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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分歧遭曝光

2016年 12月，美海军发布年度《力
量结构评估报告》，提出将美国舰队规
模扩充至 355艘。2019年底，时任美海
军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在公开场合
演讲并向海军发出指令，要求美海军应
尽快寻找一条快速实现装备355艘军舰
的道路。

据“防务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原定
于2019年发布的美海军新版《力量结构
评估报告》推迟发布，原因可能是高层
分歧太大。自去年夏天就任美海军陆
战队司令后，戴维?伯杰上将在公开演
讲中反复提及，海军陆战队“应是一支
填补陆军、海军和空军作战空隙的重要
力量”，并要求陆战队内部人员制定海
军与海军陆战队的《合成力量结构评估
报告》，对海军“355艘军舰计划”提出全
新方案。不过，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对海
军陆战队提出的新方案并不感兴趣，将
其与美国会提出的“30年海军舰船建造
计划”一并搁置。

今年 6月，埃斯珀指示美国防部常
务副部长戴维?诺奎斯特牵头领导相关
单位人员，研究未来海军力量结构问
题。诺奎斯特近期表示：“美海军、海军
陆战队、参联会、国防部长办公室及军
外专家经过分析，结合美海军经费及作
战能力现状，研拟了 3套未来舰队方
案。”虽然诺奎斯特并未透露新版海军
《力量结构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但美
“防务新闻”网站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
话称，从3套方案的内容不难看出，美海
军和国防部高层对“355艘军舰计划”存
有重大疑虑和分歧。

问题挑战较突出

总的来看，美媒近期关于军方质疑
“355艘军舰计划”的报道，进一步凸显
美海军在强行推进“355艘军舰计划”过
程中面临的困境。

首先，政府“唱反调”。根据美媒

披露的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美 国 未 来 5年 防 务 项 目 机 密 备 忘
录》，为“把有限经费预算集中在优先
事项上”，美海军未来 5年将削减 8%的
造船经费，对美海军舰队规模进行“适
当削减”。

根据计划，美海军阿利?伯克级导
弹驱逐舰未来5年的建造数量将从12艘
减至 7艘，2021财年弗吉尼亚级攻击型
核潜艇的建造数量将从 2艘减至 1艘。
2021年至 2022年，新一代 FFG（X）导弹
护卫舰的建造速度将从每年2艘减至每
年 1艘。为了凑数，美国白宫甚至要求
美海军将无人舰艇纳入“355艘军舰计
划”范畴。

其次，造船业“拖后腿”。根据美海
军战争学院的统计，过去 10年，美海军
年均采购 8.3艘军舰，为实现“355艘军
舰计划”，美海军未来 10年将年均采购
12艘至 15艘军舰，显然，美国造船业的
现有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上述需求。

美国会预算办公室在《美国海军
“355艘军舰计划”评估报告》中称，在实
现造船目标方面，潜艇制造商面临的挑
战最大，航母和水面舰艇制造商次之。
未来 5年至 10年，美国 7个大型船坞需
增加 40%的劳动力，这对于人才短缺问

题十分严重的造船业来说，无疑是雪上
加霜。

最后，媒体、学者普遍“看衰”。除
美军方高层质疑外，美国国内媒体和
学者也普遍认为，“355艘军舰计划”未
必会对美海军建设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美国军事专家指出，美海军目前
每年要花费惊人的资金，如果进一步
扩大舰队规模，每年投入的资金将进
一步“膨胀”。

此外，美国《国家利益》近期刊文
称，美海军应更多关注作战能力，而不
是具体的舰艇数量，“355艘军舰计划”
一旦落实，将进一步增加海军官兵的战
备负担和工作压力，可能对美军作战能
力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战略欺骗需警惕

总的来看，近期美国各界对“355艘
军舰计划”的态度十分谨慎，甚至是较为
悲观。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核心智库新美
国安全中心近期发布《下一版国防战略
的美海军兵力结构》研究报告称，在预算
受限的情况下，美海军兵力结构的调整
必须集中在“以最低的风险（特别是人员
风险）、最低的预算来实现兵力建设最大

化”。为实现此目标，美海军需不断进行
试验与评估，当有必要削减军费时，美海
军应从能力最弱的项目开始削减。

在特朗普政府为选情孤注一掷、不
断鼓吹“战略威胁”加剧的背景下，美海
军未来或将继续强势推进“355艘军舰
计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
伯特?奥布莱恩表示，美海军目前仅有
不到300艘军舰，特朗普对此十分关切，
355艘军舰的目标应该更快地实现，不
应拖到“数十年后”才达成。

从 短 期 来 看 ，“355艘 军 舰 计 划 ”
存 在 诸 多“ 硬 伤 ”，加 之 耗 费 资 金 巨
大，这对美国海军来说几乎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据美媒估算，美海
军未来 30年可能需再筹集 2000亿美
元（约合 1.37万亿元人民币），才能到
2049年建立一支拥有 355艘军舰的海
军。美海军评估认为，根据目前财政
状况，美海军“最多可以保留 305艘至
310艘军舰”。

