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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太空军事化趋势 

来战争将是海地空天一体化的 

战争，太空正日益成为各国维 

护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须关注和 占据的 

战略制高点。当前 ，以美俄为首的太 

空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太空军事化 日 

趋明显。太空军事化趋势，给现代战 

争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正在促使 

战争理论、战争形态和作战内容发生 

深刻的变化。 

太空军事化趋势 

给传统战争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冲击 

制天权的高战略性使国家安全观． 

国防观和战争的胜负观发生质的变化。 

在太空军事化时代，国土纵深大小已 

基本上不成为一个重要 的制约因素 ， 

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威胁，传统意义上 

的国家安全观、国防观将会过时，仅 

仅考虑国家的领土安全、领海安全和 

领空安全已经远远不能保证国家的真 

正安全 ，因为没有太空安全 ，其他安 

全都将难以保证。同时，现代战争的 

毁灭程度越来越高，战争的胜负渐渐 

取决于对整个战争的有效控制，如果 

在太空上取得绝对的控制权，那么战 

争在没有打响第一枪时就已经分出高 

低 ，甚至影响到最后的胜负。 

战场空间的巨大拓展使战争的时 

空观发生质的变化。太空军事化将战 

争延伸到大气层外，使作战空间得到 

极大的扩展。美军在((2020年展望》中 

就已经提出了控制空间、全球作战、力 

量集成和全球合作等作战思想 ，宣称 

太空 “将很快地被认为是战争的第四 

维”，“传统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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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事任务将向太空转移”。今后的战场将 

扩展到数千千米乃至数万千米的广大 

空间，各种战争力量的分布和机动范 

围急剧扩大 ，从太空对上万千米以外 

敌 战略纵深 目标实施垂直、精确打击 

或突击将成为可能。战争的节奏也空 

前快捷，战争的突然性空前增大 ，战 

略预警时间短促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太空军事化时代的作战力量的机动和 

打击速度大大提高，航天器的飞行秒 

速可以达到几千米，定向能武器 、激 

光武器的运行秒速则达到 30万千米 ， 

可对全球目标实施瞬时打击，“闪击 

战”真正实现以闪电的速度进行。以 

空间换时间将难以达成 目的，以时间 

夺取空间将成为新的战略选择。 

毁灭性战争后果使作战周期和打 

击重心选择发生巨大变化。在未来以 

太空军事基地为依托的信息化战争中， 

打击火力更精确、火力毁伤更惊人 ，人 

们对 战争的认识和作战控制观点亦将 

发生改变 。在战争实施中将力求战略 

威慑与有 限打击有机结合，追求体系 

瘫痪，尽量避免较大规模的物理毁伤 

后果。现代战争将从以夺取制天权的 

信息对抗开始，针对敌太空信息系统、 

指挥控制系统实施攻击，力求一举打 

垮对方。而敌太空信息系统、指挥控制 

系统一旦遭到破坏或被控制，就可能 

丧失组织有效抵抗的机会和能力 ，对 

抗无法进行 ，战争随之结束。在这种 

情况下，首战可能就是决战，战争周 

期空前缩短。 

同时，正如前所述 ，太空军事基地 

对未来作战体系有着巨大的支撑作用， 

顾从标 

并可能成为未来火力作战平台，所以 

打击与控制太空军事基地将成为太空 

军事化背景下打击重心的重要选择 ， 

即通过摧毁对方的天基系统瘫痪其作 

战体系 ，达到屈人之兵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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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现代信息化战争形态 

赋予更多革命性的内容 

太空军事化使战争形态朝着海地 

空天一体化方向发展。夺取制天权将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太空将取 

代空中成为未来战争新的战略制高点， 

谁夺取了制天权、控制了太空，就可 

以居高临下控制其他战场 ，为夺取制 

信息权、制空权、制陆权 、制海权提 

供了一定的保 障。其次 ，控制太空不 

仅可以拓展战略边疆和领域 ，获得丰 

富的战略资源，而且对于维护国家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再次，信息化战争 

形态下的地面、海上、空中武器系统 

的正常运转和发挥作用对太空军事力 

量的依赖性 日益增强。因此，在未来 

战争 中，制天权的争夺将异常激烈 ，双 

方将全力 以赴 ，使用包括太空力量在 

内的一切 战争资源进行攻 防对抗，积 

极参与夺取和保持制天权 的斗争。 

太空基地将成为作战指挥控制与 

信息支援的核心枢纽与平台。目前，天 

基信息网络系统 日益成为信息探测的 

主要手段，如今，美军95％的侦察情 

报、100％的导航定位和100％的气象 

信息来自卫星系统；俄军70％的战略 

情报和 8 0％的军事通信依靠卫 星系 

统。美军在近期几场战争中就首先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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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太空信息支援的甜头。因而，制 

