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 D 9型军用推土机 

近 日，美国向以色列军事工业公 

司 (IMI)购买了一批新型D9装甲推 

土机 ，并将运抵伊拉克 ，执行清剿反 

美武装分子的任务。这种 D9军用装 

甲推土机之所以被美国大兵所看中， 

正是因为其在加沙地带用来排除路 

障，摧毁被认为是恐怖分子藏身地 

时大显神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由 

于其庞大的身躯，巨大的破坏力，再 

带有震天的轰鸣声，因此当其在战 

场上出现时，简直就是一头不折不 

扣的恐怖钢铁巨兽。 

这种军用型装甲推土机是在美 

国履带式拖拉机制造公 司研制的 D9 

民用 推土 机 的基 础 上研 制 出来 的 。 

为了应付在加沙地区与巴勒斯坦民 

众的冲突，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够更 

安全和更有效地执行清剿恐怖分子 

的任务，以色列国防部授权以色列 

军事工业公司对D9民用推土机进行 

全方位改装 ，主要是增加装 甲，增加 

其在战场上的生存力。 

D9民用推土机功率为 410马力， 

重53．8吨，高约4米，加上外部设备 

长8米多，规模庞大，使用寿命较长， 

操作简单，可靠性较强，价格相对不 

高，是当今世界同类产品中比较受 

欢迎 的大 型履带式 推土机 ，惟一 能 

与其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日本生产 

的 D275A型推土机 。以色列军事工 

业公司针对加沙地区的冲突特点 ， 

研制出了一套D9民用推土机的专用 

装 甲组 件 ，主 要包 括采用 全装 甲驾 

驶室，安装高级防弹玻璃，在一些重 

要部件如发动机散热器、推土机液 

压缸以及重要管线外都设置了装 甲 

防护 ，此 外根据 情况 还可 以安装 隔 

栅装甲，使整车除了能抵御一般小 

口径子弹 的袭 击外 ，甚至能 经受 住 

RPG火箭弹的攻击。据称，整个装 甲 

组件重达 1 5吨。此外，考虑到近战 

需要，D9装甲推土机在装甲驾驶室 

备有7．62毫米机枪或40毫米枪榴弹， 

还备有烟幕弹发射器，这些装备足 

以让 D9装甲推土机能跟随步兵在城 

市的大街小巷进行肆无忌惮的扫荡。 

有意思的是，D9装甲推土机虽 

无人型 D 9装甲推土机的名字就叫 。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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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外形张牙舞爪，但以军却为它起 

了一个极尽 “温柔可爱”的名字—— 

“泰迪熊”(Doobi)。以军工兵部队在 

去年的黎以冲突中，不仅以D9装甲 

推土机铲平真主党民兵的阵地，还 

执 行排 雷 和拖 救友 军 战车 的 任务 。 

D9装甲推土机以其巨大的推土铲清 

除了许多装有200～500千克炸药的简 

易爆炸装置，而且屡屡在敌军轻武 

器和火箭弹的直接命中下 “毫发无 

损”。以军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特 

别强调了D9装甲推土机 “是以军致 

胜且有生 力量几 无损 失的关键 ”。 

在实际冲突中，以色列国防军认 

为 ，关于 巨型推 土机 的军事 用途开 

发设想还远远不够，尽管有装 甲防 

护 ，而且 使用 的推土机 司机 人数也 

比较少 ，但是为保万无一失 ，以色列 

Technion技术研究所还设计出了一 

种可远距离遥控操作的D9装甲推土 

机。这使得 D9型军用推土机几乎成 

为一种 综合性 通用 车辆 。如果有狙 

击手埋伏在楼房中，或者有携带爆 

炸物的恐怖分子构筑 了街垒 ，D9型 

军用 无人装 甲推土 机可随 即赶 到事 

故地点，非常简单地摧毁房屋及屋 

内的装备 ，对恐怖分子长驱直入 ，压 

过去就行 了。 

在对 D9型军用无人装 甲推土机 

进行战场公开试验时，Technion技术 

研究所和以色列军方曾宣布，这种 

装备的研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投入 

的每一千美元都有可能挽救一名以 

军士兵的生命。巴勒斯坦内阁发言 

人则警告称 ，以军使用无人推土机 

将会导致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伤亡， 

推 土机这一 民用工具 的军事 用途开 

发设想应该受到世人 的鄙视 ，否则， 

无辜平 民将面临 更大 的生命 和财产 

威胁。以色列军人经常使用推土机 

摧 毁他 们认为居 住着 巴勒斯 坦 自杀 

式恐怖分子家人的房屋及其它可能 

藏有以色列敌人的楼房，对巴勒斯 

坦人来说 ，D9推土机就是 “毁灭”的 

同义词。这种灰色的、重装甲防护的 

推土机 ，瞬 间就能摧 毁一幢 小型 楼 

房，能把数百幢建筑化为灰烬，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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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 以色 列的评 论家都 称之 为 “恐 

怖的战争怪兽”。 

作为D9“战争怪兽”研制和生产 

者 的美 国履带式 拖拉机 制造 公 司则 

发表 声 明 ，称这 种新 型车辆可 挽救 

巴以冲突双方的生命 ，虽然也特别 

提到了2003年3月 16日，23岁的科 

里试 图阻拦以军 摧毁 加沙 地带 巴勒 

斯坦人房屋时，差点被以军推土机 

(不是 D9型)压死，以军声称坐在重 

装 甲防护驾驶室里的 司机视野不好 ， 

根本就没看见科里。新型D9军用无 

人装甲推土机则在驾驶室里安装了 

摄像机，从而具有非常广阔的视野， 

可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美国公 

司还在声明中强调称，公司理解公 

众对 中东局 势的 关注 ，但 是 公司生 

产的 各种车 辆 已经在全 世界范 围 内 

销售了 200万辆，公司无权控制客 户 

对这种推土机的个人使用方式。 

于是乎，美以合作创造了一个新 

的杀人机器，带着武器装备的 D9装 

甲推土机，它除了有一个卡通的绰 

号—— “泰迪熊”以外，还有一个名 

字叫做“毁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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