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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消息报》报道，俄罗斯空天
军第五代战机苏-57将披挂“隐身外
衣”，这款“隐身外衣”不仅能保护战机
机身和复杂电子设备免受不利天气影
响，还能使战机在地面停放时不被敌
方航空光电系统和雷达发现。

俄国防部和军工业消息人士透
露，为苏-57战机研发的“隐身外衣”
将于 2021年开始向军方供货。每架
苏-57将获得一套“隐身外衣”，用于
覆盖起落架、机身、主翼、机舱、尾喷
口、垂尾、进气道和其他部件。从国
防部与生产企业签署的合同条款得
知，全部供货将于 2028年完成，其中
2021年至 2022年生产 8套，今后数量
逐步增加。

据了解，这款“隐身外衣”对苏-
57战机具有双重保护作用。

一方面，它能长期保护苏-57战机
涂层和机身电子设备。隐身战机的特
殊雷达隐身涂层一旦受损，需要花费
巨资进行维修。同时，苏-57战机是首
款使用“智能机体”技术的战机，与以
往将雷达天线固定在机头上的传统雷
达不同，苏-57战机不同波段的有源相
控阵雷达天线分布在机身各处，正因
为此，其电子设备更需要保护。

另一方面，它能帮助苏-57战机
躲避外国情报机构的侦察。前俄空
军和防空军第四集团军司令瓦列里?
戈尔边科中将称：“现代条件下，几乎
没有什么武器装备能够避开各种侦
察系统，除非埋到地下，但使用‘隐身
外衣’后，战机停在哪里，有多少架，
从哪里调往何处，这一切敌人都将一
无所知。”戈尔边科中将还强调，恶劣
天气也会对战机造成影响，比如雨雪
的侵袭会损害战机的寿命，沙尘暴会
像砂纸一样把战机涂层磨掉等，穿上

‘隐身外衣’，战机将不再惧怕恶劣的
天气。

俄罗斯功勋试飞员伊戈尔?马利
科夫上校表示，为防止被发现，苏-57
战机通常停放在机库或简易机库中。
有了“隐身外衣”，苏-57战机就能直接
部署在开阔地带，这将大幅提升空天
军的部署能力。如有必要，苏-57战机
可以迅速转移到临时机场，包括未配

备简易机库的地点。马利科夫透露
说：“俄军战机需要在世界各地执行任
务。如果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无法给战
机提供一个栖身的机库，一定需要一
套可靠的‘隐身外衣’来保护战机。与
战机本身价值相比，‘隐身外衣’成本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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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冷战思维

赫尔维作为“网络化印太地区”概念
的宣讲者，在记者会上对此进行详细解
读，称“网络化印太地区”概念旨在确保美
国及盟友伙伴国能在“自由、开放的印太
地区”框架下加深合作，应对共同课题。
他强调，概念不是对原有盟友关系和体系
架构的重塑，而是在此基础上对盟友及伙
伴国间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和深化”，涵盖

“联络、协调和整合”等多个层次。
埃斯珀多次表示，“网络化印太地

区”绝不是“信息技术意义上的合作与沟
通”，而是“如网络般畅通地将有共同利
益和价值观的国家集结起来，通力合作
解决问题”。对于合作方式，埃斯珀强
调，“将在协议或自愿情况下，由这些有
着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取向的国家，
投入各类资源，完成共同任务”。

美军方高官的发言引发外媒热议。
报道称，埃斯珀等人的新概念让外界联
想到“印太版北约”。北约成立之初，正
是以价值观和防务安全为由，将欧洲地
区几十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发起者
美国充当集体防御领导者。事实上，在
印太或亚太地区组建类似北约性质的集
体防务机构，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新理
念。俄媒分析，美国此时推出所谓的“网
络化印太地区”，是在为未来并轨盟友体
系，组建印太版军事盟友阵营“预热”，是
一种冷战旧思维引导下的所谓新概念

“灌注”，是特朗普政府“确保美国优先”
“强调大国竞争”国防战略的深化。

目前，印太地区尚未形成与北约规
模相近的所谓“公约组织”，但如赫尔维
所言，“美国在本地区有一系列基于条
约建立的双边或多边盟友关系”，这为
美国在新概念指导下筹建相关组织提
供了条件。

美媒置评，特朗普政府重新确立“大
国竞争”主基调后，一直在筹划整合现有
盟友体系，以“阵营”方式实现对抗目的，
其中所谓“联络、协调和整合”可被视为

“从机制到公约组织的一种步骤化进
程”。目前，美国既有日本、韩国、菲律
宾、泰国、新加坡等传统盟友，还有近年
着力打造的“美日印澳”支柱性伙伴关
系，势力范围覆盖整个印太地区，“网络
化印太地区”的建设思路反映出美方更
广域的盟友战略。

