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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与“星链”融合成为数据链与“星链”融合成为
战争指挥信息中枢战争指挥信息中枢

 | 魏岳江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 11月 4
日报道，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终端
约有 2.5 万个，据估计，未来 12 个月
乌方使用这项服务的花费将高达近 4
亿美元。

自 2022 年 10 月 24 日开始，乌
克兰因资金短缺未能支付互联网费
用，约有 1300 个“星链”卫星终端
下线，给依赖这些终端的乌军作战行
动造成严重问题。报道称，这些终端
都是今年 3 月从一家英国公司手中批
量购买的，乌克兰国防部意识到账单
就要到期而且自己无力承担，便向英
国盟友讨要 325 万美元来支付每月的
使用费，同时请求让终端轮流停用，
这样就不会在关键时刻彻底断线。然
而，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

什么是“数据链”“星链”？
有何军事用途？

“数据链”，是指采用无线网络通
信技术和应用协议，实现机载、陆基
和舰载战术数据系统之间的数据信息
交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术系统
效能的系统。它主要由系统与设施、
通信规程和应用协议组成，技术种类
主要包括高效、远距离光学通信技术，
用于抗干扰通信的多波束天线、数据
融合、自动目标识别技术等。

“数据链”可以形成点对点数据
链路和网状数据链路，使作战区域内
各种指挥控制系统和作战平台的计算
机系统组成战术数据传输／交换和信
息处理网络，为作战指挥人员和战斗
人员提供有关的数据和完整的战场战
术态势图。

在数字化智能化战场上，给指
挥员提供实时或近实时的各种作战信
息，需要借助数据通信技术手段，将
指挥控制系统、计算机及各种数据终
端组成综合的无缝网络，迅速、安全
地自动传输和交换作战信息，实现信
息资源共享。数据链作为 C4ISR 系统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利用无线
信道在各级指挥所、舰艇、飞机及各
种作战平台的指挥控制系统或战术平
台之间，构成陆、海、空一体化的数
据通信网络 ；就是将数字化智能化战
场上的指挥中心、各级指挥所、各参
战部队和武器平台链接起来的一种信
息处理、交换和分发系统 ；是获得信
息优势，提高各作战平台快速反应能
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实现作战指挥自
动化的关键设备 ；是在数字通信技术
发展基础上，利用各种先进的调制解
调技术、纠错编码技术、组网通信技
术及信息融合技术，形成的一类适应
指挥控制系统计算机之间数据通信需
求的新型装备。

“星链”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SpaceX）的一个项目。SpaceX
计划 2019 年至 2024 年间在太空搭建
由约 1.2 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
络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中 1584 颗将
部署在地球上空 550 千米处的近地轨
道，并从 2020 年开始工作。

据有关文件显示，该公司还准备
再增加 3 万颗，使卫星总量达到约 4.2
万颗。

SpaceX“星链”商业销售副总
裁乔纳森·霍费勒在 2022 年卫星大
会上表示，这些用户包括消费者和企
业客户。而 SpaceX2021 年 11 月 10
日提交给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份
报告显示，当时“星链”正为 20 个
国家约 14 万用户提供服务。

尽管“星链”计划被定义为商业

卫星网络，但其军事用途也不可忽视。
“星链”卫星的应用范围包括通信传
输、卫星成像、遥感探测等。这些应
用同样适用于军事领域，并能进一步
增强美军作战能力，包括通信水平，
全地域、全天时侦察能力，空间态势
感知能力和天基防御打击能力等。另
外，“星链”计划的卫星网络还可以
解决美国本土与海外军事基地的无缝
连接问题，以及长期困扰美国防部的
5G 网络建设中的频谱占用和腾退等
问题。目前，美国陆军、空军已分别
与SpaceX展开合作，探索利用“星链”
卫星开展军事服务的方式。

“数据链”是信息化武器系统
的“倍增器”，是武器装备的“生
命线”

