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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取得初步成果美国空军“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取得初步成果
	| 张洋

据美国空军网站 4 月 19 日刊文，
披露其“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Project 
Fighter Optimization eXperiment，
Project FoX）项目情况及近期取得的
进展。

“ 战 斗 机 优 化 实 验 ” 项 目 由 美
空 军 现 役 部 队 第 461 飞 行 试 验 中 队

（461st Flight Test Squadron，461st 
FLTS） 的 未 来 技 术 小 组（Future 
Technology Team）提出。该小组于
2019 年 4 月前后成立，由美国海军陆
战队 F-35 战斗机飞行员杰森·舒尔兹
少校领导，成立的宗旨是为 F-35 战
斗机探求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和持续
快速的创新。“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
是该小组实现其宗旨的主要依托之一，
目的是持续快速集成先进的软件和硬
件技术，以最大化实现 F-35 的杀伤
力和生存力，同时为美国防部所有军
机创建一种敏捷开发试验工具并部署
战斗力倍增器。该项目的创意起源于
美国海军马蒂亚斯·文特中将。2016
年，时任 F-35 项目执行官的文特想象
F-35 将来能在一夜之间自动地下载更
新和新特征，就像 iPhone 手机或“特
斯拉”一样。第 461 飞行试验中队指
挥官暨 F-35 综合试验部队主管詹姆
斯·瓦尔皮亚尼中校说 ：“考虑到飞机
的复杂性，文特为我们设定的愿景是

一项非常有挑战性和激励性的使命任
务。F-35 有数千万行代码，当然，它
与 iPhone 和‘特斯拉’的不同之处在
于人们试图将它击落。它是一种非常
复杂的飞机，具有非常复杂的和对抗
性的使命任务。最近两年，我们开展
了将敏捷开发纳入该型机寿命周期的
工作”。

在识别确定了敏捷软件开发的愿
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后，舒尔兹少校
与美国空军驻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
空军基地的第 370 飞行试验中队（该
中队隶属美空军预备役司令部第 413
飞行试验大队）的试飞指挥官暨第 461
飞行试验中队 F-35 教官试飞员总指挥
拉文·勒克莱尔中校一起制定了“战
斗机优化实验”项目的概念和路线图。
2020 年 1 月，他们的项目在美国空军
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举行的“星火智
库”（Spark Tank）竞赛中获奖。该竞
赛为空军人员提供舞台，向空军主要
机构展示创新思想，从而获得支持和
经费。将“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从
概念转变为现实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
协调和规划。

“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团队最
近在美国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进
行了地面试验，首次将 F-35 的数据
直接从机载任务系统计算机实时传输
到与之互联的平板电脑。项目团队在
试验中使用了两个应用程序，演示并

证实了可从飞行测试仪器系统中获取
数据，转换后与在商用平板电脑上运
行的移动应用通信连接。其中一个应
用 是“ 战 场 管 理 门 户 ”（Battlefield 
Management Portal）。它由第 309 软
件维护大队的一个小组开发，用一种新
的格式显示面对空威胁信息，以最大
化拓展飞行员在 F-35 压制防空使命任
务中的效能。另一个应用是美国洛马
公司先进发展计划分部开发的，引入
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概念，以增加 F-35
在对抗先进面对空威胁时的优势。许
多实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这些试
验的管理或协助工作，包括来自第 309
软件维护大队的一个“战斗机优化实
验”项目政府方软件开发小组、F-35
维护人员和美空军第 59 试验与鉴定中
队仪器仪表实验室的专家、来自洛马
公司的一个小组、来自 F-35 联合项目
办公室的网络安全专家等。内利斯空
军基地“国防创新单元”（DIU）负责
人迈克·塞尔策中校作为其中一种参
试应用的合作设计者，在这些试验中
操作了一些项目。

这些地面试验的地点内利斯空军
基地距离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项目团队
大约 200 英里（约合 320 千米）。虽然
这些初始试验是在 F-35 上进行的，但

“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团队的雄心远
不止于此。它的意图无所不包，希望通
过最新的方法、自主的战斗工具集和

