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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介入戰略的新武器：新一代軍用無人機 

 

應紹基 

中山科學研究院顧問 

 

一、緒  言 

中共第十一屆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簡稱「珠海航展」）於 2016

年 11月 1日至 6日在廣東珠海舉辦行，來自 42個國家和地區的 700

多家廠商參展（境外展商約占 45%），展出包括飛機、雷達、飛彈等

在內的 60 多個型號 900 多件現役武器與裝備；中共除殲-20 戰機進

行飛行表演外，展出運-20運輸機、轟-6K戰略轟炸機、殲-10B戰機、

軍用無人機等在內的 18 種飛機，飛彈、戰車、多管火箭系統、雷達

主戰裝備，以及 39 種配套武器等共逾 110 件武器裝備，吸引了世界

各國軍方和媒體的關注和議論。在這些展出武器裝備中，大眾最囑目

與讚揚的是進行飛行展示的 2 架殲-20 戰機，最吸引個人關注的卻是

中共展出的新一代軍用無人機。 

這次珠海航展中共展出彩虹五號、翼龍Ⅱ與雲影等 3型新型軍用

無人機，它們的機體大小與性能已趨近於全球頂級的美軍MQ-9收割

者（Reaper，又譯「死神」）「偵打一體」無人機，並且發展潛力無限，

可能將用為中共的新武器與和裝備，與東風-21D和東風-26反艦彈道

飛彈等武器，相輔相成地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並且中共

的軍用無人機將大幅瓜分美國與以色列霸佔多年的軍用無人機國際

市場。本文將詳細予以說明。 

 

二、中共發展軍用無人機的歷程 

中共研發無人機始自 1960 年代越戰期間。美軍在越南戰場執行

偵察任務與電子戰的 AQM-34 火蜂（Fire bee）無人機，經常侵入中

國大陸領空。1964 年 11 月 15 日共軍殲-6 戰機首開紀錄將 1 架火蜂

無人機擊落，此後常有斬獲。中共將墜地的火蜂殘骸搜集，交由北京

航空航天大學進行仿研而產生了雛型「長虹一號」無人機，於 1972年

11 月 28 日首飛，1980 年定型後正式裝備部隊，軍用型號為「無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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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空多用途無人機，其造形與美軍 AQM-34火蜂無人機相似。 

此後，西安愛生技術集團公司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長虹一號」

為基礎，先後改進而衍生了 ASN 系列多種型號以偵察／觀察功能為

主的軍用和民用無人機。 

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創新地將其RQ-1捕食者（Predator，

或譯「掠奪者」）偵察無人機的機翼下加裝彈藥掛載架，掛載飛彈或

精確導控炸彈，成為用以執行「發現即摧毀」戰術任務的攻擊無人機，

賦予MQ-1捕食者的新型號，飛行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天空，對本•

拉登（Osama bin Laden）恐怖份子餘孽進行狙殺，創造了軍用無人機

「偵打一體」的新功能，將軍用無人機的功能由「偵察」提升至「攻

擊」的作戰境界。 

「偵打一體」無人機整合偵察、攻擊平台於一體，具有偵察、監

視、目標捕獲和對目標的即時打擊能力，因而大幅縮短了從發現到摧

毀目標的時間。「偵打一體」無人機不僅可以利用機載精確導引武器，

執行「定點清除」、「斬首行動」等作戰任務，並且具有長航時、隱蔽

性強的優勢，可以對敵地面目標進行持續壓制。「偵打一體」無人機

能配合信息化戰爭中戰場態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的特點，大幅

提高了作戰效益。 

中共有鑒於「偵打一體」無人機新功能的潛力，開始重視其研發，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一院（簡稱「航天十一院」）」與「中國

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簡稱「中航工業」）」，先後加入高性能軍用無人

機的研製；「航天十一院」研製了「彩虹」系列「偵打一體」無人機

機，「中航工業」研製了「翼龍」系列「偵打一體」無人機、BZK-005

偵察無人機、利劍隱形無人機與「翔龍」高空長航時偵察無人機；不

僅中共研製無人機的工業蓬勃發展，產品陸續被共軍納為部隊裝備服

役，並且外銷世界多國。 

 

