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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多款反航母利器

据俄媒体介绍，“锆石”作为俄首款
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飞行速度 9马
赫，最大射程 1300千米，兼具对陆地和
海上目标的高精度毁伤能力。俄海军
评估认为，3枚“锆石”即可让航母等大
型海上作战平台丧失战力。今年 1月
和 7月，俄海军曾在巴伦支海试射该型
导弹。

报道称，以“锆石”为代表的俄海军
高超音速武器，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
位，已成为其在防区外击溃对手航母打
击群的一大利器。航母编队中担负防御
职能的“宙斯盾”舰，难以对俄军快速打
击有效回应。“锆石”还将配属亚森级多
用途攻击潜艇。届时，俄水下打击平台
可隐蔽在航母400千米反潜防御圈外开
展潜射攻击。

俄海军另两款主力超音速反舰导弹
“花岗岩”和“火山”，射程分别为 320千

米和 450千米。不久前，在白令海举行
的“海洋盾牌-2020”大规模军演中，“瓦
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鄂木斯克”号核潜
艇曾发射这两款导弹，完成打击航母等
大型水面目标的课目演练。

此外，俄海军航空兵米格-31歼击
机已挂载“匕首”导弹实施战斗巡航。该
型导弹最大速度12马赫，射程近2000千
米，远超美航母上 F/A-18等多款舰载
机的作战半径。无论是防空圈外超音速
打击，还是在米格-31战斗机突防后快
速闪击，都将使航母成为海上“活靶子”。

俄媒体还对另一款反航母战略平
台寄予厚望，即携载 X-32导弹的图-
22M3型中远程轰炸机。该机被誉为

“航母杀手”，其装备的 X-32导弹于
2016年服役。模拟评估显示，机弹结
合后，图-22M3打击半径达数千千米，
可在航母防御圈外的安全距离发起攻
击，且“宙斯盾”舰载防空系统对其拦
截概率极低。值得一提的是，俄军正
对图-22M3进行升级改造。新一代
图-22M3M将拥有更现代化的航电系
统，具备空中受油能力，对美航母威慑
力更强。

“眼睛”近视问题待解决

在介绍多款反航母利器的同时，俄
媒体还客观评估了俄军在反航母作战行
动中的薄弱环节——战场态势感知能
力。报道称，因资金短缺、装备迭代滞后
和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俄军的目标指
示和情报保障能力较弱，“眼睛”近视问
题亟待解决。

在俄海军航空兵部队中，具备对敌
水面目标持续侦察能力的专用飞机数量
有限。主要包括黑海舰队航空兵 4架

苏-24MR型战斗侦察机、北方舰队“库
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搭载的两架
卡-31预警直升机。由于航母处于大修
状态长期无法出海，卡-31效用大幅缩
水。苏-24MR常态化遂行黑海地区战
场侦察任务，出航率已近饱和。俄海军
还有超过 30架图-142和伊尔-38反潜
侦察机，但主要用于反潜行动。由此可
见，当前俄海军空中侦察力量在数量和
质量方面均无法满足反航母作战的情报
保障要求，无法为中远距导弹系统提供
目标指示。

在空天领域，俄军也存在不足。代
号“藤蔓”的航天侦察系统仅由4颗卫星
组成，两颗执行无线电技术侦察，两颗开
展雷达信号侦察。因组网卫星数量有
限，对战时重点区域同一目标单日过顶
只有两次，且过顶时间不超过 10分钟，
数据时效性和连续性不强。不过，“藤
蔓”对航母等大型海上目标捕获率较高，
定位精度可达 1米，未来仍将是俄军在
反航母作战领域的重点项目之一。

当前，俄海军主要依托地面侦测和
海上舰艇力量开展对美航母等目标的
侦察行动。地面侦测系统部署于俄境
内多个军事基地，能够对距离俄海岸线
3000千米范围内，甚至更远的无线电
电子设备展开侦察，曾是苏/俄开展对
美航母目标侦察的主要手段。然而，
近年来，美航母多采用卫星通信并在
航行期间频繁实施无线电静默，致使
俄地面侦测系统在目标侦察中的作用
有所减弱。

海上舰艇方面，俄现有约20余艘各
型侦察船艇，可遂行近岸至远海的侦察
任务。去年美日年度联合演习期间，俄
太平洋舰队电子侦察船就曾对美海军

“里根”号航母实施伴航式侦察。不过，

俄侦察船艇普遍服役超过30年，且航速
慢、自卫能力不足，侦察设备需在视距范
围内开展工作，侦察数据实时回传链路
也不稳定，战时情报保障能力较弱。

报道称，无论是远距离战略预警，还
是打击行动中的目标指示和情报保障，
俄现役侦察系统目前无法为反航母利器
提供精准保障。面对日趋复杂的战场环
境，未来俄势必加大在航天和海空平台
的技术、资金投入，畅通作战行动中的情
报和打击链条。

