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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自主化：俄罗斯航天科技发展的蓝本与实践 

石靖 

2022 年 4 月 30 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在“俄罗斯 24”电视频道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已就退出国际

空间站项目的日期作出决定，但同时表示没有义务公开报告。就受到外界关注的时间节点，罗戈津表示会在结束工作前一年告知国

际空间站的参与方。1以俄美为主要技术支持的国际空间站项目，是目前莫斯科与华盛顿维持联系且暂未受到制裁影响的领域。在

俄乌冲突持续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制裁的背景下，有关航天议题与其他领域的“脱钩”风险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对比。 

今年 2 月以来，围绕俄美航天合作及共同主导的国际空间站项目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在研究应对西方制裁的压力之下，俄罗斯

航天领域则暂时成为当下时局中的“例外”。然而，运行于外太空的国际空间站真的会避开“地面”政治的影响吗？俄美的航天合

作事实上已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加之近年来复杂政治因素阻碍合作平台的更新替代，也就使得双方的联系是否能够存续一直

没有定数。本文将结合近来俄美关于航天议题的表述，分析该领域的国际合作走向以及“解构”可能性下的俄罗斯航天领域前景及

挑战。 

一、俄“退出”及国际空间站的前景问题 

就自 2 月以来俄美双方隔空对话的内容而言，有关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无疑是关注重点。正是由于国际空间站在轨运行且超

期服役的特点，也因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联合项目中的重要技术支持，美国航天局的表态风格在制裁背景下显得特别。在美国当地

时间 4 月 26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表示，他对与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方面的合作有信心，所给出

的理由基于冷战期间美苏的相关合作，以及在空间站内及休斯敦与莫斯科之间维系的“专业关系”。2 

关于国际空间站的前景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相关参与国家专业部门的重要关注问题之一。因而，在解读俄美双方的相关表态

时，需考虑当前宏观背景下的俄美关系及以制裁为主要内容的相关影响因素，但同时也要明确，俄美在航天领域合作的复杂性并不

应该过度归咎于当下负面因素充斥的背景。时间倒回 2021 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威胁要退出的俄罗斯航天主管说，在空间

站问题上与美国‘离婚不可能’”为题的报道3，呈现出罗戈津关于俄美合作的立场。相比隔空对话或是通过推特表达立场，在担任

俄航天主管后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中的信息相对温和。基于以上信息能够看出，俄美近来在航天领域的对话时有进行，总体维系

了稳定合作。 

面对罗戈津要求西方解除制裁的言论，美国方面并没有延续激烈的态度，而是表达“美国不会解除制裁；保持国际空间站安全

和成功运营仍是美国的优先事项”。4任何形成组织化语言的对外表达都极有可能是带着明显意图的，美航天局就国际空间站的表述

也恰恰在俄方得到了印证。据悉，俄罗斯科学院空间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森·艾思蒙特 (Nathan Eismont) 接受采访时表示，若俄罗

斯退出该计划，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将变得几乎不可能。5与此同时，从俄方也收到了一些对于继续开展国际空间站联合工作的客观

信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载人计划执行主任谢尔盖·克里卡廖夫 (Sergey Krikalev) 表示，俄美航天专家之间的合作对于在国际空

间站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是必要的。他还透露，俄方正在评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部分的技术条件，以确定延长其运行的可能性。6 

综合俄美围绕国际空间站议题的多次表态，需洞察和承认的是，该项目会受到俄美关系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俄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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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以及西方国家发起“更严厉”制裁的背景下，但双方事实上都有继续留在项目内的理由和目的。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正因在国

际空间站项目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莫斯科有极大可能性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释放可能退出的信号，使其成为呼吁西方国家移

除制裁的“平衡筹码”。在俄美关系的范畴内，外界已在近年来不止一次地接收到所谓“史无前例”的“探底”态势。当然，只要

是有莫斯科和华盛顿因素存在的环境中，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就可能会从地面“辐射”至外太空，也就形成了目前的状况。但需要注

