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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防务观察

俄晒海外军售“成绩
单”临近年末，俄罗斯国防
部 军 事 技 术 合 作 局 发 布
2021 年对外军售情况。根
据俄方公布的数据，2021
年，俄海外军售继续在全球
市场保持稳定份额。其中，
亚太地区国家和独联体国
家约占据俄对外武器出口
总份额的75%。在欧洲、非
洲和美洲市场，俄军售份额
保持稳中有升。外媒称，俄
将军火交易拓展到美国和
欧洲“后院”，意在通过军售
合作突破封锁。（摘编自《中
国国防报》）

以色列推出全球最大
预警飞艇防空袭 经过为期
数年的研发，以色列空军日
前对外展示一款号称全球最
大的无人驾驶飞艇，它能居
高临下地监视该国周边空
域，在敌人来袭时迅速发出
预警。对国土面积不大的以
色列来说，这个“空中哨所”
有助于防范日益普及的巡航
导弹和攻击无人机等威胁。
近年来，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的主要对手积极扩大自身的
远程打击能力，以色列只能
不断提升反导系统的性能。
（摘编自《青年参考》）

日本牵头五国军演
11 月 21—30 日，美、日、
澳、加、德共34艘军舰在日
本周边举行为期10天的联
合演习。此次演习是由日
本海上自卫队主导的年度
海上演练活动，演习内容包
括海上通行、反潜作战、空
中作战、海上封锁等。值得
关注的是，德国海军“巴伐
利亚”号护卫舰参加了此次
军演，这是 20 年来德国海
军首次参加在西太地区举
行的大规模军演。从此次
演习的相关情况来看，尽管
日本海上自卫队发挥组织
指挥作用，但实际参演力量
的“重头戏”依然由美国海
军担当。（摘编自央视）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
再度爆发冲突 也门战事
近期持续胶着，以沙特为首
的多国联军在过去一周内
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
标实施超过百次空袭行
动。仅11月20日，联军针
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目
标就实施了 15 次空袭，摧
毁多个“军事目标”。作为
回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
用载有炸弹的无人机，对沙
特阿拉伯境内的炼油厂、空
军基地、国际机场等多个目
标发动袭击。战事引发国际
社会关注，部分国家对原油
价格表示担忧。其实，这并
不是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
炼油厂，此前已发生多次类
似事件。比如今年3月份，胡
塞武装就袭击过沙特油田，
导致国际油价大涨。（摘编自

《每日经济新闻》）

澳英美正式启动核潜
艇合作计划 澳大利亚、英
国和美国22日公开签署有
关海军核动力推进系统信
息交换的协议。基于此，澳
大利亚将正式获得高度敏
感的核潜艇技术。早在今
年 9 月 15 日，美英澳宣布
建立“澳英美联盟”。在此
基础上，美英承诺帮助澳海
军建立核潜艇部队。对
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等东南亚国家表示担忧或
反对，担心这会影响地区
和平稳定、加剧核军备竞
赛。（摘编自《今晚报》）

中国台湾地区日前举行
了所谓的“潜艇自造”项目开
工暨龙骨安放仪式。安放龙
骨是潜艇建造工作的一个重
要节点，这也意味着台湾心心
念念20余年的潜艇计划有了
实质性进展。

“潜艇自造”一直是台湾
方面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早
在1999年台湾地区购买荷兰
退役的“旗鱼”级潜艇遭拒后，
岛内就出现了“潜艇自造”的
呼声。这些年来，台湾当局
一 直 在 秘 密 推 进 该 计 划 。

2016 年，“潜艇自造”计划正
式启动。之后，在美国的撮
合下，英国、日本、德国等国
的技术人员参与潜艇的设计
和建造准备工作，台湾地区
还从印度、韩国、西班牙等国
聘请退休的从事潜艇设计制
造的人员，并从美国、德国等
国引进了建造潜艇的相关设
备。根据台湾方面的规划，
期望首艘原型艇能在 2024
年下水，2025 年形成战力。
台媒报道称，台湾方面共计
划建造8艘新型潜艇，虽然名

义上说是“潜艇自造”，但大
部分核心技术和装备都要靠
引进，包括柴油机、综合作战
系统、声呐系统、鱼雷、导弹、
通信等。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台
湾军队拥有 4 艘潜艇，包括 2
艘从美国购买的“淡水鲤”级
潜艇和 2 艘荷兰提供的“海
象”级潜艇。值得一提的是，

