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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O Baltic Air Policing 2020

波羅的海空中警察任務

作者：Tsungfang Tsai

2020 年 1 月，北約聯軍空軍司令部安排媒體參訪立陶宛希奧利艾（Siauliai）基地，並以空

拍方式向大眾展示比利時空軍的作戰能量。

2020 年實況

1 月 14 日，北約空軍司令部安排媒體團參訪實際攔截作業，擔任

不明機的比利時空軍 A321 客機從比利時馬爾堡基地起飛，經過法國

、英國、丹麥、瑞典、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停留一

天後這架 A321 再經由波蘭、德國返回比利時馬爾堡基地。

根據北約空軍司令部哈伯澤策爾（Klaus Habersetzer）中將的簡報

，在這架 A321 飛抵的航線上，下列國家將安排攔截機演練攔截：

芬蘭：2 架 F/A-18 戰機，由不透露名稱的基地起飛。

法國：1 架由聖迪濟耶（St Dizier）基地起飛的飆風戰機。

波蘭：2 架艾瑪瑞基地起飛的 F-16 戰機與 2 架不透露基地名稱起

飛的 F-16 戰機。

英國：1 架柯寧斯比（Coningsby）基地起飛的颱風戰機。

丹麥：2 架斯克呂斯托普（Skrydstrup）基地起飛的 F-16 戰機。

動的國家，這項進駐行動已經持

續 16 年，目前進駐立陶宛的是

駐地於克林恩布洛艾爾（Kleine-

Brogel）的 349 中隊；另一個中

隊進駐艾瑪瑞（Amari：EEEI）

基地，由比利時空軍馬爾堡（

Malbork：EPMB）基地的 F-16 戰

機擔任。

上述兩個基地是俄羅斯 / 北

歐以及克里米亞危機後於 2014

年加入的基地。波羅的海空中警

察任務由北約聯軍空軍司令部主

導，拉姆斯坦（Ramstein）為其

駐地。在北約主導下，波羅的海

2020 北約

作者：Alex van Noye & Joris van Boven

其他國家例如荷蘭、瑞典與

德國因故取消派遣攔截機演練。

在這架 A321 客機飛抵立陶宛後

，哈伯澤策爾中將會責付下屬單

位再度對媒體進行簡報，並對此

次攔截行動作匯報，結束這一年

的媒體參訪活動。

空中警察任務

呼號為 Ron 的比利時空軍進

駐指揮官解釋，在希奧利艾基地

（EYSA）進行的波羅的海空中

警察行動（BAP）的大要是：早

於 2004 年，比利時空軍就成為

第一個參加波羅的海空中警察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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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獲緊急起飛的命令後可於

15 分鐘內抵達指定空域，這整

各過程稱為快速反應警戒（QRA

），在升空的 2架戰機外，地面

另備便 2架待命機。

比利時空軍的進駐單位大約

有 60 名分成 3 部份空勤 / 地勤

組員。

※操作部門：包含飛行員，

空域由位於德國烏登（Uedem）

的聯合空中作戰中心（CAOC）

統籌，基本上該部負責整個歐

洲北半部的空域；接續再通報

位於立陶宛境內的卡姆拉維（

Karmelava）基地的控制與回報中

心（CRC）指派攔截機。

進駐的比利時空軍每天 24

小時維持 2 架可用的攔截戰機

任務指揮官，消防與氣象預報組

員。

※維修部門：主要是 F-16

戰機的導航與武器維修技術組員

。

※支援部門：醫療，憲兵與

飛航管制組員。

雖然比利時空軍早於 1980

年引進 F-16 戰機，但經過數度

1北約組織因組織架構龐大，來源國家眾多，因此過往分成南北兩處管制中心管制全歐空域。NATO

2 2018 年的波羅的海空中警察行動天候不佳，但北約公關單位依舊安排媒體空拍。

3擔任不明機的A321 客機，在降落於馬爾堡基地前由攔截機僚機所攝得伴飛照片。

4由於機會難得，因此北約盟國都會積極派機參與波羅的海空中警察行動。

法國幅員遼闊，通常會派遣幻象 2000 戰機攔截不明機，在引進飆風戰機後也會輪派兩種機型升空參與攔截。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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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提升後依舊可以擔負這項

任務。一般擔任警戒任務的 F-16

戰機會攜帶 2枚 AIM-120、2 枚

響尾蛇飛彈、M61A1 機砲（配

彈 500 發）。航電部份主要是配

備狙擊手標定莢艙（ATP）。熱

焰彈主要是應付熱導引飛彈，但

現在用於吸引不做回應的不明機

吸引手段。夜航時，比利時空軍

飛行員也會配掛夜視鏡（NVG）

飛航。

如果民航機不遵照國際規則

，例如沒有使用詢答器、不回應

管制中心的識別，或是偏離正常

飛航路逕，攔截機就會起飛。攔

截機必須於 15 分鐘內抵達指定

空域，後續由管制中心指引攔截

路線。而在對付流氓機（Rogue

）時，攔截機除了向管制中心報

告外也需近距離拍照、存檔。

如果被攔截機採取危險舉措

，或是朝向禁航區持續飛航，或

是偏離正常飛航路徑時，F-16 戰

機上的熱焰彈就相當有用。通常

攔截機除伴飛外，也會飛抵座艙

附近察看，主要是以目視手段看

看是否客機遭到劫持。

攔截機多半以兩機 1組升空攔截，為求拍攝效果通常

會安排上述的戰術脫離科目供媒體拍攝。

12北約許多盟國多半操作美製 F-16 戰機，許多前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後也引進 F-16 戰機，並在空中警察行動

