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責任編輯：王衍靈
A6 中國新聞

美國誇大鑽地彈作用的背後

景資料景資料背

縱觀中國的百年海歸史，從第一
代的留學生容閎、詹天佑，到提出
「物競天擇」的嚴復，再到 「兩彈一

星」的錢學森、鄧稼先，直至現在我
們熟知的張朝陽、李彥宏，海歸人才
一直幫助推動中國的發展。從 08 年
提出至今， 「千人計劃」漸見成效，
引進海外人才數量上大大增加，正教
授的數量比過去二十年都還要多，創
業人才達幾百人。

人才品牌象徵
走入張輝位於中關村的創毅公司

，由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授予的
「千人計劃」證書，以及他作為傑出

青年代表被領導接見的照片，被掛在
牆壁最顯眼的位置。作為第一批入選
「千人計劃」的創業型人才，37 歲

的張輝有着年輕人的自信與張揚，也
有着成功企業家的從容和淡定。他同
時亦是 「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的執
委會副會長。

張輝十五歲便進入中科大物理專
業，在伯克利大學就讀電子工程與計
算機專業的研究生，2006 年創辦了
自己的科技研發公司──創毅。2007
年創毅成功推出首枚中國自主知識產
權的 CMMB 終端核心芯片，服務於
2008 年北京奧運會，2010 年推出全
球首枚基於4G標準的TD-LTE終端
基帶芯片，服務於 2010 年上海世博
會。

也就是在 2008 年底，張輝通過
中關村科技園區推薦第一批入選了
「千人計劃」創業人才。

張輝指着證書向記者介紹， 「千
人計劃」被認為是中國人才的品牌象
徵，分為兩種類型，一是高校央企的
創新類人才，二是聚集在中關村的創
業人才。現在因 「千人計劃」歸國的
人才已近兩千，形成了新一輪的回國
熱。

創業路上通行證
張輝認為， 「千人計劃」形成了

一個扎堆效應，就像硅谷那樣，全球
的人才都喜歡去那裡。 「人才是喜歡
扎堆的，因為它有這個氛圍去發展，
以北京中關村為典型的話，如何將人
才形成扎堆風，一方面是引進人才，
一方面是建立機制把科研體系和高校
的人才釋放到中關村去。」

擁有了 「千人計劃」證書，就像
擁有了一張通行證，解決了很多創業
路上難題。而對於引進的科技創新人
才，國家有關部門為其提供了一系列
特定的生活待遇。據了解，獲評 「千
人計劃」專家後，中央財政給予每人
人民幣100萬元的資助，有關地方提
供配套支持；給予多次出入境簽證以
及正局級的醫療保險。更為貼心的是
，國家為海歸人才的配偶及子女提供
配偶就業安置及解決子女教育問題。

張輝說道： 「一般回國的人才最

大的動力是有大的事業發展空間和報
效祖國，並非單單為了好的回國待遇
。不過大部分人才沒有回來是家屬的
問題，不是本身的問題，所以做好一
些善後工作，顯得政府非常有人情味
兒，也增加了海歸的回國熱情。」

尋求國會追加撥款
據悉，美國《華爾街日報》1月28日的一篇報道

說，美國國防部正在對美軍武器庫中的 「巨型鑽地彈
」實施升級改造，使之具備打擊伊朗最堅固地下核設
施的能力。這篇報道援引知情官員的話說，五角大樓
戰爭決策者根據最初測試結果已經判定，美軍現有的
最大常規炸彈——重達 3 萬磅的 「巨型鑽地彈」無力
摧毀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五角大樓已於本月秘
密向國會提交報告，請求追加撥款以提升炸彈的穿透
能力。

據悉，五角大樓為此已花費約 3.3 億美元，正尋
求國會追加約8200萬美元撥款。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
對此曾表示，五角大樓需要開展更多相關研究工作，
預計炸彈不久將具備摧毀最深地下掩體的能力。在尋
求通過制裁遏制伊朗核計劃的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
要求五角大樓提出軍事打擊計劃，提升 「巨型鑽地彈
」穿透能力。

