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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A“幽灵”（Spirit）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也是唯一的大型隐身飞机。

其隐身性能可与小型的 F-117 隐身攻击机相比，而作战能力却与庞大的 B-1B 轰炸机类似。

B-2A 的机体大多都是由复合材料所制造，以达成高强度与低重量的要求，同时复合材料也可

以吸收大部分的雷达讯号，使其雷达截面积降低至极低的程度。 

 
 

概述 

B-2A“幽灵“隐身轰炸
机机身长 21．03 米，高 5.18
米，翼展为 52．43 米，最
大载弹量 22680 公斤。机上
装有 4 台美国通用动力公司
出产的 F118-GE-100 型涡扇
发动机。飞机在空中不加油
的情况下，作战航程可达 1.2
万公里，空中加油一次则可
达 1.8 万公里。每次执行任
务的空中飞行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小时，美国
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
力。B-2A 集各种高精尖技术于一体，更因隐
身性能出众，被行家们誉为“本世纪军用航空

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雷达反射截面只
有不到 0.1 平方米，仅仅相当于天空中的一只
飞鸟的面积。 
 

B-2A“幽灵”隐身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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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 
B-2A 的乘员编制两名，并列坐在 ACEII 

弹射座椅上，飞行员在左侧，任务指挥官在右
侧。座舱前方和两侧有 4 片大型风挡玻璃，
乘员通过机腹舱门进出座舱，在紧急情况时，
弹射座椅通过座舱顶部的易碎舱门弹射。任务
指挥官负责导航和武器投放，但两名乘员都可
以单独完成整个任务。每个乘员面前都有 4 
个彩色 CRT 显示器，右侧有一个数据输入面
板，左侧是一组油门。座舱后方还有第三名乘
员的位置，但很少使用。该座位也有弹射座椅，
顶部有易碎舱盖。 

 

先进的机载电子系统 

B-2A 飞机上有许多先进的机载电子系统，
如侦测、导航、瞄准、电子对抗等系统，它们
各司其职，功能不凡。就侦测雷达系统而言，
它对飞机通常起到“眼睛”的作用。B-2A 上
使用的是 AN／APQ-181 型雷达，为休斯公司
制造，具有频谱较窄，信号不易被敌截收的优
点。这种电子扫瞄式的相控阵雷达系统，内有
2 片雷达天线阵列，特点是不需外加旋转或摇
摆式天线，只通过信号阵位的改变和组合，就
可对不同角度和不同方位进行扫瞄。它的工作
频率在 12-18GHZ，旁波瓣极小，抗电子干扰
的能力很强。工作模式共有 21 种，其中最为
突出的是合成孔径雷达工作模式和反合成孔
径雷达模式。前者主要用于扫瞄陆地地貌，可
清晰地获取 161 公里距离内地表的雷达扫瞄
图像，供飞机对地面目标轰炸时使用；后者则
主要用于识别和捕捉海上目标，最远有效距离
可达 128 公里。另外，这些工作模式还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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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A 轰炸机使用地形匹配和地形规避技术，
使其能贴地低空突入敌方空域去执行轰炸任
务。 

B-2A 的导航系统最初由两套统组成，每
套都可以单独导航，但一起工作时精度会更高。
一个是 Kearfott 惯性测量单元，另一个是诺
斯罗普 NAS-26 天文惯性单元。NAS-26 原
本是为“鬼魅”远程巡航导弹研制的，是一个
带稳定基座的光电望远镜系统，甚至可在阴天
锁定预先选定的星星。该系统的观察窗口就在
风挡左侧。 

近距离红外系统可探测到 B-2A 蒙皮的
热辐射，这些红外辐射可以是反射阳光产生的，
也可是蒙皮和空气摩擦产生的。为此 B-2A 采
用了可吸收红外线的涂料来吸收阳光中的红
外线，避免产生反射，这也是 B-2A 全机灰色
的原因。涂料吸收不了气动摩擦产生的热量，
但是涂料可改变表面的反射率，将红外辐射改
为大气可强烈吸收的波段，从而降低被近距离
红外系统发现的几率。 

B-2A 可进行中高度空中加油，加油口在
座舱后上方，加油时可收放底托升出高于机背，
以避免加油机探杆划伤机身。 

B-2A 安装了休斯 
AN/APQ-181 雷 达 ，
如何在隐形飞机上安
装雷达也是一门学问。
B-2A 采 用 了 特 殊 设
计以达到雷达的低截
获概率（LPI）目标，
雷达在探测和跟踪目
标时使用最低限度的
能量，并且对信号进行
编码使敌人难以从随

机噪音中辨别出 B-2A 的雷达信号。该雷达有
两个独立的电扫描天线，安装在座舱两侧机翼
前缘的下方。雷达具有 20 种模式，其中包括
合成孔径、地形跟踪和地形回避模式，还有地
面移动目标指示模式，可探测地面的车辆，以
及用于空中加油的空空模式，许多关于该雷达
的参数至今保密。 
高昂的费用 

由于其先进性、保密性和可维护性的缘故，
加上产量少、通货膨胀，B-2A 的造价是及其
昂贵的。1978 年制造厂商生产 132 架飞机的
报价是 366 亿美元。到了 1984 年升至 425 亿
美元，美国空军不得不减少订购数量。1987
年美国空军决定只购买 75 架，但仍将要付出
350 亿美元的款项。1993 年美国国会确定只
采购 20 架 B-2A，空军预付的研制费和厂家的
开工制造费已涨到 444 亿美元。到了这个时候，
即使不算研制费用，每架 B-2A 的造价也达到
8.4 亿美元。1995 年根据最后的合同规定，厂
家以每年 3 架的生产速度制造出 20 架 B-2A，
每架飞机约合 6 亿美元。最终加上研制费用，
购买一架 B-2A 的费用超过 20 亿美元！ 

                     本文编辑  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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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未来的重型高超音速轰炸机将在 5 马赫甚至更高的速度下发射武器；

必须在雷达、红外线以及可见光等各种波长范围内具有隐形功能；在载弹量上与 B-52 相当，

可以实施地毯式轰炸。另外，未来的战略轰炸机还将具有发射小型无人机的能力。 

 

 

去年 12 月，
美军无人机在伊
朗和塞舌尔的连
番坠毁，不禁让
人们对无人机的
发展产生了一些
质疑，而有人驾
驶的重型战略轰
炸机也重新汇聚
起人们的目光。 

其实，早在
美国空军的 21
架 B-2A 隐形轰炸机建成之前，未来飞机的设
计师们就在戒备森严的俄亥俄州怀特-帕特森
空军基地的地下室里开始设计未来的下一代
轰炸机了。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曾提出，要在
2030 年左右，创建一套全新的隐形轰炸机理
念，以满足美国空军未来的需求。按照美国人
的设想，未来的重型高超音速轰炸机将在 5 马
赫甚至更高的速度下发射武器；必须在雷达、
红外线以及可见光等各种波长范围内具有隐
形功能；在载弹量上与 B-52 相当，可以实施
地毯式轰炸。另外，未来的战略轰炸机还将具
有发射小型无人机的能力。这就是美国下一代
的“空中幽灵”B-3 的雏形。那它究竟强在什
么地方呢？ 

 

精确缜密的设计理念 

美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曾研制出 2 倍音速
的 B-58 轰炸机，60 年代又研制了 3 倍音速的
XB-70 轰炸机。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高
速飞机缺乏能够精确打击的武器，所以这两种
飞机主要是为了核战争而研制的。由于技术不
成熟，B-58 很快就退役了，XB-70 则半途而废。
相比之下，作为侦察机的“黑鸟”SR-71 则要
成功得多，在服役期间从未有过公开的被击落
的记录，这也说明高空高速性能优越的战机在
实战中有很强的生存能力。根据美军要同时打
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要求，美国空军现役战略轰
炸机的数量应该保持在 l70 架，但是目前能够
服役的飞机只有 112 架，远远达不到美军的要

 

探究下一代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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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研制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已经提到
了美国空军重要的议事日程。 

