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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東華大學首次部分解密了該校的高純碳纖維研
究試驗室，負責該纖維研發的東華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教授潘鼎表示，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洲際導彈因沒有高
純碳纖維而無法飛天，由於美俄壟斷技術，中國只能依
靠自身力量研發。 「我們用了 4 年時間，使中國成為繼
美、俄後第三個掌握高純碳纖維技術的國家，該技術至
今仍為現役及高新工程後續型各類武器提供持續而穩定
的碳纖維產品」。

能抗攝氏2000度燃燒
高純碳纖維是導彈防熱層的主要骨架材料，其性能

關係到導彈發射成功與否。由於導彈在高空高速飛行及
重返大氣層時，外殼與空氣的摩擦可使溫度達到近5000

度，沒有任何替代材料具備如此高的隔熱、降溫功能，
因此高純碳纖維成了導彈的 「防護服」。

經過安全檢查，記者進入東華大學的高純碳纖維實
驗室，看到高純碳纖維生產工藝極端複雜，整個工藝流程
需要歷經從原絲、低溫碳化、補強處理等幾十道工序。

為證明中國研製的高純碳纖維具超強耐熱屬性，潘
鼎用手持式火焰槍對一束由逾千根小纖維組成的纖維束
燃燒了數分鐘，過程中，纖維在烈焰中逐漸變紅，火焰
一停又恢復常態。

上世紀，中國的洲際導彈研發面臨兩大科技難題。
其一是航天級的高純黏膠基碳纖維，由於纖維的品質直
接關係到導彈飛行質量與成敗，因此對原料的要求極高
，設備技術極難。潘鼎說，導彈沒有高品質的高純碳纖

維就無法飛天；另一方面，全球僅美、俄掌握生產高純
黏膠基碳纖維的技術，且長期對中國施行技術封鎖及禁
運，中國決定自主研發該項技術。

研發4年攻克多項難關
美俄的高純碳纖維原料都是經過精選的特殊樹木纖

維，中國只能採用美俄兩國早已棄用的普通棉短絨為原
料，但製成的原絲各項指標均不理想，在國家有關部門
支持下，潘鼎領銜的碳纖維項目組堅持採用國內僅有的
棉漿基纖維素為原料，在4年內先後攻克原絲、工藝、強度
和排廢等科技難關，終於在高純碳纖維領域獲得突破，
並研製出集美俄同類產品性能之所長的航天級高純黏膠
基碳纖維，為中國戰略武器飛天提供關鍵的技術支撐。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5日在北京發
布 《2012 美 國 軍 力 評 估 報 告 》 和
《2012 日本軍力評估報告》，對近兩
年美、日兩國軍事思想、軍事力量、軍
事部署及對外軍事關係進行了評估。這
是中國民間智庫首次發表國別軍力評估
報告。

警惕美戰略「重心」東移
報告結論指出，美國軍隊仍是世界

上最強大的軍隊，仍然具備同時遂行兩
場較大規模地區戰爭和一些小規模應急
作戰的能力，能夠為美國重返亞太和戰
略中心東移提供有力支撐。因此中國一
方面要對美國 「重返亞太」、插手中國
南海領海爭端和戰略 「重心」東移保持
警惕，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中美在經濟上
深度融合，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發
展、合作與繁榮方面存在許多共同利益
，應加強中美兩國特別是中美兩軍之間
的合作與交流，共同應對 21 世紀面臨
的挑戰與威脅。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
秘書長羅援少將指出，美國國防部每年
向國會提交一份《中國軍力評估報告》
，日本近期也經常利用發表《防衛白皮
書》等政策文件的機會對中國軍力品頭
論足，渲染和助長了 「中國軍事威脅論
」。為還事實本來面目以正視聽，促進
會從今年開始將視情況發表民間版美、
日軍力評估報告。 「將中國軍事外交向
多元化轉變，由應答式向反問式轉變，
由內向解釋型向外向文宣型轉變，由純
官方向官民結合轉變」。推進與相關國
家建立在互尊互信、平等互利基礎上的
雙邊關係，最終達到維護世界和平與地
區安全穩定的目的。