發展已達半個世紀
所謂鑽地彈，是指可攜帶鑽地彈頭作為侵徹戰鬥

部，專門用於對機場跑道、地面加固目標及地下設施
進行攻擊的對地攻擊彈藥，被稱為 「炸彈之父」或
「炸彈之母」。20世紀60年代初，美軍為摧毀前蘇聯

洲際導彈發射井的彈藥，開始鑽地彈研究。幾十年後
，現已研製出十餘種類型數十型號。據稱，專門用於
襲擊深層地下指揮中心的鑽地彈，可鑽透 6 米厚的鋼
筋水泥工事和30米厚的普通地面。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伊拉克一個防空掩體被

兩枚GBU-28 「掩體粉碎機」炸彈炸穿，躲在掩體裡
的1100多名無辜平民瞬間慘遭 「粉碎」。儘管這種非
人道的武器用於實戰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指責。但是
，鑽地彈研製卻一直未被禁止。

有關資料表明，美國空、海軍聯合研製的 「傑達
姆（JDAM）」鑽地彈，具有高準確度、全天候、自
主式制導能力。這種炸彈1997年批量生產，由轟炸機
、戰鬥機或巡航導彈從高、中、低空投放，用以攻擊
各類地上和海面目標。

1999 年 5 月 8 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炸毀我駐南
聯盟大使館，使用的便是 「傑達姆」鑽地彈。當時，
美軍B-2轟炸機向我駐南大使館發射5枚 「傑達姆」
鑽地彈。其中，兩枚從大使館辦公樓頂部進入貫穿 5
層樓房，後進入樓底和地下室引起爆炸。

2003年，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首次將新研製的
「巨型鑽地彈」投入實戰。這種 「巨型鑽地彈」長 6

米，重約1.36萬公斤，是一般鑽地炸彈爆炸力的10多
倍，被稱作 「炸彈之王」。

精確打擊效果成疑
「巨型鑽地彈」無疑屬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

括美國在內國際社會人士，一直存在質疑。然而，一
貫標榜人道主義的西方國家卻執意迴避這一話題，始
終沒有放棄研製工作。此外，就技術而言，一些專家
認為， 「巨型鑽地彈」尚顯原始和粗糙，其科技含量
微乎其微，僅採用了全球定位系統制導，用於精確打
擊地下設施的效果，有待於今後的戰爭實踐證明。目
前，鑽地彈的宣傳效果大於實戰。

由於以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近幾年來，
美國軍方要求研製 「巨型鑽地彈」的軍費申請在國會
難以通過，導致研製速度有所放緩。現在，美國國防
部利用打擊伊朗核設施的難得機會，重提繼續研製
「巨型鑽地彈」，高調宣揚 「巨型鑽地彈」對打擊地

入目標的極端重要性，為的是促使國會恢復對 「巨型
鑽地核彈」專案的撥款計劃。

摧毀效果非如傳說
應該承認，鑽地彈對地下目標的確有較大殺傷力

，從技術上說，是因為其殼體一般用高強度材料製成
，內外表面敷防熱層，防止在高速運動後，鑽地彈到
達地面，殼體不發生撞裂，從而依靠自身的巨大動能
和彈頭銳角，鑽進地面深處。鑽地彈除採用動能擠壓
方法外，還通常採用延時引信的方法，不致於在鑽進
和尚未尋找到目標前發生爆炸，保證其按特定指令適
時引發爆炸。不過，鑽地彈對地下目標的摧毀效果，
與彈頭威力、鑽地深度、目標周圍地質條件等因素有
關，並非像有人說的那樣神乎其神。