值得警惕的是，虽然该计划前景较
为黯淡，但未来美国政府或将为推动

“355艘军舰计划”更加疯狂鼓吹他国威
胁论调，并以此为噱头，试图挑起军备
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局势产生极其恶
劣的影响。

美“355艘军舰计划”前景渺茫
■杨忠洁

9月 10日至 12日，伊朗在霍尔木兹
海峡周边海域举行代号为“佐勒法加尔
99”的海陆空三军大规模演习，不仅演练
了“海峡封控”等敏感课目，还展示了部
分伊朗国产武器装备，引发多方关注。
外媒评论称，伊朗高调举行军演，一方
面是检验疫情防控下部队战备状态，另
一方面也是对近期美方连续在伊国内
渗透搅局和中东地区扶植反伊“代理
人”的强势回应。

“保护领海和航道安全”

此次演习区域覆盖印度洋北部至
霍尔木兹海峡东部近200万平方千米海
域。起初，伊军重点进行反侦察、电子
干扰和导弹艇集群快速集结部署等课
目。随后，三军部队依托岸基导弹和炮
兵部队、海基舰艇集群及空中力量演练

“海峡封控”，包括目标追踪、抓捕和局
部交火。伊军还进行了“导弹密集攻
击”演练，各参演平台进行岸基炮火打
击、反舰巡航攻击、空中突袭、水下鱼雷
发射、火箭弹连续打击及无人机攻击等
内容。伊朗官方网站报道称，通过演
习，伊军逐步“优化主动防御战略，保护
伊朗领海和航道安全”。俄媒评论称，
伊军一贯将导弹炮火封锁打击作为“收
尾阶段的考核项目”，今年更是动用水
面、水下、岸上和空中各种手段全方位
封锁，指挥链和行动链更加清晰。

伊方表示，在3天的演习中，伊军依
托国产系列防空和侦察预警系统，成功
演练“应对敌方巡航导弹攻击”课目，并
在侦察过程中及时“发现和驱离”1架美
高空无人侦察机，“实战检验了伊军在
波斯湾海空域的侦察和反侦察能力”。

与此同时，卡迪尔级潜艇、“西摩
格”无人机等一批伊朗国产武器装备也
在演习中高调亮相。卡迪尔级潜艇主
要担负波斯湾巡逻和霍尔木兹海峡封
锁任务，演练中使用鱼雷对靶船进行攻

击，并开赴印度洋北部检验“渗透”能
力。“西摩格”无人机被誉为“近年伊军
信息科技的结晶”，外媒分析，其技术部
分借鉴了两架“缴获的美军无人机”。

“对外部威胁作出回应”

演习指挥官萨尔达里上将表示，演
习旨在“提升伊朗军事实力，并对外部
威胁作出回应”。

近期，伊朗周边安全态势较为复
杂。美海军两栖攻击舰编队部署在印
度洋北部，“尼米兹”号航母群近10艘舰
艇持续在阿曼湾海域巡弋，美空军在伊
周边 5处空军基地部署上百架战机，并
首次派驻F-22战机。上个月，美军调派
3架 B-2轰炸机在迪戈加西亚“显示前
沿力量存在”，并在阿曼湾空域与航母
实施联合训练。

在地缘格局层面，伊朗陷入包围之
势。近期，美国频繁与以色列、沙特等
伊朗“仇敌”展开防务和外交深化合作，
通过盟友战略加大围堵、遏制、打压力
度。美国还推动欧盟等国加大对伊制
裁，英法等国也以反恐反海盗名义向中
东和印度洋水域派遣舰艇编队。

此外，受经济制裁和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伊朗国内形势不容乐观。美国则
借疫情处心积虑煽动伊朗民众情绪，制
造社会混乱。报道称，伊方已将美国视
为国家安全重要威胁，此时组织大规模
军演，既是回应内外安全威胁，也是提振
民心、震慑美盟、显示斗争决心。

地区乱局加剧

对于伊朗此次军演，美海军迅速作
出回应，称伊朗演习封锁海峡是“要挟

和恐吓”。部分美军方人士还表示，美
军完全有能力调用更多舰队兵力“控制
霍尔木兹海峡”。

美军方的回应无疑将推动地区军
备局势滚动升级。报道称，美伊对抗存
在于多个层面，包括叙利亚战场上的

“代理人”战争、以色列和伊朗以及沙特
与伊朗间的种族宗教矛盾、域外大国各
种形式的介入等，都可能使美伊对抗升
级为阵营对抗。

事实上，在中东制造混乱正是美
国一贯对抗思维和霸权思想下的具体
行动策略。美国关心的不是地区稳
定，也不是世界和平，而是如何在混乱
的局势中攫取最大化利益。在这种情
况下，“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可能借
机“回潮”，域内疫情、宗教纠纷等风险
也将进一步升级，中东安全局势不容
乐观。

