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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大会在其 2001年 12月 10日第 56/51号决议
第 15 段(c)中赞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建
议，即由委员会的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第三十

九届会议审议在限制可能影响天文观测的侵扰

性空间广告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问题。科学和技

术小组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一致认为，应当请

国际天文学联盟等与空间有关的科学组织就这

个议题进行背景研究，并向小组委员会介绍结果

以便利其工作（A/AC.105/761，附件二，第 19
段）。 

2. 国际天文学联盟的这一背景文件便是应这
一请求提交的。 
 
二. 背景 

 
3. 天文学是人类最早所神往的领域之一。从人
类早期时代起，人们就对天空和天体的运行进行

思考。通过对太阳和月亮的研究，发明了日历，

日历标明日期、月份、季节和年份。人们按照节

气从事狩猎或耕作，在此基础上各种文化得以存

续和繁荣或长或短的时期。因此，天文学不仅成

为一种实用的工具，而且是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

社会的组织和宗教结构中的一个要素。 

4. 几千年前，天文学家就已绘制出天空中行星
错综复杂的运动图，为人类努力了解宇宙，即当

时人们所认为的太阳系的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基

础。在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有过许多重大发

现：引力定律、光速的有限性和广义相对论的动

态结果，这些构成现代科学的基石。人类寻求对

更遥远的天际进行探索，结果绘制出现代宏大

的、丰富翔实的有关宇宙起源到人类诞生的宇宙

演变图。然而，最近对其他行星系 与我们所

在的行星系大不相同 的发现提醒我们：仍有

广大的科学领域尚未被探索。 

5. 在这一求知的道路上，在可再现测量数据和
各种可证实的物理定律基础上，天文学有助于现

代实验科学的形成。由于不能用所研究的物体做

实验，天文学家必须依靠日益精密、多样和灵敏

的观测。如今，天文学家们正在利用各种波长的

电磁波谱，从利用可见和红外光的伽马射线和 x
射线到无线电波，对宇宙深极处的物体进行研

究。地面上和空间的一流望远镜和探测器对那些

亮度仅为肉眼可看见亮度的亿分之一的物体进

行例行研究，而在世界射电天文学问世的 50 年
中射电望远镜所收集到的所有能量仅够点亮一

个手电筒灯泡零点几秒的瞬间。然而，宇宙学的

关键问题是要在灵敏度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而且

在这方面迄今并未看到任何重大限制。 
 
 三. 环境对天文学的影响 
 
6. 天文观测是在既有自然信号又有人造信号的
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大气气辉和阳光太阳系中的

尘埃对阳光的散射这两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

目前研究的最暗的星系，其亮度仅为最暗的夜空

中自然光亮度的百分之一左右。对这类暗星系的

无线电观测是在诸如太阳、木星和银河中心等来

源的射电背景下进行的。仔细选择波长范围和尖

端的观测技术，通常便可克服这些自然障碍。 

7.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造成的环
境退化，使得用各种波长进行天文观测变得越来

越困难。据最近一篇题为“第一部世界人造夜空

亮度图表集”1 的文章称，地面光污染已严重到

这样的程度，即美国或欧洲联盟百分之九十的人

口生活在亮度至少为自然亮度的两倍的天空下。

这些区域三分之二的人口从未见过比满月的夜

晚更暗的天空，这使得进行深空天文观测成为不

可能，而且有一半的人已失去用肉眼观看银河的

机会。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受到类似影响。 

8. 射电领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果将如今普
遍使用的一个移动电话放到月球上，它将是射电

天空中四个最亮的源之一，而第一线研究的宇宙

源的亮度仅是它的几百万分之一。还由于其他使

用者发射的多余的信号侵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

电联）为射电天文学保留的频带，淹没了极弱的

天文信号，射电天文学家难以利用的电磁波谱中

的部分越来越多。 

9. 一百多年来，天文学家通过将光学和射电观
测站迁移到世界更偏远的地区来避免这些干扰。

这些地方随之出现经济发展的征兆，但通过与开

明的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达成协议，往往可开辟

天文学家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处的环境。例如，减

少（电）光污染既可节约钱又可促进科学发展，

不失为一种双赢的局面。 

10. 然而，外层空间日益增多的活动造成了天文
学环境状况的质的变化。来自受日照的航天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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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的散射光以及来自空间通信卫星和全