三、中共服役與外銷的軍用無人機 

「航天十一院」於 2000 年開始研製偵察無人機，先後完成彩虹

一號與彩虹二號偵察無人機，但因係採用彈射方式起飛、載荷重量和

巡航高度均有一定限制的小型偵察無人機，未得到廣泛應用。繼而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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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研製了輪式起降、有效載荷重量增大，高實用性的彩虹三號與彩虹

四號無人機，已成為中共外銷軍用無人機的主流。 

●彩虹三號（CH-3）無人機——於 2009年 5月 17日完成測試，

係配備 3點式起落架、輪式起降的中型無人機，翼展 8公尺，機長 5.5

公尺，以活塞式發動機為動力系統，最大起飛重量 630公斤，巡航高

度 3000至 5000公尺，最大升限 6000公尺，巡航速度 220公里/小時，

操作半徑 200公里，最大續航時間 12時，最大航程 2400公里，最大

任務載重 100公斤。可配置不同的有效載荷，適用於戰場偵察、資料

中繼、情報收集和電子戰。接著研發人員在彩虹三號機翼下加裝飛彈

掛載架與射控系統，執行打擊任務時可掛載 2枚 AR-1型空對地飛彈

（彈重 45公斤，最大射程 10公里，可用以打擊敵方裝甲車輛、固定

工事等目標）升級為「偵打一體」無人機。彩虹三號無人機的性能甚

得好評，外銷南亞與中東多國。 

●彩虹四號無人機——係針對「偵打一體」戰術任務而研發的大

型軍用無人機，機體外形與作美軍 MQ-9收割者（Reaper，或譯「死

神」）無人機酷似。彩虹四號無人機身長 9公尺，翼展 18公尺，起飛

重量 1300 公斤，以 1 具奧地利製造的 ROTAX914 型活塞發動機推

進，輸出 110 馬力，戰鬥載荷 345 公斤，最大升限 8000 公尺，作戰

高度 5000 公尺，續航時間約 20 小時，航程 3500 公里。彩虹四號機

體下裝有 1具可 360度旋轉、由可見光、紅外線、雷射測距儀和雷射

指標儀組成的「光電四合一」偵察＋瞄準球外，機身中部並配備一台

小型合成孔徑雷達；作用距離前者為 15公里，後者為 30公里。彩虹

四號的左、右機翼下各配備 2個武器掛架，能夠掛載 4枚 AR-1空對

地導控飛彈、或 2枚 FT-5(飛騰-5)輕型精確導控炸彈（彈重 100公斤，

運用衛星定位系統導引的滑翔炸彈）；可執行情報偵察監視任務，也

可對地面固定目標和低速移動目標執行精確打擊，命中精度達到 1.5

公尺。彩虹四號無人機的性能優於彩虹三號，暢銷中東、非洲多國。 

多年來彩虹四號無人機採用 C/UHF 雙波段視距資料鏈，進行無

人機的遙控、遙測、跟蹤定位和與偵察資訊的即時傳輸，因受無線電

視距的限制，視距資料鏈最大通信距離為 250 公里。2016 年 5 月，

彩虹四號無人機試驗團隊在北京及大陸西部某試驗基地，先後聯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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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 2個架次的彩虹四號無人機、透過衛星通聯進行遙控與射靶等試

