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情报报交交流流

本文 !""!#"$#!" 收到，罗华锋和倪春雷分别系 $!$%& 部队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杨志群现从事导弹引信工程技术研究

舰空导弹技术的发展趋势
罗华锋’ 杨志群’ 倪春雷

’ ’ 摘’ 要’ 通过回顾舰空导弹的发展历史和分析其面临

的威胁与亟待解决的问题，阐述了现代舰空导弹在综合防

御、制导技术、引战配合、垂直发射等关键技术上的发展方

向，对我军舰空导弹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 ’ 主题词’ 舰空导弹’ ’ 综合自防御系统’ ’ 相控阵雷

达’ ’ 复合制导’ ’ 引战配合’ ’ 垂直发射

前 言

舰空导弹是舰艇（ 或舰队）对付空中和水面威

胁的主要防御手段，它从舰艇上发射，攻击空中来

袭的各种作战飞机，拦截敌方从各种平台发射的各

种制导炸弹、反舰导弹乃至战术弹道导弹。

自 !" 世纪 (" 年代舰空导弹问世以来，世界各

国都十分注重其研制和发展，并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在进入 !& 世纪的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空袭兵器

的发展走在了舰空导弹的前面，“ 盾”防“ 矛”越来

越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应用和开发新技术、发展新

型舰空导弹，已成为各国研究的热点。

!" 舰空导弹面临的威胁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 &’ 舰空导弹发展的三个时期

舰空导弹问世以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为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初，当

时水面舰艇的主要威胁是携带炸弹的各种飞机，因

此第一代舰空导弹主要是对付中高空目标，这一时

期的舰空导弹系统反应时间长、可靠性低、体积和

质量大、杀伤空域小、抗干扰性能差。

第二阶段为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各种

反舰导弹的陆续装备开始成为水面舰艇的主要威

胁，并出现了低空突防、电子干扰等新的战术。第

二代舰空导弹开始发展相应的低空反导能力，系统

的反应时间也大大缩短，抗干扰能力有所增强。

第三阶段，!" 世纪 $"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新

技术的发展，战场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多目标饱和

攻击、低空或超低空突防、电子对抗等已成为通用

战术，舰空导弹遇到了新的挑战，其发展也进入了

新的时期。

&) !’ 当前舰空导弹面临的威胁

根据现代海上战争的环境和特点，舰空导弹主

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威胁：

&）作战对象的种类与战术多种多样。作战对

象有各种作战飞机、由多种平台（舰基、空基、岸基

或潜基）发射的各种反舰导弹、制导炸弹；作战模

式将是各种空袭兵器联合采用多层次、多批次、多

弹道、多方向饱和攻击。据美国海军预测在 !& 世

纪初的海战中，在 &", 内 - . + 枚导弹同时攻击一

艘舰艇已非常可能。

!）作战对象的战术技术性能飞速提高。随着

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袭兵器的速度越来越快，

射程越来越远，突防高度越来越低，机动性能越来

越好，抗干扰能力越来越强。目前中、远程反舰导

弹射程已达 &!"/0 . (""/0；超声速反舰导弹飞行

速度 !" # ! ；飞机的掠海高度仅达 &"0 左右，掠

海导弹的突防高度可低至 %0；导弹飞行弹道已能

蛇形机动和末段跃升，随控布局技术的应用也将使

飞机具有非常规的六自由度机动能力，这些都将对

舰空导弹的防空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1）作战环境复杂多变。一方面，未来战争是

立体的饱和攻击，各种来袭兵器的几何形状差异

大，尺寸小，目标特性复杂，突防高度低，加之隐

身技术，使得目标的雷达和红外反射特征越来越

小，令舰空导弹发现和识别目标越来越困难，拦截

次数减少，摧毁成功率降低；另一方面严重的电磁

干扰、光学干扰和自然干扰环境，都是对舰空导弹

生存能力全天候作战能力的严峻挑战。

&) 1’ 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下一代舰空导弹要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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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完成作战任务，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发展多枚导弹同时制导系统及抗饱和攻击

