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纵横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官雯 校对/ 柯心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9A

近日，中国歼-20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发表的《关于未来战斗机发
展的若干讨论》一文引发广泛关注，尽管这篇文章并未对未来战斗机的
发展进行特别具体的探讨，更没有丝毫涉及中国战斗机的发展情况，但
该文强调空战理念进入“信息为王”“智能为王”时代，这对战斗机的设
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有文章则认为，无尾布局方案是未来作战
飞机气动布局研究的热点方向。

战斗机进入“智能为王”时代

和网友们关心下一代战斗机到底长什么样不同，杨伟的文章主要探
讨的是更为宏大的话题。这篇文章对战斗机划代进行了回顾和探讨，重
点谈及最初由博伊德提出的OODA环空战理论，也就是观察、判断、决
策、行动的闭环，并对战斗机自主性与人机协同的关系以及有人与无人的
关系进行了讨论。这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对战斗机作为一个平台应该采
用什么样的气动布局、机动性要有多高、航程多远等具体技战术参数进行
论证，也似乎并未明确得出作者关于未来战斗机具体的结论或判断。

不过文章中仍然对国际上空战模式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从中也
能看出战斗机大致发展趋势。文章称，随着先进中距空空导弹的出现，
超视距空战较视距内空战的占比逐渐提高，并成为空战的主流形式。
土耳其的F-4E通过换装EL/M-2032脉冲多普勒雷达、玻璃化座舱等，
有能力在超视距空战中击败苏-27等20世纪80年代标准的三代机。在
这种情况下，“机动为王”的OODA1.0时代正在过去。近年来，信息领
域的能力比力学领域能力显得更为重要，F-35飞行员总结出“信息就是
生命”的理念。同时，国外专家还提出信息机动性理论，这被认为是以

“信息为王”为主要特征的 OODA2.0，其重点是增强自身信息获取能
力，削弱对方信息获取能力。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催生了“智能为
王”的OODA3.0时代。从这些观点也能看出，未来战斗机发展将重点
关注信息化、智能化、体系化。

无尾布局是热点方向？

尽管杨伟的论文并未描述未来战斗机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外形，
但《航空学报》同一期一篇题为“无尾布局后体超声速航向增稳设计方
法”的论文，重点介绍了未来作战飞机的一种气动布局。这篇文章认
为，气动外形简洁的无尾布局，由于气动效率高、结构重量小、雷达隐形
特性好等优点，成为未来作战飞机气动布局研究的热点方向。

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对记者表示，战斗机的无尾布局大致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没有传统的平尾或鸭翼，但有机翼、垂直尾翼的布局形
式。第二种是更为纯粹的无尾布局，就是连垂直尾翼也都取消的方
式。第一种无尾布局已经实现，例如幻影-2000就采用了无尾三角翼布
局，目前英国主导的欧洲下一代战斗机“暴风”，由德法合作、达索公司
主导的下一代战斗机（NGF）的后期方案也采用这种布局。第二种无尾
布局的隐形性能收益更大，因为减少了垂尾这个重要的雷达反射源。
但由于减少了安定面和控制面，控制难度比较大。一些亚音速的飞翼
布局飞机，也可以看成是无尾布局，例如B-2、RQ-170、X-47B，这些飞
机虽然解决了控制问题，但不能进行高机动飞行。对于高速、高机动性
的战斗而言，采用这种布局难度更大。这种布局方式最终能否用于下
一代战机，还要看能不能有效解决控制上的难点，在速度、机动、隐形、
可控性等方面取得平衡。欧洲的NGF后期方案放弃纯粹的无尾布局，
可能也是因为控制问题不容易解决。

多国都在研究下一代战机

实际上，下一代战机应该是什么样，是多国都在探索的话题。根据
杨伟论文的介绍，2019年10月美国空军正式组建了“先进飞机”项目执
行办公室，计划在5年左右的时间周期内，快速推进下一代战斗机的研
发。今年2020年2月，美国国防部提出的2021财年预算中，就规划未来
5年为研发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及配套动力投入约115亿美元。美国
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之前发布的两份报告建议，2024年首批交付两架，
2030年交付50架。公开信息表明，美国下一代战斗机如果研制顺利，能
在2030年左右形成作战能力。

