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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认识
到数据共享和集成管理的重要性，
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数据建设，并于
1997 年提出“大数据”的概念，自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不断在实战中探
索“大数据”的运用。美军认为，
太空态势感知是控制空间、掌握制
天权的根本前提，快速高效地获取
空间“大数据”是控制空间、掌握
制天权的关键。为此，美军建立了
完善的太空态势监视系统，包括地
基主动红外激光雷达和分布式相控
阵雷达、光电深空望远镜和天基空
间目标监视系统等。

然而，空间“大数据”为美军提供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挑
战。美军在近几场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
动中，各级指挥系统均不同程度地遭遇
到空间“大数据”的困扰。在这些行动
中，数据“难以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工
具来驾驭，困难存在于数据的获取、存
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可视化等诸多
方面。”

一是空间“大数据”的数量呈现

爆炸式增长。美军各级指挥机构及作
战部队在军事行动前可同时得到 5个渠
道的战场数据支持，即：国家情报系
统提供的战略及战术情报数据，远程

侦察监视系统自动报告的数据，作战
部队蓝军跟踪系统自动报告的数据，
相关数据库自动报告的数据，全球资
源系统、训练系统及其它资源产生的
数据等。不仅如此，美军还大量采用
商用数据，使用“数字地球”和“地
球眼”提供的卫星图像，利用谷歌地
球和影视业提供的数字图像产品。因
此，美军各级指挥控制机构所获得的
数据已经不能以通常的 G和 T 为单位
来衡量，而是要以 P （1024 个 T） 或 E
（1024个 P）来计算。

二是空间“大数据”的高效存储

和高速传输压力巨大。经过多年的全
球信息栅格基础设施建设，美军的网
络传输能力已达到空前水平。但是，
由于各类侦察卫星、测绘无人机、激
光雷达等军事测绘传感器每天都要采
集大量的情报数据，海量数据不仅在
重要关头阻塞了关键网站，更使指挥
官和参谋人员陷入了信息的“海洋”。
数据无法及时转变成为明晰易懂的报
告和指令，严重影响了作战效能，阻
碍了作战进程。这就需要提供虚拟化
存储技术和超大容量数据高速传输技
术，解决空间“大数据”的组织、管
理、存储和传输等问题。

三是空间“大数据”与通用情报

进行融合的难度巨大。为了提高效
率，美国陆军作战指挥系统需要访问
最新的、精确的和存储于共享和分布
式地理空间数据库的通用地理空间数
据，这些数据构成通用作战图的基

础。由于空间“大数据”包含物体及
其相对地球表面的结构化数据，其格
式繁多、数据量庞大，处理困难，严
重制约着通用情报的融合。要实现基
于网络的数据、信息和情报共享，就
要求地理空间位置、时间参考框架以
及测试度量标准一致。因此，美军需
要制定并推行与之相对应的量测方法
和度量标准，并建立与 C4I、情报单位
和作战部队的紧密联系。

四是现有数据架构无法满足快速

决策要求。大量的网络服务从单一的
文字形式转向图片、语音和影像等多
媒体形式，促使数据量大增。在这种
大背景下，美军现有数据架构不仅仅
要处理、存储“结构化”数据，还要
应对各类报表、图片、文档、文本、
音视频、可扩展标记语言和超文本标
记语言等“非结构化”数据,因此读取
和处理效率也越来越低。长期以来，
美军各级指挥控制机构及专业人员要
时刻面对数据超载的巨大压力，由于
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太大，以致耗费大
量时间。

而实际上，美军各级侦察机构使尽
浑身解数收集来的信息中，有相当一部
分从未经过彻底分析，因此这些数据也
就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地理空间数
据、影像和影像情报、视频情报等富媒
体数据不像电话簿那样，可以用二维数
据来表达，它们属于非结构化数据。现
有的数据架构在“大数据”之下更是搜
索困难、速度缓慢，无法满足快速决策

的要求。
为此，美军地理空间部门把重心

放在虚拟存储技术上，着力解决空间
“大数据”的存储、网络传输和服务问
题，目的是以更大的数据量、更多的
数据种类和更短的响应时间，提供更
快、更好的地理空间信息和影像。同
时，为了推动空间“大数据”的应
用，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兴建一座超
级情报数据中心，用于存储国家安全
局的侦察卫星、无人机、海外侦察站
以及遍布全美电信设施的监控中心所

收集的海量情报数据。
此外，美国情报界正在研发一些

能抓取“谷歌地球”图像的空间“大
数据”处理工具，美国海军和海军陆
战队也在试验一种被称作“语义维
基”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搜
索视频、情报以及卫星影像，还可加
入视频流。而更有发展前途的是 “防
务情报信息企业系统”，它利用空间
“大数据”技术，从众多传感器和数据
库中收集、处理、分析信息，提高数
据处理的效率。

“大数据”缘何给美军造成困扰
■肖慧鑫 李 义

通过浮力变化

实现“水下翱翔”