而且按照美国空军的惯例，一种新型军用
飞机正式服役后便开始研制下一代型号，因此
B-2A 战略隐身轰炸机服役后，速度高达 5 倍
音速的“高超音速”B-3 战略隐身轰炸机就己
开始研制。由于有研制 XB-70 和 SR-71 等高速
飞机的基础，因此美国要研制一种 6 倍音速左
右的轰炸机在技术上是很有把握的。通过招标，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选择了诺思罗普·格
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研制 B-3
隐身战略轰炸机的主承包商。 

美国空军对 B-3 高超音速轰炸机的要求 

要具有杰出的高超音速远程飞行能力，巡
航速度 2.4 马赫，航程 11100 公里，1 小时内
可从美国东岸横越大西洋到达欧洲英伦海峡，
以此计算，美国只要在东西两岸部署这种轰炸
机，便可以在数小时内轰炸全球任何地方；要
实现最佳的隐身效果，B-3 的雷达截面积要大
大小于 B-2A 的 0.3 米 2，甚至低于 F-117 的
0.01-0.l 米 2；要有强大的攻
击能力，其实施地毯式轰炸，
又具备 B-2A 那样的突放冷
箭的能力；可以是有人或者
无人驾驶；速度要比现役的
B-2A 和 B-52 轰炸机高近 3
倍，航程要相当。按照构思，
B-3 的发动机吸气部分位于
机首，机尾则作为喷射器，
能以 5 倍音速即 5760 公里/
小时或以上的速度飞行。如
能成功，它将打破全球战略
轰炸机的最高飞行速度纪录。 

 

据推测，B-3 将采用曾在 XB-70 上使用过
的“驾波飞行”技术，由前机身在高超音速条
件下压缩空气产生激波，激波斜向扩散，一部
分通过机身下面，从而产生升力。进气道布置
在机腹下，由机身下面的激波对进入进气道的
空气进行压缩。在高空高速条件下，涡扇发动
机已经难以起作用，必须采用冲压发动机，而
且必须研制燃烧发生在超音速气流中的冲压
发动机，这就是所谓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在高超音速飞行时，飞机表面温度将会升得很
高，除了烧蚀表面材料以外，甚至有可能引发
表面材料与空气进行化学反应，因此，新材料
的研制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另外，超燃冲压发
动机必须在 3 倍音速以上的条件下工作，因此
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飞机必须解决在起降
及中低空飞行时的动力、飞行控制、导航以及
救生等问题。除了飞机本身以外，还必须有配
套的武器。目前的导弹在高超音速条件下都不
能使用，制导炸弹的精度更无法保证，因此必
须研制能在高超音速条件下使用的远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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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用激光等波束武器。 
尽管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的研制还存在

很多技术上的难点，但是它的优越性也是很明
显的。首先，对敌方的预警系统是个巨大的挑
战。这种飞机在 30 公里高空可以达到 2 公里/
秒的速度，即使不采用隐身技术，对方警戒雷
达的最大预警时间也只有 3-4 分钟，如果飞机
采用雷达隐身技术，对方的预警时间会更短。
如果对方不建立高效的雷达情报网，则很难发
现这种飞机。其次，这种飞机不仅速度快，而
且飞行高度一般在 25-30 公里，目前的战斗机
和防空导弹都达不到这个高度。即使研制新的
高速战斗机，在高空高超音速环境下飞机的机
动性也无法保证，因此战斗机对轰炸机不具备
机动优势。地空导弹和空空导弹在这种环境下
也会丧失机动能力，难以命中高速目标。因此，
这种高超音速的战略轰炸机可以轻易地突破
对方防线，对其纵深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飞机也不必部署在海外，从美国本土起飞 1-2
小时就可以抵达战场上空，飞行时间短，反应
灵活，可以高度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经过严格挑选，美国空军选中洛克希
德·马丁公司和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作为

B-3 的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了
两种设计方案：第一种设计方案在外形上和现
役的 B-1B 非常相似，采用了箭形机翼、V 形
尾，翼下发动机构型有复杂的扭转和弯曲。第
二种设计方案采用了该公司最新的研究成果
——先进的石墨复合材料和主动颤振抑制技
术，依然采用传统的箭形机翼构型。机长约
43.8 米，翼展 15.8 米，双发动机在后机身上，
升力平尾在垂尾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称，
其设计是“获得高速巡航效率的最佳构型。”
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也提出了两种设计方案：
第一种是经典的鸭翼构型机体，机翼的设计比
较激进，大后掠、大展弦比，机翼用支柱连接
于后机身；机腹平坦，发动机进气道上置，目
的是削弱飞机下方的音爆强度。设计的进气道
和安定面/机翼构型有利于隐身。该设计方案
将广泛采用先进复合材料，以增强硬度并减轻
重量。第二种设计方案是连接机翼方案。连接
机翼的特点是机翼像多了后支撑杆一样，增加
了稳定性，减轻了飞机重量，有助于控制音爆。
该机长约 47.8 米，翼展 17.6 米，高约 6.4 米；
该设计具有“虚拟座舱”，以免在飞机起飞和
着陆时需要垂下机头。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
的超音速轰炸机巡航速度选定为 2.4 马赫，这
一速度已是现有铝合金和常规复合材料所能
承受的速度上限。选择这一速度得到了美空军、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的认可。 

稳定高效的动力系统和隐身能力 

B-3 战略轰炸机在进行超音速巡航飞行时
会产生强烈的音爆，影响了飞机的隐身性能，
如果将巡航速度降低到亚音速或者绕道航行，
则会降低轰炸机的作战航程和效能，同时增加
反应时间。经过攻关，B-3 在降低音爆方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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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重大突破，使地面激波强度不高于 1.46
公斤/米 2，只是“协和”式客机的 1/7。B-3
战略轰炸机的推进系统可能采用变循环发动
机。与固定循环、低涵道比技术相比，变循环
发动机在巡航时的效率可提高 20%，重量减轻
1/3。另外，它还采用主动进气道控制，采取
注入高压空气的方式来稳定进气道激波，这样
可使发动机在接近于理想效率的状态下运转，
不用在进气道性能上留有余量以求稳定。B-3
采用的先进燃油 JP-8＋225 是专门开发的，这
种燃油在 288℃的高温也不会分解，而常规燃
油只能耐受 163℃的温度。新燃油还有一个新
用途——用于发动机内的冷却系统(CCA)，冷
却从压气机中抽出的空气，给涡轮和尾喷管降
温。美国空军的研究认为，CCA 可以使发动
机的推重比提高 11%，燃油消耗率降低 3%；
CCA 还可用于降低金属温度并提高发动机寿
命，这对长时间进行超音速巡航飞行的 B-3 来
说尤其重要。 

 

同时，美空军认为，B-3 新一代战略轰炸
机必须在雷达、红外以及可见光等各种波长范
围内具有隐身能力，能使红外制导导弹失效的
闪烁蒙皮、足以瞒过敌人眼睛的主动式伪装以
及接近于零的雷达反射面积都是 B-3 战略轰炸
机的重要技术指标。由于传统的隐身飞机(如
F-117 和 B-2A)过分强调了低可探测性而忽略
了可支付性，从而造成了飞机的使用和维护费
用过高，降低了飞机的使用效率。而且 F-117
和 B-2 不具有视觉隐身能力，从而使隐身的作
用出现漏洞。未来的隐身飞机则要求在设计时，
将低可探测性与飞行性能、可支付性等其他重
要性能权衡考虑。B-3 战略轰炸机可以说是这
一思想的初步体现。F-117 和 B-2A 的使用经
验表明，传统隐身飞机的维护是让人极其头痛
的事，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费工费时，例如
B-2A 飞机每飞行一个小时要花费近 50 个小时
的时间进行隐身特性的维护，并且维护条件非
常苛刻，从而造成飞机出勤率低，并且不容易
进行全球部署。而 B-3 在简化隐身飞机的维护
性设计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尽量减少飞机表
面零部件数目，尽可能采用大尺寸整体结构以
简化维护工作，同时，还可以避免过多接头、
缝隙和台阶，减小对雷达波的反射；飞机所使
用的隐身材料具有耐久性和容易维护；将所需
保障设备减至最少；机体表面平滑干净，不设
置舱门和口盖；大部分子系统的拆装可以通过
机体下表面的舱门和口盖来进行，广泛采用快
速可达式口盖，口盖采用密封材料粘接密封。 

