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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得了心脏病，常出现：胸口
绞痛，心脏突突乱跳，心慌心悸，
胸闷气短，心烦失眠，心肌缺血，
心率不齐等症。治疗心脏病，不
花冤枉钱，请认准彝祖芯方，它
颗粒剂型，溶得快，易吸收，针对
心脏病临床观察治疗效果确
切！按疗程服用，效果好，更大
限度避免心脏意外病发或猝死
发 生 ！ 咨 询 热 线 ：
400-998-6008 国 药 准 字 ：
Z53020979 滇 药 广 审（文）第
2017070270号 OTC

经济信息

治疗心脏病不花冤枉钱

今年第20号台风“卡努”于16日
凌晨在我国广东徐闻县东部沿海地
区登陆，为防范此次台风，当地共转移
约37万人。面对风暴灾害，人类能做
的确实微乎其微，不过，在“逃”和“躲”
之外，也曾有人寻找主动防御措施。

解密档案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
末到60年代初，身为气象学家的美国
空军军官杰克·里德向五角大楼提交
过用核武器摧毁飓风的方案。他的
构想是，如果在风暴两侧制造两次核
爆炸，就能改变飓风的前进轨迹。他
还进一步指出，风暴中心（风眼）的温

度比其他部分更高，如果能通过潜艇
发射核弹在风眼引爆，就可以把被加
热的空气“拉”到更高的平流层，来自
飓风侧壁的冷空气会填补这个空
隙。随着这一过程不断重复，飓风的
能量会逐步下降，直至消散。

在今天看来，杰克·里德以核武
器消灭飓风的设想仍不失严谨。唯
一引发不安的是他列出的核爆炸当
量——约2000万吨TNT，大概相当于
广岛原子弹的1200倍。或许是意识
到潜在的危险，五角大楼从未批准这
一计划。（摘编自《青年参考》）

美军官拟用核弹摧毁飓风■军史钩沉

在国际上向来颇有口碑
的“日本制造”，近来却因为日
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
所曝出的产品造假丑闻而大
打折扣。日本媒体14日称，涉
及造假问题的产品增加至 13
种，被波及的采购方多达 500
家。在这份长长的受害企业
名单中，可以发现三菱重工、
川崎重工、斯巴鲁、石川岛播
磨重工集团等多家日本军工
企业，而它们正是日本自卫队
主要装备的生产企业。

陆地：装甲火炮性能缩水

以往，日本军工产业链往
往只在相关企业内部延伸，像
三菱重工生产的90式主战坦
克、89式步兵战车等自卫队装
甲武器，通常只向本集团的三
菱制钢、三菱伸铜等公司买原
材料。但近年来日本防卫省
开拓招标对象，寻找更实惠的

原材料供应商，神户制钢所才
得以涉猎相关领域。

就陆上自卫队而言，神户
制钢所此次被曝篡改性能数
据、以次充好的劣质材料最有
可能导致装甲兵和炮兵部队
实力的严重缩水。但“造假容
易识别难”，除非自卫队请专
业人士实施“地毯式排查”，否
则难以简单判别出到底哪些
装备有问题。陆上自卫队在
2016年底就曾发生96式轮式
装甲车车轮断轴事故，而该装
甲车早前在伊拉克也曾发生
疑似车底钢板裂痕问题。

海上：潜艇质量存疑

在海上自卫队方面，神户
制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
要。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
工等日本军舰建造巨头就大
量使用神户制钢所提供的金
属制品。据日本《世界舰船》

披露，自卫队舰船用钢特别是
潜艇用钢，普遍采用神户制钢
所提供的高屈服强度合金
钢。尤其是屈服度达 550 兆
帕、690 兆帕的低合金高强度
钢，都是用神户制钢所掌握的

“镍铬钼系淬火+回火热处理”
特殊工艺制造的。

在2006年日本“朝潮”号
潜艇与韩国货轮相撞事故中，
韩国货轮漏水，而“朝潮”号艇
艏出现一个巨大的凹痕。相
比此前美国“格林维尔”号核
潜艇和日本渔业实习船的相
撞事故，日本船只被撞沉，美
国潜艇却损失轻微。同样是
潜艇与民船相撞，结果却如此
迥异，不免让人怀疑日本潜艇
的结实程度存在缺陷。

空中：波及导弹电子系统

神户制钢所还为日本固
定翼飞机、直升机及导弹提供

机身铝材框架、导弹机件等，
如果质量有瑕疵，这些高价值
武器的妥善率无疑会大大下
降。目前，外界最关心航空自
卫队武器的可靠性。就在 10
月5日，自卫队一架F-15战斗
机携带的99式空空导弹居然
在飞行中丢失了弹翼，而这样
在空中“掉零件”的事情已发
生多次了。