加紧推进新策略

赫尔维从 3个角度对“网络化印太
地区”概念的作用空间进行描述。

首先，“网络化印太地区”概念能为
“执行共同行动提供高效的合作方式”。
报道称，美军可能以遂行国际行动的名
义，在热点问题上“纠集”利益攸关方组
建网络化盟友体系，并通过外交、经济等
手段，拉拢更多地区伙伴国，进而逐步扩
大盟友“网络”范围和任务范畴。此外，
美军方近期高调支持印尼、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在苏禄海的反恐反海盗行动，推
动将新加坡打造成印太地区反恐信息汇
聚的节点，为美借机拉拢地区国家构建
网络盟友体系和合作机制“蓄力”。

其次，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训练是

“网络化印太地区”概念推广的重要平
台。以8月31日结束的“环太平洋演习”
为例，本届演习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参演国由最多时的26个缩减至10个，时
长由 1个月压缩至两周，规模和部分课
目也大幅“缩水”，但美国在该地区主要
盟友均派主力舰机参加，且韩、澳两国海
军舰艇首次组成两支特混舰队，直接受
联军指挥部指挥。俄媒称，“网络化印太
地区”作为五角大楼提出的新概念，其军
事权重“不容忽视”，联合演习训练将成
为美组建网络盟友体系的重要依托。除

“环太平洋”军演外，美日澳“护身军刀”、
美日印“马拉巴尔”、美日韩情报共享及
反导防御等系列演习，都处于“参演成员
国或观察国逐渐增多的状态”。

最后，“美军的重新调整部署”将
成为“网络化印太地区”概念的一部
分。据此，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
署将在“地理上更加分散、运营上更具
弹性”，以确保“能在多个地点开展行
动，对各种不同威胁和挑战做出灵活、
敏捷的响应”。赫尔维特别提及关岛
的战略价值，“它使我们能够在整个地
区 投 放 力 量 ，并 实 现 快 速 集 结 和 分
配”。报道称，美军在印太地区基地多
集 中 在 东 北 亚 ，且 多 是 二 战 遗 留 产
物。未来，美军将从军事战略层面重
新规划基地群建设。

以自我为中心

美防长在印太地区的高调发声，并未
引发地区盟友的积极回应。西方媒体分析
称，美军方抛出的概念“新意不足”，特别是
美国大选临近，其防务政策延续性存疑，
且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情况下，美军事活
动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较高，例如近日“里
根”号航母多名舰员被曝感染新冠肺炎。

同时，印太地区国家关系复杂，历
史、文化、主权争议等深层因素将增加美

“网络化印太地区”概念的落地难度。日
韩间历史恩怨、印澳在地区问题上的“传
统认识偏差”等，都将掣肘所谓“印太版
北约”的组建进程。特朗普执政后，美国
在北约内部推行的“撤军”“防务费增加”
等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在招致欧洲盟
友不满、加深彼此裂痕的同时，也让其印
太盟友倍感压力。有关国家不能不警
惕，美国的目的仍然是要将有关国家绑
在自己的战车上。

可以预期，随着美军在该概念牵引
下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展开，印太地区安
全形势、军备态势将更加复杂，政府更迭
带来的政策稳定性问题、地区各国民族
主义引发的自主发展理念和各盟友间的
自身顾虑等，都将对“网络化印太地区”
形成冲击。

美欲建“印太版北约”仍以自我为中心
■石 文

据全球飞行网站报道称，9月 3日，
英国 BAE系统公司和莱昂纳多公司宣
布达成一份价值3.71亿英镑（约合33.72
亿人民币）的合同，用于开发新型有源相
控 阵 雷 达——“ 欧 洲 通 用 雷 达 系 统 ”
MK2雷达，日后为“台风”战机换装该型
雷达。近年来，英国不断加大战机雷达
更新力度，加强空中力量建设，其战略意
图不容小觑。

新装备列阵

“欧洲通用雷达系统”MK2雷达是
一种多功能雷达系统，能够同时执行空
对空和空对地监视任务，并能进行电子
攻击和大功率干扰。分析人士指出，一
旦装备该雷达，英“台风”战机将具备先
进电子战能力。

据透露，该型雷达的发射和接收元
件繁多，比目前“台风”战机雷达的元
件多一倍以上。莱昂纳多公司负责雷

达业务的副总裁托尼?英尼斯称，这意
味着新型雷达将扩大传感器的视线范
围，使飞行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锁定
目标”。

事实上，英国对“台风”战机雷达的
研发更新从未停止。早在2010年，英国
开始推动为“台风”战机研发有源相控阵
雷达计划，并与塞莱克斯?伽利略公司签
署价值296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
的雷达技术演示合同。2014年，改进型

