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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坦克VS机甲战士
—谁会成为新时代陆战场的主宰？

■王笑梦

还记得那两只头戴“军帽”、肩扛“水枪”的海豹么？俄罗
斯胜利日阅兵当天，它们一身戎装在水族馆接受驯兽员“检
阅”的视频一度风靡网络。如今，货真价实的海豹“特种兵”
真的来了！2月 16日，俄罗斯媒体发布了一段海豹进行军事训
练的视频。画面显示，专家们训练海豹们遂行探雷、引爆水
雷、实施侦察、抢救落水者、搜寻实施破坏行动的蛙人等任
务。这表明俄军拥有了一支由海豹、海豚等海洋哺乳动物组成
的“特种兵”。

目前，俄国防部正在与俄罗斯科学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他们在海豹实验室豢养了 9只海洋哺乳动物。在这里，海豹被
当成生物警卫体系的重要一环来培养。在这里，它们学习诸多
“特种作战”技能：每天操练 2次并参加各种试验，必要时搭乘
飞机飞行数个小时，在地球另一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考虑
到恐怖主义威胁越来越多，海豹“特种兵”的技能储备也是多
多益善。

海豹“特种兵”的整个培养期约需一年，而服役期可以长
达 15－20年，性价比相当高。驯养期间，首先要教它们学会不
怕人，学会钻进笼子，完成一些最简单不过的指令；接下来开
始学习主课，期间每只海豹都要掌握一门专业，主要涉及搜寻
和巡逻任务，比如有的检查军舰的舰底或舰身，有的巡查水
域，有的搜寻目标，有的充当潜水员的助手等；最重要的是，
它们要学会按照指令百分之百地回到教练身边，不能成为一次
性用品。

2017年底，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南方科学中心主任的马吉绍
夫院士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将海洋哺乳动物应用于国防的论文，
荣获俄罗斯国防部“北极海上贡献”奖章。马吉绍夫院士介绍
说，海豹拥有听觉和视觉等一系列感觉系统，可以在相当远的
距离外发现目标。研究它们的嗅觉、视觉和听觉并为水下装备
研制类似的感觉系统前景喜人。目前，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海豹
的磁感觉和磁导航能力。

与海豚相比，海豹更能适应北极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
那里的气温低到-30℃，水温也在 0℃以下。在这种极端环境
下，海豹比真正的特种兵或者海豚甚至目前任何技术装备更
有优势：它们既能在水中也能在陆地活动，而且在陆地上待
的时间比海豚更长，运输难度大大降低；它们能够撕下蛙人
佩戴的面具，牙齿锋利程度一点也不比许多犬类差。所
以，从很多指标看，今天似乎无所不能的机器人也无法代
替海豹“特种兵”的地位，作战海豹在俄罗斯海军服役并
非天方夜谭。

美国海军最早把海洋哺乳动物用于军事实践。越战期间，
美军曾使用能够适应热带地区海水温度的海豚来保卫金兰湾海
军基地。从 1991年到 2004年，又有几十只海豚和经过训练的海
狮参加过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将海洋哺乳动物用于军事用途也很早。1915年，著
名驯兽师弗拉基米尔·杜罗夫秘密修建了一个水池，专门驯养
海洋哺乳动物“战士”。他设法令海豹出色掌握了搜寻并销毁海
中水雷的技能。正当他要向沙俄海军司令部展示成果时，不料
海豹突然接二连三地死亡。原来是德国特工获悉了试验情况，
下毒摧毁了这一研究项目。

苏联时期，在克里米亚地区服役的海豚曾经学习如何搜
寻破坏分子。但苏联解体后，这些海豚被变卖，驯兽师们也
各奔东西。1981 年，苏联获悉美国上马了利用海豹对付潜艇
的科研项目，于是苏联科学家也展开将海洋哺乳动物用于军
事目的的科学研究。他们发现，当地海豹在执行指令的可靠
性和速度方面远远超过海狗、海狮，而且在掌握执行任务所
必需的技能速度方面也不输于海豚。此外，它们还能潜入深
海，而且速度可以达到令人惊奇的 40公里/小时。但是在动荡
不已的上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和驯养项
目被迫中断，一直到本世纪才重新上马。

