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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冲突中无人机的应用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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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适应高新科技发展对军事行动带来的冲击，加强我军无人战场研究，提高无人机专业建设能力，提出
未来无人机作战专业建设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无人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的应用和遇到的问题，结合无人
机作战特点，从无人机的作战优势、集群建设、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功能集成以及编制体制建设 5 个方面展开分析。
结果表明：加强无人机专业建设及技术的自主可控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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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UAV in NAKA Conflict
Liu Shiyang, Shi Shuai
(College of Equipment Management & Support,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PF, Xi’an 71008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on military operations,
strengthening on research of our army unmanned battlefiel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capacity of UAV, and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AV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combat in the future.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and problems of UAV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Nagorno-Karabakh and combining with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UAV, this paper is analyzed from 5 aspects: the operational advantages of UAV, cluster construction, core
technology autonomy and control, function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UAV and the autonomous control of UAV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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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 9 月 27 日起，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
素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简称纳卡地区)
爆发了新一轮大规模武装冲突，并迅速升级成两国
自 1994 年纳卡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交火最为激
烈的军事对抗行动。经过近 2 周的交战，双方均声
称给对手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和大量装备损
失，同时也带来大量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
损毁 [1]。通过分析这场战争中无人机的应用与启示，
对我军无人作战以及未来无人机建设发展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无人机的使用情况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历史
上由于政治、宗教、民族迁徙等诸多因素，造成该
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引发了阿塞拜疆和
亚美尼亚之间长期的民族矛盾。此次冲突依然围绕
纳卡地区的控制权展开，双方均动用了坦克、装甲
车、重型火炮、远程火箭乃至战术弹道导弹在内的

重型武器展开交战。除了上述传统作战手段外，两
国还使用了无人机等新型装备参战，尤其是阿塞拜
疆投入了数量众多、不同型号的无人机和巡飞弹，
在前线实施了一系列精确打击，取得了显著战果，
给亚美尼亚造成了严重的人员装备损失，为己方赢
得了一定的战场优势。下面就几种在战场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无人机及其战斗使用展开描述。
土耳其生产的旗手 TB-2 型无人机，全长 6.5 m，
翼展 12 m，最大起飞重量 650 kg，采用 1 台 100 Ps
的 Rotax-912 活塞发动机作为动力；最大平飞速度
为 222 km/h，巡航速度为 129.64 km/h；最大通信范
围为 150 km，实用升限为 8 200 m，续航力为 24 h；
最大有效载荷为 55 kg，主要装备 4 枚微型智能
炸弹 [2] 。该机为察打一体无人机，机身多数采用碳
纤维复合材料，机身小、飞行高度低、飞行灵活，
可有效规避敌方的侦查，是一种集战场实时探测、
监 视 与 侦 察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ISR)和实时目标打击能力于一身的
无人机 [3]。作战中能锁定敌方大量地面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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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坦克、火炮、防空系统、阵地以及人员物资等，
并给予精确打击。如图 1、2 所示，多数亚美尼亚目
标都是被该无人机锁定并摧毁的。

图1

TB-2 摧毁阵地

图2

TB-2 摧毁主战坦克

“哈洛普”无人机是以色列制造的一种“自
杀式无人机”，机长 2.5 m，翼展 3 m，采用活塞式
发 动 机 为 动 力 ， 续 航 能 力 为 6 h， 最 大 航 程 可 达
1 000 m， 巡 航 速 度为 185 km/h， 归属 巡飞 弹 类
别。如图 3 所示，该机具有复杂的曲线外形、减小
的后掠角、可向下折叠的三角形机翼，头部采用鸭
翼，具备出色的机动能力。机头上配备的光学系统
转塔可覆盖 360°的半球形空间，能自主对无线电辐
射实现目标追踪和打击 [4] 。采用隐形机身设计，使
敌方的防空系统难以察觉及拦截。具有很低的热信
号特征，红外武器也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跟踪，而
且光滑发亮的机身也使得肉眼定位和识别变得困
难。具备光电制导能力，可将战场实时情况传递给
操作人员，便于选择攻击目标，具备较高的攻击精
度，据悉其击毁了亚美尼亚军方的一套 S-300 导弹
系统 [5]。

图3

“哈洛普”无人机

除以上 2 种机型，阿塞拜疆军队还装备了其他
多种型号的以色列无人机。根据美国巴德学院无人
机研究中心的说法，阿军拥有 2 架“苍鹭”、10 架
“赫尔墨斯”、100 架“空中打击者”、50 架“哈
洛普”，此外还获得了 Orbiter1K 和 Orbiter3K 2 种
自杀式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阿军还将部分老旧
的安-2 轻型飞机改装为无人机，主要充当诱饵角
色，暴露敌人防空系统，配合其他无人机进行精准
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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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作战特点

无人机作战的一大特点就是价廉。首先，无人
机造价相对战斗机来说会低很多；其次，战斗机需
要飞行员驾驶，培养一个飞行员所耗费的成本极高。

对于现代战争而言，损失一架无人机远比牺牲一名
飞行员更容易让人接受 [6] ，而且在不受人工因素影
响下，无人机完全可以无视极端的环境进行作战任
务。在对敌昂贵的主战坦克、防空系统乃至后勤补
给进行精确打击时，哪怕无人机被毁，互换战损值
也能扩大己方优势。此次冲突只是小国之间的摩
擦，信息化程度并不高，在制空权绝对优势的情况
下，无人机作战优点可充分展现。而在叙利亚战场
上，恐怖分子使用的如图 4 所示的无人机更加简
陋。炸弹上用羽毛球捆绑作为尾翼，投掷下来的炸
弹，照样对地面目标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7] 。网购材
料即可自行组装，成本也就数十美元，却成了令叙
利亚军队非常头疼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由于体积实
在太小，地面的 12.7/14.5 mm 重机枪和小口径高炮
都难以将其击落。

