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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战略出炉

战略指出，未来美军将发挥数据优
势，提高作战效率，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
方面：一是服务联合全域作战，在战场上
形成数据优势。二是服务高级领导决
策，用数据改进国防部管理工作。三是
服务业务分析，使用数据推动所有层级
快速有效决策。战略还提出包括数据管
理原则、数据伦理原则、数据采集原则在
内的8项指导原则。

战略强调，美军必须具备 4项基本
能力：一是体系架构能力，由企业云和
其他技术支持的美国防部架构必须确
保数据转换速度高于对手能够适应的
速度。二是标准制定能力，包括数据
资产管理、利用的公认方法和用于表
示、共享数据的有效方法。三是数据
治理能力，包括从创建到处理各类数
据所需的原则、政策、流程、框架、工
具、度量和监督等。四是人才培养和
文化建设，确保美国防部人员有能力
处理数据、作出基于数据的决策、制定
基于数据的政策等。

战略还对美军使用数据提出具体要
求：一是使数据可见，确保用户可以查找
所需数据。二是使数据可访问，确保用
户可以检索数据。三是使数据易于理
解，确保用户可以识别内容、语境和适用
性。四是使数据可链接，确保用户可以
通过固有关系利用数据元素。五是使数
据可信，确保用户对数据信任，从而进行

决策。六是使数据可互操作，确保用户
对数据有共同的理解。七是确保数据安
全，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操作。

欲推动联合全域作战

总的来看，美军最新数据战略主要
有三大特点。

一是突出前瞻性。战略将数据视作
美军作战的“战略资产”，提出美国防部
数据是一种高附加值商品，必须以能够
带来即时和持久军事优势的方式加以利
用。战略强调，一旦缺乏数据管理，便无
法确保任务指挥官、作战人员、决策者和
任务合作伙伴实时、安全地获取并访问
可信的关键数据，阻碍作战行动迅即展
开。因此，美国防部必须尽快成为一个

“以数据为中心的机构”。美国防部首席
信息官达纳?迪西表示：“数据是数字现
代化战略的‘弹药’，是夺取未来战争胜
利的重要决定力量。”

二是凸显全域性。战略将“利用数
据推动联合全域作战”作为重中之重，并
就数据服务全域作战提出明确举措。例

如，美国防部数据部门负责人为未来技
术制定数据标准并提出相关要求，以实
现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美国防部首席数
据官牵头召开协调会，使作战部队了解
企业和美国防部运用数据解决问题的能
力。战略还指出，由联合参谋部领导的
一体化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演习要发现并
优先解决数据差异，数据处理部门必须
与任务部门合作，确定是否需要调整硬
件、软件、战术、技术和程序等。

三是强调主导性。战略一方面提出
美军要制定作战数据使用标准，但同时
指出，标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数据
和信息易于安全地利用和交换。另一方
面，战略要求美军抢夺数据使用的“道义
制高点”，在有关数据如何收集、使用和
共享的所有计划和行动中，优先考虑数
据的伦理使用。战略提出，美国防部首
席数据官将在监督机制辅助下，推动美
国及其盟友军队数据伦理文化建设。

潜在隐忧值得警惕

总的来看，美国防部最新数据战

略是美军近期大力推动前沿作战能
力建设的新举措，未来或将对美军建
设发展乃至全球军力博弈产生一定
影响。

一方面，美军谋求军力优势步伐或
将加快。下一步，美军在落实数据战略
相关要求过程中，将着力推动国防部数
字现代化项目建设，试图通过获取准确、
及时和安全的数据增强军事效能，从而
助力美军作战能力尤其是全域作战能力
的整体提升。此外，美军还试图通过数
据战略、人工智能战略和其他前沿军力
建设，抢占军事技术制高点，强化对潜在
对手的作战优势。

另一方面，全球军备竞赛风险或将
升高。在这份数据战略中，美军对潜在
作战对手充满敌意的表态和美军大踏
步推进前沿作战能力建设的做法，势必
引发相关国家的不满与反制。下一步，
无论是在亚太、欧洲还是中东地区，美
国的主要战略对手都将采取非对称或
非常规方式，回击美军的军事示强与挑
衅，全球军备竞赛和军事争端风险或将
进一步加剧。

美军新数据战略瞄准未来作战
■林 源

近日，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公布一项
海军舰队计划。根据计划，到 2045年，
美海军将拥有80艘攻击型核潜艇，舰艇
总数将达到540艘。该计划引发外界广
泛关注，有多家俄罗斯媒体对其提出质
疑。他们认为，在缺少理论学说前提下，
美海军“既无斗志，更无章法”，并称理念
抄袭将让美海军没有前途。

数量优势≠作战优势

埃斯珀表示，根据海军舰队计划，未
来美军将打造一支更加平衡的海军力
量，以遏制俄罗斯等国。对此，俄媒回应
称，美海军 500余艘舰艇难以有效制衡
俄罗斯海军。文化和战斗意志是一支海
军的“灵魂”，俄罗斯军人在中东战场和
战备巡逻中，均展现出远超对手的战斗

