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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星际穿越》里那架飞了10

年之久的太阳能无人机吗？如果没有被主

人公库珀发现，它或许能永远在蓝天翱翔。

随着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展，科幻电影

中的这一幕或将变为现实。据英国广播公司

报道，空客公司旗下的“西风”高空长航时太阳

能无人机已经投产。“西风”无人机的翼展可达

一般战斗机的两倍左右，宽大的机身贴满了太

阳能电池板，可以完全依靠太阳能飞行。

前不久，最新型号的“西风”无人机以

超过25天的续航时间，打破了早期型号“西

风”无人机创造的无燃料飞行续航纪录。

“西风”无人机采用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

组合的供电系统，可将白天多余的电能储

存起来供夜间使用，保证昼夜不间断续航。

“西风”无人机既能“登高望远”，又无需像

卫星一样在固定轨道绕地运行，将在持续监

视、通信中继、战场侦察等方面发挥其独有优

势。英国国防部将成为“西风”无人机的用户。

太阳能无人机

漫卷“西风”飞不停

未来，也许就是明天，当某个人

需要一支手枪时，他首先想到的，并

不是那些出售枪械的实体店。

以美国为例，虽然每个州对枪支

购买的规定不同，但大致流程相同：

先去枪店选枪，谈妥价格，填表，然

后店主将买主的资料提交 FBI核查。

精神问题、暴力倾向和犯罪记录是重

点审查内容。如果这几个方面没问

题，一般都会通过。如果没有通过，

别气馁，再申请一次。这一次极有可

能就会通过。

然后，他还要提供在美国的驾照

以及近 90天的水费、电费和煤气费

账单。信用卡、银行流水和电话费账

单则不足为凭，因为只有水电费账单

才能证明他在美国已经住满3个月，

并且没有换地方。这样做，是为了防

止持枪者流窜作案。

现在，当他需要一支枪时，最先

跳入脑中的念头，是上网——以上繁

琐程序全省略，打开电脑，从网上下

载制枪的图纸。

这 样 的 网 站 并 不 难 找 。 美 国

一家非营利组织认为，持枪权和

人权同等重要。不久前，在这个

组 织 的 网 站 上 公 布 出 包 括 AR-15

步枪在内 9种枪支的蓝图。美国

多 起 大 规 模 枪 击 案 中 都 有 AR-15

的身影。

在他点击下载之前，已经超过

1000人下载了这些蓝图。他把蓝

图拷贝到 U盘，穿上黑色风衣，走

出家门，来到距他最近的 3D打印

店。

2013年，这个组织利用一台价

值 8000美元的 3D打印机，历时一

年，按照电脑里的设计图，以ABS树

脂逐层喷印各部件的方法，制成了一

支枪。同年5月4日，在美国得克萨

斯州奥斯汀一处靶场，世界上第一支

3D打印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面对批评

和质疑，该组织亮出他们的名言：

“人人有权拥有枪支”。

距离 2013年已经过去 5年，3D

打印机的价格依然昂贵，还没有像

图 文 打 印 机 那 样 成 为 “ 家 用 电

器”。所以，在寒风瑟瑟的深秋，

他还要穿着很有科技感的风衣，走

上 500米，掏出 U盘，插到 3D打印

机上。

3D打印手枪打响的第一枪，很

快跨过太平洋。日本川崎县的村井

良知参照网站公布的图纸，设计出

日 本 半 3D打 印 枪 的 “ 民 族 品

牌”——一款 6发左轮塑料手枪。

这支手枪的大部分零件可以用一台

数千元的3D打印机打印制成，加上

金属撞针、螺丝、弹簧和橡皮筋等

若干非打印零件，左轮手枪就完成

了。

村井良知也将自己的设计图纸上

传网络，并不设下载权限。村井良知

还拍了一段短片，视频中那把半 3D

打印手枪具有真枪一样的杀伤力。

2014年5月，村井良知被捕。随

后，他被法院以“自行制作和教导他

人以3D打印技术制造手枪”为名判

处两年徒刑。这个28岁的日本男人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制作3D打印枪

而获刑的人。

点击打印图标，一阵轻微的噪音

之后，一支枪就像打印一份A4纸一

样被打印出来了。

在此之前，人类从未如此轻易就

能获得一件杀伤力如此之大的武器。

这究竟是对人权的保证还是对人

权的威胁？

今年夏天，经过4年的法律战，

“防卫分布”组织与美国特朗普政府

达成和解协议，3D打印枪支蓝图终于

可以合法发布。

不过，夏天没过完，美国华盛顿

州西雅图地方法官拉斯尼克就发布一

项临时禁令，禁止在网上公布制枪蓝

图，称其可能落入坏人之手。

“大学和公共场所都有 3D打印

机，这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

害。”拉斯尼克说。

对 3D打印枪支的恐惧并非来源

于价格和效用，而是其隐秘性和不可

追溯性。目前，警方无法追踪3D打

印枪支，使用这项技术也无需任何背

景审查。

有人担心犯罪嫌疑人可以轻易获

得武器。更令安全专家忧心忡忡的

是，目前公共建筑和机场中使用的金

属探测器，对自制的3D打印枪支无

能为力。

3D打印枪支的魔盒已经开启，

带给世界无穷的忧虑。

怀揣那把带有机器余温的枪，

走出3D打印店，他不会考虑这些问

题。

他只想赶快回到家里，摆个姿

势，来个自拍，发到脸书，然后安静

地等待获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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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固然引人

