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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评天下

以色列国防部近日宣布采购拉斐尔先进

防卫系统公司的“长钉萤火虫”小型战术巡飞

弹（以下简称“萤火虫”）。据称，“萤火虫”为单

兵使用的便携式战术巡飞弹，可提升单兵态势

感知能力并对掩体后敌人进行精确打击。

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连日来，巡飞弹的

相关信息屡见报端。先是波兰的“战友”巡飞

弹出现在利比亚战场，后是美国国防部采购

了 7600 万美元“弹簧刀”巡飞弹，供美陆军和

海军陆战队使用。

对此，国防科技大学智库教授、湖南交通

工程学院兼职教授王群表示，巡飞弹最早起

源于以色列，“萤火虫”是其巡飞弹家族的新

成员，与“弹簧刀”巡飞弹有着更多的可比

性。比如，它们尺寸相近，都为单兵便携式，

都以电池驱动，战斗部重量也相近，但构型不

一样，升空、发射及操控方式不同，同时定位

精度也有所差别。“萤火虫”专注于城市等复

杂环境作战，主要杀伤掩体后的有生目标，对

速度、高度和范围不做太高要求，但要求升空

不受地域限制，投入使用要快，因此被设计为

共轴旋翼，不用发射筒直接通过平板电脑操

作即可直升。相比来说，“弹簧刀”要更适合

多种环境作战，速度、高度和作战半径等很多

参数都超过“萤火虫”，且不仅能杀伤有生目

标，甚至能攻击轻薄装甲目标，造价理应高一

些。显然，“萤火虫”胜在廉价，使用限制少、

操作容易、部署迅速。

巡飞弹是一种升空后，可以在目标区上

空游弋飞行、待机执行作战任务的智能弹药，

可实现精确打击以及监视、侦察、毁伤评估、

目标指示、空中警戒、通信中继和电子干扰等

单一或多任务。

通常看，巡飞弹和巡航导弹及无人机三

者密切相关，它们都有推进系统和稳定装置

等。无人机往往被作为其作战平台，形体可

大可小，最大的特点是动力强劲，飞行时间

长，可重复使用，搭载多种载荷执行多种任

务，战术和战略应用都行。巡飞弹和无人机

更为接近，因为外形大同小异，强调空中盘

旋，只是技术简易一些，且大都不能重复使

用。巡航导弹也可看作是一种无人机，早期

就有“不带人的自爆小飞机”之称，这也是它

又称飞弹的原因。不过，巡航导弹技术要求

高、造价昂贵，射程远、速度快、威力大，既能

执行战术也能执行战略打击，主要对付更有

价值的目标，只是功能比较单一，不能滞空盘

旋和重复使用。

“有时，巡飞弹、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

三者‘纠缠’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开来。相

比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巡飞弹技术简易、造

价低、体积小、航程近、速度慢、高度低，战

斗部也小，杀伤力不大，总体上属于‘低慢

小 ’目 标 ，难 以 被 发 现 、预 警 和 拦 截 ，但 部

署方便，响应速度快，作战使用灵活，目前

基本应用于战术行动，且单兵使用越来越

多。”王群说。

很多人都知道以色列大名鼎鼎的“哈

比”反辐射无人机，它是为了克服反辐射导

弹在敌方雷达关机后容易失去目标的弱点

而研发的。

“‘哈比’为翼身融合式构型，体积比一般

无人机要小，不容易被探测和发现而被反制

攻击。它安装有‘被动式电磁波寻标器’，机

身配置高爆弹头，可在目标区上空盘旋侦

测。一旦雷达开机，它在确认信号后随即垂

直俯冲飞向雷达，使它能比普通反辐射导弹

更好地毁伤雷达系统。”王群表示，以色列在

开发使用“哈比”反辐射无人机的过程中尝到

了这种攻击模式的甜头，进而发展了后来的

巡飞弹。如此说来，“哈比”反辐射无人机应

该算是巡飞弹的鼻祖。

总体上属于“低慢小”目标

本报记者 张 强

5月 20日是第 21个“世界计量日”。

计量关系国计民生，被喻为工业生产的

“眼睛”，技术创新的“种子”，商业贸易的“基

石”。但军队卫生装备也同样离不开计量科

学。那么，什么是军事医学计量？它目前发

展现状如何？“世界计量日”前夕，科技日报记

者就此专门采访了空军军医大学军事生物医

学工程学系军队卫生装备与计量学教研室主

任汤池教授。

“现代战争高技术武器广泛应用，损毁多

元，伤情复杂，对战伤急救和手术救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保障一线救治中急救与手

术器材装备的可靠性和完好性，对于提高战

伤救治效能意义重大。”汤池表示，“军事医学

计量，正是确保部队卫生装备性能准确、运行

稳定、安全可靠的‘幕后英雄’。”