专家评估，相比铝制品，
航空自卫队恐怕更担忧神户
制钢所提供的铜制品有问题，
因为在飞机、直升机、导弹和
卫星上，不仅微电子控制系统
和仪器、仪表设备要用铜，许
多关键性的部件也要用到铜
和铜合金。另外，航空自卫队
的导弹发动机燃烧室和推力
室内衬也基本用铜合金来制
作，如果出现以次充好的情
况，轻则武器失灵，重则机毁
人亡。（摘编自《参考消息》）

日本钢企造假祸及自卫队

本报讯 据美国《国家利
益》网站近日报道，俄罗斯已
在叙利亚部署“天王星-6”无
人战车，主要用于战场扫雷。
这一部署被外媒看作俄罗斯
国防部贯彻“未来战场上应该
没有士兵和指挥员，只有武
器、军事谋略家和武器操控
手”的无人作战理念，加快无
人战车实战应用的新动作。

在无人战车的研发上，俄
罗斯认准了无人坦克这条路，
近年开发出了如“平台-M”、
BAS-01G BM“战友”等成熟
的无人战车。而新一代“天王

星系列”更进一步，无论在武
器配置，还是装甲防护、观瞄
系统上都有大幅提升。“天王
星 -6”无 人 扫 雷 车 、“ 天 王
星-9”战斗车、“天王星-14”
消防车等，组成了俄军新一代

“无人战车天团”。

据报道，2016 年 4 月，俄
罗斯将“天王星-6”派到叙利
亚帕尔米拉古城展开排雷工
作，共拆除152枚恐怖分子埋
设的各类爆炸装置，无人员伤
亡。今年，“天王星-6”再被派
到阿勒颇战场，辅助俄工兵排
雷。经验证，“天王星-6”使俄
罗斯工兵的扫雷效率提高了
15%。此前，俄罗斯军工企业
曾 在 多 个 场 合 展 示“ 天 王
星-9”无人战车，该战车装备
反坦克导弹和自动火炮，火力
强劲，被称为“坦克终结者”。
（摘编自《广州日报》）

俄加快打造无人战车军团

“天王星-9”无人战车。

■防务短评

北约与俄罗斯黑海对峙
将再度升级 据《泉州晚报》报
道，北约日前宣布在罗马尼亚
组建一支新的多国部队。国
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
军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晓志分
析说，这是北约在东线针对俄
罗斯的最新举措，有助于北约
更密切地监视俄罗斯在黑海
地区的活动。俄罗斯将会进
一步完善黑海舰队基地体系，
加快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基础
设施建设进程，继续增加黑海
舰队新型战斗舰艇的数量，用
以对抗北约，双方在黑海地区
的战略博弈将日趋白热化。

台军军舰承包商面临
破产危机 台湾地区领导
人蔡英文近年力推“国防
自主”和“国舰国造”，但承
造台湾海军猎雷舰的庆富
造船厂如今却面临破产。
庆富造船公司于 2014 年
10月竞得台防务部门6艘
猎雷舰标案，计划 11 年内
完成建造及交舰作业。但
台媒最近报道称，庆富造船
厂董事长陈庆男等人涉嫌
利用猎雷舰标案伪造文件
从银行贷款，爆出重大财
务危机，面临破产。（摘编自

《中国日报》）

中国 VT-4 坦克首次
实现出口 据媒体报道，泰
国从中国购买的第一批28
辆VT-4 主战坦克近日运
抵泰国梭桃邑码头，交付
泰方验收。VT-4 坦克的
研制始于 2009 年，是中
国兵工集团瞄准国际坦
克发展趋势研发的新一
代外贸型主战坦克，此次
是其首次实现出口。据
悉，泰国共计划向中国购
买 49 辆 VT-4 坦克，这些
坦克将取代泰国自二战以
来 就 一 直 使 用 的 美 国
M41“斗牛犬”轻型坦克。

《中 国 国 防 报》曾 报 道 ，
VT-4 主战坦克集成了中
国装甲车辆领域最新的高
功率密度推进技术、光电
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
术、总体技术，是一型模块
化、轻量化、信息化、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主
战坦克，综合性能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摘编自深圳
卫视《军情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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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风患者会有不停的流
口水，想说话说不清楚，想伸胳膊伸
不开，想走路走不利索，记性越来越
差，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的现象，
这些都是因为血管内有血栓堵塞所
致，所以需要针对血管内的血栓瘀
阻，温经通络进行用药治疗，中风患
者才能好起来！

消栓通络片，所有药材均产自原
产地，恪守原生用药准则，专治中风
（脑血栓），用于中风恢复期，半身不
遂，肢体麻木。
喜讯：按疗程订购，免费送消栓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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