伊朗演练海峡封锁回应美国威慑
■石 文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近日，俄罗
斯最新型“磁场-21M”电子战系统的
优异性能在联合演习中得到检验。

演习中，“敌方”使用数款无人机
从事侦察活动，并对炮兵阵地实施打
击。在发现“敌方”无人机发起攻击
后，俄罗斯防空分队使用“磁场-21M”
电子战系统成功压制无人机的数据传
输通道，使正在接近目标的无人机迷
失方向。

“磁场-21M”电子战系统由俄罗
斯电子战科技中心研发，主要用于干
扰和压制无人机导航和卫星导航信
号，也可用于对抗巡航导弹和精确制
导武器攻击。目前，俄罗斯远东军区
的防空部队、中央军区和驻塔吉克斯
坦第 201军事基地的防空部队都已装
备该系统。

俄罗斯独立军事专家安东?拉夫罗
夫表示，“磁场-21M”电子战系统能够
对卫星特定频率范围内所有信号进行
干扰，让敌方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无
法接收卫星信号。同时，拉夫罗夫表

示，这一电子战系统也存在不足。由于
该系统是采用“全频率阻塞干扰”，在对
敌人卫星导航系统信号实施压制时，会
影响己方电子信号。鉴于这种情况，这
一电子干扰系统须在发现敌人武器系
统发起攻击后再实施干扰。

俄罗斯国家技术计划工作小组
专家爱德华?巴格达萨里亚称：“在战
场上，我们不可能对相关区域进行持
续不断的电子干扰。只有发现敌人
开始空袭后，电子战系统才会开启并
实施干扰。”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
谢?列昂科夫也称：“‘磁场-21M’是
一种十分有效的电子战系统。俄罗
斯军工企业从未停止过对电子战系
统的升级工作。在世界各国大力发
展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的背景下，
发展对抗它们的电子战系统十分重
要。目前，北约国家还没有这样有效
的 电 子 战 系 统 。 可 以 说 ，‘ 磁 场 -
21M’是俄罗斯独特的武器之一，可
有效对抗北约国家无人机和精确制
导武器的打击。”

俄电子战系统显威演习场
■柳玉鹏

据 日 媒 报 道 ，日 本 政 府 计 划 在
2022年3月前为F-35战机采购射程为
500千米的防区外导弹，借以实现在敌
方雷达或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敌方基
地进行打击的能力。一旦该采购计划
实行，日本将事实上具备远距离导弹
进攻能力。届时，有关日本不能发展
进攻性武器的专守防卫安保政策将名
存实亡。

纳入采购计划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日本当
局已将采购纳入 2019财年至 2023财
年的中期防卫建设计划。今年 3月，
日本防卫省与挪威康斯伯格防御与空
间公司签订购买联合打击导弹的合
同，完成首批防区外导弹的采购。

据悉，联合打击导弹是美国雷神
公司和挪威康斯伯格防御与空间公司
共同研制的一款防区外精确制导导
弹，最大射程 555千米，战斗部采用模
块化设计，可根据目标选择战斗部类
型，预计 2022年 3月完成研制并交付
生产。这意味着，未来日本航空自卫
队部署在千岁、三泽、小松、筑城和那
霸 5地的 F-35战机，能在极短时间飞
临日本海上空发射该型导弹，其先敌
打击范围将有效覆盖太平洋西岸大部
分地区。

瞄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拥有 15架
F-35战机，加上已经签署的订购合
同，未来日本将拥有 147架 F-35战
机，仅次于美国。除既定采购挪威的
联合打击导弹外，日本防卫省还将美
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联合空
对地防区外导弹”和美军正在研发的

“远程反舰导弹”纳入采购讨论范围。
据悉，美军已使用战略轰炸机对“联合
空对地防区外导弹”进行空中发射试
验，“远程反舰导弹”的研发也接近尾
声。有消息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
推销其“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非常
积极，专门制作了 F-35加挂美制导弹
对敌重要目标实施防区外打击的动画

演示。
此次导弹采购计划，是安倍政府

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实际举
措。9月11日，已经宣布辞任的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发表关于新安保政策的谈
话，称为应对朝鲜导弹与核威胁，将在
离任前在党内充分探讨改变目前专守
防卫政策的问题。日本一直宣称构建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只是一种积极防
御理念，但实际上已严重偏离专守防
卫政策，其野心逐渐显露，亚太地区国
家对此应保持足够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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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举行代号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举行代号为““佐勒法加尔佐勒法加尔9999””的海陆空三军大规模演习的海陆空三军大规模演习

““磁场磁场--2121MM””电子战系统电子战系统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
军方近期透露，特朗普政府
上台初期提出的海军“355艘
军舰计划”目前在美军高层
内部引发较大争议，前景较
为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