意志，而美海军战斗意志并非处于最佳
状态。今年以来，美海军近 190艘舰艇
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占目前舰艇总数的
60%，战备状态可见一斑。“罗斯福”号航
母舰长写求助信遭解职事件，也暴露出
美海军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不足。

在经费投向方面，按照2045年舰队
计划，未来美海军预算的13%将用于巨额
造舰项目，其中还不包括人员培训、武器
平台研制和出厂试验等费用。届时，美海
军能否有足够财力支撑尚难以预料。

另外，虽然埃斯珀列举了各舰种比
例，但发展思路仍不太清晰。以美海军
近期提出的“小型转换”思路为例，此前
美海军曾高价、高调推出濒海战斗舰，认
为其既能规避对手攻击，又适于沿海地
区作战。然而，在现实中，由于许多国家
借助部署强大的“反舰幕布”设立了防止

靠近自身沿岸地区的“禁区”，航母无法
为濒海战斗舰提供保护，结果这种军舰
只能被搁置。俄媒称，美海军转型计划
可能给自己的财政捅个“窟窿”。

也有分析称，在大选选情胶着阶段，
特朗普政府抛出新计划，意在吸引眼球
博取选票，而伴随政府更迭，该项耗资巨
大的舰队计划未来生命力存疑。

旧思维难赢新战争

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曾提出所
谓 600艘舰艇计划，目标对手直指苏联
海军。爆炸式的造舰计划从数量和质量
方面均对苏联海军构成威胁，迫使苏军
陷入军备竞赛。俄军专家强调，时过境
迁，现在的美国政府已忘记了当时防务
策略的大背景，只是对数字命名方式进

行盲目效仿。而当前的俄罗斯政府和海
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理性。

俄媒还指出，美军仍抱着冷战时期
的旧思维，难以获取现代条件下的海战
胜利。俄军则在新版军事学说指导下，
不断研制新型战略武器。俄海军近期在
白海水域再次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
导弹。作为反击美航母、两栖攻击舰等
大型平台的利器，该导弹可重创美战略
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担任发射任务的
是“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新型护卫
舰，该舰以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
元帅命名。戈尔什科夫提出的“直接跟
踪”海上学说和其他作战理念，成为苏联
对抗美国水面力量的基础。

俄媒再提戈尔什科夫，意在显示俄
海军在海军学说建设方面的领先优势，
并指出美海军学说的缺位，犹如其“阿喀
琉斯之踵”。在未来海上对抗中，美海军
将遭受理念更先进的对手的痛击。普京
总统在两年前就提出具有前景的海军舰
队，并对舰队结构、战法战术和武器装备
等作出系统规划。

军备竞赛难有赢家

也有外媒担忧，美海军连续推出所
谓 355艘舰艇计划、540艘舰艇计划，将
推高亚太地区军备态势。按照美国“印
太战略”构想，未来美军将把60%以上的
舰艇部署在太平洋至印度洋广大海域，
将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
响，引发利益攸关方在防务政策和军事
策略上的调整变革。

同时，美国持续将应对“大国竞争”
作为战略主基调，并频繁推出扩军计划，
势必引发俄罗斯等国针对性反制。未
来，无论是战略核力量的相互制衡，还是
混合战状态下的无形较量，大国间军备
竞赛式的对抗都将牵扯大量人力、物力，
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难有赢家。

俄媒质疑美海军巨额舰队计划
■石 文

芬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永久中
立国，但在1995年加入欧盟后，芬兰逐
渐成为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地
区。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以来，芬兰
倒向西方的倾向愈加明显。近年来，
芬兰除加强与北约军事合作外，还不
断采购武器装备，用以加强战备。据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芬兰国防
部近期发布消息称，芬兰将采购大量
战斗机和反坦克武器，以加强芬兰武
装力量整体作战实力。

据报道，美国政府 10月 10日正式
批准向芬兰出售 F/A-18E/F战斗机和
F-35A战斗机，旨在满足芬兰空军正在
进行的战斗机换代项目需求。美国国
防安全合作局签发的文件显示，芬兰空
军可获得两个采购方案。第一个采购
方案的主体包括50架单座型F/A-18E
战斗机、8架双座型F/A-18F战斗机和
14架 EA-18G电子战飞机，总价约 147
亿美元。第二个采购方案总价约为125
亿美元，包括 64架 F-35A战斗机等。
据悉，两个方案均包含备用发动机、
训练设备、维护保障服务和大量电磁
战吊舱、空空导弹和空地精确制导武
器等。

需要指出的是，除美国外，欧洲其
他国家也在积极竞争芬兰的订单，包
括法国“阵风”战斗机、瑞典“鹰狮”战
斗机、欧洲“台风”战斗机等。对此，有

分析人士指出，芬兰选择美国战斗机
的可能性较大。芬兰一直试图通过采
购美式装备加强美芬关系，增加对抗
俄罗斯的筹码。另外，芬兰空军主力
战机为美制F/A-18C/D“大黄蜂”战斗
机，具有使用美式战机的相关经验。
芬兰选择 F-35A战斗机的可能性也较
大，目前已有多个欧洲国家购买该型
机并将其作为主力战机。随着欧洲安
全局势持续变化，不少国家表示将继
续增购该型机。

