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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上将
司令

迈克尔·A·米尼汉
美国空军中将
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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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欢迎阅读本期《印太防

务论坛》军事技术

特刊。		

领先于技术曲线对于本地区的

军队和国家捍卫其公民、国土以

及最终维护自身主权仍然至关重

要。技术的迅速进步会影响印太

地区军队、执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从传统战斗到人道主义援助等各

类行动的备战和反应能力。	

本期《论坛》将探讨与军事技术有关的主要问题。第一系列的文章

讨论了我们近乎匹敌的竞争对手在掌握和同步军事用途技术进步方面

所面临的挑战。开篇文章审视了印太各国如何拥抱太空探索，鉴于军

事系统和民用通信越来越依赖空间技术。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人工智

能（AI）应用将如何对战场产生变革性影响。例如，多域行动的未来

可能会包括共生团队，人类和启用人工智能的机器结合彼此的能力以

实现最佳表现。					

下一个系列的文章将介绍安全领域的创新举措——从帮助太平洋岛

国执法人员提升打击犯罪的技能到部署能确认疟疾疫情的尖端空间技

术。最后，我们将探讨实现军事组织现代化和分享军事和安全进步成

果，以提高集体减灾、救灾能力方面的机会和弱点。		

我希望这些文章能够激发关于军事技术的地区对话。欢迎大家提出

意见。欢迎发送邮件至	ipdf@ipdefenseforum.com 联系《论坛》员工

提出您的观点。		

菲利普·S·戴维森
美国海军上将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

祝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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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IPDF

艾哈迈德·陶菲柯罗曼中将（艾哈迈德·陶菲柯罗曼中将（ACHMAD TAUFIQOERROCHMAN））

为印尼海事安全局（BAKAMLA）局长。他出生于西爪哇省
的苏加武眉，1985 年毕业于海军军事学院班（ Naval Military 
Academy Class）。他从印尼海军学院毕业后被委任为作战军
官。2011 年在索马里海盗劫持 M/V Sinar Kudus 号船只后，他
率领印尼红白特遣队（Merah Putih）执行解救船上印尼船员的
任务。红白特遣队得到了印尼海军陆战队（Kopaska）和陆军特

种部队（Kopassus）的支持。陶菲柯罗曼 2011 年晋升将级军衔，其后这位海
军中将于 2014 年成为印尼海军学院副校长，之后被任命为西部舰队（Western 
Fleet）总司令。任期内，他设立了西部舰队快速反应部队（Western Fleet 
Quick Reaction Force），为减少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武装抢劫作出了
贡献。文章见第 52 页。

玛丽·马尔科维诺维奇（玛丽·马尔科维诺维奇（MARY MARKOVINOVIC））自	2005 年	5 月
起一直担任亚太安全研究中心（DKI-APCSS）公共事务主任。
她负责管理该中心的公共事务项目，并担任媒体关系、危机沟
通和新媒体等课题的兼职教员。在加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之前，
马尔科维诺维奇曾担任美国太平洋陆军媒体关系主任，负责处
理史崔克战斗旅的部署、伊拉克自由行动、持久自由行动、太
平洋陆军管理研讨会和太平洋陆军转型等问题。文章见第 46 页。

史蒂夫·卡奇拉（史蒂夫·卡奇拉（STEVE KACHILLA））为美国太平洋陆军	
	（USARPAC）总部红队（Red Team）队长兼战略效果顾问，
为规划、行动、评估和未来构想提供分析支持。作为未来师	
	（Futures Division）团队成员，他负责管理属于多域特遣部队
试点项目组成部分的战争游戏和演习活动。在加入太平洋陆
军之前，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助理
海军联络官，就太平洋战区的独特防务问题咨询项目经理及

其他服务联络官，并与海军研究机构协调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向海军
的过渡实施。他于	1991 年获得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政治学本科学位，并于
2005 年获得夏威夷太平洋大学外交与军事研究硕士学位。文章见第 38 页。

丹尼尔·卡斯特罗（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为数据创新中心	
	（Center for Data Innovation）董事和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
总裁。201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商业数据咨询理事会成员。
他之前曾在美国政府问责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担任信息技术分析师，负责审查各政府机构的信息技
术安全和管理控制措施。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软件

工程研究所（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担任客座科学家，曾在那里
开发虚拟培训模拟方案，为客户提供关于最新信息安全工具的实践培训。他
拥有乔治敦大学的外事学士学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信息安全技术与管理
硕士学位。文章见第 36 页。

获取《论坛》 
应用， 
随时随地 
在手机上

 查看内容！

在 iTunes
或 Google Play 商店 
搜索“ForumNews” 
下载免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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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各地IPDF

投资 
发展特种部队

大利亚政府表示，他们将投入 5 亿澳元

（3.4 亿美元）来提高其特种部队的能力。

这属于规模达 30 亿澳元的 20 年计划的第一

阶段——澳政府 2019 年 8 月称该计划将使他们能够更

好地应对国内外安全威胁。

相关支出提出的背景是，近年来悉尼和墨尔本发生

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安全事件，并且澳大利亚寻求在太平

洋地区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力图扩大他们在该

地区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悉尼霍尔斯沃西陆

军基地表示：“这将是我们的投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部分，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提升澳大利亚国防军

能力最大的单一投入。”

澳大利亚于 2019 年 7 月表示，他们将成立一支新的

军事部队负责训练、协助他们的太平洋盟国。

2019 年 8 月初，一位澳大利亚政府人士将西方对中

国崛起的态度与法国对纳粹德国二战期间步步逼近的反

应相提并论。该言论引起中国大使馆的谴责。

莫里森表示：“一个独立自主的印度洋地区符合澳

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这样一个地区，所有国家均可根

据国际准则和法治自由地交往。”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在截至

2021 年 6 月的财政年度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2%——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北约成员的支出应达到

这个目标。

世界银行 2018 年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军费支出

占GDP的 1.89%。 路透社

澳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第三大经济体力求更换旧
设备以提升防御能力。为此，他们正在与至少
六个国家就使用棕榈油支付军购费用的可能性
进行谈判。
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萨布（Mohamad 

Sabu）在	2019	年表示，成本问题一直是该国
防御系统升级面临的障碍，但使用棕榈油帮助
支付装备费用可开辟新的升级渠道。
穆罕默德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与中国、俄

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伊朗讨论使
用棕榈油付款问题。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棕榈易货贸易，我们非

常愿意朝这个方向前进，”穆罕默德说。“我
们有很多棕榈油。”
马来西亚和印尼是全球最大棕榈油生产

国，全世界约	85%的棕榈油是由他们供应。棕
榈油大部分用作食物，但也用于制造口红和肥
皂等物品。
这位部长表示，除了采购新船舶外，马来

西亚还渴望购置远程侦察机、无人驾驶飞行器
和快速拦截船。
计划开展的易货交易是	2019	年议会审议的

十年国防政策的一部分，穆罕默德称该政策
的重点是提高海军能力——包括在有争议的
南海。
“我们希望这个地区保持和平与中立，”

穆罕默德说道。路透社

用棕榈油 
支付军事装备费用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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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支出增加 1.2%，达到创纪录

的 5.32 万亿日元（相当于 504.8 亿美

元）。日本财务省官员将在首相安

倍晋三内阁批准该请求之前对其进

行审查。

尽管日本宪法禁止拥有武器去攻

击其他国家，但他们仍是世界上最

大的军费支出国之一——过去七年

间，日本军费支出增加了 10%。对

邻国加强军事力量的警惕驱动着这

样的增长。

针对从 2020 年 4 月开始的下一

个财政年度，日本国防官员已要求

采购九架洛克希德·马丁 F-35 隐

形战机，包括首次购买 6 架设计由

航母搭载的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

F-35B 型战机。这项采购将扩大自

卫队的行动范围，有助于军事力量

的投放。

日本防卫省还希望投入 1163 亿

日元用于加强弹道导弹防御，包

括为采购可击落从太空飞来的弹

头的新一代拦截导弹提供资金。

他们还希望投入资金用于采购船

舶垂直发射系统和两个计划中的

陆基宙斯盾海岸雷达导弹追踪

站。路透社

本军方已要求连续第八次增

加国防开支，以帮助支付采

购美国造拦截导弹、隐形战

机及其他装备的费用，应对来自朝

鲜和中国的威胁。

2019 年 8 月下旬发布的日本防卫

省预算案要求将 2020 年 4 月 1 日起

日

连续第八次增加支出连续第八次增加支出
军方寻求 军方寻求 

 设置新职务，加强 

军队整合
度总理莫迪于 2019 年 8 月

中旬宣布设立国防参谋长

职位，以改善陆军、空军

与海军之间的协调。

印度国防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呼吁

设立这样一个类似于许多西方军队结

构的职位，以确保三个军种能够共

同行动。

 “我们的军队是印度的骄傲。为了

进一步加强各军种之间的协调，我要

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印度将设立一

名国防参谋长，”莫迪在 2019 年 8

月 15 日的独立日讲话中表示。

自 1947 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印

度将其军队分为三个军种，每个军种

由自己的首领领导。人们认为这样一

种安排对于防止过多的权力集中在一

名指挥官手中是必要的。

然而，由于目前的军事行动要求

紧密一体化，许多国家已经改为设立

单一的国防参谋长领导军队，并直接

向政治行政部门报告，以便更快地作

出决策。

莫迪表示，设立国防参谋长是朝

着军事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位新

任首长还将控制印度军队的资金筹

措——该国军队正在努力实现其苏联

时代装备的现代化。路透社

印

日本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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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快报
IPDF

反恐
日本关闭反应堆，
以加强防御升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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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用事业公司在	2020

年面临数亿美元的额外燃

料成本，因为在该国近一

半运行中的核反应堆关闭

执行政府的安全升级令之

际，这些公司要购买额外

的液化天然气（LNG）和煤炭。	

分析师预计，日本	9	个正在运行的反应

堆中的4个将暂时关闭，而公用事业部门将

根据	2011	年福岛灾难后通过的更严格的反

恐规则作出必要调整。九州电力（Kyushu 

Electric）和关西电力（Kansai Electric 

Power）均为接到指示建造应急场外控制室

的公用事业公司之一。这些控制室将作为

备用基地，在恐怖袭击发生时可让核反应

堆冷却并防止熔毁。	

九州电力服务日本四大主岛南端地区。

该公司称其“仙台一号”反应堆将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12	月	26	日关闭，“仙台二

号”将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	月	26

日关闭。这家公用事业公司估计，两个	890

兆瓦（MW）机组的停产将使他们的每月

成本增加	80	亿日元（7400	万美元），因为

他们要购买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

作为发电的替代品。这两个机组是在	2011

年福岛事故导致日本核电行业关停之后首

批根据更严格的规定重启的机组。

2019	年	10	月，九州电力一位高管在盈

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计划利用一

座新建的	1000	兆瓦‘松浦二号’燃煤发电

厂来替代核电。他表示，替代燃料的确切

组合方式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需求和

燃料价格。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严格执行了实施新

安全措施的最后期限。他们拒绝了九州电

力	2019	年关于延长截止日期的请求，使

这家公用事业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决定暂

停运营。	

关西电力服务大阪、京都和周边工业

区，其“高滨3号”和“高滨	4	号”反应堆

后备基地的建设截止日期分别为	2020	年	8

月和	10	月。关西电力一名发言人称该公司

正在努力加快施工，但分析师预测该公司

将不得不暂停反应堆运行，才能达到最后

期限要求。	

伍德·麦肯齐（Wood Mackenzie）的

首席分析师露西·卡伦（Lucy Cullen）预

测，关西电力将在	2020	年关闭两座高滨反

应堆，并预计煤炭、液化天然气甚至石油

将用于抵消核电损失。卡伦表示，如果煤

炭和燃气发电能力均可用，核电替代品的

选择最终取决于燃料的相对经济性。“当

合同规定的液化天然气量足够时，我们希

望（公用事业公司）使用液化天然气。但

如果需要额外的现货液化天然气，那么煤

炭通常更经济，”她说。	

2020	年的这种影响足以扭转日本液化

天然气和热煤进口下降的趋势。卡伦估

计，2019	年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将较

2018	年下降	5%至大约	7800	万公吨，但预

计	2020	年液化天然气需求将略有回升至

7900	万公吨，部分原因是因为四个反应

堆关闭。	

东京理科大学能源研究教授橘川武郎	

	（Takeo Kikkawa）表示，虽然预计仙台和

高滨的四个反应堆将暂停，但	2020	年将不

会重新启动任何反应堆。“明年日本的液

化天然气和煤炭进口量可能会增加，因为

运行中的核反应堆从	9	个降至	5	个，而且

不重新启动任何新的反应堆，”他说道。

路透社

操作人员监控 
日本九州电力仙台电厂的核反应堆。 

左侧：九州电力仙台核电站是日本为加强防御潜
在恐怖袭击而关闭的四个核电站之一。

日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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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时代
印太

地区将在太空探索、防务协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论坛》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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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印度和日本迅速制定方案，开辟新的科学道

路，跟上中国不断发展的能力，印太国家正在

拥抱太空探索。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

印太地区的空间项目已实现让航天器登陆小行星及月球

远端，并且目前正在计划针对火星和金星开展新的飞行

任务。随着军事系统和民用通信日益依赖空间技术，印

太地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加紧努力探索一个曾经只属

于大国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域。近年来，中国已确立其可

谓是第三大空间大国的地位。

日本的隼鸟	2	号航天器于	2019	年	7	月降落在小行星龙

宫星上，并完成了最终的岩石采集任务。日本宇宙航空

研究开发机构（JAXA）表示，这个航天器的重返舱应当

在	2020	年底带着有效载荷返回地球，降落在澳大利亚南

部的伍麦拉禁区（Woomera Prohibited Area）。

日本在小行星上炸了一个坑，然后让探测器在这个坑

内着陆。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样本能提供关于太阳系起源

的线索。据	CBS News	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

构研究总监久保田隆（Kubota Takashi）表示：“一切

都很完美，甚至超乎完美。”

与此同时，印度试图利用他们的“月船	2	号”航天器

登陆月球，但于	2019	年	9	月与其失去联系。尽管遇到这

种挫折，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表示，接下来他

们还有更宏伟的计划。印度将	2022	年	8	月	15	日（脱离英

国独立	75	周年纪念日）定为首次将三位“印度宇航员”	

	（Gaganauts）送入轨道的日期。新德里电视台科学编辑

帕拉瓦·巴格拉（Pallava Bagla）向《福布斯》杂志表

示：“印度称之为人类（Human）太空飞行，而不是载人	

	（Manned）太空飞行，因为他们计划派出一名女性。”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最骄傲的时刻或许是	2013	年

11	月火星轨道探测器发射的时刻。这个火星轨道

探测器于	2014	年开始绕火星飞行。该航天器名

为“Mangalyaan”——这是“火星探测器”的梵文表述。

它最终拍摄到	980	张火星图像，其中一张在	2016	年成为	

	《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巴格拉向《福布斯》表示，印

度计划返回火星，可能尝试登陆，并且还在策划发送探

测器来研究金星表面和大气层。

印度和中国都计划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中国

于	2019	年	7	月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远端登陆探测车的国

家。探测车在探索月球表面的撞击坑时发现了中国官员

称之为异常颜色的“凝胶状”物质。虽然科学家们没有

提出明确的结论，但这个发现却让他们努力寻找答案。

据	space.com	的一篇报道，一些研究人员提出，该物质可

能是陨石撞击月球表面产生的玻璃熔体。

亚太地区积极寻求开展太空项目的国家数量不断增

加。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2019	年	6	月的一份报

告，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印尼、马来西亚、新西兰、

朝鲜、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越南都在积极发

展空间能力。	

报告指出，“显然整个地区都在寻求发展本国制造的

小型卫星。”“印尼、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

加坡和越南都致力于发展空间技术。双边和多边合作是

这些空间科学和工程快速进步的原动力。”

一个脆弱的前沿

每次科学进步都会产生新的脆弱性。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CSIS）2019	年	4	月一篇关于空间威胁的报告写

道：“我们几乎与依赖太阳本身一样依赖卫星。卫星是

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有了卫星我们的电视、互联网、

电信、能源、贸易和金融网络才能够运作。”

这种高度依赖使空间技术成为对寻求获得军事优势的

国家充满诱惑的目标。2013	年	5	月，中国发射了一种新

的反卫星系统，美国专家称其高度足以影响军事通信、

导弹预警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尽管中国	2007

随

印度于 2018 年 12 月从安得拉邦 
一个地点发射一颗军事通信卫星进入轨道。

法
新
社
/盖

蒂
图
片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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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销毁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引起国际社会对其产生

大量空间碎片的谴责，但他们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仍在继

续。这颗卫星的销毁造成	3000	多块可追踪的碎片和无数

体积太小无法追踪的颗粒物。2019	年	3	月，印度成为第

四个试验反卫星武器的国家，他们击落了“Microsat-R”

号卫星，以证明其能够击落敌国的天基基础设施。

太空军事化不仅限于反卫星武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的报告指出，2018	年美国情报官员报告称，中国将在