《2012美國軍力評估報告》共6章
14 節。包括美國戰略、美國軍事實力
與軍事部署、國防預算與武器裝備採購
、美軍體制編制改革、美軍作戰理論新
發展、美軍聯合軍事演習，及附件美國
「反恐」戰爭和美軍 2011 年主要人事

變動。

日超出「專守防衛」範圍
《2012日本軍力評估報告》共8章

12 節。包括戰略調整、軍事實力、軍

事部署、國防預算、武器裝備、體制編
制調整、非戰爭軍事行動、軍事訓演等。

報告指出，雖受和平憲法的制約，
日本 「自衛隊」實質上是一支規模中等
、軍費厚實、裝備精良、技術先進、訓
練水平高的正規軍，並且目前正處於重
要軍事轉型期。其安全戰略的目標和手
段更加拓展，行動上的主動性趨強。在
對華政策方面，強調加強對華軍事交流
的同時，加大了對華牽制和防範力度，
包括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偵察和監視力度
，加強西南島嶼軍力部署，在釣魚島問
題上採取強硬姿態，積極干預南海問題
等。中日雙方應加強各層次的軍事交流
，增信釋疑，避免對抗或 「擦槍走火」
事件。還應適時、適當要求日方對中方
關注的安全問題進行軍事透明，特別是
亞太各國有權利要求日本對違反日本和
平憲法的行為作出政策說明。

羅援強調，本次報告 「非官方、非
涉密」，引用資料完全來自美國國防部
網站和日本防務省公開的資料以及媒體
資料。 「報告中所述觀點完全由本會課
題組研究，文責自負。」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成立於 2011
年1月，是由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台灣
問題研究和文化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
、團體和社會活動家組成的全國性、非
營利民間社會團體，具有一級社團法人
資格。

中新社

❶誰擁有世界上規模最龐大、裝備最精良的軍隊？
2011年美軍現役部隊143.5萬人，其中陸軍57.1萬人，海軍52.9萬人

，空軍33.5萬人。預備役部隊85.3萬人，文職人員80.3萬人。美軍總規模
達到309.1萬人（不包含國民警衛隊），處世界第一位。

美國陸軍裝備主戰坦克7900輛、戰車7000輛、各型火炮9100門、各
類飛機約4900架。海軍裝備各型艦艇252艘，主要包括航母11艘，核動力
攻擊潛艇52艘。空軍裝備洲際彈道導彈450枚，各型飛機5244架。

❷誰擁有世界上最高的軍費數額？
2011財政年奧巴馬政府的國防預算達6870億美元，加上國防部直屬機

構經費和退伍軍人等花費，共計8360億美元，約佔聯邦預算22%。

❸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庫？
截至2011年9月1日，美國擁有1790枚核彈頭，部署核武器運載工具

822件。30%戰略轟炸機部隊處於二級戒備狀態，轟炸機升空準備時間最快
為32分鐘；彈道導彈潛艇部隊中，有60%-70%長期在海上執勤。

❹誰是目前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國家？
2011年是美國連續第二年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提供全年撥款。2011

財政年向美軍海外應急行動撥款1590.3億美元，作戰與裝備保養經費平均到
每個任務部隊是21萬美元，為歷史較高水平。

❺誰是世界上聯合軍事演習最多的國家？
美軍每年都要和其他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近兩年來，美軍軍事演習

的力度不斷加大，每年大約進行各類軍事演習達數百次之多。

❻誰在把中國當做假想敵？
2010年2月1日，美國防部頒布新版《四年防務審查報告》，明確將中

國定位為 「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有與美國競爭的潛力」 ，強調要防範中國的
軍隊現代化。2011年2月8日，美軍參聯會公布新版《國家軍事戰略報告》
，報告既強調發展對華關係，又明確表示要更加關注中國軍力的發展對美的
挑戰，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對美軍事存在的挑戰。

❼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是針對誰？
美軍在太平洋地區駐有13.53萬人，戰機618架，艦艇80艘，在歐洲地

區，駐有8.57萬人，戰機290架，艦艇20艘。2011年2月，美軍參聯會公
布新版《國家軍事戰略報告》，戰略關注點指向亞太，主要針對地區對手，
一類是遏制打擊對象，包括朝鮮和伊朗；另一類是防範對象，如中國。