驗。2次試驗均由西部某試驗基地控制無人機起降，由位於北京的衛

星通訊指揮控制站進行飛行與打靶任務之遙控，兩地直線距離超過

1000公里，試驗全程衛星信號穩定，通信正常，圖像傳輸清晰流暢，

AR-1 導彈精確命中目標，試驗圓滿成功。這 2 次測試的成功是中共

「偵打一體」無人機的性能大躍進——軍用無人機的遙控距離大幅增

加至通訊衛星信號覆蓋之區域。 

●翼龍Ⅰ無人機——係由「中航工業」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於

2005 年開始研製，2007 年 10 月完成首飛，2012 年首次出現在珠海

航展，當時僅為測試機；2014年再次出現於珠海航展，機身上有了中

共空軍標誌，並賦予「GJ- 1（攻擊-1）」的型號，顯示該機已開始在

共軍服役。翼龍Ⅰ無人機也係針對「偵打一體」戰術任務而研發的軍

用無人機，外形類似美國的 MQ-9收割者無人機，但尺寸大小和 MQ-

1捕食者無人機相當。機身長 9公尺，翼展 14公尺，高度 2.7公尺，

最大起飛重量 1100公斤，1具活塞發動機（100 馬力）驅動後推式螺

旋槳，最高速度 280公里/時，最高飛行高度為 5300公尺，航程 4,000

公里，滯空時間 20 小時。機體下方配備 1 具可 360 度旋轉的「光電

四合一」偵察＋瞄準球，能對 10 公里範圍內的目標進行探測定位、

識別、跟蹤、鎖定；其顯示器可使用彩色畫面，紅外與電視探測兩種

景像可同時顯示並可互相切換。機翼下配備 2個掛架，掛載重量 200

公斤，用為攻擊無人機可掛載 2枚 AKD-10雷射導控飛彈，或其他多

型飛彈和炸彈。翼龍Ⅰ無人機可執行監視、偵查、對地攻擊與打擊效

果評估，以及電子偵察/干擾（配置相關電子戰設備）等任務。 

據透露，翼龍Ⅰ無人機已在國外參加了多次實戰，累計了數萬小

時的飛行小時，發射的實彈已超過 1000 枚，使用強度非常大；某次

國外用戶在突發情況時，出動 3架翼龍Ⅰ無人機完成對某地區連續 7

天不間斷控制的任務，充分證實翼龍Ⅰ無人機的可靠性、持續出動能

力和耐用水準。 

●BZK-005無人機——是「中航工業」哈爾濱飛機公司與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聯合研製的中高空、大航程無人偵察機，主要用於執行偵

察任務和搜集情報，因其功能和美國著名的 RQ-4「全球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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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中國版全球鷹」之稱。BZK-005 的巡航高度 5000 至 7000 公

尺，巡航速度為每小時 150至 180公里，且可進行空中加油，升空之

後可以不間斷飛行 40小時，航程高達 11000公里；最大搭載重量 150

公斤，可攜帶一個大型化的光電吊艙，包括晝夜電視攝像機、紅外攝

像機等。BZK-005 無人機最早在 2006 年的珠海航展亮相，近 3 年才

成軍，初期部署於浙江省舟山群島的岱山島。2013年，BZK-005無人

機曾飛航於「東海防空識別區」進行偵察任務。2016年 5月衛星圖片

顯示，BZK-005無人機已部署於永興島上。 

此外，「中航工業」並在研發翔龍高空、長航時偵察無人機，利

劍隱形無人機，因仍處於研發過程中，此次航展中皆未展出，目前公

佈的相關資訊有限。 

 

