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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中国将开始与美国展开月球
竞争。”俄罗斯《观点报》15日称，俄罗斯
政府宣布与中国联合建立月球科研站的计
划，目前双方正在研究该项目的技术实施问
题。此前美国曾邀请俄罗斯参加“阿耳忒弥
斯”登月计划，但俄罗斯最终选择拒绝美国
邀请，转而与中国联合建造月球科研站。外
界好奇的是，中俄如何在月球科研站项目中
实现强强联合呢？

中国月球探索项目稳步推进中国月球探索项目稳步推进

报道称，俄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接
受了俄国家航天集团有关俄中两国政府就建
造国际月球科研站签署相互谅解备忘录的提
议，有关命令发布在俄官方法律信息网站
上。俄中双方正在确定研究月球可能的科学
任务，并制定该项目的技术实施方案。目
前，俄罗斯有关月球科研站的技术文件正在
研究中。

报道提到，这并不是俄国家航天集团近
年来首次签署类似的合作文件。此前，俄国
家航天集团还与中国国家航天局签署合作文
件，以便两国合作对月球以及更加广阔的宇
宙空间进行科学探索，中国也向俄罗斯提出
了合作探索木星及其卫星的建议。

俄罗斯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伊万·莫伊
谢耶夫表示，俄中在建造国际科学月球站方
面合作的声明仍处于宣言水平，正式做出决
定和开始资金投入才可视为该项目的开始实
施。目前中国正在全力建设自己的空间站。
同时建造空间站和月球科研站这两个项目，
即便对中国来说也是十分昂贵的。但俄罗斯
方面认为，中国在探索月球项目上取得了很
大的成功。去年年底，中国嫦娥五号月球探
测器成功从月球获得月壤样品并带回地球，
玉兔2号探测器还在月球背面持续探测。相
比经费不足的俄罗斯，中国不但有足够的财

力支持庞大的航天项目，而且还能按照计划
稳步推进。例如“中国正在提高重型火箭的
运载能力，并用月球车探索月球，这些努力
的最终目标就是为在月球建造科研站”。更
重要的是，中国愿意与任何国家在航天领域
展开合作，而美国正减少与俄罗斯在该领域
的合作。

俄罗斯还有很多绝活俄罗斯还有很多绝活

中国近年来在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领域
取得的突破备受世界瞩目，有网友认为中国
在航天领域已经不需要与“还在吃老本”的
俄罗斯合作。中国航天专家庞之浩 17 日告

诉记者，目前俄罗斯在载人航天领域依然拥
有很多独步天下的技术积累和经验沉淀，即
便是美国也需要向俄罗斯“取经”。中国作
为后起之秀，可以向俄罗斯学习的东西还有
很多。

首先在月球探测领域，苏联时代先后发
射的 24 个“月球”系列探测器取得了大量
宝贵数据，对于月球勘测和月球科研站选址
的意义不言而喻。同时苏联/俄罗斯为探索
月球还开发出不少绝门技术，例如灵敏度非
常高的“勘测中子探测器”，它可以精确定
位月球上可能存在水的地点，就连美国的

“月球勘察轨道飞行器”和“好奇”号火星

车都搭载有俄罗斯制造的这种仪器。
其次，苏联/俄罗斯依托“礼炮”系

列、“和平”号和国际空间站项目，在长期
载人航天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至今
俄罗斯航天员仍保持着太空停留时间最长、
出舱太空行走次数最多等诸多世界纪录。美
国也曾多次派航天员接受俄罗斯方面的相关
培训。目前中国还缺乏航天员长期驻留空间
站的经验，考虑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长
期将中国排斥在外，与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
合作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尤其是俄罗斯航天
员曾成功处理过失火、漏气等太空险情，在
这些紧急事故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月
球科研站当真可谓是“金不换”。

此外，俄罗斯还拥有培训航天员的完整
配套设施，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中国可以
加快航天员的培训速度。

拒绝月球军事化拒绝月球军事化

美国曾邀请俄罗斯参加美国的“阿耳忒
弥斯”登月项目，后者预计将在 2024 年将
航天员送上月球，并建立可供常态化驻留的
月球基地。但俄国家航天集团总裁德米特
里·罗戈津明确回应称，俄罗斯不会参与美
国的登月计划，因为美国将其变成一个庞大
的政治项目。“在美国的领导下，该项目将
不再是国际合作，而是类似北约的‘太空联
盟’。俄罗斯不接受月球军事化”。

莫伊谢耶夫则认为，有关“各国争相探
月是在搞太空军备竞赛”纯属无稽之谈。他
解释说，由于月球离地球相当遥远，在军事
上几乎没用：“1艘美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
弹可在 15 分钟内抵达俄罗斯，而导弹从月
球飞到地球需要3天”。“另外，使用月球基
地侦察地球也是愚蠢的想法，地球轨道上的
侦察卫星足以拍摄到更清晰的照片”。

本报综合消息

中俄合建月球站如何强强联合

“龙鹰之争”困扰美国空军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国
空 军 不 久 前 将 代 号 Artoo 的 人 工 智 能
（AI） 系统安装到 50 岁高龄的“龙夫人”
即U-2高空侦察机上，利用AI寻找敌方导
弹发射阵地，让它全权负责机载传感器的
使用和战术导航。飞行员则集中精力搜索
空中威胁，并与“机器人副驾”共享情
报。美国军方称，Artoo 的 AI 算法曾在棋
类比赛中击败人类，其设计目的是为了给
飞行员减负，“堪称国防事业在数字时代的
一次飞跃”。

