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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目标拦截是弹道导弹防御的重大难题 ，也是 目前 美国导弹防御 系统所遇到的最大的 

技术难点。在将多目标问题分为单弹头攻击和多弹头攻击 2类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美国的相关研 

究计划，分别针对核爆炸防御、助推段防御、先进的目标识别器和多拦截器防御等多目标拦截策略 

进行 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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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hitarget interception is a big difficult problem in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and is also 

the most arduous technology of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US．On the basis of classifying the multitarget 

problem into single warhead and multiple warhead，this paper，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support tech- 

nology programs of US，the tacticses of muhitarget inteception，including nuclear explosion defense，boost 

phase defense，advanced sensor tenchnology and multi—interceptor defense are analy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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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世纪50年代，弹道导弹出现不久，人们就提 

出了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世 

纪末，美国加强了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与部署，使反 

导技术有了极大的进步，反导系统初具规模。这也 

迫使各军事大国进一步研究更先进的导弹突防技 

术，以保持一定的有效核威慑力量。 

总体而言，弹道导弹防御技术可以分为 3类：核 

爆炸防御、破片杀伤防御和直接碰撞杀伤防御，其中 

直接碰撞杀伤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导系统采用的主要 

拦截方式，本文也主要对此进行讨论。在现有的技 

术条件下，对单目标已经能够准确地进行直接碰撞 

杀伤拦截，而对多目标的拦截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这也是目前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面临的最大的 

技术难题。本文针对美国提出的一些多目标拦截措 

施进行了分析研究，以图对日后相关反制措施的研 

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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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弹道导弹防御中的多目标问题 

