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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地空导弹(红方)对空中编队(蓝方)的拦截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以及蓝方对红方实施的电子战措施的分 

析，对蓝方实施的电子战对红方拦截行动的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得出蓝方突防概率与电子战综合作战效能之间 

的函数关系。仿真结果表明，对地空导弹拦截的每一环节都可以有效地实施电子战，削弱地空导弹的拦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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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nalysis of feeble chains of ground—tO—air missile(Red)intercepting air—formation(Blue)with what 
electronic warfare measures the Blue will bring tO the Red，this paper quantificatiOnaIJy evaluate the influences of 

electronic warfare of the Blue tO the Red when intercepting ground—tO—air missiles、It reaches the conclus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akthrough prob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mission effectiveness in electronic warfare．By 

simul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electronic warfare can be used in every chain tO weaken the ability of intercepting 

ground—tO—air miss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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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机编队要实施对地面目标的火力摧毁，完成 

既定作战任务，首先需要突破敌地面防空系统的拦截。 

保证突防的成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确保圆满完 

成整个对地攻击作战任务的前提【1l。 

敌地面防空系统是一个典型的C I系统，它通过 

各种地面警戒雷达和空中预警雷达来发现空中的编队 

攻击机，然后通过防空系统的指挥中心来统一部署， 

下达对编队攻击机的歼击机空中拦截、地空导弹和高 

炮拦截的命令。本文将通过研究进攻编队 (蓝方 )对 

地空导弹 (红方 )实施有效电子战措施时，蓝方突防 

概率的变化情况，来定量描述电子战对编队对地攻击 

作战效能的影响程度即电子战的综合作战效能。 

时 自动引爆战斗部； 

4)导弹战斗部被引爆后杀伤单元毁损目标。 

对于地空导弹，其基本作战任务是击毁目标，衡 

量这一作战行动的效能指标为地空导弹对空中编队攻 

击机的击毁概率。为了完成这一作战任务上述四个随 

机事件必须同时实现，缺一不可。依据概率乘法原理， 

在空中编队不实施电子战措施的条件下，地空导弹击 

毁目标的概率 为 

Pm=PD-PH·PF，PK 1 1 

式中，尸力为导弹预警雷达探测发现目标的概率， 为 

导弹攻击雷达跟踪瞄准概率， 为导弹引信正常引爆 

概率， 为导弹战斗部杀伤单元杀伤目标概率。 

1 地空导弹对编队攻击机的拦截过程 2 编队对地空导弹实施的电子战措施 

地空导弹是地面防空系统对编队攻击机进行拦 

截的第二道防线，这里我们以半主动雷达制导地空导 

弹为例来描述来其拦截过程【2I： 

1)地面或空中的预警雷达发现目标，将目标信息 

传递给导弹的制导系统； 

2)导弹攻击雷达捕捉和跟踪目标，精确测定目标 

参数，支持导弹发射，进而在发射后引导和控制导弹 

战斗部飞向目标 ，实现瞄准式攻击； 

3)导弹引信在导弹战斗部飞抵目标一定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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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在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空中攻 

击编队不可能束手待毙，而是采用相应的电子干扰措 

施来压制或破坏地空导弹的攻击，具体来说，蓝方主 

要针对以下的三个环节进行干扰： 

1)预警雷达的目标探测环节； 

2)导弹攻击雷达的制导控制环节； 

3)导弹引信系统的引信引爆环节。 

以上不论哪一环节遭受电子干扰，地空导弹作战 

系统都无法正常发挥战术效用。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地 

空导弹对编队飞机的击毁概率，发挥电子战的重大作 

用，假设空中编队对这预警雷达和引信系统实施了压 

制性干扰。对导弹攻击雷达实施 了欺骗性干扰的电子 

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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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警雷达有源压制性干扰分析 