独特先进的驾驶舱和电子设备 

无论从画面显示还是操作上看，B-3 驾驶
舱的显示与控制系统都更像是采用 Windows
系统的个人计算机。B-3 采用了一种类似于鼠
标的跟踪球指示控制装置(CCD)，替代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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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纵杆或侧杆控制器。其上有指尖可触击的
按键(用于显示转换及选择菜单)，飞行员可以
借助 CCD 和屏幕上的下拉/弹出菜单，方便
地显示所选的信息，如飞机周围的态势感知信
息和飞机系统的信息等。正、副驾驶员各自配
备一个 CCD，借助 CCD 旁边的键盘，他们
可以随时将飞机操纵模式切换到人工模式。
B-3 的新型显示器增加了地形、3 维导航等显
示内容，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它们既增加了
提供给驾驶员的信息量，也使信息更加直观易
读。从布局上看，B-3 驾驶舱像是 B-1B 驾驶
舱和 B-2A 驾驶舱的组合型。位于正、副驾驶
员前面的两台 15 厘米×20 厘米的液晶主飞行
显示器显示飞行控制和导航/通信信息，中央
控制台上方有两台共用液晶显示器，一个显示
发动机参数、系统状态和防撞提示，另一个显
示飞行计划、垂直导航和远距导航信息。B-3
的驾驶舱具有良好的交互性。位于控制台上的
CCD 和键盘使驾驶员掌控飞机各系统的状态，
飞行管理与导航数据、管制员与飞行员之间的
数据链路通信、无线电调谐、机组人员告警和
检查项目表等信息均采用图示显示；飞行员不
但可以从电子飞行数据库中调出气象图、导航
与进场数据及其他文件，而且可以输入来自外
部摄像机、气象站和其他信息
源的高清晰图像信息。 

B-3 的电子设备极其先进。
其机载雷达具有跟随地形、空
对面及抗核能力，能够承受核
冲击波带来的电磁尖峰干扰及
载机着陆时的振动，能自动地
探测并跟踪几十个目标，为发
射后不管空空导弹提供最初的
分类和优先攻击的目标。电子

扫描保证了雷达在对空搜索目标的同时，能对
所选目标进行评估。其中的机载雷达具有空地
测距和地面测绘能力，在超低空飞行时能够向
驾驶员提供地形测绘，同时自动进行地形跟随、
地形回避及威胁回避，能自动地呈现给飞行员
带有指示距离和速度符号的威胁目标，而
B-2A 战略轰炸机的机械式扫描雷达就不可能
做到这一点。另外，采用固态技术的电子扫描
天线可以满足各项特殊性能的要求。 
非同寻常的威慑和作战威力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 B-3 高超音速战略轰
炸机的出现，世界战争的形态必将出现相应的
变化。以防御武器为例，激光、粒子束等武器
将极有可能成为攻击高速飞行器的有效手段。
如果对飞机本身无法拦截，也可以对其发射的
攻击武器进行拦截。虽然 B-3 高超音速战略轰
炸机最终发展如何，将对世界军事技术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还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它在军
事技术领域引起巨大震动则是毋庸质疑的。特
别是美国研制 B-3 高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对许多
国家的战略威慑意义，将会引起一些可能与美
国发生冲突和对峙国家的重视，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编辑  刘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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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战斗机是一种全新的空中武器体系，无人作战飞机从过去首要是实行空中侦探、战场

监视和战斗毁伤评估等使命的作战增援设备，升级成为能实行压抑敌防空体系、对地攻击，乃

至可以实行对空作战的首要作战设备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争先将无人作战飞
机列人军事设备发展妄想，引起各国军界极大
关注，兴起了天下范围的研制无人机的热潮，
X-47B 就是其研制妄想的产物，未来的首要功
能是防空压抑和纵深扣击。 

功能多样的航母舰载“隐形杀手” 
它采用了蝙蝠式机翼和无尾翼设计，上表

面是单块式复合材料结构，把所有设备都装在
上盖下，结构非常简单。机身上共有 6 个操纵
面，包括 4 个“嵌入面”和 2 个升降副翼。“嵌
入面”是一种小型的可收式控制表面，用以代
替分段方向舵，提供方向安定性。其中 2 个位
于机翼上部，另 2 个在机翼下部的对应位置。
与机翼后缘采用的分段方向舵相比，“嵌入面”
具有更小的雷达反射截面积。 

其隐身性能比 B-2A 轰炸机更出色。X-47B
更少依靠人员远程操控。大量的研究与试验已
证明：该机的导航软件相当有效，其性能远远

 

未来空战：无人机是首要攻击力量倍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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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17 日，美
国海军 X-47B 无人战机再
次进行试飞任务。当日，
X-47B 从 美 国 海 军 西 奥
多 · 罗 斯 福 号 航 母
(CVN-711)上弹射升空，完
成了一系列飞行测试。在试
飞期间，X-47B 首次演示了
与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
蜂有人驾驶战机共同编队
飞行。 

地面站作为整个无人机系统的作战指挥
中心，其控制内容包括:飞行器的飞行过程，
飞行航迹，有效载荷的任务功能，通讯链路的
正常工作，以及飞行器的发射和回收。未来的
地面站系统还应实现与远距离的更高一级的
指挥中心联网通讯，及时有效地传输数据，接
收指令，在网络化的现代作战环境中发挥独特
作用。 

美国海军未来已经宣布将把 X47B 与有人

战机进行配合使用，这就预示着，目前的无人
作战飞机的作用是在有人机保证空中平安的
条件下，通过数据量对有人战斗机已经标注的
目的进行袭击，可能未来作战模式将再次发生
革命性的转变，有人作战飞机只会携带少量的
自卫武器，然后协同无人作战飞机实行对空、
对地的袭击使命,这就意味着，无人机将成为
未来空战的力量倍增器。 

本文编辑  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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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鹰高空远程无人飞行器(hae uav)计划是为了满足空中防御侦察办公室(daro)向联合

力量指挥部提供远程侦察能力的需要而设计的。全球鹰具有从敌占区域昼夜全天候不间断提供

数据和反应的能力，只要军事上有需要它就可以启动。RQ-4A“全球鹰”是美国空军乃至全世

界最先进的无人机。作为“高空持久性先进概念技术验证”(actd)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于

1995 年启动。 

 

RQ-4A 全球鹰无人机 
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是目

前（2013 年）美空军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无
人机。也是世界上飞行时间最长、距离最远、
高度最高的无人机。全球鹰能在 2 万米高空穿
透云雨等障碍连续监视运动目标，准确识别地
面的各种飞机、导弹和车辆的类型，甚至能清
晰分辨出汽车轮胎的齿轮。全球鹰一天之内可
以对约 13.7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侦察，经
过改装可持续飞行 6 个月，只需 1—2 架即可
监控某个国家。 

“全球鹰”机身长 13.4 米，高 4.62 米，

翼展 35.4 米，最大飞行速度 644 千米/小时，
最大飞行高度 19810 米，最大起飞重量 11610
千克，可在 18,300 米至 19,800 米高空巡航
飞行 36 小时以上，续航距离达到 25,000 公里
（可绕地球半周），所以就算从美国本土起飞，
它能也到达全球任何地方可以实现全球作战。 

“全球鹰”更先进的优点是，它能与现有
的联合部署智能支援系统(JDISS)和全球指挥
控制系统(GCCS)联结，图像能直接而实时的
传给指挥官实用，用于指示目标、预警、快速
攻击与再攻击、战斗评估。RQ-4A 还可以适
应陆海空军不同的通信控制系统。既可进行宽

带卫星通信，又可
进 行 视 距 数 据 传
输通信。宽带通信
系 统 可 达 到
274MB/秒的传输
速率，但目前尚未
得到支持。Ku 波
段 的 卫 星 通 信 系
统 则 可 达 到
50MB/秒。另外机
上 装 有 备 份 的 数

 

RQ-4A 全球鹰&捕食者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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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链。全球鹰飞行控制系统采用 GPS 全球定
位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可自动完成从起飞到
着陆的整个飞行过程。 

