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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9日
在五角大楼宣布，创建美国第
六军种“太空军”的时刻“已经
到来”，美国国防部将在2020
年前，即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任期结束前建成“太空军”。

组建过程分四步走

美国现有五大军种分别
是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
队和海岸警卫队。美总统特
朗普在今年 6 月 18 日下令国
防部组建“太空军”，随后，国
防部就必要建军过程作出了
为期 7 周的评估，并于 9 日发
布相关报告。

报告认为，应分四步建立
太空军。首先，创建新的战区
司令部“太空司令部”，“统一
指挥、控制”太空军行动，“制
定太空作战规则、战术、技巧

和程序”。其次，创建“太空作
战部队”，由专职太空区域联
合作战的精英组成。第三，创
建新的联合机构“太空开发
局”，确保“太空军”拥有“尖端
作战能力”。最后，为组建和
发展“太空军”划分职责，包括
新任命一名国防部助理部长。

中俄“威胁”成扩军借口

彭斯在发言中强调，组建
太空军是因为“美国必须确保
在太空的优势”。日本共同社
报道称，美政府已将太空视为

继陆海空之后的“新战场”，有
意抗衡加速推进卫星攻击武
器研发等的中国和俄罗斯。

事实上，彭斯也公开指出
了美国在太空的四个主要对
手，分别是中国、俄罗斯、朝鲜
和伊朗。他表示，“俄罗斯和
中国正在太空进行极其复杂
的试验，可让他们的卫星和我
们的卫星之间的距离变得很
短，这将给美国的天基系统造
成新的威胁”。彭斯举例说，
中国在2007年发射实验性导
弹击毁了一颗卫星，而俄罗斯
正在努力开发一种能摧毁太
空飞行器的激光武器。

何时具备战力尚难预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在外层空间部署武
器。按照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太空军的战略目标包括两点：
保护美国在太空中的核心利
益，如保证美国不受干扰地进
入太空并自由航行；部署新一
代武器以支援战斗部队。

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研究
机构太平洋论坛研究员、防务
专家斯特凡·索桑托日前撰文
指出，由于不能确定未来战争
会延伸至太空，在太空领域发
起军事行动尚有法理和战略
问题需要考量。

据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
心航天安全项目部主任托德·
哈里森估计，组建太空军可能
需增加 1.5 万至 2 万名官兵。
有分析认为，考虑到航天领域
专业性强的特点，这么大规模
的一支力量至少需要15年以
上时间才能形成战斗力。（摘编
自《深圳商报》《解放军报》）

美国借口中俄“威胁”组建太空军

本报讯 英国国防大臣加
文·威廉姆森日前宣布，英国
将在2020年前启动第六代战
斗机“暴风”的早期开发。

英国是航空制造技术的
发源地之一，二战曾是英国皇
家空军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英
国航空工业研发的鼎盛时期，
英国几乎研制了当时全部类
别的飞机。二战结束时，英国
皇家空军装备的飞机数量达
到了史无前例的9200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国一
直没有开发过战斗机，但它帮
助开发和建造了英国机队中
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即美国

制造的 F-35，BAE 系统公司
在每架F-35上承担了约15%
的工作。

据报道，英国皇家空军目
前装备各型飞机近850架，其
中作战飞机只有427架。英国
对“狂风”战斗机先后采购共
152架，现役只有36架；对“台
风”战斗机的采购总共也只有
232 架。英国现役预警机、战
略运输机等更少，只有个位数。

有分析指出，对于第六代
战斗机的隐身性能，军事界都
希望达到全频段、全方向隐
身，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目前
看也是按这一目标打造，但

“暴风”战斗机从气动布局来
看还难以做到，特别是英国缺
乏研制隐身飞机的经验。

“暴风”重要的研发目标
是追求与无人僚机的协同作
战能力，这也是第六代战斗机
的重要特征。但英国目前还
没有装备一种像样的自研高
端无人机，再配套研制一款高
端无人僚机，无疑会增加工程
难度。在配套的武器方面，英
国拟争取为“暴风”装备激光
武器和高超声速武器，这也将
给未来空中作战带来革命性
影响。（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中国航空报》）

研发六代机，英国决心不小

本报讯 从今年 11 月开
始，俄军将全面配发“可变形”
的多功能步兵铲（亦有军锹、
工兵锹等叫法）。专家指出，
尽管步兵铲很古老，但在现代
战争中，它依然不可或缺。

据报道，在俄军现行体能
训练条令里，步兵铲用法与刺
刀、匕首用法并列。按照军事
训练标准，一名熟练士兵可用
步兵铲在一个半小时内掘出
与身高同样深浅的单兵掩体，
并用它进行肉搏战。俄军即

将配发的步兵铲重量轻，结构
紧凑，铲把也换成了更结实的
聚合材料，铲把和“刺刀”（即铲
板）之间有坚固的插销，可随
意变换铲板倾斜角度，士兵不
仅能用铲子进行挖掘作业，还
能当成锄头、斧头甚至锯子来
用。步兵铲还自带用于打磨
铲板边缘的磨石及耐磨包装
套。如果是工兵分队，他们用
的步兵铲还配有可挂载地雷
探针、金属和电介质探针的转
接座。

实 际
上，各国步
兵 铲 的 基
本 结 构 都
大同小异，
最大不同在于材料
与 功 能 性 。 2017
年，一段关于中国步兵铲介绍
的视频曾火爆网络，该产品历
经 268 道工序、48 个检验环
节，挖、锯、砍、切、钳、剪等功能
多达18种，堪称士兵神器。（摘
编自《新民晚报》）

