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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5 日，伊朗举行了首

次演练使用国产无人机的大演习，内
容 包 括 使 用 空 对 空 导 弹 在 空 中 瞄 准
和摧毁目标。 据报道，伊朗的无人
机发射了其神秘的“阿扎拉克什”（ 
Azarakhsh ） 导 弹， 根 据 其 图 像 判
断，一架从卡车上起飞的 “卡拉尔”

（Karrar）无人机发射了外形酷似“响
尾蛇”的导弹。

近年来，美国实施了数千次无人
机袭击行动，从对“基地”组织的不
同级别头目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精确
打击到 2020 年 1 月击毙伊朗将军卡西
姆·苏莱曼尼的行动 ；土耳其一直在
国内使用武装无人机打击库尔德工人
党 ；尼日利亚则用无人机对付“博科
圣地”组织；伊拉克用无人机来打击“伊
斯兰国”组织 ；沙特和阿联酋使用无
人机在利比亚和也门发动了致命袭击 ；
截 至 2020 年 10 月 3 日， 阿 塞 拜 疆
已经宣称摧毁了亚美尼亚 250 辆装甲
车和类似数量的火炮，以及包括一套
S-300 防空系统在内的 39 套防空系统。
阿塞拜疆在冲突中部署了几种不同类
型的无人机，其中 Bayraktar TB-2 无
人机搭载了四枚 MAM（土耳其智能
微型弹药）激光制导导弹，在战斗中
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

2019 年，五角大楼要求国会批准
95 亿美元用于购买 3500 台各种类型
的无人设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战车或
无人舰艇等，这比 2018 年多出了 20
亿美元。以色列是无人机领域真正的先
驱，研制的无人机不仅先进，而且还
出口其他国家，已经装备部队包括“鸟
眼”系列单兵无人机、“萤火虫”无人机、
轻型“云雀 -I”无人机、轻型“英雄”
无人机、中型“云雀 -II/III”无人机、“苍
鹭”无人机等型号数百架无人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色列已研发出名
为“哈比”又称“鹰身女妖”的陆基发
射巡飞无人机。“哈比”是一种能够自
主进行反雷达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
重量为 135 千克，可携带 32 千克的高
爆炸药，航程为 500 千米。由于保密
原因，目前尚不知以色列国防军装备无
人机的具体数量和型号。伊朗、土耳其、
阿联酋……一些新的国家打乱了无人
机地缘政治格局，正在书写新的一页。
从 2011 年 到 2019 年， 有 18 个 国 家
获得了武装无人机。据美国《防务新闻》
周刊网站 2020 年 12 月 21 日报道，土
耳其将向乌克兰转让技术，并合作生
产土耳其制造的武装无人机。俄罗斯
正在生产的是小型无人机，如参与叙
利亚的军事行动的卡拉什尼科夫无人
机。俄国防部官网发布的 2021 年现代
化武器样品主题月历，首次正式展示
了挂载高精度炸弹的武装版“猎户座”
无人机照片。它是一种中低空长航时
大型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 1100 千克 
，最大有效载荷 250 千克 ，留空时间
最长可达 24 小时 ，现已发射了多枚小
型导弹。

可以预测，无人机的整体扩散速
度很可能会加快，美国、俄罗斯、土
耳其等国家供应商将不断增加销售量，
这将有助于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的
进一步扩散。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更
能替代常规战机、精确制导武器，成
为未来精确打击任务主角，必将颠覆
以往利用夜暗、凌晨出动有人机出奇
不意地实施精确打击作战模式。近期，
中东和外高加索地区所发生的局部冲
突表明，无人机的作用正日益增加。

目 前， 针 对 无 人 机 在 战 争 中 广
泛运用，世界各国都纷纷研制反无人
机、无人机群的武器和战术技术手段。
2020 年 2 月，曾有新闻报道称，一架
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被人员包围
的轮式装甲车，而那款无人机似乎有
专业人士在使用遥控进行操作，也就
是说或许有人在故意使用自杀式无人
机对装甲车进行袭击。近日，俄罗斯
主战坦克装备了“竞技场 -M”主动
防护系统，在工作状态下能自动跟踪
所有来袭弹药，并可在任意方向目标
飞近坦克时，该系统能自主发射弹药，
不仅能摧毁美国“标枪”导弹和以色
列“长钉”反坦克导弹，还能反击自

