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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法国作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公开组建太空军的国家ꎬ强调自由进入太空ꎬ

在太空采取自由行动ꎬ并为此完善太空基础设施、增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实施积极

的太空防御政策ꎮ 未来ꎬ法国将进一步扩大军事卫星星座ꎬ改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并武

装卫星ꎮ 法国实施太空军事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强太空领域的战略自主性、落实法国

的战略自主目标、带动欧盟战略自主目标的实现并同时拉近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ꎮ 但

是ꎬ法国太空军事战略的最根本目标在于促进本国太空实力的增长ꎬ提高法国在欧盟与

北约中的地位ꎬ提升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ꎮ 但“美国化”的法国军事太空战略ꎬ不可

避免会加剧太空军备竞赛ꎬ促使太空战场化ꎬ阻碍国际社会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条约以禁止太空军备竞赛ꎮ

关键词:法国　 太空军事战略　 “战略自主” 　 太空军备竞赛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ꎬ法国使用本国制造的火箭把自制的卫星成功送入轨道ꎬ成为继苏

联、美国之后第三个走向太空的国家ꎮ 冷战时期ꎬ美苏开展了激烈的太空竞争ꎮ 相比

于这两个超级大国ꎬ法国的太空实力相形见绌ꎮ 为了增加欧洲航天实力ꎬ并借助其彰

显本国的太空力量ꎬ法国把相当多的精力与资金投入到欧共体 /欧盟与欧洲空间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ＥＳＡꎬ又译为“欧洲太空局”)的太空项目上ꎬ也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ꎮ 欧洲太空实力目前已跻身世界航天强国(集团)之列ꎬ尤其是太空科学和民事

太空领域的实力仅次于美国ꎬ但法国太空实力的光芒却几乎被欧洲航天力量所掩盖ꎮ
尽管如此ꎬ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抢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之前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宣布在空军

之下组建本国太空军ꎮ ７ 月下旬ꎬ法国公布«太空防务战略»ꎬ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正

式组建了太空军司令部ꎬ其空军也被改名为“航空与太空军”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ｃｅ)ꎮ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国际太空竞争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ＹＪＡＧＪＷ００４)和华东政法大学
“新时代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课题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ꎬ文责自负ꎮ



至此ꎬ法国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单独出台太空军事战略的国家ꎬ也是世界上公开建

设天军的少数国家之一ꎮ 法国为何要发布太空军事战略ꎬ其意图与目的是什么ꎬ又会

对世界太空治理产生哪些影响? 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分析ꎮ

一　 法国出台太空军事战略的背景

冷战时期ꎬ戴高乐总统力图恢复法国大国地位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重

大战略举措ꎬ发展国家实力ꎮ 尤其在苏美走向太空并展开激烈竞争的背景下ꎬ法国希

冀在太空领域展示本国的实力ꎬ凸显大国地位ꎬ为其战略核威慑力量“添砖加瓦”ꎬ以
提升核力量的威慑信度ꎮ 于是ꎬ法国开始积极推进本国太空技术的发展ꎬ并于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成功发射卫星ꎬ成为继苏美之后第三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ꎮ① 卫星的发射成

功ꎬ不仅提升了法国战略核威慑能力ꎬ还进一步增强了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信

心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ꎬ无论是从太空技术还是从太空工业来看ꎬ法国的太空实力有

了长足发展ꎬ但从全球范围而言ꎬ法国的太空实力明显要落后于美国等几个太空大国

与强国ꎮ 太空实力是一国太空整体力量之和ꎬ包括太空硬实力与软实力ꎮ 太空硬实力

主要表现为太空工业基础实力、太空科学与技术实力、在轨太空卫星总数以及太空军

事能力等ꎮ 太空软实力主要包括一国发起太空倡议、制定太空规则的能力ꎮ 一般而

言ꎬ太空软实力是建立在太空硬实力基础之上ꎬ毕竟发起太空规则倡议以及制定太空

规则等ꎬ需要以太空科学与技术实力为支撑ꎮ 为叙述方便ꎬ本文所指的太空实力主要

指在轨卫星总数、军事卫星和反卫星武器或能力ꎮ
首先ꎬ法国在轨卫星数量偏少ꎮ 根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

ｃｅｒｎ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ꎬＵＣＳ)的统计ꎬ到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ꎬ全球在轨卫星有 ２６６６ 颗ꎬ其中美

国有 １２３７ 颗ꎬ中国有 ３６３ 颗ꎬ俄罗斯有 １６９ 颗ꎬ日本有 ９１ 颗(包括与其他国家共有 ８
颗)ꎬ印度有 ６１ 颗(包括与他国共有 ３ 颗)ꎬ德国有 ３７ 颗ꎬ英国有 ２３ 颗(不包括总部位

于伦敦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登记于英国名下的 ＯｎｅＷｅｂ 公司的卫星②)ꎬ而法国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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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Ｇｏｕｙｏｎ Ｍａｔｉｇｎｏｎꎬ “Ｗｈ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ｗｅｒ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ｐａｃｅ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ｍ / ｓｐａｃｅ－ｌａｗ－ｗｈｅｎ－ｆｒａｎｃｅ－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ＯｎｅＷｅｂ” 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美国公司ꎬ目前有 ７４ 颗在轨卫星ꎮ 英国政府打算出资 ５ 亿美元购买
该公司 ４５％的股权ꎮ 参见“Ｂｒｉｔａｉｎ Ｇａｍｂｌｅｓ ｏｎ ａ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ꎬ ＯｎｅＷｅｂꎬ” Ｊｕｌｙ １０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ｇｈｔ￣
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０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ｒｉｔａｉｎ－ｇａｍｂｌｅｓ－ｏｎ－ａ－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ｏｎｅｗｅｂ / 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访
问ꎮ 随着退欧进程的加快ꎬ英国在太空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雄心ꎮ



２２ 颗卫星(包括与其他国家共有的 １０ 颗)ꎮ① 从卫星数量来看ꎬ法国不仅落后于美

国、中国和俄罗斯ꎬ而且落后于日本、印度以及德国ꎬ仅比拥有 １０ 颗以上卫星的中等航

天国家如以色列、加拿大和意大利多一些ꎮ 目前ꎬ法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卫

星数量最少的国家ꎮ 如果按照卫星数量衡量国家太空实力ꎬ那么法国充其量只能算作

一个中等国家ꎬ不能称为太空大国ꎬ更遑论太空强国ꎮ 当然ꎬ从卫星数量而言ꎬ欧洲的

整体实力位居世界第三ꎬ仅次于美国和中国ꎮ 在轨运行的 ２６６６ 颗卫星中ꎬ除去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的卫星ꎬ剩下的 ８０７ 颗中ꎬ排除日本、印度、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的卫星

外ꎬ欧洲占余下卫星的相对多数ꎬ数量超过 ２００ 颗ꎬ但不及中国ꎮ 其中欧洲太空局拥有

５５ 颗(包括与美国共有 １ 颗、与美国和俄罗斯共有 １ 颗)ꎮ 不过ꎬ即使欧洲太空整体实

力较强ꎬ也掩盖不了法国与欧盟整体太空实力相对薄弱的事实ꎮ

其次ꎬ法国在轨军事卫星数量同样不多ꎮ 太空军事实力强大与否可以用军事卫星

的数量来衡量ꎮ 根据上述忧思科学家联盟的统计ꎬ美国拥有军事卫星 １９２ 颗ꎬ中国有

１１３ 颗ꎬ俄罗斯有 １０２ 颗ꎬ法国有 １３ 颗ꎬ以色列有 １０ 颗ꎬ意大利有 ８ 颗ꎬ印度有 ８ 颗ꎬ德

国有 ７ 颗ꎬ英国有 ６ 颗ꎮ 从军事卫星数量来看ꎬ法国仅次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国ꎬ

位居世界第四ꎬ多于以色列、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等ꎬ但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相比ꎬ法

国的军事卫星数量明显稀少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正因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军事卫