“全球鹰”可同时携带光电、红外传感系
统和合成孔径雷达。光电传感器工作在 0.4 到
0.8 微米波段，红外传感器在 3.6 到 5 微米波
段。光电系统包括第三代红外传感器和一个柯
达 KODAK 数字式电耦合器件 CCD 。合成
孔径雷达具有一个 X 波段、600MHZ、3.5 千
瓦峰值的活动目标指示器。该雷达获取的条幅
式侦察照片可精确到 1 米，定点侦察照片可精
确到 0.30 米。对以每小时 20 到 200 千米行驶
的地面移动目标，可精确到 7 千米。一次任务
飞行中，“全球鹰”既可进行大范围雷达搜索，
又可提供 7.4 万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光电/红外
图像，目标定位的圆误差概率最小可达 20 米。
装有 1.2 米直径天线的合成孔径雷达能穿透云
雨等障碍，能连续的监视运动的目标。 

“全球鹰”更先进的优点是，它能与现有
的联合部署智能支援系统 JDISS 和全球指挥
控制系统 GCCS 联结，图像能直接而实时的
传给指挥官实用，用于指示目标、预警、快速
攻击与再攻击、战斗评估。RQ-4A 还可以适
应陆海空军不同的通信控制系统。既可进行宽
带卫星通信，又可进行视距数据传输通信。宽
带通信系统可达到 274MB/秒的传输速率，但
目前尚未得到支持。Ku 波段的卫星通信系统

则可达到 50MB/秒。另外机上装有备份的数
据链。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空军使用“全球鹰”
提供的目标图像情报，摧毁了伊拉克 13 个地
空导弹连、50 个地空导弹发射架、70 辆地空
导弹运输车、300 个地空导弹箱和 300 辆坦克。
被摧毁的坦克占伊拉克已知坦克总数的 38%。
虽然“全球鹰”仅仅承担了 3%的全部空中摄
像任务，但用于打击伊拉克防空系统的 55%
的时间敏感目标数据，是由该无人机提供的。 

 
“全球鹰”也存在一些不足，飞行速度只

有 644 千米/小时，难以逃脱高速战斗机的追
击；尽管采用了隐身技术，但喷气发动机工作
时仍会产生一定的红外辐射信号。“全球鹰”
配备了多种防身装备，一旦敌方发射导弹，机
载探测装置可以马上发现，并发射红外诱饵弹
进行干扰。但“全球鹰”的载荷能力只有 908
千克，携带防身装备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一
旦在空中被敌方战机锁定，将很难逃脱被击落
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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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食者”无人机 

“捕食者”无人机，是美军目前一种重要
的远程中高度监视侦察系统。目前该机已增加
了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地面或空中目标的
能力。在伊拉克战争中，“捕食者”曾与米格
-25 交战，使得该机成为了第一种直接进行空
空战斗的无人机。“捕食者”装有合成孔径雷
达、电视摄影机和前视红外装置，其获得的各
种侦察影像，可以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可实时的
向前线指挥官或后方指挥部门传送。 

 

“捕食者”也参与了阿富汉的作战行动，
据说一架“捕食者”发现了奥萨马的汽车，但
由于地面指挥官决策的拖延，丢失了目标。一
个月后，一架“捕食者”成功发回了本•拉登
手下一名高级军官藏身地点的实时视频信号，
随后多架 F-15E 轰炸了该地区，杀死了该名军
官。至 2002 年 3 月美空军正式组建了第一个
武装型“捕食者”无人机中队。该部队计划装
备 20 架武装型“捕食者”，将与第 11 和第 15
侦察中队一起进驻内华达州印第安纳•斯普林
备用机场，并于 2005 年达到全部作战能力。
新部队的人员将从现有的两个中队抽调，同时
也培训部分新队员。 

 
一个典型的“捕食者”系统包括四架无人

机，一个地面控制系统和一个“特洛伊精神 II”
数据分送系统。无人机本身的续航时间高达
40 小时，巡航速度 126 千米/小时。飞机本身
装备了 UHF 和 VHF 无线电台，以及作用距离
270 千米的 C 波段视距内数据链。机上用于
监视侦察的有效载荷为 204 千克。机上的两色
DLTV 光学摄影机采用了 955mm 可变焦镜头。
高分辨率的前视红外系统有 6 个可调焦距，最
小为 19mm，最大 560mm。 

 
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的合成孔径雷达为

“捕食者”提供了全天候监视能力，分辨率达
到了 0.3 米精度。其他可选的载荷可按具体任
务调整，包括激光指示和测距装置、电子对抗
装置和运动目标指示器。“捕食者”拍摄的萨
拉热窝市区，足以分辨出一个人大小的物体，
更重要的是影像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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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正式将携带“地狱火”的 RQ-1B
命名为 MQ-1B。M 表示多用途，反映了“捕
食者”从侦察无人机发展为多任务型飞无人机。
正式的 MQ-1B 无人机将装载雷神公司的多频
谱瞄准系统，采用一个增强型热成像器、高分
辨率彩色电视摄像机、激光照射器和激光测距
器。此外还可能装 TalonRadiance 超频谱成
像器，可穿透树叶探测隐蔽的地面目标。同时
装有信号情报装置。美国空军已经实现利用
“捕食者”直接向 AC-130 提供图像的试验。
“捕食者”还正在计划增加防冰系统，系统采
用乙二醇进行除冰，但是要付出载重减小的代

价。此外还要解决整体油箱机翼与“地狱火”
导弹兼容的问题。“捕食者”B 已经被命名为
MQ-9。 

 
捕食者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可安装在长 10

米的独立拖车内，内有遥控操作的飞行员、监
视侦察操作手的座席和控制台，三个波音公司
的任务计划开发控制台、两个合成孔径雷达控
制台，以及卫星通信、视距通信数据终端。 

在“捕食者”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中，一
般是一位飞行员和一位传感器操作员并肩而
坐，操控同一架无人机。  

“捕食者”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全
球鹰”目前正为争夺高空无人机市场的主导权
而激烈竞争。“捕食者”B 的性能提高，使通

用 原 子 有 了 与
“全球鹰”叫板
的能力，目前美
军正不断的根据
最新技术进展对
这两种无人机进
行评估和调整。 

 
本文编辑  

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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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垫艇是世界各国在两栖作战武器研究上所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第一艘原型气垫艇完成至今

已逾 25 年，今天已有成熟的大型军用气垫艇出现。目前气垫艇多以执行沿岸任务为主，不过有许

多远洋型气垫艇的计划已在研究中。气垫登陆艇用于两栖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栖作战装

备发展中的一项重大突破。气垫登陆艇最大的优点是：传统登陆艇仅能通过全世界 15%的海岸，

而气垫登艇则可对 70%的海岸进行登陆作业。美国是发展气垫艇数量最多的国家，它所建造的

LCAC 气垫登陆艇在世界上各型气垫登陆艇中居领先地位。 
 

 

研发背景 

从 70 年代初起，
许多国家海岸防务
武器不断增加和更
新，传统的登陆作
战方式已不适应现
代海战的需要。因
此，为了改进和提
高海军陆战队队员
及其装备的运送能
力，美国海军实施
了两栖攻击登陆艇
的研究和发展计划。
经研究表明，由气
垫艇执行两栖登陆
任务可在世界上所有海岸线的 73%沿岸地区和
滩头实施快速登陆攻击。相比之下，用传统的登
陆艇只可在 17%的海岸地区进行登陆作战。 

为了有效地实施两栖登陆艇的发展计划，
1977 年 10 月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海军海岸系统
研究中心建立了一个攻击快艇试验机构，专门试
验气垫登陆艇，并先后建造了 JEFFA 和 JEFFB
两型。随后，通过对这两型艇的试验与改进，美

海军以 JEFF 艇为基础，制定了 LCAC 气垫登陆
艇发展计划。 

气垫船的工作原理 

气垫船按航行状态可分为“全垫式”和
“侧壁式”。“全垫式”气垫船（Hovercraft）
四周用尼龙等物料围成一个软性的围裙，利用风
机把空气充入底部形成气垫，推进则多数使用空
气螺旋桨或喷气方式。全垫式气垫船时速可达 