意的是，在可能的替代方案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任何涉事方的选择都会被既有现状所限。 

二、对“脱钩”的解读：解构与自主化 

虽然在替代方案进入正轨之前，对于国际空间站的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有继续延续合作的必要，但我们既要理性辨识俄、美对于

现有合作的态度，同时也应明确退出空间站期限这一特别信号的意义。事实上，是否对现有合作项目选择坚守，想必涉事者都大致

能够把握，并且会基于自身利益体现出预期底限。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后国际空间站时代”的外层空间探索将会如何布局，特

别是各具优势同时又存在互补与合作可能的几方，实力动态变化也许是未来一个阶段内呈现的可能情况。因此，关于俄罗斯可能自

主发展空间站等一系列计划内容与涉及外层空间的相关政策，则是新一阶段需要重点关注的。 

近年来，俄罗斯进一步完善和修正了在航天领域的国家政策方针，为落实符合实际又具备前景的项目确定方向。2020 年 1 月，

俄总统普京签署批准了国家在航天领域新的政策基础。据悉，这些新的变化涉及发展在轨星座卫星以及优化从俄领土进入太空的条

件。7从基础法律文本的视角来看，俄罗斯在 2013 年便确认公布了《2030 年前及远景时期航天事业政策基础》8。其中关于国际空

间站的表述为“解决 2020 年后延长国际空间站俄罗斯部分运行或完成其运行的便利性，以及准备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处置国际空间

站的问题”。9结合当下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大体保持了与相关规划的一致性。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该文件透露出关于“创建一个有

前途的载人航天器”，以及确保从位于俄领土的发射场将载人航天器送上太空，并保证俄罗斯宇航员在太空实现永久驻留等。10这些

内容都是莫斯科计划实现的，虽然在具体时间方面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指向未来的太空探索似乎透露出了更多的“本土

性”。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于 2015 年实现改制，成为履行国家政策和相关法规在空间活动领域的主管机构。具体看在地面与太空联

通方面的工作，位于俄罗斯远东的“东方”发射场从 2016 年首次成功发射之后被人熟知，而俄方面更是对此倾注资源，着手分阶

段建设更高标准配置的发射场设施。按照计划，未来将在东方发射场建设适宜多种类型及大运载火箭的发射设施。从苏联时期起，

国家的航天专业部门便分布在国家各处，除继承的历史遗产之外，新建设施也体现了莫斯科在未来的自主视角。今年 2 月 27 日，

普京访问了位于莫斯科西部正在建设的国家航天中心多功能建筑群，并表示其重要性体现在“军事航天领域及其协同”。另据罗戈

津介绍，已有质子火箭和安加拉火箭经过组装和测试，并会通过开往航天发射场的火车进行转运。11相关举措虽无法呈现莫斯科在

后国际空间站时代的全部细节，但从这些正在进行的工作中能够得到的结论是，俄罗斯会按照其构想，继续巩固其主要航天大国的

地位。 

根据《俄罗斯 2021—2030 年期间国家空间活动统一计划》，俄航天主管部门将根据预算确认多个次级项目的计划与落实。据悉，

关于此项阐述俄罗斯国家航天发展构想的最新版文件，透露了大量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任务内容。具体包括，开发格洛纳斯卫星

系统的联邦目标计划，开发超重型火箭航天综合体的子计划，创建互联网卫星“球体”多卫星轨道星座项目以及在东方发射场创建

地面空间基础设施部分等。12鉴于航天事业的高精度科学要求以及具有超前战略价值，推进自主性的实现正是俄罗斯在进行的工作

内容。 

三、俄罗斯军事航天领域的尖端优势 

2018 年 3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展示了一系列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尖端新型武器。这些所谓“杀器”在公布之后