星的加入ꎬ欧洲的军事卫星数量才增加了不少ꎮ 其他欧盟国家几乎没有军事卫星ꎬ即

使有也是极少ꎮ 也就是说ꎬ欧盟的军事卫星完全仰赖法国、德国和意大利ꎮ 不过ꎬ即便

如此ꎬ在总体军事卫星数量上ꎬ欧盟也完全不敌美国、俄罗斯和中国ꎮ

再次ꎬ法国的反卫星能力有限ꎮ 从攻击卫星的手段来看ꎬ法国的反卫星能力或武

器就更加有限ꎮ 一旦太空战开启ꎬ除了使用太空核爆炸摧毁在轨卫星外ꎬ法国几乎不

存在攻击他国卫星的手段ꎮ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ＣＳＩＳ)与安全世界基金会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报告ꎬ反卫星能力或武器包括动能反卫星武器(直升式动

能反卫星武器、共轨式反卫星武器)、定向能反卫星武器(激光、微波和射频反卫星武

器)、网络反卫星武器、电子干扰武器ꎬ以及通过太空核爆炸摧毁、损毁卫星(包括核爆

炸直接摧毁卫星ꎬ或者由核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破坏卫星电子元器件)的能力ꎮ 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认为ꎬ俄罗斯拥有直升式、共轨式反卫星武器、部分定向能武器、

电子反卫星武器和网络反卫星武器等ꎮ 印度已经拥有直升式动能反卫星武器ꎬ目前正

致力于高能激光、电子反卫星武器的发展ꎮ 伊朗、朝鲜、以色列和日本拥有一两款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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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ＵＣ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ｃｓｕｓａ.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星武器ꎬ或者具备发展直升式反卫星武器的潜能ꎮ 当然ꎬ除了伊朗和日本以外ꎬ上述几

个国家都具备或者具备潜在的核武器反卫星能力ꎮ 但法国除了使用核爆炸直接或间

接攻击卫星外还不具备其他反卫星能力ꎮ① 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根据公开的情报称ꎬ

美国不仅拥有最多的反太空武器和能力ꎬ而且力量最强大ꎮ 俄罗斯、印度、日本、伊朗

和朝鲜等国拥有或潜在拥有多款反太空武器或具备相同能力ꎬ但法国却缺少反卫星武

器和缺乏相应的能力ꎮ② 也就是说ꎬ就反卫星能力而言ꎬ法国远不如美国、俄罗斯和以

色列ꎬ甚至不如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印度、伊朗和朝鲜ꎮ

法国整体太空实力与太空军事能力与其作为世界大国、航天中等强国的地位并不

匹配ꎮ 同时ꎬ随着法国对太空依赖程度的提高ꎬ面临的太空威胁与挑战也随之增加ꎮ③

如何保障太空资产安全ꎬ确保法国战略威慑力量进而维护国家安全ꎬ也是法国面临的

重大安全挑战ꎮ④ ２０１９ 年ꎬ«太空防务战略»⑤(以下简称«战略»)的出台就是对上述两

个问题进行回应的结果ꎮ

二　 «太空防务战略»的内容

除了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Ｐａｒｌｙ)撰写的“序言”、概要与两个附件

外ꎬ«太空防务战略»的主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声明ꎬ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太空

对于武装部队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争夺领域ꎻ第二部分提出ꎬ确保法国战略自主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雄心勃勃的太空防务政策ꎻ第三部分描绘了推进太空防务的线

路图ꎮ

随着太空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竞争性ꎬ法国对太空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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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ｄ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ꎬ” ＣＳＩ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ｉ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ｐｒｏｄ.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ｓ３ｆｓ－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０３３０＿ＳｐａｃｅＴｈｒｅａ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２０＿ＷＥＢ＿ＦＩＮＡＬ１.ｐｄｆ? ６ｓＮｒａ８ＦｓＺ１ＬｂｄＶｊ３ｘＹ８
６７ｔＵＶｕ０ＲＮＨｗ９Ｖ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Ｂｒｉａｎ Ｗｅ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Ｓａｍｓｏｎꎬ“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ｗｆｏｕｎｄ.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６９７０ / ｓｗ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２０２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ｆｉｎａｌ.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法国指责俄罗斯一颗卫星卢奇－奥林普(Ｌｕｃｈ－Ｏｌｙｍｐ)对法国、意大利共有的军事通信卫星
雅典娜－菲狄斯(Ａｔｈｅｎａ－Ｆｉｄｕｓ))进行间谍活动ꎮ Ｓｅｅ Ａｄａｍ Ｐｌｏｗ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ａｐｈｎé Ｂｅｎｏｉｔ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ｔｉ－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Ｌａｓｅ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ꎬ” Ｊｕｌ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ｆｒ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ｎｔｉ－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ｌａｓｅｒ－ｗｅａｐ￣
ｏｎ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１４１２２７３５２.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法国马克龙总统宣称将加强法国卫星的保护ꎬ因为太空领域关涉“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ꎮ
Ｓｅｅ Ｄａｐｈｎé Ｂｅｎｏｉｔꎬ“Ｆｒａｎｃｅ’ｓ Ｍａｃｒ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 Ｊｕｌｙ １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ｍａｃｒｏｎ－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１９２６５３８８５.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ｓ Ａｒｍéｅｓꎬ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ｅ ｄｅ ｄéｆｅｎｓ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ｕｖ.ｆ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５６３６１８ / ９７２７３８５ / Ｓｔｒａｔｅ％ＣＣ％ ８１ｇｉｅ％ ２０ｓｐａｔｉａｌｅ％ ２０ｄｅ％ ２０ｄｅ％ ＣＣ％ ８１ｆｅｎｓｅ％ ２０２０１９.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８ Ｍａｙ
２０２０.



论是战略上ꎬ还是一般军事行动上ꎮ «战略»声称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法国就已经

把太空作为大国地位与战略独立的一个重要领域进行考虑ꎬ尤其在发展战略核威慑力

量方面更是如此ꎮ 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法国军队一直利用太空力量支持其军事行动ꎬ并为

陆海空军事行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ꎮ 卫星对法国的危机态势感知、决策与军事行动特

别是首次打击能力(Ｆｉｒｓｔ－Ｓｔｒｉｋ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因此ꎬ法军特别

关注天基侦察、情报、通信、气象、定位导航能力ꎮ 此外ꎬ卫星在监测导弹扩散与导弹防

御、识别潜在入侵者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ꎻ在轨卫星对海洋进行监视ꎬ补充现有的非

太空监视手段ꎬ有利于保障法国海基战略核威慑力量ꎬ对其第二次打击能力也至关重

要ꎮ① 上述种种都加深了法国对太空的依赖程度ꎮ 当然ꎬ太空对经济、科学、金融和救

灾等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ꎮ 然而ꎬ发端于美国的“新太空”ꎬ也就是采用创新的方

式ꎬ使用新方法、技术、设施、金融工程ꎬ特别是风险投资ꎬ开放传统的太空领域ꎬ大幅度

削减成本ꎬ促使太空商业化ꎬ从而改变了现有太空领域的平衡ꎬ给法国太空工业造成很

大冲击ꎬ并影响了国内国防工业与技术基础(ＤＩＴＢ)ꎬ进而对其国家主权构成威胁ꎮ②

«太空防务战略»援引 ２０１７ 年«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③有关大国之间的竞

争加剧、大国之间对抗可能性加大的观点ꎬ宣称大国竞争进一步增加了越来越依赖太

空的太空大国和强国的脆弱性ꎻ它们只能通过各种战略方式和途径减少这种脆弱性ꎬ

加强其在太空的行动手段ꎬ或是采取不加约束的政策提高其太空能力ꎮ 而成功与否取

决于各种反太空能力和武器ꎬ也就是太空的武器化与战场化ꎮ «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

评估»虽然提出了“太空武器化必须用新方式处理”ꎬ但并未阐明太空武器化表现在哪

些方面ꎮ④ «太空防务战略»则简要罗列了太空武器化的几种样式ꎬ包括网络威胁、电

子干扰、在轨服务、动能威胁以及对卫星地面站点或基础设施的破坏ꎮ 这些都危及法

国进入太空以及行动自由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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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太空防务战略»没有明说太空对于核报复能力的重要性ꎬ但特别强调卫星对于海上威胁的监视与弹道
导弹的活动监视ꎬ字里行间透露出太空对于法国战略核力量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关重要的意味ꎮ 毕竟法国不像美、
俄构建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威慑力量ꎬ只拥有海基(包括战略核潜艇与航母舰载机)核力量ꎮ 当然ꎬ这与法国核
战略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有关ꎬ强调太空要为第一次与第二次核打击发挥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法国
政府颁布的«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强调核威慑ꎬ“保护法国不受任何国家主导的侵犯其重大利益的行为ꎬ不
论其来源和形式如何”ꎮ Ｓｅ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ꎬ”ｐ.６９.