四、中共軍用無人機服役情形 

中共各軍種各有不同的戰鬥任務特性，因此必須針對其任務需求

列裝不同功能的無人機服役，以配合執行其作戰任務。 

翼龍Ⅰ「偵打一體」無人機已賦予「GJ- 1」的型號，列裝於中共

空軍服役，執行偵察、對地打擊（斬首任務）與電戰等任務；據俄羅

斯武器網 2014年 9月 4日報導：2014年 8月底，中共空軍在內蒙古

朱日和基地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平使命-2014」聯合反恐演

習期間，彩虹四號無人機被用以執行對「恐怖主義頭目」實施斬首任

務，展示了其優越性能，也有可能為空軍採用。中共陸軍已部署由ASN

系列研發衍生的 JWP-0 2偵察無人機，用於戰術級情報偵察、火炮射

擊校正及毀傷效果評估等作業。中共海軍因受限於艦艇空間而適宜配

置旋翼式無人機，用為射程數百公里反艦飛彈之目標獲得與目標資料

更新系統的載台；2014 年第五屆無人機大會的展覽中，共軍總參 60

所研發的 WZ-5、WZ-5B 和 WZ-6B 型 3 款無人直升機曾亮相；其中

WZ-6B 型是一款專用的艦載無人直升機，具備運動艦面自主起降能

力，能夠執行海軍艦艇戰場偵察、目標指示、通信中繼、電子對抗等

多種任務。BZK-005偵察無人機已配置於武警與海警部隊，用以長時

間飛行於海疆與邊界，進行偵察和搜集情報協助執行維護海洋權益與

反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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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3 日，北京舉行的抗戰勝利 70 週年閱兵中，2 架

BZK-005 無人機、2 架攻擊-1（翼龍Ⅰ）無人機、7 架 JWP-02 無人

機，由汽車承載組成無人機方隊參與展示，顯示軍用無人機已成為共

軍部隊的重要戰具。 

 

五、中共軍用無人機的外銷情形 

長期以來，世界軍用無人機市場都由美國和以色列 2國把持；但

是近年來，中共軍用無人機異軍突起，打破了美、以的壟斷地位，從

亞洲到非洲都能看到中共無人機的身影。 

據美國《防務新聞》週刊網站 2016 年 5 月 2 日報導稱：埃及、

伊拉克、緬甸、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等 7國，都是彩虹系列無人機的已知使用者。翼龍-I無人機已有

沙烏地阿拉伯（已在葉門的軍事行動中運用）、烏茲別克、哈薩克等

國購買使用。據非官方報導，彩虹系列無人機是中共批量出口最早和

出口量最大的無人機，目前已出口 10多個國家的 20多個用戶，一年

交付國內、國外用戶無人機 200 餘架，已成為全球知名「偵打一體」

軍用無人機品牌。 

中共軍用無人機暢銷的主要原因有： 

1、中共軍用無人機價格低廉、功能齊全——美國 MQ-1 捕食者

無人機每架售價高達 403萬美元，而中共的彩虹四號無人機每架售價

僅約 100 萬美元，兩者的價格相差 4 倍；翼龍Ⅰ無人機每架售價約

100 萬美元，性能與它類似的美國 MQ-9 收割者（Reaper）無人機售

價為 3000萬美元，兩者的價格相差 30倍；美、中的無人機功能相差

有限，皆能執行偵察、識別、定位與打擊等任務，所不同的是美國軍

用無人機的巡航高度較高、滯空時間較長，遙控距離較遠（透過衛星

中繼），這些對進行地區性打擊的第三世界國家並不重要，價廉與可

獲得性才是它們首要考量因素。 

2、中共軍用無人機的可獲得性高——美國規定購買其軍用無人

機的國家必須符合人權和國際法標準，第三世界很多國家不符合美國

標準；並且美國擔心軍用無人機與其相關的技術和武器被用於對付以

色列，因此美國一直不願向海灣國家出售軍用無人機和其精確導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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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致使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不得不向中共購買軍用無

人機。 

3、俄羅斯未研製軍用攻擊無人機——除了美國與以色列，中共

是製造與外銷現代化、中長程軍用無人機的第三個國家。多年來俄羅

斯未積極研發「察打一體」軍用無人機，只生產不攜帶武器、用於偵

察和引導炮火及空襲的小型戰術無人機，其攻擊無人機仍處於試驗階

段。因此中共係第三世界可獲得軍用攻擊無人機的唯一供應國。非美

國生產無人戰機的國際需求市場將不斷增長，在俄羅斯進行批量生產

無人機之前，中共在很多地區都不會有競爭對手。 

 