硬件及软件解决方案，最终优化国防
部每一型平台的能力。该团队寻求通
过国防部战斗应用商店（DoD Combat 
App Store）和与驾驶舱集成的平板电
脑，提供从工业界和政府方可获得的
最佳工具，从而变革战斗能力采办格
局。勒克莱尔中校认为 ：“通过打开在
商用领域应用商店已得到证实的创新
机会，我们能为作战人员带来最好的
工具，它们是量身定制且真正敏捷的
战斗能力开发，可在几天而不是数月

之内修复。这也为实况飞行建模和仿
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将能
找到软件错误，更快地修复，持续快
速集成由于硬件限制而无法在实际飞
机上运行的人工智能工具，提供空前
的网络攻击感知和防护，以及多个平
台上的众包测试”。

勒克莱尔中校表示他们的工作已
得到战斗机飞行员们的巨大支持。他
说，F-35 飞行员已在驾驶舱中使用平
板电脑，但将平板电脑插入飞机是爱

德华兹空军基地、内利斯空军基地和
美海军加利福尼亚州中国湖航空武器
站提出的创意。认识到对安全性和安
防性的担忧之后，他们才开始进行地
面试验。从安全性角度，该团队希望
证实他们能安全地联通飞机，而不会
干扰该机的系统 ；从安防性角度，则
希望能证实他们不会增加额外的风险。
因此，“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团队开
展的工作也包括“战斗机优化实验盒”

（Fox Box），它是一组网络安防芯片，
由美海军在中国湖航空武器站执行 F/
A-18 战斗机任务系统测试的一个小组
开发。“战斗机优化实验盒”将运行高
层级、能支持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处理
器，该处理器用作与飞机通信的操作
系统，从而使“战斗机优化实验”平
板电脑（FoX Tablet）可主要作为机
组人员的可视界面使用。

接下来，“战斗机优化实验”项目
团队将继续进行地面试验，完善 F-35
上的数据摄取。团队还将很快在 F/
A-18、F-16 和 F-22 战 斗 机 上 开 始
测试，以证实“战斗机优化实验”项
目的通用概念可真正与任何平台兼容。
最终，该项目发展的能力将在飞行中
进行试验，团队希望时间节点是 2021
年晚些时候。

MBDA为法国陆军开发和
生产“未来战术空地导弹”

欧 洲 联 合 军 备 合 作 组 织
（OCCAR）代表法国政府与欧洲导
弹法国公司（MBDA France）签订
为期 10 年的“未来战术空地导弹”

（MAST-F） 开 发、 生 产、 和 初 始
维护保障合同。根据合同，MBDA 
France 公司要以 MMP 反坦克导弹
技术为基础，为法国陆军“虎”式
直升机开发出精度高、附带损伤小
的反坦克武器。初始维护保障合同
从 2027 年开始生效。

此前，法国武器装备总署（DGA）
曾选择欧洲导弹公司（MBDA）为
陆 军 开 发 MAST-F 导 弹， 为 此，
MBDA 集团提出了先进架构导弹 /
远程导弹（MHT/MLP）的新概念。

MHT/MLP 导弹以 MMP 第五代反
坦克导弹技术为基础，弹体采用模
块化结构，能集成到不同的空地平
台上，其重量比同类导弹轻 20%，“虎
式”直升机挂载 8 枚这种导弹时重
量降低 100 千克，能节省载机的油
耗、提高航程。同时，这种导弹还
能从悬停平台低空发射，射程超过 8
千米，其多功能战斗机可摧毁坦克
以及其他加固设施。此外，MHT/
MLP 导弹配有双向数据链，操作人
员能从红外导引头获得高分辨率图
像，可在导弹飞行过程中变换打击
目标和毁伤部位，战术灵活性强。

（曹耀国）

美国空军准备2022年初
进行B-21远程轰炸机试飞

据 airforcemag 网 站 5 月 10
日刊文，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AFGSC）司令蒂莫西·雷（Timothy 
Ray）5 月 6 日参观了诺格公司加州
棕榈谷飞机制造厂，两架 B-21 远程
轰炸机正在该厂进行最后总装。