军事医学计量是计量科学的一个分支，

重点应用在军事医学与卫生装备领域。通俗

讲，就是通过军事医学计量的检测手段，确保

卫生装备各项参数精准，为战伤救治提供客

观、可靠的支撑，从而提高战伤救治率。

在我军的“三区四级”战伤救治体系中，

“三区”指的是战术区、战役区与战略区。目

前在战术区后端、战役区和战略区中，急救、

手术类卫生装备已大量应用。比如，野战急

救车配备了氧流量表和除颤监护仪，野战 X

线诊断车配备的放射诊断系统，野战手术车、

旅救护所和野战医院手术单元内均配备了多

参监护仪、高频电刀、呼吸麻醉机等医疗卫生

装备，如何保障战伤救治中这些急救与手术

装备的可靠性和完好性，对于提高战伤救治

效能意义重大。“而且，随着军队卫生装备体

系的快速发展，战伤救治体系日趋多元，搜救

直升机、空中医院、医院船等空海专用医疗救

治平台快速发展，大量卫生装备面临‘上船’

‘上飞机’的现实需求。”汤池表示，如何在机

上特殊电磁环境干扰下，在海上高湿和盐雾

环境腐蚀下，保证卫生装备保持准确和可靠，

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战伤

救治的效果，事关官兵生命安危。

这时，军事医学计量这个“幕后英雄”，可

以通过对特殊军事作业环境下卫生装备性能

检测和评价，为卫生装备在特殊战场环境下

的应用提供强有力支撑。

军事医学计量虽然不直接作用于战伤救

治一线，但它通过维护卫生装备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间接地发挥着重要的卫勤保障作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军队医学计量保障体