六、本屆珠海航展展出的新型軍用無人機 

第十一屆珠海航展中，中共展出彩虹五號、翼龍Ⅱ與雲影等新一

代軍用無人機，性能不僅大幅勝於前一代無人機，並且趨近於美軍

MQ-9收割者無人機。 

MQ-9 收割者係全球頂級「偵打一體」無人機，機體長度 11 公

尺，翼展 20公尺，高度 3.8公尺，最大起飛重量 4760公斤，最大飛

行高度 15,000 公尺，作戰高度 7500 公尺，續航時間 14–28 小時(滿

負荷續航能力 14 小時)，作戰半徑 5,900 公里，巡航航速:276-313 公

里/時，6個武器掛架，最多可掛載 14枚 AGM-114地獄火（Hellfire）

空對地飛彈，或掛載 4枚地獄火飛彈與 2枚 500 lb（230 kg）GBU-12

「鋪路二型（Paveway II）」雷射導引炸彈（列舉於此供與中共新一代

無人機比較參考）。 

以下為第十一屆珠海航展中共展出的新一代軍用無人機。 

●彩虹五號無人機——係「航天十一院」繼彩虹四號所研製的新

型「偵打一體」無人機。彩虹五號機體長度為 13公尺，翼展 21公尺，

配備一具渦槳-9型渦輪螺旋槳發動機，輸出功率 506千瓦（約合 678

匹馬力），最大起飛重量 3300 公斤，外掛載荷重量 1000 公斤，巡航

高度高達 15000公尺，作戰高度達 9000公尺，續航時間約 40小時，

最大航程 6500 公里，能飛至 2000 公里外的目標區盤旋 20 小時執行

其任務。在「光電四合一」偵察＋瞄準球後方的機體內，裝置一台大

型合成孔徑雷達，作用距離 80 公里，不僅可在複雜氣象條件執行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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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戰場探測和監控，並能穿透敵人的偽裝或遮蔽物。彩虹五號無人機

