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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频发重创美军

2018年3月至4月，美军在3周时间
内坠毁 6架飞机，造成 16名机组人员死
亡。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推动成立国
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负责评估美国
军事航空安全隐患，提供解决方案，并
定期发布美军航空安全情况报告。该
委员会主要由飞行员、飞机维修保养技
工、飞行事故调查人员和航空公司高管
组成。

美媒称，这份 2020年 12月发布的
报告显示，美军近年来的飞行事故令
人担忧。2013年至 2018年，美军发生
了超过 6000起飞行事故，造成 198名现
役军人死亡、157架飞机坠毁，经济损
失达 94亿美元。2019年至 2020年，美
军因非战斗飞行事故造成 26名现役军
人死亡、29架飞机坠毁，经济损失达 23
亿美元。

除上述重大事故外，其他等级飞行
事故频发也让美军颇为头疼。以C类事
故为例，该类事故是指造成经济损失在
5万至50万美元之间且未导致人员伤亡
的事故。该类事故虽不像机毁人亡的A
类事故那样损失严重，但也会给美军战
备工作造成极大影响。而A类事故和C
类事故之间的差别有时只有“几秒”或者

“几米”。
根据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

会的统计结果，美军各军种近年来 C类
事故的发生次数呈递增趋势。2019年，
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A类事故发生次
数为近 7年的最高值。2020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背景下，美军“摔机”
事件频繁发生。比如，美空军第49飞行
联队 1架 F-16战斗机 7月 13日在新墨

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附近坠毁，这是
美军在 60天内第 7起坠机事件，其中还
包括F-35和F-22等第五代战斗机。

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调查
研究认为，美军飞行事故频发与以下三
大因素关系密切。

一是经费有猫腻。报告指出，美国
在军事航空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
但正如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副
主席理查德?希林所言，相关经费的“可
预测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受经费
投向规划不合理、军种利益争夺激烈、国
防部统筹不力等因素制约，美军在军事
航空方面的经费投入并未得到很好利
用，导致其非但没有对航空安全产生积
极作用，反而掣肘了航空安全。

二是防疫不得力。美空军在第一波
疫情时便成为“重灾区”，由于错过疫情
防控关键期，4月时已有数百名飞行员
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战备工作受到较大
影响。美空军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事
务的助理部长威尔?罗珀表示，美空军应

该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应对新的疫情，通
过更多有力举措减少自然或人为疾病造
成的伤害，进一步提升飞行安全。

三是交付常滞后。报告指出，美军
发生飞行事故的多为老旧机型，暴露出
美军新型飞机交付严重滞后等问题。

“新飞机交付严重滞后，导致老旧飞机
不得不延期飞行多年，飞行事故发生的
几率因而激增。”以 CH-53E直升机为
例，该型机 1981年开始在美军服役，原
计划 2005年左右退役，但由于替代机
未批量交付，该型机不得不一再延长服
役时间。CH-53E直升机中队飞行员
称，在对该型机进行维修时，维修人员
经常“拆东墙补西墙”。报告称，预计
CH-53E直升机将不得不服役至 2030
年左右。

未来发展难言乐观

总的来看，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
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在让人大跌眼
镜的同时，也暴露出美军航空安全存在
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美军长期
穷兵黩武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军内部运

行机制不畅的重要体现。展望未来，美
军航空安全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相
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一方面，美军可能采取更多弥补举
措。报告建议美军在国防部牵头下，成
立飞行安全专责机构；建议美军各军种
合理安排飞行员飞行时间，减少“疲劳
驾驶”引发的飞行事故；建议美军加快
飞机新老更替速度，降低飞机超期服役
引发飞行事故的几率。美媒称，由于美
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由国会主
导成立，该报告必将获得国会认可，后
者或将借此机会推动美国军事航空正
规化建设。

另一方面，军事航空痼疾难以根
除。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美军重大飞行
事故大多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比如，美
军训练强度大、训练任务重，超出了飞行
员和飞机的正常“载荷”。另外，美国政
府与军工企业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
关系，飞机交易中的猫腻让飞机质量和
交付时间大打折扣。未来，美军很难有
效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由此可以推断，
美国军事航空痼疾短期内难以根除，负
面影响或将持续发酵。

穷兵黩武导致美军飞行事故频发
■胡小刀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空军XQ-58A
无人机日前与F-22战斗机和F-35A战
斗机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试验场进行首
次编队飞行。美空军试图让搭载“一
号门户”机载通信系统的 XQ-58A无
人机充当 F-22战斗机和 F-35A战斗
机的“翻译官”，但在测试过程中遭遇
阻碍。

据 悉 ，这 项 由 美 空 军 主 导 的 试
验，旨在帮助解决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之间交换数据时的联通性问题。美
空军 F-22战斗机使用的“编队内飞行
数据链”，只能与 F-22战斗机进行一
对一数据交换，无法与 F-35战斗机使
用的“多功能先进数据链”安全互通。
如果需要在飞行中共享数据或向指挥
控制中心发送数据，就不得不使用传
统的 Link16数据链。而 Link16数据链
很容易被检测到，从而使飞机丧失隐
身性能。

