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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罗斯重视海上战场环境的基础研究，主张舰空导弹武器系列化发展，在舰空导弹系 

统研制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介绍了俄罗斯单舰平台上舰空导弹装备研制的经验，举例说明了 

基于现有舰空导弹系统综合集成，构建单一舰艇及其编队分层对空防御体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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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ntegrated M ethod of the Ship to Air M issile 

System in Russia Navy 

TENG Ke—nan ．W ANG Guo—tian 

(1．Naval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cademy，Shandong Yantai 264001，China； 

2．Department of Navy Equipment，Beijing 100841，China) 

Abstract：Paying much attention on the basic research of the sea battle field environment，Russia in- 

sists in the serial development of the ship to air weapons and has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in the development field of the ship to air missile．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ip to air 

missile system in Russia is introduced，and the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 hierarchical military defense 

of the warship boats and the fleets are also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based on the general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ship to air missi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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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1 重视研究海上环境的特殊性，形成 

俄罗斯重视发展舰艇及其编队的对空防御作战 

能力。从历史上看，俄罗斯舰空导弹系统大多是从 

地空导弹系统改造而来的。因此 ，俄罗斯在地空导 

弹系统改造并构建舰空导弹系统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舰空导弹系统的研制要求 卜 

俄罗斯舰空导弹系统专家认为：由于海上战场 

环境的特殊性，应该对用于研发地空导弹系统的方 

法和技术进行改进，并采用新方法和新技术，以便适 

应舰艇及其编队的作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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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上 自然环境的特殊性 

海平面的波浪及其反射效应，对舰载雷达的无 

线电信号会产生很强的漫射效应；如果考虑到南方 

海面水蒸汽的作用效果，产生“大气波导现象”的概 

率将大大增加。这些因素将影响舰载雷达发现、跟 

踪空袭 目标的精度。 

1．2 海上空袭 目标的特殊性 

与陆上不同，海上的空袭 目标大多是低飞目标 

(距海面5～20 m)。舰载雷达或舰空导弹弹上末制 

导雷达在跟踪低飞 目标过程中，会产生“镜面反射 

效应”，这将导致这些雷达对空袭目标跟踪误差的 

增大。另外，空袭 目标对舰艇编队的攻击常采用 

“饱和攻击”，且在攻击方向上伴随主动式干扰。由 

于舰载雷达就在舰艇平台上，这种主动式干扰将主 

要作用在舰载雷达的主瓣方向上，而要消除这种干 

扰是相当困难的。 

1．3 海上舰艇平台的特殊性 

在研制舰空导弹过程中，必须考虑舰艇平台的 
一 些特殊使用要求和限制条件，如舰艇的自制性、舰 

艇装载导弹数量的有限性、武器系统的适装性和重 

构性、舰艇人员的有限性等等。为了说明舰空导弹 

系统和地空导弹系统的差异，俄罗斯专家归纳如表 

1所示。 

表 1 舰空导弹系统和地空导弹系统对比一览表 

Table 1 Contrast between ship to air missile system and ground to air missi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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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视武器系统性能不断升级 ，形成 

舰空导弹系统系列化发展 -4 

前苏联和俄罗斯已经发展了 3代舰空导弹系 

统，目前正在研发第 4代。新一代舰空导弹系统的 

作战空域显著扩大，对多目标的拦截能力和在复杂 

电子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了“一弹多 

架”和“一架多弹”，武器系统的标准化、系列化、通 

用化水平显著提升。 

同时 ，利用新 技术 改进现有舰 (地 )空导 弹系 

统 ，发展改进型 ，也是俄罗斯海军舰空导弹系统发展 

的重要途径。结合海上战场环境的新特点和舰艇平 

台的新要求，利用高新技术对现役舰(地)空导弹系 

统进行改造，充分挖掘其技术潜力、改善其战术性 

能，提高综合作战能力，是未来俄罗斯舰空导弹系统 

发展的一种备受关注的方向。 

2．1 “格布卡”小型近程舰空导弹系统 

在 2005年圣 ·彼 得堡 “世界 海军 武器展 会” 

