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19.07.11 星期四 主编：彭臻玉（电话：18673167043）版式：孔丽

军事

俄海军失事潜航器藏着啥秘密
7 月 6 日，俄罗斯军方在

圣彼得堡为牺牲于深水潜航
器火灾事故的遇难者举行葬
礼。本月 1日，俄方一艘深水
潜航器在巴伦支海海底进行
科研工作时起火，造成 14 人
（均为俄海军官兵）遇难。

“整个军队的巨大损失”

据塔斯社报道，此次失事
的潜航器隶属俄罗斯北方舰
队，但它直接对国防部的深海
研究部门负责。该潜航器事
发时正在进行测量作业，尽管
大火被船组人员迅速扑灭，但
仍有14人因吸入有毒烟雾死
亡。俄总统普京在事故后表
示，这是“俄罗斯海军乃至整
个军队的巨大损失”。

对于这次事故的细节，俄
国防部一度以“国家机密”为
由对外噤声。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 4日向普京汇报时说，事
故的主要原因为电池仓起火，
船员们尽全力保障了核设施的
安全，潜航器本身仍可修复。

深潜能力非同小可

俄媒体称，此次失事的是
AS-12“洛沙里克”号核动力潜
航器，它专为在深海执行敏感
任务而设计，在重重保密之下，
据信已于2010年投入使用。

相关报道称，“洛沙里克”
号构造独特，内部舱体由 7个
相互连接的钛球组成，尽管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内部空
间，但也赋予了它超凡的结构

强度。2012年，“洛沙里克”号
参与了一项旨在证明俄罗斯
对广阔的北极海床拥有主权
的研究，官方称它从海洋2500
米深处采集了样本。相比之
下，常规潜艇通常最多潜到
600米的海洋深处。有消息称

“洛沙里克”号甚至可以下潜
到海底 6000 米的深处，不过
这一说法无从证实。虽然其
他国家一些特殊的潜航器也
能潜这么深，但就载人能力、
机动性、续航时间、作业能力
等而言，“洛沙里克”号堪称佼
佼者。

水下装备向无人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罗
斯在载人深潜方面的技术先
人一步，但近年来却有转向无
人深潜的趋势。

2018年，俄罗斯官方正式
确认正在研制超大型“海神”
（又称“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
航器，并于去年 7月在电视新
闻中首次展示了实体。目前，

“海神”的一些性能指标在世界
上没有对手，比如它在水下的
航行速度超过每小时 200 千
米，最大航程达 1万千米。有
分析指出，俄罗斯研发“海神”
是想通过不对称的发展思路，
突破美国现有的反导系统。（摘
编自《广州日报》《科技日报》）

印军联合作战尚处于空想
本报讯 在全球各军事大

国都着力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的当下，印度三军综合防御参
谋部前任参谋长沙迪什·杜阿
中将近日却爆出惊人言论，他
表示，规模超过百万人的印度
军队号称拥有亚洲领先的联
合作战能力，实际却不是这么
回事，“若满分是10分，印军联
合作战水平打4分”。

杜阿对《亚洲时报》透露，
印军在1971年印巴战争时就
尝试过小规模联合作战。目
睹本世纪美国发动的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印度国

防部加快联合作战研究，各军
种颁布有联合作战特征的作
战条令，“可至今印度各军兵
种仍是各自为政，‘联合’只停
留在纸面上”。最鲜明的例证
是诞生17年的印度三军综合
防御参谋部“有名无实”，它本
应是印度国防部里面最具联
合性质的机构，但迄今毫无权
限，难以推动全军联合作战理
论研究和跨军种实践。

另外，几乎与参谋部同时
组建的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
令部，本意是在靠近马六甲海
峡的安达曼群岛实施联合作