«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认为ꎬ维持国防工业与技术基础的整个生态ꎬ是法国行动自由的先决条件ꎬ
是法国战略自主的支柱ꎮ Ｓｅ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ꎬ”ｐ.６３.

自 ２００８ 年起ꎬ法国把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白皮书合二为一形成«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ꎮ ２００８
年ꎬ萨科齐总统公布首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ꎬ２０１３ 年奥朗德总统公布第二版白皮书ꎮ 在马克龙总统上台
之后ꎬ指示国防部长评估 ２０１３ 年以来法国面临的安全威胁ꎬ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ꎮ 这就是 ２０１７ 年«国防与国
家安全战略评估»的由来ꎮ 该评估指导未来一段时间的国防与安全战略ꎮ ２０１９ 年的«太空防务战略»即是«国防
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在太空领域规划的体现ꎮ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ꎬ” ｐ.４５.



对其构成挑战与威胁的太空武器化、战场化与产业竞争ꎬ法国又如何应对呢? 这

是«太空防务战略»第二部分要阐述的问题ꎮ 法国太空防务战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

以解决ꎬ即提高太空态势感知能力ꎬ保护卫星ꎻ依据国际法ꎬ维护太空利益ꎮ 在提升太

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ꎬ法国则采取三种方式ꎬ提升改善本国卫星的性能ꎻ与盟友(欧洲

伙伴ꎬ特别是德国)合作提升卫星监视能力ꎻ租用伙伴、盟友操控的商业公司卫星ꎬ扩
大太空态势感知能力ꎮ 保护法国太空利益ꎬ不局限于军事卫星ꎬ还要保护本国的商业

卫星、盟友与欧盟的卫星等ꎮ
在保护本国卫星及其太空利益的过程中ꎬ法国坚持三项行动原则ꎮ 首先ꎬ法国自

由进入太空ꎬ同时负责任地使用太空ꎬ也就是不蓄意侵略性地使用太空ꎬ与国际社会一

道制定太空行为准则ꎬ确定最佳太空行为规范ꎬ禁止导致太空碎片长期存在的行为ꎮ
其次ꎬ法国根据国际法在太空采取行动ꎬ也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ꎬ保留对太空不友

好行为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ꎻ对不法行为采取反制措施ꎬ制止该行为ꎬ但是反制措施要

与其追求的目标相称ꎻ行使自卫权ꎬ应对太空武器侵略ꎮ 再次ꎬ法国与欧洲、跨大西洋

伙伴进行战略与政治对话ꎬ与盟友进行深度合作ꎬ尤其是太空能力方面ꎻ同时也要与商

业伙伴进行合作ꎬ增强太空的韧性ꎮ
当然ꎬ要想实现保护卫星与太空利益的目标ꎬ没有强大的太空工业基础无异于缘

木求鱼ꎮ 在遵循«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发展国防工业与技术工业的原则指导

下ꎬ本着完善太空产业链基础的目的ꎬ«太空防务战略»提出ꎬ使用创新办法ꎬ采取各种

措施ꎮ 除了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激发本国太空领域活力、打造卫星与火箭两个组成部

门的生态系统外ꎬ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太空ꎬ增强太空技术以及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ꎮ
就卫星技术与工业而言ꎬ法国要重点发展欧盟的空中客车集团的防务与太空业务部

门ꎬ以及法国的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Ｔｈａｌｅｓ Ａｌｅｎｉａ Ｓｐａｃｅ)ꎮ 根据增强太空态

势感知与积极防御战略ꎬ法国要重点发展纳米卫星和由纳米卫星构成的卫星星座ꎬ以
增强太空系统的韧性与恢复力ꎻ提升卫星平台、有效载荷的数字化与光学技术ꎬ强化太

空态势感知能力ꎻ发展在轨服务能力以及其他武器ꎬ以提升法军的太空作战能力ꎮ 就

提升运载火箭能力而言ꎬ法国要支持欧洲太空局的阿丽亚娜火箭ꎬ以及意大利的阿维

奥(Ａｖｉｏ)公司生产的织女星(Ｖｅｇａ)火箭ꎮ 当然ꎬ未来法国能否进入太空主要取决于

阿丽亚娜火箭ꎻ而且国内要整合一些太空工业ꎬ研发制造小型发射火箭ꎬ提供小型卫星

发射服务ꎬ为军方提供快速应急响应的能力ꎮ 在强化太空工业与技术基础过程中ꎬ军
方与企业密切合作ꎬ例如在处理卫星数据中ꎬ利用人工智能加强算法ꎬ自动分析卫星数

据ꎬ为法国武装部队提供服务ꎻ军方参与阿丽亚娜－６ 火箭的研制等ꎮ 为了便于私营部

门为太空军事行动服务ꎬ«战略»明确表示ꎬ调整和更新国内法律框架ꎬ包括«太空业务

０４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法»ꎮ
为适应未来太空作战的需要ꎬ法国还要扩大合作ꎬ向新伙伴开放ꎬ增加冗余ꎬ以提

升太空的恢复能力:一方面ꎬ要在欧洲伙伴之间进行密切合作ꎬ包括德国、意大利与英

国、欧盟与北约ꎻ另一方面ꎬ加强与欧洲之外国家的合作ꎬ包括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

亚与加拿大ꎮ 实际上ꎬ这也是增加太空威慑能力的方法与手段ꎮ
为了保证在太空的行动能力ꎬ法国还制定了太空防务战略线路图:首先ꎬ深化太空

军事理论ꎬ围绕法国自主评估威胁与决策、促进欧洲太空工业发展以及维护本国太空

利益ꎬ确定太空军事行动的基本规则与类型ꎻ其次ꎬ改革太空军事管理体制ꎻ最后ꎬ确保

拥有足够的太空能力与作战技能ꎮ 太空军事行动涵盖武装部队在太空以及通过太空

直接开展军事行动的所有活动ꎬ保证法国进入太空自由行动ꎬ既保护国家安全ꎬ又促进

经济发展ꎮ 太空军事行动围绕太空服务支持、太空态势感知、作战支持与积极防御四

大功能展开ꎮ 每一项功能包括若干子项ꎮ 太空服务功能主要包括发射卫星并进入轨

道、建设与保护发射中心、保持卫星在轨运行ꎻ通过快速应急响应ꎬ重建能力ꎮ 太空态

势感知能力ꎬ是进行太空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ꎮ 它承担三项使命:评估敌人太空系统

对法国卫星、领土与战地部队构成的威胁ꎻ防止在轨卫星被其他太空物体碰撞ꎻ与其他

行为体就非故意干扰进行协调ꎮ 作战支持ꎬ就是卫星要为军队提供情报、监视与侦察

(ＩＳＲ)以及导弹发射预警与跟踪服务ꎻ提供通信服务ꎻ提供战场态势感知服务ꎻ以及提

供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ꎮ 积极太空防御ꎬ就是采取主动与被动措施ꎬ确保法国能进入

太空ꎬ并在太空自由行动ꎻ阻止与挫败任何不怀好意的第三方行动ꎮ 在进行太空作战

时ꎬ法国要考虑在没有太空支援情况下如何进行军事行动ꎬ除了快速恢复太空系统外ꎬ
与盟友、伙伴结成联盟ꎬ确保太空资产的冗余ꎬ还得考虑用什么替代卫星ꎻ此外ꎬ本着联

合作战高效、连贯性、可见性和简单性的原则ꎬ改组攸关太空作战的机构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０ 年法军国防总参谋长领导设立的联合空间指挥部(Ｊｏｉ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基础上

