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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等欧
盟成员国因东地中海争议水域的油气资
源勘探活动爆发冲突，对峙进一步升
级。欧盟相关成员国在推动双方和谈的
同时，不断加大对土方军事示强力度，土
耳其对此强势回击。未来，土耳其与欧
盟相关成员国的东地中海油气利益之争
恐将愈发激烈。

欧盟发出警告

此次，土耳其与欧盟相关成员国争
端的起因是希腊与埃及 8月 6日签署
的一项海上边界协议。土方对此强烈
不满，称协议涉及区域位于土耳其大
陆架内，“不具备法律效力”。8月 10
日，土耳其派出“奥鲁奇?雷伊斯”号科
考船前往塞浦路斯与希腊克里特岛之
间的争议海域勘探，并派出多艘海军
舰艇护航。

为回应土耳其的示强行为，希腊、塞
浦路斯、法国和意大利 8月 26日起在东
地中海海域举行为期 3天的联合军演。
希腊国防部在声明中称，由于“东地中海
紧张局势加剧”，4国决定在四方合作框
架下加强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存在。法国
防部长帕利借军演向土耳其警告称：“地
中海不应成为某些国家野心的游乐场，
这是一项共同财产。”

此外，8月 27日至 28日，欧盟各成
员国外长在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磋
商应对土耳其的具体举措。会后，欧
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何塞?博
雷利表示，如果土耳其和希腊就东地
中海问题的谈判没有进展，欧盟可能
制裁土耳其。

土耳其强硬回击

对于欧盟的警告，土耳其强硬回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8月 26日表

示：“土耳其将在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

拿到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决不会
做出任何让步。”他强烈谴责希腊联合欧
盟对付土耳其的行为，并威胁称“不要试
探土耳其的耐心、决心、实力和勇气，当
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我们就会行动并愿
意付出代价，任何试图阻挡我们的人都
将付出代价”。

土耳其国防部8月27日表示，土空军
出动战机拦截6架希腊F-16战机，并将
其驱逐出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通信播报
范围。根据土国防部声明，这 6架 F-16
战机从克里特岛起飞，原计划飞往希腊
塞浦路斯辖区。

土耳其政府8月28日晚发布海上航
行通告称，土方将从 8月 29日至 9月 11
日在塞浦路斯西北海域举行“射击演
练”。英国路透社解读称，土方这一举动
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地缘竞争恐激化

总的来看，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政治
竞争加剧，是当前土希、土欧间矛盾持续
升级的重要原因。目前，围绕东地中海
油气资源开发已形成两大阵营：一方是
塞浦路斯、希腊、以色列、意大利、约旦、
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另一方则是土耳
其、卡塔尔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等。
此次欧盟相关成员国与土耳其的剑拔弩
张，体现出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之争达到
新高度。未来，双方的地缘竞争恐将进
一步激化，对地区局势和土欧关系都将
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方面，油气争夺战恐将愈演愈
烈。虽然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近日
表示，土方准备与相关国家在不设定先

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公平分享东地中海
资源进行对话，但土希、土欧关于东地
中海油气资源的矛盾较深，双方短期内
解决矛盾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正如德国外长马斯所言，东地中海
局势岌岌可危，未来“多小的火花都可
能引爆一场灾难”。

另一方面，土欧裂痕恐将进一步加
深。自 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
土欧关系持续紧张。近年来，双方围
绕土耳其从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导
弹系统、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难
民问题、宗教问题等龃龉不断，土欧间
战略互信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未
来，出于国内政治等因素考量，一贯强
势的埃尔多安不排除会对欧盟有关成
员国采取更为激进的举措，相关动向
值得持续关注。

土欧东地中海角力加剧
■杨忠洁

8月 23日 至 29日 ，“ 军 队 -2020”
国 际 军 事 技 术 论 坛 在 俄 罗 斯 举 行 。
总 的 来 看 ，此 次 论 坛 让 俄 罗 斯 实 现

“一举两得”。
一方面，展现俄罗斯强大军事实

力。作为东道国，俄罗斯展出多款先进
武器系统，针对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此外，俄罗斯展示的许多新型武器装备
前期已在叙利亚战场得到检验。这些
现代化武器平台不仅具备强大的作战
威力，而且能够实现平战转换的无缝衔
接。在美俄持续剑拔弩张的背景下，俄
罗斯在论坛上的“装备秀”对美具有较
强威慑作用。

另一方面，有力推动俄罗斯军工贸

易。近年来，除面对面的军事摩擦外，
美俄两国在军工贸易等领域也暗中较
劲。俄罗斯在论坛期间签署 41份武器
装备采购和现代化升级合同，总金额超
过 2019年全年军售总额。此举既有助
于振兴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又能进一步
密切俄罗斯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