杀式无人机。
2020 年 9 月，一群自杀式无人机

和巡航导弹，突然袭击了沙特方面的
石油加工设施和油田，给沙特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而沙特花费重金购买并
部署在其周边的美国“爱国者”防空
系统竟然未发挥作用。据此，美国制
造一款更加强大的无人机来消灭那些
袭击的无人机群。如美国陆军部署的

“郊狼”无人机系统，将与 KRFS 雷达
配对，重新组合成反无人机武器系统。
在该武器系统中，“郊狼”无人机安装
一个先进导引头、一个战斗部，与在
Ku 波段、能够捕获并精确跟踪各类型
无人机威胁的 KRFS 有源相控阵雷达
一起，从而对敌方的无人机进行消灭。

有矛就有盾。随着无人机被越来
越多地运用于现代战场，各国军队对于
反无人机技术也投入了更多关注，都
在寻找有效的方法来防范无人攻击机，
研制无人机的克星 ：

第一类是激光武器。它具有快速、
灵活、精确、抗电磁干扰、成本低廉
等优点，对常见“低空低速小目标”
性质的无人机来说，可谓是一大克星。
激光可以打卫星，更何况微型无人机
了。激光武器是新一代利用高能量密度
射束替代常规子弹的新概念武器，特
别适合打击微型无人机。2013 年 4 月
9 日，美国海军用一种强大的激光武器
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并且将开始在其
军舰上部署这种武器，称这代表了未
来战争的形态。这种武器也被称为激
光武器系统，迄今为止是第一次在试
验中用于击落无人机，正在努力向作
战系统转变。俄军正在推进建造其他

反无人机、反光学和反光电设备的激
光系统工程，正在与装甲坦克装备杀
伤兵器配套，以打击来袭的精确制导
武器。

第二类是微波武器。与激光武器
相比，微波武器的波束更宽、作用距
离更远、受气候影响更小、火力控制
更为便捷。不仅能针对单个无人机的
防御，对于无人机集群攻击也能起到
防御作用。

第三类是电子干扰。通信链路是
无人机系统操纵的主要途径，也是无
人机的薄弱环节，因此无人机系统对
电磁波干扰非常敏感，一旦受到电子
干扰，就会导致产生错误的控制指令，
致使其无法执行任务，甚至可能失控坠
机。基于此，从无人机运行的原理出发，
通过电子干扰等手段，阻断无人机与
卫星的连接，使之无法定位或偏离航
道 ；也可以中断敌方无人机与后方的
通信链路，使无人机失控漂移甚至坠
毁 ；利用网络技术，破解敌方与无人
机的无线电通信协议，模仿敌方主控
站与无人机建立通信，发送控制指令，
让其误判。2011 年 12 月，一向神秘
的美军 RQ-170 哨兵隐身无人机爆出
冷门，在执行秘密任务时被伊军俘获。
当时，其被击落可能有几种情况 ：各种
欺骗，各种 GPS 干扰，使它着陆以后
被俘获。然而，俄罗斯《观点报》却
揭开谜底 ：RQ-170 隐身无人机并非
被伊防空武器击落，而是在伊军装备
的俄制电子战系统的干扰下被“迫降”
的。俄罗斯曾向伊朗提供一批新型电
子战设备，主要用于侦察机载雷达和

“空对地”武器上制导雷达设备产生的

电磁辐射，且有能力侵入对无人机实
施控制的无线通信线路，从而干扰对
此类装备的远程控制。2012 年 12 月
4 日，伊军方宣布伊朗革命卫队在海湾
地区捕获了一架美军的“扫描鹰”无
人机，并公布了相关视频。在消息发
出不久后，英国路透社就尖锐地指出，
伊朗没有就捕获的时间、方式、具体
地点等做出详细说明，但报道强调“伊
朗可能采取电子干扰技术又捕获一架
美国无人机”。美联社也指出，如果消

息属实，这就是伊朗在两年内捕获的
第三架美军无人机。俄军已经采购“驱
虫器”电子综合系统，旨在对飞行中
的小型无人机进行电子侦察和无线电
遮断 / 信号阻隔，来打击敌方小型无人
机的活动。