系已覆盖了全军各级医疗机构，实现了部队

卫生装备的采购招标、质量验收、周期检测、

维护保养和退役报废的“全寿命”管理。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军医学

计量建设仍有提高空间。例如，目前我军医学

计量人才培养仍以短期培训为主，下一步依托

军医大学的院校优势，有望建立规范化、科学

化的军事医学计量人才培养体系。再比如工

作效率问题，目前医学计量检定校准和标准溯

源工作均通过实物送检方式进行，工作量大，

操作不便，影响计量工作效率。”汤池表示，下

一步，随着国际计量单位制量子化的全部完

成，测量准确度等技术指标将得以大幅度提

高。同时，将量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

将有望实现计量工作的远程化和信息化，能够

极大提升未来卫生装备计量保障的便捷性、准

确性和覆盖率。

同样，计量科学水平如何也影响着武器

装备的性能高低。只有测得出、测得准，才能

造得出、造得精，这句话用在武器装备上再恰

当不过。

我国现代计量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防

科工的重大需求。解放初期，我国计量工作

处于空白状态。国防工业部门意识到在国防

军事领域开展计量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在我

国创建国防军工计量体系，并于 1952 年建立

了第一个专门从事枪炮口径量规和枪弹、炮

弹尺寸样板研究、制造和测量的计量机构。

聂荣臻元帅更是响亮地提出了“科技要发展，

计量需先行”。

例如，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建立，就

给测绘领域带来了深刻的技术革命。GPS

的定位原理是基于到达时间（TOA）测距理

论，定位精度主要取决于时间计量精度，它

实际上就是卫星技术和时间频率计量相结

合的产物。

可 以 预 见 ，随 着 装 备 更 新 换 代 速 度 加

快，装备科研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新型计量器

具和测量设备将不断问世，测量范围将越来

越宽，技术指标将越来越高，其检定、校准所

需计量技术规范更新也将越来越快。“军队

装备要发展，必然需要计量先行。在战时，

计量科学将直接影响着装备的战斗力恢复

和生成。”汤池说。

要想装备性能棒，计量科学水平得跟上

近日，首批两架从美国运往日本

的 V-22“鱼鹰”偏转旋翼机已经抵达

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航

空站。这是该型飞机首次装备非美

国以外的国家，这一笔价格高昂的军

火交易，不仅可以给美国相关军工企

业带来丰厚利润，也将有效加强美日

两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对下一步美日

海上协同作战和两栖登陆作战带来

较大影响。

偏转旋翼机由来已久，早在上世

纪 40 年代，世界多国就开展了相关研

究和试验工作，并且一些型号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只不过因为技术难度偏

大，在实际应用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

的突破。由贝尔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

研制的“鱼鹰”偏转旋翼机是第一款批

量装备、性能相对成熟的军用偏转旋

翼机。

“鱼鹰”偏转旋翼机是一款十分

新颖的航空器，其为何备受日本自卫

队青睐？原因主要有以下 3 个。

一是“鱼鹰”偏转旋翼机是一款设

计十分独特、性能突出的飞机。它不

仅具有固定翼运输机载重量大、飞行

速度快、飞行距离远的优势，还能像直

升机那样垂直起降，不需要跑道。特

别是它的机翼可以旋转折叠，有效节

省了占用的空间体积。这 3 个优势使

它成为两栖攻击舰的绝佳搭档，也特

别适合岛屿攻防作战。

二是日本自卫队承担两栖作战和

空中投送任务的直升机群性能难以满

足未来需求。C-46“支奴干”运输机

和 CH-53“种马”大型运输直升机日

趋老态，需要更新换代；SH-60“海鹰”

通用直升机运输能力有限，难以满足

远程空中突击和运输投送的作战需

求，而“鱼鹰”偏转旋翼机则是很好的

替代品。

三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现成

的搭载平台。“鱼鹰”偏转旋翼机体积

硕大，普通的驱逐舰、护卫舰无法搭

载，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陆续装

备了多艘“出云”级两栖攻击舰。这

型战舰满载排水量近 4 万吨，拥有接

近轻型航母的宽大飞行甲板和岛型

上层建筑，还有面积巨大的机库和大

型升降机，能够轻松满足“鱼鹰”的搭

载需求，这使日本海上自卫队对“鱼

鹰”趋之若骛。

结合日本自卫队的特点和购机设

想，未来的“鱼鹰”或许也要担当重

任。预计其可能会主要承担 4 种任

务，一是部署在“出云”级两栖攻击舰

上，成为该舰执行远洋两栖突击作战

的空中利器；二是装备日本自卫队的

水陆机动打击大队，近年来日本自卫队突出强调夺岛作战，而“鱼鹰”不仅能够搭载大

量的作战人员和装备，也能远程飞行，使日本能依托陆地机场，执行快速空中投送任

务，展开离岸夺岛作战；三是融入美军作战体系，配合美军航母战斗群和两栖远征打

击群，执行各种军事联演和战时后勤保障任务；四是执行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人道主

义援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因此，“鱼鹰”偏转旋翼机的服役，将有效提升日本自

卫队的两栖攻击和离岸夺岛能力。

不过，“鱼鹰”虽然是一款标新立异的前卫航空器，但其偏转旋翼结构十分复杂，

操控难度比常规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都要大得多，导致其故障率偏高，尤其是在机

翼两端的偏转旋翼机构在起降转换期间更是面临很多风险。自服役以来，已经先后

发生多起机毁人亡的坠机事故，特别是 2000年发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起坠机事

故，造成 19 名美军陆战队员死亡。而近年来“鱼鹰”坠毁的消息也是屡见不鲜，可以

说是一款不太让人放心的“问题鹰”。

这一情况也让驻扎在日本基地的“鱼鹰”机队臭名昭著。当地日本民众对这个悬

在头上的“问题鹰”十分忧虑，多次抗议游行示威。面对这一技术复杂、问题不少的

“鱼鹰”，日本自卫队能否找到可靠的“驭鹰术”，能否实现预期的作战功能，也值得进

一步观察。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鱼鹰”偏转旋翼机兼顾了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势，但

其体积庞大，飞行速度并不算太快，“欺负”一些防空能力和空军实力有限的中小国家

绰绰有余，但如果面对强大的地面防空火力和空中力量时，“鱼鹰”的机动性和防护能

力都不占优势。如果无法掌握绝对的战区制空权，突破对方的防空圈，“鱼鹰”偏转旋

翼机擅长的空中远程突击和垂直登陆作战也就无从谈起。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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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观察
张 静 本报记者 张 强

