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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路透社近日称，美国特朗普政府正
在起草一项关于月球资源开发的国际协议，
试图在月球上搞“圈地”运动。这种违反

“月球的勘察和使用是全人类的财富”的做
法，让人担忧冷战期间美苏抢建月球基地的
疯狂往事可能重演。

美国美国““占领月球占领月球””优先考虑军事优先考虑军事

军方接连出手
“曼哈顿被来自月球的3枚火箭摧毁！”美

国作家罗伯特·S·理查森没有想到，他于1948
年在大众媒体上刊发的科幻小说，竟然在十余
年后启发了美国在月球建立军事基地的疯狂
想法。这篇广为传播的短文描绘了一场来自
月球的“火箭闪电战”，意在提醒公众“警惕某
些大国未来在月球的秘密项目可能对美国安
全造成威胁”。尽管在火箭才刚起步的那个年
代，这种提醒有些杞人忧天，但它已被纳入五
角大楼的视野中。

1957年，苏联用运载火箭将第一颗人造
卫星送入轨道，美国紧随其后，于1958年初
发射本国第一颗卫星。太空竞赛开始了，美
国和苏联争相发射各种卫星和探测器，还成
功回收了用火箭送入太空的动物。在这样的
背景下，美国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
被提上日程。

最早公开评估月球基地项目的是野心勃
勃的美国陆军。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美国第
一颗卫星就是由美国陆军导弹顾问冯·布劳恩
设计的“丘比特C”火箭送上太空。在1959年
3 月美国陆军研发主管给军械部部长的信件
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月球需要载人军事前
哨站”。这份信件里明确提到，第一个建立月
球基地的国家将拥有无价的科学、军事和政治
声望，“美国必须抢到这个第一”。此外，月球
基地可以保护美国在月球上的潜在利益，开发
以月球为基础的空间监视、通信中继和月表运
作技术，以及从月球进一步探索太空等。

美国陆军的评估报告强调说，建立载人月
球基地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相比地面监测系
统，从月球上监视太空飞行器的动向更加精
准。月球基地还是针对敌人的强大威慑，“如
果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月球上存在，并且有办法
应对敌人的登陆，敌人将难以挑战我们的优
势。如果敌对势力先到达，情况就会逆转。”

美国空军也展开了类似评估，但更强调月
球基地的核打击能力。空军中将唐纳德·普特
告诉众议院武装委员会：“由于月球的引力只
有地球的1/6，从月球向地球发射导弹比反过
来容易得多，这意味着月球军事基地很难被摧
毁。此外，月球基地可以藏在月球背面，它永
远无法从地球上观测到，更具隐蔽性。”

疯狂的“地平线”计划
五角大楼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展开月球基

地计划，在于当时对太空技术发展的乐观估
计。苏联广播宣称“苏联公民将在月球上庆祝
建国50周年（1967年）”，美国国家空间政策情
报机构也认为，苏联可能在1968年登陆月球。

为抢在苏联之前，由冯·布劳恩牵头、代号
“地平线”计划的美国陆军月球基地项目于
1959 年 6 月正式启动。美国陆军明确表示，

“地平线”计划获得的重视程度应等同于研发
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旦建成，月球军事
基地将受控于一个统一的太空司令部。”按照
该计划，美国将在1966年底前建立一座可运
作的月球前哨站，最初的载人登月将在 1965
年春天进行。

让人咋舌的是，“地平线”计划提出时，人
类甚至还从没有进入过太空——直到1961年

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才首次完成这一
壮举。但美国陆军认为，美国和苏联都可能在
1964年前实现无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似乎
是一种可以实现的能力”。

“地平线”计划制定了详细的登月方案，包
括利用绘图和数学公式加以解释。方案认真考
虑月球的重力和磁场情况，以及缺水和缺氧的
困局，同时还设计了特殊的月球舱和航天服。

根据计划，1965年4月首批两名航天员登
上月球后，负责核查先前无人探测器对登月场
环境的勘测情况。开始时，他们只能暂时在月
球车里栖身，等待后续人员和物资补给的不间
断送达。月球基地的主要结构由一系列直径
10英尺、长20英尺的圆柱形金属罐组成，它们
采用类似热水瓶那样的双层结构，以抵御月面
悬殊的昼夜温差。整座基地由两座核反应堆
提供能源，可以容纳12人长期值守。经过约6
个月的建设后，月球基地将在1965年底逐步
投入运行。