因此，美空军试图使用 XQ-58A
无人机作为通信网关和中继平台，解
决第五代战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问
题。据介绍，X-58A无人机搭载的

“一号门户”机载通信系统能够在空
中对不兼容的数据链格式进行转换，
并迅速传送信息，不必像传统方式那
样将数据传回作战中心或是地面战
术节点。

“一号门户”机载通信系统是美军
先进战场管理系统开发计划的一部
分，该计划旨在创建一个军事物联网，

以便迅速将信息传递到战场各地。五
角大楼称，军事物联网是美军联合全
域指挥与控制网络的关键网络，将进
一步强化美军战场态势感知和指挥控
制能力。

在此次试验中，XQ-58A无人机
搭载“一号门户”机载通信系统与第五
代战斗机进行首飞。据悉，这次测试
也是 XQ-58A无人机的第 5次飞行试
验。然而，起飞后不久，F-35A战斗机
和 F-22战斗机与“一号门户”机载通
信系统连接中断，导致无法实现测试
目标。

美空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起飞
后不久，通信载荷便失去联通性”，导致
18个测试目标中有 9个未完成。美空
军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事务的助理部
长威尔?罗珀表示，测试团队反馈的信
息显示，在火箭助推的XQ-58A无人机
起飞过程中，“一号门户”机载通信系统
的一些硬件从与无人机连接的地方脱
落。他指出，可能是某个连接器在测试
过程中松动，导致连接中断。

美空军宣称，尽管 XQ-58A无人
机无法在 F-22战斗机和 F-35战斗机
之间传输数据，但此次测试证明，它与
这两种隐形战斗机伴飞作战时可实现
半自主飞行。美空军总设计师普雷斯
顿?邓拉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 2021
年5月的先进战斗管理系统试验中，美
军将再次尝试让 XQ-58A无人机搭载

“一号门户”机载通信系统。

美战机“翻译官”未过翻译关
■张 宁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俄
国防部决定对联邦主体兵役局领导人
配备体系进行改革。从明年起，所有
联邦主体的兵役局长和其他领导人均
由现役军人担任。据悉，具备实战经
验和阅历丰富的现役军官将得到优先
提拔。俄军事专家评论称，在现代战
争条件下，战争动员工作变得愈加重
要，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兵役局不仅要
征集公民应征入伍，还要动员相关企
业投身战争。可以说，俄国防部上述
举措非常及时和必要。

据俄国防部人士透露，目前，俄联
邦主体各兵役局长均由文职人员担
任。新兵役局长任命办法从2021年开
始生效实施，其军衔统一定为上校。
候选人的遴选标准和要求相当严苛，
需经历主要指挥岗位历练，拥有团长
或旅长指挥经验，此外，还应具备车臣
战争、叙利亚反恐战争等实战经验。
这意味着，具备实战经验且服役期间
表现优秀的现役军官才能入围。

目前，俄罗斯各直辖市、边疆区、
共和国或州级兵役局由各大军区司令
管辖，在各军区副参谋长领导下开展
组织动员工作。俄军事专家维克托?
穆拉霍夫斯基评论称：“现在我们正在
以预备役体系为基础构建国土防御体
系，兵役局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很明显，某些岗位应由具备部队
服役经验的军官来担任。另外，战时，
兵役局还需动员技术设备和私人企
业，其领导人必须熟悉各军事专业，善
于挑选人员，尤其是为司令部补充指
挥人员和其他人员，没有部队服役经
验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除进行战争动员外，俄兵役局还
承担前期准备、兵役训练、选拔合同兵
役制人员、统计预备役军人情况、为国
防部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等职责。
另外，俄兵役局还负责开展爱国主义
军事教育活动，包括“少年军”青少年
爱国主义运动等。俄普列汉诺夫经济
大学副教授亚历山大?彼连治耶夫介
绍说，战时，兵役局是其辖区各项事务
的主要分配者和组织者。转入战时轨
道意味着转入另一种指挥体系，此时，
警备司令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俄罗斯
很多没有驻军的城市未设警备司令，
只能由兵役局履行相关职能。

《消息报》报道称，俄兵役局还负责
统计私营企业财产情况，以便战时动员

使用。这些企业包括汽车修理厂、面包
烘焙房、大型物流公司、农业控股公司
等。在近年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战争
动员和经济转入战时轨道，逐渐成为俄
军重点演练课目。比如“高加索”演习
期间，俄军曾动员数家运输公司，帮助
运输参演预备役人员和物资。一些面
包烘焙房和肉奶加工企业，负责为俄军
供应额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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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网更密

报道称，俄罗斯“金刚石-安泰”防
空系统公司近期向俄空天军交付第4批
S-400防空导弹系统。今年 3月、8月和
9月，该公司分别向俄空天军交付3批该
型系统。目前，俄罗斯西部和南部战略
方向防空系统已实现迭代升级，防御范
围拓展1倍，防空效率提升20%。