周边海战场日趋复杂

俄媒体从平时和战时两个角度对周
边海战场形势进行分析，以此评估俄海
军遂行侦察、作战和保障任务的能力。
报道称，和平时期，近 40艘核潜艇、200
余艘水面战舰常态化在俄海军海上作战
巡逻区游弋。战时，这一数字急剧增加，
俄海军监控区域将达数千平方千米，超
过其能力范围。

俄海军现役共有 16艘多用途核潜
艇，具备平时/战时对航母等目标跟踪
搜索能力。和平时期能以 2艘至 3艘的
规模实施远海轮换部署。战时，要在大
西洋和太平洋的作战区域内跟踪敌航
母或潜艇目标，无异于“大海捞针”。此
外，俄海军拥有 25艘常规潜艇，可在各
近海和大洋战区保持 1艘至 2艘存在，
但哪怕对于黑海和波罗的海这样的准
封闭式战区来说也不够。

俄媒体称，装备能力不足将直接拉
低侦察效益，意味着俄军在未来海战场
面临严峻考验。为此，俄海军必须加快
相关能力建设，预计今年将有40艘新舰
列装，发展重点也将放在装备独特的高
超音速打击系统上。

俄媒体解析俄俄媒体解析俄军反航母战力军反航母战力
■■石石 文文

强化虚拟测试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空军教育与训
练司令部 8月推出“飞行员训练 2.5倡
议”，试图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和模拟器，
快速提升飞行员的实战能力。据悉，美
空军计划在新建的虚拟测试和训练中
心，安装 F-15E、F-35、F-22、F-16等战
斗机的模拟器。

据介绍，该虚拟测试和训练中心建
设耗资 3800万美元。飞行员将在此演
练先进战术，模拟与一个同等国家的
战争。F-35战斗机试飞员、第 29训练
中队第 1支队指挥官克里斯?邓肯表
示 ：“ 世 界 上 任 何 冲 突 均 可 在 此 模
拟”。这些模拟器机型中还可能包括

参加“红旗”军演的其他军种或盟国的
战机。

报道指出，美空军正考虑在有限的
预算下，以最佳方式逐步提升虚拟测试
和训练中心的训练水平。其正在考虑的
方式包括：一是购买更多模拟器；二是将
虚拟测试和训练中心的网络推广到其他
基地，如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这
里是美军唯一的隐身轰炸机所在地；三
是将该中心的模拟器与内华达的测试训
练靶场相连接，等等。

背后意图耐寻味

综合来看，美空军近期加速推进军
事训练，主要有两大意图。

一方面，急于“遮丑”。7月13日，美
空军第 49飞行联队 1架 F-16C战斗机
在霍洛曼空军基地坠毁。这是美军在
60天内的第 7起坠机事件，其中还包括
F-35和F-22等第五代战斗机。一些媒
体略带嘲讽地评论称，“美军在向印度学
习坠机本领”。

此外，根据美国防部近期发布的疫
情数据和对疫情走向的预测不难发现，
美军内部疫情扩散的局面不仅短期内难
以控制，甚至可能出现“井喷式”蔓延。
在连摔飞机和疫情严峻的背景下，美空
军希望通过高强度军事训练营造一种假
象，转移国内外对其疫情应对不力和整
体战备水平欠佳的质疑。

另一方面，忙于“示强”。美空军加
强军事训练，针对潜在对手的意图十分
明显。近期，作为美空军军事训练的一
部分，B-52轰炸机完成了“北约一日

游”。美“防务新闻”网站评论称，此举是
对俄罗斯赤裸裸地“秀肌肉”，威慑意味
极浓。

不良企图需警惕

总的来看，美空军在疫情严峻的情
况下仍然通过加强军事训练耀武扬威，
充分暴露其奉行单边主义、谋求军事霸
权的真实面目，损害了世界和地区的和
平与安全，削弱了大国间互信，破坏了全
球战略稳定。

展望未来，美军或将持续深入推进
实战化训练。据报道，美空军希望新的
虚拟测试和训练中心能够与联合仿真
环境系统对接。后者可用于测试第五
代战斗机或更先进的战斗机。如此一
来，美空军军事训练水平或将进一步提
升，对潜在对手的军事优势或将进一步
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高强度训练活动也
可能对美空军的建设发展造成负面冲
击。例如，频繁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能
打乱美空军官兵轮休和武器装备保养节
奏，进一步增大新冠肺炎感染几率和安
全事故发生风险，进而降低美空军的战
备水平。

此外，伴随着实战化训练的深入推
进，美空军势必加大在印太和欧洲等
重点方向军事示强力度，发展前沿威
慑力量，塑造于己有利的军事格局和战
略环境。相关军事动向不仅会对全球
安全稳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也可能引
发潜在作战对手的反制，最终让其自食
恶果。

