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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
成美日心腹大患

如果說，美國的 「空海一體戰」 是未來式
的話，那麼，中國的 「空天一體戰」 則是進行
式。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正在組建的中國
「空天一體戰」部隊將是美國和日本的心腹大患
，是對其最大、最現實和最有力的戰略威懾。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楊民青

《漢和防務評論》雜誌揣測，中國二
炮組建電子戰部隊，是強化 「空天一體戰
」能力的體現。其電子戰部隊通過獨立實
施電子偵察，或與空軍和海軍電子戰部隊
實施一體化偵查，大幅強化中遠端導彈部
隊的偵察能力。這有助摸清美國等國空天
作戰系統的動向，包括其衛星和大氣層外
反導截擊系統的情況。一旦發現中國太空
資產有遭受攻擊的危險，二炮就可對敵方
空天攻擊系統的雷達和無線電指揮設施實
施導彈攻擊任務。

與空軍聯手太空防禦
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稱，二炮常

規導彈部隊已裝備大量反輻射導彈，可對
美軍部署的反導系統雷達、無線電監測站
和電子戰中心實施精確打擊。另外，二炮
可能還在開發新型多彈頭反輻射導彈，從
而使打擊方式從單彈突擊發展為多彈集群
突擊，以強化打擊效果。

《漢和防務評論》指出，中國空軍也
在謀求發展太空防禦力量，據悉，將與二
炮聯手扮演太空防禦部隊的角色，但主要
的防守反擊任務將由二炮來完成。有關中
國的空間防禦部隊應有作戰保障部隊相配
合。其中，防禦作戰部隊主要實施截擊敵
方洲際導彈和軍事航天器的防禦作戰行動
。作戰保障部隊則主要是進行對天、對空
、對海、對地的觀察、監視和識別等，完
成有助於實施太空防禦的運輸、燃料加注
、航天器建造和維修等任務，對這些任務
，中國的二炮部隊都能完成。

專家分析認為，二炮可能已經進行過
太空防禦作戰演習。這種秘密演習十分強
調遵守時間程式，及嚴格按照戰役準備、
戰役實施、戰役結束三個階段進行。空間
防禦作戰計劃，包括陣地資料庫、導彈資
料庫和武器基本參數等，都屬最高機密，
處於封存狀態，在準備實施作戰時將上報
總參作戰部。

此外，二炮部隊還計劃組建心理戰部
隊，以強化綜合作戰能力。據悉，這種部
隊脫胎於二炮戰役軍團基層指揮所內部的
「威懾行動計劃協調小組」。這支心理作

戰部隊主要負責戰略威懾，主要是對美戰
略威懾。其威懾方式包括適時公開遠端導
彈、洲際導彈和發射井的圖片，以對美國
起到警示或迷惑作用。

二炮導彈部署位置前移
《漢和防務評論》最新一期的文章稱

，中國二炮的部分彈道導彈部署位置明顯
向東南沿海前移，此舉很可能是利用二炮
彈道導彈力量對美日發出威懾。二炮導彈
部隊部署前移的同時，新型導彈的列裝出
現多樣化傾向。

據稱，在針對東海——沖繩一線區域
，中國二炮很可能部署了新型的東風16彈
道導彈，射程超過1000公里，打擊精度比
以往的近程彈道導彈更高。

方媒體稱，針對中國軍方正在組建 「空天
一體戰」部隊，美日謀求聯合組建太空監
控體系，緊盯中國的太空活動，在認為必
要時，會對中國的戰略導彈部隊陣地實施

先發制人打擊，以確保其空間資產免受威脅。

空天部隊獨立於三軍
最近，日本《產經新聞》報道說，中國即將建

成的 「空天一體戰」部隊獨立於陸海空三軍，單獨
建立自己的管理機構，空軍和二炮都將參與其中。
這支部隊是多兵種合成部隊，除指揮機關外，將包
括地面部隊、航太和空天裝備部隊和火箭部隊等，
主要任務包括太空防禦，支援空中、地面及海上作
戰及開發宇宙空間等。美日將建立強大的太空監視
網，主要是為了監視中國的空間活動和軍事行動，
因為 「中國的太空軍事能力已超出反衛星的範疇，
開始形成作戰體系」。

美日聯手強化太空監視機能有明確分工，美軍
戰略司令部的綜合太空運用中心將利用光學望遠鏡
以及陸基雷達系統，對中國衛星進行監視；日方將
利用防範彈道導彈的 FPS-5 陸基雷達對中國衛星以
及太空軌道上的其他飛行器進行識別和探測，從而
分擔美軍的一部分監視任務。