 

LCAC 大型气垫登陆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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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C 大型气垫船的驾驶舱 

 
从左到右 导航员 艇长 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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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船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船，主要用于运送战斗装备和先遣登陆队

员，同时还可运送水雷，布设主动雷障。它拥有强大运输力，可运送 3 辆主战坦克（共重 150 吨），

或者 10 辆装甲运兵车（共重 131 吨），或者 8 辆步兵战车（共重 115 吨）；船上设有 4 个登陆舱

室，共计 140 个登陆人员座位，必要时可在运送武器装备的舱室安装可拆卸座椅，额外安置 360

名海军陆战队员，使搭载总人数达到 500 名。 

 

 

“欧洲野牛”是前苏联解体前研制的当今
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舰。之所以称其为“舰”
而不是“艇”，是因为对于这类舰艇来说，超过
500 吨的排水量足可称其为“舰”了。售予中国
的“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使用 M35 燃气涡轮
动力装置，包括 5 台功率为 6 兆瓦的发动机，其
中 2 台用于保证垫升航行，3 台用作推进动力。
该舰最长 57.3 米，最宽 25.6 米，最高 21.9 米，
吃水 1.6 米，最大航速 63 节，巡航速度 55 节，
自持力 5 天。该舰空
重 362 吨，标准排水
量 480 吨，满载排水
量 555 吨。当其满载
登陆时续航力 1 天，
乘员 27～31 人，能
在浪高 2 米、风速
12 米/秒的海况下平
稳行驶。 

最 使 人 称 道 的
是，它拥有强大的运
输力，实际载重可达
150 吨。该舰可一次
装载运送 3 辆 96 式
主战坦克，或者 10

辆 89 式装甲输送车，或者 8 辆 ZBD-97/04 式步
兵战车，同时，舰上设有 4 个登陆舱室，可搭载
共计 140 名海军陆战队员同时执行任务。如果只
是搭载登陆作战人员，那么，可在运送登陆作战
装备的舱室安装可拆卸座椅，这样可以安置 360
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使该舰搭载总数达
到一个加强营近 500 人。 

气垫船的主要优点就是适应性强，它利用船
上的大功率风机把空气压入船底，使其与水面

 

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舰 

                     ——“欧洲野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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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面)之间形成气垫，将船体全部或大部分脱
离水面(或地面)航行。因此气垫船不但行驶速度
快，而且还能通过沼泽、滩涂等各种地形。这在
军事领域的优势尤其突出，传统登陆艇仅能通过
全世界 15%的海岸，而气垫登陆艇则可在 70%
的海岸进行登陆。相比于普通气垫登陆艇，“欧
洲野牛”还有个独门绝技：它安装有齐全的武器
装备，包括 2 门 30 毫米速射炮、8 套“针-1M”
或“箭-3M”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完整的通信导
航、电子对抗设备等，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舰运输仓 

虽然它体型过大，无法装入两栖登陆舰内，
但“欧洲野牛”级气垫艇对中国仍有着特殊意
义。由于它无需借助其他平台投送，又具有载重
大、航行速度快等优势，独立作战能力很强。台
湾今日新闻网称，如果将“欧洲野牛”部署在解
放军驻守的西沙永兴岛，它的作战范围可覆盖整
个西沙群岛，成为争夺南海主权的重要筹码。加
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也认为，“欧洲野牛”对
岸攻击的火力超过任何一种西方气垫船，它将极
大提高中国海军陆战队夺占东海、南海争议岛屿
的能力。 

 
22 管 MC-227 型 140 毫米非制导弹药发射装置 

欧洲野牛远远比美的 LCAC 大型化，后者
服役数量为 91 艘，成为美国海军快速登陆的主
力，载重量为 60 吨，最大时速为 70 节。通常运
载一辆主战坦克和 24 名士兵，日本也装备。因
此在争夺东中国海争议岛屿的战争中，欧洲野牛
与 LCAC 各有优势，前者大型化，一艘欧洲野
牛等于 2 艘 LCAC 载重量、航程远，后者速度
比欧洲野牛快、但是航程只有 200 海里。 

 
АК-630 火炮系统 

钓鱼岛距离中国海岸 300 公里，距离冲绳主
岛 420 公里，双方动用气垫船的快速性对中方有
利，而航程短的 LCAC 在用于上述岛屿作战中，
需要船坞登陆舰配合。考虑到中国沿海距离上述
岛屿的实际距离，欧洲野牛在对日夺岛作战过程
中的航速最有可能设定为时速 80-90 公里左右。
因此在远海争夺战中，欧洲野牛的航速，反而不
会低于航程较低的 LCAC。 

欧洲野牛在轻载情况下的航程为 1000 海里，



先进技术 

CPA 控制面板组件及相关技术 第四期 

22 

争夺越南、菲律宾有轻装驻军的岛礁，不需要装
甲武器，因此欧洲野牛在轻载 140 名武装士兵的
状况下，以永兴岛为基地，几乎涵盖了与越南、
菲律宾有争议的主要岛礁。因此欧洲野牛对于中
国海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周边国家没有装备重
型气垫船。 

重装化的登陆模式：这一模式尤其体现在对
台湾作战中，欧洲野牛和 726 可以以混合搭配的
方式，运送机械化海军陆战队、轻型机械化步兵
登陆。以 15 艘欧洲野牛、20 艘 726 实施混合登
陆的模块计算，前者用于重装，后者用于运载武
装士兵，在对东中国海争议岛屿的夺占中，欧洲
野牛首次运载的重型武器会比日本海上自卫队
的多。 

欧洲野牛的航程达到 300 海里，不需要船坞
登陆舰，因此在对日本、台湾的夺岛战争中，可
以实施多方向的登陆，例如以高速运送特种部队
进入台湾东北部，北部等。而 726、美军 LCAC

不能实施类似的多方向突袭，必须依赖船坞登陆
舰，目标巨大，甚至可能在没有换乘之前，母船
就被击沉。 

除了怕火之外，欧洲野牛相当高的速度，提
供了非常好的机动性防御能力，武装直升机、导
弹快艇要攻击它，难度比攻击普通船只，甚至导
弹快艇更大。从已经亮相的中国版欧洲野牛看到，
武器、作战系统可以换成中国自己的，包括一部
数据链天线、2 部仿 AK630 30 毫米快速炮，最
大射程 5000 米、射速 5000 发/分、初速度 875
米/秒(原版 AK630)，它们主要用于拦截反舰导
弹。俄罗斯原版的欧洲野牛武器系统拥有 2 种甚
至更多的配备，包括防空用时，部署 2 部 AK630，
对岸攻击时，部署 2 部 MS-227 火箭系统。 

因此，总体上，欧洲野牛在中国的部署、大
量生产，彻底改变了台海、东南中国海夺岛作战
的样式。 

本文编辑  李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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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无人机地面站的发展，包括无人机地面站典型的配置、功能及其关键

技术。并展望了未来无人机地面站发展趋势。 
 
 

 

1.概述 

20 年来，无人机己发展成集侦察、攻击
于一体，而未来的无人机还将具有全自主完成
远程打击甚至空空作战任务的攻击能力。同时，
与无人机发展 相匹配的地面控制站(GCS: 
Ground Control Station) 将具有包括任务
规划，数字地图，卫星数据链，图 像处理能
力在内的集控制、瞄准、通信、处理于一体的
综合能力。未来地面站的功能将更为强大:不
仅能控制同一型号的无人机群，还能控制不同
型号无人机的联合机群:地面站系统具有开放
性和兼容性，即不必进行现有系统的重新设计
和更换就可以在地面控制站中通过增加新的
功能模块实现功能扩展;相同的硬件和软件模
块可用于不同的地面 站。 

地面站作为整个无人机系统的作战指挥
中心，其控制内容包括:飞行器的飞行过程，
飞行航迹，有效载荷的任务功能，通讯链路的
正常工作，以及飞行器的发射和回收。GCS
除了完成基本的飞行与任务控制功能外，同时
也要求能够灵活地克服各种未知的自然与人
为因素的不利影响，适应各种复杂 的环境，
保证全系统整体功能的成功实现。未来的地面
站系统还应实现与远距离的更高一级的指挥
中心联网通讯，及时有效地传输数据，接收指
令，在网络化的现代作战环境中发挥独特作用。