除推动俄罗斯对外军售外，大量合
同的签订还将加速俄罗斯的军事现代
化进程。据悉，按照此次签订的合同，
俄军将获得500余种新式装备、8万余枚
导弹和弹药，并对 100余件武器进行现
代化升级。俄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
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其装备现代化水平
和整体作战能力将显著提升。

“军队-2020”论坛让俄“一举两得”
■林 源

防空反导成亮点

在此次论坛上，俄罗斯向外界充分
展示其先进的防空反导能力。

俄罗斯“金刚石-安泰”集团首次展
示其最新的“阿巴坎”防空反导系统。该
系统类似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属于
战区末端防空反导系统。一辆“阿巴坎”

防空反导系统发射车配备两枚垂直发射
的导弹，如果对抗敌方的饱和攻击，需要
配备多辆发射车。俄罗斯军事专家伊戈
尔?科罗特琴科称：“‘阿巴坎’是一款先
进的机动型防空反导系统，可与美国‘萨
德’反导系统相抗衡。”

此次论坛的另一个亮点是一款名为
“共振-NE”的防空反导雷达系统。这款
雷达系统能够发现和追踪复杂的空中目
标，包括隐身战机、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
飞行器，最大探测半径为 1100千米，可
在-50℃至 60℃的复杂环境条件下工
作。目前，该雷达系统已在俄北极地区
投入作战值班。俄军事专家尤里?库努
托夫称，这是一款高效的雷达系统，其配
备的人工智能系统可模拟目标的电子图
像，确定目标类型和飞行参数。目前，埃
及和伊朗已购买该雷达系统。有媒体透
露，美国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后，美军F-35
战机曾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最终取
消，原因是F-35战机被伊朗雷达系统锁
定。这一雷达就是从俄罗斯购买的“共
振-NE”防空反导雷达系统。库努托夫

称，“共振-NE”防空反导雷达系统对于
确保俄罗斯的防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坦克杀手”很强势

此次论坛上，由图拉仪器制造设计
局设计的“格尔梅斯”反坦克导弹首次公
开亮相。反坦克导弹是陆军最重要的一
种武器，能够远程攻击敌方主战坦克、装
甲车、防御工事，水面目标以及中低空慢
速飞行目标。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代表
在论坛上表示，一枚“格尔梅斯”反坦克
导弹，几乎可以100%摧毁西方任何一款
坦克。该导弹一经展出，立即引发美媒
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专家
称，这是俄罗斯的新型“坦克杀手”，与这
一导弹相比，著名的美国“标枪”反坦克
导弹看上去已经过时。

无人机领域引关注

与往年相比，今年论坛期间展示的
无人机数量显著增加。俄罗斯喀琅施塔
得集团的展台上放满了无人机，从侦察

无人机到攻击无人机甚至无人机携带的
打击武器，一应俱全。最令人关注的是，
论坛期间，此前一直处于处于严格保密
状态的“雷霆”重型高速打击无人机首度
亮相。该型无人机由喀琅施塔得集团设
计，目前仍在研发中，其主要任务是保护
战机不被敌方防空系统摧毁。根据设
想，这款多功能无人机系统将与有人战
机相互配合，既可伴飞苏-35、苏-57战
机，吸引敌方的防空火力，也可在敌军后
方执行侦察和打击任务。

除无人机外，俄最新型“棱堡-自动
装置”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首次对外展
示。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旗下的自动装
置公司总经理弗拉基米尔?卡巴诺夫称，
这一电子战系统是对付无人机恐袭和非
法使用无人机的制胜法宝。

俄退役上校维克多?巴拉涅茨称，
“军队-2020”论坛展示了一系列有前途
的武器装备，表明俄罗斯武器装备设计
部门正在不断创新。他们不仅努力满足
俄军需求，而且尽力开辟国外武器市场，
与美国展开竞争。这种“亮肌肉”的行
为，也是对美国的一种示警。

俄借“装备秀”向美示警
■柳玉鹏

据美《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雪城
研究公司近日宣布与美空军达成一份
价值 9000万美元（约合 6.2亿元人民
币）的合同。

根据该合同，该公司将在8年内为
美空军生产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和相关
零部件，并持续为反小型无人机系统提
供安装、升级和维护服务。近年来，美
空军不断加大在反无人机系统上的发
展力度、拓宽反无人机作战领域。可以
预见，未来围绕无人机的攻防作战将愈
发激烈。