组建太空司令部ꎬ由空军更名的“航空与太空军”所统辖ꎮ 太空司令部与操控军事卫

星的国家太空研究中心(ＣＮＥＳ)紧密合作ꎬ实际上就是领导该机构ꎮ «太空防务战略»
也设计了提升太空能力的优先议程:重点发展支撑陆地、海洋与空中行动的太空支援

能力ꎬ作为第一优先事项ꎻ第二优先事项是发展太空态势感知能力ꎬ包括天基与地基能

力ꎻ保护与固化太空能力是第三优先事项ꎮ 同时组建太空学院培养操控卫星的专门技

术人员ꎬ并进行有关太空作战的演习ꎮ
简言之ꎬ按照«战略»要求ꎬ法国政府为提升法国太空军事实力ꎬ不仅改组了太空

军事架构ꎬ组建了太空军ꎬ还修订并颁布了新法令ꎬ让太空军接管有关军事卫星的操

控ꎬ并且制定能力线路图ꎬ确立实施积极太空防御的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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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空军事战略的目标

为了落实«太空防务战略»提出的构想ꎬ法国政府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的太空军事项

目拨款 ３６ 亿欧元ꎬ后来又增加 ７ 亿欧元ꎬ因此ꎬ为期六年的太空军事项目预算达到 ４３

亿欧元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法国组建太空司令部ꎬ总部设在宇航中心城市图卢兹ꎬ主要人

员来自联合太空司令部、太空物体军事侦察作战中心(ＣＯＳＭＯＳ)、卫星观察军事中心

(ＣＭＯＳ)等ꎬ目前共有 ２２０ 人ꎮ① 该司令部将在 ２０２５ 年全面运作ꎬ届时ꎬ官兵也将扩大

到 ５００ 人ꎮ②

未来几年内ꎬ上述 ４３ 亿欧元将用于更新法国太空军事设施ꎬ包括发射新一代光学

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地面对天探知雷达、保镖卫星等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发射的光学侦察

卫星“光学空间段－１”(ＣＳＯ－１)是 ＣＳＯ 系列卫星的首颗ꎬ未来还将部署 ２ 颗ꎬ以取代

第二代太阳神系列卫星(Ｈｅｌｉｏｓ－２)ꎮ 法国也在启动新一代军用通信卫星的研制ꎬ以补

充或取代现有的锡拉库斯(Ｓｙｒａｃｕｓｅ－３)ꎮ 此外ꎬ法国争取将 ２０１３ 年立项的“西瑞斯”

(Ｃｅｒｅｓ)信号情报卫星尽早发射入轨ꎬ以进一步增强太空态势感知的能力ꎮ 同时ꎬ法国

也在努力改善地基对天监视网络(ＧＲＡＶＥＳ)ꎬ并计划从 ２０２３ 年开始开发与测试超远

程雷达ꎬ③也就是努力落实«太空防务战略»提出的增加太空作战支援服务和太空态势

感知能力的构想ꎮ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ꎬ法国开始为重要的卫星配备保镖卫星或直

接将其武装ꎬ实施积极或被动的太空防御ꎮ 在试验新照相机设备后ꎬ法国发射新一代

锡拉库斯－４ꎬ为其安装冲锋枪或者激光武器ꎬ用以摧毁或致盲敌对卫星ꎬ使 ２０３０ 年安

装在卫星的武器具有作战能力ꎮ④ 从 ２０２３ 年开始ꎬ法国将购置用于巡逻的超小型卫

星ꎬ用作重要卫星的保镖ꎮ⑤

法国紧随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成立太空军(空天军)ꎬ组建本国太空司令部ꎬ并扩大

太空作战人员数量ꎬ成为除美国之外第一个公布太空军事战略的西方国家ꎬ并且花费

巨资更新太空能力、武装卫星ꎬ将太空武器化以及把太空战场化ꎬ此举的意图与目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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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ｃｅ－ｂｕｄｇｅｔ.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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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笔者认为ꎬ法国努力推进太空军事实力ꎬ在于谋求太空强国地位ꎬ以此寻求法国在

太空领域的战略自主并带动其他领域的独立自主ꎬ从而实现整个军事领域的战略自

主ꎬ最终实现欧盟的战略自主ꎬ这是«太空防务战略»的首要目的ꎮ 目前ꎬ太空竞争的

实质是大国竞争ꎮ① 太空竞争不仅涉及太空军力方面ꎬ也包括太空工业基础、太空商

业、太空科学与探索、太空规则等方面的竞争ꎬ一国太空实力是地球上的现实实力在太

空的投射ꎮ 如前所述ꎬ法国太空实力在世界太空格局中并不突出ꎬ充其量只能算作中

等太空国家ꎮ 在太空成为大国角力的重要领域的背景下ꎬ美国、日本、印度等国正在大

力发展太空实力ꎬ不用说日本的“隼鸟 ２ 号”已经从“龙宫”小行星上取样返回地球ꎬ就
是这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即将进行的月球与火星探测活动ꎬ也足以让法国相形见绌ꎬ使
其作为第 ３ 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的光环黯然失色ꎮ 就太空科学探测而言ꎬ法国也只

能借助欧洲太空局彰显其存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鼓励发展商业

太空ꎬ不仅为提升太空实力添砖加瓦ꎬ而且为太空军力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后盾ꎮ 而法

国几乎没有独立的运载火箭ꎬ要么依靠阿丽亚娜公司的运载火箭ꎬ要么使用俄罗斯等

国运载火箭发射卫星ꎬ导航系统则使用美国的 ＧＰＳ 或欧盟尚不完善的“伽利略”系统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法国没有独立进入太空的能力ꎬ也就无法获得太空大国、太空强国的

地位ꎮ 在此情况下ꎬ法国希望借助军事太空战略促进太空工业与技术基础发展ꎬ跻身

太空军事强国行列ꎬ使本国成为全球太空领导者ꎬ维护法国和欧盟在太空的利益ꎬ扩大

其国际影响力ꎮ
法国不仅希望发展太空实力提升其在太空格局中的地位ꎬ同时也想借助太空实力

的增加为其战略自主奠定基础ꎮ ２０１７ 年的«国防与安全战略评估»提出ꎬ战略自主包

括两个支柱:国防工业与技术基础(ＤＩＴＢ)以及提供行动自主的手段与资源ꎮ 而太空

工业与实力正是法国国防工业基础与法军行动自主的手段与资源ꎮ 戴高乐总统所确

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ꎬ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包括军事与经济、科技实力在内的国

力相对削弱ꎬ显得有些力不从心ꎮ 为此ꎬ萨科齐政府希望重新加入北约军事一体化ꎬ借
助美国军事体系的优势ꎬ增加其军事实力ꎬ从而增强对欧洲的话语权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
法国一再强调“战略自主”ꎮ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ꎬ法国国防白皮书«国防与国家安全»均
提出“战略自主”概念ꎬ而且 ２０１３ 年的国防白皮书强调战略自主是法国国防与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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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原则ꎬ①２０１７ 年的«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重申“战略自主”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３

年国防白皮书认为ꎬ“战略自主”是“决策与行动自由”ꎻ“必须使法国能够在其认为的

必要行动中采取主动ꎬ以维护其安全利益ꎬ并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伙伴联合行动ꎬ特别是

在欧洲联盟内部”ꎮ② 也就是说ꎬ“战略自主”希望通过自由决策与自由行动ꎬ维护法国

的独立与主权ꎬ同时强化与伙伴的关系ꎮ 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台ꎬ并强调世界回归大

国竞争ꎬ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对抗不断加剧ꎬ美国甚至不惜以退出北约相威胁ꎬ

要求北约欧洲国家增加防务预算ꎬ以减轻自己的防务负担ꎬ专心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

“修正主义国家”ꎮ 这些变化激活了法国长期存在的“戴高乐主义”———旨在寻求建立

一个独立、统一的欧洲ꎬ法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北约面临“脑死亡”危险之际ꎬ③

增强法国军事实力ꎬ带动欧盟军力的发展ꎬ增加其与欧盟的战略自主ꎬ在法国看来是必

要的也是当仁不让的责任ꎮ

战略自主的核心在于“该国有能力独立领导行动ꎬ并保持关键能力ꎬ使其能够对

与盟友共同领导的行动保持重大影响力ꎮ”④战略核力量则是其中一个关键ꎬ然而法国

视战略核力量为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的王牌ꎬ虽可为欧盟做贡献ꎬ但若要与其分享包