球定位系统的无线电噪声已遍及地球的整个表

面。没有任何地方不受这些干扰，而且在地球的

任何地方，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再也见不到未被污

染的天空了。这种损失已无可挽回。 

11. 天文学家正在寻求支助以限制这种天空污
染的速度。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任何参与者在空

间的活动都可能对世界天文学产生影响，而空间

业务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则大大增加了管理的

复杂性。不过，已成功地谈判达成一些限制环境

问题的国际协定，这些协定更多地涉及财政和政

治方面而不是天文学方面的问题。 
 
 四. 空间广告 
 
12. 广告是对空间环境产生潜在不利影响的活动
之一。与传统形式的广告的巨大质的区别是，没

有任何国家或个人能够拒绝受空间广告的影响，

而这种广告由于科学、美学、政治甚或宗教等原

因可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广告一般是为了增

加企业的利润，这点可能被认为是空间广告的一

个优势，但很难说它是为“全人类的利益”进行

的一种活动，因此应重视它的潜在不利影响。 

13. 空间广播卫星已在传播收音机和电视广告。
尽管这种广告无处不在，但仍可通过在家关闭接

收机或游览国家公园或类似的自然保护区来避

免它。而来自侵扰性广告的可见光是难以躲避

的，侵扰性广告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的人不借

助望远镜或其他技术设备能够识别的外层空间

广告”。2 这种广告一旦安装到位，便强加给所

有的人，并根据其轨道特性，可能播放几千年。 

14. 而且，多数空间广告存留的时间很可能大大
超过发射它的企业，除非要求并执行任务结束脱

轨程序。此外，由于用于广告目的的空间物体必

须非常大，它们巨大的横截面容易受到现有空间

碎片的撞击，结果是产生更多的空间碎片。 
 
五. 过去的侵扰性空间广告项目 

 
15. 过去二十年有一些显然属于侵扰性空间广
告一类的项目。甚至出现了更多被称为艺术、庆

祝或技术可行性项目的项目，但仔细看一下便知

其真正性质是广告。下面简要介绍几例。从天文

学的观点来看，幸运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败或

缺少政治和（或）财政支持，这些项目实际上无

一按计划实施。因此，在人们发现其已成为既成

事实之前，还有时间采取行动。 

16. 由空间销售公司（美国佐治亚州，1993年）
提出的、可能最具有破坏性的关于一个清晰的空

间广告的项目是一个被贴切地称为“空间广告

牌”的项目。它的面积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其大

小和亮度与满月不相上下。“侵扰性”确实是一

个恰当的描述，而且，它一在眼前出现，便会使

大多数天文观测难以进行。此外，估计它每天将

受到大约 1万次空间碎片的撞击，并产生相关的
碎片扩散。曾为 1996 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
会提出了一个 1,000x400 米大小的类似的反射镜
项目。不过，最终这些项目无一能够吸引到所需

的资金。 

17. 原本计划提供甚至更亮照明（约为满月的十
倍）的空间项目是俄罗斯的太阳反射镜旗帜 2号
和 2.5 号项目。这些巨大的可展开的反射镜是打
算为极区提供冬季照明的。1993 和 1999 年进行
的演示飞行本来是要照亮欧洲和美国的若干城

市，从而主要为该系统本身作广告的，但两次试

图展开反射镜均告失败，因此该系统的性能实际

上从未得到验证。但甚至更大的空间太阳能项目

的倡导者在世界各地仍很活跃。 

18. 还提出了一些形式上是为庆祝目的，但具有
很强广告意味的小型项目。1989年法国的“光环”
项目是发射一圈明亮的卫星来庆祝革命二百周

年和埃菲尔铁塔建成一百周年。“宽容星”项目

（也是法国的）是在低轨道上放置一对最亮时亮

如金星的系留式气球，形式上是为在 1999 年庆
祝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成立 50 周年，实际上是为空间广告企业蒙上一
层薄薄的面纱。最终，这两个项目由于遭到国际

上的强烈反对而被放弃。 

19. 最后的例子是在另一种名目下的空间广告，
该项目是 Celestis 公司（美国佛罗里达州）在八
十年代推出的，是将人的骨灰装在发光的圆筒中

送入太空。该项目由于与佛罗里达州当地的法规

相冲突而被拖延，但后来通过从加利福尼亚州发

射而得以继续实施。幸好该项目被修改为装有骨

灰的容器不被撒入太空，而是固定在卫星运载装

置末级之内。然而，这些放在 600至 900公里环
形轨道上的轨道寿命相当长。迄今为止，已经向

地球轨道进行了三次成功的发射（199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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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998年 2月 10日和 1999年 12月 21日）。
最近一次于 2001年 9月 21日的发射未获成功，
计划于 2002年中期进行下一次发射。 
 