同时，俄罗斯也在积极布局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制。据俄罗斯卫星
网报道，俄国家航空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谢尔盖.霍赫洛夫接受采访时
表示，俄正进行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工作，其中驾驶模式可选。而根据
俄罗斯媒体最近透露的消息，米格设计局可能会与苏霍伊共同完成下
一代战斗机的研制。从俄媒体公开的想象图来看，也是一种无尾飞翼
布局的设计方案。

同时欧洲、日本也在研究所谓下一代战斗机，这些战机从外形上看还
留有些四代机的影子。不过，从空战趋势来看，未来战斗机关键还是提高信
息获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并进一步通过隐形、电子战破坏对方信息获取的
能力，机动性以及其所依赖的气动布局、发动机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下降。

飞行甲板上整齐停放16架“战
斗机”、外形酷似美国“尼米兹”级超
级航母的一艘奇怪舰艇近日出现在
霍尔木兹海峡。时值美国与伊朗关
系紧张之际，伊朗将这艘长约200米
的“超级航母”拖到中东关键的海上
战略要道引发外界猜测。多家外媒
认为，伊朗很可能会通过“打航母”实
弹射击演习向美国示威。

美国广播公司网站27日称，近
日拍摄的商业卫星照片显示，伊朗
已经用拖船把这艘仿真航母从波斯
湾阿巴斯港拖至霍尔木兹海峡，似
乎在为模拟“击沉美国航母”做准
备。“尼米兹”级航母长度超过 300
米、宽度超过 75 米，而伊朗仿真航
母长约200米，宽约50米，只有前者
的2/3。仿真航母甲板上还停有16
架战斗机模型，很像美海军“超级大
黄蜂”战机。

美联社称，这已不是伊朗第一
次模拟“打航母”。在2015年2月的

“伟大先知-9号”演习中，伊朗曾出
动 100 多艘快艇，用机枪和火箭弹
扫射类似的仿真航母，并最终用反
舰导弹将其击沉。报道提到，伊朗
演练“打航母”的时机非常巧妙。美

军“尼米兹”号航母上周刚
从印度洋进入中东水域，
很可能穿越霍尔木兹海
峡，替换在阿拉伯海巡航
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报道推测，伊朗这次演练

“打航母”，可能是为回应
近日美军战机逼近“拦截”
伊朗客机的危险动作。美
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丽
贝卡·雷巴里奇表示，美方不清楚伊
朗建造使用航母模型的意图，也不
想讨论伊朗演练“打航母”希望获得
什么样的战术价值，“美军有信心应
对任何海上威胁”。

美国“战区”网站认为，伊朗拥有
多种打航母手段，既包括岸基反舰
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小型常
规潜艇、重型水雷等传统反航母工
具，也包括今年 5 月新展示的无人
潜艇、遥控自杀小艇等新型平台。
如果伊朗再次演练“打航母”，可能
旨在评估和展示其在波斯湾的多样
化海战能力，向美国传递威慑信号。

《舰载武器》执行主编石宏28日
告诉《环球时报》，伊朗再次演练“打航
母”，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美军

航母出航时头顶有预警机侦察预
警，身旁有大量的护航舰艇，水下
还有核潜艇护卫，构成相对完善的防
空、反潜、反舰火力网，具有较高的抗
饱和攻击能力。伊朗演练“打航母”的
手段，实质是依靠简单的对海攻击手
段打击静止、孤立状态的航母靶舰，
实战针对性并不是很强。

石宏也提到，美航母在波斯湾海
域内航行时，机动性会受到一定限
制，如果伊朗建立有完善的天基、海
基、岸基侦察观瞄系统，也可以用无
人潜艇、无人水面艇、反舰导弹为袭
扰手段，发挥岸基弹道导弹的远距
离射程优势，对美航母发动连续突
防打击，但这种对美军航母构成实
战威胁的必杀技门槛较高，需要长
期的技术积累和针对训练。

最近，歼-20 的外观设计专利
荣获中国专利奖外观设计金奖，而
一直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国人
却 在 偷 偷 模 仿 该 机 外 形 造“ 假
歼-20”。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21日报道，最新卫星照片显示1架
歼-20战机的全比例模型出现在美
国 海 军 陆 战 队 一 处 基 地 内（右
图）。不过，美国军方制造该机的
目的尚不清楚。美国很少制造对
手战机的大比例模型进行研究或
训练，更多情况下是想办法获取对
手真正战机或者用自己的战机模
拟对方战机进行训练评估。

美军造歼-20模型想干啥
“商业内幕”网站题为“卫星图

像显示中国歼-20模型出现在北卡
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机场”的报道
称，2018 年 12 月首次发现的歼-20
训练模型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放在了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机场。