战指挥试点，可到头来演变成
单纯的海军司令部，长期为海
军将领把持。印度国防部也
是山头林立，官僚主义盛行，
话语权基本掌握在未受过专
门训练或不具备军事行动经
验的人手里。“形形色色的人组
成排外的小圈子，相互倾轧。”
杜阿说，受此影响，印度各军种
互不买账，像陆军和空军是“天
生的冤家”，他们都想把有限的
国防资源抓在手里，为此不惜
打压对手，甚至在本应联合的
行动中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
度。（摘编自《新民晚报》）

本报讯 最近，日本下一
代常规潜艇的设计方案在社
交媒体上曝光。外媒预计，这
款代号29SS的潜艇在本世纪
30年代服役后，日本将继续保
有亚洲乃至全球最精干的水
下作战力量。

日本名义上没有海军，却
是一个低调的潜艇强国。日
本海上自卫队一直装备有 20
艘左右的先进常规潜艇，包括
现役主力“苍龙”级。作为世
界上吨位最大的常规潜艇之
一，“苍龙”级隐蔽性好、自动化
水平高，能够在海底潜伏好几
个星期而不用浮出水面充电。

“苍龙”级潜艇是2009年
开始服役的，以各国平均水平
而论，这种潜艇相当新，并没
有换代的紧迫性。但日本向
来遵循“小而精”的原则，其潜
艇通常只服役20年，因此，三
菱重工在这个时间点将新型
潜艇公之于众不足为奇。就
项目编号 29SS 来看，这种潜
艇应该是从2017年开始研发
的（“29”表示平成 29 年，即
2017年；“SS”是国际上对非核
动力攻击潜艇的通用简称），
根据惯例，第一艘 29SS 级潜
艇有望在未来10年内公开。

29SS 级潜艇的船体和

“苍龙”级相似，但指挥塔更小
巧且融入船体，有分析称这应
该有助于降低水下阻力，让潜
艇潜航时更安静并节约燃
料。而喷水推进器则是该型
新潜艇最大的亮点，这套装置
将海水吸入并加压，再从艇尾
喷射出去。相较裸露的螺旋
桨，喷水推进器噪声小、易操
作，此前一直被视为核潜艇的
专属装备。在武器方面，29SS
级潜艇可能沿用“苍龙”级的6
套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
携带多达 30 枚武器，包括 89
式重型鱼雷和“鱼叉”潜射反
舰导弹。（摘编自《参考消息》）

日本下一代主力潜艇低调现身

本报讯 常年处在战争边
缘、人口不到 900 万的以色
列，实际上也是创业、创新的

“超级大国”，其初创企业的总
数仅次于美国硅谷，有着“小
硅谷”的美誉。而这些科技企
业的大多数骨干还有另一个身
份——以色列国防部精英情报
部门“8200部队”的退役军人。

“8200部队”崛起于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最初，
以色列建立“8200 部队”是为
了应对敌对国家的潜在网络

攻击。如今，这个部门不仅是
以色列网络战特种兵的孵化
器，还是以色列科技产业的人
才输送引擎，甚至被称为以色
列“创新之心”。“8200部队”的
人员数量一直是机密，但有知
情人士称“8200 部队”的入选
者平均服役年限仅4年，每年
都会更换25%的成员，以保证
吸收互联网时代“最新鲜的血
液”，这也造就了大量的“8200
部队”官兵退役后选择创业。

媒体估计，如今有超过

1000家以色列科技公司都是
由“8200 部队”的退役军人创
立，它们在云计算、大数据、网
络安全等技术领域大放异彩。
据报道，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

“SAM 无缝网络”三分之二以
上的员工都是“8200 部队”的
退役军人，其中不少人目前仍
属预备役。今年5月初，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爆发冲突，“SAM无
缝网络”的大批工程师都被紧
急召回充当后备役，以防全面战
争爆发。（摘编自《信息时报》）