第四类是防空武器。2019 年 6 月
20 日凌晨，伊朗击落一架美军 RQ-4
型“全球鹰”无人机。按照美军猜测，
伊军可能是用俄罗斯研制的 S-300 防
空导弹系统或者伊朗国产的“雷霆”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击落了“全球鹰”。
军事专家分析，伊朗采取伏击战术，
预先对“全球鹰”空中侦察早已知晓，
掌握其飞行规律、高度、航线，伊防
空导弹部队采取无线电静默方式秘密
进入有效发射阵地。当“全球鹰”肆
无惮忌在空中飞行进入伏击圈时，伊
朗防空导弹突然集火射击，将其击落。
俄罗斯国防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宣布，
中央军区 8 月 10 日至 14 日在车里雅
宾斯克地区举行的演习中，地面防空

部队利用无线电情报、综合采取施放
烟幕和电子战措施，成功击落数架来
袭的轻型无人侦察机，开创了地面防
空部队击落轻型无人机的先例。演习
中，当数架轻型无人机充当靶机，以“极
低”的高度进行侦察飞行时，俄军防
空导弹系统和弹炮结合防空系统收到
靶机坐标后，在 350~3000 米的高度、
12 千米的范围内将来袭轻型无人侦察
机靶机摧毁。基于此，采取防空导弹
打击无人 ：一是早侦察。根据无人机
基地和重要保卫目标的位置，研究无
人机出动的主要方向，分析判断其可
能的活动区域，及时掌握其活动规律 ；
二是远预警。在无人机经常出没的航
线上或重要目标附近，建立高中低空、
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对空观察哨，及时
发现空情 ；三是地设伏。在科索沃战
争中，北约有 10 多架无人机，被南联
盟军队采取空地伏击的战术手段击落
或击伤后坠毁。在越南战争九号公路

战役中，越南人民军为了对付美军的
无人机，针对其机场多在溪山、达庚
地区，向作战地域机动的航线比较固
定等特点，预先在无人机机场到作战
地域的高地设置火力伏击阵地，根据
地形特点，配置以高射火器和轻、重
机枪混合编组的对空火力网。当敌机
临空时，火力伏击部队突然集火射击，
很多无人机被击落，有的撞到大山上。

第五类是布设空中陷阱。根据微
型无人机基地和重要保卫目标的位置，
研究微型无人机出动的主要方向、时

机，并针对其活动高度、探测能力，
在其可能的活动空域上空，设置阻塞
气球、伞系钢缆，抛射空中雷弹，堵
塞无人机航路 ；或通过飞机布设雷障
和火箭抛射地雷、发烟罐、钢球弹等，
给微型无人机布设空中陷阱。俄军研
制一种绰号为“飞网”的反无人机装备，
由简易编织网和小型无人机组成。在
使用时，俄军无人机将编织网悬挂于
机体下方，与已被俄军侦测到的敌方
无人机相向而行，用编织网在空中截
停并“捕捉”敌无人机，从而达到拦
截效果。该系统成本低廉，组装难度低，
却在拦截小型无人机的行动中可产生
奇效。目前，美国部署了几种烟雾遮
蔽武器，其中包括 M56/M56E“郊狼”
发烟器、M58“野狼”烟雾遮蔽系统、
M157/M157A2“山猫”烟雾遮蔽系
统和 M157/M157A2 发烟器 , 能生成
蒸汽状石油蒸馏剂，从而产生稳定的
石油烟云 , 能遮蔽无人机电磁跟踪和
瞄准系统，并使其工作在近、中、远

红外波段的传感器失效。
第六类是“老鹰捉小机”。打击

无人机可以不用各种硬杀伤和软杀伤
武器，只要在其飞行空域放飞经过训
练的老鹰，就可神不知鬼不觉收拾它。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2020 年 7 月下
旬，美国密歇根湖上空发生了一场秃
鹰和政府无人机的“大战”。成年秃鹰
在战斗后堂而皇之的飞走，没有受伤
迹象。而价值 995 美元（约 6915 元人
民币）的无人机则被击落，坠入湖中
不见踪影。

据 媒 体 2019 年 12 月 8 日 报 道，
由美国空军资助的一项牛津大学动物
学研究表明，游隼追踪猎物的方式可
以有效应用于防御那些威胁军队、警
察或机场的无人机。在此项研究论证
中，人员将微型摄像机和 GPS 接收器
安装在猎鹰身上，通过追踪由无人机拖
曳的诱饵目标的角度后证明，猎鹰拦
截目标的方法与比例导引法的规则几

