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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发布首部太空作战条令 英
军近期发布首份针对太空领域的独
立条令文件，标志着英军太空力量建
设发展进入“提档增速期”。有英国媒
体爆料称，英国太空部队正在训练一
支由战斗机飞行员组成的精英战斗
队伍，目标是在战时摧毁敌对国的军
事卫星。有消息人士称，这支战斗团
队将进行一系列模拟训练，飞行高度
将达到2万米左右。对此，外界普遍
认为，英国太空部队在执行上述任务
时面临不少关键技术门槛，短期内难
有大的进展。（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日本推进网络作战力量扩军 据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计划建立
所谓“积极网络防御”体制，并拟将其
作为方针写入今年年底出台的新版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据称，“积极网
络防御”体制将授权自卫队及日政府
相关机构对网络空间实施常态化巡逻
监控、侦测攻击症候、锁定攻击源头并
先行采取反制措施。有分析人士指
出，日本未来将大力发展天基侦察监
视系统，增强自卫队态势感知和通信
能力。由于网络空间军事行动的隐秘
性和特殊性，其将成为日本自卫队活
动的“灰色地带”。基于此，日本将进
一步扩充军备，并扩大自卫队的活动
范围。（摘编自《西宁晚报》）

■防务观察

土耳其发起越境军事
打击行动 当地时间18日，
土耳其国防部发布声明
称，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
工人党武装分子在土叙边
境发起火箭弹袭击，导致
土耳其尚勒乌尔法省苏鲁
奇区边境哨所的一名士兵
遇难，另一名士兵受伤。
土武装部队随即进行报
复，增派兵力至边境，在空
中火力支援下，对库尔德
工人党武装发起反击。19
日，土耳其国防部对外称，
截至目前，已经消灭 17 名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
摧毁其 80 个军事目标。
公开资料显示，库尔德工
人党成立于1979年，一直
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
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
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
立独立国家。土耳其将该
组织视为恐怖组织，多次
越境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
库尔德工人党目标。（摘编
自央视）

美军在叙非法驻军基
地遭导弹袭击 据叙利亚
媒体报道，美军在叙非法
驻军基地18日遭到导弹袭
击 ，现 场 传 来 阵 阵 爆 炸
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
发布声明称，美军在叙利
亚代尔祖尔省的军事基地
遇袭。声明称，当天晚上7
时5分，三枚107毫米火箭
弹击中基地，但未造成人
员或装备损失。时至今
日，美军及其支持的反对
派武装仍占领叙东北部领
土，控制了叙利亚境内主
要油田，并在油田区设有
军事基地，同时频繁偷盗
叙石油和粮食资源运送出
境。（摘编自《法治日报》）

近期公布的韩国2023财
年国防预算清单显示，此前备
受关注的韩国轻型航母项目
没有出现在拨款列表里，这意
味着该项目将不会在2023财
年获得财政拨款。接下来，该
项目很可能被取消或冻结。

出于历史与地缘政治缘
故，韩国与日本一直在军事领
域“暗中较劲”。日本以直升
机母舰为名开始建造4艘准航
母后，韩国也先后建造并下水

两艘两栖攻击舰。随着日本
计划将两艘出云级直升机母
舰改装为航母，韩国国内掀起
建造航母的舆论热潮。2020
年 8 月 ，韩 国 国 防 部 公 布

《2021—2025 年国防中期计
划》，提出韩国要建造轻型航
母和核潜艇。

有分析称，此次韩国国产
航母计划未获得拨款，体现出
其国防政策的方向性转变。
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上台后，多

次强调遏制朝鲜的所谓“大规
模惩罚报复”防御战略。其构
想是韩国在面临核攻击威胁
情况下，采取先发制人打击手
段，对敌方导弹基地展开攻
击。因此，韩国将着重提升战略
防御和反击能力，具体措施包
括启动驻韩美军的“萨德”反导
基地和部署弹道导弹潜艇。从
目前看来，韩国航母项目在短期
内难以获得进一步发展。（摘编
自《西宁晚报》《青年参考》）

韩国轻型航母计划或泡汤

■兵器大观

各国争相建造万吨大
驱 印度海军近日公布下一
代主力舰艇建造计划，其中
最为引人瞩目的项目是 10
艘1.3万吨级大型通用驱逐
舰建造计划。作为新一代
水面主力战舰的佼佼者，万
吨大驱越来越多出现在海
军强国的作战序列之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世
界各国海军所装备的各型驱
逐舰吨位基本维持在4000
吨级这一水平。2000年以
后，随着水面舰艇技术的发
展，驱逐舰大型化的脚步加
速 。 日 本 海 上 自 卫 队 于
2007年服役的“爱宕”号以
10050吨的满载排水量，成
为世界海军史上第一艘“万
吨大驱”。目前，美国海军现
役的2艘“万吨大驱”虽然在
隐身设计、动力系统、舰载武
器等方面代表了世界大型驱
逐舰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
其用途较为单一、造价高
昂。（摘编自澎湃新闻）