俄罗斯有了海豹“特种兵”
■闻 敏

以最小的生命代价夺取战争胜利,是

古往今来军事家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从

本质来看，单兵外骨骼和无人坦克的出

现，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单

兵外骨骼可以更好地提升单兵防护和作

战能力，无人坦克则可以让陆军在更广

阔的空间内杀伤敌人。两者是在不同维

度上分别助力提升陆军步兵和装甲兵作

战能力，都是未来陆军装备需要关注的

发展方向。

装备发展源自技术的原始驱动。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上个世纪末使精确

作战成为可能。当前，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

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

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

展，人类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

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有人无人协同作

战甚至无人作战成为可能。陆军作战

力量可以在更广域的空间快速机动，

用更少的消耗精确打击，用更小的代

价破敌体系。

在技术驱动和理论牵引下，陆军核

心作战能力正由基于数字网络的“地面

突击+火力打击”能力加速向基于大数据

智能的“远程精确打击+特战体系破击”

转变。大体系支撑的精兵作战将是陆军

未来重要的作战样式。陆军作战将呈现

出多维度、跨领域、体系化特征，大量地

面和空中无人装备将加速进入陆战场，

与其他传统作战力量相互协同，在情报

侦察、引导打击、网络破袭、精确毁伤等

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评论员：王银赛

论剑

寻寻觅觅却难以发现敌军的身影，取
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横冲直撞钢铁武器，士
兵们费尽心思要干掉的不过是一台台机
器。动画片《别了，武器》中那辆巨大的智
能化无人坦克让人看到了未来“陆战王
者”的模样。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人坦克的
概念就已经出现。德国在诺曼底战役中使
用的“巨人”履带式遥控炸弹车，虽是自杀
性爆破车辆，但已具有无人坦克的雏形。

随着近年来“无人地面车”概念的兴
起，世界各国都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履带式
小型化无人战斗车辆。美国的“粗齿锯”无
人战车，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无人战斗
车。俄罗斯的“乌兰”-9无人战斗车，拥有
一门 30毫米机关炮、4枚反坦克导弹和 6
枚防空导弹，性能先进，火力强劲。士兵在
控制室进行遥控操作，一旦发现敌军，马
上会启动机关炮和大口径机关枪进行扫
射；如果发现敌方的装甲武器，“乌兰”-9
会马上发射反坦克导弹将其击毁。“乌
兰”-9可为陆军步兵分队、空降兵部队、海
军陆战队等多兵种提供远程侦察和火力
支援。

不过，这些都还不能称为无人坦克。
近年来，俄罗斯在现役坦克装甲车辆上试
验无人驾驶和作战系统，欲打造一种真正
的无人坦克。

要知道，此前除了坦克驾驶员外，全世
界所有坦克乘员都位于炮塔里，但俄罗斯
现役最新型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的炮
塔却实现了无人化，3名乘员都待在独立的
装甲密封舱中，操控炮塔和其他所有工作
均通过遥控进行。理论上，这个密封舱完全
可以从坦克上移除，整个坦克的指挥和控
制工作均通过无线电遥控等进行。

于是，俄罗斯先在BMP-3步兵战车底
盘上加装了无人驾驶系统，使其成为一辆

全自动无人步兵战车。在此基础上，俄罗斯
试制无人驾驶和作战系统，使“阿玛塔”能
够无人驾驶、无人作战。据悉，“阿玛塔”主
战坦克的无人驾驶型有望于今年面世，届
时将为无人驾驶自动化装甲车形成“钢筋
混凝土般基础的开放式数字架构”。

未来陆战场，各种威胁层出不穷。空
中有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地面有各种反
坦克武器、反器材武器以及路边爆炸物
等，这些都会对地面装甲目标造成严重威
胁。在这种复杂作战环境中，再强大厚重
的装甲也难以轻松应付。就算是“阿玛塔”
坦克这种装甲巨兽，如果“断了腿”，一样
寸步难行。因此，在现役坦克基础上研制
无人坦克的意义尚待探究。

无人坦克开进战场

看过美国电影《明日边缘》的人一定
会对汤姆·克鲁斯身上穿戴的那套机械外
骨骼系统眼馋不已。相对于《辐射》《星际
争霸》《环太平洋》等游戏和电影中那些无
所不能、异常科幻的动力机甲，汤姆·克鲁
斯的这种机械外骨骼系统更加贴近现实
科技，也更容易实现。

机械外骨骼又称动力外骨骼，是一种
由钢铁框架构成并且可让人穿上行动的
机器装置。这个装备可以提供额外能量
来供四肢运动，所以又称强化服、动力服、
动力装甲等。

士兵在日常作业和战场环境下经常
需要负载过重装备，比如炮兵要搬运沉
重的炮弹，步兵要携载大量的武器弹

药，长时间作业和行军都将增加人体压
力，使人精疲力竭。有了机械外骨骼，
可以帮助士兵更轻松地负载更重的装
备和给养。高负载能力让单兵拥有更
好的防护装甲，携带多样化自动武器。
更加灵活的机动能力和战场适用性，将
使士兵成为真正的战场多面手。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机械
外骨骼系统的研制，如美国的HULC军用
动力外骨骼系统、法国的“大力神”外骨骼
系统、俄罗斯的“士兵-21”外骨骼装备
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的“人
类负重外骨骼”，最大负重量达到 90.7 千
克。先进的便携式计算机使这种外骨骼
与士兵运动保持协调一致，液压驱动的机
械臂还能够帮助士兵提取和装填炮弹、导
弹。该系统的动力源为两块总重量 3.6千
克的锂聚合物电池，一次充满电后可保证
穿戴者以 4.8 公里/小时的速度背负 90千
克重物持续行进一个小时，或者以 16 公
里/小时的速度进行冲刺。