太空权为制信息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同时太空信息支援系统将是继空 

中信 息支援系统后又一重要的信息支 

援平台。目前许多国家正在研究和部 

署基于太空卫星的 C 1SR指挥控制平 

台，以应对陆基、海基 C 1SR系统易 

受攻击的不稳定性 ，由天基 C 1SR指 

挥控制平台发出命令实施精确打击已 

经从科学研究发展到部分实现实战化。 

如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以及俄国的 

空间反导弹系统、反卫 星系统和卫星 

防御系统的指挥与控制等已经开始进 

行实战性检验与部署。 

太空战将成为未来信息化作战的 

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发展太空军事力 

量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但由于太空制 

天权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和太空战诱 

人的高效费 比，各国都一直在继续着 

航 天技术力量的发展与研究工作，以 

寻求或突破太空霸权 ，实现威慑效果。 

另外，平时的战略威慑也很有可能变 

成战时的真正打击力量 ，太空战可能 

会发展成为未来信息化作战的重要组 

成部分。据有关资料显示，预计 2025 

年，美军的太空战武器系统将进入全 

面使用阶段 。届时，美军的各种天基 

(地基 、空基)，反导(反卫星)激光器(动 

能武器)、反卫星卫星、各种型号的空 

天飞机和轨道轰炸机及动能棒 、小卫 

星群等 ，将全部登台亮相。俄罗斯也 

积极开发和研制陆基和天基定向能武 

器以及载人空间站和航空航天飞机等。 

到2010年，俄将开发和形成最佳轨道 

航天器群体和地面航天器保障群体。 

太空军事化趋势 

极大丰富未来作战行动 

太空军事化趋势促使新的作战手 

段出现。太空军事化不仅使以往作战 

所依赖的飞机 、舰艇 、坦克 、火炮 、导 

弹等武器装备的效能发生了质的飞跃， 

还诱发了新的作战手段诞生。首先，未 

来作战打击手段将更丰富。在太空军 

54 中 _／1 

事化背景下，可以利用太空武力攻击 

系统如动能武器等“硬”手段直接摧毁 

对方立体化战场内的武器装备或使敌 

方的卫星和导弹上的 电子、光电子系 

统失效，也可以用太空干扰攻击系统 

等“软”手段干扰卫星和导弹的控制系 

统，使其偏离轨道或方向，或影响其 

信息传输，以达成作战目的。可以从 

太 空直接实施作 战，也可通过太 空 

C 1SR天基组织实施大气层内对敌作 

战，打击手段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 。其 

次，为未来战争提供 了新的一体化联 

合作战平台。航天飞机和空间站等天 

基系统不仅可以完成太空侦察、预警、 

观测、通信、传输、维修等任务，可 

以在太空部署各种天基兵器，建立空 

间指挥所 ，甚至可以作为太空激光、粒 

子束、微波等武器的发射平台，拦截 

与摧毁敌方的卫星、飞船、导弹乃至 

海上的舰艇、空中的飞机、地面的坦 

克等 ，为未来战争提供 了新的作战平 

台。再次 ，使作战手段的效能显著增 

强。太空军事化背景下的信息化战争 

将是一场依赖太空的、信息的较量 ，信 

息化的作战手段不仅可以为实施精确 

的火力打击提供 目标信息 ，而且还有 

足够的计算机系统及联网能力 ，能为 

各种作战行动及时而有效地提供各种 

准确的依据 ，全面提高指挥控制能力 、 

信息对抗能力、多维机动能力、远程 

精确打击能力、全维防护能力、综合 

保障能力 ，从而使作战效能得到大大 

的提高。 

太空军事化的特殊性催生更多的 

新作战样式。太空军事化由于其特殊 

的战略地位、空间力量部署和武器系 

统，对信息化作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催生了更多的作战样式。 

天地信息对抗战 ：由于太空信息 

支援对未来作战意义深远 ，太空信息 

对抗将是信息战的重要部分，未来作 

战的开始的标志可能就是天地信息对 

抗战，它包括天对天、天对地 、地对 

天的信息对抗作战。 

天基对地攻击战：通过使用天基 

作战平台对敌大气层 内的战略 目标投 

送打击能量(如发射激光或精确制导导 

弹)。这种作战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极 

高的精确性 ，其战略效应非同寻常。轨 

道轰炸系统就是一种在近地轨道运行 

一 圈以上再攻击地面目标的天战武器， 

比弹道导弹更难防御 。 

导弹拦截战：在外层空间和高空 

打击敌方的弹道导弹，可以运用天基 

激光或动能武器 ，拦截并摧毁敌方的 

导弹和导弹系统，也可以运用空间信 

息系统捕获、跟踪目标，然后指挥 、引 

导 己方海陆空基反导武器摧毁敌导弹 

和导弹系统。 

卫星攻 防战：卫星运行轨道固定， 

易被捕捉；卫星防护能力薄弱，对其 

实施攻击易于得手 。通过攻击卫星能 

够有效破坏敌方的空间信息支援保障 

体系，减弱敌方的作战优势。因此，卫 

星攻防战无疑将是未来太空战的一种 

主要作战样式。 

空间平台攻防战：指战争双方运 

用配备有攻防武器 的空间平台所进行 

的交战，是一种典型的 。太空战 样 

式，具有明显的 。天一天 对抗特点 ， 

目的在于争夺制天权。一旦这种作战 

样式付诸实践 ，标志着战争将全面推 

向太空领域。 

地基系统破袭战：再先进的作战 

体系也要依赖地面 。地基系统破袭战 

是借助大气层内的军事力量 ，对敌空 

间作战体系地面部分所实施的攻击战， 

其目的在于使敌空间作战体系失去地 

面依托。这种作战样式属于针对 。天 

的 。地一地 对抗形态。■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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