信息化武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武
器平台之间实现横向组网，并融入信
息网络系统，做到信息资源共享，从
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武器平台的作战效
能。

传统的以坦克、战车、火炮和导
弹为代表的陆基作战平台，以舰艇、
潜艇为代表的海上作战平台，以飞机、
直升机为代表的空中作战平台等，都
必须在火力优势的基础上兼有现代信
息优势，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技术信息
化武器装备。因此，一种链接各作战
平台、优化信息资源、有效调配和使
用作战能量的“数据链”，正日益受
到重视并被用于链接整合军队各战斗
单元。

在未来数字化智能化战场上，一
架侦察直升机的机载传感器，借助雷
达波束自动跟踪敌装甲纵队，同时通
过调制解调器和数据链路，把敌坐标
参数传给与之联网的己方攻击直升机
或火力指挥中心。数分钟之内，敌坦
克便会遭到攻击直升机或火力指挥中
心协调的间瞄火力打击。而当一辆坦
克向目标射击并发布战果时，己方所
有坦克的计算机屏幕上会自动显示同
样的信息。

在决策层，数字化技术使指挥官
们第一次有可能同时全面地掌握整个
作战地区内发生的一切情况，然后以
最佳方式协调战斗力等诸因素，并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实施协同作战。在数

字化智能化战场上，数据网络和多媒
体等技术的应用，能把战场情况实时
传递给各级指挥官，使他们不必通过
调频无线电台发送或等待冗长的命令
和报告，从而大大缩短决策周期，使
决策速度与作战进程接近同步。这样
就可以保证己方的决策周期快于敌
方，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正是由于数
字化技术、数据链路和图像处理技术
的进步，才使武器平台间的横向组网
成为可能，才使军队能够像使用直瞄
火力一样运用间瞄火力。

局部战争实践证明 ：在未来战争
中，作战的效能将建立在信息流、物
质流和能量流的有机结合上，信息流
将越来越多地控制物质流和能量流。
信息将决定火力和机动力，进而达到
倍增火力和机动力的效果。信息流可
以分为对军事力量运用的指挥控制指
令的信息流，从各种传感器及各级部
队向上级报告的数据情报流，以及从
传感器或指挥控制节点到发射平台之
间的数据流，前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

缺。没有数据情报及时准确地汇集，
指挥人员就不能正确地判断态势，不
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也就不能正确地
下达命令 ；没有指挥人员的指挥控制
指令信息流的及时下达，指战员就无
法协调在广阔的战场上与敌周旋。

为了不让敌方截获己方信息，数
据链系统一般采用数据加密手段，规
定了各种目标信息格式，确保信息安
全传输。在兼容现有装备的基础上，
数据链将向开发新的频率资源方向上
发展，旨在提高数据传输速率，改进
网络结构，增大系统信息容量，提高
抗干扰和抗截获能力，不断提升数据
分发能力。

美军从实战中得到启发，开
始研制“数据链”并在战争中得
到了成功尝试

1982 年贝卡谷地空战的巨大战
果，让世界各国军事专家不约而同地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以色列空军使人
望而生畏的能力，来自于一架预警和
指挥控制飞机与若干架战斗机的高度
协同和配合。在这种预警机和战斗机
之间实现高度协同与配合的现代化联
合作战装备，就是由装备在各种飞机

上的数据链终端所组成的“数据链”
系统。

此后，美军开始致力于“数据链”
研制开发，不仅考虑与各指挥控制系
统和武器系统的链接，而且还考虑了
与战略网的互通，并不断改进战术通
信网的无线电设备，使其朝着数字语
音和超视距战场态势监视的方向发
展。

美国海军由水面舰艇、水下潜艇、
航空兵、陆战队等多兵种组成，其作
战特点为海域辽阔、平台众多、兵力
分散、组织复杂。每个作战平台都是
相对封闭、独立的作战个体，无线通
信是各作战平台对外联系的唯一手
段。因此，相对于其他各军兵种，美
国海军对战术协同的需求尤其迫切。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海军为解决舰
机协同问题，提出在各类舰载作战飞
机与水面舰艇之间建立数据链接关
系，以实现舰艇对舰载作战飞机的指
挥引导，不久研制出了第一台数据链
设备 ：LINK4。