引起了强烈关注，对手国家纷纷就此开展研究。除列装之外，俄制武器及其更新换代的意义还在于其前沿性，会显著将军备技术推

至更新高度，随之而来的潮流则首先是有针对性的技术研究和效仿。通过俄罗斯领导人公布并展示最尖端武器，外界看到借助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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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技术的超远程攻击武器已被用于俄罗斯国防之中，而其中的航天技术成分不言自明。 

时下俄乌局势纷繁复杂，战事情况的反复持续对涉事各国施加影响，当然除寄希望于各方通过政治妥善解决分歧，但战场情况

与细节确实带来了不少以往只出现在演习中的情形。3 月中，俄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报

告显示，实际效果证实了其在摧毁高防护性目标方面的有效性。13 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自 2 月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还使用

了口径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综合体等遍布陆、海、空基多样化的攻击性武器。在超高音速武器系列方面，陆基“先锋”高超

音速导弹以及海基“锆石”导弹也在近年来密集成功试射，在最新一代高精尖武器背后都是俄罗斯先进的精确制导技术。 

4 月 20 日，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试射“萨尔马特” (RS-28 Sarmat) 洲际弹道导弹，训练用弹头命中位于勘察加

半岛的靶场目标。在技术参数方面，除超远程作战范围外，有效载荷弹头数量以及规避反导防御系统都体现了其强大实力。据俄媒

报道，美国《防务新闻》周刊 (Defense News) 称“萨尔马特”试射强调了美国对其核武能力升级的重要性。鉴于俄罗斯最新洲际

弹道导弹的强劲参数，美国的反弹道导弹可能需要考虑到“萨尔马特”从南极穿越到达美国的情况。14近来美、俄的一些媒体出现

了通过洲际导弹实现远程打击的情景设想，会令人联系到当下的特殊复杂背景，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基于假设警惕核武威胁，并着手

研究军事科技前沿。 

在外层空间，俄罗斯航天的最新规划任务也开始展现出军事元素。同样是在今年 3 月，罗戈津透露国家的火箭和空间计划将进

行调整，优先事项是为了服务于俄航天部门及国防部的“两用卫星”。俄方强调，在不久的未来制造的所有航天器都将具有双重目

的，做出相关决定是基于国家当前的现实条件。15另据俄媒报道，“安加拉—1.2”轻型运载火箭首次搭载军用卫星 (Cosmos 25-55) 

并将其送入预定轨道。据悉，该火箭是自 2014 年的第 2 次发射，其最多可搭载 3 吨有效载荷并送入近地轨道。16以上内容反映出，

俄罗斯航天部门的工作内容和特点愈发接近国防军事用途，与国防部的“军民两用式”工作具备技术基础；而就国家领导人对于航

天领域的工作要求而言，相关工作的确在践行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 

结语 

总结来看，关于国际空间站的未来以及俄罗斯接连释放的“退群”态度是一个引子，它所指向的议题是俄罗斯在未来将如何设

计航天发展路径，从而延续和实现更新时代的“斯普特尼克”之梦。在这个竞争已经远超出“内卷”范畴的时代，事关战略性、前

瞻性的工作都会受到外界特别关注，而解读内容的版本差异则或许超越想象。因为航天科技还会在一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遇见”

未来的重要手段，但也会在人类共同体展现雏形之前，因为当下一些复杂政治因素而被误读。航天领域的现实情况是，包括俄罗斯

在内的合作参与者或许都怀有长远目标，但同时也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所以当下一方面是既有合作的艰难维系，而另一面则出现

了对现有模式的“解构”及推进自主化的趋势。自俄乌战事爆发，俄罗斯在包括航天科技领域的计划和实践并未停滞，在 4 月末更

以总统令的形式阐述了未来十年的科技政策，并明确规定了科技发展基本任务。17在秩序缺乏定数的时代，或许还有事关合作与解

构、脱钩与自主的故事将会发生。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区域为高加索及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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