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2月26日 星期二 科 技责任编辑 /王 蕊 Tel：010-66720063 E-mail：goabro@163.com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兵器动态

时髦的主题

作为东道主，近几年来阿联酋通过
入股、合资等方式，与全球多家军火巨
头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对引进装备进行
技术转移或参与新装备研发等方式，不
断提高本国智能制造水平。此次阿联
酋展示的与新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有
关的各类产品，成功吸引了各方关注。
其中既有与美欧知名军用机器人制造
企业联手打造的无人平台，也有乌克兰
等国企业带去的无人作战机器人和无
人作战艇等装备，体现出阿联酋军方对
无人化平台的迫切需求。

另外，在每日进行的户外情景机
动展示环节，阿联酋军方将无人机作
为与有人驾驶车辆和战机同样重要的
作战平台使用，既展示了无人机搭载
救生设备充当战场无人救护机的能
力，又展示了使用电子战设备迅速劫
持并迫降敌方集群无人机的战术，令
观者耳目一新。

分析认为，对于阿联酋而言，展示
智能化无人装备平台能最大程度展现
本国工业进步和发展成果，有机会在无
人装备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在本届
海事展上，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阿尔谢
尔海事技术公司展示了一款长度达 11
米的“塔米”无人攻击艇，艇上除搭载机
关炮、自动榴弹发射器等致命武器外，
还可以搭载射程超过 50米的微波定向
能武器。

展会期间，负责阿联酋国防工业发
展的塔瓦宗经济委员会与阿联酋本土
企业海尔康系统公司签署协议，向后者
提供约 5300万美元投资，帮助海尔康加
速研制和开发智能弹药与自杀无人机

等。海尔康系统公司在防务展上展示
了生产车辆驾驶舱部件以及加工智能
弹药导引头核心部件的工业机器人。
外界普遍认为，塔瓦宗经济委员会作为
阿联酋官方机构，在展会期间高调向本
国智能制造企业注资，目的是通过此举
向全球高技术企业释放信号：阿联酋有
实力也有意图通过投资迅速提升本国
制造业水平。

除阿联酋外，来自美国、欧洲的军火
巨头们也纷纷展示自家研发的无人作战
平台。如法国地面装备生产企业奈克斯
特在室外展区展示了“寻鹰”车载系留无
人机。该无人机采用多旋翼设计，最大
起飞重量 8千克，采用 50米系留电缆供
电，在战场上能够以 10千米/小时的速
度随车辆移动，其飞行产生的噪音极低，
人耳在100米范围内才能听到。

务实的展品

当然，军火巨头们参展绝不是为
了到场“秀肌肉”，而是奔着订单去的。
因此各大军火巨头们在展示先进的无
人作战平台同时，也带来自家的反无人
机系统。考虑到在近几年的中东战事
中无人机袭击令各方头疼不已，加上此
前迪拜国际机场刚刚发生过一起无人
机袭击事件，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希望尽
快装备反无人机设备。

在展会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
示了一款基于阿联酋军方需求研制的
“猎鹰”中近程防空导弹系统。这款系
统整合了来自萨博、迪尔国际等企业的
成熟设备，具备打击中近程距离上的无
人机、巡航导弹、固定翼战机以及旋翼
机的能力。该公司希望将其推销给装
备“霍克”防空导弹的国家，据统计该导

弹累计产量已突破 4万枚，在全球几十
个国家都有装备。

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用导弹打
击无人机的方案不同，德国莱茵金属公
司在航展上展示了能够与“天空霸主”
防空指挥系统联动的电子干扰机系
统。据德方介绍，该系统能够对数千米
内的无线电通信进行全面压制。澳大
利亚防务公司也展示了一套类似的反
无人机系统，同时该系统也可以作为无
人机预警监控平台使用。波音公司带
来的反无人机系统是于 2015 年问世的
“紧凑型激光武器”。雷声公司展示了
“风剪”反无人机系统可同时采用电子
干扰和激光两种手段。中国企业展示
了多款反无人机系统。值得一提的是，
各家在展示可编程弹药、防空导弹和弹
炮结合系统时均将反无人机能力作为
“卖点”宣传。