报道称，2018 年 12 月，外界首
次发现一架“歼-20”出现在美国佐
治亚州的一个机场，图片显示那是
一架歼-20 的模型，照片的位置信
息显示，这张照片是在萨凡纳-希
尔顿黑德国际机场的美国空军空中
优势中心前拍摄的，在那里的美国
空军和空军预备役部队装备很多飞
机。几天后，萨凡纳空中优势中心
指挥官伊曼纽尔·哈尔多普洛斯上
校确认，这架飞机是一个等比例的
复制品，在2018年12月4日至6日，
在空中优势中心短暂停留。美海军
陆战队正在为它提供资金，并将此
设备用于训练目的。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消息并
没有披露该模型的具体作用。美海
军 陆 战 队 训 练 与 教 育 司 令 部
（TECOM）给美国《海军陆战队时
报》的一份声明称，中国战机模型用
于“目视和传感器训练”。声明表
示，美海军陆战队要“复制各种威胁
系统”。TECOM表示，这个模型由
佐治亚州拉格朗日的一个承包商制
造，然后被转移到佐治亚州萨凡纳
的空中优势中心，以评估装配和分
解过程、热学和光学信号，并为向北
卡罗来纳选定的训练区运输做好准
备。

研究对手战机模型不寻常
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专家 22

日对记者表示，美军很少制作对手
飞机的全比例模型进行研究。一般
而言，如果是用于研究气动数据，可
制作较小的风洞模型，进行吹风试
验，再结合计算机仿真，可大致分析
对手战机的一些性能参数。苏联在
研制苏-27 前后，就曾按照此办法
来分析美国 F-15 战斗机的技战术
参数，为苏-27 的参数制定提供参
考。不过，如果是测试飞机的雷达
散射截面积（RCS），小比例模型的
准确度欠佳，就需要进行等比例模
型的测试。但这对模型的精度要求
很高，而从之前曝光的照片来看，美
国的这个所谓歼-20模型的细节制
作过于粗糙，甚至还不如电影道具
逼真。在这个模型上恐怕难以获取
高价值的科学研究数据。

另外，这个模型似乎也不能飞，
不能进行对抗性训练或飞行测试。
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说法，主要
用于“目视和传感器训练”，可能就
是用于识别训练。从卫星照片来
看，这架飞机外形还是和歼-20 有
几分神似的，至少一眼看上去知道
它模仿的是歼-20。但如果仅仅用
于此目的，实际价值有多大令人怀
疑。从目前来看，美国海、空军并未
主导这项研究，大概是美国海军陆
战队找了一个“冷门”来凸显自己的
与众不同。

为了模拟对手，美军常规的做
法是把战机的迷彩涂成对手战机的
风格。据“航空家”网站20日报道，
美国海军最近就把一架 F-5F 战斗
机涂成了俄罗斯苏-27SKM战斗机

的灰白相间的迷彩涂装。这是美国
海空军的惯用办法。前段时间美国
空军一架 F-16 还模仿苏-57 战斗
机的数码迷彩涂装进行了重新喷
涂。

真飞机不可替代
中国专家表示，更多时候，美国

会寻找对手的真飞机进行评估和训
练。“商业内幕”网站也报道称，美国
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空军都使用
真实的对手飞机进行训练，甚至进
行真实的“入侵者”对抗训练是很常
见的。例如，2018年，美国海军陆战
队要求承包商提供俄制米-24攻击
直升机，以装备假想敌部队进行模
拟作战演习。美国其他军种也做了
同样的工作，美国空军装备两架
米-24，在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与
HH-60G 直升机进行空中训练，美
国空军还在神秘的 51 区与来源不
明的苏-27一起训练。

中国专家称，美国研究对手飞
机，更多是采用偷和从第三国买的
方式。从米格-15到米格-21、再到
米格-23，甚至苏-27战斗机，苏联/
俄罗斯的几代主力战斗机都曾被美
国通过各种渠道“搞到”。这些型号
中的大多数由于数量少，配套保障
设备也不全，主要由专业机构进行
测试评估，较少用于广泛的对抗性
训练。另外一个了解对手的途径是
与装备相关战机的“友好国家”进行
联合训练。比如，美国曾与印度空
军苏-30MKI部队多次进行“红旗”
军演。 本报综合消息

权威专家眼中未来战机什么样
伊朗伊朗““仿真航母仿真航母””能干啥能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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