弹道导弹防御 中出现的多 目标 问题可以分为 2 

类，一类是单弹头攻击，携带一定的诱饵；另一类是 

多弹头攻击。 

1．1 单弹头攻击 

为了应对导弹防御系统，提高突防概率，目前世 

界上比较先进的单头导弹都携带有诱饵装置，主要 

包括假弹头、涂有金属涂料的气球、把真弹头放人气 

球之中等形式，还有的导弹在助推火箭关机后，利用 

爆炸索把导弹弹体的上面级切割成碎片，在再人飞 

行器周围造成碎片场。这些诱饵在再人大气时由于 

各自的飞行弹道不同，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在导弹 

飞行时间最长的自由段，导弹的有效载荷在不存在 

空气分子的真空环境中飞行 ，弹头和诱饵具有相 同 

的飞行特征，仅凭弹道特性是无法识别的。 

目前拦截弹识别真假弹头，主要依靠 KKV导引 

头的探测器敏感目标的辐射信号，再把所看到的目 

标数据与已经存储在其计算机内的数据进行比较判 

断。探测器主要采用红外探测器，敏感 目标的红外 

辐射信号，因为在理论上，能够用于识别真弹头和诱 

饵的目标特征有 3个：一是目标的尺寸；二是目标的 

形状；三是目标的温度，这3种特征以不同的方式影 

响弹头辐射的红外光。但是采用红外探测器拦截多 

目标时遇到了以下困难：①所有的物体都有红外辐 

射，会成为红外探测器的噪声 ，特别是地球 、太 阳的 

红外辐射和探测器 自身热噪声的影响更是不可避 

免；②空间物体红外特征信号的强弱取决于许多因 

素，特别是目标的物理特性和运动特性因素，它们都 

使得对目标的识别变得困难；③红外探测器通常由 

单个的敏感元阵列组成，如果目标离拦截器足够远， 

探测器上的图像就只有一个或几个敏感元，无法判 

读出目标的形状，而只能探测到总的亮度。如果真 

弹头与诱饵的红外特征非常相似，那么探测器只能 

在最后几秒钟才识别出真弹头，此时拦截器很可能 

已经没有足够的过载进行轨道机动。由以上因素可 

见，在现有的探测器技术条件下，拦截携带诱饵的单 

弹头还有很大的难度。 

1．2 多弹头攻击 

多弹头是指弹道导弹装载的弹头携带多个子弹 

头。多弹头分为集柬式、分导式和全导式 3种 j̈。 

集束式多弹头是一种简易的多弹头，它在弹头母舱 

内装载多个子弹头，在达到预定的飞行弹道参数后 ， 

一 次集柬释放所有子弹头，用于攻击同一个目标，与 

此类似的是战术弹道导弹所使用的子母弹头。研究 

发现，用集束式多弹头(子母弹头)释放化学战剂和 

生物战剂比单弹头更有效，多弹头包装很可能成为 

弹道导弹投掷化学战剂弹头或生物战剂弹头的通用 

包装。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母舱增加了分离机 

构，能根据需要分别释放母舱中的子弹头，使其攻击 

一 个或多个目标，各弹头落点之间的距离最大可达 

数百千米。但 MIRV的子弹头没有控制系统，弹头 

从母舱释放后，只能按预定的椭圆弹道做惯性飞行。 

全导式多弹头不仅具有分导能力 ，而且每个弹头都 

可以机动飞行，都是机动弹头，突防能力更强。 

弹道导弹采用多弹头是美、前苏军备竞赛的产 

物。20世纪，美苏争霸，核领域的争霸尤为激烈，为 

了限制对方的发展和减轻自己的负担，双方开展的 

军控谈判，第一轮谈判 只限定 了战略导弹的数 目而 

没有限定弹头 的数 目。随着弹头的小型化和分导技 

术的发展，战略导弹开始装备 MIRV，这一方面可以 

节省装备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单枚导弹和总体 

的打击能力，进而获得核优势。多弹头技术在 20世 

纪末有了较大 的发展和扩散，成为未来导弹防御 系 

统所必须面对的目标群之一 。 。 

2 弹道导弹防御中应对多目标的策略 

分析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弹道导弹防御中应对多目 

标进攻的策略主要包括核爆炸防御、助推段防御、先 

进的目标识别器和多拦截器防御等方案。 

2．1 核爆炸防御 

核爆炸后产生的高温、高压、射线辐射、强电磁 

脉冲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和很广的杀伤范围，可以摧 

毁一定范围内的任何 目标，具备多目标防御的能力。 

但核爆炸具有很大的负效应，所以利用核爆炸防御 

多目标进攻时，必须提前对作战效应进行充分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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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核爆炸防御一个很突出的优势表现在对生物化 