試驗證明，鑽地彈與同等威力的普通炸彈相比，
不僅體積小、重量輕，造成的附帶損傷相對比較小，
不僅可以破壞敵方加固的地下軍事目標，如：導彈發
射井、地下指揮所等設施外，還可用於攻擊藏在很深
冰層下的潛艇等目標。過去，美國軍方一再表示，研
製新的 「巨型鑽地彈」，主要是用來對付利比亞、伊
拉克和伊朗等國研製核武器、化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
地下設施。

引信日趨智慧化
鑽地彈一般由運載工具和侵徹戰鬥部組成，運載

工具一般為巡航導彈彈體、航空炸彈彈體及火箭等，
其運載功能是使侵徹戰鬥部在末段達到足夠的速度。
侵徹戰鬥部由內侵徹彈頭、高爆裝藥和引信組成，侵
徹頭一般為高強度鋼或重金屬合金材料，採用破片殺
傷方式，引信通常為延時近炸引信或智能引信。此外
，為精確打擊，彈上還裝有控制、導引裝置。

如今，鑽地彈引信日趨智慧化，通常採用延時引
信或智慧引信，延時引信可使彈頭侵徹到目標內部
300 毫秒後引爆炸藥。美軍現正研製和開發多級引信
，其原理是，炸彈觸地後鑽入地下一定深度，第一級
引信引爆炸開洞口，炸彈循洞繼續鑽入，二級引信繼
續引爆再……直至炸彈進入更深的地下，找到攻擊目
標後主戰鬥部爆炸。

並非沒有辦法應對
從運載工具上區分，鑽地彈可分為巡航導彈型鑽

地彈、航空炸彈型鑽地彈、精確制導型鑽地彈、航空
布撒器攜帶的侵徹子彈藥、炮鑽地彈，以及肩射火箭
型侵徹彈藥等。其中，巡航導彈型鑽地彈包括空射、
艦射、陸射巡航導彈。

然而，鑽地彈並非是戰無不勝和決定一切的武器
。目前， 「巨型鑽地彈」的性能雖有改進，但是，其
鑽地深度仍然不夠理想。此外，還普遍存在難以識別
地下目標，和毀傷精度不高等難題，當今，軍事強國
正着手解決這一難點。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方面
應嚴厲譴責研製和使用 「巨型鑽地彈」這種大規模殺
傷武器的行為；另一方面應堅持針對鑽地彈的先天弱
點，做好針鋒相對的戰略防禦。

防禦鑽地彈攻擊，首先是阻止敵方對地下設施具
體位置的探測偵察；其次是針對鑽地彈的性能，不斷
改進地下掩體的結構；再就是盡早攻擊鑽地彈的發射
平台。如：飛機、巡航導彈等。由於目前鑽地彈均必

須由轟炸機或巡航導彈作為載體發射，因此，防範轟
炸機和巡航導彈，便成為主動防禦的有效手段。要實
現這一目標，關鍵是建立和完善空中預警系統，加強
國土防空，做到防患於未然。

伊朗或已做好防禦
從伊朗來看，對付美軍的鑽地彈有一定的國防基

礎和作戰能力。美國公布的材料認為，伊朗有27處核
設施目標，伊朗宣稱其核濃縮離心機均處於絕對安全
狀態下，這說明，伊朗很可能已經做了針對美軍鑽地
彈的防禦。

據國際機構估計，目前，全世界約有70多個國家
擁有深層地下掩體，總數目高達 1 萬多個。為防禦鑽
地彈襲擊，一些國家運用高技術，提高地下防禦設施
的挖掘深度和抗毀強度。這些主要技術有：異型表面
技術，即：在坑道入口等處構築凹凸不平的表面，使
鑽地彈偏轉，攻擊角增大、甚至跳彈而不能鑽地；彈
道偏斜技術，即：構築尺寸與直徑相當的石塊堆積層
，利用彈道擾動裝置對彈體控制系統實施干擾，使鑽
地彈攻入石塊堆積層而消耗其動能；遮彈偏航技術，
即：構築特製的偏航板或帶鋼筋混凝土填板的混凝土
防護層等，使彈道彎曲、彈體偏轉、變形甚至斷裂；
綜合防護技術，即：綜合運用隱蔽、偽裝、分隔、分
散、干擾等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鑽地彈的攻擊效能。