定向能源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该技术可使敏感的空间

传感器（如导弹防御传感器）失效或损坏。报告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战部队“在对抗演习中经常对多个

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系统开展干扰和

反干扰行动”。报告补充道，中国拥有高度先进并可针

对卫星技术使用的网络能力。

与此同时，朝鲜已建立可破坏天基技术设备的网络

战和电子战能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时任

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 Vincent Brooks ）

在	2018	年	3	月的国会听证中表示，朝鲜组织精良的

网络部队也许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朝鲜网络战人

员翻了一番，从	2013	年的大约3000	人增加到	2015	年

的	6000	人。2014	年	11月，朝鲜网络人员攻击了索尼影

视公司，窃取并公布了

私人通信信息。

朝鲜还积极利用电

子方式攻击空间系统。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这些系统的有效半径

为	50	至	100	公里。报告指出，朝鲜一再利用其全球定位

系统干扰能力对付韩国。

该地区并未忽视这些对军事和民用卫星系统的潜在威

胁。印太地区的邻国正在开始具体合作，对抗中国的空

间举措。

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杰出研究员、核与空间政策倡议负责

人拉杰斯瓦里·皮莱·拉贾戈帕兰（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博士写道：“中国的巨大能力意味着没有

任何其他亚洲大国能够单独对付他们。”

拉贾戈帕兰在	2019	年	8	月《日经亚洲评论》杂志的一

篇文章中写道：“正如这个因素鼓励印度、日本、澳大

利亚和其他国家之间在陆地上开展新的协调一样，也会

促使一些国家在外层空间开展合作——所有这些国家都

对中国的空间能力和行为有着共同的关切。”

例如，印度和日本“尽管有高度民族主义的空间项

印度月船二号航天器于 2019 年 7
月 2 日起飞，执行月球探测器登陆
任务。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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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但双方合作越来越多，”拉贾戈帕兰写道。2017

年，两国正式认识到深化合作的重要性，双方的空间机

构称他们计划在将来开展联合月球飞行任务。两国还于

2019	年	3	月举行了第一次空间安全对话。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

代表讨论了对东海、南海和印度洋的监视和海域意识问

题。据	Financial Express Online	报道，他们还讨论了与

空间有关的规范和空间安全问题。

宇宙合作 

这种对空间合作必要性日益加大的意识超出了地区范

围。经过近九年的工作，一个联合国委员会于	2019	年	6

月正式批准了	21	项空间长期可持续发展新准则。联合国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的	92	个成员国

签署了关于一系列建议行为和最佳做法的协议。

安全世界基金会（Secure World Foundation）执

行董事彼得·马丁内斯（Peter Martinez）在该组织于

2019	年	6	月举行的空间可持续发展问题峰会上致开幕词

时表示：“这可能是外空委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也是促进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

这些准则包括呼吁加强空间物体的登记，与其他国

家和机构分享联系信息和空间态势感知数据，设计卫星

以提高其可追踪性，共享空间天气数据和预报以及应对

不受控制的物体再入大气层的风险。

目前大量合作已经在开展。例如，美国战略司令部	

	（USSTRATCOM）于	2019	年	4	月与罗马尼亚航天局签

署了他们的第	100	项空间态势感知协议。相关协定旨在

促进空间活动的开放性、可预测性和透明度。虽然当

中许多协议是与商业运营方签订的，但美国战略司令部

还在印太地区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和泰国

等	20	个国家签订了空间协议。

除了对敌对方可能使空间武器化的关切外，控制交

通避免碰撞的简单需求已成为一项艰巨任务。正如彭博

意见专栏作家亚当·明特（Adam Minter）在	2019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中总结的那样，自	1957	年以来，人类至

少发射了	9000	颗卫星进入轨道，其中大约	5000	颗仍在

轨道上。明特写道：“卫星只占绕地球运行人造物体当

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空军追踪的另外	1.9	万件空间碎片

包括空间碰撞产生的物体和旧火箭部件。

这部分是由于空间民主化造成的现实状况。价格没

有那么昂贵的小型卫星技术的启用促使许多较小的国家

开展空间探索，并让空间环境更加拥挤。联合国措施中

阐述的最佳做法虽然不具约束力，但为建设一个更具协

作性和不那么拥挤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原国际法助理总法律顾问罗宾·J·

弗兰克（Robin J. Frank）在为	spacewatch.global	撰写的

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随着太空日趋民主化，我们有

责任也需要维护其可持续发展。更多玩家的参与自然会

导致有更多发射需要协调，更多物体需要跟踪，更多的

碎片需要避开以及更多重要系统面临风险。”

她写道，实现太空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她说，“通过对空间物体进行编目、减少碎片产生和分

享相关运行数据等努力”，这种环境可以实现。“一个

可持续的环境意味着目前的行为者可在受到最小程度干

扰的情况下继续运行，而新的航天国家和企业则能够确

信该领域将来仍然可进入。”  o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研究总监久保田隆介绍了隼鸟 2 号航天器
登陆一个遥远小行星的情况。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随着太空日趋民主化，我们有责任也需要维护其
可持续发展。”
~ 罗宾·J·弗兰克（ROBIN J. FRANK），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原国际法助理总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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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 10 月，随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月，随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FSM）接入高速互联网，新的威胁）接入高速互联网，新的威胁也随之影
响到这些太平洋偏远岛屿。该地区的警官齐聚夏威夷檀

香山，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资深特工学习提升打

击犯罪的技能。这项培训是美国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开展

交流的更广泛外联方案的组成部分。

来自楚克州、科斯雷州、波纳佩州和雅浦州的 20 名警官
潜心研究证据收集、犯罪现场摄影、证据包装和标记、

犯罪现场素描和潜伏指纹收集。培训内容还包括枪械教

学和主动射击训练。这项培训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8

日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和夏威夷海军陆战队基

地举行。

这是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多项交流工作之一。	

 “联邦调查局一直在针对外国政府开展外联和培训。但
是对我们来说，特别是在这个责任领域，我们认为他们

没有获得充分的服务，”领导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分局的

助理特别探布赖恩·D·杜谢恩（Bryan D. DuChene）

说道，“我们要教他们如何立案，如何获取最佳证据以

及如何最好地进行起诉。”

联邦调查局教官曾参与侦办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一些

案件——2019 年造成 4 人死亡、17 人受伤的加利福尼亚
州吉尔罗伊节日集会大规模枪击事件； 2013 年亚洲航空
公司客机在旧金山一条跑道上坠毁，造成 3 人死亡、187

人受伤的事件；以及 2013 年造成 3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的波士顿马拉松恐怖爆炸事件。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

一名负责收集证据的高级团队领导向警官们表示，证据

收集不是孤立的工作。她说，如果证据在法庭上受到质

疑，则警官需要有佐证。“没有两个人在场，不能收集

任何东西，”她说道，“我不希望出现只有你我两人对

立的局面。”

密克罗尼西亚警官表示，他们获得了很有价值的

认识。“我学会了如何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和保存证

据，”科斯雷州警察局的丹尼·乔（Danny Joe）警官

说道，“这很有帮助。”

波纳佩国家警察局从警 19 年的警官达尼·菲利普
（Darney Phillip）中尉表示，虽然这些岛屿没有联邦调

查局所经历的那种大规模枪击和一些暴力犯罪，但当地

的人口贩运活动不断增加。他说，有时在渔船上工作的

人会绑架女孩，强迫她们从事性交易。“希望我们能学

到本领，然后再回去加以应用，”他说道。

肯尼·奥比斯波（Kenny Obispo）在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国家警察从警七年，他被联邦调查局所述罪行耸人听

闻的性质所吸引。奥比斯波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

个非常偏远、非常和平的地方。我们没有太多杀人案，

主要是有抢劫之类的案件。”他表示希望利用这次培训

来推动自己已经慢慢热爱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奥比斯波

说：“一开始，我不明白警察究竟是干什么的，但我真

来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警官在夏威夷海军陆战队基地参加枪械训
练。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分局

—	肯尼·奥比斯波肯尼·奥比斯波，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家警察

“一开始，我不明白警察究竟是什
么的，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但
当我开始担任警官时，我就喜欢上
了这份工作——为我的国家服务并
维持和平。”

联邦调查局培训为美国在太平联邦调查局培训为美国在太平
洋地区开展更广泛外联活动的洋地区开展更广泛外联活动的
组成部分组成部分
《论坛》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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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岛屿国家和美国太平洋岛屿国家和美国领导人相互

交往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太平洋岛国论

坛（PIF）。50 年前，这些偏远岛屿的领

导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论坛来讨论共

同的挑战和机遇。因此，他们于 1971 年

建立了太平洋岛国论坛，原称“南太平洋

论坛”（South Pacific Forum）。

从提出相互贸易目标到应对澳大利

亚近期的丛林火灾，太平洋岛国论坛为

岛国领导人围绕共同的事业保持团结创

造了条件。该论坛总部设在斐济苏瓦，

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库克群岛、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

基里巴斯、瑙鲁、新喀里多尼亚、新西

兰、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汤加、图瓦

卢、瓦努阿图和西萨摩亚。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两年后，设立了

一个专门处理经济问题的机构——南太平

洋经济合作局，该机构旨在促进贸易、

旅游、运输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善

政也是一个关键的重点。2000 年，太平

洋岛国论坛领导人通过了《比克塔瓦宣

言》“Biketawa Declaration”，确立了促

进开放和民主的政府和不分肤色、信仰、

性别、政治信仰或种族的公民平等权利的

原则。

太平洋岛国论坛每年举办各国政府首

脑会议。首脑会议过后，安排与包括加拿

大、欧盟、法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

宾、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英国和美国

在内的非区域各方举行部长级对话。

《论坛》员工

太平洋岛屿太平洋岛屿
论坛论坛
帮助偏远岛屿帮助偏远岛屿
接近世界，接近彼此接近世界，接近彼此

的需要这份工作。但当我开始担任警官时，我就喜欢上

了这份工作——为我的国家服务并维持和平。”

檀香山举行的这次警察培训体现了成功的跨机构合

作。东西方研究中心为培训提供了场地，该中心是美国

国会于 1960 年设立的研究和教育中心。美国国防部和联
邦调查局资助了此次培训，这是美国向相关岛屿增加经

济援助的多项工作之一。2019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彭佩
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岛屿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宣布

将提供 6500 万美元的新援助。美国已在 2019 年 8 月第
50 届太平洋岛屿论坛上提出追加 3650 万美元的支持。上
述援助将用于提升网络能力、开发协助、宽带连接、打

击非法捕捞、建立更好的海事安全和善治举措等项目。

这些岛屿很多正处于不同的宽带建设阶段。

除了经济援助外，彭佩奥还在 2019 年 8 月宣布，关于
延长一项重要国家安全协议的谈判已经开始。根据《自

由联合协定》（2024 年到期）的条款，美国军队专属享
有进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领空和领

海的权利，而这些岛屿则将获得财政援助和安全保障。

彭佩奥是第一位访问密克罗尼西亚的美国国务卿。

这次访问表明，近年来由于中国加大力度谋求获得在

—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马克·埃斯珀

 “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之间的安

全关系仍然非常密切，而且我希

望能够变得更加密切。”

2019 年 8 月，美国国务卿彭佩奥的飞机前往波纳佩国际机场。彭佩奥
是第一位访问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美国国务卿。

路透社

16 IPD FORUM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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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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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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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的影响力，这些岛屿国家的战略意义变得更加重

要。彭佩奥于 2019 年 8 月在波纳佩向记者表示：	
	“今天，我在这里确认美国将帮助保护你们的主权、安

全，保护你们自由与和平生活的权利。我很高兴地宣布，

美国已开始就延长我们之间的协定进行谈判……如今面临

中国意图重塑太平洋格局，协议可维护民主制度。”	

互联互通的增加带来进步，也会带来网络犯罪和儿童

色情制品等新威胁，联邦调查局继续努力帮助加强岛国

警察的能力。2019 年 7 月，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主办了一
次打击人口贩运会议，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会上讨论了建

立打击人口贩运联盟的最佳做法、如何提高社区认识以

及如何起诉人口贩运案件。

2019 年 10 月，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大卫·帕纽埃洛
在五角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埃斯珀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密克罗尼西亚之间的安全关

系仍然非常密切，而且我希望能够变得更加密切。正如您

与我所讨论的那样，我们为在美国军队服役的许多密克罗

尼西亚公民感到非常自豪，这些军人在本国的人均比例高

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所以，这很了不起。”

帕纽埃洛表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代表了两国共同的

价值观——主权、法治和地区安全。“我们对此感到自

豪，”帕纽埃洛说。“我们的公民在美军服役的人均比

例是最高的，对此我们感到自豪。我们也为两国之间密

切的联系，为两国之间的联盟感到自豪。” o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纽埃洛前往在美国军队
服役牺牲的密克罗尼西亚人纪念碑悼念。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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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基础

新西兰陆军一名步兵学员在该国西海岸测试他
的技能和知识。新西兰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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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的课堂内，大约	20
多名海军学校学员在上天文导
航必修课。
据	NPR	报道，“如果你

曾使用星星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请举
手，”讲师丹尼尔·斯泰顿中尉对学员们说道。
一位年轻学员胆小地举起手来。另一个人

犹豫了。其他人呢？他们沉默地坐着，无法确
定地回答自己是否曾使用过星星和六分仪。海
军学校学员、课程学生奥黛丽·海瑟（Audrey 
Channell）对	NPR	表示：“我肯定听说过用星
星来导航，但从没想过会使用这种方法。”
负责培训新一代水手和士兵的高级军官认识

到需要确保军人在出现技术故障时仍能完成任
务。毕竟，电池会没电，黑客会得手，系统会
出故障。

2019	年	5	月在夏威夷举行的太平洋陆军	
	（LANPAC）研讨会和博览会期间，来自日本、
新西兰和美国的军队教官在题为“部队现代化对
基本士兵技能的影响”的小组讨论会上探讨了这
一主题。
	“我们实施现代化需要全面的现代化，从培训基

地到设施到人员技能，都得现代化。这不仅仅是工
具的问题，”美国陆军装备司令的罗杰·曼斯克	
	（Rodger Mansker）军士长在陆军研讨会上说。	
多域行动（MDO）（也称为跨域行动）可以

提供军事力量。曼斯克表示，如果没有士兵使用
多域行动的能力，技术便毫无用处。

	“没有合适的士兵，装备解决方案只是空有另
一件设备，”他说道，“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
它的功能，那么最好买一件旧装备。”
陆军研讨会小组成员表示，现代化应加强士

兵对基本要素的掌握。基本要素有哪些取决于具
体的军种、部队，而且往往取决于具体的任务。
新西兰陆军一级准尉克莱夫·道格拉斯	

	（Clive Douglas）说，新西兰军队的基本要素包
括纪律、领导能力、沟通以及射杀技能方面的
培训。道格拉斯在陆军研讨会上表示：“这些
不会变。”“变化在于如何将所有这些整合到
技术中。”

军事教官同时强调使用或不使用技术装
备的技能 《论坛》员工

泰国皇家军队士兵和一位美国陆军中士在泰国进行丛林生存训
练时利用摩擦生火，该训练为金色眼镜蛇演习的组成部分。
戴维·N·贝克斯特龙中士/美国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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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原则
日本陆上自卫队（JGSDF）一些新兵开始只使用
基本工具进行训练，之后才将技术整合在内。高桥
秀木（Susumu Takahashi）准尉表示，比如，日本
陆上自卫队游骑兵使用纸质地图和指南针，而非全
球定位系统（GPS）。	
	“我们在不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或假设没有全球定

位系统的情况下教授基本的地图和指南针陆地导航
能力，”高桥在研讨会上表示。“以这种方式进行
培训也能培养出更好的方向感，并灌输主方向、穿
越树林或其他各种地形之类的基本概念。地下设施
中，许多无线电无法保持连接，我们验证了设置大
量临时中继点和使用硬线连接的有效性。此外，我
们有时会排练手臂信号，作为保持沟通的替代解决
方案。”
日本陆上自卫队有高桥所谓的一套“独特的教

育系统”，指的是一个被称为“准备课程”的强
化教学。
在开始学习新的教育课程之前，日本陆上自卫

队候选人必须在本部队学习准备课程，接受关于如
何领导一支小队或一小群士兵的重复和强化训练。
学员的信心和基本技能得到提升后，便可以开始学
习初级教育课程。	

	“我加入陆上自卫队已经35年，这种教育的核心
要素依然没有改变，”高桥说。“所有军士和入伍
人员都必须掌握战斗技能和知识的基本要素、基本
知识，才能圆满完成特定任务。这些重复训练的积
累将融合在一起，产生巨大变化，并成为保持灵活
和智力上做好准备的优势。”
在敏捷性和适应性方面，资源较少、无法负担