括核部署、核升级控制以及战术核武器运用等核决策就比较困难ꎬ这涉及法国能否独

立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决策问题ꎮ⑤ 因此ꎬ如果要寻找一个既可以增强法国实力又能对

欧盟产生影响力的领域ꎬ太空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ꎮ 毕竟法国是一个传统的太空国

家ꎬ甚至可以说是太空强国ꎬ可以领导欧盟并对其太空政策产生重要影响ꎮ

制定太空军事战略、强化太空军力以及增强太空战略自主ꎬ也是落实整体战略自

主的一环ꎮ 太空是军事“倍增器”与“赋能器”ꎬ不仅可以提升常规军力的威慑能力ꎬ也

能提升战略核威慑能力ꎮ 法国希望通过实施军事太空战略ꎬ增强整体军事实力(不管

是常规军力还是战略核力量实力)ꎬ从而为军事行动提供便利ꎮ 这也是为什么«太空

防务战略»一再强调法国一定要拥有自由进入太空的基础设施(包括运载火箭及卫

星、发射设施)的能力ꎬ以及大力发展太空支援服务(包括军事通信卫星、侦察卫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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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卫星)的原因ꎮ
法国希望强化太空军力也有现实的压力ꎬ即太空存在的冲突给本国太空利益与国

家安全造成了潜在的挑战与威胁ꎮ 马克龙总统声称ꎬ太空冲突引发各种矛盾使得太空

成为“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ꎮ 太空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太空武器化ꎬ而美国

成立太空军无疑加剧了武器化趋势ꎮ 国防部长帕利认为ꎬ美国成立太空军是一个强烈

的信号:是未来冲突、太空重要性凸显以及未来挑战扩大的信号ꎻ在本国卫星面临包括

网络和电子威胁的情况下ꎬ法国必须强化太空实力ꎮ① 法国空军参谋长拉维涅(Ｐｈｉｌ￣
ｉｐｐｅ Ｌａｖｉｇｎｅ)将军借用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名言强调ꎬ如果输掉空战ꎬ就很快输掉战

争ꎬ而现在则转到了太空:如果输掉太空战ꎬ也就是输掉了战争ꎮ 而应对太空冲突ꎬ并
减轻由太空武器化产生的安全挑战与威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发展太空态势感知

能力ꎬ这也是太空军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在«太空防务战略»出台前ꎬ拉维涅将

军就强调法国要增强太空态势感知、识别潜在的威胁ꎮ② 因此ꎬ在法国看来ꎬ加强太空

军事能力是应对太空威胁的重要手段ꎬ也是提升太空战略自主的路径ꎮ
此外ꎬ法国希望借助太空军事能力发展促进欧盟战略自主以及拉近与北约和美国

的关系ꎮ 尽管在萨科齐政府时期ꎬ法国加入了北约一体化军事组织ꎬ但在防务预算方

面一直没有达到北约的最低要求(ＧＤＰ 的 ２％)ꎮ 因此ꎬ法国与北约、美国时有龃龉ꎮ
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ꎬ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北约成员国为自身的安全埋单ꎬ增加防务

开支ꎬ否则美国将从欧洲撤军ꎬ甚至退出北约ꎮ 这确实让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北约欧

洲盟友极为恼怒ꎬ以至于法国马克龙总统称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ꎮ 当下ꎬ欧盟在防

区外还不能独立进行军事干预行动ꎬ仍然需要北约ꎮ 为了满足美国与北约防务开支的

要求ꎬ发展军事太空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不需要购买美国先进武器ꎬ同时可以发展欧

洲的太空技术ꎬ促进军事实力的增加ꎮ 毕竟太空技术具有双重用途ꎬ既可以军用ꎬ又可

以民用ꎬ从而满足欧洲盟国对民事太空需求的偏好ꎮ 法国制定军事太空战略ꎬ投资太

空军事领域ꎬ显然是明智之举:不仅仅是努力改善与美国和北约关系的重要举措ꎬ更重

要的是可促进本国太空技术发展ꎬ同时推动欧盟相关技术的进步ꎬ进而实现法国与欧

盟的战略自主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北约峰会通过决议把太空作为“作战域”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ꎬ不但满足了美国成立太空军并把太空作为作战场域的要求ꎬ还满足了特朗普

政府将太空战场化的诉求ꎮ 为了进一步改善法国与北约、美国的关系ꎬ法国申请成为

５４１　 法国太空军事战略评析

①

②

“Ｓｐａｃｅ ＆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３ / ｓｐａｃ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ｐｅｅｃｈ－ｂｙ－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ｔｈｅ－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 /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Ｍｕｒｉｅｌｌｅ Ｄｅｌａｐｏｒｔｅꎬ“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Ｔｏ Ｏｒｂｉｔ: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Ｎｅｗ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１ / ｆｒｏｍ－ｐａｒｉｓ－ｔｏ－ｏｒｂｉｔ－ｆｒａｎｃｅｓ－ｎｅｗ－ｓｐａ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



北约太空作战训练中心的东道国ꎮ①

简言之ꎬ法国发展军事太空项目ꎬ旨在促进本国整体太空技术的发展ꎬ恢复在太空

领域的领导地位ꎬ实现战略自主ꎻ同时借助本国太空实力的发展ꎬ增加法国在欧盟中的

分量ꎮ 尤其在英国退出欧盟之际ꎬ法国向欧盟贡献自己的太空军事力量ꎬ并带动欧盟

太空军事实力的发展ꎬ有助于扩大法国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ꎮ 当然ꎬ法国增加太空军

力也是为了提升其在北约的地位ꎮ 总体来看ꎬ法国发展军事太空项目的最终目的ꎬ就

是为了增加本国太空军力、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ꎮ

四　 助力欧盟太空战略实现战略自主

长久以来ꎬ法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欧洲军事力量的建设ꎬ保障欧洲安全ꎬ减少对北约

的依赖ꎬ实现欧盟的战略自主ꎮ 但因为各种原因ꎬ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障碍需要跨

越ꎮ “欧洲战略自主”这个术语近来在欧洲政治中被频频提起ꎬ欧洲理事会、欧盟对外

行动署等机构的决策文件均有涉及ꎮ ２０１６ 年欧盟公布的«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

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以下简称«全球战略»)ꎬ先后

７ 次提及“战略自主”ꎮ 该战略要培育欧盟的“战略自主雄心”ꎬ就是要做到欧盟自主

决策与自主行动ꎬ并且指出:“适当程度的雄心和战略自主对于欧洲促进其境内外和

平与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ꎮ②英国脱欧成为既定事实以及北约被马克龙总统宣布“脑

死亡”ꎬ为法国将本国战略自主与欧盟战略自主联结起来提供了新的机会ꎮ “２０１７ 年

之前ꎬ法国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的战略自主ꎬ”但 ２０１７ 年的«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

“首次将国家战略自主与欧洲战略自主联系起来”ꎮ 法国提出的“欧洲干预倡议”得到

多个欧盟国家的支持ꎬ就是法国与欧盟战略自主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与体现ꎮ 它旨在发

展共同的战略文化ꎬ提高欧洲国家在欧盟、北约、联合国等框架下执行军事任务与行动

的能力ꎮ③ 因此ꎬ除促进本国战略自主外ꎬ法国太空军事战略还承担着促进欧盟战略

自主的使命ꎮ

太空对于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提升欧盟军事干预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的«全球战略»自然也把太空与安全目标纳入其中ꎬ如促进欧盟的天基服务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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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性ꎬ并致力于负责任的太空行为准则的推进ꎮ «全球战略»要求欧盟投资卫星

通信、自主进入太空等领域ꎮ① 该战略同时强调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共
同安全与防务政策(ＣＳＤＰ)必须将涵盖内部市场、工业的政策与太空政策更好地结合

起来ꎮ②«全球战略»所确立的太空优先项目得到欧盟理事会的认可ꎮ③

欧盟战略自主也需要在具体领域落实ꎬ也就是说ꎬ需要太空领域的自主来予以落

实、加以提升ꎬ欧盟也在为此付诸积极的努力ꎮ ２００７ 年ꎬ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洲太空