学弹头的拦截上，因为只有核爆炸才有潜力确保摧 

毁导弹上所携带的生物战剂，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就 

认为，美国将最终采用核途径，因为采用直接碰撞杀 

伤途径得不到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小布什政府上 

台后，美国国防部提出要审核在导弹防御系统中采 

用核拦截弹的可能性 。 

在本国领土上空进行核爆炸防御会给本国人民 

造成危害和恐惧，在战争中是一种破釜沉舟的战术。 

但抛开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单从技术上讲， 

核爆炸防御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防御手段，能够很 

简单地解决多目标拦截的问题，在对战略要地进行 

防御以及拦截特种弹头时可以考虑使用。随着核技 

术的发展、核弹头的小型化以及制导技术的进步，核 

防御有可能会获得更广泛的用途。 

2．2 助推段 防御 

助推段防御是指用 于拦截刚刚发射不久、正在 

助推飞行中的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由于此时导弹 

的战斗部还未与弹体分离，所以并不存在多目标拦 

截的难题，但却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多目标拦截问题。 

在助推飞行阶段的弹道导弹，目标大，飞行速度慢， 

有很明亮的尾焰，又无法实施对抗措施(诱饵和电 

子对抗等)，比处于中段与末段飞行的导弹更容易 

受到拦截，而且拦截后的碎片与毁伤弹头都落在敌 

方的领土上，具有突出的优势，因此成为美国导弹防 

御系统积极发展的一种拦截方式。 

目前 ，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在重点发展的助推段 

防御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高能化学激光器作 

为防御武器的定向能武器系统，包括机载激光器 

(ABL)计划与天基激光器(SBL)计划。ABL使用的 

是安装在波音一747上的氧化碘化学激光器 ，SBL则 

使用部署在外层空间的氟化氢激光器。ABL计划 

是现阶段重点发展的计划，尽管在2004年取得了里 

程碑式的进展，但已证实机载激光器最后 20％的集 

成工作非常困难，该项 目的最新计划是进行激光器 

性能的地面测试与束控／火控系统的飞行试验 。 

另一个方向是利用“动能拦截弹”(KEI)作为防御武 

器的动能武器系统，包括海基与陆基2种助推段防 

御系统。KEI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支援导弹防御 

的武器 ，将采用双色红外导引头，通过直接碰撞摧毁 

目标，现在正成为美国国防部多层导弹防御系统中 

的主要角色。根据 2003年的一项关于 KEI的新计 

划，近期的目标描述为在2010年发展出一种从地面 

发射车发射的、能够拦截助推飞行中弹道导弹的动 

能拦截弹，在 2013年把这种拦截弹部署到海基发射 

平台上；远期的目标是发展一种兼有助推段防御能 

力和中段防御能力的动能拦截弹。此外，美国导弹 

防御局还在论证从天基平台上发射 KEI的技术可 

行性与负担能力。助推火箭是 目前 KEI计划中风 

险最大的部分，因为它需要在不到 1 min内把 KEI 

加速到 6 km／s的速度 。 

美国正在全力推进的助推段防御计划耗资巨 

大，但最终的效果却还难有定论。ABL计划与 KEI 

计划对于朝鲜这类纵深较小的国家可能会比较有 

效，但单纯因为朝鲜这样的国家推行如此庞大的计 

划似乎不太可能，最终的目标还是中国与俄罗斯。 

而对 于中俄这样有着大的战略纵深和潜射能力的大 

国，作战效果很难理想。SPL计划要达到较高的精 

度只能运行在中低轨道上，为了实现较高的覆盖率， 

需要采用星座组网的轨道形式 ，费用与外交压力将 

是 SPL严峻的挑战。 

2．3 先进的目标识别器 

先进的目标识别器包括多色导引头与复合导引 

头，以及相关的数据融合算法。研究先进目标识别 

器的理论依据是诱饵只能在某一个波段与真弹头相 

似，而不可能在所有的波段都与真目标相似，先进的 

目标识别器实质就是多波段探测器。目前美国所用 

KKV上的导引头也大多是多波段导引头，如大气层 

外拦截器(EKV)所用的就是 2个红外波段和 1个可 

见光段的三色导引头。 

美国导弹防御局目前正在进行的有识别能力的 

拦截器技术计划(DItP)的目标就是研究出这样一 

种先进的目标识别器。计划采用的波段是多谱段红 

外线和激光雷达，最后再用高速的微型处理机和数 

据融合算法集成为一个轻型的“通过导弹跟踪” 

(track—via．missile)的 导 引 头。在 较 远 的距 离 处 

(400～800 km)，红外焦平面阵列将捕获目标群，被 

动地探测弹头和诱饵的红外特征，并执行简单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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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较近 的距离 (小于 400 km)，激光雷达主动照 