❽ 「空海一體作戰」 的作戰對象是誰？
美軍認為中國軍隊一直設法在第二島鏈建立 「禁入區」 ，必須採取措施

抵銷中國軍隊力量建設的效果。美軍設計了4條不同的行動路線：一是抵擋
初期攻擊，減少美軍、盟軍部隊和基地的損失；二是對中國軍隊的作戰網絡
實施致盲行動；三是對中國軍隊的遠距離情報、監視、偵察和打擊系統實施
壓制行動；四是在空中、海上、太空和網絡空間奪取和保持主動權。

❾誰在實施和準備實施 「網空作戰」 ？
2010年2月，美軍公布《四年防務審查報告》，首次公開使用 「網空作

戰」 和 「網空攻擊」 兩個概念；2010年2月，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發
布《2016-2028年網空作戰概念能力計劃》，指出 「網空作戰」 是 「全譜作
戰」 的組成部分，目的是獲取信息優勢、保護信息優勢和置敵於不利境地。

誰在給中美軍事合作製造障礙？
美國對台軍售；美國軍機軍艦頻繁在東海、南海進行高強度抵近偵察；

美國國會設置歧視性法案限制與中國進行正常軍事交往。 環球時報

中國軍工解密中國軍工解密 打破美俄壟斷打破美俄壟斷

助導彈飛天助導彈飛天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五日電】潘鼎坦言，中
國科研人員研製的高純碳纖維成功後，立即被應用
到洲際導彈及其他導彈的彈頭防熱層，這種纖維不
僅有效減輕洲際導彈重量，其防熱效果使核彈和制
航系統在進出大氣層時得到有效保護。

互聯網資料顯示，高純碳纖維在軍機、導彈、
運載火箭、衛星與飛行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 「十二五」規劃中，碳纖維等新材料已列為戰略
產業之一。潘鼎預測，至2015年，中國民用碳纖維

產能需求將達 1.2 萬噸，這預示着改變中國碳纖維
產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指日可待。

開發空間飛行器應用材料
東華大學複合材料及高性能新材料研究團隊透

露，除國防用的黏膠基碳纖維，以及民用的聚丙烯
腈基碳纖維外，團隊還研發航空輕質材料芳綸1313
制備關鍵技術，建有國內首條自主設計的間位芳綸
1313短纖生產線，使中國成為繼美國等國家後，少
數擁有生產間位芳綸絕緣紙自主知識產權的國家。

此外，東華大學作為首席單位，正牽頭《高性
能芳綸纖維制備過程中的關鍵科學問題》國家重點
基礎研究項目，該材料是火箭固體燃料發動機零部
件的急需材料。

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東華大學纖維材料
改性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余木火教授透露，東華
大學在高溫陶瓷纖維、超高強有機高性能纖維等新
型高性能纖維的理論研究領域也正在進行前沿探索
，由於該技術可應用於 「高超聲速近空間飛行器」
，因此目前相關技術研究與世界同比，美國、德國
、日本在該領域均處在研究階段。

中國自主研製的航天級高
純黏膠基碳纖維粗度僅頭髮絲
十分之一，但其纖維束的強度
卻是鋼的 4 至 5 倍，在攝氏
2000度高溫下仍絲毫無損，它
曾助力中國的洲際導彈成功飛
天。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五日電】

碳纖維列國家戰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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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高純碳纖維每束由逾千根小纖維組成，強度是鋼的▼國產高純碳纖維每束由逾千根小纖維組成，強度是鋼的44至至55倍倍 倪巍晨攝倪巍晨攝
▶▶國產高純碳纖維可國產高純碳纖維可
抵禦攝氏抵禦攝氏20002000度度

倪巍晨攝倪巍晨攝

▼國產高純碳纖維可作為洲
際導彈的 「防護服」

▼美軍總規模達到309.1萬人
資料圖片

▼兩名美軍士兵在 「馬金島」 號
艦載直升機旁執勤 資料圖片

▼日本 「日向」 號準航母
資料圖片

▶▶東華大學高純黏東華大學高純黏
膠基碳纖維生產線膠基碳纖維生產線

倪巍晨攝倪巍晨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