中国在单兵机械外骨骼研究和开发
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正不断缩小。国内一
些科研机构已进行了相关产品系统的实
地测试。该系统融合了多个传感器，能够
管理微型液压系统，在人与机械外骨骼之
间创造有效互动。

未来，机械外骨骼还将通过提升装甲
防护性、复杂环境适应性以及增加辅助火
力、通信、侦察等支持功能，逐渐向全装
甲、重火力的单兵动力装甲方向发展，使
沿袭千百年的步兵作战样式出现颠覆性
革命。

“钢铁侠”走出银幕

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护卫舰，德国
最新 F125 型护卫舰首舰“巴登-符腾
堡”号又创下一个新的纪录！据悉，该
舰因未能通过海试，被德国海军退回了
汉堡博隆-沃斯造船厂，从今年 1月 19
日起长期进坞。这是德国海军首次将已
经接收的军舰退还造船厂返工。在世界
范围内这种情况都极为罕有。

原来，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巴
登-符腾堡”号护卫舰自身超重 178吨
不说，自动化控制系统也有很严重的
问题。软硬件都有一堆毛病，实在让
德国海军“无法妥协”，只得退货。

在惊呼“德国制造”神话破灭的
同时，也有人嘀咕：军舰都交付了怎
么又要海试？其实，海试是保证军舰
建造质量的重要环节，通常需要 1-2年
时间。按时间先后，海试大致可分为
交付前海试和交付后海试两种。即便
军舰已经交付海军，假如在海试中发

现质量问题照样可以“退货返厂”。尽
管时间有先后，但海试扮演的角色却
很一致，它就像一个爱较真、会挑刺
的军舰“质检员”，拿着“显微镜”认
真搜寻着军舰可能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当军舰舾装完毕并进行过必要的
静态试验后，便进入了造船厂、设备
提供商、军方都参与的交付前海试。
海试这个“质检员”会十分较真的按
照设计指标要求，对军舰的适航性以

及舰上各种设备、系统等一一进行
验收测试。如果测试合格，就意味
着军舰可以正式交付海军了。反之
则需要厂家进行弥补和修正，如果
问题过多则可能会延缓交付时间。
2012 年 9 月，俄罗斯为印度改装的
“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 （原俄罗斯
“戈尔什科夫”号航母） 在巴伦支海
进行海试。几声巨响过后，它的 8台
蒸汽锅炉中有 7 台出现故障，“维克
拉马蒂亚”号顿时瘫在了海面上动
弹不得，原定的交付仪式被迫推迟
了近一年。

军舰交付海军并非万事大吉。在这
个阶段，除一些尚未定型的武器装备需
厂家继续进行测试外，随着海军进行后
续训练和测试，军舰的一些问题还会不
断暴露出来。这时，军舰就可以享受造
船厂和设备提供商提供的质保，得到妥
善处理。2000年 11月，刚刚服役几个

月的法国“戴高乐”号航母进行首次远
洋试验时，一部螺旋桨的桨叶突然断
裂，沉入大西洋海底。无奈，“戴高
乐”号航母只得回厂更换新的螺旋桨。
由于当时法国没有备用螺旋桨，只能从
退役航母上拆下一个装到了新航母上继
续进行测试。这个事故让法国政府十分
难堪。原来，一家法国公司在为“戴高
乐”号航母制造和安装螺旋桨过程中，
没有发现产品缺陷，致使桨叶在航行中
断裂。

军舰质量有了保证，海军的战斗
力才有保证。此次“巴登-符腾堡”号
创下的纪录，是“德国制造”的悲
哀，更是世界国防工业的警示。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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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陆战场会是什么样呢?很多科幻
电影和军事游戏对此进行了前瞻,其中最
抢眼的设想要算是无人坦克和单兵动力
机甲。

无人坦克，是把士兵从厚重的装甲中
解放出来；单兵动力机甲，是为士兵加持
强劲的动力和坚固的装甲。未来，究竟谁
会在陆战场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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