 六. 侵扰性空间广告：一般考虑 
 
20. 从上述例子似乎可以看出，尽管“侵扰性”
一词是明确和不含糊的，但“广告”的定义却远

不那么明晰。无疑，项目发起人所说的项目的正

式目的不足以作为标准。不过，上述项目都有两

个特点，不管其真实目的是否明确做了宣传。首

先，它们除了吸引地球上的人注意之外，没有诸

如电信、地球或空间观测等实际科学或技术功

能。其次，收入将只流入项目发起人的腰包。看

来，兼有这两个特点就可构成国际上议定的空间

广告定义的核心。 

21. 应当指出的是，“侵扰性空间广告”的定义
不包括航天器上通常有的机构或公司标识（这些

标识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也不包括像通信卫

星这类的航天器，即使它们可能是商业项目和从

空间传播广告。 

22. 还应当指出的是，“侵扰性空间广告”一语
并未将对天文学有负面影响的人造空间物体全

部包括在内。已经在轨的和为各种目的发射的大

量航天器，其亮度足以对该区域天空的天文观测

产生有害影响，国际空间站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但为讨论方便起见，假定其对国家或国际的惠益

超过其不利影响。 
 
七. 侵扰性空间广告：天文学分类 

 
23. 可根据相关空间物体的一些基本特性对侵
扰性空间广告影响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 

 (a) 从地球表面看的亮度； 

 (b) 从地球上某一观测点可看见的时间长
短； 

 (c) 照亮地球区域的范围和位置控制。 

24. 从地面观测站看的空间物体亮度显然是确
定其对观测的影响的主要参数。肉眼可看见的任

何物体基本上都会破坏对同一方向进行的天文

观测。对于最暗的、快速运行的物体，有可能通

过多次暴露和数字滤波重新发现，就像对付现有

的卫星和空间碎片也必须采取这些技术一样。然

而，最亮的这类物体 与金星或木星一样亮或

者更亮 可能损害大型望远镜上使用的超灵

敏探测器系统。不久可能需要通过对明亮的移动

物体领域进行分别监测来保护大型望远镜。 

25. 相对而言，其亮度比得上满月的任何物体会
像真正的月亮一样在地球大气层中产生大量散

射光，使得对所有暗物体进行观测成为不可能。

这种干扰是否意味着地面观测宇宙活动的终止，

要视照射的时间和地理范围而定。空间观测站只

能避免某些这类污染，但代价十分昂贵，而且专

业化程度也十分高，所以未来的天文学不能仅仅

依靠空间观测站。 

26. 物体在夜晚可看见的时间长短是另一个主
要参数。只在傍晚或黎明看得见和（或）发光的

物体一般比那些整夜都看得见的物体对天文学

的害处要小一些。但要强调的是，对其他受日照

的物体如地球轨道内部的近地小行星或空间碎

片的观测也必须在黎明时进行并将直接受到那

时明亮物体激增的影响。 

27. 从切实可行的观点来说，创造一个空中发光
物体的最经济的办法是向低轨道发射一个高反

射率的反射镜。可通过增加该物体的尺寸和优化

其表面特性来增强其亮度和可见度。黎明时对这

种照明的限制可通过将该物体提升到较高的轨

道而离开地球阴影和（或）在航天器上安装人造

照明装置来缓解。这两种方法都大大提高试验的

复杂性和费用。 

28. 最后，照亮区域的大小和位置很重要。如果
一个物体照亮地球整个黑暗的半球，所有夜间的

天文活动便将成正比地受到照明亮度的影响。不

过，一些试验拟通过利用反射镜的聚焦作用来加

强对限定地理区域的照明。因此，如果能够保持

对该地区定位的控制，天文观测站和诸如国家公

园等其他敏感场所原则上就能免遭不需要的照

明。不过，这首先需要精密的反射镜机载控制装

置，包括发生故障时的备用系统。其次，还存在

着如何建立适当的国际机制来界定保护区和执

行规章的问题。 
 
 八. 以往在保护天文学方面所作的 

国际努力 
 
29. 作为天文学领域的主要国际科学组织，国际
天文学联盟（天文学联盟）坚持不懈地提请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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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恶化及其对天文学未来的影响予以关注。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天文学联盟大会四十年来在