2.典型地面站的配置和功能概述 

2.1 地面站的典型配置 

目前，一个典型的地面站由一个或多个操
作控 制分站组成，主要实现对飞行器的控制、
任务控制、载荷操作、载荷数据分析和系统维
护等。其相互间 的关系如图所示。 

地面控制站配置图 

(1) 系统控制站。在线监视系统的具体参数，
包括飞行期间飞行器的健康状况、显示飞
行数据和 告警信息。 

(2) 飞行器操作控制站。它提供良好的人机 界
面来控制无人机飞行，其组成包括命令控
制台、飞行参数显示、无人机轨道显示和
一个可选的载荷 视频显示。 

(3) 任务载荷控制站。用于控制无人机所携 带
的传感器，它由一个或几个视频监视仪和
视频记录仪组成。 

(4) 数据分发系统。用于分析和解释从无人 机

 

无人机地面站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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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图像。 
(5) 数据链路地面终端。包括发送上行链路 信

号的天线和发射机，捕获下行链路信号的
天线和接收机。 
数据链应用于不同的 UAV 系统，实现以下
主要功能: 

 用于给飞行器发送命令和有效载荷; 
 接收来自飞行器的状态信息及有效载荷

数据。 
 中央处理单元:包括一台或多台计算机， 

主要功能如下: 
 获得并处理从 UAV 来的实时数据: 
 显示处理; 
 确认任务规划并上传给 UAV; 
 电子地图处理; 
 数据分发:  
 飞行前分析; 
 系统诊断。 

2.2 地面站的典型功能 

GCS 也 称 为
“任务规划与控制
站”。任务规划主要
是指在飞行过程中
无人机的飞行航迹
受到任务规划的影
响;控制是指在飞行
过程中对整个无人 
机系统的各个系统
进行控制，按照操作
者的要求执行相应
的动作。地面站系统
应具有以下几个典
型的功能: 

 

    (1)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在各机载传感器
获 得相应的飞行器飞行状态信息后，通过数
据链路将 这些数据以预定义的格式传输到地
面站。在地面站由 GCS 计算机处理这些信息，
根据控制律解算出控制要求，形成控制指令和
控制参数，再通过数据链路将控制指令和控制
参数传输到无人机上的飞控计算机，通过后者
实现对飞行器的操控。 
    (2)有效载荷数据的显示和有效载荷的控
制。有效载荷是无人机任务的执行单元。地面
控制站根据任务要求实现对有效载荷的控制，
并通过对有效 载荷状态的显示来实现对任务
执行情况的监管。 
    (3)任务规划、飞行器位置监控、及航线
的地图显示。任务规划主要包括处理战术信息、
研究任务区域地图、标定飞行路线及向操作员
提供规划 数据等。飞行器位置监控及航线的
地图显示部分主要便于操作人员实时地监控
飞行器和航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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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导航和目标定位。无人机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通过无线数据链路与地面控制站之间
保持着联系。在遇到特殊情况时，需要地面控
制站对其实 现导航控制，使飞机按照安全的
路线飞行。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惯性
导航结合先进的 GPS 导航技术成为了无人机
系统导航的主流导航技术。目标定位是指飞行
器发送给地面的方位角，高度及距离数据需要
附加时间标注，以便这些量可与正确的飞行器
瞬时位置数据相结合来实现目标位置的最精
确计算。为了精确确定目标的位置，必须通过
导航技术掌握飞行器的位置，同时还要确定飞
行器至目标的短矢量的角度和距离，因此目标
定位技术和飞行器导航技术之间有着非常紧
密的联系。 

(5)与其他子系统的通信链路。该通信链
路用于指挥、控制和分发无人机收集的信息。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现行的通信链
路主要借助局域网来进行数据的共享，这样与
其他组织的通讯不单纯的是在任务结束以后，
更重要的是在任务执行期间，通过相关专业的
人员对共享数据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及时地提
出反馈意见，再由现场指挥人员根据这些意见，
对预先规划的任务立即做出修改，从而能充分
利用很多资源，从战场全局对完成任务提供有
力的支持和合理的建议，使得地面站当前的工
作更加有效。 

2.3 国外典型地面站的配与功能 

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地面站的部分配
置如图所示。 

 

  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地面站 

图中示出的是无人机操作员和任务载荷
操作 员进行操控的方舱内的一部分。 

2.3.1“捕食者”无人机地面站组成及装备 

(1) “捕食者”无人机主要由飞行控制站、
任务 载荷控制站和合成孔径雷达控制站组成，
分别由无 人机操作员(AVO)、任务载荷操作
员(P0)和合成孔径雷达操作员((SARO)三人进
行操控。 

AVO:负责对无人机进行操控，包括起飞、
着陆、飞行中姿态控制等。 

SARO:负责控制和监视无人机的雷达，并
对 其图像作有限处理。操作员的操控包括对
TV 相机、红外相机、内置雷达等，雷达可同
TV 相机或红外 相机同时操作。 
    (2)“捕食者”无人机的配置。地面控制
站 安装在长 10m 的独立拖车内，内有遥控操
作的飞行员、监视侦察操作手的坐席和控制台，
三个波音公司的任务计划开发控制台、两个合
成孔径雷达控制台，以及卫星通信、视距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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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终端。 
地面站可将图像信息通过地面线路或

“特洛伊精神”数据分派系统发送给操作人
员。“特洛伊精神”采用一个 5.5mKu 波段地
面数据终端碟形天线和一个 2.4m 数据分派碟
形天线。 

“捕食者”无人机可以在粗略准备的地
面上起飞 升空，起飞过程由遥控飞行员进行
视距内控制。典 型的起降距离为 667m 左右。
任务控制信息以及侦察图像信息由 Ku 波段卫
星数据链传送。图像信号 传到地面站后，可
以转送给全球各地指挥部门，也可直接通过一
个商业标准的全球广播系统发送给指挥用户，
指挥人员从而可以实时控制“捕食者” 进行
摄影和视频图像侦察。 

2.3.2“捕食者”无人机地面站功能 

 “捕食者”无人机的地面站功能包括飞
行监 控、导航、任务载荷、任务规划、一个
C 波段可视数据链或者一个超视距用的 Ku 波
段的卫星数据链等。其中任务规划功能如下: 

 
 点击用户接口; 
 实时地图漫游; 
 应急航路规划; 
 支持多无人机规划: 
 显示经纬度或 UTM 中的坐标: 
 基于航路点的无人机性能自动校验; 
 对地形间隔快速检验; 
 视线和卫星可见性检测: 
 一个 C 波段可视数据链或者一个超视距 

用的 Ku 波段的卫星数据链。 
 
 

3 关键技术及典型解决方案 

3.1 友好的人机界面 

为更好地控制无人机，地面控制站采用了
各种 形式的 GCS，以便对无人机的飞行状态
和任务设备 进行监控。GCS 为操作员提供一
个“友好”的人机界面，帮助操作员完成监视
无人机、任务载荷及通信设备的工作，方便操
作员规划任务航路、控制无人机、任务载荷及
通信设备。 

 
 人机界面的设计原则一致性。菜单和帮助

应使用相同 的术语，其颜色、布局、大
小写、字体等应当自始至终保持一致。 

 允许熟练用户使用快捷键。 
 提供有价值的反馈。 
 设计说明对话框以生成结束信息。操作 

序列划分成组，每组操作结束后都应有反
馈信息。 

 允许轻松的反向操作以减轻用户的焦虑， 
鼓励用户大胆尝试不熟悉的选项和操作。 

 支持内部控制点。某些有经验的用户可 
以控制系统，并根据操作获得适当与正确
的反馈。 

 减少短时记忆。由于人凭借短时记忆进 
行信息处理存在局限性，所以要求显示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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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操作员的培训 