新步兵铲让俄军如虎添翼

我国历代兵
书对“声东击西”

之计论述颇多，此计要义在于
用假象迷惑对手诱敌入彀，从
而出其不意地打击对手。

公元前205年，魏王豹背
汉降楚，派兵扼守黄河临晋渡
口，阻挡汉军北进，刘邦遂派韩
信领兵伐魏。面对魏军在临晋
渡口的严密防范，韩信一边虚
张声势，制造准备渡河的假象，
一边指派精锐在上游夏阳河段
连夜偷渡，直捣魏军后方，不到

一个月就平定了魏地。
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在科

威特集中了 54 万兵力，4000
余辆坦克，2800余辆装甲输送
车，3000多门火炮，由南向北
部署了三道防线，并修建了庞
大完备的地下防护工程体
系。面对坚固的伊军防御体
系，美军采取了舆论攻势、两
栖登陆演习、假装部署装甲部
队等一系列欺骗行动，造成美
军即将在波斯湾发起登陆作
战的假象。这样一来，伊军注

意力完全集中在波斯湾和科
威特南部，对美军真正的作战
企图毫无察觉。

1991 年 2 月 24 日，美军
打出一记“左勾拳”——第7军
先向北插入伊拉克腹地，后向
东发起进攻，出现在伊军后方，
彻底切断其退路和补给线。经
过近90小时的地面作战，美军
以微弱代价歼灭伊军10余个
师，俘虏伊军2.2万人，击毁坦
克1300余辆、装甲车1200余
辆。（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声东击西

土耳其要在叙建更多
安全区 土耳其总统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2日
说，土耳其已经做好准备，
将在叙利亚设立更多安全
区，让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
民回国。先前，叙利亚政府
多次谴责土耳其越境打击，
誓言收复叙利亚全境。土
耳其2016年8月在叙北部
发动了代号为“幼发拉底盾
牌”的军事行动，针对盘踞
土叙边境的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和叙利亚境内库尔德
武装。今年1月，土耳其又
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
发起代号为“橄榄枝”的军
事行动，打击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摘
编自《北京晨报》）

俄伊等五国签公约禁
域外军队驻里海

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
里海五国——俄罗斯、伊
朗、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
土库曼斯坦在哈萨克斯坦
海滨城市阿克套举行第五
次里海峰会。会上，五国领
导人共同签署了《里海法律
地位公约》，确认了里海“非
海非湖”的特殊法律地位，
并规定，里海水面资源将由
里海五国共同使用，但海底
资源的分割还需谈判。公
约还规定，非里海国家不得
在里海驻扎军队，里海国家
不得提供本国领土给第三
国从事危害其他里海国家
的军事行动，非里海国家舰
船不得进入里海。（摘编自

《信息时报》）

美潜艇将配战术核弹
潜伏在海底的弹道导弹核
潜艇（战略核潜艇）通常被
视为有核国家最后的王
牌。传统观念认为，这些
庞然大物一旦打破沉默，
意味着离世界末日为期不
远。然而，这种思维定势
可能在不久后被打破——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消
息，美国国会准备为研制
一种新型小威力核弹头提
供资金。美军的“俄亥俄”
级战略核潜艇将因此获得
新角色，而不再拘泥于它
30多年前诞生时被赋予的
战略反击任务，相反，它可
能携带低当量的战术核弹
头打击稍纵即逝的“时间
敏感”型目标。据报道，美
国海军现有 14 艘“俄亥
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摘编自《青年参考》）

■防务短评

日本万吨驱逐舰命名
昭示其野心 据《科技日报》
报道，日前，日本海上自卫
队在横滨举行了下一代驱
逐舰下水仪式，日本防卫相
小野寺五典亲自出席并题
写舰名“摩耶”。日本媒体
也为“摩耶”下水集体狂欢，
将其视为抗衡中国海军的
利器。军事专家指出，“摩
耶”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宙斯盾”舰队伍中的第一
艘万吨级大舰，该舰继承了
旧日本海军“高雄”级重型
巡洋舰四号舰“摩耶”号的
舰名，后者服役初期曾频繁
活跃在日军侵华战场上，参
加过上海、华北、海南等地
的登陆作战。新的“摩耶”
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
中首次装备了美国海军的

“协同作战能力（CEC）系
统”，可与美国海军舰机共
享防空目标信息，协同指挥
拦截，使其彻底融入美国海
军的一体化防空体系中，但
中国 055 驱逐舰诸多性能
领先“摩耶”。

中国 96B 坦克机动性
能出众 据《参考消息》报
道，号称“军事奥运会”的

“国际军事比赛-2018”于
11日全部结束，中国的96B
坦克代表队在比赛中夺得
亚军。俄罗斯退役少将尼
古拉·图特林表示，中国参
赛的 96B 式坦克机动性能
非常出色：“从它这几年参
赛的表现来看，它提速相当
快。虽然标准时速65公里，
但它能开到75公里，跟我们
的T-72B3M一样。”他分析
说：“对机动性能指标影响
最大的是发动机马力跟坦
克自重之间的对比关系。
据公开消息，中国坦克的发
动机功率为 1000 马力，与
俄罗斯坦克相当，但重量较
俄方稍轻，约42吨，而T-72
可达44-45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