以色列情报机构培养战士也孵化创客

■防务短评

德荷建立全球首个军
事互联网 对一国安全来
说，国防信息和军事网络极
为敏感。据《广州日报》报
道，近日，德国和荷兰签署

“战术优势网络”协议，同意
建立有史以来国家间的第
一个军事互联网。根据协
议，德国和荷兰两国士兵将
使用相同的设备，包括电
脑、收音机、平板电脑和电
话等；最迟在本世纪 30 年
代，两国军队应在各级联
网，并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
况下进行电子通信，达到全
面整合两国国防网络的目
标。分析指出，德国和荷兰
的合作将探索切实可行的
经验，让北约成员共享军事
网络，可以在所有北约国家
开发和部署新的、改进的联
合标准。这也意味着，未来
的网络战场中，不仅仅是单
主体作战，还会出现多国联
合作战。

北约在太空吹响“紧急
集合号”据《中国青年报》
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
贝格日前宣布，各成员国已
通过了该组织历史上的首
份框架性太空战略。按照
计划，北约将在今年年底推
出首份太空战略，明确将太
空列为与陆海空网并列的
战场领域。分析指出，北约
制定太空战略的首要目的
在于统一北约成员国对太
空现实威胁的认定。北约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
太 空 军 事 联 盟 的 现 实 基
础。当前，北约除了美国，
已有 5～6 个国家具有太空
能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英国与法国。从发展趋
势看，未来北约不可避免将
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
在太空领域展开竞争，这一
军事联盟的直接目的就是
掌握未来战场主动权。此
次北约准备制定太空战略，
亦是美国利用军事联盟在
太空领域展开大国竞争的
具体举措。

歼-8 战机首飞 50 周
年 在我国自主研制的第
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
飞机首飞 50 周年之际，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日前举办了系列纪念活
动。资料显示，歼-8 飞机
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
二代歼击机，于 1969 年 7
月5日成功实现首飞，随后
实现型号系列化发展。目
前，歼-8 正逐步被歼-10
和歼-11所取代，但在解放
军海空部队中仍有部分
歼-8Ⅱ在役。歼-8Ⅱ具有发
射超视距空空导弹的能力，同
时也具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
力。（摘编自《沈阳日报》）

伊朗提高浓缩铀生产
丰度 继宣布突破300公斤
浓缩铀库存上限后，伊朗政
府7日宣布，伊朗正在提高
浓缩铀生产丰度，将不再受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
朗只能生产丰度上限为
3.67％ 浓 缩 铀 规 定 的 限
制。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
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高级
顾问暗示，伊朗方面可能着
手将浓缩铀丰度提高至
5％。（摘编自新华社）

台军推“运动员战士”
遭民众炮轰 台湾媒体近
日报道称，台军推出所谓

“运动员计划”新规定，称如
果军人参加营外的马拉松、
铁人三项、自行车等高耗能
运动，成绩达到一定标准
者，就可以替代现行体能测
验当中的 3000 米跑步项
目。对此，有岛内民众质
疑，军人与铁人三项选手所
需要的能力根本不一样，怒
斥这是“低能政策”。据报
道，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台
军曾于 2016 年 12 月公布
体测标准，大部分年龄层都
小幅放宽标准，其中 19 岁
以下男性要求 3000 米跑
步14分30秒、仰卧起坐45
次、俯卧撑 41 次；而 20 岁
到 24 岁男性则要求 3000
米跑步14分45秒、仰卧起
坐42次、俯卧撑40次。台
军同时规定，军人可依个人
意愿，选择5公里健走、800
米游泳、5 分钟跳绳，作为
3000 米 跑 步 的“ 替 代 方
案”。（摘编自《海峡导报》）

斯里兰卡总统反对与
美国签军事协议 斯里兰
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
纳6日发表声明，反对斯里
兰卡与美国正在磋商起草、
着眼强化两国军事关系的

“部队地位协定”，说只要他
当政，就不会有与斯里兰卡
国家利益相悖的双边协
定。西里塞纳表示：“一些
外国军队想把斯里兰卡作
为他们的基地之一，我不会
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国家、
挑战我们的主权。”（摘编
自《北京晚报》）

“AS-12”核动力深潜器猜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