日本《產經新聞》認為，二炮的電子戰部隊還
具備較強的自我保護能力。通過實施電子欺騙，可
在機動作戰和陣地作戰中頻繁實施佯動等戰術，使
美日的監測系統無法摸清二炮電子戰部隊的動向，
也就無法遏制其攻擊。

二炮與海空軍已聯網
對中國正在組建的 「空天一體戰」部隊，加拿

大《漢和防務評論》也做了相關報道稱，美日十分
擔憂中國實施 「空天一體戰」規劃。這項作戰由二
炮具體負責，其自動化指揮系統早已實現網路化。

近來，這支部隊的指揮管理系統與海空軍已經實現
聯網，這表明實施 「空天一體戰」有了基礎。

報道認為，中國的戰略導彈部隊的網路化部隊
除擁有情報獲取、傳遞、處理和顯示系統，還具有
輔助決策和監控功能。其中，資訊獲取系統可調用
偵察衛星及海空軍的偵察機等裝備；其資訊傳遞和
處理系統配備了先進的電腦；輔助決策分析系統由
電腦中心、資料庫和作戰類比系統構成。專家認為
，這些尖端設備可以幫助中國戰略導彈部隊隨時獲
取海空軍的資訊支援，嚴密關注別國空間及地面相
關裝備的動向。

中國的二炮自動化指揮系統中心的所有終端都
已換裝為野戰型軍用手提電腦，這意味指揮員可通
過終端隨時獲知空天戰場資訊，作出應對決策。二
炮組建電子戰部隊、強化電子攻擊力的目的是摧垮
敵方實施太空作戰的資訊指揮和控制系統。

前不久，美國兩大智庫——蘭德公司和美
中經濟安全關係委員會分別發表評論和報告，
稱中國正在發展新的潛射彈道導彈，這種極具
威懾力的武器將在兩年內部署。屆時，美日將
在亞太面臨更大的軍事安全壓力。

為了應對中國二炮導彈，美日正在對反導
技術進行改進和提升，他們認為，只有升級
「反導盾牌」，才有可能遏制二炮的強大威脅

。為了更早地發現二炮導彈發射動態，美日除
了建有完備的太空、空中及地面的立體監視網
外，近期又打算利用無人機作為補充監視平台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種無人機可以攜帶反導
型空對空導彈，可以直接對彈道導彈基地發出
「先發制人」的打擊。

打擊範圍覆蓋東海
美國軍事情報機構評估，在東南沿海一帶

的解放軍二炮基地通常駐紮的可能是其中程和
短程彈道導彈部隊，最新部署動向顯示，在中
國沿海一帶部署的短程的彈道導彈中，很有可
能包括最新的東風16型彈道導彈，這種新型導
彈射程達1000公里，儲存方式採取比較隱蔽的
地下洞庫形式。

日本《外交家》雜誌的文章宣稱，除短程
彈道導彈之外，中國很可能還新部署了東風21
型中程彈道導彈，甚至之前還有美軍的情報提
到，這些東風21型導彈有可能就是東風21D型
反艦彈道導彈。這種被稱為 「航母殺手」的新
型導彈射程大約達到 2500 公里，在 2009 年國
慶60周年閱兵時，曾有西方專家估測稱當時中
國展出的東風21C型導彈長度大約是14.5米。

有人通過最新的衛星照片計算出，中國東
南沿海的大型二炮基地中的導彈庫，有近20多
個的導彈庫的長度也是14.8米左右，因此不排
除可能儲存大量的東風21C彈道導彈，甚至是
東風21D型反艦彈道導彈的可能性。即便是部
署在廣東韶關，雖距離日本和美軍的基地大約
2700公里，但大部分東海區域都在這種中程彈
道導彈的有效打擊範圍內。

《世界報》一位特約軍事評論員撰文指出
，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導彈基地向來是二炮部隊

的主要部署地點。1996年 「台海危機」時，台
灣地區媒體稱解放軍在這一帶部署近千枚短程
彈道導彈。如今，台海軍事局勢緩解，但這些
基地距離沖繩釣魚島周邊的海區平均直接打擊
半徑大約是1400公里，所以東風導彈能夠形成
有效的壓制和威懾。此外，加上解放軍部署的
岸基反彈導彈和對陸攻擊巡航導彈力量，實施
多重導彈高低搭配，在射程上形成密集的火力
網和打擊圈，這對日本來說有着巨大壓力。