最新技术装备的印太国家可能发现自己具有优势，
因为当中许多国家都擅长基本技能，比如以丛林作
战训练属于常规项目的泰国。	

丛林技能
泰国海军陆战队教导其他军队关于如何面对丛林中
可能遇到的动物，如何进行捕捉、杀戮和逃生。他
们还训练士兵关于在需要的情况下可食用哪些丛林
植物和昆虫。活生生的现实场景和不断变化的元素
推动士兵进一步学习他们的基本训练技能。	
	“你必须将每一种情况分开。了解行动的概念及

其重要性，	”曼斯克说。“根据你所要支持的关
系和组织进行不同的训练。如果知道一个组织的优
势和弱势，便可进行调整和适应。”
这种调整可包括花更多时间去审视针对即将执

行任务的一个伙伴国家可能不够擅长的某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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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曼斯克表示，不管情况如何，军人都应
该为准备好应对战争最好和最坏的情况而进行训
练。	
	“这样训练很困难，它可以证明并帮助我们了解

自身弱点在哪里，”他说道。“我们应当能够置
身雨、雪、海拔、雾环境，并能够适应。我们已
经到了一种也许对于将要面对的实际环境的训练
来说有点太过游戏化的地步。”
泰国的丛林作战训练将军人推向不可预测的

现实训练环境，使他们受到震撼。泰国的丛林地
形增加了一些可能致人死亡的非战斗方式，但泰
国海军陆战队员经过如此高超的丛林作战训练，
所以他们会在金色眼镜蛇等多国演习中传授这些
技能。	
	“丛林本身提供了一个很多人都不习惯的非常

动态的环境，”日本冲绳丛林战争训练中心	
	（Jungle Warfare Training Center）的美国海军
陆战队索降教官卡莱布·巴克（Caleb Buck）下
士说道。

管理熟练程度
研讨会小组成员表示，通过这一切，帮助新征
募人员掌握基本技能需要一定程度经过衡量的

期望值和识别力，才能决定在特定基础要素上投入多
少时间。
曼斯克说：“并非每个人每件事都要通过训练达到卓

越水准。”他补充道，一个人要熟练掌握某件事，必须
得做一万次。
	“所以，当我们谈论重复和通过训练成为一名大师

时，如果你只打算做一件事，你真的能够同时在	17 件
事情上成为大师吗？	”曼斯克继续说道。“这就是指挥
官的意图要发挥作用之处。你的目的是什么？对于你将
要花费的时间和将要重复的事情，请更具指导性和具体
性，以便你能做得很好。训练的重复与花费的时间必须
交给执行训练的人去决定。o

2019 年泰国金色眼镜蛇演习期间，一位泰国皇家海军陆战队 
队员在火坑上烹饪各种动物，这是丛林生存训练的一部分。 
马修·布拉格中士/美国海军陆战队

2019 年东方盾牌演习期间，一名日本陆上自卫队 
狙击手目标瞄准，这是提高基本士兵技能和多域（跨域）行动的训
练的一部分。一等兵埃德温·佩茨克/美国陆军

2019 年美军人员在日本冲绳第三海军陆战队丛林作战训练中心进行
训练时使用纸质地图。彼得·雷夫特/第 18 翼公共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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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靠阅读科幻小说才能尝试

了解未来人工智能如何与人类

大脑展开竞争的日子已经一去

不复返。	

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及人工智能工作组

负责人马修·伊斯利（Matthew Easley）

准将表示：“我们已经在使用人工智

能。”“人们拿着手机，里面便有大量人

工智能应用——无论是在设备中，还是在

设备所连接的系统里面。”

简单来说，任何用于增强决策能力（包括

自行做出决策的能力）的计算系统即是人工

智能。	

从事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军事应用工作

的研究人员表示，武装部队距离实现在战

场上部署具有完全决策能力的机器还有很

长时间。未来的多域行动（也称为跨域行

动）将由“半人马”团队实施——人与机

器将各自最具优势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实

现最佳表现。

	“最优秀的人类棋手再也打不过超级计算

机棋手，这已经是旧闻。不算太过时的新

闻是，业余国际象棋选手拥有在	Best Buy	就

能买到的电脑便可击败大师级国际象棋选手

和最出色的国际象棋超级计算机，”曾在中

东、亚洲和美国的工程和后勤组织中担任指

挥和参谋职务的退役美国陆军上校布罗克·

珀库钦（Broc Perkuchin）于	2019	年	5	月在

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陆军专题研讨会

和展会（LANPAC）期间表示。“这是因为

这些团队，这些人机结合团队，就像是传说

中人马合体的造物——半人马，他们不但拥

有人类的优势（直觉、判断力和创造力），

还拥有机器在数据处理速度和能力方面的优

势。”

珀库钦认为，从军队的角度来看，这些

半人马团队必须整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

个整体、一种思想。珀库钦现担任	Cougaar 

Software Inc.负责政府解决方案业务的副总

裁，并领导该公司通过应用其多代理系统

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美国国防部行动表现的

工作。	

珀库钦表示：“这并非要用人工智能取

代士兵，也不是要让士兵使用人工智能作为

工具，而是要形成一种身体和思维融合的共

生关系，结合彼此的最大优势投入战斗。

归根结底，这是要让机器和人类帮助彼此思

考。”

人工智能训练
在太平洋陆军专题研讨会和展会期间担任人

工智能和自主能力小组主席的伊斯利表示，

将人工智能正确地应用于多域行动除了需要

人

人机结合发挥彼此最大优势 
 《论坛》员工
摄影：美联社

这并非要用人工智能取代士兵，也

不是要让士兵使用人工智能作为工具，

而是要形成一种身体和思维融合的共生

关系，结合彼此的最大优势投入战斗。

最终是要让机器和人类帮助彼此思考。”
~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布罗克·珀库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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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发，还需要经过审查的流程、基础设

施、网络、政策和人员。

伊斯利认为，部分流程需要深度学习，这

涉及对士兵和人工智能的联合训练。以步枪

手训练为例，士兵将使用类似于智能手机的

智能瞄准镜，这个瞄准镜可收集关于士兵表

现的数据，帮助预测准确性，甚至能发现部

队中最优秀的射击手。

深度学习还包括了解机器的工作方式，并

教会它如何在收集数据时进行学习。

开发人员仍需训练机器模型，教它如何分

辨帮助与伤害、恐惧和其他情绪，以及分辨

场景中的物理对象。专家们警告称，帮助人

工智能掌握这种基本知识应保持客观，因为

在任何级别、以任何方式操纵数据都会带来

挑战，并带来输入虚假或有害信息的风险。

人类有自己的偏见，发明者必须小心，切勿

将这些偏见带入人工智能组件。	

	“任何技术（实际上，我们所构建的任何

事物）都会体现创造者的价值观、规范——

当然，还会体现创造者的偏见。我们知道，

当今人工智能系统的建立者主要是男性、白

人和亚洲人，而且许多创新来自美国，”专

业领域包括人类行为的兰德公司社会心理学

家道格拉斯·杨（Douglas Yeung）表示，	

	“人们担心这有可能引发偏见。它令人担忧，

是因为人工智能，根据其本身定义，可产生

更广泛的影响。我们应该问，‘偏见的意外

后果可能有哪些？’	”

管理偏见
具有机器学习算法设计和优化背景的兰德

信息科学家奥桑德·A·奥索巴（Osande A. 

Osoba）解释道，企业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

主要使用白人男性的照片来训练人脸识别技

术，因为这会给算法注入偏见。

马萨诸塞州切尔姆
斯福德 Endeavor 
Robotics 公司的尼
古拉斯·奥特罗描
述了“半人马”机
器人的特点。这些
机器人不会战斗，
但其设计是为了帮
助军人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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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仅靠改善培训数据无法解决实现算法

公平的根本问题，”奥索巴表示，“算法已

经可以告诉人们关于他可能想要阅读的内

容、可能想要约会的对象以及可能会在哪里

找到工作。当算法能够就谁会被雇佣、谁能

获得贷款或服刑期长短提供建议时，它就必

须变得更加透明——并且更加负责，更加尊

重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人工智能要做出敏

感的决定时，问责要从人类监督开始。”

珀库钦对此表示同意。“现在做出的决定

无法掉头，我们做什么都要用到人工智能。

务必使用恰当的验证方法，”他说道，“决

策启用和实际决策之间存在差别，我们还远

没达到自主决定是否开枪，或是否采取某项

行动的程度。”

因此，伊斯利认为，必须设计能够提升士

兵表现的产品，而不是增加他的困难。伊斯

利表示：“仅提供必要条件，确保士兵能够

取得胜利，并具备在最高层次开展行动去应

对所面临风险的决策优势。”

他补充道，最终决策权应当由士兵——而

非机器掌握。“你还是需要运用指挥官的判

断力，战争法则不会消失。要设计仍然能够

让人类操作者做出决策的系统。”

未来的应用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全球安

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加利福尼亚蒙

特里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研究教授扎卡里·S·戴维斯	

	（Zachary S. Davis）表示，人工智能在行动

层面的三个潜在应用说明了军方的广泛应

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自动车辆，大

数据驱动的建模、模拟和战争游戏以及集

中性情报收集和分析。他在	2019	年	3	月题

为《战场人工智能：对威慑力、稳定性和

战略意外的潜在影响的初步调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Battlefield: 

An Initial Survey of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Deterrence, Stability and Strategic 

Surprise）的报告中阐述了这些观点。

戴维斯认为，各种陆地、海上和空中无人

驾驶系统重点关注导航，因此开发新一代自主

车辆是军事应用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自主

车辆和机器人将对战争产生革命性影响，”戴

维斯写道，“由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支持的人工

智能导航软件使无人驾驶车辆能够穿越地方

地带，并最终可能实现让各类无人驾驶飞机

的复杂编队能够在具有互补军备的多个领域

中运行。”

伊斯利在太平洋陆军专题研讨会和展会期间

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让机器人去做

肮脏和危险的工作，不要让士兵身陷险境，

使用无人机或其他设备。”

例如，就大数据和模拟而言，模型使科学家

无需进行核试验便能确认核储备的可靠性。	

	“模拟和建模是几乎所有主要武器系统（从

战斗机、舰艇到航天器和精密制导武器）设计

流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戴维斯写道，“设计

预期用于作战管理和执行复杂任务（例如用于

空间态势感知的设计、规划和管理系统）的系

统的全方位多领域系统将需要进行大规模建模

和模拟。”

戴维斯写道，对于情报收集和分析而言，

机器学习仍将是所有分析师的一个重要工

具。这些分析师会考虑来自不同来源、地点

和学科的信息，以了解全球安全环境。“机器

学习还可以实现将开源交易和金融数据与多种

形式的情报结合起来，以深入了解非法技术转

让、武器扩散网络和扩散实施者逃避侦察的

行动。这种洞察使分析师能够向决策者提供信

息，并能够支持反扩散政策和行动。”

珀库钦认为，通过人工智能获得的洞察力在

战场上也有实际应用。他表示，人工智能可以

帮助定位金针，预测平台何时会中断，消除不

会说同一种语言的军队之间的沟通问题。

	“最重要的是，更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有助

于多域行动指挥官之间实现趋同——这是在所

有领域迅速、持续整合的能力。这是能最好地

部署人工智能的半人马军队的关键所在。”

毕竟，珀库钦的结论是，“未来很多年能

够发挥最大力量的将是人机结合团队。让士

兵更强大，提升指挥环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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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员工

士兵们可利用 

思维控制防御系统

于使用的平板电脑、智

能手机和智能手表的面

世加快了可穿戴技术设

备的采用。这些设备可

提供从血压、心率和睡眠时间的生

物监测到天气预报和导航指引在内

的众多服务。

世界军队利用日益复杂的人机接

口（比如用于诊断、治疗疾病和创伤

的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战场决策的增

强现实程序以及可帮助士兵加强力量

和耐力的外骨骼）将这一技术进步带

到了新的水平。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

可能实现在人类与机器之间建立更深

层次的联系。

国防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神经技

术，使战士有朝一日无需按键、无需

语音命令——甚至是无需拨动开关便

能够与人工智能机器互动。通过神经

接口技术，理论上飞行员只需用他

们的思维便可控制无人机（UAV）

集群。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项目经

理艾尔·埃蒙迪（Al Emondi）博

士在接受Nextgov.com网站采访时

表示：“神经接口是在人类与机器

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这个概

念大致上类似于任何其他通过与计

算机或智能手机通信完成任务的方

式（就像语音命令、触摸屏、键盘

或鼠标），但这项技术绕过了中间

步骤的物理动作。”

埃蒙迪现在负责领导美国国防高

等研究计划署“下一代非手术神经

技术”（N3）项目的工作，该项目

旨在省去操作防御系统的物理行动

需求。

	“神经接口有望带来一种更丰富、

更强大、更自然的体验，我们的大脑

可以有效地成为由接口系统赋能的工

具，”埃蒙迪表示，“神经接口让

我们第一次不是要去适应用来完成

任务的工具，它们具有适应人类的

潜力。”

易易

人类人类
机器机器

与与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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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大脑连接大脑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为期四年的

N3	项目涉及六个希望开发无侵入性

或“微小”侵入性神经接口的组织。

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站指出：“这

些连接人类大脑与计算机的可穿戴接

口最终可实现多样化的国家安全应

用，例如控制主动网络防御系统和无

人机集群，或在完成复杂任务期间与

计算机系统合作执行多任务。”

美国政府正在与巴特尔纪念研究

所、卡内基梅隆大学、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帕洛阿尔托

研究中心、莱斯大学和泰莱达科技公

司合作开展	N3	项目。到目前为止，

神经接口仍属于外科侵入性，主要

用于恢复受伤军人的运动机能。但

N3	项目的目标是加快数据处理和决

策，无需进行手术供身体健康的士

兵使用。

伦敦的独立政策研究机构查塔姆

研究所（Chatham House）2019	年

8	月的一篇文章指出，这项技术可让

士兵和指挥官“具有卓越的感官灵敏

度和更快地处理更多与其环境相关数

据的能力，从而提升态势感知	

	（Situational Awareness）”。“这些

能力将支持军事决策和定向流程。”

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合作伙伴面

临的挑战是要实现不再需要进行手

术。“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近年来取

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展示了使

用电极植入大脑在帮助生病或受伤的

现役军人、退伍军人恢复机能方面的

可能性，”埃蒙迪说道，“然而，由

于目前涉及脑部手术的固有风险，这

些侵入性技术在满足医疗需要之外的

使用伦理上缺乏正当性。”

N3 项目各团队均在开展将使大脑

信号更容易读取的项目，例如开发能

结合神经元并放大信号的可注射、

吸入或摄入的纳米颗粒。这些信号

将被放在帽子里或嵌入头枕中的系

统读取。

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官员表示，

这项技术除了控制地面机器人或无人

机集群之外，还可以让军队以机器速

度用可消化的方式呈现信息，监控装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一名
研究人员对脑机接口进行测
试。这个接口让用户无需使
用语音或手动命令便可在屏
幕上选择符号。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的研究人
员表示，或许有一天飞行员将能够
用思维控制无人机集群。美国国防高等

研究计划署插图

“这些连接人类大脑与计算
机的可穿戴接口最终可实
现多样化的国家安全应
用，例如控制主动网络防
御系统和无人机集群，或
在完成复杂任务期间与计
算机系统合作执行多任
务。”

~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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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神经接口的复杂网络，或掌握数据

的大量流动。

其中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是一位来

自印太地区的科学家。印度人高拉

夫·夏尔马（Gaurav Sharma）是巴

特尔研究所的高级研究科学家，他领

导的团队赢得了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一项 2000 万美元的合同，负责开发

一个让士兵能够利用自己的思维控制

多部无人机或控制炸弹处置机器人的

系统。巴特尔研究所的 N3 程序被命

名为“BrainSTORMS”（传输或接收

磁电信号的大脑系统）。

根据印度北部报纸《论坛报》	

2019 年 5 月的一篇报道，夏尔马表

示：“这是我从事过的最激动人心、

最具挑战性的项目之一。“凭借

BrainSTORMS，我们将再次提升工

程技术和物理学的极限。”

全球性事业全球性事业

通过神经接口技术提升人类学习、

治愈、表现和决策的思路正在引起

全世界的兴趣。据官方新闻社新华

报道，2019 年 5 月，中国科学家在

脑机接口（BCI）芯片方面取得了

突破。这项技术被称为“脑语者”	

 （Brain Talker），它在中国北方举

行的世界智能大会上首次亮相。

据新华报报道，脑语者让人仅利

用脑电波便可控制计算机或电子设

备。脑语者由天津大学和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联合研发，可识别脑电波

从大脑皮质发送的小型神经元信息，

然后解码信息，加快大脑与机器之间

的沟通。科学家们希望加强这款芯

片，以用于医学、教育和游戏领域。

韩国也在高丽大学的大脑信号处

理实验室（Brain Signal Processing 

Lab）开展类似研究。那里的研究人

员正在使用磁共振成像（通常称为

MRI）和脑电图，其目的是构建人

脑-计算机接口或人脑-机器接口。这

个实验室希望利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

习来诊断精神和神经疾病，包括轻度

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氏病、睡眠障

碍、癫痫和抑郁症。

两家美国公司甚至在研究如何

利用神经接口技术提高驾驶员的

安全性。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Trimble Inc.与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