美军选择服役多年的有人驾驶飞机而
非新锐的无人机测试人工智能技术，表明
载人侦察机和以“全球鹰”为代表的无人
化、自动化作战平台之间的竞技尚未分出
高下。在先进技术加持下，U-2侦察机或
将扭转以往在“龙鹰之争”中的颓势。

““全球鹰全球鹰””一度占据上风一度占据上风

是继续使用载人侦察机还是用无人
机全盘替代前者？对这个事关航空侦察

发展方向的问题，美国国会和军方存在
微妙分歧。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多年
来力挺无人机，认为随着军事科技突飞
猛进，无人作战平台将逐步走向舞台中
心，大有从支援保障单位转换为未来战
场真正主角的势头。同时，多家防务智
库就美国军事态势进行研讨时频频造
势，称“全球鹰”无人机取代 U-2 等载
人侦察机势在必行。

作为后冷战时代军用科技的结晶，“全
球鹰”自首次亮相阿富汗战争以来便拥有
耀眼的光环。伊拉克战争时期，这个有着
标志性圆滑外观的家伙更是大放异彩，从
2003年3月8日到5月2日，由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比尔空军基地遥控的“全球鹰”完
成了16次出击，虽仅占航空侦察飞行总量
的3%，却获取了55%的重要目标数据。这
些情报经位于美国本土的指挥所处理后回
传给前方战斗部队，情报分发和通报加起
来耗时不超过10分钟。

如今看来，“全球鹰”的性能参数仍然

领先：机载燃料超过7吨，最大航程2.5万
公里，留空时间是 U-2 侦察机的 3 倍以
上，达41个小时。制造商诺斯诺普·格鲁
门公司的高管对“全球鹰”的情报搜集能
力不吝溢美之词：“作为单一武器系统，它
能搭载合成孔径雷达、光电传感器包和信
号情报传感器包，可以对3种不同形式的
情报产品加以融合处理。”

无人机相对有人驾驶飞机的优势是显
而易见的：它无视人员伤亡和人体生理极
限，而操纵性和舒适性是U-2这类载人侦
察机饱受诟病的地方。U-2以上世纪50年
代的F-104战斗机为蓝本设计，换上了一
对类似滑翔机的修长机翼，由此获得了独
特的起降性能和极高的飞行高度，增加了
操作难度，被视为最难驾驭的军用飞机之
一。

由于要在临近宇宙空间的超高空执
行任务，U-2 的飞行员必须全程穿着类
似宇航服的减压套装，十分不利于身体的
热气排出，飞行员时常汗流浃背。U-2 侦
察机单次执行任务通常要连续飞行 9 到
12 个小时，其间，飞行员只能通过吸管进
食。随着飞行次数不断增加，很多人患上
了通常只有下潜过快的潜水员才会得的
减压病。美国航空医学专家凯利·韦斯特
曾披露说，自 2002 年起，已经有多位 U-2
飞行员因病痛折磨提前离开岗位。

军用无人机远非完美军用无人机远非完美

不过，正如美国防务智库“列克星敦
研究所”专家罗兰·汤普森指出的，尽管

“无人机包打天下”是当前在公众中流行的
观点，载人侦察机仍然有无人机难以复制
的独门绝技。

上文提到，U-2 的劣势在于有飞行
员，但这一点在某些场合反倒成了优
势——人类可以对看到的东西和照相设备
产生的图像做出实时反应。以阿富汗战场
为例，U-2侦察机可以利用高清晰照相设

备察觉干燥路面的细微变化，由此找到塔
利班武装埋设的炸弹。而“全球鹰”每次
飞行前必须事先规划好航线，如果碰上四
处游荡的高机动性目标，侦察效能会大打
折扣。在阿富汗，美军无人机曾十几次分
不清平民车队和武装分子的车队。有一
次，攻击型无人机将英军的地面分队当成
目标狂轰滥炸。

美国军方坚持保留 U-2 的另一个原
因在于，它能胜任全天候任务。公开资
料显示，U-2 的极限飞行高度是 2.5 万
米，“全球鹰”只有 1.8 万米。这意味
着，U-2 可以轻松从云层上方飞越。为
此，一位飞行员这样赞美“龙夫人”：

“ 世 上 最 猛 烈 的 暴 风 雨 是 它 下 方 的 烟
花。”反观“全球鹰”，受制于飞行高
度，它无法在雷电和风暴上空飞行，遇
到积云也无法绕路躲避。“全球鹰”的飞
行路线上有任何不良天气预报，飞行任
务都可能被取消。据称，仅 2012 年，驻
守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3 架“全球鹰”
就在地面“赋闲”了一个月之久。

U-2 的侦察设备同样备受美军信赖。
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军方强调

“U-2目前的传感器优于‘全球鹰’，关键
是它装有 UTC 公司的 SYERS II 型照相
机”。一个时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全球
鹰”的内部空间比U-2小，有效荷载大概
少一半，不具备与U-2相同的功率和载重
能力；如果“全球鹰”把传感器升级到和

“龙夫人”相当的水平，总共需要数亿美元
费用。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