对预警雷达实施有源压制性干扰，减小雷达接收 

机输入端的信噪比，降低预警雷达对空中编队的发现 

概率。 

预警雷达的发现概率是信噪比(实施干扰情况下 

为信干比)的增函数，蓝方实施的有源压制性干扰就是 

通过向雷达接收机发射大功率的噪声信号淹没有用的 

目标回波信号，使信噪比大大降低，从而使预警雷达 

的发现概率降低。由文献[2]，可得到两者之间的函数 

关系为 

=  (1一— “ P ) (2) 
‘  

式中，尸f为雷达虚警概率， ／Ⅳ为雷达接收机的信 

噪比；“为噪声电压。 

2．2 导弹攻击雷达欺骗性干扰分析 

对导弹攻击雷达实施欺骗性干扰，增大制导误差， 

使其命中概率降低。对攻击雷达的干扰，既可以采用 

有源压制性干扰 ，也可以采用有源欺骗性干扰，较多 

的是采用欺骗性干扰【 ，即辐射源产生与有用信号相 

同或类似的有源信号。对雷达而言，欺骗性干扰主要 

是使跟踪系统跟踪假目标或同时跟踪真假目标，产生 

很大的跟踪误差，欺骗性干扰既可能导致系统随机误 

差增大，也可以导致系统产生系统误差【”，从而使地 

空导弹的命中概率降低。 

在攻击雷达的制导控制下，地空导弹的命中概率 

是指：由于雷达控制使地空导弹的弹头引爆时，借助 

战斗部的杀伤威力(杀伤半径 )摧毁编队飞机的概率。 

为此，要计算导弹的命中概率首先要知道导弹射 

击散布规律，一般认为射击脱靶量△服从均值为∥ 

(无电子干扰时 ：0)、均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的 

密度函数【l】为 

厂(△)：下  eXp(一 ) (3) 
、／2 △ 2o"a‘ 

在蓝方不实施电子干扰的情况下，导弹的脱靶量 

主要由其攻击雷达目标测量误差和制导控制系统伺服 

控制误差确定。发射的地空导弹要命中编队飞机必须 

满足式 (4)，即 

△≤ (4) 

其中， 为发射地空导弹的杀伤半径。所以地空 

导弹对编队飞机的命中概率 可以由其发射武器的 

射击散布密度函数在 (一 ，十 )范围内的积分给 

出【”，即 
1 ^2 

exp(一 ’ 

在蓝方实施欺骗性干扰的条件下，地空导弹的命 

中概率为 

％ = 1 eXp{-xp 1 }如 (6) 

式中， 为射击散布的均方差； 、cr△的数值可由 

雷达跟踪体制、干扰信号样式、干扰强度等级等因素 

具体分析确定。 

比较式 (5)、 (6)，显然有 

％ < (7) 

2．3 导弹引信系统压制性干扰分析 

对导弹引信系统的干扰也采用压制性干扰，使引 

信系统因接收到大量的干扰信号而过早引爆战斗部， 

使战斗部杀伤效率下降。 

导弹杀伤效率的发挥，依赖于引信实际引爆区与 

战斗有效启爆区的一致程度【 ，这就是所谓的引战配 

合特性。只有当引信实际引爆区落人战斗部有效启爆 

区内时，战斗部动态杀伤区才会穿过目标要害部位。 

由于各种条件的的影响，完全配合并不是在每一 

种射击条件下都能达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部分配合。 

为了评定引信与战斗部的配合程度，引用配合概率的 

概念。所谓配合概率是指引信实际引爆点落入战斗部 

有效启爆区内的概率【4J。 

为了清楚地表示配合概率，我们假设目标的集合 

中心或质心为相对速度坐标系原点， 轴与导弹相对 

于目标的速度向量的方向一致；Y轴在水平面和靶平 

面内，指向右方；Z轴在靶平面内，其指向按右手准 

则确定。则在此坐标下配合概率 可按照导弹引信引 

爆点在 OX轴上的分布规律 ，(x／，．)表示为【4】 

a 1 
e卅  } (8) 

式中，a、d为实际引爆区与有效启爆区相重合的部 

分在OX轴上的两个边界值； 、￡ 分别为引信引 

爆点沿x轴散布的标准差和数学期望，它们的值一般 

由大量试验统计确定[4】。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方实施的压制性干扰 

对导弹引信的干扰效果如图 1、图2所示。 

由图 1、图 2可以看出，我方实施的电子干扰使 

引信提前引爆，从而使其与有效启爆区的重合部分面 

积变小(d‘< )，配合概率减小，导弹杀伤效率降低。 

为此，可以把压制性干扰的条件下的配合概率表示为 

：r‘ 1 e卅 }出 (9) 
假设引信的其它环节在有无电子干扰的条件下都 

能正常工作，则在无干扰的条件下 

=  (10) 

在有干扰的条件下，有 

，=尸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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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实施电子干扰的条件下引战配合概率 图 2 实施电子干扰的条件下引战配合概率 

3 电子战综合作战效能评估 

为了定量分析电子战对地空导弹拦截行动的影 

响，在这里设空中进攻编队对预警雷达的电子干扰效 

能用干扰概率 描述，对地空导弹攻击雷达的电子干 

扰效能用干扰概率 描述，对地空导弹引信系统的电 

子干扰效能用干扰概率 ，则蓝方对红方实施电子干 

扰的总概率即电子干扰的总效能可表示为【l】 

V=1一(1一 )(1一 )(1一 ) (12) 

由于不同的作战环节受干扰方式可能不同，评价 

其受干扰程度的指标也就可能不同，所以V的求解方 

式也不尽相同，下面对其分别讨论。 

对于地空导弹来说，编队对地面警戒雷达的干扰 

方式为有源压制性干扰，由于其压制的基本目的是降 

低预警雷达发现我空中编队的概率，所以其干扰有效 

程度可表示为【l 

D D 

=  (13) 