实现“地平线”计划的关键在于运载火
箭。美国陆军将希望寄托在研制中的“土星一
号”和“土星二号”火箭上。按计划，“土星一
号”要到1963年10月才开始首次发射，但美军
竟要求在1964年就发射72枚“土星一号”，其
中40枚用于“地平线”计划。到1966年11月，

“地平线”计划将把245吨建筑材料、硬件和物
资运到月球，为此需要发射61枚“土星一号”
和 88 枚“土星二号”火箭，平均每月发射 5.3
次！“地平线”计划显然轻视了月球基地的各种
挑战。美国陆军轻松地预测，整个项目总成本
估计为60亿美元，“平均每年耗费仅占年度国
防预算的2%”。

美国空军1961年提出的“月球计划”项目
同样乐观。该项目考虑于1968年底在月球建
成一座地下空军基地，可以容纳21名航天员，
预计耗费75亿美元。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解
密文件显示美国空军还从科学、军事和心理上
认真思考“在月球或附近引爆核装置的利弊”，

“目的是用美国的实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NASA也挡不住诱惑
接踵而来的技术困难让美国军方很快意

识到，建设月球基地的挑战远比想象中的大得
多，这些疯狂项目被叫停。美国总统肯尼迪于

1961 年宣布“阿波罗”登月计划后，项目主导
权逐步转移到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手里，
登月项目的军事色彩也不再那么浓厚。

但NASA也没有挡住建设月球基地的吸
引力。1962年，NASA高级项目经理约翰·丹
尼克和军工企业马丁公司的月球基地研究技
术总监斯坦利·扎恩联合发表“月球基地”研
究报告。他们构想在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预
计着陆的月表“宁静海”建立地下基地。该
基地依赖核反应堆提供动力，通过藻类空气
过滤系统为航天员提供氧气。1963年，在第
13届月球和行星探索学术讨论会上发布了另
一份研究报告，考虑利用月球撞击坑的平坦
坑底作为登月飞船的理想起降场地，并依托
坑壁建造三层楼高的定居点。这座建筑还设
有农场，通过透明窗户的光线照入以大批量
生产航天员的食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NASA 也不断考虑依
托“阿波罗”登月计划开展月球基地项目。但
仅登月部分就高达250亿美元的巨大开支让
美国政府彻底打消了后续的月球基地项目。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日本、
欧洲等也陆续提出新一代月球基地项目。

苏联月球基地苏联月球基地，，特殊装备层出不穷特殊装备层出不穷

俄罗斯的月球基地之梦比美国更早。早
在20世纪初，航天先驱康斯坦丁·齐奥科夫斯
基就曾建议将月球作为人类探索太空的原材
料来源。

苏联在太空竞赛初期获得优势时，也明确
提出建设月球基地的想法。1957年10月，苏
联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后不久，列宁格勒大学校
长、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德罗夫就公开提出
在月球上建立“和平观测站”的想法。1959年
苏联首次将无人探测器送到月球后，苏联航天
事业总负责人科罗廖夫在《真理报》上撰文称，

“我们获得直接探测月球的机会，首先是自动
科学探测器着陆，未来将派遣研究人员在月球
上建立可居住的科学站。”

信心满满的苏联在1962年正式提出代号
“星辰”的月球基地计划。按照规划，基地的居
住模块首先以无人模式送到月球，随后抵达的
是无人月球车，它们负责勘测基地附近环境和

检查居住模块是否受到损伤。此
后苏联航天员才会陆续抵达月球
基地。该基地由多个可以自行移
动的模块对接组成，模块外壳设
有 3 层保护层，可防止陨石、温
差和宇宙射线的伤害。该基地可
以容纳 9-12 名航天员，预计在
1974年建成。

和美国一样，很快苏联也认识
到月球基地的艰巨技术挑战。更
糟糕的是，1969年到1972年期间，
苏联为登月项目配套的N-1巨型
火箭相继发射失败，不但在太空竞
赛中逐步落于下风，而且月球基地
更失去了关键的运载工具。但苏
联航天部门并没有就此放弃，1969
年，苏联改变直接建成永久大型月