政策»强调ꎬ欧盟太空政策与项目要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服

务ꎻ２０１６ 年的«全球战略»大力提倡“战略自主”之后ꎬ同年通过的«欧洲太空战略»明
确提出ꎬ该战略四大目标之一就是增强欧洲战略自主ꎬ其方式是借助欧盟三大太空项

目ꎬ即地球观察系统哥白尼(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定位导航系统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和欧洲地球同

步卫星导航增强服务系统(ＥＧＮＯＳ)来实现ꎮ④ 该战略在说明这个战略目标时ꎬ特别强

调欧洲太空资产对于确保欧洲自由行动与战略自主具有的战略价值ꎬ它不仅仅是安全

与防务的资产ꎬ同时也是增强欧洲作为太空“全球旗手”(ｇｌｏｂ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的工具ꎮ 太空

资产促进欧洲战略自主ꎬ是指太空系统具有双用途性质ꎬ太空与防务之间存在密切的

相关性ꎮ “尽管某些太空能力必须保持在国家和 /或军事控制之下ꎬ但在许多方面ꎬ民
用与军用之间的协调可以降低成本ꎬ提高防务能力并提高效率ꎮ 欧盟需要更好地利用

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ꎮ”⑤该战略的通过至少说明欧盟确实希望通过太空实力的建设

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安全与防务政策“添砖加瓦”ꎬ增强欧盟的战略自主ꎮ 这个战

略被寄予厚望ꎬ甚至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ꎮ 它有助于推动太空政策的实施ꎬ像所有

太空大国一样ꎬ“将战略重点放在主权和独立方面ꎬ而不仅仅在商业领域”ꎮ⑥ 但是ꎬ欧
盟推行太空战略ꎬ通过发展太空实力促进欧盟战略自主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ꎮ

欧盟一直强调自主是政治目标ꎬ但一直缺乏实现该目标的能力ꎮ 欧盟成员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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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项目虽然寻求特定能力上的自主ꎬ但很少能与欧盟安全与防务利益协调一致ꎮ

尽管 ２０１６ 年的«欧洲太空战略»声明太空技术对欧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ꎬ希望借助欧

盟太空战略促进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ꎬ但成员国很少为加强

集体努力和改善协调而创建机制ꎬ进而促进“太空与安全”方面的战略自主ꎮ 至少有

１２ 个欧盟成员国拥有自己的太空防务项目ꎬ强调本国的卫星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作用ꎻ

而且各国的太空实体主要为本国产业发展、国家安全服务ꎬ较少从欧盟层面考虑其战

略自主ꎮ 这些国家拥有太空战略、政策和方案本身表明ꎬ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和成员

国各层面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合作的关联性和必要性”ꎬ①但“对于欧洲民族国家来说ꎬ

太空自主已经失去了部分意义”ꎻ“在欧盟(与欧洲太空局)内部ꎬ集体自主的想法已经

被取而代之”ꎮ② 换而言之ꎬ各成员的国家利益高于欧盟利益ꎬ这是欧盟太空战略实施

不畅的一个重要因素ꎬ也制约着欧盟通过太空实力建设实现战略自主ꎮ

此外ꎬ欧盟也缺乏协调机制来促使太空领域形成合力ꎬ助力欧盟战略自主的构建ꎮ

一方面以欧洲太空局为代表的欧洲太空合作ꎬ旨在通过集中资金与能力ꎬ克服国家主

权给太空合作带来的障碍ꎬ但在研究、技术与探索方面ꎬ欧洲缺乏独特的能力与资源ꎻ

另一方面ꎬ战略自主意味着提高双用途工业能力和技术ꎬ但因为欧盟缺乏共同防务与

工业领域的战略眼光ꎬ较少在双用途能力和资产中突出“太空与安全”领域的战略自

主ꎮ 虽然«里斯本条约»为发展欧盟太空政策提供了法律基础ꎬ但在实现“太空与安

全”自主方面却没有类似 ＣＦＳＰ 和 ＣＳＤＰ 的体制和机制安排ꎮ③ ２００４ 年成立的欧盟防

务署为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提供服务ꎬ涉及太空与安全领域ꎬ包括情报、监视与侦

察(ＩＳＲ)和卫星通信ꎬ定位、导航与授时(ＰＮＴ)、不依赖他国的关键太空技术等ꎬ但还

是缺乏相应的机制协调技术与工业基础ꎮ “这也意味着在太空与安全领域存在多种

协同增效的机会ꎬ至少是因为太空资产和应用具有内在的双重用途性质ꎮ”④尽管 ２０１６

年«欧洲太空战略»确立了三大太空项目ꎬ旨在培育太空工业与技术发展ꎬ尤其鼓励太

空商业化ꎬ跟上美国“新太空”潮流ꎬ试图促进太空双用途的技术与工业ꎬ进而促进太

空领域的战略自主与欧盟的战略自主ꎬ但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策略ꎬ毕竟三大项目全是

民事项目ꎬ在安全与防务方面作用有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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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ｐｅ”ꎬ Ａｃｔａ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ꎬ Ｖｏｌ.１６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１８８.

Ｍａｒｃｅｌ Ｄｉｃｋｏｗꎬ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ｃｋｓ ａ
Ｊｏｉｎｔ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ｉｎ Ｃｅｎａｎ Ａｌ－Ｅｋａｂｉꎬ ｅ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Ｓｐａｃｅ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１２３.

Ｉｂｉｄ.ꎬ ｐｐ.１１３－１１４.
Ａｎｇｅｌｉｋｉ Ｐａｐａ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 ｅｔ ａｌ.ꎬ“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ｅꎬ” ｐ.１８６.



此外ꎬ欧盟与欧洲太空局也存在协调不畅的问题ꎮ 一般来说ꎬ欧共体 /欧盟的太空

项目主要通过欧洲太空局来执行ꎬ但也面临很大的困境ꎬ即长久以来ꎬ欧洲太空局的项

目一直以和平利用为主ꎬ较少涉及太空的安全领域ꎬ这也是欧盟太空战略突出太空项

目民事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更重要的在于ꎬ欧盟与欧洲太空局之间的合作机制也存

在不少问题ꎮ 在太空项目上ꎬ欧盟与欧洲太空局存在“双轮驱动”现象ꎮ 欧共体 /欧盟

提出项目ꎬ具体执行由欧洲太空局负责ꎬ但欧盟的成员国与欧洲太空局的成员国并不

一致ꎬ协调起来也不顺畅ꎮ 为了有效推进欧盟“伽利略”项目ꎬ２００４ 年欧盟成立了欧洲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ＧＳＡ)ꎮ 该机构的组建使得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太空局的关系更

为复杂ꎬ尽管两个机构于 ２００４ 年组建了太空理事会处理太空合作事宜ꎬ但仍然没有解

决根本性问题ꎮ 目前ꎬ欧盟委员会负责“伽利略”与欧洲“静地导航覆盖服务”项目的

管理ꎬ并监督两个机构(欧洲太空局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局)的落实ꎮ 欧洲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局负责系统开发和安全认证、市场开发以及应用研发ꎬ而欧洲太空局主要任

务涉及系统设计和采购、系统维护和改进以及系统升级的研发ꎮ 这两个机构看似分工

明确ꎬ但其职能存在交叉与重叠ꎮ “由于欧共体 /欧盟与欧洲航天局在成员国上的差

异ꎬ当太空权力从国家层面向超国家层面转移时ꎬ容易产生两大主体在太空项目上的

合法性冲突”ꎮ①

当然ꎬ即使不存在上述问题ꎬ欧盟希望通过«欧洲太空战略»提升战略自主也面临

资金不足的问题ꎬ也就是说ꎬ资金限制了欧盟通过太空战略助力战略自主的雄心ꎮ

«欧洲太空战略»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对三大太空项目(被称为“旗舰项目”)和其他一些项

目投资 １２０ 亿欧元ꎬ但这笔投资预算包括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６ 年所花费的资金ꎮ “与其他

全球太空竞争者相比ꎬ欧洲与太空相关的公共支出仍然相对较小ꎮ 欧洲的太空开支仅

占其 ＧＤＰ 的 ０.０６％ ꎬ而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为 ０.２％ 和 ４.４７％”ꎮ② 欧盟预算似乎不足