式中， ，为压制干扰条件下预警雷达的发现概率。 

编队对攻击雷达采用欺骗性干扰，降低了导弹的 

命中概率，所以干扰有效程度可用下式表示为 
D D 

：  L 丛  (14) 
‘ PH 

式中， 、 ，分别为攻击雷达未受干扰和受到干扰 

条件下导弹的命中概率。 

编队对导弹引信系统仍然采用有源压制干扰，由 

于当导弹的引信系统收到大量的强干扰信号时引信就 

会过早引爆战斗部，使战斗部杀伤效率下降，所以可 

以用导弹战斗部杀伤效率的下降程度来表征干扰的有 

效程度 为 

D D 

：  二 (15) 
。 PF 

而在电子战条件下地空导弹击毁空中目标的概 

率可表示为 

PMJ=P村‘PHJ‘P吖 ·PK 16 

由式 (12)一式 (15)可推出 

= (1一 ) 

％ =(1一 ) 
= (1一 )尸F 

则地空导弹系统在遭受电子干扰条件下的概率 

应是 】 

= (1一 )(1一 )(1一 )尸朋 

即 

％ =(1一 ) (17) 

由于编队攻击机的突防概率 ，f2 可表示为 

= 1一 (18) 

将式 (17)代入式 (18)可以得到 和 的函 

数为 

= 1一(1～ )(1一 )(1一 ) =1一(1一 ) (19) 

由式 (17)和式 (19)可以得出，蓝方对红方的 

电子战作战效能 V与蓝方编队攻击机的突防概率 ， 

成正比，而与地空导弹对编队攻击机的杀伤概率 

成反比。这一结论说明了编队对敌地空导弹系统实施 

有效的电子战，可降低红方对蓝方攻击机的杀伤概率， 

使攻击机的生存数目大大增加，从而提高了整个编队 

对地攻击行动的作战效能。 

4 算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电子战的作用，举例进行仿真说 

明[1‘ ：假设警戒雷达在虚警概率尸f为 10～，地空导 

弹的杀伤半径Y 为 15，战斗部的有效的启爆区【日，b】 

为【3，5．9】， 、E 分别为 1．0和4．3，且假设导弹 

对目标的杀伤概率【7】为 1，即 =1，对地空导弹的警 

戒雷达、引信系统实施压制性干扰，对导弹攻击雷达 

实施欺骗性干扰。下面运用蒙特卡罗法 】对在蓝方不 

实施电子干扰和实施电子干扰情况下地空导弹对攻击 

机击毁概率进行估算，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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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子干扰对地空导弹各环节指标的影晌 

无干扰条件 有干扰条件 

警戒雷达的压 
制性干扰 S／N=24 S／N=l8 S／N=l6 S，N=l4 S，N：l2 S／N=lO 

警戒雷达 
发现概率 0 90l 0 74l 0 638 0．5l2 0．376 0 249 

导弹攻击雷达 =0 =5 =10 =15 =20 =25 

的欺骗性干扰 A=8 6=10 A=12 A：14 A=16 A：18 

导 弹 
命中概率 0．938 0．8l6 0．634 0．489 0 364 O．28l 

引信系统的压 c=2．8 ：2 6 c=2．4 c：2．2 c=2．0 c=l 8 

制性干扰 d=5．8 d=5 6 d=5 4 d=5 2 d=5 0 d=4 8 

引信正常 
引爆概率 0 836 0．806 0．767 0 7l7 0 660 0．594 

导弹击毁 
目标概率 0．707 0 487 O．3l0 0．18O 0．090 0 042 

电子战 
作战效能 O 0 3Il O．562 0．745 0．873 0 94l 

由表 1可以看出，蓝方对警戒雷达、导弹制导雷 

达、导弹引信的干扰，是分别通过减小警戒雷达接收 

机的信噪比、增大导弹制导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降 

低战斗部有效启爆区和引信的实际引爆区的重合程度 

来最终实现对导弹击毁概率的削弱，而且从表中还可 

以看出对这三者干扰程度越大，导弹的击毁概率也就 

越小 ；而随着导弹击毁概率的减小也反映了电子干扰 

越来越有效；这与表 1中最后一行所求得的电子战作 

战效能值的大小是一致的。 

5 结束语 

通过本文分析可见，电子战对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干扰，增大了导弹的制导误差 ， 

降低了导弹的杀伤效率，削弱了导弹的作战能力，提 

高了编队攻击机突防概率。电子战作为一种新兴的作 

战手段，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了电子战在现代战争中“兵力倍增器”的作用。且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其它武器系统的分析也有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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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传统的航空兵战法设计中，通常孤 、 地、静止 

地考虑火力与信息在战法中的作用，并没有把握信息、 

知识、决策以及实施等战法设计关键要素之间的动态、 

辩证关系，而基于信息战原理的战法则更加注重在动 

态环境中，综合运用信息优势、知识优势、决策优势 

以及战法实施优势获取战场 的胜利，来规划整个航 

空兵战法设计，它们本质差异就在于如何处理信息与 

火力的关系，因此只有探索用信息战思想提高传统战 

法战斗力的途径，不断开发新的信息战战法，才能全 

面提高海军航空兵指战员在实战中把握信息与火力的 

运用规律、实施信息作战、做出科学决策和夺取战场 

M  ’m ，m n * n n n n * n * n n n jm * p  

胜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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