左右機翼下各有 3個外掛架，一共可混合掛載 8枚 AR-1和 8枚 AR-

2空對地飛彈，堪稱新一代「飛行炸彈卡車」。AR-1重 45公斤，有效

射程為 8~10公里，主要用以打擊敵方裝甲車、坦克和加固工事； AR-

2 重量 16 公斤，有效射程為 2~8 公里，用以於對付更小型目標。據

彩虹系列無人機總設計師石文於珠海航展時接受專訪時透露了 5 項

信息：1、彩虹五號已於 2015 年進行了試飛；2、彩虹系統無人機的

運用模式與美軍無人機不同（美軍需招募飛行員來控制無人機），彩

虹無人機加強了飛行方面的自主性，其基本飛行動作不需要過多控制，

在整個作戰任務中人員的主要責任是尋找和識別目標，學員只需要經

過 1~2個月的訓練就可以開始實際操縱彩虹無人機飛行，半年內即可

完成培訓；3、一些國家表達了購買彩虹五號的意願，目前已在洽談

中；4、改進型彩虹五號無人機的續航能力甚至可達 120 小時，意味

著它的最大飛行距離將超過 1 萬公里；5、未來彩虹五號還可以與彩

虹三號、彩虹四號無人機實現高低搭配編隊作戰，執行不同級別的任

務，發揮體系綜合作戰的能力，將進一步提升彩虹系列無人機的戰鬥

力。 

●翼龍Ⅱ無人機——係「中航工業」自翼龍Ⅰ的基礎上進一步優

化研製而成的中空、長航時「偵打一體」多用途無人機，體型大幅擴

大，具備更佳的平臺性能和擴展能力，載荷種類多且任務用途廣。翼

龍Ⅱ無人機的機長 11公尺，翼展 20.5公尺，翼梢具有小翼，高度 4.1

公尺，最大起飛重量 4200公斤，最大飛行高度 9000公尺，最大飛行

速度每小時 370 公里，最大續航時間 20 小時。翼龍Ⅱ型無人機配置

「光電四合一」偵察＋瞄準球外，機體內並裝有合成孔徑雷達。翼龍

Ⅱ擁有內部彈艙，載荷重量約 200 公斤，可以攜帶 CCD 相機、通信

偵察設備、電子戰設備等任務載荷；機翼下共有外掛點 6個，最大外

掛重量 480公斤，可複合掛載各型反裝甲飛彈、反艦飛彈與雷射導引

炸彈等。翼龍Ⅰ無人機以活塞發動機推進；翼龍Ⅱ改以大功率渦槳-9

渦輪螺旋槳發動機推進，因而提高了其飛行性能、載荷裝載能力、多

感測器綜合能力、武器挂載能力和數據傳輸與控制能力，可用以執行

偵察、監視和對地打擊等任務，經配置不同的酬載裝備，能執行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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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電子戰、搜救等任務，適合於軍事任務、反恐維穩、邊境巡邏

和民事用途。翼龍Ⅱ原型機即將試飛，但已獲得了國外的一筆大訂單。

由於翼龍Ⅱ無人機出現於中共空軍的展區，很可能表示它將成為中共

空軍的新一代無人機。 

●雲影無人機——係「中航工業」首次展出的首款高空高速外銷

無人機，具備偵察與打擊不同的功能，主要用於高空遠距離偵察以及

精確打擊。雲影的機長 9公尺，翼展 17公尺，正常起飛重量 3,000公

斤，具備隱形設計，採用機背進氣佈局，以 1具大推力的 WP-11C渦

噴發動機（推力達 10KN級）推進，能在 14000公尺的空中，最大飛

行速度 620公里/時（約為MQ-9收割者無人機的 2倍）飛行 6小時。

目前中共的同軍用無人機，時速多在 300公里上下，實用飛行高度在

多在 7000 公尺上下；雲影無人機飛得高，能有效地躲避大部份防空

武器系統的攔擊，因而戰場生存率高；飛行速度高，則可快速出擊，

迅速打擊目標。目前雲影無人機分為 3個基本型號：圖像偵察型、電

子偵察型和「偵打一體」型。圖像偵察型無人機配置高解析度相機或

雷達，偵察性能好，偵察範圍廣，能遠距傾斜偵察，對目標清晰成像；

雷達偵察可偵收、獲取 400公里外的目標特性，並對其進行測向、定

位、即時態勢感知。電子偵察型無人機配置電子偵測裝備，最大可偵

收、測向、定位到 200公里的衛星移動信號、資料鏈等通信信號，為

指揮部門分析判定目標、把握戰機提供即時、超視距的情報資訊。「偵

打一體」型的機翼下共有 4個外掛點，最多可懸掛 6枚彈藥，最大載

彈重量可達 400公斤，可配掛 50公斤/100公斤級小型精確導引炸彈、

飛彈，目標獲得系統配置光電監視/瞄準裝置及合成孔徑雷達（SAR），

可全天時、全天候偵察與追蹤移動目標，在 50 公里處即可探測到小

型汽車；偵察獲得的資訊即時回傳地面站，由地面站進行情報分析和

攻擊授權。接收到攻擊授權後，自動發射機載精確導引飛彈或炸彈攻

擊目標。值得重視的是，雲影無人機還可以掛載YJ-9E輕型反艦飛彈，

打擊海上的小型快速目標（如飛彈快艇）。 

將上述中共 3 型新一代軍用無人機與前列 MQ-9 收割者的資料

比較後，讀者會發現中共新一代軍用無人機的性能已趨近於美軍MQ-

9收割者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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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年中共研發與突破的無人機操作模式 