负 责 管 理 B-21“ 突 袭 者 ” 远
程轰炸机项目的美国空军快速能力
办公室（RCO）主任兰德尔·瓦尔
登（Randall Walden） 表 示，“ 首
架 B-21 轰炸机制造现已取得重大进
展”，“2022 年初将在加州爱德华空
军基地进行首飞”，B-21 轰炸机“一
旦条件成熟即可投入试飞，不受任
何时间限制”。据悉，该机首飞之前
将进行发动机运行试验和加速滑行
测试。

此外，兰德尔·瓦尔登还表示，

生产部门正在从制造两架 B-21 过程
中汲取生产经验，以期“改进生产
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按照生产进
度满足降低风险要求”，“2025 年左
右实现向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
军基地交付首批 B-21 轰炸机”。

蒂莫西·雷还参观了空军作战
试验和评估中心（AFOTEC）五分
队和 420 飞行测试中队，该部队将
执行 B-21 试飞任务。陪同参观的诺
格公司也表示“全力支持 B-21 试飞
任务”。

兰德尔·瓦尔登还透露，美国
空军装备司令部（AFMC）通常负
责空军重大建设项目，而 B-21 项目
则由美国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直接
管理。 （曹耀国）

巴以冲突不对称：
哈马斯无人与以色列有人系统博弈
	| 魏岳江

连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
组织与以色列之间的严重冲突持续升
级，以色列已召集军人准备对加沙地
带进行地面攻击，双方之间的全面战
争一触即发，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

巴以冲突升级，美国脱不了干系。
5 月 15 日，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美联
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所
在的媒体大楼后，这让以色列在国际
地位骤然大跌，美议员纷纷发表声明
称美国政府应重新审视对以色列军事
援助，包括为其拦截短程火箭弹和炮
弹的“铁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然而，
美国政府视乎不为所动，非但不积极
作为、缓和局势，反而多次阻挠联合
国安理会就巴以停火问题发声。

“铁穹”防御系统，是在美国资
金和技术援助下，由以色列的拉斐尔
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和以色列航空
航天工业公司联合研发的一种全天
候、机动型火箭拦截系统，主要用于
拦截射程在 5 至 70 千米内的火箭弹、
火炮、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短
程导弹。整个系统由发射、雷达、操
控和监测等装置组成，可自动探测来
袭火箭弹并发射导弹在空中进行拦
截。据媒体报道，该系统击落了 90%
有威胁导弹，至 2014 年底，至少拦
截了 1200 枚来袭火箭弹。“铁穹”防
御系统 2011 年开始部署，美国向其
提供了 16 亿美元的建造和维护资助，
包括一张由相连的导弹发射单元和雷
达组成的网络，会向要射向人口稠密
地区的火箭弹发射拦截弹，而无视那
些可能会落入空旷地带的火箭弹。

当前，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当地
时间 5 月 17 日，美国首次表态，支
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停火。但是，

言辞之间，美国并没有明确要求两国
停止暴力。同时，一边嘴上说着支持
停火，另一边，美国却在向以色列出
售武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表态和做
法深感失望。以军不断声称成功拦截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炸毁地下通道、
击沉无人潜艇……但美国《纽约时报》
5 月 17 日称，哈马斯仍可能通过其他
手段进行报复。报道称，当前谈论哈
马斯的军事能力时，大部分注意力都
集中在地下隧道或针对以色列城市的
火箭弹，却忽视了哈马斯的无人系统
作战能力。以军 5 月 17 日宣称击沉 1
艘哈马斯的无人潜艇，重新唤醒这个
担忧。“哈马斯的海上突击队可以利
用潜艇等工具渗入以色列海域，对沿
岸的能源设施、人口稠密的城镇发动
攻击”。

尽管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在
先前与哈马斯的冲突中使用过，但这
次巴勒斯坦组织此前从未同时发射过
数量如此多的火箭弹。有国际军事专
家表示，虽然这场冲突是不对称的，
但是哈马斯近期火箭弹齐射令以色列
平民感到恐惧，大约 1000 枚射程更
远的火箭弹挑战了以色列“铁穹”系
统的能力。哈马斯的弹药简单而廉价，
仍能偶尔突破美国资助建造的价值数
百万美元的防御系统。