“台风”战机换装“追捕者-E”电子扫描
相控阵雷达，可探测正面200度的空域，
探测范围增加 30%。近几年，英国雷达
系统进一步升级，“追捕者-M”雷达成
为“台风”战机的主力雷达，也是其进行
电子战的重要武器。

此次,英国宣布将开发“欧洲通用雷
达系统”MK2雷达，成为继德国和西班
牙后第3个推进该型有源相控阵雷达更
新的国家，且MK2雷达比德国和西班牙
不久前更新的MK1雷达更先进，电子战

和抗干扰能力更强。据初步估计，升级
后的“台风”战机将于 2025年后形成初
始作战能力。

战略意图浓厚

英国大力发展战机雷达，具有浓厚
的战略意图。

一方面，摆脱对美依赖。当前，英国
主力战机为F-35战机和“台风”战机，但

“台风”战机的综合性能远低于 F-35战
机。为“台风”战机配备新型雷达，可在
电子战领域大幅提升战斗力，与F-35战
机相匹敌。

另一方面，提高防务能力，掌握战
略主动。英国“脱欧”后，防务问题成
为英国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列装新
型雷达、提升“台风”战机作战性能，可
以让英国在欧洲进一步建立起空中优
势，在与欧盟的防务关系中占据有利
地位。

英英斥巨资为斥巨资为““台风台风””研发新型雷达研发新型雷达
■陈冠宇

近日，乌克兰、土耳其两国军工合
作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之一。自
今年年初开始，乌土两国关系持续升
温。2月，土耳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声
明，土方重申对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
的支持，称“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
的非法吞并”，同时向乌方提供价值 2
亿里拉（约合1.8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援
助。上月底，乌副总理奥列格?乌鲁斯
基访问土耳其，与土总统埃尔多安会
面，进一步加强乌土两国军工合作。

各有考虑

对于土耳其，与乌克兰开展军
工合作，显然有技术和外交两
方面的考虑。

在军工技术方面，乌土
两国合作，能够帮助土耳其
解决目前面临的一系列技
术瓶颈，特别是在航空发动
机 技 术 领 域 。 2010年 12
月，土耳其提出TF-X隐身战机
项目，随后因没有合适发动机陷入
停滞状态。而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专
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研制并生产发
动机，曾被称为“苏联航空工业的心
脏”，乌土合作能形成技术互补。同时，
以研制生产大型运输机著称的乌克兰
设计局有意与土耳其合作生产安-178
运输机，此举可增强土航空制造能力，
填补其无法生产运输机的空白。

从外交方面看，与乌克兰开展军工
合作、对其提供军援，一方面，可牵制与
乌交恶的俄罗斯，获得更大外交空间；
另一方面，在美乌关系紧密的情况下，
加强与乌克兰关系，有助于缓和美土关

系，进而为土耳其在美俄之间争取更大
转圜余地。

对于乌克兰，其军工业优势主要集
中在航空发动机、坦克和大型运输机等
传统领域，在无人机等新兴领域则经验
不足。与土耳其开展军工合作，可以满
足其对无人机的需求，并为军工业打开
新突破口。同时，乌方可借此扩大装备
和技术出口，赚取更多外汇。

前景不明

不过，乌土两国的军工合作前景可

能并不光明。
一方面，乌克兰军工业经验丰富、

但土耳其未必能“消化”。航空发动机
涉及多个工业门类、技术复杂，即使得
到乌克兰的帮助，工业基础薄弱的土耳
其短时间内很难吃透。

另一方面，乌克兰军工业所剩“老
本”不多。苏联时期，乌克兰是苏联重
要军工研发和生产基地。独立时，乌克
兰继承苏联35%的军工产能，军工企业
3594家，从业人员 300余万。目前，乌
克兰军工企业只剩约 700家，从业人员
下降至 50万。据乌媒报道，该国研制
生产的 BTR-4装甲车，车体装甲出现
长达半米的焊缝，可见乌军工业的研
发、制造水平已全面下滑。

此外，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土耳其，
美俄都是两国外交方面的重点，乌土军
工合作可能受美俄关系变化出现波折。

乌土军工合作各有盘算
■王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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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参加““环太平洋演习环太平洋演习””的美海岸警卫队舰艇的美海岸警卫队舰艇

据美国国防部官网 8月
31日报道，近期，美防长埃斯
珀、助理防长赫尔维等军方高
官先后出访印太地区，首次公
开提出“网络化印太地区”概
念，并在公开场合对此予以解
读，称其为新形势下“维护地
区安全和美国盟友伙伴利益
的理念指导”。有分析称，这
是在冷战竞争思维影响下对
既有保守理论的“包装”，也是
拉拢盟友、打造阵营，维持美
地区影响力的行动策略指南。

““台风台风””战机战机

乌克兰研制生产的乌克兰研制生产的BTR-BTR-44装甲车装甲车，，车体装甲出现长达半米的焊缝车体装甲出现长达半米的焊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