的 Neurable Inc.建立伙伴关系，共

同研究如何使用跟踪大脑信号和眼

睛运动情况的人脑-计算机接口来提

升训练效率和驾驶员安全。

加快恢复加快恢复

利用脑电波控制机器人的技术对于身

体健康的军人来说很有前景，但受伤

的士兵也可从神经技术的进步当中获

益。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于 2019 年

2 月启动了一个旨在通过使用生物电

子、人工智能、生物传感器、组织工

程和细胞再生实现智能、适应性创

伤恢复的项目。“组织再生生物电

子”（BETR）项目旨在减轻遭受炸

伤、烧伤的士兵所忍受的长期疼痛

和苦难。

 “组织再生生物电子”项目经理保

罗·希恩（Paul Sheehan）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伤口是生存环境，随着

细胞与组织之间相互沟通并试图修

复，伤情迅速发生变化。”“理想的

治疗方法将感知、处理和应对伤情的

这些变化，并进行干预予以纠正和加

快恢复。例如，我们预期采取可调节

免疫反应的干预措施，为伤口调集必

要的细胞类型，或指导干细胞如何分

化以加快愈合。”

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试图使用任

何可用的信号（光学、生化、生物电

四肢瘫痪的内森·科普兰（Nathan 
Copeland）接受手术，在大脑中植入四个
微电极阵列。这些阵列连接一个机器人臂，
机器人臂装有可检测施加到其手指上的压力
的复杂传感器。

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匹兹堡健康科学



29IPD FORUMFORUM

子或机械信号）来监控生理过程，然

后刺激它们，促进愈合和快速恢复。

 “为了理解针对伤口状态适应性治

疗的重要性，请考虑一下使用抗生素

软膏的情况，”希汉解释道，“人们

使用抗生素治疗简单的伤口，如果伤

口受到感染，这样会有帮助。但是，

完全消灭天然微生物群会损害愈合过

程。因此，如果没有反馈，抗生素的

药效可能会适得其反。”

恢复肢体控制恢复肢体控制

丧失肢体功能或被截肢的平民和士兵

也能从脑机接口技术当中受益。日本

科学家正在使用它来改善中风患者的

肢体功能。东京农业技术大学的研究

人员发现，在视频辅助治疗中观察本

人手部运动的中风患者能加快康复。

科学家们在 2019 年 7 月的同行

评审科学月刊《IEEE 神经系统与康

复工程汇刊》（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Systems and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的一篇报道中表示，

中风会通过阻碍血液流入大脑使患

者瘫痪。因此，在大脑健康区域履

行受损区域功能的情况下，提升大

脑的可塑性可帮助患者恢复运动机

能。为了提升可塑性，中风患者可

结合运动成像，这让他们能够通过

想象自己正在运动来模拟一个动

作。脑机接口技术发现并记录运动

意图，同时观察自己或他人的手部

动作。

神经接口还用于提升假肢的功

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在新闻稿中

表示，其手部自我保护和触摸接口项

目的研究人员使用外周神经植入让

被截肢者能够直接访问自然控制信

号，“能够更自然、更直观地控制复

杂的手部运动，并加入感官反馈，通

过让用户感知握力与手部姿势，进一

步改善手部功能”。

设置道德参数设置道德参数

随着特斯拉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和 Facebook 等高端

市场参与方公布脑机界面项目，关

于大脑研究的宣传越来越多。马斯

克成立了一家名为 Neuralink 的公

司，该公司于 2019 年 7 月公布了一

个使用脑机接口帮助瘫痪人士根据

自己的思维进行输入的项目。另一

方面，Facebook 将开发一款非侵入

性可穿戴设备，让人们只需想象自

己在说话就可以打字。

这些新的前沿领域带来根本性伦

理问题。伦理学家认为，令人关切的

问题之一是，将机器与人类大脑联系

起来可能引发一个问题——这个人是

否仍然是自我控制？	

 “对自动控制胰岛素释放以治疗糖

尿病的血糖监测装置而言，这种代表

患者做出的决策是没有争议的，”科

学杂志《自然》2019 年 7 月的一篇文

章指出，“但对大脑的善意干预并不

总是受欢迎。例如，即使是在葬礼等

负面情感被视为正常的情况下，使用

闭环系统管理情绪障碍的人会发现自

己无法获得这种情感体验。”

虽然军方、政府和研究医院与伦

理学家合作制定新技术应用的伦理准

则很常见，但商业运营常常“众所周

知较为隐秘，而且很少受到监督，”	

 《自然》的文章指出。

一项关键的挑战是，各国在保护

隐私的同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这

项技术的潜力作出了多大努力。	

 《自然》的报告称，位于苏黎世的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伦理学家马塞

洛·伊恩卡（Marcello Ienca）表

示，数字化存储的大脑数据可能会

被黑客窃取或被获得用户许可访问

的企业所使用。伊恩卡表示：“大

脑信息可能是所有信息中最私密、

最隐私的信息。”o

一位退伍军人演示“动态进
化生命”（Life Under Kinetic 
Evolution）手臂系统，它可实现近
乎自然的臂部和手部运动。这个手
臂是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革
命性假肢项目”（Revolutionizing 
Prosthetics Program）的一部分。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美国在人工智能（AI）方面领先世界。中国尽管充

满抱负，却未能占据头把交椅，但竞争在加剧。

专家预测，人工智能除了为世界未来的经济基础提

供动力外，还将使机器能够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采取行

动，处理和解读大量数据，以及加强对战争的指挥控

制，从而彻底改变未来战场。人工智能厉害攸关在于经

济和军事优势以及对可用于社会控制的技术的控制。为

此，美国已着手应对中国的威胁，并维护其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支配地位。

2019 年 7 月，白宫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员林恩·帕克

 （Lynne Parker）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表示：“只

要看看行业产出情况，看看引领和推进先进人工智能发

展的领先学术机构，便会发现他们是美国的行业、美国

的学者。”

 “显然，我们正在制造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产品。当

然，这并不是说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带

来的巨大机遇——但很明显，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全球性智库——数据创新中心	

 （CDI）于 2019 年 8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证实了美国在人工

智能人才、研究、开发和硬件等领域的领导地位。

这篇长达 106 页、题为《谁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

中国、欧盟还是美国？》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大力

发展人工智能，但美国仍然保持绝对领先，欧盟则落后

更远。”

中国国务院于 2017 年发布了一项战略计划，预计到

2020 年要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竞争，到 2025 年要占据

全球领先地位。但该计划并未具体说明这种领先地位会

是怎样的。数据创新中心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计划在

2030 年前投资 1500 亿美元用于发展人工智能（这是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中国制造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但

他们在许多指标上都落后于美国。

数据创新中心报告指出，美国“拥有最多的人工智能

初创企业，其人工智能初创生态系统获得了最多的私募

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美国“在传统半导体和电脑芯

《
论

坛
》

 插
图

人工智能
《论坛》员工

美国的战略试图 
营造支持人工智能研发的国际环境

30 IPDFORUMFORUM



31IPD FORUMFORUM

片开发，为人工智能系统

提供动力的芯片开发方面

均保持领先。虽然美国发

表的人工智能学术论文比

欧盟或中国要少，但其论

文平均质量是最高的”。

中国在大多数指标上依然

落后——特别是按人均计

算的话。

此外，报告还发现，尽管欧盟的人工智能人才更多，但

美国的人才全球领先。中国在人才方面落后于美国和欧盟。

报告指出，中国收集的民用数据多于美国和欧盟，中

国国民正在更迅速地采用人工智能。但报告指出，中国

的军民融合等政策将阻碍他们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因

为中国的做法会加大其他社会的不信任。

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也一直

在对人工智能进行投资，特别是在军事用途方面。但

分析师认为，俄罗斯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因为他们

未能建立所需的创新文化。普京曾公开宣称，“无论谁

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都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据 Defense One 网站 2019 年 6 月的一篇报道，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俄罗斯许多业内领先的创新者都逃离俄罗斯

前往美国和欧洲。

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
为了保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美国国

防部（DOD）在 2019 年 2 月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他们

与白宫联合发布了关于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的行政命

令。该倡议要求当局“投入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来推

动人工智能创新。白宫还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国家安全

委员会，该委员会首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召开。

美国与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必须采用人工智能来主宰

未来战场，不仅确保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秩序，还要确保

国际秩序。美国五角大楼 2020 年预算为人工智能项目分

配了 9.27 亿美元，为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和自主能力项

目分配了约37亿美元。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领先的科

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合计已达数百亿美元。例

如，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2016 年大型科技公司在

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约为 200 亿至 300 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丹·迪西（Dan Deasy）表

示：“我们的人工智能举措的成功将取决于与内外部伙

伴的稳固关系，机构间合作、行业、盟友和学术界都将

在执行我们的人工智能战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主任约翰·N.T.·沙纳汉	

 （John N.T. Shanahan）中将补充道：“以适当的紧迫感

和敏捷感在整个国防部运行人工智能的确非常重要。”

该中心于 2018 年 6 月开始运营，旨在推动发展美国国防

部的人工智能能力。“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所做的一切都

将专注于加强与产业界、学术界以及与盟友和国际合作

伙伴的关系。”

沙纳汉之前负责领导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探路者智能项目——Project Maven。

数据创新中心董事丹尼尔·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

呼吁扩大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以涵盖数字自由贸易、数据

收集做法及其他相关问题。	

作为 2019 年 8 月人工智能竞争力报告的主要作者，卡

斯特罗对美联社表示：	“如果当局希望其人工智能倡议

具有变革性，那么他们不仅是需要重新规划人工智能研

究、技能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的现有资金。”数据创新

中心报告还建议国防部设立一个政府和行业利益攸关方

机构，加快军方采用军民两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速度。

2019年8月，时任美国能源部长
里克·佩里（Rick Perry）在一
个论坛上谈到美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领导地位和公私伙伴关
系的重要性。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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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向《论坛》表示：“通过加强专业能力，

国防部能更好地确定项目的优先次序，专注于解决规

模化问题，并在国防部内培养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文

化。”“此外，美国政府应考虑与全球盟友实施联合拨

款举措，以促进研究合作。”

一些分析师担心，中国在数据收集方面具有超越美国

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

国为控制社会而努力收集本国公民的数据。这种优势可

能会延伸到未来战场。但其他人则认为，民用数据在关

键军事应用中的用途可能有限。

 “回头考虑时间和决策周期的问题时，我不想看到的

未来是潜在对手拥有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军队，但我们

却没有。我没有几个小时或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去做出决

定。可利用人工智能获得竞争优势的时间可能只有几秒

钟、几微秒，”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沙纳汉在 2019 年 8

月下旬的国防部简报中表示。“关于国防部采用人工智

能的问题，我怀疑我永远都无法对进展速度是否足够快

感到满意。我的紧迫感仍然很明显。”

伦理和监督
许多国家担心未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在

战斗中，还有政府和专制政权如何使用该技术。据美联

社报道，美国承诺按照美国价

值观部署人工智能，五角大楼

将与行业和学术界合作，为人

工智能应用制定伦理准则。

雷神公司情报部门的高管

托德·普罗伯特（Todd Probert）于 2019 年 2 月对美联

社表示：美国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帮助加快流程，

而非取代现有指挥架构”。他的公司正在与五角大楼合

作开展各种人工智能项目，包括 Project Maven——该项

目正在使用深度学习及其他技术来分析视频，获取可行

动情报。

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努力确保人类在指挥流程中的

继续存在。但鉴于新出现的能力可能超过人类的认知能

力，部分军事专家对这种技术可能引向何方保持警惕。

那时，联网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让战场发展到新的自动

化水平。

2019 年 9 月，皇家空军情报官基思·迪尔（Keith 

Dear）向《经济学人》表示：“看起来人类可能会越来

越多地脱离从战术到战略的决策流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19 年 5 月采用

了第一个人工智能国际标准，用于指导技术的演变和应

用方式。包括美国在内的 42 个国家同意经合组织的原

2019 年 3 月，中国河南省
佳县，村民排队等候为一款
人工智能应用的人脸数据采
集项目拍照。路透社



路透社

朝鲜将公路 移动
导弹运出隧道藏
匿点。

人工智能侦查
到数据流，并
侦测到导弹活
动。

人工智能评估是否
有任何其他发射前
活动情报。 

人工智能自动 
向美国分析师生
成警报。

指挥人员评估情
报，并决定是否需
要采取军事行动。

操作方式——理论步骤

美国军队越来越认为，人工智能（AI）可用于发现和瞄准敌方导弹，以加快对朝鲜式导

弹发射的反应，并将为研究项目提供资金（部分为机密项目） ，以便利用人工智能来

加强美国的防御。

美国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

则。2019 年 6 月，20 国集团采纳了借鉴经合组织原则的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原则。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其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与经合组织类似

的原则。但许多专家担心，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科技

界伦理问题的解释往往有别于国际准则。例如，中国在

科技研究和应用方面受到许多伦理方面的批评——从广

泛使用欺诈数据到对人类基因编辑能力和猴人杂交进行

不明智的实验，不一而足。

据《纽约时报》及其他媒体组织报道，中国已经利

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来监控本国维吾尔

族群体（一个在新疆省占多数的穆斯林群体）使中国能

够歧视对待这个少数民族，追踪维族人在该国的移动情

况，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存储在单独的数据库中，并将他

们安置在所谓的再教育营。

监控政权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动荡迹象不断增加，中国

共产党不仅力求加紧对 1100 万维吾尔人的控制，还寻求

加紧对本国广大民众的控制。例如，中国于 2016 年推出

了“雪亮”（Sharp Eyes）项目，以加强全国的视频监

控，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

可用、全程可控”。全球性咨询公司 IHS Markit 指出，

当时中国约有 1.76 亿台视频监控摄像机监控着街道、建

筑物和公共空间，而美国为 5000 万台。据《洛杉矶时

报》报道，摄像头已覆盖“北京的每一个街区”。

中国还利用人工智能应用去支持他们的社会信用

评分系统——该系统是中国控制本国公民的另一个工

具，其目标是到 2020 年全面投入使用。该系统已使用

秘密方法部分落实到位，它将监控人们的行为，分析

收集到的数据，并通过限制旅行、限制购买奢侈品和

限制其他类似享受来实施惩罚——所有这一切都将基

于人们的评分。

中国不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控制本国少数群体及广

大民众，令人感到非常不安，而且他们还在向其他专制

政权和国际社会成员出口这种人工智能能力。

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三架无人驾驶飞行器升空。美国五角
大楼将开发依靠人工智能实现在高威胁环境中开展无人类接触协作的
船只。瑞秋·西蒙斯上士/美国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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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创新中心2019年8月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在人才、研究、开发

和硬件领域领先世界，但中国在民用数据收集和采用人工智能方面

具有优势。

人工智能排名

类别 美国 中国 欧盟

绝对排名 1 2 3

排名积分 44.2 32.3 23.5

排名积分（根据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 58.2 17.5 24.3

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人数（2017 年） 28,536 18,232 43,064

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人数（2017 年） 5,158 977 5,787

高被引人工智能专利 28,031 691 2,985

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  1,863 1,085 1,074

每百万从业人员高被引专利数量 170 0.9 12

人工智能论文数量（2017 年） 10,287 15,199 14,776

研发支出排名前 100 位的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公司（2018 年） 62 12 13

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公司的研发支出排名前 2500 位（亿美元， 2018 年） $77.4 $11.8 $10.1

人工智能公司收购数量（2000-2019 年） 526 9 139

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数量（2017 年） 1,393 383 726

获得超过 100 万美元投资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数量（2019 年） 1,727 224 762

固定宽带订阅数量（亿，2018 年） 110 394 176

使用移动支付的个人数量（亿） 55 525 45

采用人工智能的公司 22% 32% 18%

设计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司数量（2019 年） 55 26 12

半导体研发支出排名前 10 的公司数量（2017 年） 5 0 0

排名前 500 位的超级计算机数量（2019 年） 92 219 116

Source:数据创新中心2019年8月报告《谁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中国、欧盟或美国？》 

https://www.datainnovation.org/2019/08/who-is-winning-the-ai-race-china-the-EU-or-the-united-states/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制定一个框架去监管人工智能。

 “我们始终希望以符合公民自由和隐私，符合美国价

值观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很显然，我们不希望成为像

中国这样的监控国家，	”白宫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员帕克

向 Politico 表示，“另一个极端是过度监管，以至于我们

根本无法使用它。”

分析师认为，其他因素也可能阻碍中国实现其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抱负，比如他们对创造该领域所依据的工具

缺乏理论贡献，以及中国公司不愿投资基础研究。

比如，中国在人工智能硬件方面仍落后于美国；

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是由美国企业制

造。2019 年 8 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研究所所长郑南宁在《自然》杂志上表示，中国还缺

乏“可支持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计算机芯片的设计专

业知识”。

此外，迄今为止，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尚未转化为实际

成果。“集中资源方法的缺点是，很快就达到可能是错

误的最终目标。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优点是，我们可以

深入探索许多好的想法，可以发现哪些想法将会富有成

果，”帕克向 Politico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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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Next
美国政府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历来是通

