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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评估 PAC一3反导 系统的作战效能 ，通过分析影响该 系统作战效能的因素，构建了一 

个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幂函数法建立了定量评估模型。结合系统的作战性能参数，对PAC一3反 

导系统的作战效能进行了评估，为研究其作战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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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al Effi ciency of PAC-3 Antimissile System 

GUO Xi—jian，GAO Gui—qing 

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PAC-3 antimissile system，the effecting 

factors is analysed，a evaluate indicator system is built，a rational model is set up with the power—function 

method Combined its operate parameters，the PAC一3 S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is evaluated，and a valu— 

able support to the campaign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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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比较。 

PAC一3反导系统作为未来 双层地基 战区导弹 

防御系统的低层防御系统，是美国当前重点发展的 

“核心”战区导弹防御 系统之一 。通过对原 PAC一2 

反导系统的改进升级，其作战能力有了很大增强。 

而其具体作战效能到底有多大，是需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反导系统拦截、杀伤来袭目标的期望为评价 

效能的准则，从影响反导系统作战效能的因素人手， 

构建出了作战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幂函 

数法建立了一个效能指数模型，对 PAC一3反导系统 

的作战效能进行了定量评估，并与PAC-2型进行了 

1 PAC一3反导系统 

PAC一3反导系统是在原有 PAC一2系统 的基础 

上不断改进而来的，其发展经历了3个独立阶段，其 

中前 2个阶段主要集中在对雷达和通信系统的改 

进，第 3阶段则主要对导弹进行了全新设计，使反导 

系统整体作战效能有了大幅提升。本文研究的即为 

最终改进后 的 PAC一3系统，该系统 由指控系统、 

AN／MPQ一65雷达和 ERINT拦截弹组成。因指控系 

统是反导系统作战效能的倍增器，对它的研究评估 

将放在模型的求解部分，下面重点对雷达和拦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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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介绍、评估。 

1．1 AN／MPQ．65雷达 

PAC一3反导系统 的雷达是通过对原AN／MPQ一 

53雷达改进得来的。首先增加了雷达的功率，用双 

行波管替换了雷达发射机原有的行波管和交叉放大 

器，使雷达平均功率增大了1倍，增强了对小反射截 

面目标、低空飞行巡航导弹、超高速目标的探测、跟 

踪能力；其次改进了雷达主计算机的作战软件，进一 

步优化了分时操作技术，以提高对目标的分类、分辨 

和识别能力。 

通过进一步细化工作时序，AN／MPQ一65雷达 

能更加精确地确定目标长度、雷达截面积和速度，能 

自动分析、捕获目标 ，并能从诱饵和碎片中分辨出战 

斗部，使雷达对目标的跟踪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因 

增加了雷达的功率和拦截导弹的Ka波段主动导引 

头，减少了雷达对单个目标的制导时间和能量的消 

耗，使得同时拦截目标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增长⋯。 

1．2 ERINT拦截弹 

ERINT拦截弹是一种小而轻并高度精确的动 

能拦截弹，通过直接碰撞杀伤，可拦截并摧毁战术导 

弹和吸气式目标。比采用破片弹头的 PAC系统具 

有更大的拦截杀伤能力，可以用来防御带核、常规高 

爆、生物和化学弹头的战术导弹。 

ERINT拦截弹由一级固体助推火箭、制导设 

备、雷达寻的头、姿态控制与机动控制系统和杀伤增 

强器组成。全弹长4 635 mm，弹体直径为 255 mm， 

起飞质量304 kg，导弹整体显得小巧轻便，使得拦截 

飞行效能更加显著。同时改进了火箭发动机，使导 

弹的射程和射高均大于原 PAC一2系统。拦截弹直 

接命中杀伤所需的控制由灵敏、轻型的导弹弹体，快 

速响应的空气动力舵和有效控制导弹转动惯量的姿 

态控制发动机来提供。姿态控制发动机是一些小型 

脉冲式固体推进器，它们安装在导弹中心前部。允 

许导弹迅速地改变航向，以确保导弹对导弹的直接 

碰撞 。 。此外，弹上还设有一杀伤增强器，由 24 

个破片组成，分两圈分布在弹体周围，形成以弹体为 

中心的两个破片圆环，以增强对目标的杀伤能力。 

2 效能指数模型 

效能指数模型的一般形式为E= ，其中 

为调整系数； ，Y，z为影响作战效能的主要战术性 

能指标； ， ，y为主要战术性能指标的相对作战能 

力指数。这里首先通过分析反导系统的组成，构建 

一 个评价指标体系，再利用模糊赋权法求得各幂指 

数，最终计算出反导系统的作战效能。 

2．1 构建指标体系 

因为反 导 系统硬 件武器 系统 (不包 含指 控 系 

统)的作战效能主要由其雷达系统和反导导弹的性 

能决定。而雷达系统的性能又与雷达的最大探测距 

离、同时最大拦截目标数和偏离法线方向最大方位 

角相关；而反导导弹的性能与导弹的制导方式、作战 

距离、作战高度、战斗部杀伤性能、导弹最大马赫数 

相关。故据此可建立了以下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 

图1 雷达和反导导弹作战能力指标体系 

Fig．1 Radar and antimissile m issile S operational 

capability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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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立模型 