制定战略，拓宽领域

早在 2012年，美国就开始制定反
无人机战略，计划建立有效的防空体
系，利用技术优势，抢占反无人机领域
的制高点。此后，美空军和相关公司开
展合作，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不断
进行反无人机作战的相关技术测试与
演练。

2018年，雷神公司和美空军研究
实验室共同合作，测试高功率微波反无
人机技术。2019年，雷神公司向美空
军交付首套高能激光反无人机系统。
同年，美空军与阿森特视觉技术公司签
署一份价值2300万美元（约合1.6亿元
人民币）的合同，用于购买名为“远征移
动防空综合系统”的车载反无人机系
统，该系统能够探测、定位、跟踪、识别

和击落小型无人机系统，2019年底开
始交付。

目前，雪城研究公司生产的这套反
无人机系统已在阿联酋扎夫拉空军基
地使用。该基地陆军上尉帕拉西奥斯
表示，该系统主要用于击败小型无人
机，且能够快速部署至目标区域。

加速推进，争夺霸权

反无人机属于新兴作战领域，美国
不遗余力地推动反无人机作战系统的
发展，是为了通过武器装备发展的先行
优势、技术优势获得无人机对抗领域的
主动权。

据报道，美国防情报局每年会进
行 1次名为“黑色标枪”的实装、实弹
大型联合反无人机演习，参演飞机包
括 F-22战机和“捕食者”无人机等，目
的在于寻找探测、识别、跟踪、击败无
人机系统的方法，借此评估和改进反
无人机能力，助推反无人机作战系统
发展。

此外，美空军在制定反无人机作
战系统发展规划时明确指出，无人机
技术的扩散将严重影响其“空中霸主”
地位，必须大力发展反无人机系统。
因此，美军在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及
应用的同时，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发展
反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削弱对手无人
机的利用能力。

美军高价采购反无人机系统
■陈冠宇

自 8月 13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
关系全面正常化以来，有关两国防务合
作的问题成为各界关注重点。客观来
看，以阿两国存在开展防务合作的基础
和条件，但在中东和平尚未实现的大环
境下，两国防务合作可能长期处于较低
层次，甚至出现反复和倒退。

合作层次较低

据了解，以阿两国的防务合作可能
早已开始。伊朗媒体报道称，2018年，
阿联酋通过本国商人与以色列军事工业
公司签署价值1亿多美元（约合6.8亿元
人民币）的军火协议。以色列报纸曾报
道，以色列秘密向阿联酋出售武器。实
现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防务合作或将公
开化，合作方式也将多样化。以色列和
阿联酋近日宣布将在也门一座位于曼德
海峡的小岛上合作建设情报搜集基地。

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
阿兰姆?内吉兹安认为，以阿两国军工
企业在武器装备研发和企业股权等方
面都有合作意愿，且两国使用的武器平
台大多相同，如两国都装备 F-16战机
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为两国防务
合作提供便利。

不过，以阿两国的防务合作不会涉

及诸如F-35战机之类的关键装备。阿
联酋向美国购买F-35战机的谈判至今
未取得明显进展。内吉兹安表示，为保
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美国
和以色列都反对向阿联酋出售F-35战
机。内吉兹安强调：“一旦阿联酋获得
F-35战机，沙特和埃及求购该型战机
只是时间问题，这两个国家正是以色列
的主要对手。”

面临问题不少

虽然以阿两国实现关系全面正常
化，但其防务合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

一方面，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很
大程度上是受伊朗因素影响。内吉兹
安表示，两国需要将合作基础从狭隘的

“平衡遏制伊朗”政策向外扩展，加强互
信、深化合作。

另一方面，以阿两国防务合作前景
还受以色列未来政策的制约。以阿两
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前提之一是
以色列暂停兼并约旦河西岸土地。迪
拜近东和海湾军事分析研究所学者里
亚德?卡瓦吉称：“若以色列重启兼并约
旦河西岸计划，那些想效仿阿联酋、改
善与以色列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定会改
弦易辙，以阿两国关系也会出现倒退。”

以阿防务合作前景不明
■赵琳君

正在演练的土耳其海军正在演练的土耳其海军

8月29日，第六届俄罗斯
“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术
论坛落幕。此次论坛共有来
自 70多个国家的 1500多家
公司展示 2.8万件展品。俄
国防部宣布，在为期一周的
论坛期间，各方共签订 41份
合同，总金额达 1.16万亿卢
布（约合 1076亿元人民币），
创下新的纪录。

以色列空军以色列空军F-F-1616战机战机

雷神公司的雷神公司的““郊狼郊狼””反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

““阿巴坎阿巴坎””防空反导系统防空反导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