能力，以对付全方位、多层次的各种空袭兵器；

"）增强对目标的识别、跟踪能力和引战配合

效率，提高低空和超低空掠海攻击能力，以有效拦

截低空和超低空突防的飞机和反舰导弹；

#）缩短系统反应时间，加快打击速度，增强机

动能力，提高制导精度，以提高对目标的拦截次数

和摧毁成功率；

$）增强抗电磁、光学、自然等各种干扰的能

力。

!" 舰空导弹的发展趋势

"% !& 建立舰艇综合自防御系统，发展机舰协同作

战技术

舰艇综合自防御系统是指通过舰上局域网络将

舰载各种传感器（ 如舰上各种雷达、电子战系统、

红外跟踪器等）综合控制系统与防御武器（ 舰空导

弹武器系统、舰面反导火炮等）及火控、指挥等作

战诸元联结成一体，形成高度自动化的综合自防御

系统，以实现自动、顺次完成对反舰导弹的探测、

跟踪与打击，提高系统跟踪和拦截多目标的能力及

抗掠海反舰导弹饱和攻击的能力。这类系统正在各

国海军纷纷建立和完善，如美国舰艇自卫防御系统

（’’(’）、法国的 )*#+ 舰艇自防御系统等。

机舰协同作战技术（ 美军简称为 ,-, 技术）是

指将海上舰艇、空中飞机通过协调作战和中继制导

设备联在一起，只要舰艇编队发现目标，防空舰只

自己无论是否发现目标，都可以马上向目标的大致

方向发射舰空导弹，由其它舰艇或空中飞机的制导

设备通过 ,-, 设备对导弹进行制导，直至命中目

标，从而实现协同作战、超视距拦截，做到对目标

的早发现、早拦截，增加对空袭兵器的有效拦截次

数，充分发挥中远程舰空导弹的潜在能力。

这两种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可以形成整个防空

作战系统的整体防御，缩短反应时间，提高低空反

导能力和制导精度，更好地发挥舰空导弹的作战效

有，使舰艇（舰队）防御实现质的变化。

"% "& 发展多功能相控阵雷达技术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集目标搜索、识别、跟踪和

导弹制导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其优点主要有：

!）对付多目标的能力强& & 相控阵雷达采用

电子扫描时，波束多而指向灵活，能对多个目标进

行搜索、识别、跟踪，并能对多发导弹同时实施制

导以拦截多个目标。

"）探测制导范围大& & 相控阵雷达采用机械

和电子两种扫描方式，可实现对目标的全方位覆

盖。

#）抗干扰性能好& & 凡在其它体制上能使用

的抗干扰措施（如频率捷变、脉冲压缩、波形捷变、

旁瓣对消、动目标检测和辐射控制等）在相控阵雷

达上均能实现，且对干扰可自动判别和选择最佳工

作方式，可实现自适应波束零点控制，具有优良的

空间滤波功能。

$）反应快& & 因一部相控阵雷达可完成以往

多部雷达的任务，系统内数据传输时间大大减少，

系统反应时间也大大缩短。

上述优点使相控阵雷达成为舰面制导站的一个

主要发展方向，目前已在一些新型舰空导弹制导系

统中得到了应用，如美国的宙斯盾、俄罗斯的利

夫、克里诺克等。随着微电子和微波固态器件的发

展，各国正大力开发采用数字波束形成技术（(./）

的全固态相控阵雷达，该雷达容易实现超低副瓣电

平、多波束和特殊波形，大大提高雷达的空间滤波

性能。此外，随着有关技术的突破，毫米波相控阵

雷达也将得到广泛使用，抗饱和攻击、检测微弱信

号目标等能力将更强。

"% #& 发展复合制导体制

各种制导体制在作用距离、制导精度、抗干扰

能力、多目标能力、复杂程度、成本及可实现性等

方面各有优缺点，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制导体

制结合起来构成复合制导，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优

势互补，满足对制导系统以往看来互相矛盾的要

求。近来，世界各国服役和在研的中远程舰空导弹

多数都将不同的制导体制串联用于导弹的不同飞行

段，实现了拦截距离远而制导精度高的目的。

将不同的探测手段或制导体制并联用于导弹的

同一飞行段的复合制导又称为多模制导。制导体制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成许多种，但不论是哪

一种分类方式，任何单一一种体制都难以适应日益

复杂的战场环境。若将不同频段、不同种类或同一

频段、不同种类的几种体制结合，相互补充构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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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制导，导弹在作战中根据不同的作战环境选择恰