过与国内领先研究人员和创新中心合作创造改变游戏规

则的技术而取得成功——从互联网到全球定位系统和自

动驾驶汽车等，皆是如此。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继续

在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其致胜的研发公式。2018 年，国

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推出“AI Next”项目，他们计划在五

年内投资 20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相关研究。该项目将

战略性地分配资源，帮助引领下一波人工智能，创造能

够在情境中进行理解和推理的机器。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史蒂文·沃克（Steven 

Walker）博士表示：“借助 AI Next，我们正在进行多

项旨在将计算机从专业工具转变为一起解决问题的伙伴的

研究投资”。“今天，机器缺乏情境推理能力，它们的训

练必须涵盖每一种可能性，这不仅昂贵，而且最终是不可

能的。我们希望探索机器如何获得类似人类的沟通和推理

能力，并能够辨识新情况、新环境及做出适应。”

据 Politico 报道，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信息创新办公

室副主任约翰·埃弗雷特（John Everett）表示：“在

我们将要投入的这 20 亿美元中，它涵盖范围广泛的项

目——当中没有哪两个项目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将

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下大量战略性投注。”“中国很

多用于研究的资金似乎都用于模式识别领域。因此，通

过投入大量金钱，他们将逐渐能够更好地进行模式识

别。但增加开支的回报却在下降。”

沃克表示：“在当今技术飞快进步的世界中，我们必

须努力快速建立项目和落实想法。”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前几代的人工智能研究工作已经

取得成果。例如，该机构已成功开发了实时敌对情报和

决策（RAID）软件，可预测敌军未来五小时的目标、行

动和可能的情绪。这款软件应用博弈论的一个方面，将

问题减至较小的博弈中，从而减少实现解决方案所需的

计算能力。近期测试中，该软件在速度和准确性方面优

于人类规划者，已接近交付美国陆军使用。	

美国的意见领袖仍然乐观地认为，在塑造未来人工智

能全球应用方式这个问题上，美国创造力、美国价值观

将占据主导地位。

 “假设美国确实学会了如何利用其所有才能并接受反

映世界的民族认同，那么美国的个人主义、开放、反叛

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更还有对 STEM [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的全国性痴迷）将为利用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

而不是为私人利润或公共权力服务，提供最佳机会——

或者，至少比中国更有可能，”致力于在数字时代振兴

美国的 New America 智库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妮·玛

丽·斯劳特（Anne Marie Slautter）博士 2009 年 3 月在

slate.com 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总结道。o

空中交通管制工程师测试高清摄像头。
这款摄像头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
结合使用，用于提高伦敦希思罗机场的
降落能力。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论坛》：美国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保持在人工智能（AI）

方面的领导地位？

卡斯特罗：美国需要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当中应包括增加研发（R&D）拨款，采取针对性举措

去提升劳动力队伍技能和提升教育管道，努力招募并

留住外国人工智能工作人员，以及制定监管政策去促

进增加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战略努力。监管方面，尤

其需要修改政策，让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能够收集、

使用和分享数据。	

 《论坛》：你对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印象如何？

卡斯特罗：本届政府的努力正在开始产生影响。行政命

令启动了一系列行动，由此联邦政府为今后人工智能工

作奠定基础的方式将出现有意义的改进。此外，最近的	

 （2019 年 9 月）白宫人工智能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催化事

件，可激发各联邦机构独立开展人工智能工作的热情和

势头。当局明确表示这项工作得到高级别支持，因此，

更多政府人员将开始把这项工作列为优先事项。同时，

创建 AI.gov 也会有所帮助。

 《论坛》：您认为美国的战略能够怎样拓展？

卡斯特罗：永远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其中一个领

域是拨款。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清楚地了解其他

政府投入到人工智能研发的资金有多少，但肯定非常

多。国会需要优先考虑追加资金，以补充私营部门提

供的资金及已向计算机科学和相关学科提供的“常

规”资金。还需要在不同机构之间更好地跟踪这种拨

款情况，特别是在当局确定的各种人工智能研发优先

事项方面。许多人工智能研发将不是来自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而是来自能源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交

通运输部及其他联邦机构。“此外，美国政府应考虑

与全球盟友实施联合拨款举措，以促进研究合作。”

 《论坛》：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对于美国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多重要？

卡斯特罗：近期内该中心将特别重要，因为国防部缺乏人

才，这限制了国防机构的人工智能工作。通过加强专业能

力，国防部能更好地确定项目的优先次序，专注于解决规

模化问题，并在国防部内培养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文化。

 《论坛》：数据创新中心近期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卡斯特罗：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早期领先地位，但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如果美国不投入必要的资源来竞

争，我们将浪费这种领先地位。如果在人工智能方面落

后，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全球整体竞争力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将人工智能作

为优先事项，美国也需要这样做。

 《论坛》：大多数人是否意识到美国仍然绝对领先于中

国？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否在哪些方面令人感到惊讶？

卡斯特罗：中国在某些领域比我原先想象的要落后得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简介，虽然我们使用最近期的数

据，但其中一些数据仍然过时了一年左右。即使在过去几

年里，我们也看到中国取得了重大进步，所以两国之间的

差距正在迅速缩小。此外，美国和中国都很注重人工智能

的军事运用，其中大部分工作无法公开比较。

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在人工智能采用方面保持领

先，特别是在技术试验方面。民意测验表明，中国公民

对人工智能普遍持乐观态度。因此，中国在试图开展更

加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举措时背后充满了动力。相比之

下，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潜力较为悲观，这可能会限

制议员们追求发展这项技术的意愿。

 《论坛》：俄罗斯在这一竞争处于什么状况？特别是在军

事技术领域？

卡斯特罗：俄罗斯也是一个重要玩家，尽管没到中国、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倡议倡议
 《论坛》与数据创新中心董事丹尼尔·
卡斯特罗（Daniel Castro）探讨关于美国
的竞争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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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或美国的规模。但从地缘政治角

度来看，更令人关切的是，如果中俄

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会

对美国有何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需要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

国、日本、韩国和英国等盟友就人工智能建立密切伙伴

关系的原因之一。

 《论坛》：欧洲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什么角色？

卡斯特罗：欧洲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力量，他们正在

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欧洲现在并不

对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但如果欧洲领

导人调整人工智能战略，更加专注于商业化和采用，他

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玩家。

 《论坛》：中国在人工智能采用和数据方面的领先地位有

哪些重要意义？

卡斯特罗：人工智能的采用是颠覆行业的关键因素。

中国对大多数国家的威胁不仅在于他们在人工智能开

发方面处于领先，还在于通过成为领先的人工智能采

用者，他们将在金融服务或医疗服务等贸易行业中更

具竞争力。中国在数据方面胜过许多其他国家，部分

原因是他们规模大，但也归功于其政策。但中国仍然

有很大机会增加数据共享，特别是政府对私营部门的

数据共享。因此，在这个领域，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

仅应该着眼于国内的改善，也应该认识到，为了与中

国竞争，需要与盟国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确保美国企

业能够访问全球数据集。

 《论坛》：您是否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

伦理委员会？

卡斯特罗：关于人工智能的许多伦理问题将高度针对具

体情况。也就是说，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问题将与人工

智能如何用于自动驾驶车辆或信用风险评分或与其他特

定场景相关联。因此，各国不应试图建立讨论人工智能

伦理的单一论坛，而应认识到，人工智能产生变革性影

响的部门需考虑使用这项技术造成的伦理影响。但即便

是在这些部门，也不太可能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伦理

上，而是会放在正在使用的大系统或大流程的伦理上。

人们在谈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时常常会成为井底之蛙，

而忽视每个特定问题相关的大的伦理问题，又或是从这

个问题上转移注意力。

 《论坛》：您对联合国或国际上其他对所谓杀人机器人的禁

令有何看法？您是否觉得人类应维持在决策流程中的存在？

卡斯特罗：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多地融入军事和国防系

统。在这个阶段，对这项技术实施禁令的尝试可能被误

导。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任何国家都不应在世界上推出

无法追责的杀手机器人。更棘手的问题是确定多大程度

的问责、在哪些条件下问责是适当的，以及确认这些选

择会有哪些后果。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时间去研究这一

问题，去努力达成全球性共识和规范。o

2019 年 1 月在内
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举办的电子展览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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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插图

未来 

战场  
技术

美国太平洋陆军推进多域 
行动、自动化和数据融合

史蒂夫·卡奇拉（STEVE KACHILLA）/美国太平洋陆军未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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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外缘一个未开发岛

屿，蝙蝠	12	无人机	

	（UAS）从一片空地起

飞。这架弹力发射的低

可侦测/隐形战术飞机飞

越水面寻找海上目标。

蝙蝠	12	无人机的操作员

是一名美国陆军军士，她从一个装有被动电磁感测的

高空气球和另一个连接美国海军装备数据馈送的气球

收到提示——这两个气球都是从数百公里外的海上发

射。规划员——一名陆军一级军士位于另一个岛屿上

的多域特遣部队（MDTF）总部，通过使用定制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力，将来自航空装备的数据与海上

无人机传感器相结合。	

蝙蝠	12	操作员和多域特遣部队规划员均在严苛的

条件下开展工作。两人均使用小型净水系统喝水，不

需要运送饮用水。两人都利用微电网技术获得电力供

应——该技术使用电池和发电技术的组合智能地分

配、存储电力，从而实现移动性，减少热量信号，并

大大减少物流人员运输燃料的需求。自主陆地车辆和

线索跟踪技术减少了持续行动的人员配置需求。

给多域特遣部队总部的分散节点分发物资的陆军

船只还配备了电磁和通信套件，有助于加强多域特遣

部队的复原力。这些船只当中任一艘均可配置去发射

无人机或充当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的发射平

台。船上有一个紧凑的关键护理设施，准备好接收一

支创伤小组及其要护理和要在沿岸水道运送的伤员。

来自军队所控制传感器的数据以及来自美国其他服

务平台和空间装备的信息注入多域特遣部队总部以及情

报、信息、网络、电子战和空间（I2CEWS）G2	数据

集成中心。陆军情报分析人员与数据科学家并肩构建和

维护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程序，在短短几分钟内构建、

整理数兆字节的数据，而不必跨洋发送数据并等待行动

情报。现在，多域特遣部队可独立将这些数据与联盟的

其他情报来源进行比较，以维持多域共同运行情况	

	（COP）和多域特遣部队目标确定进程——这个进程反

过来又会自动更新为其提供信息的所有共同运行情况。

蝙蝠	12	找到目标，提供图像确认，并确认附近无民

用船只。多域特遣部队共同运行情况向联合特遣部队共

同运行情况提供最新情况，启动一个时间敏感的目标确

定进程，寻找可调用射击手。目标的最佳武器是多域特

遣部队的	HIMARS	多火箭发射系统，该系统又位于另

一个岛上。多域特遣部队通过单独的无人机系统提供的

通信链路传输目标数据并下令开火，美国陆军向天空齐

射远程反舰武器。为避开反炮兵火力，HIMARS	设备

移动到一个替代开火位置，I2CEWS	装备则进行非动力

开火以掩盖和保护其移动。

为适应科技调整组织

当今技术变革的步伐对美国的军事研究、开发和采购

流程构成挑战，潜在对手利用技术创造了美国军队必

须战胜的强大军事能力。根据	2018	年陆军现代化战

略，美国陆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多方面的，因为

美国陆军认识到，“再也无法拖延推动实施编队和

能力现代化而不必冒着失去优势及失去在未来战场完

成使命的能力的风险”。美国陆军两项最重要的调整

是从组织上和概念上做出。组织上，美国陆军已将研

究、开发和采购职能并入陆军未来司令部——该司令

部充当美国陆军技术管理者的角色。根据	2018	年	12

月的一份美国陆军训练和准则司令部（United State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手册，美国

在概念上采取了多领域行动（MDO）理念，这种多

域行动旨在“渗透和瓦解敌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系

统”	，并“为新的战略背景扩展联合武器，期间考虑

蝙蝠 12 找到目标，提供
图像确认，并确认附近
没有民用船只。



到新技术（最突出的是网络、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以

及人工智能）和可在所有领域竞争的对手”。

美国陆军责成美国太平洋陆军总部为首个多域

行动编队——多域特遣部队（MDTF）开展试验项

目。幸运的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已经组织起来，通

过其未来师去解决未来的概念和能力问题。太平洋

陆军未来师与全国性研发组织、行业、智库、军队

和国防部分析中心、盟友具有特别的工作关系，并

有他们为了在太平洋陆军和美国印太司令部演习、

战争游戏和研究中心创造实验机会所依靠的联合部

队。太平洋陆军努力寻找方法，提高多域特遣部队

在通信和陆地机动受到限制的环境中实施长距离精

准开火有机靶向的能力。	

自动化实验中，未来师设计各种方法测试不依赖

跑道的无人机协调情况，以便与海洋波滑翔机互动，

结合空中和海上自动化感应能力，比较和对比数据，

积极识别各种海上接触。由此产生的海域意识将使

多域特遣部队能够与东道国和联合部队分享共同的行

动情况。竞争期间，它转化为多域特遣部队为国内执

法活动作出贡献的能力，以及在竞争和冲突加剧期间

为多域特遣部队、联合部队和多边部队辨别敌友的能

力。随着更多的无人驾驶和自主平台能够实施远程

发射、控制和恢复，未来师会设法将其交给最低级

别的多域行动人员，从而提高力量、能力、冗余和

致命性。	

有时候，能最好地对抗新技术的是旧技术。美国太

平洋陆军太空司令部和未来师还与姐妹部门和其他作

战指挥部协调开发高空技术，如气球、飞艇和太阳能

固定翼平台。由于这些技术手段的停留时间和有效载

荷能力，它们可提供大量被动和主动的情报、监视和

侦察收集能力，并对敌方目标构成重大挑战。气球可

从附近的陆地地貌或船舶发射，也可以由多域特遣部

队亲自发射，携带可进一步协助预警、多域通用行动

图和确定目标流程的被动视觉和电磁感应能力。飞艇

和固定翼平台也可从遥远的地点发射回收。这些装备

还可用于提供战术和行动通信能力，或是增强多域特

遣部队与其他联合部队和盟军协调的能力，或是取代

因对抗性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行动而丧失的能力。美国

陆军和美国太平洋陆军将发展高空技术，以进一步推

动多域特遣部队的进步。

一名士兵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训练区进行试验飞行时发射 RQ-11 无
人驾驶航空系统。 
亚伦·达格蒂中士/美国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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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森·库肖/美国陆军

数据融合

多域特遣部队能够在多个领域控制传感器平台并从服

务或全国性传感器接收数据的好处是具有真正有机的

超视野确定目标能力，但如果这些数据用于及时决

策，则附带一个大数据处理负担。几乎所有作战开火	

	（无论是动力学还是非动力学开火）的数据融合都发

生在远远高于旅的级别，需要将数据传输出去进行分

析，并将信息传输回发动攻击者。正如物流技术将整

合到多域特遣部队以减少燃料和水的运输需求一样，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也被整合以减少数据传输需求并提

高有机决策能力。	

战术数据团队（Tactical Data Team ）是陆军未

来司令部和陆军应用实验室与美国太平洋陆军合作开

展的一项举措，旨在满足多域特遣部队等多域编队的

前沿计算需求。小型数据科学家团队部署到数据输入

点，通过在现场构建自定义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软件解

决方案来构建和分析数据。这种前缘计算能力可极大

地提升多域特遣部队开火的及时性，无论是非动力学

性质还是动力学性质的开火。此外，由于执行这些开

火的授权必须属于进行适当分析的环节，因此这种新

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力有助于将授权下放至多域特

遣部队，使他们能够在通信被阻绝时根据任务命令更

有效地采取行动。

在太平洋建立多域行动编队去战斗并取得胜利所需

的技术是多方面的，涵盖了战斗职能的范围。研究、

演习、实验和战争游戏揭示了多项极为有效的技术应

用。未来师继续设计和支持这些工作，他们坚持评估

太平洋陆军的需求，并作为美国太平洋陆军的技术管

理人改进多域行动在太平洋战区的概念和应用。o

美国陆军在阿拉巴马州的雷德斯通阿森纳测试发射一枚爱国者
导弹。陆军空中和导弹防御 2028   年愿景（Army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2028）包含陆基机动防御拦截器，该愿景结合了威慑、预
防、挫败空中袭击和导弹袭击的尖端技术及成熟技术。

蝙蝠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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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地区的许多军队而言，部队

现代化涉及在某种程度上购买外

国军事装备，美国也看到了购买

其硬件和技术的请求飙升。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研究所（SIPRI）的数据，就全球武器转让