另外，10月 9日，芬兰国防部长安
蒂?凯科宁授权国防军后勤司令部斥
资3000余万美元增购M72系列轻型反
坦克武器和相关训练设施。据悉，该
采购计划是芬兰国防发展计划的一部
分，旨在提高芬兰国防军反坦克能
力。芬兰军方表示，这些装备将用于
现代战场，以确保芬兰国防军有能力
摧毁轻型装甲目标。目前，芬兰国防
军正在测试M72系列轻型反坦克武器
的改进型号。

对于美国决定向芬兰出售战斗机
一事，俄陆军副总司令斯图杰尼金 10
月 12日表示，美国向芬兰出售 F-35A
战斗机不会引发俄罗斯恐慌情绪。俄
罗斯在西部边境地区部署有火力强大
的装甲集群和包括 S-400防空系统在
内的防御武器。另外，俄空天军苏-35
战斗机有能力应对任何空中挑战。

芬兰加购武器装备为防俄？
■张 宁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欧盟和美
国经贸分歧与摩擦不断。双方围绕钢
铝关税、波音空客补贴、数字服务税等
问题互不相让，甚至相互抡起关税“大
棒”。虽然欧美于今年8月达成一份价
值2亿美元的“迷你版”关税协议，但并
未起到稳定双边经贸关系的作用。近
日，系列事件让欧美经贸关系再添

“堵”，双方关系或再遇冷。
10月 13日，世界贸易组织宣布一

项针对欧美贸易争端的裁决，称欧盟
可对包括波音飞机在内价值约40亿美
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前，因欧
洲为空中客车提供补贴，美国对价值
75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征收进口关税。
这两起案件合并创下世贸组织最大争
端纪录，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美贸易摩
擦。目前，欧盟正拟定包括谷歌、苹果
在内 20多家美国企业“黑名单”。此
外，欧盟还建立了“农场到餐桌”行动
计划，欲重塑全球“粮食和农业生产”
新规则，剑指竞争力强劲的美国农业。

当前，美国总统大选将近，对于特
朗普而言，他已将“美国优先”变为“选
举优先”，因此不太可能过度打压欧
盟，欧盟也有意避免刺激美国。不过，
欧盟确实存在反击美关税霸凌、维护
科技竞争力、抢占规则制高点的现实
需要。因此，大选之后，双方围绕多个
议题的博弈将会再度升级。

一是力度加大。欧盟贸易委员瓦
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称，欧盟将对
美方加征关税的行为采取反制措施。
此前，美方警告欧盟，一旦进行关税反
制，美将对欧盟汽车等行业“下手”。

“螺旋式”的相互报复将导致更大规模
的关税摩擦。

二是手段升级。欧盟对美国互联
网巨头开具罚单、加征数字税等经济
手段，难以实现维护欧盟互联网市场
份额、保持科技企业竞争力和保障数
据隐私安全等目标。在此情况下，欧
盟可能采取反垄断等法律和其他非经
济手段。此举虽可短期见效，但可能
引发欧美科技之争从经济领域蔓延至
法律、政治等其他领域。随着双方打
压的手段日趋强硬，欧美企业在对方
的业务存在被肢解和拆分的风险。

三是范围拓展。目前，欧盟欲升级
全球农业新规的做法，已引发美方强烈
不满和严重警告。美农业部副部长斯蒂

芬?肯斯基强调，欧盟此举将带来灾难性
后果。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如果特
朗普进入第二任期，欧美经贸问题将成
为美国政府的关注重点。双方将在飞
机、汽车、数字、农业等领域进行角力。

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称，
推进美欧经贸协定是特朗普任期内重
要贸易政策议程，欧盟也试图维系跨
大西洋经贸关系稳定，但未来关税摩
擦升温、科技之争和规则分歧加剧等
问题，必然影响甚至冲击双边贸易谈
判。加之，美欧在伊核协议、“北溪-2”
天然气管道项目、防务开支等问题上
存在诸多矛盾，导致美欧战略互信下
降，可能削弱双方推进协定的政治意
愿。据此可推断，跨大西洋经贸协定
短期内难以成形。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美国所）

欧
美
经
贸
关
系
阴
云
笼
罩

■
孙
立
鹏

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发
布最新《国防部数据战略》，
对美军数据作战能力建设
作出详细规划。战略指出，
未来，美国防部将成为一个

“以数据为中心的机构”，美
军将通过快速使用数据获
取作战优势、提高作战效
率。美国防部这份 11页的
数据战略引发外界广泛关
注，未来可能对全球军事动
向产生微妙影响。

芬兰国防军士兵手持反坦克武器芬兰国防军士兵手持反坦克武器

美媒展示美军直升机可视化效果美媒展示美军直升机可视化效果

美军舰艇参加军事演习美军舰艇参加军事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