依照以上构建的指标体系，再结合其指控系统， 

利用幂函数法建立以下综合评估模型，模型中对某 

些性能指标除以其可能出现的最大值，进而对其进 

行归一化处理。 

E ：cA ， 

C ：C 
．
CA

，
C ， 

Ra=( 门 ”， 

M 叫 厂( 厂( ， 
D=( ) 

式中：E为反导系统作战效能；c 指控系统(倍增 

器)能力指数；R。为雷达系统作战效能；M为反导导 

弹作战效能；c 为指控系统信息处理因子；c ，为辅 

助决策能力因子；c ，为通信能力因子；R为雷达最 

大探测距离；N为雷达系统同时拦截 目标数；ot为制 

导雷达偏离法线方向最大方位角； 幂指数；D为 

战斗部杀伤性能；g为制导方式因子；h为反导导弹 

作战距离；日⋯为反导导弹最大拦截高度；H⋯为反 

导导弹最小拦截高度； 为反导导弹最大马赫数；m 

为战斗部质量，／为杀伤方式因子。 

2．3 幂指数的求取 

虽然幂指数的确定方法一般都是半经验半理论 

的结合，但反导系统组成复杂，作战时各子系统之间 

的性能对整体效能的发挥关系不明确。在应用其各 

项主要性能参数来表示系统作战效能时，很难给出 

性能参数之间某个确定 的相对重要程度值 ，只能给 

出一个模糊相对比较值，所以此处采用模糊赋权法 

更显合适。本文对指数的求取采用了非结构性决策 

中的模糊赋权法 。 

由此方法计算可得：R ： =0．3，M： =0．7。 

同理按以上方法还可求得其他的幂指数： 

雷达系统 ：R： ll=0．33，Ⅳ： l2=0．5，or" 13= 

0．17． 

反 导 导 弹 系 统 ：g： 2 =0．340 1，D：／x22= 

0．278 3，日： 23：0．085， ：／x24= 

0．113 4， ： 25=0．183 2． 

战斗部杀伤性能：m：／x3 =0．5 ／x32=0．5． 

3 PAC一3反导系统作战效能评估 

3．1 资料收集 

在评估 PAC一3反导系统的作战效能时，还同时 

评估了PAC一2的作战效能，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 

增强对 PAC一3反导系统作战效能的理解。 

通过搜集资料，整理后得到 PAC一3与 PAC-2 

反导系统性能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PAC一3与PAC一2反导系统性能参数 

Table 1 PAC -3 and PAC -2 antimissile system capability 

parameters 

3．2 模型求解 

模型中的某些因子(如制导方式因子、杀伤方 

式因子)属于定性描述的量，对它们的量化可采用 

专家打分法、主观赋值法和模糊评判法等量化处理， 

而指控系统信息处理因子、辅助决策能力因子(取 

决于威胁判断置信度，火力分配的可用率，威胁判断 

火力分配平均时问，辅助决策方案可用率和辅助决 

策方案平均生成时间等)、通信能力因子(衡量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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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保障能力，主要取决于信道数，通信速率，平均报 

文发送时间，通信信道干扰能力以及指控系统的通 

信效率)的计算可采用广义量化以及各种综合评价 

处理等方法，将影响因子取值大小的各项性能指标 

进行归一量化处理，相应的参考文献 。 已有具体 

模型，在本文中的处理过程此处不予详述。 

把各项参数代入 构建的模 型 中，求解可得 

PAC一3与 PAC一2反导系统的作战效能值，如表 2 

所示 。 

表2 作战效能计算结果 

Table 2 Operational efficiency calculation results 

反导系统 主 主 作战效能 作战效能 作战效能 
PAC一3 0．683 8 0．741 3 0．637 4 

PAC一2 0．318 4 0．604 1 0．291 7 

从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PAC一3反导系统通过 

不断改进，作战效能有了极大增强，相对于原 PAC一 

2而言，是其2．185 1倍，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 

4 结 束 语 

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反导系统作战效能的因素， 

从指控系统、反导雷达和反导导弹 3个方面构建了 

反导系统作战效能的定量评估模型，结合 PAC一3与 

PAC一2武器系统的性能参数，评估了两者的作战效 

能。通过比较，使我们对 PAC一3反导系统的作战效 

能有了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同时，建立的评估模 

型还可用于其他反导系统的作战效能的评估，具有 

一 定的通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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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评估专家计算的性能指标效用函数值代入式 

(10)～(21)，可得 

B=(0．532，0．365，0．103)． 

由此得综合评估值为 

E =丑 ．C =0．728 7． 

通过与AHP法和ADC法等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可知，灰色层次评价模型由于综合了它们的优点，因 

此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由仿真计算可知，总体效能 

综合评估值的求取主要受评估专家的主观判断、评 

估灰类及其等级值的选取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减小 

评估专家主观判断的影响，还可以采用神经网络 

等方法来建立防空武器系统的总体效能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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