近日，西方国家纷纷指责
伊朗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发动
网络攻击，并认为伊朗正大力
拓展军事力量。对此，伊朗方
面回应称，西方发起的声讨是
一种“混合战”，伊朗武装力量
将以保卫国土安全和国家权
益为目的，发展能够击退敌人
的军事能力。

前段时间，阿尔巴尼亚政
府发表声明称，伊朗参与了对
阿尔巴尼亚发起的网络攻击，
阿方决定与伊朗断绝外交关

系。随后，美英两国立即向
这一北约盟国表达支持，并
威 胁 对 伊朗采取进一步行
动。针对这一指控，伊朗发表
声明予以驳斥。伊朗方面称，
阿尔巴尼亚与伊朗断交之举
系听命于美国——美方长期
支持阿尔巴尼亚收留伊朗反
政府组织，并试图利用所谓网
络攻击事件，在伊核协议谈
判中向伊方施压。

针对西方多国近期频频
在中东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

伊朗也针锋相对地展示御敌
实力。近期，伊朗陆军举行大
规模军事演习，步兵、炮兵、陆
军航空兵、无人机、空降兵和电
子战等力量悉数出动。9月上
旬，伊朗海军先是公布扣留美
国海上无人艇的视频，随后伊
朗国防部宣布3艘新型舰艇下
水的消息，并将其中一艘最新
型双体护卫舰命名为“苏莱曼
尼”号，以纪念遭美军空袭身亡
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
将领。（摘编自《中国国防报》）

伊朗回击西方“组团”挑衅

俄担忧美向乌提供远程导弹

在乌克兰提交的武器清单
中，可通过“海马斯”系统发射、
射程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
弹系统”（ATACMS）备受关注。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
人扎哈罗娃15日警告说，如果
美国决定向乌提供远程导弹，
意味着美方将逾越红线。在

此情况下，美国将被视为冲突
的直接参与方，俄方将作出回
应。而在此之前的14日，俄罗
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就曾公
开表示，如果基辅从美国得到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俄罗斯
大城市以及工业交通基础设施
可能会进入其打击范围。

据美媒统计，自拜登就职
总统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
供总计约158亿美元的军事援
助。目前，美国提供给基辅的武
器最大射程约为78公里。

美警告俄不要使用核武器

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军
队的攻势最近引发广泛关注，
战况也因此显得扑朔迷离。

有分析认为，俄军的克制
是暂时的，如果战事继续恶
化，俄方不排除发起更加猛烈
的打击。在此背景下，部分西
方国家又开始炒作：战术核武

器或许会被投入战场。路透
社报道称，普京此前已警告
称，如果俄军受到进一步压
制，莫斯科方面将做出“更强
有力的回应”。报道称，这不
得不让人担心，俄罗斯可能在
某个时刻动用化学武器或小
型核武器等非常规手段。

当地时间9月17日，美国
总统拜登在一档节目中公开警
告普京，（俄军）在乌克兰遭遇
（军事）挫折后不要使用化学武
器或战术核武器。对此，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明确
回应指出，俄罗斯的核战略原
则已写得清清楚楚，当前俄乌
冲突不符合其中的任何标准。

美俄角力持续升级

在俄乌战场之外，美俄的
角力也在不断升级。

9 月 7 日，美国空军从位
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太

空部队基地发射一枚未携带
核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
导弹。这是不到一个月内美
军第二次试射该型导弹。美
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此举是
例行测试，已提前通知俄罗
斯。有分析称，美军在敏感时
刻接连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旨
在向外界尤其是对手展示其
核威慑力量。

俄罗斯方面的动作也不
小。当地时间9月16日，俄海
军北方舰队的两艘攻击型核
潜艇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的
楚科奇海进行了反舰巡航导弹
试射，假想敌目标被全部摧
毁。试射就发生在美国“家门
口”，威慑对象自然不言而喻。

美国媒体近日爆料称，乌
克兰向美国提出了新的武器需
求清单，其中包括几十种进攻
性武器系统。对此，俄罗斯方
面警告称，如果美国向乌克兰
提供远程导弹，那么美国将越
过“红线”，成为“直接冲突方”。

事实上，在俄乌战场内
外，美俄的角力都在不断升
级。为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两
国都公开为对方划出了一些
“红线”。（摘编自央视、《参考
消息》《泉州晚报》）

日本“爱宕”号驱逐舰
部分美军非法驻扎在

叙利亚油田附近

美俄互划红线避免直接冲突

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