射目标，测量向后散射的多谱勒频移辐射，以便计算 

目标的距离、速度和角速度，与红外 焦平 面共同工 

作，精确地识别和跟踪 目标。由于激光雷达采用主 

动照射，所以能够大大增加测量的目标特征的数量， 

提高识别和瞄准点的选择能力。目前该项计划关键 

的技术难点是激光雷达的小型化，以使它能够装到 

拦截器里。DITP的另一项关键技术是各种探测器 

的数据融合，目前正在发展的是智能处理(IP)技 

术，它把不同探测器的探测数据融合在一起，但是通 

过选择 ，只应用最有价值的探测器数据。IP技术必 

须在拦截弹的时序和存储器限制内运行并产生预期 

的结果，此外该技术还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以便在 

非标准条件下应用合理的信息通过量和使存储器保 

持性能的稳定。数据多级融合结构的确定、多极融 

合模式的选择和多极融合方法的研究是 IP技术的 

关键 。 

DITP计划的许多技术已经成熟，实现的技术难 

度相对较小，但因为导引头所采用的波段毕竟有限， 

对抗措施比较容易发展，对付多弹头攻击时更是先 

天不足，所以将来可能需要与其他的拦截技术结合。 

2．4 多拦截器防御 

多拦截器防御计划最根本的目的是避免复杂的 

多 目标识别问题，转而对每一个 出现在探测器视野 

中的目标都进行攻击，也即把战略从“狙击手转向 

霰弹猎枪”。多拦截器防御的关键工作是研制微型 

拦截器(MKV)，以保证能够从 1枚助推火箭上发射 

多个尺寸小 、质量轻 、有杀伤力的拦截器。 

美国有2个计划支持多拦截器防御：一是微型 

拦截器技术创新科技计划，该计划采用先导者一后续 

者(1eader—follower)方案 ，“先导者”飞行器在前面预 

先观测目标，并指派后面的小拦截器对 目标进行拦 

截；另一个是“蜂群”(swarm)拦截器计划，该计划要 

发展一种能够有效防御子母弹头的拦截器。2004 

年初，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式选定洛克希德 ·马丁公 

司作为 MKV的开发和制造商。计划中的拦截器大 

小如同一个咖啡筒。重约4～6 kg，作战过程如下：预 

警系统探测到敌方弹道导弹的发射，对目标进行跟 

踪并引导拦截弹发射。助推火箭抛撒 出大量的 

MKV后，它们将与一个母舱保持联系，借助该母舱 

的远程红外探测器探测、跟踪及识别弹头和诱饵。 

每一个 MKV都会从母舱收到瞄准信息，对于每一 

个已经识别出来的弹头可能需要分配几枚 MKV进 

行拦截 ，每个 MKV都配备 了一 个焦平 面阵红外探 

测器，将它们导向指定的目标，MKV将实时地接受 

到母舱提供的目标修正信息。MKV的关键技术是 

联合技术公司研制的固体燃料轨道与姿态控制系统 

(DACS)。2005年进行单发拦截器 的悬浮测试， 

2007--2008年进行首次飞行试验。由此不难看出， 

正在研制的 MKV与“先导者一后续者”方案有很大 

的相通之处 。 

多拦截器防御会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拦截方案，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比较简单，但却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该计划在美国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但拦截 

器上关键设备的微小型化却是重大的技术难关；另 

外，目标的分配与攻击中的相互通信、单个 MKV的机 

动能力与MKV个数的折中也会是技术难点，因为未 

来 MKV可能需要应对具有中段机动能力或滑翔能力 

的弹头；此外还要面对很重要的成本控制问题。 

3 结 束 语 

多 目标拦截是 弹道导 弹防御 中的重大技术 难 

题，目前可以采用核爆炸防御、助推段防御、先进的 

目标识别器、多拦截器防御等几种拦截方式，美国针 

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计划。 

尽管还有许多的技术难题有待解决，但从美国坚定 

不移的推进导弹防御系统 的趋势来看 ，多 目标拦截 

在将来最终能够得到解决，其他国家的核威慑力量 

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为保证一定有效的核 

威慑力量．维持战略的平衡，尽早地展开相关突防措 

施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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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因而改装中拆除战斗部等个别隔舱内设备，加装 

相同尺寸和质量的脱靶量测量设备、干扰设备或配 

重，就可改装成靶弹，简单易行。根据不同的改装方 

案，以一种型号导弹为基础，通过加装不同的功能模 

块，体现出不同的雷达散射特性和红外辐射特性等 

目标特性，模拟不同型号导弹，检验防空导弹系统的 

防御性能 。导弹的飞行控制软件将进行修改，保 

证靶弹按要求的轨迹飞行。为降低战斗计算程序的 

修正规模，通常采用防空导弹编制制导计算法，以解 

决运动目标轨迹模拟问题。俄罗斯的 GLONASS卫 

星导航系统和美国GPS卫星定位系统也可用于引 

导靶弹按照各种轨迹飞行。靶弹发射后，弹载遥测 

系统能自动记录靶弹弹上设备工作情况数据和靶弹 

飞行数据并 自动发送到遥测地面接收站，以便事后 

处理分析。 

在退役防空导弹系统的基础上改装靶弹系统， 

既有许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其优点主要有：研制 

和生产费用相对低廉(与专门研制新型靶弹相比)； 

能够充分利用现役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技术维护和使 

用设备；能够按要求的轨迹发射空中靶弹，并较为准 

确地对其空中状态进行控制；能够在防空导弹仪表 

隔舱装配附加设备，甚至替换战斗部隔舱；能在靶弹 

系统发射阵地准备多枚靶弹。主要缺点是：靶弹供 

靶飞行距离相对较短(50～70 km)。 

4 结 束 语 

靶弹系统建设对防空兵器系统的设计试验鉴定 

和战斗力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靶弹研发是试验 

靶标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本文介绍了美、俄等国 

靶弹系统的发展思路，新型靶弹的研发情况与主要 

性能，详细分析了靶弹研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对我 

国防空兵器靶标体系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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