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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9 月 27 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在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

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来，由于

双方都承袭了前苏联巨大的武器遗产和战术底蕴，且

背后还有地区大国的支持，因此，这场战争进行地非常

残酷。

不过，若说让外界印象最深的，毫无疑问当属无人

机的猎杀视频———在以往的战争中， 无人机的任务大

多以侦察为主，火力打击则由有人战机来完成。然而此

次冲突中，阿塞拜疆一方大量使用来自土耳其、以色列

等国的无人机，完成了四分之三的攻击任务，给亚美尼

亚一方的坦克等重型装备造成了重大打击。

以色列成武器出让大户

在此次冲突中最引人关注的有两款无人机， 即以

色列生产的“哈罗普”无人机和土耳其研制生产的“旗

手-TB2”无人机。阿塞拜疆方面称，它用一架“哈罗普”

无人机消灭了亚美尼亚的一个 S-300 地空导弹系统，

虽然亚美尼亚予以否认。 而视频显示，“旗手-TB2”无

人机把亚美尼亚的坦克、 装甲车辆以及兵营等军事设

施当成靶子，挨个“点名”，逐个摧毁。

虽然阿塞拜疆没有任何航空工业，但是“哈罗普”

无人机和“旗手-TB2”无人机只是阿塞拜疆无人机军

团中的一部分而已。此前，以色列还向阿塞拜疆提供了

大量其他型号的侦察无人机，比如翼展 6 米、重达 450

公斤的 Hermes450，翼展达 15 米、重达 970 公斤、可以

在空中飞行 24 小时的 Hermes900 等等。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道， 以色列在

2006 年到 2019 年间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大约 8.25 亿美

元的武器。武器转让数据库的信息显示，这些出口产品

包括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

屡屡使用“自杀战术”

成功的是， 阿塞拜疆使用的是从土耳其和以色列

购买的攻击型无人机， 并将其视为有人战机的廉价替

代品，比如使用以色列“哈罗普”无人机，以狙击枪般的

精准度成功撞击目标……据亚美尼亚公布的数据显

示，他们一共击落了 140 架无人机，光“哈罗普”无人机

就有 100 多架。

此外， 阿塞拜疆把老式前苏联时代的农业飞机

“安-2”改造成无人机，用于对亚美尼亚防空阵地进行

侦察。在战斗中，数架阿塞拜疆的“安-2”被亚美尼亚击

落，外界才得知这种老式飞机被改造成无人机。

虽然阿塞拜疆有相当多的无人机被击落确属事

实，但从目前所出现的无人机战术来看，无论是自杀式

打击地面高价值目标， 还是诱导防空系统从而实现对

防空系统的摧毁，这些都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战术。

以小博大自杀袭击 引诱防空系统开火

在这次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冲突中，无人机火力

较猛、 速度较快、 造价便宜的优势体现地淋漓尽

致———亚美尼亚的军事装备比较落后，遭击毁的坦克

无防空能力，袒露在空旷视野，无掩体保护，被无人机

“点名”也在情理之中。

使用无人机诱导对方防空系统开火而暴露位置

在此前多次战争当中就被使用过，其中最著名的要属

第五次中东战争时， 以色列使用无人机伪装成F-15

和F-16战斗机，诱导叙利亚“萨姆-6”防空系统开火，

从而暴露准确位置， 随后以色列空军真实的F-15和

F-16战斗机对叙利亚“萨姆-6”防空导弹阵地进行精

确打击，仅用6分钟，叙利亚人苦心经营10年，并且花

费20亿美元建立起来的19个“萨姆-6”导弹连被以色

列空军摧毁。

前俄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伊戈尔·斯特列尔科夫

在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的网络电视频道节目中表

示，“阿塞拜疆军队转而采用土耳其曾用来对付库尔

德人的战术。即借助火炮和空军的优势力量消耗敌军

的防御，一点点蚕食敌军，随后胜利者将能够以最小

的损失占据领土。 这一战术很有用”。

而未来大国间的“无人机”战争，将远比这更复

杂、更惨烈。 今年5月，波音正式交付“忠诚僚机”验证

机，今年 8 月，美国空军的模拟空战中 AI 人工智能击

败了顶尖的 F-16 战斗机飞行员，这些新闻已经让我

们感受到来势汹汹的压力，随着“无人机蜂群”等概念

的提出，十几二十年之后，真正到来的无人机战争，可

能真的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在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阿塞拜疆把老式