本届阿布扎比防务展上，大部分军
火巨头选择展示更有市场的反无人机
系统，而非各种设计新颖的无人作战平
台概念机，这说明各家均以摸清阿联
酋、沙特等中东国家在武器采购中的心
理偏好：愿意选择军事大国已经普遍装
备的成熟型号，或是根据优先度较高的
威胁迅速装备有针对性的武器装备，在
参展的其他产品上也做到“有的放
矢”。以波音为例，针对中东国家最迫
切的需求，波音带来包括KC-46加油机
和 TX高级飞行员培训系统等参展，大
受欢迎。

巨头的“算盘”

在展会期间，波音公司参展负责人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十
年，中东地区各国在国防装备及服务方

面的采购费用总额预计将达到 96.3 亿
美元左右，这一数字也是今年参展的各
大军火商的一致看法。

在本届阿布扎比防务展上，为了追
逐订单，除备受关注的反无人机等智能
装备外，各国军工企业也拿出自家最具
“人气”的武器装备。远程打击装备方
面，英国宇航集团带来M109A6改进型
火炮和增程型M777 超轻炮，前者展示
了对这款全球保有量最大的自行榴弹
炮的全面升级方案，后者则从射程上压
制类似吨位的超轻炮。洛克希德-马丁
公司带来用于M270“海马斯”火箭炮的
制导火箭弹及战术导弹的 1∶1模型。有
意思的是，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地展出
了“伊斯坎德尔”-M 型战术导弹。此
外，韩国韩华集团展示出“天舞”火箭炮
和 K-9自行加榴炮。考虑到中东大部
分国家空军缺乏战区外打击能力，地面
火炮尤其是火箭炮是各国最重要也是
最有效的远程打击武器。不过近年来，
中东国家开始寻求装备 300千米射程的
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和巡航导弹，这
一趋势反过来又促使各国对防空反导
系统的追求。

因此，在本届防务展上，欧洲军火
商卖力推广“紫苑”系列防空导弹，美国
雷声公司则推销“标准”系列海基防空
导弹。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带来最新 35
毫米防空炮以及采用相同炮塔的高能
激光武器。俄罗斯安泰集团虽然没有
携带实体装备，但展示了包括 S-400在
内的全系列防空反导系统模型，颇受各
方关注。

作为中东以往需求较大的地面装
甲车辆，本次展会上只有法国奈克斯特
公司展出一款“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英
国防务公司展出对“布莱德利”步兵战

车的全面升级方案，除此之外，几乎没
有更多展品。考虑到此前该地区国家
已采购大量坦克装甲车辆，整个市场接
近饱和，展会上地面车辆“遇冷”就不足
为奇。欧美俄参展企业的关注点是该
地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防地雷反伏击
车、高性能军用卡车和高机动轻型突击
车。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展出多款高
性能地面车辆，型号大多是欧美国家军
队近年来装备或即将装备的主力高机
动车辆。

但在欧美俄企业放弃展示坦克和
履带装甲车辆的同时，中东国家开始自
行研制重型坦克装甲车辆和沙漠作战
所需的高机动车辆。例如土耳其展台
上展示了一款主战坦克实体车，沙特、
约旦、阿联酋也纷纷展出与国外厂商合
作研制的高机动车辆。这些产品未来
很可能在非洲或中东与欧美俄的二手
车辆形成竞争。

考虑到中东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
很多国家尚不能自行设计生产轻武器。
因此在展会上，许多美欧“老牌”轻武器
公司如巴雷特、贝雷塔、柯尔特、西格绍
尔等仍然颇受关注，虽然展位空间有限，
但参观者络绎不绝，成交量也不低。由
此联想到在 2017年前后，阿联酋曾经将
塔瓦宗集团下属轻武器制造企业卡拉卡
尔推出的“山猫”聚合物手枪推向美国市
场，但由于品牌历史较短，长期无法在国
际市场上打开销路。因此外界普遍判
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欧美俄大品
牌还将继续控制中东的轻武器市场。