总数而言，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

国在	2014年至	2018	年期间按顺序排名前五。

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该时期内武器出口总量

的	75%。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约	36%）的出口

来自美国。	

根据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	2019	年	5	月

的声明，“美国致力于加强全球盟友和伙伴的

力量，以满足其自身的合法自卫需求，并提高

其与美国军队并肩行动的能力，以应对共同的

安全挑战。”政治军事事务局负责管理大多数

的政府对政府武器转让和美国原产国防设备和

技术的商业出口牌照。

军火销售和国防贸易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工

具，可能对地区安全产生长期影响。美国国防

部表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决定向任何国家

提供军事装备和技术时要考虑到政治、军事、

经济、军备控制和人权状况。	

由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为更多、更快地向

海外出售武器开绿灯，2018	财年美国与盟国签

订了价值	556	亿美元的武器合同，较	2017	年增

长	33%。截至	2019	财年前三季度末，美国对外

武器销售合同已达到	441	亿美元。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世

界上最大的两个武器供应国之间的差距也在扩

大。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美国的

武器出口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比俄罗斯高出

75% ，而在之前四年期间仅高出	12%。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和军事支出

项目主任奥德·弗莱兰特（Aude Fleurant）博

士表示：“美国作为世界领先武器供应商的地

对对

各国在采购外国军事装备和技术时 
必须考虑采购流程的完整性

《论坛》员工

力量力量
购买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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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一步巩固。”他指出，美国的交付通常包

括战斗机、短程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以及

制导弹等先进武器。

虽然中国跻身前五，但根据斯德哥尔摩国

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近年来其武器出口的比

例急剧下降。2004	年至	2008	年，中国武器出

口增长了	195%。2014	年至	2018	年，中国出口

仅增长	2.7%。

2019	年	5	月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陆

军专题讨论会和展览会上发言的美国陆军安全

援助司令部总司令杰弗里·W·德鲁沙尔	

	（Jeffrey W. Drushal）少将表示，外国军事销售	

	（FMS）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美国与其伙伴逐步

合作，为合适的服务类型进行合适的竞价，美

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部执行约95%的美国陆军

外国军售。

这一切可维护流程的完整性，从而使美国成

为如此受欢迎的合作伙伴。

	“从美国采购，直升机出现故障后不会立即

停在机库中。您将获得一个完整的方案，”

德鲁沙尔在研讨会期间表示。“其中包括备

件、出版物、维护培训，包括有关如何使用

您所采购的最终物件的培训。所有这些都打

包到一起，并纳入总体方案，供相应国家考

虑。”

美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部通过一份请求书核

对表，帮助消除外国军售流程的神秘性，帮助

潜在买家丰富关于他们所需设备及其用途的细

节。相关请求必须：

• 确定资金来源。	

• 确定是哪些国内军种（陆军、海军或空军）

提出请求。

• 确定所请求采购设备或服务的类型。

还必须提交关于设备预期用途或所需持续时

间和服务地点的其他详细信息。

德鲁沙尔承认，美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部收

到的第一项反馈是外国军售流程太慢。

	“订约流程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他说

道，“使用美国军售的优势之一是我们订约流

美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部

泰国皇家陆军总
司令阿皮拉特·
孔松邦（Apirat 
Kongsompong）
上将（左）和美国
海军上将、美国印
太司令部司令菲
利普·戴维森于
2019 年 8 月在曼
谷廊曼军事机场向
运送斯特赖克装甲
车的 C-17“环球霸
王”飞机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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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完整性。”他说，伙伴国家经常问是否有

办法加快采购进程。“这需要稍长一点时间，

但最终是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是无争议的，

不会受到腐败影响。”

印度洋地区紧张关系加剧（包括南海紧张关

系加剧和中国日益推动扩大他们在太平洋及其

他地区的影响力）很可能推动美国持续增加对

印太合作伙伴的军售。

据《Military Embedded Systems》杂志报

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购飞机和防空设备

的驱动因素是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以及需要重组

老化的军事装备。”“近东和南亚普遍需要更

先进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对美国制造的装备有

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

市场研究公司	Frost & Sullivan	预测，2015	年

至	2021	年期间美国国防部的外国军售市场将

以大约	3.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需求和交付

最多的物品是地面防空武器、战斗机、培训服

务和战术车辆。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美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

部针对每个盟国指定了一名国家项目经理。清

单步骤完成后，便可以满足技术转让的具体行

动要求。美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部的代表通过

语言、程序和培训需求（德鲁沙尔称之为可操

作性模块）工作。	

德鲁谢尔知道，地缘政治环境将激发更多的

军购请求，他的团队随时准备继续帮助伙伴国

家加强新能力。“对美国国防产品的需求不会

下降，”德鲁谢尔在太平洋陆军专题研讨会和

展会上表示。“它只会升高。”o

 “从美国采购，直升机出现故障后不会立即停在机库中。 
您将获得一个完整的方案。”

– 杰弗里·W·德鲁沙尔少将

泰国皇家陆军总司
令阿皮拉特·孔松
邦在一辆斯特赖克
装甲车运达后进行
查看。

美国陆军安全援助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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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网络
知识

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日常行动的一部分， 
为此军事和安全部门整合各项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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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WeAreSocial.com 网站的 2019 年数

字报告显示，全球近乎一半的人口每

天都在使用社交媒体——该网站是

一个追踪全球使用情况的全球性社

交媒体机构。虽然维持个人联系仍

然是社交媒体使用的首要原因，但正如市场研究公司

GlobalWebIndex 2018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五年

间电子商务和研究等其他领域的使用也已显著增长。

GlobalWebIndex 的洞察分析师奥利维亚·瓦伦丁	

 （Olivia Valentine）表示：“如今正在发生渐进的过

渡，个人分享将成为一种配菜，而非主菜。现在吸引

消费者的是原本在社会媒体之外发生的具有目的性的

活动。”

2012 年以色列与哈马斯之战蔓延到 Twitter 上之

后，军事和安全部门开始采用社交媒体作为行动工

具。互联网平台已成为另一个战场，正如《点赞战

争：社交媒体的武器化》（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P.W. Singer 和 Emerson T. Brooking 著）

这本书中所述。

 “通过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互联网将改变战争和政

治，正如战争和政治将改变互联网那样，”LikeWar 网

站指出。“恐怖分子直播他们的袭击行动，‘Twitter 战

争’会造成真实世界的伤亡，病毒性的错误信息不仅会

改变战争的结果，也会改变国家的命运。其结果是，

战争、科技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变成为一种

在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开打的新型战场。”

社交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共事务办公室负责的

领域。但分享或收集信息的需求已扩大到其他行动领

域，包括信息行动、情报以及灾害和危机管理。随着

信息的行动化（甚至是武器化)，清理数据进行公开

发布的能力已超越公共事务领域。

虽然存在与使用社交媒体作为主要传播平台相关

的合理担忧和风险，但它为各组织提供的优势大于这

些担忧。社交媒体并不是一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

的现象。因此，如果使用得当，它可成为一种力量倍

增工具。

最大的风险来自缺乏规划 
随着信息的行动化（特别是在灾害管理或反恐领域），

清理信息以便及时公开发布的授权程序可能会让人手

不足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不堪重负。大多数公共事务办

公室没有足够工作人员来跟踪、维护和分析多个社交

媒体渠道的信息以支持这些额外的职能领域。	

2018 年 11 月举行的关于军事和国防部门社交媒体的

会议上，一位美国陆军数字通信专家这样说道，“没有

枪，你不会派士兵上战场。”他解释了给从事社交媒体

帐号工作的士兵提供培训的重要性。

男子在缅甸仰光一家茶饮店使用智能手机。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玛丽·马尔科维诺维奇（MARY MARKOVINOVIC）/亚太安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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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规划和培训对于满足对社交媒体上的存在

日益增长的需求至关重要。在计划为军事或安全项目

实施社交媒体和其他应用时，必须确定：

• 你的目标是什么？

• 受众对信息质量和传递方法的期望怎样？

• 你将如何克服资源的限制，去实现这些目标

和期望？

• 你将如何与受众互动？

• 你将如何克服语言障碍？

• 你将安排谁负责管理该项目？你计划提供哪

些培训？

• 你需要制定哪些政策和流程？你将如何制定

有效率的流程，以便及时批准发布信息？

• 你如何保持帐号安全，以降低黑客风险？

• 你将如何衡量和跟踪项目的有效性？

灵活性是 
Facebook	继续在全球社交网络格局中占主导地位，

他们在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等地势头仍然强劲。但许

多年轻人（特别是在美国）已不再使用Facebook，

他们更喜欢 Instagram 和 Snapchat。许多人也不再

使用谷歌，并用 YouTube 作为主要搜索引擎。这表

明，在虚拟世界中制作高质量视频与书面文本一样

重要。

这些平台在中国受到限制——在那里，腾讯是继

续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随之而

来的是，政府对其使用的审批和追踪。由于某些人

群的信息消费方式受到限制，因此不仅要了解预期

受众，还要了解他们实际生活和虚拟生活的地方。

让你的信息被听到 
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找到如何利用信息流盈利的方

法。因此，只是在 Facebook 页面上发一个简单帖子

可能几乎或完全没有影响。即使人们是网页订阅者，

这些帖子也不会自动出现在他们的新闻提要中。要使

帖子达到预期的覆盖面，信息传播者必须加强互动。

这意味着要有人专门回应每条评论，并提出问题来开

始对话。

另一种办法是支付推广费用。在社交媒体上支付

菲律宾军队士兵参加关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辨别假
消息的讲座。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49IPD FORUMFORUM

信息推广费用的概念因国家而异。美国仅允许招聘服

务机构支付社交媒体推广费用。其结果是，许多军事

公共事务办公室的社交媒体平台互动率下降，迫使他

们把重点放在有机互动上。

社交媒体与灾害管理 
许多政府正在开发应用去帮助更好地协调救灾期间的

信息。部分应用是在联邦政府级别运行。在一些大的

地理区域，许多应用是在城市一级运行。

例如，2014 年，菲律宾政府与总部设在菲律宾

的在线新闻网站 Rappler 合作开发了一款应用，

用于共享被称为“Batingaw”的信息。此后出现了

许多其他支持特定地区（如马尼拉大都会）的应

用。

不良信息的分享是社交媒体上一种风险，但风

险更高的往往是缺乏分享，导致受众的期望无法

满足。

受众的期望往往与政府审批程序的时间安排不

相符。2018 年夏威夷导弹误报事件期间，夏威夷应

急管理局（HEMA）通过电视和移动电话警报发布

了即将发生袭击事件的信息。15 分钟后，情况确认

为误报，并获得批准才发布明确的信息。最初消息

发布 17 分钟后，夏威夷应急管理局在 Twitter 上发

布更正，45 分钟后在播发错误消息的相同渠道上发

布。据大多数新闻媒体报道，当局过了 38 分钟才发

表正式声明。	

正常工作环境中，半个小时似乎已经属于快速反

应，但在危机局势中，这种速度可能缓慢到令人费

解。虽然人们对误报感到愤怒，但他们认为政府过了

太长时间才分享更正信息（甚至是关于如何自保的有

用信息），这令他们更加愤怒。

非政府组织（NGO）也在开展信息共享业务，特

别是在人们不信任政府公布信息的情况下。虽然让非

政府组织协助这一进程是有益的，特别是在人力有

限的情况下，但也意味着将把分享信息的责任交给

第三方。

未来…… 
WeAreSocial.com 的《2028 年社交媒体》报告指出，

社交媒体的使用将不断演变。WhatsApp 和 Snapchat

等通讯平台将继续扩大其覆盖面。虚拟现实和增强现

实将继续改变用户体验。有些人认为，Facebook 将

压倒所有其他平台，成为一个超级平台，而另一些人

则预计随着社交媒体充分融入基本的工作和家庭应

用，整个联网体验将改变。

关于隐私问题，关于政府和公司控制问题的辩论

仍在进行。有些人为了方便愿意牺牲隐私。尽管如

此，问题仍然是对各国政府接管社交媒体并利用其跟

踪公民的担忧。

社交媒体控制方面，通常有三种不同理念。美国

的理念倾向于支持企业利益。欧盟的政策是保护个人

隐私高于公司利润。中国的理念是支持政府对社交媒

体的全面控制。

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某种特定的社交媒体政策成

为全球规范。无论是制定统一的政策还是采取多种办

法，但有一点仍然很清楚，即军事和安全部门应注

意：社交媒体的使用不太可能消失。o

中国的即时通讯平台——微信受到政府监控。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关于隐私问题，关于政府和公司控制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有些人为了方

便愿意牺牲隐私。尽管如此，问题仍然是对各国政府接管社交媒体并利用其

跟踪公民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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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员工

国共产党正在成为社交媒体反讽大师。在国

内，中共禁止本国公民使用	Facebook，借

此阻止外部影响。在国外，中共很擅长利

用	Facebook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宣传。国内外两种做法似

乎都有助于这个专制政权控制境外有关该政党的叙述。

	《经济学人》杂志	2019	年	4	月的一篇分析文章指

出，尽管根据法律中国公民只能使用微信或微博等

Facebook	竞争对手的服务，但中共却拥	有	Facebook	关

注人数全球排名前四的媒体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

是由中国官方运营的新闻机构——按关注人数排名，他

们是	Facebook	上全球顶级新闻网站。只有一家非中国运

营的媒体挤入前五——英国广播公司（BBC），他们在

Facebook	的关注人数排名第五。据该杂志报道，排名第

六的《环球时报》也是由中国运营。

为了在中国封锁	Facebook，中共采用了广泛的网

络过滤系统，被称为“中国防火长城”。这个系统还

封锁了	Twitter、YouTube、人权网站和各种其他网

站。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还聘请了	200	多万名网

络警察来负责审查“敏感”材料。

但据专家估计，中国约有	300	万人（不到全国人口

的	0.2%）仍可通过翻墙工具访问	Facebook。中国政府

控制的微信最初是腾讯公司的即时通讯应用，现已发展

成为一个自身的生态系统，是中国领先的社交媒体平

中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双标的	Facebook	政策双标的	Facebook	政策

双重
保障

《论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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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据总部设在中国、专门报道中国科技新闻的动点科

技公司指出，截至	2018	年	3	月，腾讯已在全球拥有	10	多

亿月活用户。专家估计，其中	9	亿多用户在中国境内。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	Facebook	影响到全世界近

3	亿人。据《经济学人》报道，中国环球电视网是中共

的顶级网站，它吸引了	7700	万的关注人数。据该杂志

报道，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许多发展中国家，多

达	30%的	Facebook	用户关注至少一个由中国运营的新

闻网站。例如，至少	8%的非洲	Facebook	用户关注由中

共运营的新闻页面。

2018	年，中共运营的新闻页面在	Facebook	上吸引到

3.7	亿点赞、分享或评论。这是俄罗斯水军在美国大选

期间创造的四千万次年度互动的九倍以上（该数据出自

牛津互联网学院）。

显然，中国的	Facebook	数字增长得几乎太快。这种不太

可能的增长率导致	Facebook	怀疑其中存在违规行为并开始

调查。法庭文件显示，2019	年	3	月	Facebook	起诉四家中国

公司出售虚假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帐户、点赞和粉丝。

原告方称，这些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打包

出售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以及	Twitter、Snapchat、	

YouTube、LinkedIn	和	Google Voice	等其他平台

的虚假帐号。美国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在线出版

物	TechCrunch	指出，他们还通过广告宣传“旨在增加

点赞、评论、好友及其他活动”的服务。据科技新闻网

站	The Verge	报道，这些公司还使用虚假营销材料。

相关投诉称，2018	年	1	月至	9	月期间，Facebook	和

Instagram	禁用了	21	亿个假账号，但这可能仅仅是开

始。Facebook	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提起诉讼

强调这种欺诈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并且我们将采取强有

力的行动来保护平台的完整性。”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9	年	8	月，Facebook	和

Twitter	表示，“源自中国的帐号以协调一致的

方式放大了将香港抗议者描绘成暴力和极端分子

的信息和图像。”例如，一个中国关联帐号发布

的	Facebook	帖子将抗议者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等同

起来。

Twitter	删除了	936	个帐号，Facebook	删除了	7	个页

面、3	个	Facebook	群组和5个帐号——它们均参与了中

国针对香港示威者发起的虚假信息运动。

	“这些帐号蓄意并有针对性地试图在香港制造政治

分歧，包括破坏当地抗议运动的合法性及其政治立

场，”Twitter	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我们所做的大量调

查，有可靠证据表明这是由政府支持的协调行动。”

中共通过互联网影响外国人口的运动并不仅限于社

交媒体网站上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开放技术基金	（Open 

Technology Fund）研究员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的审查和监视技术

已出口到	100	多个国家，使中共关于政府严密控制互联

网的愿景得以扩散和正常化。	

但中共还以其他平台为目标。例如，根据美国新闻

网站	BuzzFeed News 2019	年	3	月的一篇报道，中国水军

也给	Reddit（美国社会新闻聚合、网络内容评级和讨论

网站）制造了类似的问题。Reddit	在超过	215	个国家拥

有	3.3	亿用户。

中国政府支持的用户在	Reddit	上开展宣传并压制

反中共信息。版主和用户发现“来自新创建帐户的

帖子在增加，这些帐户对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都投

反对票，形成推动亲共观点的话题标签，或攻击任

何批评中国的人。据	BuzzFeed News	网站称，关于

天安门广场、华为或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邪教的宗教

团体——法轮功等的话题标签很快就会被亲中帐号

占领。”