当代无人机操控回路的主导者仍然是人，
为此人-机完善交互是 UAV 有效执行任务的重
要环节，操控者必须能在紧急时刻快速、正确
地发出操控指令，稍误，则丧失战机或引发事
故，因此，操控人员的素质与技能水平培训也
是一个关键问题。UAV 操控人员的培训无法
像有人军机那样通过飞行训 练和实弹演习完
成，而需要依靠一系列仿真技术来 实现，其
中重点要研究解决的仿真技术项目有: 

(1)虚拟座舱及操控设备。重点要解决的
是 虚拟现实环境的构成、系统建模仿真技术
和数字传 输的快捷、准确、可靠和畅通。操
控人员使用类似有人驾驶飞机的同种仪表设
备(包括按钮、手柄、开关等)和软件，以体验
同样的感观效果； 

(2)人为仿真故障和误差的设置、建模与
注 入技术； 

(3)创立实时逼真飞行动画技术、全息显
示 技术； 

(4)人机权限与功能分配，任务规划和任 

务管理方法研究与训练。 
(5)实时评价技术包括对飞行性能、导航

定 位、飞行品质、作战效果以及电磁信号等
确定明确 的评估标准。操控人员要熟练掌握，
做到判断正确，操控实时、准确。 

3.3 一站多机的控制 

地面站目前正向一站多机的方向发展，即
指一个地面站系统控制多架、甚至是多种无人
机。未来无人机地面站将朝着高性能、低成本、
通用性方向发展，所以一站多机是发展趋势，
这也对地面站的 显示和控制提出了更严格的
要求。 

3.4 开放性、互用性与公共性 

    (1)“开放性”指的是不必对现有系统进
行重新设计和研制就可以在地面控制站中增
加新的功能模块。这种开放性的定义和要求使
得模块化的 设计和实现方法成为地面控制站
设计和实现的最 佳途径。各模块间的功能具
有一定的独立性而组合在一起，又能实现整个
系统的功能。这种设计思路不仅可通过增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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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块来扩展功能，也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对
模块进行实时的添加或者屏蔽。 

可以美国海军的通用无人机地面控制站
的 TCS 战术控制系统为例来说明。its 战术控
制系统提供了一个开放式体系结构软件，能够
控制多种不同类型的海岸上计算机硬件，实现
任务规划、指挥与控制以及情报数据接收和分
发等 功能。 

 
无人机地面站内部 

(2)“互用性”指的是地面控制站能控制
任何一种不同的飞行器和任务载荷，并且能够
接入连接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通信网络。互用
性现在己经成为各国发展无人机系统的一个
重要思考点。随着网络中心战思想的提出，无
人机群的任务必须配合并融入整体作战任务
之中，“互用性”的思想正是对这一发展趋势
的指导。 

 (3)“公共性”指的是某个地面控制站
与其 它的地面站使用相同的硬件及部分或者
完全相同的软件模块。提出公共性的目的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实现地面站的资源通用，便
于维护修复。地面站作为整个无人机系统中最
隐蔽的子系统，是很少受到破坏的，但是，一
旦受到破坏，整个无人机系统可能陷于瘫痪，
所以公用性的提出可以提高整个无人机系统
的维修性和保障性，从而更加合理地利用已有
的地面站资源。 

上述三个概念并非相互独立。在多数情况
下，它们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
对象进行 描述。开放性的结构通过容纳新的
软件和硬件使得“互用性”和“公共性”得
以提高。作为无人机系统的神经中枢，地面控
制站要全力地建立开放性、互用性和公共性。 

3.5 地面站对总线的需求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无人机航空
电子 系统与地面站系统之间的通信量越来越
大，这就要求地面站系统的无线通信、任务处
理、图像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因而采用高带宽、
低延迟的总线网络实现各部分之间的互连成
为必然趋势。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只有 G bps
级的互连总线网络才能满足未来地面控制站
发展对总线的需求。鉴于光纤通道(FC)具有高
带宽、低延迟、低误码率、灵活的拓扑结构和
服务类型、支持多种上层协议和底层传输 介
质以及具有流控制功能，因此可采用光纤通
道 (FC)来实现其需求。FC 己经成功应用于
F-35 JSF 高度综合化和开放式的航空电子系
统结构中，相信 FC 一定能很好地满足地面站
的要求。 

3.6 可靠的数据链 

发展安全、可跨地平线、抗干扰的宽带数
据链是无人机的关键技术之一。近年来，射频
和激光数据链技术的发展为其奠定了基础。除
了带宽要增加外，数据链也要求可用和可靠。
数据链的可用是指特定信号的覆盖区域和范
围。可靠是指信号的健壮性。对于不可避免的
电子干扰，数据链需要采用复杂的信号处理和
抗干扰技术(如扩频、调频技术等)，并能够确
保在数据链失效的情况下，飞机能安全返回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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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人机地面站发展的趋势 

 (1)发展通用地面站。美军无人机发展思
路是:由陆海空根据各自的需要分别重点开发
战术无人机、垂直起降战术无人机和中高空长
航时无人机;最大限度地使用通用的机载设备，
避免重复研制:实现地面控制系统的标准化。
当前，美国国防部正考虑如何将各层次的无人
机综合到系统中。为确保各情报侦察系统间能
毫无障碍地传输图像和数据，美国国防航空侦
察和国家图像测绘局共同拟定了一项通用图
像地面接口系统，并确定一套通用的图像存储
与传输的协议，以解决各层次无人机之间的地
面站和数据的接口标准问题。 
    (2)重视一站多机的地面站的设计，包括
硬件结构及友好的人机界面。这种地面站的设
计可同时操控多架无人机、使用较少的操作员
操纵更多的无人机，这样既提高了操作效率，
也减少了人力成本。 
    (3)逐步发展无人作战飞机地面站的设计。
是利用现有的飞机还是研究一个全新的飞机
现尚无定论，但是先研究地面站的人机界面设
计是必要 的。 

(4)发展可靠的、干扰小的、宽带宽的数据 
链路，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其涉及的关键技术
有: 数据链路的抗截获、抗干扰的编码、加密、
变频、跳频、扩频与解扩技术和图像压缩与传
输解压以及 高速信号处理技术等。 
    (5)发展人工智能决策技术。该技术涉及
无 人机的自主程度问题，尤其是针对无人战
斗机。这需要一些智能的、基于规则的任务管
理软件来驱动安置在无人机上的综合传感器，
保证通信联接，完成无人机与操纵人员的交互，
使无人机不仅能确保按命令或预编程来完成
预定任务、对己知的目标做出反应，还能对随

机突现的目标做出相应反应。 
(6)发展无人机操控的安全、告警与防错技术。 
(7)发展无人机通信中继。地面站与无人机之
间的中继用以提高作战半径和地面控制站的
安全性。关键技术包括超距离中继转发与传输、
多通道大容量实时信息中继复合传输、军民共
享卫星链路和中继载体与无人机协调问题等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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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上锁芯的运动轨迹分析，该运动机

构实际等效为一个螺旋传动机构如图 2 所示，

该机构由螺母、螺杆和弹簧组成，其中螺杆始

终为螺旋运动。当螺母只有轴向自由度未被限

制的情况时，该运动状态相当于上锁芯在下锁

芯的螺旋面上运动，其中下锁芯相当于可移动

螺母，上锁芯相当于螺杆；当螺母所有自由度

都被限制的情况时，该运动状态相当于上锁芯

在支座的螺旋面上运动，其中支座相当于可移

动螺母，上锁芯相当于螺杆。 

通过的对比分析可以清楚发现，信号灯非

自锁按压机构其实是由两个设计巧妙的螺旋

传动机构组合而成的如图 2 所示，其中螺纹的

为３头螺纹。我们知道螺旋传动机构要能够正

常运动必须保证两点[1]： 

1）螺旋升角必须大于螺旋副的当量摩擦角，

保证运动过程中不会出现死点； 

2）由于是 3 头螺纹那么相应的螺母和螺杆的

旋向、头数和导程必须相同并保证足够的精度，

否则会发生运动干涉。 

2.2 运动过程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的描述按压机构的运动过

程，将按压机构模型做如下等效和简化： 

1）将所有弹簧（锁芯轴压簧、触点压簧、塔

形弹簧）在示意图中等效为一个弹簧； 

2）将支座、下锁芯、上锁芯沿周向展开，仅

保留螺旋面与必要的定位结构，其余结构省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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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按压机构工作阶段分解 