俄东部军区新闻处发布消息称，
S-300V4防空导弹系统在南千岛群岛进
入战斗值班后，俄在萨哈林-鄂霍次克
海方向的防空范围可外推 200千米，防
御面积增加近 2倍。此外，新一代防空
反导利器S-500防空导弹系统已基本结
束国家试验，2021年将投入试验性战斗
值班。俄空天军副司令尤金表示，该系
统代表了“俄军空天防御最先进技术”，
可应对高超音速飞行器、隐形飞机等空

天威胁。
在丰富反导系统谱系的同时，俄军

还加快拦截弹试射和研发进程。2020
年，俄两次组织53T6M新型反导拦截弹
试验并获成功。该型弹在 53T6拦截弹
基础上改进升级而来，配备全新发动机
和电子设备，最大拦截距离和高度均达
到100千米。据悉，S-500防空导弹系统
可兼容S-300和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
各型拦截弹。俄军还专门为其研发代号
为 77N6-H的新型反导拦截弹。据报
道，该型弹可对高度600千米、速度20马
赫的目标进行拦截。

在激光武器方面，今年4月，引发北
约关注的“努多利”移动式导弹防御系统
进行了第8次测试。该系统既可对中短
程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毁伤，又可对 200
千米至 1500千米轨道内的卫星实施全
方位毁伤，是未来俄空天防御体系毁伤
压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警区更广

在俄美军控谈判前景未明、军控博
弈日益加剧背景下，美频繁举行对俄战
争预演，引发外界广泛担忧。为此，俄加
速构建空天一体防御体系，并不断强化
侦察预警网络建设。其中，陆基远程雷
达网和“统一航天系统”成为俄军反导防
御的“眼睛”。

俄军首套“集装箱”超视距探测雷达
在摩尔多瓦投入试验性战斗值班后，另
外 3套该型雷达依次在西伯利亚、远东
和加里宁格勒进行部署。据报道，7座
陆基“沃罗涅日”新型战略预警雷达已在
俄边境地区进入战斗值班。值得一提的
是，2020年，俄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
部署的“天空-M”雷达，可对北极地区
和北方海航道等地进行侦察“补盲”。此
外，俄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赫梅米姆空

军基地部署的“天空-M”雷达已常态化
运转。报道称，俄已在境内建起多向辐
射、联动高效的侦察预警网络。

2020年，俄军还进行60K6远程雷达
和 77T6有源相控阵雷达验收试验。另
外，俄军研制的“铌”新型雷达可对高超
音速目标实施有效探测。

天基侦察方面，今年5月，俄空天军
发射第4颗“冻土带”侦察卫星。该卫星
红外探测能力优于“眼睛”系列卫星，可
全天候不间断对全球开展侦察监视，对
陆基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进行
准确预警，并能结合地理空间情报和遥
感信息判定导弹弹道参数和打击点位，
提升了导弹袭击预警能力。

体系制衡力更强

俄军专家表示，美空军展示所谓“摧
毁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空天力量
的降维打击实力”，过于一厢情愿。俄军
在空天防御方面更突出体系制衡能力。
比如，部署在远东地区的 S-300V4防空
导弹系统，除担负战役方向远程防空作
战任务外，还能与当地驻防的“棱堡”岸
防导弹系统、“铠甲-S”弹炮合一系统和
苏-35S航空兵团进行体系化作战。

此外，俄军还依托升级版 A-135战
略反导防御体系，统筹推进空天力量建
设。作为体系中枢，俄空天防御指挥控
制系统已实现全面自动化，可同时处理
逾万个目标，全链路反应时间在15分钟
左右。俄军通过多次计算机模拟显示，
2025年后俄“空天防御网”在遭受敌近
2000枚导弹非饱和式、选择性空天打击
时，对潜射弹道导弹拦截率达90%、对海
基巡航导弹密集突击拦截率为 40%左
右，2030年后相关指标将达 95%以上和
70%左右。俄媒评价称，空天防御之“盾”
是未来俄制衡西方国家的重要力量。

俄盘点空天力量建设“成绩单”
■石 文

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
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称，由
于训练强度大、维修不及时
和性能退化，美军战机近年
来事故频发。这些事故表
明，美军航空安全存在巨大
隐患，战备工作存在不少短
板。尽管美军采取了调查、
检修和整改等防护措施，但
2020年的数据显示，美军战
机事故率仍然居高不下。

近期，俄军先后公开新
型反导拦截弹试射试验情
况，并加快推进 S-300V4等
防空导弹系统的研制部署。
针对美方发布的美空军在演
习中模拟摧毁俄制 S-400防
空导弹系统的报道，俄主流
媒体梳理总结年内俄空天力
量建设情况，并称美方说法
不符合实际。俄媒称，俄军
正体系化构建空天反导“屏
障”，具备对西方军事挑衅的
回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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