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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金蝉脱壳”是一
种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的谋略，通常是以转移或撤退来摆脱
敌人的计策。

东汉名将虞诩领军增援武都，遭
到羌军重兵拦截。虞诩就地安营扎
寨，摆出固守姿态，还放出风声，等后
续援军赶来再出发。趁放松警惕的
羌军分兵劫掠的机会，虞诩率部拔寨
启程，昼夜赶路，并且每日增加军灶，
伪装成不断有援兵会合之势，震慑追
兵，抵达武都，最后击败强敌。

宋朝时，毕再遇带兵与金兵对
垒。在难以取胜的情况下，决定撤出

阵地。宋军退兵时，在阵地上留下旗
帜，将羊倒悬起来，使其前蹄位于鼓
上，羊急蹄动，持续不断地击鼓，金兵
误以为宋军仍在固守，数日不敢逼
近。察觉异常时，宋军早已撤离。

在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军在对一座伊拉克重要城市完成
空袭后，美军侦察卫星发现城中大量
民众蜂拥出城。待地面部队发起进
攻时，才发现该城几乎无设防。此时，
美军才恍然大悟，此前出逃的“平民”
中必定混有大量换上便装的伊军官
兵，伊军运用“金蝉脱壳”之计，保住了
有生力量。（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金蝉脱壳

美国批伊朗试射导弹
遭反驳 美国国务卿迈克·
蓬佩奥1日发表声明，指认
伊朗新近试射一枚中程弹
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相关决议。但伊朗外交部
2日回应说，伊朗导弹项目
属防御性质，“没有任何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伊朗
发展或测试弹道导弹”。不
过，伊朗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最近试射弹道导弹。（摘编
自《法制晚报》）

日新版防卫大纲强调
网络反击和电子战能力 日
本政府将于12月出台的新

《防卫计划大纲》主要内容
日前曝光。除规定自卫队
要具备“网络反击能力”之
外，该文件还明确提出要利
用电磁波加强对敌方部队
的干扰能力。大纲明确指
出，为应对太空、网络空间
等“新领域”的威胁，要提高
自卫队的应对能力。（摘编
自《参考消息》）

韩方称朝鲜愿允许核
查宁边核设施 韩国一名高
级外交官日前披露，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托韩
国总统文在寅向美国总统
特朗普传话，表示愿意允许
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宁边核设
施，条件是美方采取“相应”
举措。韩联社解读，如果消
息属实，意味着朝方有意就
满足美方主张的“完全”“可
验证”无核化迈出重要一
步。（摘编自《新闻晨报》）

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
再招抗议 日本中央政府3
日说，打算从本月 14 日起
向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目
的地冲绳边野古沿岸投入
沙土。冲绳县政府随即回
应：“完全不可接受。”要把
普天间基地搬迁到边野
古，需要先在这一地区填
海造陆。然而，冲绳县民
众的反对呼声持续高涨，
要求彻底关闭普天间基地
或将它迁至县外。长期以
来，美军犯罪、坠机及高空
落物、噪音骚扰等事件频繁
发生，冲绳六至七成民众反
对县内搬迁方案。（摘编自

《羊城晚报》）

作战机器人上阵：

英国军方最近开启了一场为期
四周、名为“无人操控战士”的演习，
堪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机器人军
事演习。在这场耗资8亿英镑的演
习中，英国国防部重点测试作战机器
人用于战场态势感知、侦察监视、精
确定位和后勤补给等诸多科目，引发
广泛关注。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
愈发智能的机器人离真实战场也越
来越近，与此同时却引发了人类的担
忧。（摘编自《北京日报》《北京晚
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周刊》

《解放军报》）

说到机器人作战，很多人
就会想到科幻电影，像《终结
者》《钢铁侠》等美国大片中都
不乏这样的“铁甲勇士”。在
现实世界中，虽然已经研发或
投入实战的机器人并不都和银
幕形象一样“像人”，也尚未被
赋予和电影中一样的威力，但
无人作战机器人已经向陆海空
天等多维度快速拓展，任务领
域覆盖电子干扰、侦察预警、
通信中继、排雷排爆、火力打
击等诸多传统有人作战领域。

据报道，目前全球范围内
有超过60个国家已经拥有或
正在研发作战机器人。美国
在 2013 年发布的新版《机器
人技术路线图》中就明确，
2020年前要将30%作战装备
改为无人操作。目前，美军拥
有超过 7500 架无人机和 1.5
万个地面作战机器人，形成了
包括陆海空在内的全方位无
人化武器体系。现阶段，美国
研究人员已研制出新一代电
池驱动的四足机器人，可根据
体内智能算法实现对障碍物
的探测、自行调整前进路线并
计算出跳跃最佳位置，甚至还
能根据算法计算出跳跃需要
的力量精确值。美国国防部
还提出了“阿凡达”计划，旨在
打造可人脑远程控制的机器
人军团。