虽然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
弹中约有 90% 被“铁穹”系统拦截
和摧毁。但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部署
有多架中型无人机，对以色列“铁穹”
系统构成新的威胁。2014 年，哈马
斯在与以色列的冲突期间进行了首次
无人机实战测试。当时，以色列的防
空系统在阿什杜德上空击落了一架哈
马斯的无人机。但是，那是一种民用
无人机，机翼下挂有两枚小型炸弹。
几年之后，黎巴嫩真主党的防空系统
击落了飞越黎巴嫩上空的一架以色列

无人机。5 月 14 日，以军击落一架从
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领空的无人机。
美国《防务新闻》5 月 17 日称，以色
列“铁穹”反火箭弹系统首次击落一
架哈马斯无人机，F-16 战斗机则击
落了另一架。据称，哈马斯的无人机
并不是向以色列城市发射的那些没头
没脑的火箭弹，而是在地面遥控操纵
下，以更隐蔽的方式从低空飞过刺破
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网，其螺旋
桨发出的“嗡嗡”声比火箭弹的呼啸
声小得多，易达成空袭突然性。哈马
斯无人机可能会在机头部位安装一枚
弹头和某种制导系统，具备精确打击
能力 ；有两对机翼，一前一后 ；设计
和制造也相对简单，行动灵活。哈马
斯近年来还装备大量能携带爆炸装置
的自杀性无人机，它们可以低空飞行，
可以通过编程沿着预先设定好的路线
飞向目标，然后实施突然袭击行动或
能够在自杀式任务中撞向目标。这些
无人机可以从滑轨上发射，也可以使
用卡车甚至是船只运输。

如今，无人机正向隐身、无声、
微型、欺骗干扰方向发展。虽然目前
无人机的隐形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
但是随着隐形技术的不断完善，无人

机的隐形性能必将得到提高，再加上
机身体积较小，隐身突袭，防不胜防。
无声无人机，并非发动后旁边的人听
不到任何声音，而是指无人机起飞时
的轰鸣声，就如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使
用时发出的声音一般大小。微型无人
机即“口袋型无人机”，不仅尺寸轻
巧，采用碳纤维材料，还可以折叠，
方便塞进包里带着走，而且装在上头
的相机是高画质，只要用手机或平板
的 APP 软件操控，就能传回即时画面，
甚至能依据指令跟踪别人，宛如小型
空中间谍。美军研制的“口袋无人机”，
上头不仅装备高画质摄影机，折叠起
来后比 7 英寸平板还小，可以放进包
里容易携带，而且因为内建 GPS 定位，
当你在户外踏青时，它就能在天空追
踪拍摄，甚至还能圆梦空拍电影的梦
想。作为诱饵之用的无人机，其主要
任务是协同其他电子侦察设备遂行诱
骗侦察 ；或作为突防工具，为有人驾
驶飞机提供防空压制 ；或与反辐射武
器配合使用，压制和摧毁敌防空系统。
为了提高作为诱饵的欺骗效果，这种
无人机常常要采取一些措施，如进行
特殊设计，并装上适当的电子设备 ；
安装角反射器等无源装置，增大无人
机的雷达反射面积 ；安装射频放大设
备，增强雷达反射信号。在 2020 年
纳卡战斗中，我们都见证无人机摧毁
地面装甲目标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
用，然而却不知道这背后展开的看不
见的电磁空间的战场 ：阿塞拜疆利用
土耳其“科拉尔”地面电子战系统干
扰亚美尼亚防空雷达，为无人机突防
开路 ；阿塞拜疆使用以色列“哈洛普”
反辐射无人机采取电子欺骗手段，诱
骗亚美尼亚防空系统雷达开机后，对
亚美尼亚防空系统地面辐射源实施反
辐射攻击，摧毁了包括 S-300 在内的
地面防空系统和“驱虫剂” 电子战系
统。随着亚方防空系统被摧毁，阿军
基本取得了纳卡地区制空权，战场逐
步呈现单向透明态势。由此可见，无
人机将来是防御系统真正的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