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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印度导弹计划的历史发展 工程计划 目的 作了分析和介绍 阐述了印度

发展导弹的原因 及可能对军控的影响 

关键词 印度  导弹计划 

 

 

前言 

印度的导弹计划在 1998 年 5 月核试验后就显得非常重要 表明能够生产核弹的能力后

印度下一步将会为补充其核力量而实施雄心勃勃的导弹计划努力 印度已经引起印度次大陆

和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也已经拥有核弹 印巴两国间持续了 50 年的

仇恨和敌意 随时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 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之间三角战略关系也经常

成为许多战略家 学者 政策制定者分析的主要方面  

导弹在运载常规或核弹头时有其它运载工具不可替代的特点和长处 由于精确度高 报

警时间短 机动性大 生存力强 导弹是非常可靠的对抗力量和具有对抗性价值的武器 导

弹技术方面的先进性也使它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有效的武器  

印度最近和将来的战略计划尤其强调导弹的力量 1999 年 8 月 17 日国家安全顾问委员

会 NSAB 发布的核原则法案 DND 表述了印度的这一想法 在可靠性和生存性方面

印度强调其核威慑将代表它在反侵略的第二次打击中用有效的核武器报复的能力 印度的导

弹计划成为国际社会军控和裁军关注的焦点  

1947 年以来 南亚地区动荡不安 印度和巴基斯坦 中国的关系很不友好 印度过去对

各种不同的安全形式都非常恐慌和害怕 从无完全的安全感 中印战争后 印度渴望从西方

国家接受军事援助 也一直没有实现 这种状况引起许多分析家的兴趣 他们认为印度的决

定既不正当 同时也是由国内因素刺激产生的 在最近几年 国大党 BJP 在政治方面取

得非常重要的发展 BJP 不执行前政府的核保留政策 而是希望建设一个强国 他们是唯一

公开宣称需要核武器 强调强大军事基础的政府 在研究印度导弹计划中揭开这方面的秘密



是非常重要的  

全面研究印度导弹计划的合理性 目的 政策制定和可能性将有助于  

w 理解印度的核政策和订立实际计划的制度 

w 缓减由于在次大陆部署导弹带来的潜在危险 

w 建立一个范例 制定透明和可行的军控措施 

历史回顾 

印度的导弹计划已经从原理性研究逐渐发展到现在为该计划考虑其政治和军事的合理

性 这里的历史指导弹的研发阶段 即从最初寻求火箭的基本技术 训练科学家和与导弹有

关的军事专家 到集中上升到军事使用技术 导弹计划的许多工程没有公开 但秘密建立了

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制造大地和火两个类型导弹  

印度建立可靠核威慑的努力可追朔到 1958 年 当时尼赫鲁总理宣布建立一个钚加工厂

成立一个由 B. N. Singh 牵头的制导导弹小组 印度设计和研制地对地导弹的努力持续了 30

年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制定集成制导导弹发展计划 IGMDP 后 该项目才全速发

展  

1958 年 1 月印度成立了国防研究发展局 DROO 国防研究发展试验室 DRDL 是与

导弹研制有关的主要试验室 它比民用空间计划至少还早四年 到 80 年代最初的两年 DRDL

已经形成导弹固态 液态推进器 控制 制导 精密结构方面的技术基础 印度已经成为一

个既有大规模民用空间工业又有导弹计划的国家  

w 工程蓝图 

印度地对地导弹研制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早期 然后一直受到 DRDO 的管控 最初

想建一个 苏黎世式 导弹系统的想法 由于印度政府对苏联的 SAZ 导弹感兴趣而搁置 SAZ

导弹由 DRDO 在 魔鬼 计划项目下进行试验并对其发动机进行改装  

w 魔鬼 计划 

这个工程项目开始于 70 年代早期 包括尝试对 SAZ 导弹的改装 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原因是缺乏技术 那时制造导弹对印度来说是困难的 尽管苏联早在 50 年代就制造了 SAZ