俄罗斯国防部2014年制
订并通过了《2025 年先进军
用机器人技术装备研发专项
综合计划》，拟在每个军区组
建独立的军用机器人连，预计
到2025年机器人装备将占整
个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
30%以上，无人战机数将占到
空军战斗机总数的40%。

此外，英、法、德、日、韩等国
也都在加紧研制新一代军用机
器人。今年5月，英国《每日邮
报》报道称，欧盟计划耗资4.4
亿英镑研发能作战的“杀手机
器人”，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瞄
准并打击敌人，无需人类参与。

实战“钢铁近卫军”并不遥远

作战机器人仿佛“钢铁近卫
军”，他们离实战其实并不遥远，甚
至已经出现在战场上。

阿富汗战争时期，为解决在复
杂地形中识雷、排雷以及发现歼灭
潜 伏 敌 人 的 战 场 难 题 ，美 军 与
iRoboot 公司合作开发出背包机器
人，在塔利班心脏地区作战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此后，美军的作战机器人
数量大幅增加，功能也日益多样，“赫
尔姆斯”“教授”“小东西”“费斯特”等
配备有摄像机、手枪和榴弹发射器的
机器人开始轮番上阵。大量使用地
面机器人的美军，其机器人与士兵
数量比例一度达到1∶50，阿富汗战
争也从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人类战
争史上第一次“机器人战争”。

到伊拉克战争时，美军“派克波
特”军用机器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
用，另一款“寻血猎犬”机器人则能
快速找到受伤士兵提供医疗救助。
据不完全统计，伊拉克战场上曾有
近3000架无人机和2000多个各类
型机器人参与到军事行动中。

叙利亚战场上，在作战机器人
领域蓄积力量的俄军把机器人作战
推向了高潮。2015 年 12 月，在叙
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一次交
战中，由6个“平台-M”履带式机器
人、4个“暗语”轮式机器人、1个“洋
槐”自动化火炮群、数架无人机和一
套“仙女座-D”指挥系统组成的俄
罗斯机器人军团径直走上战场，借
助无人机从高空占领视野高点进行
全局掌控，使用机器人冲锋并与地
面部队有效协同作战，使得俄叙联
军仅20分钟就歼灭了70名武装分
子，而己方只有三四人受伤。

毋庸置疑，军事机器
人相比于传统士兵，在功
能、体能、作战效能等方
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势。不过，中国指挥与控
制学会青工委副主任、国
防科技大学军事专家石
海明认为：“由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局限，机器
人在环境或执行程序复
杂的情况中可能会出现
失控现象，比如在单独执
行作战任务或人机深度
交流时。”

这并非杞人忧天。
在伊拉克反恐作战的后
续地面稳定作战阶段，
2007 年 10 月，美军第三
机步师的一个小分队执行
进攻一个反美武装据点的

任务。为了应对恐怖分子
可能的极端反击手段和执
行危险区域排险任务，小
分队携带了3台装载了武
器的“利剑”智能机器人，
以便在危急和需要的情况
下，通过遥控下令“利剑”
开火摧毁目标。

但不知是遥控指令
受到干扰还是“利剑”的
程序运行紊乱所致，一台

“利剑”竟然调转枪口指
向操作者，操作者反复发
出“行动取消”的指令，失
控 的“ 利 剑 ”仍 置 若 罔
闻。为了避免伤及己方，
分队指挥员只得当机立
断，下令队友用火箭筒将
失控的“利剑”摧毁才化
险为夷。

事实上，随着作战机
器人的涌现，并日益变得
智能化，由其引发的争议
也一直不断，更有不少专
家和国际组织频频发表
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在国
际范围内禁止“致命性自
主武器系统”的使用。此
前，韩国科学技术院研发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武器，
就遭到 30 余个国家和地
区研究人员的集体反对。

有人担忧，机器人参
战将使得人员伤亡大大
减少，但反过来又会降低
战争发动的门槛，使得武
装 冲 突 发 生 的 机 会 增
加。而一旦这群毫无感
情、不知疲倦的杀人机器
走上战场，必须防范其成
为“嗜血怪兽”。另有人

指出，自主武器系统很难
做到和人类一样区分平
民与战斗员、作战人员和
非作战人员，那么，背离
国际人道法参战的自主
机器人又该承担何种战
争责任？

不过，国际社会至今
仍然没有就致命性自主武
器系统问题达成统一认
识，甚至对于机器人被赋
予的“射杀权”和“开火权”
在何种情况下才被视为滥
用武力也没有统一的定
义。国防科技大学军事专
家石海明指出，“想要尽可
能降低人工智能的负面影
响，最大的前提在于坚持
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原
则，人类应当保证对军事
机器人的控制权”。

勇士 怪兽OR ？？变革
多国启用“铁甲勇士”

局限 复杂环境中容易失控

争议 能否让机器人掌握生杀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