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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征兵季，解放军各
军兵种发布的征兵宣传片频
频刷屏。值得注意的是，在
海军陆战队近来公布的征兵
宣传片中，罕见出现了蛙人
从潜艇中出来，并使用运载
器潜行的镜头。随着科技的
发展，蛙人的水下运载工具
也在不断升级。

“单兵坐骑”机动性提高

素有“水下幽灵”之称的
蛙人，即便有潜水服、氧气瓶
等专业设备，要在水下进行长
时间行走仍具有极高的危险
性。如何让蛙人尽可能安全
并快速地到达任务目的地，一
直令各国海军头疼。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
就通过对鱼雷加以改造，让潜
水员跨上鱼雷直接操纵，进行
渗透作战。这可以说是蛙人
运载工具的雏形。作为“人操

鱼雷”的升级版，现代意义上
的蛙人坐骑被称为小型蛙人
推进器和单兵作战蛙人运载
器。这类设备尽管已经逐步
配备了水下导航、通信等信息
系统，但蛙人仍是骑坐在运载
系统上面，只是机动性得以大
幅提升。

“敞篷吉普”运力升级

如果说小型蛙人推进系
统是一辆单人或双人的水下
摩托，那么换代的湿式蛙人运
输艇可以说是水下吉普了。
湿式蛙人输送艇的舱室并不
完全密封，但蛙人在行进中不

会直接受到水流的冲击，可节
约体能。得益于更强大的推
进器，输送艇的速度和航程也
大大提高，一次可轻松输送一
个班组规模的蛙人。

“敞篷吉普”的技术难度
并不算太大，包括中国在内的
很多国家都发展了自己的湿
式蛙人输送艇。目前世界上
较为先进的湿式蛙人运输艇，
是美国的 Mk-8 Mod1 型，主
要用于投放海豹突击队员。
其全长 6.7 米，在 6 节的航速
下，能够运载 6 人行驶 70 海
里。它既能通过潜艇释放，也
可以由作战支援水面舰艇或
运输机投送。

“豪华大巴”造价不菲

湿式蛙人运输艇虽然避
免了水流对蛙人的冲击，但如
果要实现超远距离投送，通过
设计让蛙人免受低温伤害，减
少体能消耗，仍十分必要。于

是，大型干式蛙人输送艇应运
而生，其最大特点就是舱室保
持密封干燥，无论是作战支持
功能还是投送能力都大为进
步，堪称“豪华大巴”。

意大利在干式蛙人输送
艇领域建树颇丰，其 MG120/
ER型输送艇可持续潜航33小
时，在携带充足燃料与补给的
情况下，甚至可连续20天支持
特战人员作业。美国海军于
1994年开始研发的“高级海豹
输送系统”同样性能不错，但造
价高达3亿美元，比一些攻击
型潜艇都贵。为此，美国海军
近年叫停了这一项目，重新研
发更具性价比的干式蛙人运载
器，根据计划，首艘新型运载器
将在 2019 年 2 月交付。正是
因为干式蛙人运载器造价高
昂，并有诸多技术门槛，朝鲜、
韩国、伊朗等国家干脆采用微
型潜艇来完成蛙人投放。（摘编
自《北京晚报》《解放军报》）

蛙人坐骑从“摩托”变“豪车”

本报讯 近日，中国空军派
出五型战机和空降兵分队参加
了“国际军事比赛-2018”的部
分项目，其中，中国空军现役主
力轰炸机轰-6K更是首次出国
参赛。就在不久前，轰-6K在一
场防区外精确打击演练中，从几
万米高度下降到几百米低空，持
续飞行20多分钟，成功实施海
上超低空突防战术，引发关注。

超低空飞行指在100米以
下的高度飞行，因为危险系数

极高，过去飞行员仅在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采用超低空突防战
术，但近几十年来，作为战机较
常使用的一种突防战术，其在
实战应用中成功的案例增多。
1982年，阿根廷飞行员在内外
困窘的英阿马岛之战中，就利
用超低空突防战术将英国“谢
菲尔德”号驱逐舰击沉。

现代战斗机大多具备超低
空突防能力，相对来说，体型更
庞大的轰炸机进行超低空突防

难度更大。为突出超低空突防
能力而设计的轰炸机有美国
B-1B轰炸机和俄罗斯图-160
轰炸机，B-1B可实现60米超
低空突防，不过这两种战机截
至目前还没有实施超低空突防
的战例。军事专家、远望智库
研究员张文昌认为，轰-6K作
为一款高空突防轰炸机能够在
海上成功试验超低空突防，将
显著提升我国远海突防突击能
力。（摘编自《科技日报》）

轰-6K试验超低空突防战术

本报讯 近日，美国陆军网
站透露，美国陆军投入5.72亿
美元，对31个现役作战旅中的
26个进行城市地下作战训练，
并为其研发、配备相应装备。

据统计，在二战后美军进
行的 250 多次海外军事行动
中，94%的作战行动在城市里
进行。有分析指出，未来城市
作战，最先肯定仍是在城市地
面展开，但完成地面巷战并不
意味着战斗的结束。地下空
间是城市作战的最后一道防
线，不完成地下作战就不能完
全控制一座城市，对城市的地
面占领也无法巩固。

正因如此，美军把城市地下
作战称为“最后的战役”。然而，
如果不是为了占领一座城市、控
制一个国家，是完全没有必要进
行城市地下作战的。因此，美军
斥巨资进行城市地下作战准备，
其目的和企图耐人寻味。