如图 3 所示我们将按压机构的整个运动过
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 1 工作阶段：该阶段中机构受到按压力，
锁芯轴推动下锁芯和上锁芯向下运动，由于此
时下锁芯周向自由度被限制，不能发生旋转。
在该阶段输入的按压力为轴向运动的驱动力。 

第 2 工作阶段：下锁芯周向自由度的限制
突然消失，上锁芯在弹簧驱动力的作用下发生
周向旋转运动，顺时针旋转 11°，此过程弹
簧弹力减小，操作者可以感到阻力瞬间减小，
因此操作者得到了触觉反馈，该阶段的运动与
螺母可移动的螺旋传动机构一致。上锁芯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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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后停止周向运动在按压力的作用下继续
向下运动，弹簧的压缩量不断增大。 

第 3 工作阶段：按压力消失弹簧势能释放，
上锁芯周向自由度的限制消失，其运动与固定
螺母的螺旋传动机构一致，上锁芯在支座螺旋
面上运动。在该阶段弹簧弹力为驱动力。 

第 4 工作阶段：上锁芯从支座螺旋面上运
动到槽内，其周向自由度被限制，受弹簧弹力
驱动在槽内回到初始位置。 

以上我们对机构运动的四个阶段进行了
定性的分析，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按压阶段主要
是按压力作为驱动力，在释放阶段弹簧弹力是
驱动力。结合原理分析的内容，我们为方便进
行定量分析做如下假设： 
1）零件表面质量足够高不会出现因为表面质
量缺陷导致的阻力变化。 
2）零件的加工精度足够高能够满足 3 头螺纹
传动不出现运动干涉的要求 
3）假设操作者施加的按压力的消失是瞬间的。 

基于以上假设，我们对整个运动过程进行
分析： 
1）螺旋升角和当量摩擦角校核 

上锁芯、下锁芯、支座均为尼龙材料，其
摩擦系数 f 为 0.4 
当量摩擦角为=arc tan（f）[2]=21.8° 
对零件图纸进行查询，对于螺旋面的标注

为“每度 0.025mm”据此对螺旋面升角进行
计算： 

支 座 螺 旋 面 平 均 螺 旋 升 角 α =arc tan
（0.025×63/（π×（（6.3+4.5）/2）×63/360））
=27.9° 

通过计算可以知道，在该机构中螺旋升角
大于当量摩擦角，可以满足不出现死点的情况。 
2）上锁芯在弹簧的作用在支座螺旋面运动的

受力分析 

F t

Fz

Fn

F1

G

 

图 4 上锁芯在螺旋面运动受力分析 

按照图 4 进行受力分析，推导沿运动方向
（螺旋面）受到的合力 F1 的计算公式。 

其中：Ft——弹簧弹力 
Fz——摩擦阻力 
Fn——支座对上锁芯的支撑力 
G——重力 
α——螺旋升角 

Fn=（Ft-G）×cosα 
Fz=Fn×f 
F1=（Ft-G）（sinα-f×cosα） 

3 机构的工程应用 

该机构在实际产品中应用，出现过运动卡
滞的问题，主要出现在释放过程中，出现卡滞
的原因无非是驱动力小了或者阻力大了的原
因，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对机构进行分析。 

3.1 机构受到的阻力偏大 

从图 4 中可以知道在该机构中产品在运动
方向上受到的阻力主要是摩擦力，前面计算时
我们采用了理想的尼龙-尼龙的摩擦系数 0.4，
实际零件采用的材料是尼龙 66 （30%玻纤），
我们对实际材料的摩擦系数进行测量，结果如
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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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尼龙 66（30%玻纤）摩擦系数测试 

拉力 
（N） 

重量 
（g） 

摩擦系数 
当量摩擦角

（°） 

0.35 69 0.507246 26.90987913 
0.55 114.5 0.480349 25.67028522 
0.8 168.3 0.475342 25.43658287 

由此可知，实际情况中零件的摩擦系数要
大于 0.4 接近 0.5，其当量摩擦角约为 26°左
右与螺旋升角 27.9°极为接近，如果加上疲劳
磨损的影响那么可以确定机构是必然出现运
动卡死的情况。 

3.2 机构的驱动力偏小 

按照 2.2 节内容，我们选取上锁芯刚刚进
入支座螺旋面将要复位运动的状态进行受力
分析： 

1）此时按压行程为 4.2mm； 
2）弹簧力计算 
在释放过程中实际有三种弹簧提供驱动

力：锁芯轴组合压簧（大小压簧）、触点压簧
组（6 个触点压簧并联）、塔形弹簧。 

按压至最低点锁芯轴组合压簧中大压簧
的压缩量为 11.7mm，小压簧的压缩量为
11.55mm，根据两弹簧工作负载图[3]计算，大
压簧弹力为 5.1N，小压簧弹力为 6.9N，两压
簧的合力为 12N。 

按 压 至 最 低 点 时 触 点 压 簧 压 缩 量 为
9.7mm，根据工作负载图[3]计算，小压簧的弹
力为 0.97N，6 个触点压簧的组合合力为
5.82N。 

按 压 至 最 低 点 时 塔 形 弹 簧 压 缩 量 为
5.2mm，根据工作负载[3]计算，其弹力为 2.2N。 

此 时 弹 簧 可 以 提 供 的 合 力 Ft=
（12+5.82+2.2）N=20.02N 

3）螺旋升角α=27.9° 
4）摩擦系数 f=0.4 
5）重力 G=mg=1×10-3，可忽略 
6）沿运动方向的有效推力 F1=Ft（sinα-f

×cosα）=1.2N 
通计算可知在上锁芯刚刚进入支座螺旋

面时有效推力实际是仅为 1.2N，如果出现任
何扰动都可能导致产品运动卡滞，同时随着运
动持续，弹簧势能逐渐释放，弹力在不断减小。 

3.3 实际解决措施[4] 

  在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中采用了减小阻力
的方法，即采用耐磨润滑的材料，通过进行对
比试验可以了解采用更换材料的方法能够解
决摩擦和磨损导致的阻力增大的问题，从而解
决运动卡滞的问题。 

4 优化方案讨论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采用更换材料降低
阻力的方法解决了运动的卡滞问题，但是由此
也令我们对该机构的设计产生了不满意，希望
通过结构优化使得该机构能够更好的工作。那
么本节主要是讨论通过的结构优化的方法彻
底消除运动卡滞的问题。 

4.1 增大螺旋升角 

根据我们在 2.2 节得到的有效推力的计算
公式 F1=（Ft-G）（sinα-f×cosα），可以看出
当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螺旋升角α的增
大 F1 相应的增大，那么极限情况如果α等于 90°
此时情况其实与我们处理非自锁按压故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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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会出现卡滞的问题。 

在该方案中，螺旋升角的增大不是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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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对信号灯非自锁按压机构进行了机

理分析得到了该机构的机械原理模型和分阶

段运动示意图，并依据运动分解示意图对机构

的螺旋升角、当量摩擦角和释放过程中各弹簧

力进行了分析计算，同时对机构应用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了分析，最后从 3 个

方面提出了对机构的优化设计方案。本文得到

以下结论： 

1）信号灯非自锁按压机构可以等效为两个螺

旋传动机构的组合，其中一个为螺母固定、一

个为螺母可轴向运动； 

2）该机构整个运动过程可以分为四个工作阶

段，其中第 1、2 工作阶段为按压过程按压力

为驱动力，第 3、4 工作阶段为释放过程，弹

簧弹力为驱动力； 

3）在理想情况下原有机构的平均螺旋升角为

27.9°大于当量摩擦角，在释放阶段沿支座螺

旋面运动的过程中上锁芯受到沿运动方向的

有效推力公式为 F1=（Ft-G）（sinα-f×cosα），

忽略重量后 F1=Ft（sinα-f×cosα）； 

4）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更换材料的减小摩擦

力的方法可以解决机构卡滞的问题； 

5）从增大螺旋升角、减少上锁心在支座螺旋

面滑动的距离、减少摩擦阻力三个方向可以对

机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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