亲中帐号的增加是迄今为止“最活跃、最激进的”

行动。一位	Reddit	版主向	BuzzFeed	表示，“亲共宣传

很大程度上让俄罗斯的行动黯然失色。”

这位版主表示，中共活动不仅仅是投票反对关于中

国的消极话题。“他们通过协调行动或机器人投票支持

推动传播亲中共叙事方式或赞扬习近平政绩（如一带一

路倡议）的评论和文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新闻自由和开放的互联

网正被敌人利用来颠覆民主。”  o

2018	年，中共运营的新闻页面2018	年，中共运营的新闻页面

在	Facebook	上吸引到	3.7	亿点在	Facebook	上吸引到	3.7	亿点

赞、分享或评论。这是俄罗斯水赞、分享或评论。这是俄罗斯水

军在美国大选期间创造的四千万军在美国大选期间创造的四千万

次年度互动的九倍以上。次年度互动的九倍以上。



印尼新机构负责人分享他关于打击海盗、	印尼新机构负责人分享他关于打击海盗、	
非法捕鱼和其他威胁稳定的因素的看法非法捕鱼和其他威胁稳定的因素的看法

《论坛》员工

海事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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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海军副参

谋长、海军

中将艾哈迈

德·陶菲克罗

奇曼（Achmad 

Taufiqoerrochman）自	2018	年	10	月起

一直担任印尼海事安全局（BAKAMLA）

局长。

1985	年从印尼海军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委任为作

战军官，在水面舰艇上服役，专门从事反潜艇作战。他

曾担任多艘舰艇、护卫舰中队和舰队训练司令部的指挥

官。舰艇和岸上任职期间的表现加快了他的职业发展速

度。他曾担任海上作战行动组指挥官和舰队司令。2011

年在索马里海盗劫持	M/V Sinar Kudus	货船后，他率领

印尼红白（Merah Putih）特遣队执行解救船上印尼船员

的任务。

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Duta Samudra Task Force）

与该地区其他成熟的特遣队（特别是第	151	联合特遣

队）合作，并得到印尼海军和陆军特种部队支持。陶菲

克罗奇曼	2011	年晋升将级军衔，其后于	2014	年成为印

尼海军学院（Indonesian Naval Academy）副校长，并于

2015	年被任命为西部舰队（Western Fleet）总司令。他

在任期内设立了西部舰队快速反应机制，帮助消除马六

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武装抢劫和海盗行为，直至六个

月内没有发生任何相关事件。

印尼海事安全局在陶菲克罗奇曼

的领导下致力于成为一个得到国家

和国际海事界信任的专业海事安全

机构。该机构力求建立一个具有强大

特质的独立、自主的印尼。该机构成立

于	2014	年，不隶属于印尼国民军，但其

最高领导人由总统从印尼海军中选出。	

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任务是维护印尼领海和管辖水域的

安全，并代表印尼这个群岛国家；使印尼海事安全局成

为世界海事支柱的保护者，从而加强对印尼作为海洋国

家的认同；使印尼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以保护其国家

利益。

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主要作用是在印尼水域和管辖范

围内开展海上安保巡逻，以确保海事安全并防止出现安

全问题（包括非法捕鱼和毒品走私）。印尼海事安全

局有	1000	多人员，36	艘海上级船只（从小船到	110	米

长的船只）以及三个区域基地：巴塔姆的西部基地、马

纳多的中部基地和安邦的东部基地，其中包括印尼全境

的	15	个监测站。

印尼海事安全局直接向印尼总统报告工作，隶属政

治、法律和安全事务协调部（Coordinating Ministry for 

Political, Legal and Security Affairs），并与隶属于交通

部的印尼海上和海岸警卫队相互独立。印尼海事安全局

是印尼根除非法捕鱼特遣队的利益攸关方，该特遣队根

据总统命令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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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在许多重要岗位上的经验使您成为印尼

海事安全局局长。请向《论坛》详细介绍一下印尼

海事安全局的使命以及您是如何改造该机构的。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2018	年接到（印尼）总统关于担

任印尼海事安全局指挥官的电话时，当时我在罗德岛参

加研讨会（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第	23	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

会）。回国后，我会见了总统的工作人员并告诉他们，

也许他们选了错误的人来领导印尼海事安全局，因为我

在海军服役	34	年，一直是在战斗部队工作。思维方式很

难从战斗转变为执法——从毁灭到到保护。我的想法和

思考方式很难改变。但总统说你必须领导印尼海事安全

局并使这个组织变得更好，所以我服从他的命令来到印

尼海事安全局。

所以，我们先是学习……	印尼海事安全局到底怎

样？因为我们从没有考虑过关于印尼海事安全局。我们

发现总统下令组建印尼海事安全局是要承担海岸警卫

队职能。此外，还要为整个印尼海事安全局开发一处

培训设施和一个培训项目。我们需要定义什么是海岸

警卫队？我意识到，美国海岸警卫队（USCG）存在已

有	200	多年，经验最为丰富。

当我打开美国海岸警卫队手册第一页时，我发现它

非常有趣，因为它说自己是美国七个军警机构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军警机构？我意识到，这是

法律和当局执法的唯一义务。我改变了印尼海事安全

局原来长袖蜡染和游猎服款式的制服，以明确印尼海

事安全局作为海岸警卫队的身份。第一步是通过更换

新制服来改变人民的看法。现在我们有一套夏季制服

和一套作战制服。

了解到设立这个机构的法律后，我们意识到需要确定

它的使命。印尼海事安全局的使命是开展巡逻，通过海

上拦截行动确保海洋安全，并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发挥协

同作用，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实施海上安保。我们将开展

巡逻、规划和组织。我们的使命和能力是互相联系的，

因此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必须明确优先次序。我们必

须首先制定一个行动方案（CONOP）。为了组建基础

舰队，我们需要77艘舰艇、29	架直升机、6架海上巡逻

机、一些基地，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有指挥中心。我们意

识到预算相当有限，所以必须确定优先次序，所以首先

建立了指挥中心。由于我们有许多利益相关者，简单的

理念是制定法规和法律。我们认识到，不能仅仅利用统

一指挥来开展行动，但我们可以开展统一的努力，从而

使海事安全局能够提供最可靠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第一个海岸警卫站的选址。

我们会在指挥中心安排两个站点，因为它需要在一个

战略性位置。比如，印尼拥有全球有九个要塞点当中

的四个。我们还有四条辅助线路可以保障安全，之后

还有其他战略要点，于是我们总共设立	21 个海岸警卫

站。

我们海岸线很长，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设立海岸警卫

站，这样会代价高昂。所以必须建立流动海岸警卫站，

如此当优先次序出现调整时，警卫站便可动态地向某个

部门移动。我们可将设备转移到某些领域，同时忽略另

外一些领域。首先是发现和制止非法活动的监控能力。

当然，还有执法行动和协助他们实施海上拦截行动。这

些是我今后的优先事项。

 《论坛》：您对接的组织和机构主要有哪些？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首先是海军。他们已经拥有装

备，已经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开展行动。我们正在与

海军密切合作。还有，执法部门方面，我们正在与警

方密切合作，然后我们与印尼共和国国家禁毒局	

	（BNN）、海关、运输部、渔业和其他方面结成了伙伴

关系。但主要是海军和警方。印尼海事安全局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是要在目前根据多项条例和法律开展海上

执法行动的不同机构之间形成协同作用。为了改善这

种状况，印尼海事安全局已向印尼议会提议批准《海

事安全法案》，这将加强海事安全局在协调不同机构

方面的作用。

 《论坛》：能否更多地介绍一下关于印尼海事安全

局的各项合作？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印尼海事安全局正在支持东

南亚的合作，方法是通过关于海事问题、信息和情

报交流的培训、讲习班和研讨会，改进现有的联合

活动和能力建设工作，以改善海事安全。今后我们

将加强与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其中包括能力建

设、培训、教育、信息和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区

域和多国级别的合作是我们需要予以改进的其他合

作领域，方式可以是通过开展关于南海问题等全球

关注焦点的海岸警卫队专题讨论会。我们认识到，

所有人都面临对海事安全全球性威胁的影响。我们

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寻找解

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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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您正在与哪些国际组织协调开

展能力建设？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我们认识到，美国海

岸警卫队是最有经验的，但他们有不同的特

征，面临不同的挑战。从群岛国家的角度来

看，美国与印尼截然不同。我们向希腊等其他

国家的海岸警卫队学习。他们与印尼有着相似

之处，希腊有	9000 个岛屿，我认为是欧洲岛

屿最多的国家。我们也向菲律宾、韩国和日本

学习。他们都有很多岛屿，其海岸警卫队职能

的复杂性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帮助。我们可以

相互学习。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印尼的战略地位

和地理分布情况。我们有四个要塞点，还有

海上交通线（SLOC）。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UNCLOS）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好

准备保卫海上安全通行，这让复杂性的程度加

大。其次是世界战略环境的灵活性。这一挑战

要求印尼必须做好准备去影响地区内一些大国

以及与其互动。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我

们与许多国家有着很长的边界，其中一些仍存

在争议。这会带来国家间产生摩擦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与地区内海岸警卫队指挥官

同僚进行交谈，以避免海上的误判。或许这样

我们便能够开始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比如，

最近在	2019 年7月，我们发现了来自越南的六

艘渔船，在他们进入争议地区时我们派出两艘

海岸警卫队船只护送。我下令拦截他们，阻止

他们进入印尼领海。然后，由于他们是在争议

区域捕鱼，我们建议他们改为尝试到无争议区

域。我们联系了越南海岸警卫队，并在海上与

他们会面。他们同意，并将船只从该区域往北

撤。我认为可以找到防止紧张局势加剧的好方

法。我们意识到，由于他们是传统渔船，可能

没有地图或全球定位系统，他们进入印尼水域

时也不知道正确的位置。

 《论坛》：除了在海上会面之外，您是否

还会参加国际或地区会议，讨论如何避

免这些对抗？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我们还有一个名

为“亚洲海岸警卫队机构负责人会议”

一名印尼海事安全局
登船小组成员在新加
坡海峡举行的联合训
练演习中登上美国海
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
巡逻舰。
列维·里德上士/美国海岸警卫队



56 IPD FORUMFORUM



57IPD FORUMFORUM

（HACGAM）的组织去讨论这些问题，讨论如何开展

合作。此外，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开展联合演习。

最近，海事安全局首次向印度派出一艘舰艇参加联合

规划演习。并且	8	月，韩国海岸警卫队，还有美国

海岸警卫队派出一艘舰艇（斯特拉顿号巡逻舰）在雅

加达参加印尼“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CARAT）演

习。我们还与澳大利亚边防部队开展协调巡逻。我们

派出了一艘船，他们也派出了一艘船。2019 年	10	月，

双方将进行更多的工作人员协调，不仅仅是巡逻协

调，还进行了访问。

 《论坛》：那么目前你们与哪些国家合作开展边境

巡逻行动？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我们只与澳大利亚开展正

式的边境巡逻，但也与越南海岸警卫队合作开展非

正式巡逻，以便双方能够在海上会面，避免敌对行

动。我们邀请他们登上我方船只，这样双方指挥官

便可以会面，讨论并解决问题。我认为这是开展行

动的最佳方式。		

 《论坛》：您认为印尼海事安全局负责处理的印尼

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是什么？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当务之急是确保海上交通线安

全，然后是保障《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群岛海上航线

义务。此外，我们认为在我方管辖范围内海域建立良

好秩序也是一个优先事项。最后，我们可以继续维护

国家主权，特别是在海上。非法、无管制和未报告的

捕捞活动（IUU）方面，我们支持	115 特遣队的工作，

该特遣队根据总统授权由渔业部领导。我们支持他们

协同我们的工作。此外，我还与他们分享在海军担任

战斗和舰队指挥官期间获得的经验。比如，当这个特

遣队启动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展行动……而我有

这方面的能力。

 《论坛》：能否谈谈南海问题、行为准则以及所有

国家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在南海，我们与越南、马来西

亚、菲律宾和文莱接壤。我们必须停止违反《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行动，九段线便是这样的行动。这对

我们的经济区非常重要。我们继续坚持遵守《联合国

画面左侧的印尼海事安全局“KN Tan Jung Data”号舰艇在
新加坡海峡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一同航行。
列维·里德上士/美国海岸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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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公约》。有时我们在那里会出现紧张关系。回到

我担任指挥官的经历，我们在南海开展拦截行动是因为

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其中一些活动让我逮到

了，有些甚至是中国海警的行动。他们说：“这里是中

国的渔场。”所以我便说，“我不认可传统渔场。《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只有传统捕鱼权利，没有传统渔

场。关于渔场权利方面，各国之间有正式协定。”至于

印尼和马来西亚……自古以来，马来西亚许多渔民都是

在印尼海域捕鱼——所以不是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签署协议后他们仍在那里捕鱼。我们不承认传统渔

场。我们继续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此我们仍

在该地区开展执法工作，实施拦截。

 《论坛》：为什么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美国的合

作很重要？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回想一下我担任索马里战斗小

组指挥官的经历……当一艘商船被索马里海盗劫持时，

我是一个战斗小组的指挥官。总统决定派遣一个工作

组。经过讨论，他选择了我领导这个工作组，这是因为

我在	2004 年的经验。（我记得当时的美国太平洋司令

部司令是托马斯·法戈。根据法戈的准则，美国向该地

区派兵，以影响当地的海上交通线）。作为指挥官，我

请求海军总司令准许我前往马六甲海峡就行动提供建

议。因为在 2004 年，劫持事件是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大

问题。2004 年之前，他们在解救船上人质方面没有取得

很大的成功——解救飞机人质方面，成功率确实低。但

在解救船上人质方面，从来没有成功过。作为指挥官，

我发现了这一点，并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在傍晚 5

点听到这个情况，他们确定了位置。五小时后，我们制

定好了计划。晚上 11 点，我们联系特种部队开展解救

行动。但当时，他们还没有动用特种部队。我们的人员

要撤退还是行动，由我决定。当时我冒了个险，利用我

的团队开展行动。我有两支 7 人的团队，共 14 人。我们

面对 5 名劫持者和 36 名人质。我们了解、追踪、分析

局势，并在凌晨 1 点有一个很好的时刻可以发动攻击。

我们进行了非常近距离的战斗。我们从来没有准备去应

对这种情况，所以装备方面，使用了 AK-47。你可以想

象，在相距 1.5 米处使用一把 7.62 口径的 AK-47，所以

你可以想象，被击中后，那家伙的头都爆了。我们除

掉了所有五名劫持者，行动取得了 100%的成功，原因

有四个：首先，我们安全解救了 36 名人质，没有人受

伤；其次，所有劫持者都被消灭了；第三，我们船上没

有损失任何设备；最后，我们安全地夺回了这艘船，交

火中没有军人伤亡。海军总司令叫我立即前往雅加达。

我去了雅加达，所有的军官都在那里，总司令让我简要

介绍行动的结果。首先考虑的是法戈将军的准则——取

得成功，便予以强化。如果失败，便重新设计。我做了

介绍，海军总司令说，“你疯了。”我说，“是的，首

长，如果不是疯了，我便不会赢。”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经验，总统在 2011 年派我领

导战斗小组前往索马里。我曾经写过如何针对索马里海

盗开展营救行动。（我接到总统从他家打来的电话。我

从总统办公室得知，武装部队提交了 11 份一星将军的简

历去挑选这个特遣队的领导者。总统办公室要求提供其

他建议人选，他们便说有一个疯狂的船长担任某舰队训练

指挥官。我被叫到总统家中。他们做了简短的汇报	

	（只有半小时）后，我收到一项简单的任务：明天出发去

索马里。当时我意识到，我们没有任何关于索马里的应

急计划，也没有任何关于局势的可靠信息。我打电话给

一些同事，比如我在美国第 7 舰队认识的美国海豹突击

队指挥官，以获取更多信息。我们试图根据日落时分出

发前收集到的信息制定计划，随后在晚上出发前往索马

里——我们手中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在途中，我们试图

制定计划并意识到，当我们到达索马里盆地地区时，除

了第 151 特遣队外，那里还有许多部队，包括第 550 特

遣队和第 552 特遣队，还有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其他独

立部署人员。我到达时唯一的问题是：护卫舰有什么打

算，我们为此获得了哪些授权？我说我的国家给了我

一个任务。当时第 151 特遣队的指挥官是新加坡海军的

Harris Chan，他来到我的船上。我们获得了很多信息，

并因此改变了计划。在得到该地区所有当局的许可和支

印尼海事安全局船只在印尼水域巡逻。
印尼海事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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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后，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便可以顺利