图4

“羽毛球炸弹”

无人机另一大特点是灵活，无人机机体可大可
小、航速可快可慢、留空时间可长可短、飞行和起
落方式灵活多样。在战场上可以随时起飞，针对激
光制导、微波通信、指挥网络等光电信息实施对抗，
有效阻断敌方的攻击、指挥和侦察能力，提高己方
作战效率。无人机可用作情报侦察，通过安装光电、
雷达等各种传感器，实现全天候的综合侦查能力，
可对目标进行侦察、摧毁等战术任务，而且它可在
高速飞行时进行信息扫描，也可低速飞行或悬停凝
视，为己方部队提供实时情报。在作战中，其小巧
的体积无需考虑飞行员的承受能力，可以进行任何
超机动的动作来进行战场规避和突防。
此次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军事冲突，使用无人
机的阿塞拜疆军事实力在区域强国土耳其支持下获
得了很大提高，基本获得了制空权和制电磁权。亚
美尼亚目前还不具备基本的伴随防空体系，连要地
防空也很吃力，更不具备对阿塞拜疆境内目标进行
纵深打击从而干扰无人机运行的能力。这极大地放
大了无人机的优势，掩盖了无人机的劣势；因此，
出现了无人机对地面装备战绩一边倒的情况。

3

对军用无人机发展的启示
随着各类无人机系统的大量出现，无人作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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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为适应新时代无人作战，必
须加强军用无人机研究与专业建设。此次纳卡冲突
中无人机的运用，对未来军用无人机的发展方向有
着重要启示。
3.1

发挥无人机作战优势

根据无人机价廉及灵活的特点，在未来无人战
场上应充分发挥其作战优势。区分不同的作战目
的，无人机可被设计成不同尺寸和形状以应对不同
的战场环境及需求。为使无人机能充分发挥其作战
优势，还应加强各类型无人机之间及无人机与其他
主战装备的协同配合训练，研究多种战法运用，使
技术与战术巧妙结合，为我军无人战场的胜利奠定
基石。此次纳卡冲突后期，无人机进攻明显吃力，
连续被击落多架，原因之一是亚方摸清了阿方进攻
的方式手段，虽然阿方存在技术优势，但其无人机
战术单一，无法发挥预期作用。
3.2

加强无人机集群建设

建设数据链系统实时传递数据，达到信息共享，
网络化沟通可增强自适应协同。根据信息共享感知
彼此方位，自动协调，基本要求是互不相撞，能够
根据战场形势步调一致，形成有利阵形是更高要求；
达到智能倍增，简单说就是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
利用无人机集群庞大的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打造
一个共同大脑，使整个系统高速运转，作战时实现
自我判断，自我规避攻击，自主选择是否进攻，何
时、何种方式进攻。对无人机的反制措施无外乎 3
种，以亚美尼亚为例，主要采取电子干扰、地空导
弹拦截和假目标布设。电子干扰拼的是双方技术，
干扰与反干扰、控制与反控制。技术落后于对方就
只能采取其他应对方式，其中，自行高炮是一种弹
炮合一的对空防御系统，拥有高射速的机关炮，再
加上近程防空导弹的加成 [8] ，具备有效对付无人机
的能力。由数辆自行高炮系统组成的作战单元，足
以应对一定规模的蜂群无人机袭击。
如图 5 所示，当无人机规模达到上百架来袭时，
自行高炮系统也会应接不暇；所以当无人机集群建
设达到一定规模时，上百架察打一体无人机攻击地
面目标，再强大的防空系统也难以将成群结队的无
人机全部击落，而单架无人机成本远低于防空
导弹 [9] ，即使无人机上装备的仅是叙利亚战场上恐
怖分子使用的羽毛球炸弹，也足以对地面目标造成
巨大损害。

图5

3.3

无人机集群作战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无人机要有一定储存量用以应对突发局部战
争，无人机作战就如同战争中的弹药消耗，必须保
持生产线，做到随时启用、随时生产、随时参战，
而且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是
100%自主生产，所有零件必须国产化，避免出现卡
脖子现象。此次纳卡冲突，为什么一时间风头正盛
的无人机突然间就熄火了？一方面是由于 TB-2 是
阿塞拜疆从土耳其购买的，虽然互换战损达到了扩
大己方优势的目的，但无人机在战争时期价格昂贵
且存货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土耳其并非完全自主
生产，例如安装在前机身下方的是加拿大
L3-Wescam 公司生产的 CMX-15D 光电/红外转塔。
该转塔能在足够高度对目标进行侦察和瞄准，从而
避免 TB-2 被目标察觉，保证了 TB-2 的生存能力
和杀伤力。迫于大国压力、国际形势，加拿大停止
向土耳其提供光电/红外转塔，奥地利停止向土耳其
供应发动机，核心科技一旦被人卡了脖子，就注定
悲哀 [10]。
3.4

加强无人机群功能集成

提高无人机群功能集成化，能使无人机群在无
人战场上功能之间实现互补、相互配合，扩大战场
优势并最终取得胜利。一是加强影像传输功能，通
过实时传输的影像资料，判断是否需对发现的目标
给予打击，防止被敌方布设的假目标所迷惑；二是
利用全息投影加强心理战的应用，将前线传回的精
确打击敌方重要工事，甚至利用无人机实施斩首行
动的影像资料利用全息投影在敌方城中心予以播
放，增强敌方心理上的恐惧感，达到“不战而屈人
之兵”；三是在机群建设中加入侦察机、瞭望机、干
扰机、僚机、轰炸机、宣传机、隐身无人机、察打
一体无人机等多类型无人机，配合地面装甲部队、
海上舰艇形成一体化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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