據悉，在科索沃戰爭中，美軍為轟炸原南聯盟普
里什納機場的地下機庫，曾投擲過多枚號稱 「掩體粉
碎機」的GBU-28型常規鑽地彈。然而，戰後美軍卻
發現，南聯盟地下機庫裡的米格-21 型戰機等仍完好
如初。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 12 日消息：為吸引更多
的海外高層次人才來京工作和創業，北京市將 「外專
千人計劃」的申報人選年齡放寬至 65 歲，中央財政
將給予 「外專千人計劃」長期項目專家每人100萬元
的一次性補助。

「外專千人計劃」面向非華裔外國專家，目前重
點引進長期項目專家，至少要連續來華工作3年，每
年不少於9個月。

北京市外國專家局相關負責人 12 日表示，北京
市 「外專千人計劃」第一批申報工作於去年 11 月啟
動，目前入選專家已報送至國家外專局進一步審核。

第二批、第三批 「外專千人計劃」申報工作已經啟動
，申報截止日期分別為3月12日和7月16日。

據介紹，被成功引進的外國專家將在出入境、居
留、醫療、保險、住房、稅收、薪酬等方面享受特定
政策和待遇，除給予百萬元補助外，根據工作需要，
用人單位還將向從事科研工作、特別是從事基礎研究
的外國專家提供總計300萬元到500萬元的科研經費
補助。

據悉， 「外專千人計劃」將利用 10 年左右的時
間，引進500到1000名高層次外國專家。

京吸外國專家 年齡放寬至65歲

變態武器攻防計
最近，美國一再誇大新型戰略武器鑽地彈作用，其目的是回應以往

對鑽地彈非人道主義的譴責和專家對其技術方面的質疑，從而發出對伊
朗研製核武器的戰略威懾，同時，以此向國會施壓爭取追加專項研製經
費。其實，像核武器一樣，被稱作 「變態武器」 的 「巨型鑽地彈」 並非
像美國宣揚的那樣神奇和不可應對。

楊民青（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2008 年 12 月
，中共中央辦公
廳轉發《中央人
才工作協調小組

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 「千
人計劃」），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
標，從 2008 年開始，用 5 到 10 年，在國
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
、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引進
並有重點地支持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
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
家和領軍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

「千人計劃」引進的人才，一般應在
海外取得博士學位，原則上不超過 55 歲
，引進後每年在國內工作一般不少於6個
月，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在國外著名高
校、科研院所擔任相當於教授職務的專家
學者；在國際知名企業和金融機構擔任高
級職務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
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或掌握核心技術，具有
海外自主創業經驗，熟悉相關產業領域和
國際規則的創業人才；國家急需緊缺的其
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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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海外人才 一位資助百萬

千人計劃帶動回國熱
本報記者 孫 志 實習記者 周 琳

▼ 「千人計劃」 創
業人才張輝

▶ 2009 年 9 月 30
日，胡錦濤會見海
外人才回國觀禮團
和優秀留學回國人
才代表團成員，勉
勵他們為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作出重要
貢獻 資料圖片

▲一些專家認為， 「巨型鑽地彈」 尚顯原始和
粗糙，精確打擊效果有待證明

◀▲報道稱，美國國防
部正在對美軍武器庫中
的 「巨型鑽地彈」 實施
升級改造，使之具備打
擊伊朗最堅固地下核設
施的能力 資料圖片

▲鑽地彈攜帶鑽地彈頭作為侵徹戰鬥部，被稱
為 「炸彈之父」 或 「炸彈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