中派遣，這種攔截行動的演練為時頗長，於雲海中所攝照片別有一番風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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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期間，北約在歐洲有好

幾個空軍所屬司令部負責對應北

、中、南歐，在中歐地區因位處

要衝又區分為 2 個戰術航空軍：

第二盟軍戰術航空軍（2ATAF）

負責區域注重德國北部，納編英

國、荷蘭、比利時與部份德國空

軍戰力。第四盟軍戰術航空軍（

4ATAF）負責區域注重德國南部

，納編美國、加拿大與部份德國

空軍戰力。

兩個戰術航空軍經常舉行觀

摩演習並且互相訪問基地，戰

機部份演習名稱為戰術飛航會（

Tactical Fight Meet），偵察機部

份稱為同花順（Royal Flush），

最終這兩種演習被合併為年度的

戰術空軍會（Tactical Air Meet）

。華沙瓦解後，1990 年代初期

，北約被重組為南、北兩群空軍

司令部（AIRNORTH、AIRSOUTH

）；2012 年後組織又重整，只

剩下德國拉姆斯坦空軍基地所屬

的聯軍空軍司令部（AIRCOM）

，負責整個北約的天空與太空事

務。

目前這個司令部約有來自北

約 30 個國家、約略 1,100 名官

士兵構成，由於任務繁重未來將

擴編到 1,300 人的規模，目前包

含 3 個夥伴國家成員也派員觀摩

（瑞典、芬蘭、亞拜塞然）；拉

姆斯坦空軍基地自 1974 年以來

就是北約體系下的重要司令部，

目前下轄空中警察作業中心、早

期預警與飛彈防禦管制中心、地

面部隊監控中心等。

北約空中司令部為遂行任務

次分為 3 處指揮中心：位於德國

烏登基地的聯合空中作戰中心、

目前有三種緊急起飛模式：

ALPHA 緊急起飛：真實的緊

急起飛，攔截機需要在 15 分鐘

內抵達指定空域。

TANGO 緊急起飛：緊急起飛

的實際操作，但沒有不明機，為

訓練模式。

SIERRA 緊急起飛：緊急起飛

流程，攔截機並未起飛的實際操

作訓練。

從 2019 年 9 月以來，比利

時空軍進行了 20 次 ALPHA 緊

急起飛，包含戰機，運輸機，轟

炸機，入冬後次數減少、春季攔

截次數又開始增加。大部份的

ALPHA 緊急起飛發生於加里寧格

勒（Kalinigrad）與聖彼得堡的飛

航空域，此外也有部份直升機飛

航次數往返於加里寧格勒與海上

鑽油平台之間。

冷戰前後差異

1北約空中警察行動為承平時期的攔

截演練，也是媒體唯一能拍攝的公開

管道，每次攔截行動都吸引眾多媒體

報名。

2雖然航程較遠，但英國皇家空軍也

趁著 A321 客機飛臨英國空域時派遣

颱風戰機升空演練。

3略有星芒效果的空中拍攝，此時需

兩機保持定速狀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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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托雷洪基地（Torrejon）

也有一處空中作戰中心、義大利

波焦雷納蒂科基地（Poggio Re-

natico）的機動可部署空中指揮

與管制中心。烏登基地負責歐洲

北部，包含波羅的海空中警察任

務（BAP）以及冰島空中警察任

務（IAP）的飛航管制。

波羅的海空中警察任務始於

2004 年，當波海三國（愛沙尼

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加入北

約後，由於三國空防乏力因此由

北約成員國派遣空軍機組員輪流

進駐，進駐基地通常是愛沙尼亞

的艾瑪瑞基地與立陶宛的希奧利

艾基地。

為了增加運作能量，愛沙尼

亞空軍於 2020 年 1 月 20 日啟

用於首都塔林的一座新的飛航管

制中心，航管量足以涵蓋波海三

國空域，這種更新是波海空域監

視網路與控制系統（BALTNET）

的一部份，最終目標是波海三國

各自有一座現代化的飛航管制中

心。建置整個系統的想法就是備

援概念，目前波海三國的航管員

培訓與經驗累積是輪駐北約管制

中心的方式取得。

總計從 2014 到 2015 年間的

波羅的海空中警察行動次數最高

，之後下降到 2018 年的 145 次

，2019 年又增加到 200 次。

1相對開放的歐洲國家空軍，在完成攔截演練任務後會

由長機飛官進行媒體簡報。

2由於攔截行程事前已向媒體匯報，主辦單位也會安排

緊急起飛，地勤組員協助的科目供媒體拍攝。

3攔截任務通常攜掛先進中程飛彈與響尾蛇飛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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