以实现«欧洲太空战略»所设定的四大战略目标ꎮ 因此ꎬ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议

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增加 １６０ 亿欧元的投资ꎬ培育一个强大且具有创新性的航天产业ꎬ改

善太空初创企业获得风险融资的渠道ꎬ为初创公司提供测试和处理设备ꎬ确保欧盟的

太空领先优势ꎮ③ 即使增加的预算总体可观ꎬ但是分摊到每个财政年度上的预算也仅

有 ２５ 亿欧元ꎮ

在此情况下ꎬ法国希望本国的太空军事战略能在促进欧盟军事太空能力以及为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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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乐明:«欧盟太空政策的历史演进、当前动向与未来挑战»ꎬ载«德国研究»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第 ８２ 页ꎮ
Ｍｏｎｉｋａ Ｈｏｈｌｍｅｉｅｒꎬ“ＥＵ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ａｔ Ｎｅｘ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ＥＵ Ｂｕｄｇｅｔ: Ａ １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ＥＵ Ｓｐａｃ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ｙｏｎｄ

２０２０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盟太空战略自主方面做出贡献ꎮ 法国国防部长称ꎬ合作已经发起ꎬ必须继续强化合作ꎬ

保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加强太空领域的欧洲自主ꎮ① 一方面ꎬ法国与欧洲太空局、意

大利在运载火箭方面进行合作ꎬ即新型运载火箭(阿丽亚娜－６ 火箭)和意大利的织女

星运载火箭ꎬ保证欧盟拥有运载火箭自由进入太空ꎮ 另一方面ꎬ通过发展太空感知能

力ꎬ加强与有关国家如德国的合作ꎬ进一步推进欧盟的“哥白尼”项目与“伽利略”等项

目的实施ꎬ同时也为本国武装的卫星辨别威胁、攻击的来源ꎬ实施精准反击ꎮ 此外ꎬ通

过增加太空预算弥补欧盟太空战略预算的不足ꎮ 一般来说ꎬ建立包容的相互依存和必

要的共享联合战略愿景才能增进能力的自主ꎮ 这就取决于欧盟成员国与欧洲太空局

成员国如何看待法国军事太空战略ꎬ以及法国是否愿意向其他成员国提供军事太空能

力ꎮ 显然ꎬ这里存在诸多变数ꎮ

五　 法国太空军事战略对未来太空治理产生的影响

就整体战略实力而言ꎬ在追求战略自主上ꎬ法国将面临实力有限的困扰ꎬ这就是典

型的“法国悖论”(Ｆｒｅｎｃｈ Ｐａｒａｄｏｘ)ꎮ②因此ꎬ撇开技术因素不谈ꎬ以目前法国太空军事

项目的投入来说ꎬ要真正实现其在太空领域的战略自主ꎬ以此落实本国军事战略自主

的目标ꎬ难度很大ꎮ 同样ꎬ希望通过太空领域的发展带动欧盟太空军事领域的发展ꎬ助

力欧盟的战略自主ꎬ也存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ꎮ③ 至于能否拉近法国与北约(尤

其是美国)的关系ꎬ则有待进一步观察ꎮ④ 但法国太空军事战略尤其是武装太空并把

太空战场化的行为ꎬ无疑给太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ꎮ

首先ꎬ法国军事太空战略的“美国化”⑤增加了太空冲突的可能性ꎮ 法国«战略»

的意图是强化本国太空威慑能力ꎬ并准备在太空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作战ꎬ法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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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ｘ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法国希望欧盟成为一支干预力量ꎬ而德国希望欧盟成为一支和平力量ꎮ 法国一直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
安全的重要支柱ꎬ而德国更喜欢与有竞争力的私营部门打交道ꎬ将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在较低水平ꎮ 法国认为太空
安全的主要挑战来自太空ꎬ德国则认为来自卫星系统的地面站点与网络安全ꎬ因而对法国成立太空军态度谨慎ꎮ
Ｓｅｅ Ｊｏｓｈｕａ Ｐｏｓａｎｅｒ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ａｒ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ｎ’ｓ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ｃ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４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ｅｒ￣
ｍａｎｙ－ｗａｒｙ－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ｃｅ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美国每年的太空军事预算都在 １００ 亿美元以上ꎬ而法国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的预算才 ４３ 亿欧元ꎬ平均每年 ７
亿欧元ꎮ 就预算水平而言ꎬ法国都不到美国的零头ꎮ

美国太空军事战略谋求太空行动自由与太空控制ꎬ重点在于实施太空威慑ꎬ即抑制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
并重ꎬ偏向进攻性的惩罚性威慑ꎬ按照美国选择的时间、地点、方式对敌人进行惩罚性攻击ꎬ赢得大国竞争背景下
的战略、战役与战术胜利ꎮ



空军事战略“美国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ꎮ 法国«太空防务战略»虽然没有明确提及

“实施太空威慑”一词ꎬ但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不排除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味ꎮ «战

略»强调法国着重发展太空态势感知ꎬ力图探测来自天空、地球对其与盟友卫星的威

胁ꎬ以此作为进行太空战的基础ꎮ① 这本身就是威慑ꎬ也就是明确威胁或攻击来源ꎬ意

在告诫对方ꎬ法国知晓哪一国即将或正在对其卫星实施攻击ꎮ 与盟友合作ꎬ增加太空

资产的冗余ꎬ同时与盟友一道进行太空作战ꎬ向对手发出信号(攻击法国卫星等于攻

击盟友卫星)ꎬ必将遭致更多国家的反对ꎮ 此外ꎬ«战略»也强调对其卫星进行加固ꎬ抵

御潜在敌手对卫星进行攻击ꎻ甚至考虑增加快速发射卫星的方式ꎬ提升太空应急响应

能力ꎻ也考虑替代卫星的方式ꎬ为卫星全部被摧毁、暂时失灵的情况下做好准备ꎮ 如果

说ꎬ上述措施属于抑制威慑、太空被动防御ꎬ那么除了为大型重要卫星配备保镖卫星

外ꎬ法国研发部署天基武器ꎬ在积极的太空防御政策的指导下ꎬ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攻击

敌国卫星ꎮ 这是一种积极作为的太空威慑方式ꎮ 法国强调构建强大的太空态势感知

能力ꎬ旨在对威胁来源进行确认ꎮ 为确保本国进入太空并在太空行动自由ꎬ根据积极

防御政策ꎬ不排除先发制人攻击威胁施加方的可能ꎬ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在«太空防务

战略»中多处提及根据国际法赋予自卫权的原因ꎮ 虽然先发制人的太空进攻态势ꎬ不

属于报复威慑类型ꎬ②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法国太空威慑的力度与信度ꎮ 也就是

说ꎬ法国«太空防务战略»所追求的太空威慑以及太空行动自由ꎬ与美国所追求的太空

控制并没有本质差别ꎬ③只是在措辞上显得平和ꎬ没有美国那样“咄咄逼人”的词汇ꎮ

奉行积极太空防御政策是法国太空政策的转折点ꎬ也是最具有争议的部分ꎮ④ 所有这

些无疑增加了太空冲突的可能性ꎮ
其次ꎬ进一步加剧太空武器化ꎮ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想谋求太空控制ꎬ取得制天权ꎬ

哪怕是局部制天权ꎬ实现太空行动自由ꎬ那么太空军事竞赛、太空战场化将是必然的结

果ꎮ 增加太空态势感知、增加卫星资产的冗余等抑制性太空威慑能力ꎬ并不一定导致

太空武器化ꎬ但武装卫星肯定会进一步加大太空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ꎮ 法国«太空防

务战略»提及ꎬ为了应对多国对卫星实施攻击的挑战ꎬ法国必须进行回应ꎻ同时为了太

空领域的战略自主ꎬ以及实现军事领域的战略自主ꎬ法国必须武装卫星ꎬ以保护本国太

空利益与资产ꎮ 正如前述ꎬ如果法国武装卫星的目标得以实现ꎬ就会构成事实上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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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武器化ꎮ 尽管从其武装卫星的手段来看ꎬ似乎并不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的有关规