暗无天日的深海，沟壑交错的海底，
难以捉摸的暗流，严酷的海洋水文条件给
水下作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深海
监测目前依旧是一道未解的谜题。

传统海洋观测，高度依赖固定系泊设
备和海面船只，飞机与卫星也只能在海面
观测时“搭把手”。如今，一种可在高危环
境下执行高风险任务的机器人悄然诞生，
这种可在水下“飞”的“深海精灵”，就是水
下滑翔机。

顾名思义，水下滑翔机借鉴了航
空领域滑翔机的经验，以浮力作为推
进动力，通过浮力变化实现水下“翱
翔”。水下滑翔机具备了在深海中长
时间连续工作的能力，并且在滑行过
程中自身消耗能量低，是可持续的深
海观测平台。

不用螺旋桨在水下怎么“飞”？原
来，“深海精灵”还有一个“小肚子”，可
以通过控制“肚子”大小来改变自身浮
力，进而实现在海水中的运动。通常，水
下滑翔机浮力引擎外部都装有一个气囊。
当下潜到预定深度完成任务后，水下滑翔
机就会将机体携带的液压油压入气囊中，
随着气囊的膨胀，滑翔机的密度会逐渐低
于海水密度，进而实现上浮。当需要前后
运动时，“海翼”号配备的可前后移动电
池就能大显身手。下潜时，“海翼”号的
电池会自动前移，前部的“翅膀”会产生
向前的推力，上浮时“海翼”号电池自动
后移，这样就可在不断的下潜上浮过程中
实现折线前进。

1995年 8月，美国海军战略司令部
提出“先进水下无人舰队”构想。为顺
应这一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了
类型多样、用途广泛的水下机器人研
究，其中就包括水下滑翔机。目前，美
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水下滑
翔机已形成多种型号，在体系结构和性
能上各有所长，部分型号已经实现了产
品化。

美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进

行水下滑翔机的研究，目前已成功研制出
多种型号的产品。金枪鱼机器人技术公
司研制的“喷射滑翔者”水下滑翔机，使用
一组电池就可连续部署超过6个月。为充
分提高水下滑翔机的运动速度和浅海部
署能力，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在“水下自
主计划”需求下，资助ANT公司先后向美
国海军交付了18套水下滑翔机，还增加了
水雷探测、障碍规避和防范蛙人等功能。

“大闹龙宫”

还需几多“魔法”

圆圆的头，前部长着一对“翅
膀”，筒状修长的身体，后面拖着长长
的天线尾巴，水下滑翔机的外貌大致如

此。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看似“呆
萌”的水下滑翔机早已集成了壳体、浮
力机构、控制、传感器、水声通信、导
航及发射回收等诸多技术。毕竟，要想
在深海“大闹龙宫”，还必须要有自己
的独特“魔法”。

水下滑翔机动辄在几千米深的水下
活动，那可真是“压力山大”。为避免被压
成“馅饼”，水下滑翔机必须使用轻便耐压
的特殊抗压材料。我国研制的“海翼”号
7000米级水下滑翔机还采用了由轻质碳
纤维材料制成的外壳，不仅穿上了“铁布
衫”，还成功“瘦身”，为携带更多电池提供
了空间。同时，为保证潜得更深、跑得更
远，还必须进行相应的减阻设计。通过独
特的前缘设计，水下滑翔机有效减少了阻
力，进一步提升了续航时间。

水下滑翔机动不动就在海里“跑”，

一不小心“跑丢了”怎么办？别怕，水下
滑翔机装备了通信与导航定位设施，通
过姿态控制把天线最大限度抬离水面，
并与卫星等终端建立稳定通信，源源不
断地传输位置、姿态、状态和采集到的各
类海洋特征数据。

此外，水下滑翔机的发射方式包括
水面平台发射、通过吊臂和特殊发射装
置发射、通过甲板安装的固定轨道发射
等多种方式，使用后也可通过固定式导
轨、吊臂、回收笼以及人工方式收回。

不可或缺的

水中“多面手”

强对抗、快节奏、非线性的信息化海

上战争，对侦察监视、指挥决策、火力打击
等诸多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水下战场空
间“无人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水下滑翔
机能源消耗小、作业时间长、航行距离远、
投放与回收简单，可重复使用及大量投
放，在未来的“水下暗战”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是未来水下军事对抗不可或缺的“多
面手”。

海洋环境监测平台。水下滑翔机最
大的特点，就是能在特定作战区域持久
存在并进行监听。通过配备收集关键数
据的传感器，水下滑翔机可对海洋温度、
密度、深度、潮汐、海流等进行长时间、大
范围的测量，不仅提供科学、可靠的水文
数据，更能精确掌握水下声音传播特性，
为水下作战提供情报和信息支撑。同
时，由于水下滑翔机体积小、重量轻、可
控性好，可由多个水下滑翔机组成大规
模水声观测阵列，与其它海洋环境探测
手段“强强联手”，构建完备的海洋环境
探测体系。