从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到 90年代初，巡飞

弹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武器。根据其特点，

有些国家也称之为“游荡弹药”，一定时间内

可在空中游来荡去，随时捕捉目标并发起致

命打击。

多年来，巡飞弹已经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家

族。从功能区分，有攻击型巡飞弹，直接攻击敌

人；也有非攻击型巡飞弹，可遂行侦察、中继、毁

伤评估等任务；还有综合型巡飞弹，既能攻击也

能承担其他任务，类似察打一体无人机。根据

投放方式，巡飞弹可分为发射型，即由各类发射

筒/管、火炮或导轨发射升空；机载型，可由无人

机、有人机挂载在机身上从空中投放；单兵投放

型，可由单兵投飞。按照战斗部结构，还可分为

整体式和子母式巡飞弹。按照尺寸大小，又可

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单兵巡飞弹。

目前，美国、以色列、俄罗斯、英国、法国、

意大利、波兰等 20 余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

巡飞弹。著名的如以色列先前开发的“英雄”

系列巡飞弹，它是一种单兵管式发射巡飞弹，

能为步兵提供精确的视线监视和攻击能力。

如今，以色列又研发了更加小巧的“萤火虫”

单兵直升式巡飞弹。

“‘萤火虫’应该是在以色列‘长钉’系列

导弹基础上开发而成，采用了‘长钉’的成熟

技术并继承了其优点。”王群说，大体上，它属

于综合型巡飞弹，全重 3 千克，全向高爆战斗

部重 450 克，像“长钉”那样采用红外/电视双

模导引，可“人在回路”控制，为共轴双旋翼构

型，可用手持平板电脑操控。其声学和视觉

特征都小，不易被发现，既能在目标区上空盘

旋，悬停搜索和确定隐蔽目标后攻击，也能遂

行简单侦察任务，被定位于城市复杂环境作

战，昼夜行动，特殊情况下还可回收重复使

用。不过，由于体积较小，又是旋翼飞行，它

的速度不会很快，作战半径也不会太大。

吸收并继承“长钉”导弹优点

有媒体戏称，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巡飞

弹”是恐怖分子使用的四轴无人机。这是不是

意味着巡飞弹的技术门槛实际上并不高呢？

对此，王群认为，真正的巡飞弹是多种高

新技术综合集成的产物。拿“萤火虫”来说，它

具备双模式引导头、目标跟踪器、计算机视觉

系统、数据链路系统、安全与保护机制和人机

界面等，构造并不简单。而恐怖分子使用的装

备只具备了巡飞弹的少数几个特征，比如在目

标上空盘旋，但基本都为临时配凑，不是规模

化生产，可靠性、稳定性及攻击力均达不到巡

飞弹的要求，特别是不具备制导能力，无法精

确毁伤目标。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们并不能称

作巡飞弹，叫自杀式无人机或许更加贴切。

“相比‘萤火虫’等巡飞弹来说，这些‘土

制’装备甚至还不能称之为武器，在战场上基

本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王群说。

公开信息显示，“萤火虫”是以色列军方

根据“六日战争”期间经验设计的，当时以色

列士兵不得不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中与对手进

行近距离战斗。实际上，在设计阶段它还充

分吸收了以色列在城市地区作战的经验。

如此研发的“萤火虫”显然针对性更强，

作战使用效果更好。

王群介绍，相比那些“土制”装备，“萤火虫”

攻击精度非常高——甚至高于“弹簧刀”的1米

攻击精度，同时体积小、噪声低、隐蔽性好，很适

合搜索、追踪并攻击城市环境中掩体后目标，为

斩首行动的利器，极大提升了单兵态势感知和

攻击能力，从而在复杂地形作战中占据优势。

可称为多种高新技术的集成产物

以色列宣布采购以色列宣布采购““萤火虫萤火虫””小型战术巡飞弹小型战术巡飞弹

另辟蹊径技能多样另辟蹊径技能多样
这个这个““空中游荡幽灵空中游荡幽灵””不一般不一般

坠毁后的“鱼鹰”偏转旋翼机 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官网

士兵可通过手持式平板电脑控制端看到士兵可通过手持式平板电脑控制端看到““长长
钉萤火虫钉萤火虫””小型战术巡飞弹拍摄到的实时画面小型战术巡飞弹拍摄到的实时画面

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卫系统公司研制的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卫系统公司研制的““长钉萤火长钉萤火
虫虫””小型战术巡飞弹小型战术巡飞弹

““长钉长钉””NLOSNLOS 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导弹
弹出弹翼弹出弹翼

“ 哈 比 ”
反辐射无人
机可以算是
巡飞弹的鼻
祖。图为以
色列“哈比”
反辐射无人
机发射资料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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