在 LINK4 的基础上，美军从上世
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发展了 LINK4A/
C 两套系统，采用半双工方式实
现了双向通信，并于 1983 年形成
TADILC 传输技术标准。

随着信息战的来临，美国空军最
早提出了“信息空间”概念，即通过“信
息流”使飞行员实时利用其他来源的
综合信息的能力得到提高。

在海湾战争中，初级的“数据链”
就已显威战场。以美军拦截导弹作战
为例，就可以看到“数据链”作战效
能。伊军的“飞毛腿”导弹一发射，
12 秒钟之后，位于太平洋上空的美
国导弹预警卫星就发现了“飞毛腿”，
并迅速测出它的航行轨道及预定着陆
地区，报警信息及有关数据迅速传递
到位于澳大利亚的美国航天司令部的
一个数据处理中心，数据中心的巨型
计算机紧急处理这些数据之后，得到
对“飞毛腿”导弹进行有效拦截的参
数，然后航天司令部将这些参数通过
卫星传给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爱国者”
防空导弹指挥中心。防空导弹指挥中
心立刻将数据装填到“爱国者”导弹
上并发射，整个过程只需要 3 分钟左
右的时间，而“飞毛腿”至少要飞行
4~5 分钟才能到达预定目标的上空，
这就为拦截导弹创造了条件。在这场
战争中，伊拉克共发射了 80 余枚“飞
毛腿”导弹，其中向沙特阿拉伯发射
了 42 枚，向以色列发射了 37 枚，向
巴林发射了 3 枚。但只有一枚命中目
标，大部分导弹不是被“爱国者”拦截，
就是因技术原因自爆。从某种意义上
说，“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的成
功之处，就是数据链接的成功。

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的米
格 -29 战斗机第一次升空，就被美
国 F-16 击落 3 架，这件事值得深思。
本来美国发展 F-16 的目的是对付米
格 -21 和弥补 F-15 因价格昂贵导致
的数量不足。而 F-15 则是用来对付
苏 -15 的（当时还没有苏 -27 和米
格 -29）。那么，为什么这次 F-16 却
战胜了米格 -29 呢？原因是 ：F-16
已不是一个单元，而是处在由卫星、
预警机、侦察机、电子战飞机等组成
的“大系统”中。

在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
“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中，美军运
用数据链，实现作战信息的无缝链接，
取得了很好的作战效果。

美军将在挪威北部地区首次开展
“速龙”系统实弹试验

11 月 5 日，挪威《巴伦支海观察家》
网站报道称，美陆军公共事务官玛格丽
特·科林斯上尉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
示，美军及北约成员国武装力量计划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挪威北部的北极圈内地
区首次开展“速龙”系统实弹试验。但她
同时表示，本次试验不针对俄罗斯及其他
任何国家。

科林斯指出，选择挪威北部地区进行
“速龙”试验是因为该地面积满足试验场
地所须的尺寸要求。“速龙”系统是一种
托盘化弹药系统，可由运输机货舱批量搭
载后使用尾舱门批量投射巡航导弹等防区
外武器，从不同方向打击地面和水面目标。

美军此次划定的试验区域位于挪威北

部的安多亚和特罗姆索西部，长约 150 千
米，宽约 100 千米，面积约 1.5 万平方千
米。该地与俄罗斯海军位于科拉半岛的核
潜艇基地相距约 650 千米。在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前，俄海军北方舰队的一
艘护卫舰曾在挪威熊岛附近海域试射了 1
枚“锆石”海基高超声速导弹，作为俄军
大规模战略威慑演习的一部分。