自曝部署增美日壓力
美國軍事專家安德魯．埃里克森撰文認為

，在南京、上海周邊，二炮部隊都有基地。將
新型彈道導彈部署在廣東前，相信已經完成對
上述基地的作戰部署，尤其是針對日本和東海
的作戰任務。但通過導彈機動，解放軍故意讓
美國偵察衛星發現其導彈調整部署，很可能是
為了顯示軍方已經對東海及美日沖繩軍事基地
作出了新的打擊計劃，通過這樣的威懾手段，
給美國尤其是日本，增加新的戰略壓力。

為遏制中國 「空天一體戰」的巨大軍事壓
力，美日聯手以加強反導 「解除心頭大患」。
美國軍事專家邁克爾．科爾對媒體說，在傳統
的反導手段方面，美國通過陸基雷達、水面的
「宙斯盾」系統和空中的反導預警衛星，組成

龐大的彈道導彈預警網絡，對敵方導彈實施預
警、攔截，但實際中仍存在問題。

最近，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為加強美日
反導彈建設，日本正借助美國無人機先進技術，加
緊打造一款 「反導預警無人機」。日本防衛省計劃
發展一種能在空中不間斷地巡邏22小時的先進無人
機，將配備超級敏感的紅外感測器，以便能在較
低的高度探測並追蹤彈道導彈。據日本政府消息
人士透露，這種無人機比目前的偵察預警系統更
先進。

可更早攔截來襲導彈
美國軍事專家邁克爾．科爾稱，無人機能比陸

基雷達更早探測到彈道導彈，使美日可以在更早的
階段攔截來襲導彈。因為，這種無人機可以在導彈
發射後的最初階段進行追蹤，這對於一般的導彈預
警衛星說是有難度的。

從反導技術上講，在導彈助推階段能夠鎖定目
標優勢明顯，其一，導彈在助推階段尚未實施機動
飛行，釋放出的紅外信號較強，容易被發現和跟蹤
；其二，在助推上升階段，導彈飛行速度也比重返
大氣層階段的速度明顯緩慢，容易被對方進行動能
攔截；其三，反導方的空中預警飛機容易接近對方
發射地點，明顯減輕中段攔截器的時間和能量要求
。目前，陸基和海基部署攔截導彈大都為大型化系
統，而攔截導彈則呈現小型化趨勢，其成本相對較
低，導彈攔截的效費較高。

從技術上講，攔截方在助推階段摧毀來襲的彈
道導彈，使攔截行動均發生在對方領空，而不是在
大氣層，此時，有人駕駛的飛機，極有可能會遭到
對方防空火力網攻擊，而使用無人機執行任務，不
但體積小，且較為隱蔽，同時，不需擔心人員安全
。攔截方如果採用這樣的作戰方式，容易在對方未
察覺情況下滲透沿海甚至內地的空域，極有可能在
距離對方導彈發射地較近空域實施不間斷巡邏，即
時掌握對方導彈部隊的一切動向。

美日重視利用無人機攔截和摧毀中國導彈的作
戰方式，尤其是，目前，美國基本具備了利用空中
武器平台進行反導的技術能力。據美國《航空周刊
》介紹，改進型 AIM120 空對空導彈是美軍專家非
常重視的武器，這種改進型 AIM120 被認為可以作
為一種空中發射導彈攔截武器。

以碰撞方式摧毀目標
據悉，雷聲公司研製的這種先進中距空對空導

彈 AIM120 的反導改進型，正是用於攻擊處於助推
段、上升段或飛行終段的短／中程彈道導彈。雷聲
公司在2007年就完成了推進系統和導引頭的驗證試
驗。

這種反導型 AIM120 導彈發動機為雙級單燃料
推進系統，在第一級固體發動機燃燒完畢並投棄後
，第二級才開始點火；其導引頭首先跟蹤的是彈道
導彈的尾煙，隨後瞄準點轉向彈道導彈的彈體，並
引導導彈採用動能碰撞方式摧毀目標。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軍事專家羅德．克里夫認為
，美中間爆發任何軍事衝突對雙方而言都是災難性
的，但只要美國具備了這種突然的早期反導能力，
美國就能保持對中國的足夠威懾，從而遏制中美可
能導致衝突的行動，兩國間軍事摩擦不太可能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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