导弹 但对印度来说复制每一部分还是个难题 1978 年该工程被取消  

w 勇敢者 计划 

该计划被认为是制造洲际弹道导弹的尝试 导弹使用英国 Blue Streak 火箭的 RZ2 液体发

动机 但能力只有其 1/30 由于资金短缺和官僚主义 该导弹一直没有成功试飞  

w 印度斯坦导弹计划 

Gowarikar 博士和工程推进小组准备了一份叫印度斯坦导弹的工程报告 报告展现了一

个可以批量生产 500km, 1000km, 3000km 射程导弹的工厂的蓝图 尽管它从未实现 但它的



一些核心功能在 1983 年 IGMDP 中可以看到  

w 集成制导导弹研制计划 IGMDP  

IGMDP 在关键领域使印度具备了生产本国导弹的能力 在改装 SA 2 地对空导弹后

印度为获得自己的导弹能力在 1983 年制定了 IGMDP 计划  

该计划主要研制执行多种任务的不同类型导弹 要求提供全面综合的性能 并注意边缘

性 交错性 该计划还要促使试验室和研究院所研制高技术武器 因为这些都是印度不可能

从别国得到的  

今天 IGMDP 由 5 个核心导弹系统组成 大地短程弹道导弹 SRBM 和烈火 中程弹

道导弹 IRBM 的发展与印度空间工业发展息息相关 另外三个发展中的导弹为中程 Akash

地对空导弹及短程 Trishal 地对空导弹和 Nag 反坦克制导导弹 研制中还有 Astra 空对空导弹

但是它还不属于 IGMDP 计划  

大地导弹已经成功进行过试验 完成了实用验证 已经被装备到 Hyderabad 的陆军第 333

导弹部队 烈火  1999 年 4 月进行原型试验 技术验证计划已经结束 导弹在 1999 年 8 月

15 日由总理瓦杰帕依宣布开始生产  

Akash 和 Trishal, Nag 目前还在陆军进行实用验证 Astra 还处于研制阶段  

在西方 美国等国家努力制止印度发展烈火和大地导弹 他们加强了 MTCR 制度 停止

提供所有类型的导弹用材料 然而 印度科学家仍然设法研制这些导弹  

目的和合理性 

许多研究人员和安全分析员认为印度导弹计划的主要动因是技术发展因素 国内因素和

国际安全环境 政治制定者一贯认为这个计划为国家安全所需 而一项调查表明 无论怎么

看 外部安全的考虑还不是印度导弹计划的主要动因 技术发展加速了导弹计划的发展  

 

 

 

 

 

 

 

 

技术发展动力 

w 核装备烈火和 Surga 导弹提供可靠的对抗核威胁力量可能是导弹计划的最终目的

技术发展 

外部因素 

国际声誉的渴望和

国内压力所迫 
导弹计划 



常规装备IRBMs也是一种方式 它使中国相信在印巴冲突中对巴方援助要付出代价  

w 印度经济 科技本身的发展 寻求阻止外部势力对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影响的

国际战略可能是印度导弹计划的第二个动因  

w 许多资源投入 IGMDP 计划 表明新德里愿意在现代战争中和在导弹能发挥整体作

用的现代战场上保持和技术革命的同步 基于这种认识 发展反坦克 防空和地对

地导弹就成为动因和压力  

w 地缘政治变化使得军方必须生产新式装备并且转变战术和原则  

渴望国际声誉和国内压力 

w 导弹技术可以成为国家专门技术和科技竞争力的证明  

w 尽管一些超级大国通过一系列控制体系联合阻止印度获得该项技术 但印度还是研

制了该技术并有所发展  

w 在迈向强国的努力中新德里相信获得这些技术与能力将使印度跻身世界强国从而受

到重视  

w 国内政治因素主要考虑了 1974 年地下和平核爆炸 SNEP 后的情况  

w 1989 年大选中烈火导弹常常被提到 Norashima Rao 和 Deva Gowda 均表示坚持支持

印度的战略计划 反对 CTBT  

w 瓦杰帕依总理还创造出新的词语 即 冰雹科学 hail science  

外部刺激因素 

w 可以作为一个交易筹码  

w 受海湾国家类似导弹的部署 使用及导弹在攻击大量目标时作用的影响  

w 受出口导弹的经济利益的诱惑  

w 常规导弹可能带有的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  

印度和巴基斯坦曾有 4 次大战 领土争端仍然是两国矛盾冲突的根源 印中也发生过一

次战争 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仍然给北京和新德里造成压力 除此而外 在地区非常重要的三

角关系中 防御能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改变也成为摩擦发生的附加因素  

1. 巴基斯坦方面 

w 巴基斯坦首先生产了不同类型的导弹充实军队 边界另一方导弹的出现必然使得另

一方合理地发展其导弹计划  

w 中国把 M11 导弹转让给巴基斯坦  

2. 中国方面 

w 自从 1962 年中印战争后 中国一直被印度视为敌方 中国的导弹和武库直接对印度



构成威胁 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技术对印度也间接构成威胁  

w 尽管印度有能力对付巴基斯坦任何一种常规力量 但加上 大地 导弹时 印度的

打击力量将延伸更远 仅仅生产大地和其它地对地导弹 Surya 就能使印度在同巴

基斯坦进行战争时取得胜利 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国家 一旦强大 将会对

自已构成威胁 许多军方官员和分析家认为印度的反应是对中国的导弹能力和在西

藏部署导弹而作出的  

印度导弹计划可能有三个发展方向  

1. 重点发展到一般发展再到放弃 

好处 避免了突然升级带来的战争危险  

坏处 在南亚格局是不切实际 不可行的  

放弃发展将打击印度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  

可能使得技术进步放慢  

否定印度进入有利的出口市场的能力  

使得印度在地区冲突中面对其它导弹国时没有可靠的威慑力  

所以在印度看来保留该导弹计划比放弃好处似乎多得多  

2. 大量生产和部署 

好处 各国相互间保证了威慑态  

转移导弹由和平定位到新的定位引起的紧张局势的压力  

坏处 可能增强核不稳定性  

如果军备控制措施跟不上的话 就会有军备竞赛的危险  

3. 全面生产而不部署 

该计划允许印度进行研究试验 甚至可以生产导弹 但是不实际部署它们 不使导弹处

于作战状态  

好处 事故性 偶然性发射可能性最小  

提供一个保持核库存的相当经济的方法  

弹头和运载系统不装配也将保证在遭到攻击时导弹有一定程度的生存能力  

译自 第 12 届科学与世界事务夏季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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