定ꎬ即禁止在太空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核武器ꎮ 但是ꎬ法国这种做法明显有悖于

联合国连续多年通过的“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 (ＮＦＰ)的决议ꎬ也与其投赞同票的

立场不符ꎮ 这一点可能与太空武器的界定没有取得国际共识有关ꎬ也与法国武装卫星

而不是研发部署专门作为武器或武器平台的卫星相关ꎮ 法国国防部长宣称:“我们不

希望开始一场太空军备竞赛”ꎬ法国进行的是“合理的武器化” (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ｒｓｅｎａ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ꎮ 似乎它在刻意避免其行为进一步刺激太空军备竞赛ꎬ或者推卸其行为进一步

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的责任ꎮ 为此ꎬ法国明确不发展天对地太空武器ꎬ①也不发展动能

武器ꎬ因为用动能武器摧毁卫星将产生太空碎片ꎮ②

但问题是ꎬ武装卫星本身就是将太空武器化ꎬ并试图将太空战场化ꎬ而且法国«太
空防务战略»就是为应对多国将太空武器化而制定的应对措施ꎮ 太空演习也正是太

空战场化的预演与彩排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法国与美国共同进行了太空战演习ꎬ这是两国

在各自成立太空军之后第一次双边太空作战演习ꎮ③ 为了拉近与美国、北约的关系ꎬ
不排除法国还会与其进行太空作战演习的可能ꎮ 虽然法国不是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

太空武器化的始作俑者ꎬ但可以肯定的是ꎬ其组建太空军、研发部署太空武器的行为ꎬ
必将进一步刺激他国加快太空武器化步伐ꎮ 在没有国际条约禁止太空武器的情况下ꎬ
太空安全困境螺旋上升的可能性始终存在ꎮ

再次ꎬ法国«太空防务战略»为达成禁止太空军备国际条约的共识平添了障碍ꎮ
太空武器化、太空战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ꎬ已经危及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ꎮ 这一点在

中俄两国联合战略声明中明确提及ꎮ 为此ꎬ中俄两国于 ２００８ 年与 ２０１４ 年先后提出

“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 (ＰＰＷＴ)草案及草案修正

案ꎬ主张用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禁止太空武器ꎮ 这是阻止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的正确之道ꎮ 但是ꎬ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ꎬ法国认为俄中两国的反太空武器或能力使

其遭受更大的威胁ꎬ因而决意发展太空武器ꎬ强硬回应中俄联合声明ꎬ为其发展太空武

器披上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外衣ꎮ 除了声明享有«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外ꎬ法国

还点名批评中俄两国禁止太空武器的条约草案的有效性ꎬ因为“难以界定哪些构成了

在太空的武器”以及“难以核查不在太空部署武器规则的执行”ꎮ 因此ꎬ法国主张采取

一个可以立即付诸实施的“务实建议”ꎬ也就是支持太空行为准则ꎬ禁止在太空产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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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的太空碎片ꎮ① 言外之意ꎬ就是禁止反卫星武器试验ꎮ 此外ꎬ法国还主张与盟友

讨论太空威胁ꎬ形成共识并加以界定ꎬ据此制定国家承担责任的规则以及讨论国际法

允许的应对措施ꎮ 不仅如此ꎬ法国公私行为体还在国家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采取行

动ꎬ宣扬负责任的行为与最佳做法ꎬ并为制定国际标准积极奔走ꎮ 这种主张就是回到

了欧盟力推的太空行为规范(ＩＣＯＣ)ꎬ也就是说ꎬ法国希望通过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

制ꎬ用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自愿协定ꎬ取代禁止太空军备的国际条约ꎬ同时还赋予法国

在太空行使自卫权的权利ꎮ
法国«太空防务战略»中的这种论调又回应了美国«国家太空战略»与«太空防务

战略»等有关太空政策的主张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太空战略»中强调与

盟国之间确立美国主导的太空行为准则ꎻ②总统第 ３ 号太空政策指令(ＳＰＤ－３)推行美

国单方面制定的太空交通管理ꎻ③２０２０ 年«国防太空战略»重申上述内容ꎬ表示要与盟

友讨论哪些是可接受的、不可接受的太空行为ꎬ以此推行太空交通管理规则ꎮ④ 法国

不但拒绝用国际条约限制太空武器ꎬ还推行太空行为规范ꎬ与美国“一唱一和”ꎮ 不管

是出于拉近与美国的关系ꎬ还是为法国、欧盟武装太空实现战略自主的目的ꎬ上述做法

无疑都增加了裁军谈判会议就太空军备控制条约进行谈判的难度ꎮ 中俄与绝大多数

国家并不反对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ꎬ而是希望该机制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

太空军备控制的国际条约的辅助ꎮ 中俄以及裁谈会的 ２１ 国集团明确表示ꎬ禁止太空

武器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加以限制ꎬ同时辅之以太空透明

与信任建设机制ꎻ⑤如果仅仅推行太空交通规则ꎬ恐怕这个规则就变成了太空作战守

则ꎮ⑥ 法国«太空防务战略»的出台又为国际社会达成太空军备控制条约增设了一道

坎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太空安全治理不容乐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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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太空早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领域ꎬ太空武器化是其中的一种表现ꎮ 太空武

器化确实对在轨卫星造成安全威胁ꎬ而现有的国际太空法律机制对此无能为力ꎮ 更重

要的是ꎬ美国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ꎬ达成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禁止太空军

备竞赛与限制太空军备ꎮ 法国出台太空军事战略ꎬ武装卫星ꎬ并实施积极的太空防御

政策ꎬ从某种程度上讲ꎬ是维护自己安全利益的需要ꎮ 法国战略核力量主要依靠海基ꎬ
以及以海基为基础的空中投射ꎮ 也就是说ꎬ法国战略核力量只有一种投射方式ꎬ或者

说一个半投射方式ꎬ远不如美国、俄罗斯三位一体的投射效果ꎮ 众所周知ꎬ卫星是战略

核力量的“眼睛”与“耳朵”ꎬ是核力量这个“拳头”的帮手ꎮ 没有了卫星ꎬ或者卫星功

能不全ꎬ战略核力量的威慑信度可能会大打折扣ꎮ 对于依赖卫星的法国来说ꎬ若天基

系统遭受威胁ꎬ法国战略核力量的首次打击与第二次打击能力效果明显会减弱ꎮ 当

然ꎬ对于常规军力而言ꎬ法国也承受不起卫星遭受攻击之重ꎮ 更何况法国希望借助自

身军力建设推动欧盟军力建设ꎬ更不愿看到卫星系统受到威胁与攻击ꎮ
因此ꎬ法国太空军事战略主张自由进入太空并在太空行动自由、实现太空领域的

战略自主ꎬ并促进法国所设定的整个安全与防务领域的自主ꎬ借此推进欧盟的战略自

主ꎮ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法国通过武装卫星并实施积极太空政策ꎬ实现包

括太空领域在内的整个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ꎬ提升或巩固法国太空大国地位ꎬ
甚至支配太空ꎬ进而提升法国在欧盟和世界舞台中的地位ꎬ是地缘政治竞争的需要ꎮ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从大国竞争角度组建太空军ꎬ并大力推进太空武器化ꎬ法国推出并

实施太空军事战略ꎬ更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ꎮ 与此同时ꎬ法国希望以本国太空军事

战略改变欧盟太空战略偏重民事与经济的倾向ꎬ努力打造太空领域的安全与防务能

力ꎬ实现欧盟在太空领域的战略自主ꎬ促进欧盟整体军事建设ꎬ也是其作为“欧洲一体

化”发动机的角色与作用的体现ꎮ
但是ꎬ如果法国希望通过实施太空军事战略武装太空ꎬ并把太空战场化ꎬ以此维护

与美国、北约的合作ꎬ而反对使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禁止太空军备ꎬ实施太空

军备控制ꎬ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太空的武器化ꎬ增加太空治理的难度ꎮ 就此而言ꎬ法国太

空军事战略恐怕会阻碍国际社会为防止太空军备竞赛所做的积极努力ꎮ

(作者简介:何奇松ꎬ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ꎻ责任编辑:宋晓

敏)

４５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