上，“格 布卡 ”小型 近程舰 空导 弹 系统 首次 面世。 

“格布卡”舰空导弹系统 由光电瞄准制导装置、小型 

回转式发射装置 、火控显控台和 4～8枚舰空导弹组 

成，如图1所示。该系统使用的是由“针 一s”肩扛 

式地空导弹系列发展而来的舰空导弹(Hrna或 

Hrna—C)，其主要性能指标见表2。 

图 1 “格布卡”舰空导弹系统 

Fig．1 “Hraa”ship t0 Mr missile system 

2．2 “施基里一1”中程舰空导弹系统 

“施基里一1”系统是 由“施基里”舰空导弹系统 

改进发展而来，其系统使用的导弹也由9M389改进 

为9M3179。近几年，作为“一弹多架”的范例，俄罗 

斯海军又实现了9M3179导弹的垂直发射，导弹型 

号定为 9M317M9，其标准的垂直发射装置可备弹 

36枚，使“施基里一1”舰空导弹系统的作战能力有了 

大幅提升，如图 2所示。 

图 2 “施 基里一1”舰 空导弹 系统 

Fig．2 “9M 3173’’ship t0 air missile sysmm 

2．3“利夫一M”中、远程舰空导弹 系统 

“利夫一M”舰空导 弹系统是从 1985年装 备 的 

S一300PMU地空导弹系统发展而来的。作为“一架 

多弹”的范例，S一300PMU系统可使用的导弹代号 

分别为 5V55K，5V55R，5V55RUD，48H6E，48H6E2， 

9M96E和 9M96E2。 

“利夫一M”中、远 程舰空 导 弹系统 可使用 

9M96E，48H6E和 48H6E2等 3种导弹。48H6E和 

48H6E2这 2种导弹具有对 战术弹道导弹的拦截能 

力，与“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标准型)配套使用， 

如图 3所示。9M96E导弹的发射质量、弹径、战斗 

部质量等较 48H6E和 48H6E2都大大减小(如表2 

所示)，与“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简化型)配套使 

用 ，以拦 截 掠 海 飞 行 的 目标 为 主 ，如 图 4所 示 。 

9M96E导弹拥有 自身小型储运发射箱，也可利用装 

载 48H6E和 48H6E2 2种导弹 的大型储运发射箱 。 
一 个大型储运发射箱内可装 4枚 9M96E导弹，从而 

大大增强了系统的火力密度。 

2．4 AK-630M 末端防御舰炮系统 

AK一630M舰炮系统具有体积小 、质量小 、可靠 

性高、反应速度快的特点，非常适合在吨位较小的舰 

艇安装。该舰炮由 MR一123型火控雷达提供 目标 

指示，射速3 000发／min，可完成对低飞目标的防御 

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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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标准型) 

Fig．3 “48H6E”ship to air missile system(standard) 

3 重视现有装备综合集成 ，形成单舰 

及编队分层防御体系 

近几年来 ，俄罗斯舰空导 弹系统的主要设计研 

究“牛郎星”的专家提出，利用 “格布卡”、“施基 

里一1”和“利夫一M”(简化 型和标准型 )等现役舰空 

导弹系统 ，以及 AK一630M末端防御舰炮 系统 ，进行 

装备组合和综合集成，实现了不同排水量的水面舰 

艇分层对空防御武器系统。 

3．1 排水量小 于 1 000 t的舰船 

为了保卫导弹艇、扫雷艇和各种保障舰船等小 

型舰艇不受空袭目标的打击，“牛郎星”的专家设计 

了一种“超短射程”的分层末端防御体系，由“格布 

卡”小型近程舰空导弹系统和 AK一630M末 端防御 

舰炮系统组成，如图 5所示。如果舰艇上装备有平 

高两用大口径舰炮系统，也可以参与对空防御作战。 

图4 “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简化型) 

Fig．4 “48H6E”ship to air missile system(simplified) 

系统中的作战指挥控制显控台负责协调舰空导弹、 

火炮2类武器系统的工作，控制4～8枚“针 一s”导 

弹和舰炮分梯次对空袭 目标实施拦截射击。 

3．2 排水量介于 1 000～3 000 t的舰船 

对于排水量介于 1 000～3 000 t的中、小 型水 

面舰艇(警戒舰船、小型护卫舰等)，“牛郎星”的专 

家提出了基于“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简化型)， 

配备 9M96E导弹的实现方案 ，如图 6所示 。9M96E 

导弹拥有主动式末制导头、弹上惯性导引系统 ，具有 

较强的机动飞行能力 ，能以很高的概率拦截空中 目 

标。简化的“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具有垂直发射 

装置、制导雷达等，体积和质量相对较小，具有良好 

的适装性。对于末端防御，可配置几套“格布卡”小 

型近程舰空导弹系统和 AK一630M末端防御舰炮 系 

统，完成拦截已突防目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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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小型水面舰艇对空防御系统示意图 