注目，但它们硕大的身材、“靠天吃饭”的

本性对“抵近”战场而言，绝不是什么优

点。既要飞得久，还要体型不超标，轻巧

的氢燃料电池无人机也许会成为未来的

战场新锐。

波音公司旗下的“扫描鹰”无人机是

执行监视、侦察任务的一把好手。早期“扫

描鹰”主要靠“喝油”为生。近年来，波音公

司携手加拿大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为“扫

描鹰”试装了氢燃料电池推进系统。阵阵

“氢”风拂来，“扫描鹰”变得更安静了，噪声

大幅降低，大大缩短了敌方发现距离，有利

于获取更好的战场侦察效果。

氢燃料电池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锂

电池无人机的3倍。相比锂电池，氢燃

料电池具有更高的推进功率，这就意味

着氢燃料无人机的有效载荷更大，能承

担更多样化的任务。

氢燃料电池无人机

“氢”风徐来“扫描鹰”

除了太阳能无人机和氢燃料电池

无人机，还有一种更绿色的无人机。

据悉，荷兰一家动力公司研发了一款

名为AP3的系留无人机，不仅可以像风筝

一样“御风而行”，还能将风能转化为电

能。翼展12米的AP3无人机与地面之间

通过一根电缆相连，在高空以规则的横风

模式飞行，通过改变飞行高度产生牵引力，

带动地面的发电机发电。即使没有风，也

无需担心它的动力问题，因为连接地面的

电缆可以为其供能。AP3无人机就像一个

能发电的“风筝”，既解决了自身的续航问

题，又产生大量电能供地面使用。

有消息称，美国雄蜂航空公司研制

的“箭矢”系留无人机已经引起美军的

关注。虽然被电缆拴住了“手脚”，但系

留无人机的本领可不少，除了能当发电

站用，还可以客串“瞭望塔”“通信中继

站”等角色，执行高空侦察、舰队护航、

边境巡逻和搜索救援等任务。

系留无人机

追风筝的“多面手”

兵器漫谈

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哪国

军舰

当地时间 11月 8日凌晨，“索拉”号
油轮的船长死死盯着面前的航海雷达
屏。屏幕上，一个没有任何标记和识别
信号的小亮点，朝着这艘正在北上的油
轮笔直地开过来。

船长身旁的大副高呼：“哦，天哪！
看起来它至少有17节的航速。”

作为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附近
聚集了不少石油公司和储存基地。北
海上各大钻井平台开采的石油是挪威
源源不断的经济命脉。卑尔根最窄处
不足 5千米的这条水道，便是挪威石油
动脉的必经之路。即便是凌晨，附近也
有五六艘船穿梭于此。这艘希腊油轮
此时正航行在这条繁忙的水道上。

民船不可能在这么窄的水道开得
那么快。“嗯，毫无疑问，这是一艘北约
军舰。”船长笃定地说。

船长的身下，是排水量达 18 万吨
的超大型油轮。满载着原油的它刚刚
从不远处的石油基地起航，准备开往
外海。

看着笔直冲过来的北约军舰，船长
分外紧张。要知道“索拉”号全长 250
米，此时正在以 6节的航速慢慢挪动。
与车辆和飞机不同，大型油轮的惯性巨
大，操纵“反射弧”极长，它根本来不及
躲开这艘如同莽夫一般的北约军舰。

船长相信，凭借军舰的机动性，能
够轻易躲开自己。不过，为保险起见，
他还是拿起无线电呼叫负责这处水道
的船舶航行管理中心，询问情况。

管理中心表示，这艘军舰没有报
备，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哪国军舰。

这艘以探险家命名的军舰

没有躲过险情

“又是一帮不守规矩的水兵！”希腊
船长狠狠挂断了无线电。

这年头横冲直撞的军舰太多了。
最近几年，光是美国海军就发生 20余起
撞船事故。尤其是“宙斯盾舰”，像中了
魔咒一般，与民船连环相撞。

他赶忙在公共频道不断呼叫：“你
舰是否要开过来？”

无线电那头传来水兵略显沙哑的
声音：“是的，没错。”
“请立刻向右转舵。”希腊船长警

告道。
无线电那头水兵回复：“那样的话，

我舰会太靠近浅滩。”船长听后有些气
愤，因为他知道，浅滩之间明明还有很
大一块航道。

看着距离正在快速缩短，船长的声
音抬高了几度：“如果你舰要继续开过
来，必须右转舵。”