乎一致，这种导引法可以用于导弹制
导。研究人员指出，这项研究可以应
用于研发使其他无人机失灵的小型无
人机。随着无人机价格的亲民化以及
操作的简易化，每个人将来都有机会
接触到这种小型飞行器。为应对平时
无人机恐怖袭击的威胁，有的国家玩
起“老鹰抓小机”的游戏训练。2015
年，荷兰开始使用秃鹰拦截无人机后，
其他国家军队开始看到这些秃鹰的优
势。2015 年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后，法国空军自 2016 年以来一直在蒙

德马桑空军基地训练 4 只金雕来拦截
和摧毁具有恐怖威胁的无人机。为保
护这 4 支老鹰免受无人机螺旋桨片和
可能绑在无人机上的爆炸装置的伤害，
法国军队设计了用皮革和凯夫拉尔纤
维制成的爪套来保护鹰爪。2017 年 2
月 10 日，在法国西南部的蒙德马桑空
军基地，法军开始训练具有凶猛的捕
猎能力的老鹰捕捉非法飞行的无人机。

第七类是无人直升机。1993 年 2
月 6 日，俄国当时已设计出一种新型
遥控直升机。该机起飞质量为 250 千
克，其红外侦察设备重达 30 余千克（加
上相关的数据传输系统达 50 余千克）。
控制设备装在机身的头部，发动机装
在机身的中部。这种遥控直升机的军
用改装型能加装电视、核生化检测器、
激光目标指示器等。自 2020 年中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冲突以来，俄罗
斯正在研发无人直升机，以协助防空
武器系统执行反无人机任务。

美空军完成“金帐汗国”自主弹药蜂群首次技术演示
2021 年 1 月 7 日，美空军研究实

验室（AFRL）宣布，已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完成“金帐汗国”自主弹药蜂
群项目首次弹间合作技术飞行演示。

该技术由美空军研究实验室和美国
科学应用与研究公司联合开发。演示过
程中，美空军试验中心使用一架 F-16
战斗机投掷了 2 枚“合作型‘小直径
炸弹’”（CSDB，即装有合作式自主系
统载荷的‘小直径炸弹’），两枚 CSDB
迅速建立了弹间通信，并合作发现了一
台 GPS 干扰机。

美空军在试验前制定了详细的交战
规则，这是由任务规划人员预先加载的
一组约束条件。两枚弹药在任务期间参
考了这些交战规则，并确定干扰机是“非

最高优先级目标”。然后，两枚弹药合
作识别了 2 个最高优先级目标。不过由
于“某个武器软件装订不正确”，合作
制导指令未能发送至 CSDB 的导航系
统，因此两枚弹药未能更新目标坐标，
最终命中了错误地点。

美空军研究实验室转化能力办公室
（TCO）主任克里斯·里斯蒂奇表示，
使用 CSDB 演示“金帐汗国”项目关
键技术是美空军“网络化合作武器”系
统发展的重要进展，“完成了从技术开
发向成果转化，并最终交付作战人员等
一系列目标的首个任务”。同时也标志
着“金帐汗国”这一聚焦“网络化、合
作和自主”（NCA）武器的“先锋”计
划试点项目迈出关键一步，该项目所涉

及的技术领域“将为美空军打击敌方目
标提供革命性手段”。

美空军认为，“网络化、合作和自
主”武器能够实时观察并应对动态战场
环境，在敌方决策周期内大幅提升任务
效能，大幅部署应用后，可有效共享信
息并合作打击，最终使敌方防御系统因
饱和而被彻底“压垮”。

此次演示的弹间合作技术使用了
包括“GPS 干扰寻的”导引头（home-
on-GPS-jam seeker）在内的新系统。
该导引头可收集战场信息，配有软件定
义无线电用于弹间通信，还装有预置了
合作算法的处理器。合作算法使用了类
似美式橄榄球中四分卫指挥队友“跑战
术”（play calling）的动态解决方案。

一个“战术”就是合作式武器或蜂群在
遭遇事先设定的作战条件时，激活或中
止的某种行为。使用合作算法的武器属
于半自主武器，受预设交战规则严格限
制。

尽管首次技术演示成功使美空军对
于“网络化、合作和自主”武器的前景
充满信心，但该军种暂未考虑对相关技
术进行转化。美空军研究实验室弹药理
事会主任加里·哈斯上校称，CSDB 的
演示成功为相关技术与其他武器进行综
合奠定了基础，将有助于美空军保持
技术优势。美空军计划在 2021 年早些
时候再进行两次 CSDB 飞行试验，并
将每次试验中投掷的 CSDB 数量增至 4
枚。 （廖南杰）

无人机空战来临了吗？
反无人机决定胜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