Fig．5 Sm all surface ship anti·air defence system 

图 6 中、小型水面舰艇 对空防御 系统 示意 图(方案 1) 

Fig．6 Medium and small surface ship anti·air defence system(scheme 1) 

3．3 排水量介于 3 000—6 000 t的舰船 

为了在驱逐舰、护卫舰等大、中型舰船上建立分 

层对空防御系统，“牛郎星”的专家提出了基于“施 

基里一1”舰空导弹系统 ，配备 9M3179或 9M317M9 

导弹的方案，如图7所示。“施基里一1”系统是多通 

道舰空导弹系统，采用半主动制导方式控制多枚 

9M3179或 9M317M9导弹拦截多个空中 目标 ，是性 

能优良的舰艇编队中、近程防御武器。对于突破 

“施基里一1”系统空袭 目标 的防御 ，可通过配置几套 

“格布卡”小型近程舰空导弹系统和 AK-630M末端 

防御舰炮系统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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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大、中型水面舰艇对空防御系统示意图 

Fig．7 Large and m edium surface ship anti-air defence system 

3．4 排水量大于6 000 t的舰船 

对于排水量大于 6 000 t的巡洋舰和大型驱逐 

舰等大型舰船，“牛郎星”的专家提出了基于“利 

夫一M”舰 空 导 弹 系 统 ，配 备 9M96E，48H6E 和 

48H6E2等 3种导弹的方案，如图 8所示。通常， 

9M96E导弹与“利夫一M”舰空导弹系统(简化型)配 

套 ，使用小型的专用储运发射筒及发射装置 ，可实现 

40 km的射击远界；48H6E和 48H6E2导弹与“利夫 

一 M”舰空导弹系统(标准型)配套，使用大型储运发 

射筒及发射装置，可分别实现 120 km和 150 km的 

射击远界。当然 ，也 可以在 48H6E和 48H6E2导 弹 

的大型储运发射筒 内安放 4枚 9M96E导弹。 

同理，对于突破“利夫一M”系统的空袭目标的拦 

截 ，可通过配置几套“格布卡”小型近程舰空导弹系 

统和 AK一630M末端防御舰炮系统来完成。 

图 8 大型水面 舰艇 对空防御系统示意图 

Fig．8 Large surface ship anti·air defe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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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不同排水量舰艇的舰空导弹武器系统 

的综合集成，是建立在统一的信息综合处理和指挥 

控制平台上的。这个平台采用高速局域网络技术、 

通用化的标准显控台，集中处理来自全舰对空警戒、 

制导雷达等传感器的目标信息，协调、控制各型武器 

系统工作，在各武器系统的杀伤区内，实现对空袭 目 

标不间断的分层防御射击、转火射击，形成单舰及编 

队分层的对空防御体系。 

4 结 束 语 

利用高新技术对现有舰(地)空导弹系统进行 

改造和集成，提高舰艇的综合对空防御作战能力，是 

未来舰空导弹系统发展的方向。俄罗斯“牛郎星” 

舰空导弹系统研究所提出的不同排水量水面舰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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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空导弹(火炮)系统的集成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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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目标 1和目标 3之间的信息素量变化情况 

Fig．2 Changes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arget 1 and 3 

与文献[1]中的方法相比，可以看出，目标识别 

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充分体现了算法的有效性和 

快速性。这个算例很简单。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 目 

标类型分得更精细(如导弹的细化)，同时每类 目标 

可以根据每个指标 的各种情况分别设立识别 因子 

(如表 1中的B)，这样可以让识别结果更加精确，充 

分现实蚁群算法并行搜索识别的优点。 

4 结 束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蚁群算法的舰艇编队 

多目标识别模型。该模型将 目标识别问题转化为最 

优化聚类问题，并充分利用了蚁群系统中的正反馈 

过程、贪婪启发式算法以及分布式计算等特性。通 

过并行合作带来快速的求解。其效果要比灰色关联 

方法的求解效果好。当然，由于各种原因限制，这个 

模型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通过进一步的改进，这个 

模型必将获得更好的识别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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