水声侦察机动尖兵。水下滑翔机具
备长航时、高隐蔽性特性，可将其部署在
港口、海峡和出海口，对潜艇、水雷、蛙人
等目标进行隐蔽侦察和预警探测，为反潜
作战提供早期预警信息，构建起水声侦察
网络。美国尤其重视水下滑翔机在水声
侦察中的应用，通过美国海军研究院资助
的“自主海洋采样网”项目先后开展了一
系列海洋水声探测试验。未来，还可通过
水下滑翔机的“内部接力”对目标实施不
间断长时间跟踪，构建起完备的水声侦察
预警网络，锻造出低成本的水下反潜巡逻
编队。

水下通信网络节点。水下滑翔机搭
载有水声通信、无线通信和卫星通信等多
种通信设备，可作为通信网络节点实施
中继通信，或将成为“海基物联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美国海军在其《无人潜航
器主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水下滑翔机作
为通信和导航的网络节点。在航行时，
水下滑翔机可通过水声通信与其他滑翔
机、潜艇及水面舰艇实时传递信息；处
于水面状态时，它也可以通过卫星通信
将信息传送至岸基中心和高空长航时无
人机，有效遂行联合反水雷、反潜作战
等多样化军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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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滑翔探“龙宫”
■朱婧倩 张 敏

近段时间，随着数字货币的兴

起，各行各业对“区块链”的讨论越

来越多。甚至有学者指出，2018年

将是“区块链”爆发的一年。在这一

年里，一些新型的“杀手级”应用或

将出现，“区块链”的发展速度恐怕

也会越来越快。

“区块链”是什么？它既不是数

据链，又不是供应链，也不是资金

链。也许在短期内，它无法对军事斗

争准备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可以预

见，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对基于网络

空间的舆论战发挥巨大的影响。

对于“区块链”，也许有人会望文

生义，认为它是由“区块”组成的链

条，可事实并非如此。“区块链”本质

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

数据库，是一种令所有人都可信任的

“记账模式”。在由“区块链”所生成

的“账本”中，网络中的所有用户都参

与记账与核账工作，账目信息只有得

到大部分人认同，才可进入“账本”。

“区块链”也靠着其“去中心化”的特

性，具备了极强的恢复能力。

论“名气”，“区块链”还没有比

特币的大，但它对人类的影响可能

更甚于比特币。诚如《区块链—重

塑经济与世界》一书中说的那样：

“未来‘区块链’会应用于任何领域，

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当然，

军事领域也不例外。

近年来，关于“区块链”在军事应

用方面的讨论广受关注，一些西方国

家已经嗅到“区块链”的实战潜力。

爱沙尼亚和北约正尝试使用“区块

链”技术开发下一代系统，以实现北

约网络防御平台的现代化。而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也曾发布过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安

全信息系统概念。现在来看，影响较

为明显的，可能是舆论战。

毫无疑问，未来的舆论战必须

依靠特定的网络介质才能展开。而

“区块链”对媒体、网络、文字记录等

方面的影响也将是颠覆性的。试

想，在“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任何

媒体都仅仅是“账本”中的一名“记

账者”，若没有其他同级媒体的“同

意”，私自发布的消息不一定会被大

众所接受。网络环境的变化，也造

就了不一样的舆论生态。

在由“区块链”构成的舆论环境

中，任何不实的篡改，都不会被大多

数“记账者”所接受，且任何可能的

造假都会被追踪溯源。换而言之，

我们难以用简单的“心理恫吓”“混

淆视听”“信息欺诈”等手段对付敌

人，敌人也难以用同样的方法应对

我们。信息传播将始终保持原貌，

战场舆论环境更趋于透明，“面对

面”论理、论法、论情会更多。处于

信息源头的军事媒体，地位也会愈

发突出。

“区块链”也许会来的很早，也

许会来的晚一些。无论时间节点如

何，舆论战将成为未来军事斗争的

重要形式，若不未雨绸缪紧跟时代

步伐，就会处处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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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滑翔机“火了”！不过，这个滑翔机并非我们想象中
的能在空中翱翔，它特指会在水下“飞”的水下滑翔机。习主席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对我国科技创新与重大工程建设进行了总
结，其中就提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深海滑翔机。“海翼”号深
海滑翔机曾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完成大深度下潜观测任务，最大
下潜深度达到 6329米，一举刷新了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的世
界纪录。

作为一种新型水下机器人，水下滑翔机是一种具备大范围、
大深度运动能力的深海监测平台。在深海探寻“龙宫”之时，水
下滑翔机主要利用净浮力和姿态角调整获得前进的动力，具备
能源消耗小、作业时间长、航行距离远、投放与回收简单等诸多
优势。美国国防部曾表示将持续加大水下滑翔机研发力度，以
保证美国海军的水下作战优势。一个属于水下滑翔机的时代已
悄然而至。

热点追踪

高技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