近年來中共不僅持續研製性能更強的軍用無人機，並多方面地研

發與突破軍用無人機的操作模式，以擴展軍用無人機的新功能，創造

軍用無人機更高階的作戰能量。目前中共媒體透露研發已有成果者且

十分重要的有下列 2項： 

●軍用無人機編隊飛行——2015年 1月，中共媒體報導：「中航

工業」的翼龍Ⅰ無人機成功進行了首次編隊試飛，2架翼龍Ⅰ無人機

順次起飛後編隊飛行，並在貴州的山地環境中，準確找到了機場，按

照程式完成著陸。這說明翼龍Ⅰ無人機的發展（特別是通信、抗干擾、

人工智慧和控制系統）已經成熟，也顯示中共研發無人機編隊飛行的

技術已有初步成果。無人機編隊飛行能擴展的功能有：1、可研發為

無人機空中加油技術，此一技術成熟後可為無人機實施空中加油，使

無人機的留空時間與作戰半徑大幅增加（也即戰力的增加）；2、高性

能無人機可操控低性能無人機，飛行於前方執行戰鬥任務，實現高低

搭配編隊作戰，執行不同級別的任務，發揮體系綜合作戰的能力，提

升無人機的作戰效價比。個人相信「航天十一院」也已成功完成了彩

虹系列無人機編隊飛行的試驗，否則彩虹系列無人機總設計師石文於

珠海航展時接受專訪時，不會透露：「未來彩虹五號還可以與彩虹三

號、彩虹四號無人機實現高低搭配編隊作戰」。 

●軍用無人機集群飛行——本屆「珠海航展」中，「中國電子科

技集團公司」首次曝光世界最大規模固定翼無人機「集群飛行」試驗

的視頻，打破了由美國海軍於 2015年 8月締造的 50架固定翼無人機

集群飛行之紀錄。視頻中，中共 67 架無人機連續起飛，進入網絡生

成的飛行模式編隊飛行、通信、協調和大範圍搜索，以及降落實驗，

並首次採用自主集群控制和動態無中心自主網絡。固定翼無人機的集

群編隊飛行涉及複雜的集群協同控制、自主化與智能化、傳感與避障、

起飛降落通道和通信組網等科技，必須逐一解決並予以整合，顯然中

共已經掌握。「集群智能」一直被軍事強國視為軍用人工智慧的核心，

是未來無人化作戰的突破口。美國在 1990 年代末期展開小型無人機

集群作戰研究，希望通過通訊網絡實現無人機如蜂群一般的編隊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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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集群飛行技術可使大規模、低成本的小型無人機通過機間通信

網絡，實現集群偵察、打擊、干擾等功能，也可用於消耗對方的高價

值攻擊武器——如地空飛彈等，以其規模優勢造成對方嚴重的損耗。

此外，與單機作戰平台相比，無人機群在作戰時也具備功能分布化、

體系生存率高、作戰成本低等優勢；在對抗過程中，當部分個體失去

作戰能力，整個集群仍可以繼續執行作戰任務。 

中共研發與突破的無人機操作模式，顯示其研製軍中無人機「衍

生功能」的能力已邁入世界第一梯隊之列。 

 

八、新一代軍用無人機可能被中共用為「反介入」戰略的輔助武器 

「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也被稱為「區域拒止（Area-denial）」

戰略，它的精髓是：不尋求與美國全面開戰；通過在局部能有效打擊

美軍的戰力，動搖美國繼續戰爭的政治和軍事基礎。如成功實施，將

有效阻止美軍的航母戰鬥群在西太平洋與東亞海域自由行動的能力。

這種「反介入」戰略可能是當前中共對抗與挑戰美國的唯一著力槓桿。

但中共並不希望實際地運用其「反介入」戰力，而是將它用為戰略威

懾的後盾。 

中共的「反介入」武器主要有：東風-21D反航母彈道飛彈，射程

約 1800 公里，主要用以攻擊與癱瘓美國的航空母艦，將它「拒止」

於其射程之外；東風-26 彈道飛彈，射程約 3500-4000 公里，主要用

以攻擊關島美軍基地與印度洋迪亞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美軍

基地；東風-16 彈道飛彈，射程 1000-1500 公里，主要用以攻擊日本

與沖繩的美軍基地。當然在這些武器的背後，中共必需還有：網路戰

武器、反衛星武器、東風-5B洲際彈道飛彈、東風-31A洲際彈道飛彈

等更具威懾性武器的支持，才能使其「反介入」武器產生「區域拒止」

的威懾力量。 

本屆「珠海航展」中展出的中共新一代軍用無人機，具有航程長、

巡航高度高、留空時間久、飛行速度快、載荷重量大等特點，且因載

荷模組化設計而可快速更換載荷執行不同任務，加上中共已研發無人

機「編隊飛行」與「集群飛行」成功，因而其新一代軍用無人機除了

用以執行其既定任務外，還可研究發展為用以執行下列多種任務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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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 