美空军加强训练难掩窘境
■章 池

据俄“自由媒体”网站报道，美国
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日前刊文
称，随着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下台，其
一手推动的近身格斗训练项目未来发
展尚不明朗。鉴于在未来武装冲突和
局部战争中，城市巷战是一项重大课
题，因此，格斗训练仍然非常重要。

报道称，马蒂斯经常发表爆炸性
言论。他曾毫不掩饰地宣称：“打仗很
好玩。大家知道，用枪杀人很有趣。”
2018年，时任国防部长的他，下令在西
点军校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在美
军中推广城市巷战新格斗战术标准规
范。该小组邀请专家撰写有关格斗武
器等知识的专门书目，希望受训者从
中汲取经验，学习打仗本领。

事实上，美军特种部队一直将格
斗训练视为必修课，每年都组织格斗
竞赛。例如，美海军陆战队要求所有
官兵必须参加武术段位考试。而且，
美军教官时常告诫学员，生死格斗只
有“效果分”，没有“难度分”。与其用
一个“漂亮的后旋踢”攻击对方头部，
不如直接冲上去施以重拳。

当前，西点军校正根据现实需要
更新并推广格斗术。长期以来，美军
主要的格斗武器是手枪、冲锋枪等轻
武器。未来目标是对轻武器进行微型
化升级改造，实现自动火力分布范围
的最小化。

此外，西点军校教官还建议借鉴外
国的格斗术。比如，菲律宾有一种古老
的武术体系，通过学习可以掌握匕首等
冷兵器的基本使用技巧。韩国军队擅
长格斗术跆拳道，踢、打、摔、拿、锁皆可
运用，是一种以暴制暴、以杀制杀的军
用格斗术。以色列的近身格斗术重点
在于打击人体薄弱部位，提高受训者对
格斗致命后果的认知水平。苏联军队
主要采用传承自沙俄时代的拳术“桑
勃”，这是一种融合日本柔道、欧洲摔
跤、中国武术的格斗术。如今俄军不仅
沿袭苏联时代的刺杀格斗训练，还在传
统“桑勃”格斗术的基础上，融合空手
道、柔道及其他防身术，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军用搏斗技术体系。

据介绍，美军官兵目前并未广泛
开展格斗训练。一位名叫扬?摩根的
美军士兵介绍说：“我 2002年加入美
海军，主要工作就是维修保养设备，没
参加过格斗训练，连枪都没怎么摸

过。”一些美军士兵连参加最基础的急
行军训练时态度也不积极，经常出现
迟到等现象。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一
份关于美军官兵生理和心理状况的分
析报告中指出，美陆军有 69.4%的人员
体重超标，海军陆战队情况稍好，但这
一比例也占约 60%。这一方面是因为
高热量饮食习惯，一方面也说明缺乏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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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塔斯社报道，俄国防部长绍伊
古不久前亲自指挥空天军完成一次战
法演练。在真实作战条件下，多架苏-
35战斗机组成编队，由一架苏-57战斗
机统一指挥，执行协同攻击任务。

据介绍，飞行员通常将这种战斗
队形称为蜂群。蜂群里的战斗机可
以彼此交换实时信息，完成作战任
务的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俄军事专
家、前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参谋长谢
尔盖?哈特列夫指出，战斗机运用蜂
群战术作战，可以通过瞬间、大量出
动，实现让敌防空系统超载、对敌实
施突然攻击的目的。这种战法常用
于无人机群，但随着技术发展，苏-
35和苏-57战斗机构建的蜂群初见
雏形。

俄《国家武器库》主编维克托?穆
拉霍夫斯基认为，从构建俄武装力量
统一信息系统的角度看，战斗机蜂群
战法试验至关重要。他说：“蜂群内部
的协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
来自飞机、防空系统、卫星和地面技术
设备等所有传感器的信息都应汇入一
个系统，为地面、空中和太空构建统一
的信息场，并在信息场内借助人工智
能系统分配作战任务，其中包括为航
空兵指派工作。”

俄媒体称，目前，美军正利用F-35
战斗机进行类似试验。不过，无论俄
罗斯还是美国，至今未能搭建指挥所
有军种的统一信息系统。究其原因，
为所有军兵种打造统一的数据格式困
难重重。

俄战斗机首练蜂群作战
■木 子

美军飞行员操控美军飞行员操控F-F-3535战斗机飞行模拟器战斗机飞行模拟器

俄海军举行军事演习俄海军举行军事演习

9月初，俄罗斯海军在
白海水域齐射两枚“锆石”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对两
个海上靶标实施打击。这
是俄海军反航母利器针对
近期美军多艘航母在印太
地区交替部署的一次力量
展示。俄媒体还系统梳理
了俄海军反航母主要战
力，并对其在未来海战场
面临的复杂环境和能力弱
项进行解析。

据外媒报道，美空军
近期着眼大国竞争战略，
大力推进军事训练，但相
关举动难掩其近期面临的
窘境。展望未来，美空军
针对性极强的训练或将对
全球安全稳定产生一定负
面影响，相关情况值得关
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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