接下来是数秒的沉默。
身边的大副告诉船长，刚刚航行管

理中心发来消息说，经过查证，这艘北
约军舰是挪威海军的主力战舰“英斯
塔”号护卫舰。
“英斯塔”号满载排水量 5290吨，是

挪威海军最大的军舰之一，也是世界上
装备“宙斯盾”系统的最小“宙斯盾舰”
之一。
“英斯塔”号护卫舰由西班牙纳凡蒂

亚造船公司建造，于 2007年下水, 2009
年正式交付挪威皇家海军。该舰以挪威
20世纪著名探险家的名字命名,是挪威
海军5艘“南森”级护卫舰中的第4艘。

无线电再次响起，传来“英斯塔”
的声音：“我已经向右打了几度，我会
过去的。”

瞥了一眼雷达图，船长凭借自己几
十年的航海经验说：“没用！‘英斯塔’号，
你现在必须做些什么，你舰太接近了。”

无线电再次沉默。此时，船长已经

能在黑夜中依稀看见这艘军舰，它甚至
连航行灯都没有打开。

一切为时已晚。数秒之后，只听见
一声巨响，伴随着脚下甲板轻微的震动，
船长喃喃自语道：“这艘军舰完蛋了。”

军舰几乎沉没，只剩下雷

达露出水面

船长只能再次拿起无线电向航
行管理中心报告：“我撞上了，是那艘
军舰”。

他对自己的船反而没什么可担忧，
只是派了两个人去船头看看。

的确，对于排水量 18万吨的“索拉”
号而言，在这里活动的军舰全部都是
“不值一提的小船”。

船长一边暗暗祈祷不会有倒霉的
水兵因此丧命，一边让大副等船停稳后
就地下锚。

军舰被油轮开了一个大裂口，海水
快速涌入，为防止沉没只能朝着最近的
海岸冲滩搁浅。

11 月海上的冷风吹在脸上有些
刺痛。平时耀武扬威的军舰，现在
像失了魂一样斜搭在礁石上，右侧

那道 8 米长的恐怖裂口，露出里面的
管线。

天亮了，开始涨潮了，海水更快速
地涌入军舰。它斜得更厉害了。

到了中午，潮水开始退去。“英斯
塔”稳定下来，没有被带回大海，但却失
去了浮力，彻底歪在礁石上，露出船底
黑色的油漆。随后，大量钢缆被运来固
定军舰。

第三天，固定军舰的钢缆全部断
了。军舰几乎完全被淹没，只剩下雷达
露出水面。

现在，挪威军方已经封锁了那片
海岸。

撞船事故的原因，绝大部

分并非装备本身的故障

船长被事故调查委员会带走了，但
第二天就被释放回来。

船上的无线电录音和航行管理中
心证明了他的清白——这艘油轮其实
是受害者。

船长回到船上，仔细检查了自己船
的伤势。和预料中的一样，油轮只是被
剐掉一层油漆，破了个小口子而已。

“英斯塔”号的舰员们则早就被送
回海军基地，137 位舰员中只有 8人受
了轻伤。军方告知舰员们，不必为军舰
的事故感到担心，他们也不会被调查和
询问。舰员们有什么话可以跟心理医
生和牧师讲，而心理医生和牧师会对所
有的谈话内容保密。

现在，人们只知道，挪威军方已经
和荷兰的一家救捞公司签署合约。“英斯
塔”号还将一直沉睡在冰冷的海水中，直
到12月上旬才会被运回海军基地。

据业界统计，撞船事故的原因，绝
大部分并非装备本身的故障，而是“人
祸”，即违反海上航行“交通规则”和人
为操作的失误。

目前，许多挪威人最关心的是列装
不足 10年的“英斯塔”号能否修复重新
入役。

谁也没有答案。人们只看见，这艘
军舰内部的绝大部分舱室和重要的电
子设备已经泡水，包括它曾引以为傲的
“宙斯盾”系统。

上图：“英斯塔”号护卫舰与“索

拉”号油轮相撞前后的对比示意图。

制图：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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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宙斯盾舰”的撞船“魔咒”
■吕田丰 谭文伟

11月 18日，挪威海军总参谋长宣布，当地时间11月 8
日凌晨在挪威卑尔根附近水域与“索拉”号油轮相撞的
“英斯塔”号护卫舰，现在的状态已经趋于稳定。

事发后，挪威军方一直对“英斯塔”号护卫舰被撞沉
没的原因三缄其口，但挪威媒体并不罢休。人们很难理
解，为什么装备了先进“宙斯盾”系统的战舰会“看”不见

庞然大物般的油轮而发生碰撞？为作战而打造的护卫舰
为何如此轻易就倾覆沉没？到底是什么“击沉”了这艘价
值数亿美元的军舰？

综合挪威《世界之路报》发布的事故前后无线电通话
音频记录，以及挪威军方公布的有限信息，或许可以还原
当时的部分情形。

热点追踪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同

样，无人机也搭上了新能源这列“绿色快

车”。在军用领域，开发新能源无人机不

只是为了节能减排，更重要的是延长续

航时间、提高战场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