●高空、長航時偵察無人機——將無人機的任務載荷更換為高性

能光電偵察裝備與合成孔徑雷達，長時間飛行於西太平洋高空，對美

軍航母戰鬥群進行 24 小時戰略偵察與預警，以彌補中共衛星偵察與

超視距雷達偵察之不足，用為其「反介入」戰略之目標獲得鏈的一環，

數架無人機集群飛行可組成一個廣大區域的無人機偵察網，以利其

「反介入」戰略之實施。 

●通訊中繼、電子與 GPS 信號干擾無人機——將無人機的任務

載荷更換為電子中繼裝備，執行數位通訊中繼任務（飛行於 20000公

尺高度，可以為半徑 200公里的數十萬門無線短波通訊提供中繼和數

位交換，臨時性替代失效的通訊衛星）；也可換裝多具電子干擾器或

不同原理的 GPS干擾機，執行電子干擾或使半徑 60至 400公里以內

的 GPS 設備失效或被干擾，癱瘓敵方電子裝備的功能或飛彈的衛星

導引功能。在中共實施「反介入」戰略前，通訊中繼、電子與 GPS信

號干擾無人機飛行於西太平洋美軍航母駛來方向的高空，以備中、美

爆發戰爭時用為西太平洋的空中通訊中繼站；或對西太平洋的美軍艦

船、飛機與衛星導引彈藥進行電子與 GPS 信號干擾，以削弱美軍的

戰力。 

●無人轟炸機群——由 1 或 2 架高階無人機與數十架掛載導引

式彈藥的低階（造價低廉）無人機，利用無人機編隊飛行與無人機集

群飛行的相關軟體、組成無人轟炸機群編隊飛往目標，地面控制人員

透過高階無人機控制低階無人機、逐波次對目標發射彈藥實施攻擊，

不僅能損毀目標，並且能耗費目標防空武器的彈藥，以利後續的東風

-21D、東風-26與東風-16彈道飛彈之攻擊。無人轟炸機群的攻擊目標

可為日本與沖繩的美軍基地、南韓的美軍薩德飛彈基地、西太平洋駛

來的美軍航母戰鬥群等。 

中共新一代軍用無人機若發展用以執行這些任務，將能進一步增

強其「反介入」戰略之戰力。 

 

九、結 語 

中共第十一屆「珠海航展」展出的新一代軍用無人機，性能已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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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當前頂級的美軍 MQ-9收割者無人機；由於近年中共研發與突破

的軍用無人機操作模式，將能增加其軍中無人機的「衍生功能」，未

來可能應用於其展出的新一代軍用無人機，用為其「反介入」戰略的

輔助武器，以增強其「反介入」戰略的威懾力。 

據 2016年 11月 14日美國合眾國際新聞社（UPI）報導，美國通

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研製的新一代無人機「復仇者

ER(Avenger Extended Range)」已於 2016 年 10 月完成首飛，該機以

MQ-9 收割者無人機為基礎大幅提升性能。復仇者 ER 無人機的翼展

擴展到 23.2 公尺，並加厚了機翼與在機翼內安裝了油箱，燃油儲量

增為 4.6噸，配置大推力、省油的 PW545B型渦輪風扇發動機推進，

最高航速 740 公里/小時，巡航速度 647 公里/小時，最大飛行高度

15000公尺，巡航高度 10000公尺，航程達 12900公里，其機內彈艙

可攜帶重達 1.6噸的武器，如果使用機翼下的外部掛架，總載彈最大

可達 3.6噸，具備潛在的核攻擊能力，其總體性能已達到「進攻性戰

略轟炸機」的水準。美國復仇者 ER無人機可能將係中共研發下一代

軍用無人機的標竿。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