事实上，美军一直重视城
市作战。早在2002年，美军就
发布了《联合城市战纲要》，认为

“城市是21世纪最有可能的战
场”。2014年，以美国陆军《特
大城市与美国陆军》专题报告及

《2027年城市作战联合一体化
构想》为标志，将美国陆军的城
市作战准备推向了一个高潮。

美军已认识到，仅凭特种
部队已经无法应对城市地下作
战问题，必须训练和装备大规
模常规部队。2017 年 11 月，
美国陆军出版了《地下环境小
规模部队训练》手册，为地下环
境中陆军部队作战提供“迫切
的规划和训练指导”。据报道，
美国国防部目前已有6个可以
进行地下作战训练的场所。为
形成能够遂行城市地下作战任
务的成建制规模力量，美国陆
军已在培训 26 支旅级战斗队
的主官，教他们如何在城市地
下环境中开展大规模作战行
动。（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美军斥巨资演练城市地下作战

运用“趁火
打劫”之计的要

义在于当敌方陷入困境或出
现严重危机之时，要趁机进攻
以克敌制胜。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败给
吴国后卧薪尝胆，佯装臣服，
年年向吴国进献财宝、美女麻
痹吴王夫差，同时暗中积蓄力
量。公元前473年，吴国发生
天灾，粮食颗粒无收，民怨沸

腾，但吴王夫差仍醉心于霸业
并北上中原与诸侯会盟黄
池。越国趁机进兵，一举灭亡
吴国。三国时期，曹操同样利
用此计平定了河北。

在现代战争中，此计曾被
苏联用于入侵阿富汗。20 世
纪70年代中后期，苏联为与美
国争夺世界霸权，一直伺机占
领阿富汗以打开南下印度洋的
通道。1978年，苏联支持塔拉

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达乌德
政权。1979年，阿明再度发动
政变，推翻塔拉基政权。阿明
上台后，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并
向美国靠拢。为此，苏联利用
阿富汗政局混乱以及美国陷入
伊朗人质危机的机会，于当年
12月突然入侵阿富汗，武力推
翻了阿明政权并将其击毙，成
立了受莫斯科控制的傀儡政
权。（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趁火打劫

伊朗证实在波斯湾军
演 伊朗官方媒体5日援引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
人的话，证实革命卫队海
军近期在波斯湾水域进行
了军事演习，目的是“对抗
敌方潜在威胁”。此前，多
家西方媒体报道称伊朗在
波斯湾举行大规模军事演
习，不过伊朗方面一直没
有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
日前曾暗示，如果美国“封
杀令”使伊朗无法出口原
油，那么伊朗有可能封锁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上一
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在
上世纪80年代与伊拉克的
两伊战争期间。（摘编自

《北京晚报》）

俄就叙局势向美致密
函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证
实，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
拉西莫夫曾在今年 7 月向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邓福德就叙利亚局势秘密
去函。俄国防部说，该信函
谈到了俄方表示愿意与叙
政府进行研讨，保证位于约
旦与叙利亚边境地区难民
营的民众安全，并为协助其
返乡创造基本条件。此外，
信函还涉及人道主义排雷、
为叙民众建立和平生活、应
对恐怖分子招募等问题。
在谈到此前有媒体公布该
信函的内容时，俄国防部表
示对美方未经双方协商公
布相关内容表示失望。（摘
编自《解放日报》）

叙利亚武器专家遭暗
杀 叙利亚媒体 5 日报道，
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的一
名武器专家阿齐兹·埃什
伯尔 4 日晚在中部霍姆斯
省遭暗杀，埃什伯尔乘坐
的小汽车发生爆炸，他和
司机双双丧生。叙利亚

《祖国报》说，埃什伯尔是
化学武器专家；而“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说，埃什伯
尔是火箭系统专家。《祖国
报》认为，暗杀可能由以色
列操控，但以色列和叙利
亚政府官员当天没有就埃
什伯尔遇刺报道作回应。
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长
期认定叙利亚科学研究中
心关联叙利亚化武项目。
自 2005 年以来，美国、欧
盟和英国分别对这一研究
机构施加制裁。（摘编自

《新民晚报》）

湿式蛙人运输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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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5种武器不可小
视 据《参考消息》报道，有
军事分析指出，以色列人口
虽少，但其军事实力不可小
视，尤其是以色列陆军装备
的5种武器，使得其在中东
地区难有匹敌。这5种武器
分别是：以色列自主研发的

“梅卡瓦”主战坦克（如图）、
“长钉”导弹系统、“塔沃尔”
突击步枪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纳梅尔”装甲运兵车、“摧毁
者”多重火箭炮。据称，最新
升级的“摧毁者”射程达150
公里，将使驻扎在海法的以
色列炮兵具备打击叙利亚
首都大马士革的能力。

印度军购在美俄间“左
右逢源”据《银川晚报》报
道，近期，印度与美国军火
商接连达成一系列军购意
向，双方期望在9月举行的
美印“2＋2”高层会谈前达
成一揽子军购协议。分析
人士指出，印度保持与俄罗
斯传统军事合作的同时，加
大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试
图利用军贸在大国间左右逢
源。然而，对武器进口的依
赖，考验着印军的整合与消
化能力。目前，由于印度缺
乏整合各武器系统的能力，
在实际应用中，来自多国的
武器之间极易出现不兼容和
互相干扰，影响作战效率。
比如，印度海军想在正在建
造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
特号”上搭载更大型的美制
双发战斗机，但受制于俄罗
斯舰载机弹射系统，只能沿
用“米格”等单发战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