当的工作模式，自动切换，可使系统有更强的自适

应能力。

可供选用的多模制导体制种类很多，较有发展

前途的是雷达主动寻的与光学探测头相结合的双模

寻的体制。雷达制导可全天候工作，具有较高的跟

踪精度和较远的跟踪距离，因而被广泛用作导弹的

主要探测跟踪手段；其抗电磁干扰能力、低空探测

制导能力和探测隐身兵器能力相对较弱。而光学探

测头在这些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若将两种模式

结合起来，将大大提高制导系统的作战适应性和有

效性。

!" #$ 发展引信技术，提高引战配合效率

如何可靠截获目标，并快速精确地分析计算出

弹目相对速度、脱靶方位、脱靶距离、最佳启动角、

最佳延迟时间等信息，及时准确地控制战斗部起

爆，达到导弹最大杀伤效果，关键在于提高引战配

合效率。现代海战中空袭兵器来袭的种类多、空域

广、速度高、机动性强使舰空导弹的引战配合成为

非常复杂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引信技术发展主要方

向有：

%）发展不模糊和锐截止距离特性的引信体制。

要保证引信在最大制导误差下可靠启动，在最大工

作距离外又不启动，且过渡段尽量窄，这就要求引

信应具有尖锐的截止特性以降低引信的误启动概

率、提高近区启动特性。利用伪随机码、相干窄脉

冲多普勒、随机噪声调制的引信具有的锐截止距离

特性，加上正弦或特殊波形调频、毫微秒脉冲调幅

等复合调制，可获得不模糊和锐截止距离特性的引

信。

!）发展复合体制引信。它包括两方面，一是

引信本身的复合调制体制和引信信号处理的多路共

识，可增强对目标信号的处理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二是采用引信贮备复合体制，利用不同体制引信敏

感的目标信息源不同的特点，根据目标特征和背景

环境自适应选择工作体制状态，可增强对战场上的

复杂环境的自适应能力和兼容能力。

&）采用噪声调制技术、伪随机码技术、频率捷

变技术及采用复合体制等措施，可使引信具有自适

应地变频、调制波形、变工作模式的能力，提高引

信的抗干扰能力；采用高度跟踪、距离截止、增幅

速率选择等技术，可有效地增强鉴别和抑制海杂波

能力。

!" ’$ 采用导弹垂直发射技术

导弹垂直发射技术与斜架发射相比，一是可同

时 &()*全方位作战；二是装弹量大、火力强，三是

系统反应时间短、导弹发射率高，可达 % 发 + ,，因

此抗饱和攻击能力大大增强。加之成本低，全寿命

周期费用少，近年来各国都十分注重发展和应用该

技术，主战舰空导弹如美国的宙斯盾、俄罗斯的利

夫和克里诺克、英国的海狼、以色列的巴拉克、国

际合作的海麻雀等均装备了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垂直发射技术分两类。美、英、法等国采用垂

直热发射技术，以美国的宙斯盾 -.#% 垂直发射系

统为代表。优点一是通用性好，装载使用灵活，总

备弹量和弹种可根据不同战斗使命选择，且因模块

化设计，既可装在巡洋舰、驱逐舰或护卫舰上，也

可装在油船、供应船或气垫船等非战斗舰船上；二

是可靠性高，运动部件少、结构简单，即使某个发

射模块出现故障，系统总的功能并不失效，发射率

几乎不受影响。俄罗斯则采用垂直弹射（ 又称“ 冷

发射”）技术，无需对导弹发动机燃气作排导处理，

安全性高，导弹设计简单，但通用性差、兼容性差。

!" ($ 注重跟踪新技术、新战术

军事科学技术对高新技术具有先天的敏感性和

适应性，在历史上每次重大技术的革新总是首先应

用到军事领域，并带来军事科学技术的巨大飞跃。

随着有关技术的发展，各种功能的计算机（如高速

信号处理器、中心控制计算机等）、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超高速集成电路、固态微波器件等开始广泛

应用于各种舰空导弹弹上分系统，不仅可以提高各

种设备的功能，缩短系统反应时间，还可大大减小

其体积、减轻其质量，增强系统的可靠性。同时，

还要注重新的作战技术和作战方式在舰空导弹武器

系统中的应用。

!" 结束语

在制海权日益重要的今天，世界各国均认识到

保全海上作战力量的重要性，纷纷加快了舰空导弹

的更新换代。而我国海军也正面临着从“ 黄水海

军”向“蓝水海军”的转变，必须要增强水面舰艇的

自我防御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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