不难看出，阿布扎比防务展作为中
东最重要的军火展示和交易平台，在下
一个十年还会得到全球广泛关注，进一
步扩展为一个“一网打尽”全球最先进
武器装备的“超级军火秀”。

“猎鹰9号”一箭三器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
国“猎鹰 9 号”运载火箭于 2 月 21
日同时发射 3颗航天器：印尼通信
卫星、以色列月球车和美国空军探
测器。

以色列展示远程空地导弹

以色列《环球报》报道，以色列
武器公司拉菲尔在近日举行的印度
航空展上展出远程空地导弹，该导
弹可以摧毁加固的地下目标。该报
还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导
弹是专为印度市场开发的。

俄《消息报》近日报道，俄海军研
发出一款名为“季阿巴斯”反袭击破
坏声呐系统，专门用于保卫海军基地
和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目前已
投入部署当中。据介绍，这套系统可
以监控警卫水域内或航道上的水下
不明目标，包括敌方战斗蛙人或一些
防不胜防的水下潜航器。
“季阿巴斯”反袭击破坏声呐系

统由水下测音器和标准集装箱组
成。其中，水下测音器相当于整个系
统的“眼睛”和“耳朵”，可以安装在水
底，也可以设置在码头或防波堤上，
能够自动搜寻目标并确定其方位、航
向、速度和深度等。标准集装箱里为
监控水域情况的操作员设置了工
位。整个系统可以通过铁路平车、货
车或飞机等运输。“季阿巴斯”集装箱
与普通集装箱外表看来毫无二致，在
运输过程中伪装性极强。
“季阿巴斯”反袭击破坏声呐系

统能够为执行警卫任务的特种作战
士兵提供目标信息，系统通过对来
袭目标进行分类，指出入侵者数量，
确定其技术装备等，给出驱逐还是
迅速消灭等相应作战方案，并传送
给执行任务的士兵，由其在评估之
后执行后续任务。

据悉，俄军目前装备多款反袭
击破坏器材，包括“堤坝”系统，它是
在“冰雹”火箭炮基础上研制而成，
用于消灭水下破坏分子和超小型潜
艇，另外，还有“拉普托尔”和“白嘴
鸦雏”式快艇，装备有火箭筒和大口
径机枪。俄罗斯专家认为，现代化
海军特别需要“季阿巴斯”反袭击破
坏声呐系统这样的新式反水下破坏
者武器，“俄罗斯比苏联时期更加重
视反水下破坏兵力作战工作。目
前，世界主要国家均投入巨资发展
本国的破坏性兵器，俄罗斯海军应
该完善和加强反破坏系统的研制，
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据介绍，世
界上几乎所有海军舰队均拥有遂行
破坏行动的分队以及反袭击破坏分
队。例如，北约指挥部就认为，开展
此类特种行动可以对敌方造成巨大
损失，在短期内破坏其政治、经济和
军事潜力。美国、德国、英国和意大
利等国的侦察破坏兵力被公认为全
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之一。

中东“超级军火秀”：订单才是“目标”
■白孟宸

2 月 21 日，2019 年阿布
扎比国际防务展落下帷幕，
这场中东军火秀吸引了全球
目光，全球各大军工企业几
乎悉数参展。作为一场着眼
应对 21世纪第 3个十年新威
胁新挑战的展会，今年的防
务展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与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以及新
技术在推动国防部门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为主题。在展
会开幕前的高端论坛上，来
自全世界的军事和军工专家
共同讨论了有关知识经济、
创新和人工智能等一系列话
题，在展会现场，以东道主阿
联酋为主的展台上，无人化、
智能化装备成为本次展会的
亮点之一，但这些并非全部
主题。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情报部
门正试图将网络搬上云端，以便更好地
利用云计算和云服务，更快速地整合数
据、更便捷地获取重要情报、更有效地
推动有利于行动的网络融合，这一计划
被形象地比喻为情报界的“云端设想”。