目前挪威联合司令部和美陆军均未透
露此次“速龙”试验可能使用的武器类型，
但美空军 2021 年 12 月在墨西哥湾进行
的试验中发射了 AGM-158B“增程型联
合空地防区外导弹”（JASSM　ER），射
程约 925 千米。有分析认为，“速龙”系
统非常适合用于打击俄军部署在科拉半岛

海岸线附近的 S-300 和 S-400 等机动式
远程防空系统。

此次“速龙”实弹试验也是北约特
种作战部队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大规
模演习的组成部分，搭载“速龙”系统的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将从英国起飞。
该机最短仅需 900 米长的跑道即可起飞，
类似的跑道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有数
十条之多，“速龙”系统采用的滚装／滚
卸托盘也无需对载机进行任何改装，托盘
上附带的控制模块使导弹能够与作战管理
系统进行通信，飞机飞行中即可更新导弹
的任务和目标。托盘脱离飞机后打开降落
伞，随后逐枚释放导弹，后者启动发动机、
爬升并飞向目标。� （廖南杰）

加拿大国防部研究
无人机反潜方案

加拿大国防部国防卓越和安全
创新项目正在研究启用中型旋转翼
无人机协助反潜作战，目前已选定
SKELDAR�V-200 机型开展可行性
研究。

Ultra�Maritime和UMS�SKELDAR
公司日前宣布，已获得加拿大国防
部国防卓越和安全创新项目的第
二阶段合同，该合同将探索开发一
种旋转翼无人机系统（UAS），以
SKELDAR 公司的 V-200 无人机系
统为基础，提供反潜战（ASW）声
呐浮标分配能力。

该创新项目将审查如何使用
中型无人机部署声呐浮标，以跟
踪可能对加拿大皇家海军或其他
部队构成威胁的潜在敌对潜艇。
Ultra�Maritime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Andrew�Anderson 表示，公司一直
在评估新技术，以确定如何使用它

们来应对来自敌方潜艇的威胁。该
项目的范围是评估从 II 级旋转翼无
人机部署声呐浮标的技术可行性和
操作可行性，为作战人员提供另一
种反潜战工具。

UMS�SKELDAR 业务发展副总
裁 Richard�Hjelmberg 称，使用旋
转翼无人机协助进行反潜作战将带
来很多收益，尤其是能够实现快速
部署能力，减少加拿大武装部队舰
艇的后勤占用，是一种成本效益高
的替代方法。该公司的 SKELDAR�
V-200 平台，具有完成远程自动飞
行的能力，配备强大的重型燃料发
动机，可维护性高，周转时间短。
当配备多个传感器时，SKELDAR　
V-200 可提供先进的情报收集能力，
飞行时间可以超过 6 小时。

（戴钰超）

俄罗斯开展未来战略轰炸机
发动机台架试验

据 aviaport 网站 10 月 31 日报
道，俄罗斯正在开展代号为“俄罗
斯联邦产品”的“未来远程航空系统”
（PAK�DA）发动机原型机台架试验。

俄罗斯联合发动机制造集团所
属的库兹涅佐夫公司正在筹备该发
动机生产。

2020 年底，库兹涅佐夫公司总
经理阿列克谢·索伯列夫曾表示，正
在为“未来远程航空系统”组装第一
台发动机“俄罗斯联邦产品”；2019
年 12 月，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列

克谢·克里沃鲁奇科在接受《红星报》
采访时表示，PAK�DA 飞机的总体
设计已经获得批准，图波列夫公司
已经开始制定工程设计文件。

“未来远程航空系统”是俄罗斯
正在研制的新型战略轰炸机，采用
亚声速“飞翼”布局，广泛使用隐
身技术和材料，将能够携带现役和
未来的战略巡航导弹、高精度炸弹、
高超声速武器等，并将配备最新的
通信和电子战设备。� （张慧）

C-17运输机携带“速龙”系统。C-17运输机携带“速龙”系统。

红色区域为“速龙”实弹实验区域。红色区域为“速龙”实弹实验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