“淡水鲤”级潜艇的艇龄超过
70 年，属于“老爷爷”级别的

“古董”。（摘编自澎湃新闻、
《海峡导报》）

台湾“自造潜艇”是个拼装货

近日，美国智库兰德公
司发布研究报告，高调渲染
欧洲面临安全威胁。部分欧
洲北约国家近期也以地区安
全局势吃紧为噱头，持续强化
自主防卫能力建设，并开始抱
团备战。

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
与美欧为首的西方围绕乌克
兰问题、黑海地区局势等“旧
恨”展开激烈交锋，同时白俄
罗斯与欧盟边境难民问题等

“新怨”令俄西紧张关系进一
步加剧。日前，白俄罗斯国防

部长赫列宁在接受电视台采
访时表示，北约沿白俄罗斯西
部边境集结军事部队、武器和
装备，这些都是备战的征兆。

有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北
约国家近期确实在加速抱团
并锤炼实战能力。近期，欧洲
国家加快了建设“欧洲军”的
步伐。一份有关欧盟采取共
同军事行动和成立危机反应
部队的“战略指南”指出，联合
成立一支5000人的欧盟危机
反应部队，必要时部署在欧盟
边境。实战方面，美军欧洲司

令部近期牵头组织北约多国，
在黑海海域开展大规模演训
活动，强化一体化作战能力。
对此，俄总统普京指责称，北
约在黑海军演中动用大量实
战武器，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
的重大挑战。当地时间11月
23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表示，美国和北约国家
正在向乌克兰派遣军事顾问
并输送武器，所有这些做法将
导致接触线局势的进一步升
级。（摘编自《中国国防报》《西
宁晚报》）

部分欧洲北约国家抱团备战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
航母上的一架 F-35B 舰载战
斗机日前在地中海坠毁。因
为坠入的是国际海域，英国担
心被俄罗斯获取军事机密，一
场“打捞竞赛”上演。

放眼全球，各种战机坠毁
事故时有发生。在先进战机不
幸坠毁后，除了紧急对战机残
骸及飞行人员进行打捞搜救
外，如何第一时间保住军事机
密，也是事发国最担心的问题。

英战机坠毁，求美国帮打捞

坠海的 F-35B 是英军最
新、最昂贵的隐形战机。这是
美国研制的F-35隐形战斗机
的一个机型，每一架的造价高
达1.15亿美元。

战机发生坠海事故后，英
国方面已着手进行打捞。美
国媒体称，英国已经向美国寻

求帮助，尽快将战机打捞出水，
以确保这架战斗机及其任何部
件都不会落入到俄罗斯或是其
他国家手中。英国方面的担
心，完全体现在其国防大臣本·
华莱士的公开发言中。日前，
华莱士表示，俄罗斯飞机一直
在跟踪英国航母，对这艘航母
及其搭载的 F-35B 战斗机都

“表现出了兴趣”。

日战机坠毁，美表现不寻常

其实，这不是 F-35 系列
战机首次坠毁。2019年4月，
日 本 航 空 自 卫 队 的 一 架
F-35A战斗机坠毁，美国表现
得比日本还着急。

当时，美国和日本部署了
前所未有的搜索力量来寻找
战机残骸。“美国将此次事故
设置为前所未有的优先级”，
坠毁事故刚发生，美军一架

B-52战略轰炸机就从关岛空
军基地起飞前往事故海域参
与搜寻。此后，美军又先后派
出 B-52、P-8A、U-2 等各种
战机和宙斯盾战舰赴事故海
域协助搜寻失事飞机残骸。

日本媒体称，五角大楼急
着派出这些“对打捞水下残骸
并无用处”的战机，主要目的
是对外释放威慑信号，“防止
俄罗斯等国家获得 F-35A 战
机的核心机密”。报道认为，
立即将B-52轰炸机派遣到坠

机区域是一个严厉的信息，即
不允许任何人接触飞机残骸。

战机坠海，俄无奈将其炸毁

对于无法打捞的战机，为
了保住军事机密，则只能采取
炸毁等手段。

2005年9月，俄罗斯北海
舰队在北大西洋进行演习时，
一架苏-33 战斗机突然冲出
甲板，坠入 1000 多米深的海
底。当时，俄媒报道称，这是
苏-33 战斗机在执行海上任
务时第一次发生事故。为了
保护机上的先进电子设备不
外泄，北海舰队不得不采取非
常手段，使用深水炸药，将海
底的飞机炸毁。爆炸实施后，
俄罗斯还派出潜艇深入海底
确定摧毁的程度是否彻底。
（摘编自《北京晚报》、澎湃新
闻、《楚天都市报》）

先进战机坠毁，防泄密是第一要务

“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起飞
的F-35B战斗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