花费六亿，引领情报

活动进入新纪元

据报道，这项名为“网络入云”项
目启动于 2013 年。美国各情报机构当
时获得 6 亿美元拨款，希望能够在云
计算帮助下，获得更强大的情报分析
与整合能力，同时对情报网络工作进
行重组。

据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入云”计划
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促进各情报单位更
广泛地获取情报数据、更快速地进行情
报分析并向战地指挥人员提供决策方
案。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推动更高效
的数据整合、促进各卫星地面站之间的
无缝联通以及提供更可靠的网络安全
解决方案等。

配合美国情报部门“入云”工作的
是亚马逊网络服务部门。该部门曾为
中央情报局搭建用于收集、获取和整理
数据的“服务云”，经验丰富，给出的解
决方案是基于云端的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该技术，情报部门可以存储各类数
据信息，并通过云服务和云计算对新获
得的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对比，迅

速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
有分析认为，预计情报部门引入云

服务后，情报行动将获得巨大优势。彭
博社援引中央情报局数字创新部门负
责人的话称，“入云”计划“充满革命
性”，“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情报能力，”一
旦完成，将引领情报行动进入新纪元。

云服务可以被依赖吗

据“精英战士”网站报道，许多人不
愿尝试云计算和云存储，原因在于认为
将至关重要的信息交给第三方存储，这
一做法实在不靠谱，对需要保密的情报
部门来说更是如此。但该网络援引硅
谷网络服务专家的观点认为，实际上只
要设置完备的安全架构，云服务要比本
地网络服务安全得多。
“赛博安全”公司首席技术官称，云

服务在某种意义上具备“群防御”能力，
“云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采用多种手段、
同时对多个网络节点进行保护，最大限
度地堵塞黑客的入门途径。”他说，“目
前，已经有包括美国宇航局在内 100多

家政府部门使用第三方提供的云服务，
足以证明云服务比我们想象的要安全
得多。”

据悉，美国军方已经在战场上应
用商业公司提供的云技术服务。美国
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发布的论文显
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作战任务
的部分美军部队已将战术通信终端、
手持式单兵通信器材甚至手机纳入云
服务，以便士兵们能快速获得战场信
息。“使用结果显示，该服务具有强大
的安全性，士兵们可以放心在战术环
境中使用加入云服务的各种便携式通
信设备。”

更大程度的计算自

动化将成为可能

另据“精英战士”网站介绍，情报部
门将本地网络搬上云端后，可以依托更
简便、更广泛的数据存取能力，实现计
算自动化。“帮助情报部门对海量数据
进行实时分析，信息筛选、目标跟踪、整
合分析等工作，克服以往‘大海捞针’式

信息处理困难。”
据悉，目前美国空军已从中获益。

空军研发人员借助云服务提供的自动
计算能力进行网络攻防演练。“帮助他
们收集和分析黑客攻击情报，如模拟网
络操作员的在线特征，引诱或追踪潜在
入侵者，并对他们进行反击，确保网络
服务安全。”与此同时，云服务提供的人
工智能算法还能对进出云端的数据进
行监控，通过实时分析找出其中可能包
含病毒或木马的程序并报警。

不仅如此，云计算服务还将推动卫
星地面站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
加快情报机构之间的通信速度，提高情
报行动指挥与控制效率。美国海军在
这个方面已先行一步。有报道称，海军
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云技术，建立舰与
舰之间的即时联通网络，并将指挥控制
系统与舰载系统状态监视纳入其中。
另外，这种基于云技术的海军“舰－
舰”联通网络可以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
析，及时发现舰载系统的故障，并在各
舰之间建立实时信息分享，可靠性和实
用性得到证实。

美情报界的“云端设想”
■王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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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战场上各种便携式通信设备已纳入云服务

阿布扎比防务展上的参展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