苏联时代的农业飞机“安—2”改造成无人机，

用于对亚美尼亚防空阵地进行侦察。 据介绍，

“安—2” 是一种老式农业飞机，1947 年首飞，

当时苏联正在进行二战后的重建。

一款诞生超过 70 年的安-2 运输机也被

投入了战场，出场方式就显得比较悲剧———根

据亚美尼亚公布的视频显示， 有两架安-2 运

输机被亚美尼亚防空部队击落。不过令人意外

的是，被击落的安-2 运输机坠毁后，都没有发

现飞行员的尸体，一点人体组织都没有，这说

明被击落的两架安-2 运输机根本就没有飞行

员驾驶，而是被改造成了无人机，机上也安装

了炸药，所以每次被命中时，安-2 运输机就会

爆炸。

亚美尼亚一方似乎也明白了，原来这些经

过改装的安-2 运输机只是作为诱饵———故意

进行低飞的诱导亚美尼亚防空部队开火，

从而暴露位置， 然后在空中等待的阿塞

拜疆无人机再对亚美尼亚防空导弹阵

地进行空袭。

过去几年，来自土耳其的“旗手-TB2”无人机

频频出现在利比亚、叙利亚战场，虽然性能并不先

进，战果并不显著，人们对这款无人机了解很少，

但在此次冲突中却展示出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据悉，“旗手-TB2”武装无人机大部分机身采

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由于机身较小、 飞行高度较

低，很难被对方准确识别，此外，它携带一种被称

为 MAM—L 的微型激光制导智能弹药系统，这种

弹药由土耳其罗克特桑公司生产， 有四种不同型

号的弹头可供使用。据报道，在纳卡战争中使用的

弹头是杀伤性子母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从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判断，亚美尼亚坦克

（双

方都使用的俄制

T-72

型坦克）

等装甲车辆之外

的其他有生目标，除了遭到了“哈罗普”无人机的

攻击之外，更多的是遭到“旗手-TB2”无人机的攻

击。

武器装备：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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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普”是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原以色

列飞机工业公司）

制造的一种“自杀式无人机”———它

采用隐形机身设计，这使得敌方的防空系统难以察觉

并对它进行拦截。 它还具有很低的热信号特征，这意

味着红外武器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跟踪，而且它光滑

发亮的机身也使得肉眼定位和识别变得困难。

“哈罗普”无人机有时也被称为“哈比-2”，是因为

它是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著名的“哈比”反辐射

无人机的升级版。由于“哈比”无人机主要是执行反辐

射打击，因此它只能攻击敌人的雷达系统，对坦克、装

甲车和指挥所等其他目标无能为力。

与旧的“哈比”相比，“哈罗普”无人机尺寸更大，

机头还增加了一个光电吊舱， 从而具备光电制导功

能，攻击能力和目标攻击类型也得到升级。现在，不仅

能自主对无线电辐射实现目标追踪，还能攻击非辐射

目标或处于关机状态的雷达和导弹防御系统。

阿塞拜疆使用以色列生产的“哈罗普”无人机和土

耳其研制生产的“旗手-TB2”无人机不亦乐乎，但是在

这次冲突中也消耗了不少， 由于亚美尼亚一方在国家

社会上的抗议，阿塞拜疆获得无人机的难度变得更大。

阿塞拜疆在几年前向以色列采购了一批“哈罗普”

无人机，然而毕竟数量有限。 这次纳卡冲突打响后，亚

美尼亚紧急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希望以方停止向阿塞

拜疆出售无人机，以色列则表示，与阿塞拜疆的无人机

交易在 2016 年就已经完成， 目前没有需要履行的订

单，暗示在战争时期不会再继续提供无人机。

此外， 鉴于土耳其对阿塞拜疆的支持， 有猜测认

为，在纳卡地区参与战斗的“旗手-TB2”无人机由土耳

其军队操纵。

不过，土耳其并没有独立生产“旗手- TB2”无人

机能力———它使用的发动机是奥地利制造的，光电/红

外转塔是加拿大公司提供的。在亚美尼亚的游说下，加

拿大政府表示， 在调查相关技术是否被阿塞拜疆军队

用于与亚美尼亚的冲突期间， 加方暂停向土耳其出口

部分无人机技术， 由于土耳其没有生产同等级光电转

塔的能力，实际上“旗手- TB2”无人机已经停产。

没有无人机生产能力 阿塞拜疆被“卡脖子”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来， 虽然交战

双方都是小国，但已经使用包括短程弹道导弹、远程火箭炮在

类的大型杀伤武器，造成数千人死伤。 尤为让人注意的是，大

量无人机参与战斗。

比如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阿塞拜疆无人机击毁亚美尼

亚 T-72 坦克的画面，在让人认识到现代战争惨烈的同

时，也让不少人开始认识无人机的杀伤力，还有人称

这场战争预示着“无人机战争”的正式到来……

战术革新 无人机战争到来

“哈罗普”自杀式无人机 “旗手

-TB2

”武装无人机 安

-2

运输机改装成无人机

机长：

2.5

米

翼展：

3

米

续航里程：

1000

千米

续航时间：

6

个小时

飞行速度：

130

千米

/

小时

武器装备：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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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升限：

8240

米

作战高度：

4000-5000

米

最大起飞重量：

650

千克

数据来自阿塞拜疆国防部

9

月

29

日，亚美尼亚

国防部发 布

的 一组 前 线

照片中，士兵

正 在 发 射 炮

弹。

以色列生产的

“哈罗普”无人机。

2018

年

4

月

30

日，阿塞拜疆总统视察国家边防

局海岸警卫队船舶修理中心，这也是阿塞拜疆首次公

开展示其装备的以色列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