即将推出的新版《武装力量
态势审查》和《防务白皮书》中首次将
太空列为“重点军事区域”，并制造舆
论，希望本国政府把组建太空部队列
为头等要务。

澳大利亚最大的太空火箭发射公
司“吉尔默太空”总经理亚当?吉尔默5
月 25日在“防务关联”网站上刊文称，
太空已成为关键的军事节点，“如果不
具备导航、通信、侦察等重要的太空能
力，我们花费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
购置的战略与战术武器，如 F-35战斗

机、‘咆哮者’电子战飞机、P-8A反潜
巡逻机等将无法发挥战力”。他建议
澳大利亚政府郑重考虑组建一支太空
军事力量，并宣称“只要国防部投入少
量资金，相关企业就能在 2年至 3年制
造出实用化的太空装备”。

美《太空新闻》网站称，虽然澳大
利亚目前尚未正式组建太空部队，却
展露出与美太空军合作的明显倾向。
美太空军已在澳大利亚部署太空监视
望远镜，负责跟踪和识别地球上空的
太空垃圾和卫星。

响应号召发起竞赛

“防务突破”网站认为，“五眼联
盟”的盟友们正试图响应美国发出的
太空军事合作号召，将“五眼联盟”军
事触角从地面伸向太空。

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制定
的副助理部长舒尔特表示，美国希望
与各国加强太空合作，并推动与法国、
日本、英国等国的数据共享。为此，美
国发起“奥林匹克卫士行动”并号召盟
国加入，以便在战时共同保卫太空资
产。英国成为该行动首个合作伙伴。
据美《空军》杂志网站报道，从 2019年
起，美国联盟太空作战中心已通过“奥
林匹克卫士行动”向“五眼联盟”国家
作战人员提供大量告警、评估及太空
支持。

美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曾暗
示，美国希望借助“奥林匹克卫士行
动”与“五眼联盟”及其他盟友打造太
空联盟“小圈子”，以主导制定太空活
动规则。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显
然会进一步加剧太空军事化风险，推
动新的太空军事竞赛。

“五眼联盟”触角伸向太空
■李 赐

美军美军B-B-11BB战略轰炸机战略轰炸机

近期，持续紧绷的美俄关
系再起波澜。美军B-1B战略
轰炸机多次在俄罗斯“家门
口”挑衅示威，引发国际舆论
广泛关注，也为地区安全蒙上
一层阴影。

印度从法国采购的印度从法国采购的““阵风阵风””战斗机战斗机

位于英国奥克汉格的地面站为美空军卫星控制网提供技术支持位于英国奥克汉格的地面站为美空军卫星控制网提供技术支持

5月18日，日本防卫省宣布正式成立“宇宙作战队”，日本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
公开宣布将加入太空军备竞赛的国家。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这支部队规模尚小，却极有可
能成为美国打造的太空军事同盟的一分子。此外，澳大利亚、英国近来也为太空军力建设
筹划布局。在不久的将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组建的“五眼联盟”军
事触角将从地面伸向太空。

据美“防务新闻”网站5月21
日报道，印度空军正在全面修改
引进114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
计划，并将采购法国“阵风”战斗
机、国产LCA系列轻型战斗机和
国产四代机，总数达 450架。不
过有分析认为，印度空军战机采
购计划一向波折不断，落实难度
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