其各项决议中提倡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在光学

和（或）无线电领域开展不利的空间活动。天空

污染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产生影响，而

天文学联盟起着全世界天文学的国际倡导者作

用。 

30. 事实上，早在 1961 年，天文学联盟大会就
“极为关注地看到某些未来的空间项目可能严

重干扰光学以及无线电领域天文观测的严重危

险”，并“呼吁各国政府在毫无疑问地确信对天

文学研究将不会有任何危害之前不要发起[这类
项目]”。1970 年，天文学联盟大会回顾并重申
了这项决议,明确提到了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3

特别是其第四条和第九条，这一立场在以后各年

中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 

31. 尽管如此，问题还是不断增多，天文学联盟
大会 1988年第 20届会议吁请国际科学联合会理
事会（科联理事会）及其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讨

论环境退化总问题的这一方面。还举行了一次特

别会议，即天文学联盟讨论会 112，“光污染、
射电干扰和空间碎片”4 以讨论和强调各种具体

问题并阐述适当的对策。随后，天文学联盟、科

联理事会、教科文组织和空间研究委员会（空间

研委会）又于 1992 年共同举办了关于对天文学
的不利环境影响的高级别国际专题讨论会，出版

了《消失中的宇宙》5 一书，书中第一次确定了

各项具体的高级别战略目标和制定了实现这些

目标的计划。 

32. 作为 1992 年会议的一项举措，天文学联盟
向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申请常驻观

察员地位。这一申请于 1994 年获准，随后，天
文学联盟一直与该委员会进行合作。于是，于

1999 年与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会议（第三次外空会议）共同举办了国际天文

学联盟/空间研究委员会/联合国特别环境专题讨
论会：“维护天文天空”技术论坛。6 会议向主

要会议提交了其建议。7 第三次外空会议通过的

《空间千年：关于空间和人的发展的维也纳宣

言》中载有关于未来空间活动的相关政策准则

“以免发生新的、影响到近地空间或外层空间的

未来利用的不可挽回的行动”8。这些建议也适用

于侵扰性空间广告。 
 

九. 政策建议 
 
33. 天文学的未来显然取决于可在多大程度上
限制空间环境的退化。侵扰性空间广告就是对未

来诸多严重关切中的一个。但与其他一些形式的

不利环境影响不同的是，仍有时间进行预防，以

免对天文学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34. 天文学联盟因此对美利坚合众国采取措施
禁止对任何形式的这类广告授予发射许可证表

示赞赏和欢迎。如上所述，单是采取这项措施决

不能保证天文学免受光学和射电领域空间活动

的干扰。但禁止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可看见的空间

广告，无疑将大大减少从事这类项目的投资积极

性。因此这一举措应当为其他航天国家所效仿。 

35. 因此，天文学联盟建议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考虑： 

 (a) 鼓励成员国通过有关侵扰性空间广告
的类似立法，以使这种活动受到所有航天国家的

管制， 

 (b) 委员会与天文学联盟密切合作，制定限
制空间活动对天文学的环境影响的国际准则，以

确保对这种立法所适用的项目的定义适用统一

的原则。 
 
注 
                                        
1 P. Cinzano, F. Falchi和 C.D. Elvidge，《皇家天

文学会每月通知》，第 328 卷，2001 年，第
689-704页。                                        

2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49, Chapter 701, 
section 70109a。     

3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
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联合国

大会 1996年 12 月 19 日第 2222（XXI）号决
议。 

4  D. L. Crawford编，《光污染、射电干扰和空
间碎片》（天文学联盟 112专题讨论会）会议
系列 17（圣弗朗西斯科，太平洋天文学学会，
1991年）。 

5  D. McNally，《消失中的宇宙》（剑桥出版社，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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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J. Cohen和W. T. Sullivan, III编《维护天文
天空》（天文学联合会，太平洋天文学学会，

2001年）。 
7 《第三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

议的报告，维也纳，1999年 7月 19日至 30日》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0.I.3），附
件三，第二章。 

8 同上，第一章，第 1号决议，第 1(c)㈤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