球基地的设想，提出分三阶段建造的规划，首
先确保4名航天员的短期停留需求，之后逐步
增加到12人，并可在月球表面停留至少一年。

在不断调整月球基地规划的同时，苏联还
在根据最新发现，不断完善细节。根据 1967
年登陆月球的美国“勘察者3号”探测器的数
据，苏联工程师相信月球土壤足够松软，可以
直接用于屏蔽宇宙射线。为此他们大胆设想
为月球车安装一台抛沙机，直接将居住舱用月
壤埋起来。抵挡宇宙射线的更奇特设计是自
埋居住舱。它可供 6 名航天员在里面工作。
到达月球后，该舱能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
穿越月球表面，寻找一个土壤松软到足以

“自埋”的地点。找到合适位置后，它将启动
电动旋转机构，带动挖掘刀具将周边砂土排
出，让自己逐步沉入地下，只在地面留出一个
伸缩气闸，为航天员提供进出通道，整个“自
埋”过程只需4.5个小时。

为苏联月球基地配套的月球车也极有特
色。它重达3吨，可以运输月壤和货物，也可
以兼作起重机和移动钻机。为驱动这辆奇特
的月球车，苏联还专门研制了一台四缸内燃
机。与传统发动机不同，它的燃料是液体火箭
推进剂和氧化剂，由真空阀将燃烧产物排出发
动机的密封外壳。更让人惊诧的是，如果有必
要，月球车可以在月球基地甚至地球的遥控下
无人操作！

苏联科学家还考虑到航天员在月球基地
长期停留的心理问题，建议在居住舱中放置

“显示莫斯科周围乡村景观”的假窗户，这些景
观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周期性变化。航天
员在骑健身车锻炼时会播放电影，让他们自我
暗示“仍在地球上骑行”。

20世纪70年代后期“阿波罗”登月计划结
束后，美国放弃了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的所有
规划，早已囊中羞涩的苏联政府随即也否决建
设月球基地的提议——根据规划，该项目预计
将花费超过800亿美元。由于在太空竞争中
失利，苏联月球基地的所有相关资料都被封存
起来，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布。近年随着
航天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开始重提月球基地规
划。2018年俄罗斯政府宣布，将于2036年至
2040年期间在月球修建基地。 据《环球时报》

五 角 大 楼 4 月 公 开 的 不 明 飞 行 物
（UFO） 视频引发广泛猜测。美国福布斯
网站11日称，这或许与五角大楼最新开发
的军事技术有关。报道称，美国海军研制
的“幻影诱饵”被视为“游戏规则改变
者”，它可以保护战机免受红外制导导弹的
攻击。这项最新技术或许为解开UFO之谜
提供了新线索。

报道称，足够强的激光脉冲可以电离空
气并产生爆发性的发光等离子体。2011
年，日本一家公司就根据这种原理，利用一
套不成熟的设备在空中快速激发一系列等
离子点，凭空生成可以移动的3D图像。更
先进的技术则是使用高强度的自聚焦激光
脉冲，在距激光器几十米或几百米的距离外
产生发光等离子带。通过适当的调整，它还
可以发出任何波长的光：可见光、红外线和
紫外线。这项技术成为美国海军一个研究
项目的基础：创建具有红外特征的“幻影”，
以欺骗现代空战中常用的红外制导导弹。

尽管美国海军拒绝公开讨论该项目，但
相关工作在 2018 年的专利中进行过描述：
激光源安装在飞机后部，可以诱导产生等离
子体充当诱饵。据称，这种等离子体可以通
过光栅扫描形成2D或3D飞机图像，足以欺
骗当前最先进的红外制导系统。飞机还可
以安装多个激光源，各自生成不同“幻影”，
产生多架“飞机”，更具欺骗性。

与发射后会迅速下落的传统红外干扰
弹不同，“幻影诱饵”能在
距飞机所需任何距离立即
产生，并可随意移动。“它
能随飞机一起移动，需要
持续多长时间，就能提供
多长时间的保护”。携带

“幻影诱饵”的飞机还可以
投射虚假影像以掩护其他
目标，例如使用直升机部
署的激光源保护战舰，或
使用这种方法掩护整个战

斗群、军事基地或整个城市。
报道称，美军UFO视频中的不明物体

可以进行现实飞机不可能完成的突然移
动，在空中旋转并以惊人的速度前进，但
所有这些操作都可以通过“幻影诱饵”轻
松再现。“五角大楼不太可能公布他们的机
密武器，但其他国家可能已有此类装备。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就公布过类似的发
光等离子体技术。” 据《环球时报》

美苏在冷战中抢建月球基地

美军“幻影诱饵”或是UFO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