地完成任务。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我们所有

人都面临着与海事安全有关的同样的威胁

和问题。这些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

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强地区各国

之间的合作，当我们亲自认识其他国家的

同僚时，这种合作会更加顺利。	

 《论坛》：您从指挥杜塔·萨穆德拉特

遣队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其他见解吗？

陶菲克罗奇曼中将： 在得到印尼共和

国总统的授权之后，我的第一个行动是

使我本人和特遣队做好准备，以便开展

截至当时为止印尼海军从未进行过的远

距离行动。一项重要的挑战是，当时印

尼海军没有在远离印尼管辖范围的地方

开展人质救援行动所需的准则去解救被

索马里海盗劫持为人质的	Sinar Kudus	号

船员。有鉴于此，我在前往行动区途中

利用时间，通过认真研究和训练我所指

挥的部队来做好准备。我还继续与其他

机构协调，以确保成功开展人质救援行

动。进入行动区后，我运用了自己整个

海军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经验，并运用了

针对杜塔·萨穆德拉特遣队所有人员进

行的训练。在这一领域与多国特遣队进

行的协调对协助行动非常有价值。在万

能的上帝的指导和保护下，攻击海盗和

救援	Sinar Kudus	号船员的行动没有造成

伤亡——除了被消灭的海盗外。o

画面左侧的印尼海事安全
局“KN Tan Jung Data”号
舰长尼奥托·萨普顿 
 （Nyoto Saptona）上尉拜
访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
顿号巡逻舰舰长鲍勃·利
特尔（Bob Little）上尉。
当时两艘舰艇都停靠在印
尼的巴塔姆。 
列维·里德上士/美国海岸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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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

英国和美国等	19	个国家的科学

家于	2019	年	9	月开始了耗资	1.58

亿美元的远征，在全球环境最恶

劣的地区开展合作。德国破冰船	RV Polarstern号	

	（附图）满载科学设备，离开挪威北部的特罗姆苏

埃港，与一艘俄罗斯船只一道在北极寻找适当的

大型浮冰，在那里设立一个基地。

随着白昼的缩短和大海的冻结，北极星将慢慢向

北极移动，由数十名科学家组成的轮班团队各投入

两个月时间在冰面上开展研究。

海冰物理学家斯蒂芬妮·昂特（Stefanie Arndt）

说，黑夜将是最大的挑战。“每个人都担心寒冷，

但看不到任何东西和知道外面有北极熊在心理方面

的影响不应被低估，”她说。

为了准备好应对这种情形，在北极气候研究多学

科漂流观测站（MOSAiC）工作的科学家参加了射

击培训。

昂特将于	2020	年	2	月中旬加入这项任务，她说漂

流观测站的优势是研究人员可观察北极在整个季节

周期的变化情况。“最有趣的是从冬季到春季的过

渡，”她说道，当时冰层通常太厚，船舶无法抵达

北极中部。

记录雪密度、大小和类型的变化将有助于科学

家更好地了解能量流动情况。来自光的能量会影

响藻类的生长和海洋温度，而海洋温度又会影响

水面下海冰融化的程度。了解这种复杂的过程对

于科学家用于预测天气和气候的计算机模型至关

重要。

美联社

	 科学家们在冰面上		 科学家们在冰面上	

研究极地循环

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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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共广播公司NHK报道，日本

将建立一支配备自动化武器的特

别警察部队，以加强东海多个岛

屿及其他偏远岛屿的防御。日本

和中国长期以来对这些东海岛屿

的所有权存在争议。 

这个警察部队将设在争议荒岛

以东 420 公里处由日本控制的冲

绳岛南部。这些岛屿在日本被称

为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 

NHK 指出：“假设场景包括武

装团体非法登陆在内，将部署配

备冲锋枪的训练有素的人员。” 

NHK 表示，日本军方和海岸

警卫队在争议岛屿周围加强了态

势，但这将是警方第一次在该地

区建立部队来帮助保卫他们。 

日本警察厅在一项年度预算要

求中要求向冲绳和另一个南方县

份——福冈增派 159 名警官，以提

升他们应对偏远岛屿局势的能力。 

日中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该

岛屿争端的影响。 

路透社

设立警察部队，	

保卫保卫		岛屿岛屿

中
国顶级科技中心——杭州市计划指派

政府官员与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

巴在内的	100	家私营公司对接。此举让

人们对中国政府日益扩大的角色提出

关切。

这一做法突出了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当局如何更深入地

进入私营部门。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在的杭州市市政府在其

网站上表示，当地政府将委派官员与该东部省份浙江的

100	家公司对接。

这些指令作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一种手段推出，未列

出	100	家受到该政策约束的公司，但国家媒体报道说，

阿里巴巴和汽车制造商——浙江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将受到影响。阿里巴巴表示，该计划不会干涉其经营。

	“我们认为这一举措……旨在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以

支持杭州的企业。政府代表将充当连接私营部门的桥梁，

不会干涉公司运营，”阿里巴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法律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包括外国实体在内的私营

公司建立正式的党组织。

这些党组织曾被视为主要是象征性的。但外国高管表

示，近年来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让党代表更多地

参与商业经营。

路透社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中国政府

渗透
顶级企业

中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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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杀手 
2019 年 7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地运用了一种被
称为轻型海上防空综合系统（LMADIS）的新型定
向能武器，击落了一驾伊朗的无人驾驶飞行器。该
飞行器距离美国海军一艘突击舰仅 1000 米，但未听
从警告。据媒体报道，该系统的设计是发射无线电
信号以扰乱无人机与其主基地之间的通信，但在这
一应用过程中，它会烧毁无人机的电路。

 “这与可通过商业渠道购买的无人机杀手（Drone 
Zapper）并无多大区别，”前海军行动长官特别助
理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e）对《连线》	
 （Wired）杂志表示。“它只是功率更高，工作的频
率范围更广。你可以在小频率范围内拥有很大的功
率，也可以在大频率范围内拥很小的功率。”
轻型海上防空综合系统包含两辆被称为“MRZR”

的特制“北极星”（Polaris）全地形车辆。第一辆
作为指挥部，第二辆配备传感器和信号干扰器。操
作人员可解读由 MRZR 收集的传感器数据，然后
决定爆破无线电频率以断开无人机与其基地之间的
通信。	
美国军队正在测试其他可干扰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的电子战系统。例如，美国空军在 2019 年 6 月测试了
他们的战术性高功率微波行动响应器（THOR），它
最终将能够通过一次爆炸击落一群无人机。
海军陆战队经过战斗验证的 LMADIS 系统已经提

供了优于之前各种能力的优势。克拉克表示，这种
无线电武器比大炮便宜，不需要像激光武器那样精
确的瞄准或光学瞄准。

人工智能战士
人工智能（AI）在模拟狗斗中胜过了国际象棋大
师、军事策划人员，甚至是人类飞行员。	

2019 年 8 月，伦敦国王学院的肯尼斯·佩恩	
 （Kenneth Payne）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表示：“在
模拟空对空战斗中，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胜过经验丰富
的军事飞行员。”

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希望通
过训练战士以信任他人的方式信任计算机，将驾驶
舱内的人工智能提升到较高水平。美国国防高级研
究计划局希望通过其空战演变（ACE）计划促使美
国飞行员信任人工智能可以执行日益复杂的战斗机
飞行任务。根据 FedScoop 网站报道，美国空军中
校、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空战演变项目经理丹·贾
沃塞克（Dan Javorsek）在 2019 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
表示，通过《壮志凌云》等电影，“媒体某种程度
上已经把狗斗提升到人类创造力和愿景的顶峰这种
层面，但实际上，狗斗是一个解决起来相当简单的
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认

畅想

未来战场

媒体与科技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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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作性人机狗斗是一个建立信任很好的起点。
贾沃塞克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份新闻稿

中表示：“在我们迈向与无人驾驶系统并肩作战的载人
平台的未来战争形态时，建立对自主系统的信任至关重
要。我们设想了一个未来，那时人工智能将处理视野范
围内狗斗中的分秒操作，使飞行员在将大量无人驾驶系
统整合成一个具有压倒性战斗效果的网络时更安全、更
有效。”
通过这种方式，空战演变将帮助美国军事训练飞

行员成为战斗管理人，并从主要是有人操作的系统转
向可快速开发、部署和升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的

有人驾驶系统和价值没有那么昂贵的无人驾驶系统的
组合。
狗斗虽然在行为上是非线性的，但可在飞行动力学

的极限内提供可测量的目标和结果，使其成为高级战术
自动化的理想选择。与人类飞行员作战训练一样，人工
智能性能的扩展将由自主飞行器的战斗教官飞行员密切
监测，这将有助于战术与这项技术的共同演变。
贾沃塞克表示：“只有在人类飞行员确信人工智能

算法在处理有界限、透明和可预测的行为方面值得信赖
之后，连环互动情景的难度和现实性才会增加。	
《论坛》员工

轻型海上防空综合系统 

道尔顿·斯旺贝克/美国海军陆战队

两架第五代战斗机——美国
空军 F-22 猛禽隐形战斗机在
关岛阿加福古马斯附近的安
德森空军基地附近飞行。

路透社/美国空军/

美国陆军二级军士长凯文·J·格伦沃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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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19	年	8	月下旬宣

布，他们将建立一个全球登记机构负责跟踪人

类基因操作（Genetic Manipulation）研究。世

卫组织委员会还呼吁停止所有生殖系基因组编

辑。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这项技术对双

胞胎女婴进行了基因改造。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对该机构的基因组

编辑监督委员会表示：“新的基

因组编辑技术给患有我们曾经认

为无法治疗的疾病的患者带来巨

大的前景和希望。”

他补充道：“但这些技术的一

些应用也带来了独特且前所未有

的挑战——包括伦理、社会、监

管和技术方面的挑战。”

中国科学家何建奎于	2018

年	11	月宣布，他使用分子剪	

	（Molecular Scissors）改变了中国

南部一对双胞胎女孩的	DNA——表面上是为了防

止她们感染艾滋病毒。

之后他被自己供职的大学解聘，受到警方调

查，并被责令停止工作。

他的宣布引起全球科学家的反弹——他们认为

这种未经测试的程序是不道德的，还可能是危险

的。2018	年	12	月，世卫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负

责调查此事。大约	30	个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禁止生

殖系基因编辑所有临床运用的立法。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在技

术和伦理影响得到恰当考虑之前”，各国不应允

许在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方面开展任何进一步

的工作。

世卫接受由	18	名成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建

议，宣布该登记机构初始阶段的计划将同时包括

生殖系临床试验和体细胞临床试验。

体细胞突变发生在单个体细胞中，不能遗传，

而生殖系突变可传递给后代。法新社

印度于 2019 年 9 月中旬禁止销售电子烟，并对其在年

轻人当中“流行病般的蔓延”提出警告。当时这项禁令

可能是全球防止电子烟带来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的最大

规模举措。

在世界吸烟人数下降之际，这一禁令斩断了电子烟

制造商未来一个巨大的市场。 

印度卫生部表示：“这些新颖的产品具有吸引人的

外观和多种口味。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青年和儿童

中，其使用呈指数级增长并达到了流行病的比例。”

该禁令还包括生产、进口和宣传电子香烟，但不包

括使用电子烟。此时，电子烟在其他国家正面临着日益

严格的监管。

2019 年 9 月，美国宣布了将香味电子烟从商店下架

的计划，并警告称它们的各种甜味已吸引数百万年轻人

陷入尼古丁成瘾。

印度的禁令将通过行政命令实施，违反者将被判处

最高三年的监禁。

印度有 1.06 亿成年吸烟者，仅次于中国，这使得印

度成为电子烟产品生产企业利润丰厚的市场，比如总部

设在美国的 Juul 和 Philip Morris——后者生产加热不燃

烧烟草设备。

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禁令，她

向媒体展示了各种产品，包括一个类似于 USB 闪存盘的

Juul 电子烟装置。

与香烟相比，全球电子烟市场仍然很小，但增长迅

速。据欧睿国际（Euromonitor）报道，2018 年全球

烟草销售额超过 7130 亿美元，而电子烟产品销售额为

157 亿美元。到 2023 年，预计电子烟类别将翻一番以

上，达到 400 亿美元，而香烟预计会略有下降。 路透社

印度禁止电子烟
世卫将设立	
基因研究登记机构基因研究登记机构

健康与医学IPDF

谭德赛总干事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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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在登革热预防和减少工作方面的合作有所增加，但	2019年

全球范围内相关病例数量仍然急剧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数据，东南亚的登革热病例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

一倍多。据美国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外科医生办公室称，孟加拉

国、香港、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东帝汶以及帕劳、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等太平洋岛屿国家也遭遇了大规模爆发。

2020	年驻扎在印太地区的士兵需要保持警惕，保护自己免受这种蚊传疾

病的影响。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外科医生办公室称，无论军事人员是参与战

斗、培训还是人道主义救济行动，他们的健康和任务都可能受到这类病毒

的危害。

美国陆军昆虫科学师公共卫生中心（APHC）指出，“疟疾、登革热、

寨卡病毒、黄热病、西尼罗河热病、利什曼病、瘟疫、擦伤寒、莱姆病和其

他一些蜱传和昆虫传播疾病继续对世界各地的军队构成重大健康威胁”。例

如，2019	年东南亚耐药疟疾病例数量也急剧增加，给印太地区工作人员带来

了新的威胁。

印太司令部外科医生办公室表示，登革热在该地区的重新流行可能是由于

许多因素造成，包括快速城市化、空中旅行增加、卫生条件差、更多地使用

和处置不可生物降解塑料（这些塑料为蚊子创造了新的繁殖场所），并且天

气模式的变化也会让蚊子的数量增加。

印太司令部鼓励士兵依靠美国国防部（DOD）的驱虫系统来安全地减少昆

虫相关疾病的风险和烦恼。美国国防部的这个系统包括用氯菊酯灭虫剂对制

服进行工厂处理或现场处理；正确穿着制服，将袖子卷起来，将裤子塞入靴

子中，将衬衫塞入裤子中；使用待乙妥、吡卡定或	IR3535	驱虫剂处理暴露的

皮肤；以及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引，在经过氯菊酯处理的蚊帐

中睡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荐待乙妥是一种安全且经过仔细研究的

产品，尽管网上流传着未经证实的关于其有害影响的说法。如要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见	https://www.cdc.gov/malaria/toolkit/deet.pdf。

部分昆虫传播疾病的疫苗和预防性药物已获得批准。例如，美国陆军昆虫

科学师公共卫生中心表示，医生可能会给在疟疾传播地区部署或驻扎的军事

人员开抗疟疾药物。关于适当的药物或疫苗，请向医务人员咨询。 《论坛》员工

蚊虫防护
昆虫驱避系统

经过氯菊酯处理的制服

+

+

+

待乙妥或埃卡瑞丁 
涂抹到皮肤上

恰当穿着制服

经过氯菊酯处理的蚊帐
来源：美国国防部



美国航天局正在开发一种从太空预测缅甸疟疾爆

发情况的新技术——东南亚出现新的耐药菌株威

胁到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这一致命疾病的努力。

根据《柳叶刀》医学杂志	2019	年	9	月发表的

一篇报告，全世界到	2050	年在一代人内根除疟疾

的目标是“大胆但可实现的”。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2010

年至	2017	年期间，缅甸的疟疾病例和死亡人数

急剧下降	9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农

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改善和更广泛地使用经过处理

的蚊帐。

但该国疟疾发病率仍高于湄公河地区的邻邦。

东南亚有多种耐药菌株，人们担心这些菌株

会迁移到非洲——全球	90%以上的疟疾病例发生

在非洲。	

科学家塔蒂亚娜·洛博达（Tatiana Loboda）

博士表示，为了应对这一威胁，美国航天局	

	（NASA）将部署先进的太空技术，以应对疟疾

爆发。她将运用其在地理空间和风险建模方面的

专门知识，加上她在预测美国野火爆发方面的背

景，来识别潜在的热点，以便能够提前调动医药

和医务工作者。

马里兰大学教授洛博达表示：“很多人会用一

点空间建模……但其深度和能力与我们在这里所

做的不同。

卫星提供气象数据，包括土地表面温度、大气

水含量和关于土地覆被的信息——包括森林、灌

木丛、居住区或水。然后，将这些数据与对实地

抽样人口进行深入调查的研究人员小组收集的社

会经济数据相结合。

该项目只是到第三个年头，但洛博达的团队已

发现森林砍伐率与这一疾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一个未经证实的理论是，这些地区往往分布着

伐木场、矿场和种植园，接纳的移徙工人或季节

性工人人数过多，带来了新的寄生虫菌株。

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团队将与地方政府和军事科

学家密切合作，分别面向平民和军队收集数据。

法新社

美国航天局率先	
针对缅甸推出疟疾预测技术针对缅甸推出疟疾预测技术

技术创新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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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篇IPDF

协调 
一致

2019 年 8 月 13 日 ，印度脱离英国统治 73 周年纪念日前两天，印度陆军摩托车表演队队员参

加了在阿姆里萨尔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据《经济时报》网站报道，陆军信号队志愿战斗支

援部门——Dare Devils 保持着 24 项世界纪录，其中包括由 304 名骑手和 13 辆自行车组成的最

大人类摩托车金字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摄影：阿迪克·贝瑞（ADEK BERRY）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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