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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卫星对战术弹道导弹预警能力研究。 

高桂清，刘 刚，刘风林 

(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5) 

摘 要 ：从研 究 DSP预警卫星预警原理 出发 ，分析 了战术 弹道导弹主动段 的弹道特征和尾 焰 

的红外辐射特性 ，从关机点速度预报偏差与射程偏差的角度 ，基于弹道学原理并利用三次样条插值 

方法，建立了DSP预警卫星对常规战术弹道预警能力仿真模型，通过仿真计算，可以发现在无干扰 

条件下，DSP预警卫星对弹道导弹落点预报精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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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arly W arning Ability of DSP Satellite to TBM 

GAO Gui—qing，LIU Gang，LIU Feng—lin 

(The Second Artillery Engineering College，Shaanxi Xi’an 710025，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theory of the DSP early warning satellite，the characters of the in— 

itiative trajectory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 tail—flame’S infrared radiation of the TBM are analyzed．Using 

the theory of missile ballistics and spline function，a model to evaluate the early warning ability of the sat— 

ellite is built，which aiming at the angle of forecasting error of closing engine point’S velocity and the 

range error．The simul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forecasting precision of the satellite to the point of the 

missile is very high without interference． 

Key words：early warning satellite；TBM；early warning ability；spline function 

0 引 言 

战术弹道导弹(TBM)由于飞行速度快、打击距 

离远、雷达反射截面积小、精度高的优势，经过几次 

局部战争的使用证 明，能够有效地打击敌方战役纵 

深的军事目标、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已成为高技术 

战争中主战武器。 

随着 TBM在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对其进 

行防御就成为重要课题之一。由于 TBM再人速度 

非常高，要想对其进行有效拦截必须拥有足够的预 

警信息。目前，能对战术弹道导弹进行预警的有预 

警卫星、远程预警雷达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国防 

支援计划(DSP)导弹预警卫星。 

本文在认真研究预警卫星预警原理的基础上， 

对 TBM主动段弹道和红外特性进行了分析，通过仿 

真计算，从关机点速度和射程预报偏差的角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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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卫星对 TBM预警能力。 

1 预警卫星预警原理 

预警卫星是为实现预警目的，监视和发现敌方 

弹道导弹的侦察卫星。导弹发射时，预警卫星上的 

红外探测器和电视摄像机配合工作，根据导弹喷焰 

在不同高度上形状和亮度的差异，可判断是否真有 

导弹发射及发射的是何种类型的导弹并粗略测出导 

弹主动段的运动轨迹。 

预警卫星主要根据弹道导弹尾焰辐射的红外光 

来探测导弹的发射。目前，DSP星上配有 6 000个 

硫化铅探测元组成的焦平面阵列，能探测到波长为 

2．7 m左右的红外辐射；焦面阵列末端还固定着一 

组碲镉汞探测元，能探测到4．3 m波段的辐射。 

卫星采用 自旋稳定方式 ，它以大约 6转／min的转速 

绕其指向地面的主轴旋转，望远镜轴线与卫星主轴 

成 7．5。的夹角，因而形成一个圆锥扫描区域。 

其工作流程是：导弹点火后，卫星上的红外探测 

器阵列接收到导弹尾焰的红外辐射信号后，将所接 

到的信号进行放大、调制送入信号处理器；信号处理 

器将信号变换成数字形式，并做滤波处理，测出目标 

的方位角和辐射强度，再从不同波长辐射强度之比 

以及辐射强度的变化换算出目标的速度和加速度， 

然后再将所得信息与判读标准比较，进行目标分类 

并识别出那些存在威胁的目标，随后发出警报；电视 

摄像机同时拍摄电视图像，并连续发送回地面站经 

地面人员辨别分析不是虚警后，地面站计算机 自动 

将卫星所测得的导弹发射数据及红外信号特征数据 

与事先存入机内的已知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出弹道， 

预测出导弹的落点范围。 

2 常规战术弹道导弹分析 

2．1 常规战术弹道导弹的主动段弹道特点 

弹道导弹的飞行过程一般由垂直起飞、程序转 

弯、发动机关机、头体分离、自由段飞行、再入段飞行 

和击中目标几部分组成。其中，习惯上，把导弹离开 

发射台到头体分离为止的一段弹道称为主动段。 

TBM主动段时间并不长，一般在几十秒到一百秒之 

间，随后进入被动段作无动力的惯性飞行。主动段 

时间虽然很短，但最后关机点的位置和速度对导弹 

的射程和落点却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射程为600 

km左右的TBM，关机点高度约为70～90 km，水平 

距离 <10 km，主动段飞行时间65～85 S，飞出对流 

层(约为 11 km)需 25—40 S左右。 

2．2 常规战术弹道导弹的红外特性 

对于采用红外探测器的 DSP预警卫星，最关心 

的是 TBM主动段尾焰的红外辐射。当前，TBM大 

多使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羽焰在可见光区 

和近红外区都有很强的热辐射。推进剂羽焰的稳定 

气相产物主要包括 H O，CO 。它们的辐射谱带集 

中在红外区，在 2．7和 4．3 m波段上有强烈的辐 

射 ，如图1所示。 

图 1 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理论光谱辐射图 

Fig．1 The radiation chart theory 

spectrum of the solid propeHant 

在低高度上，尤其是在多云天气，导弹尾焰的红 

外辐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被大气吸收，因此，只有当 

导弹飞到一定高度时其红外辐射才能被探测器捕捉 

到。对流层中集中了整个大气质量的75％，水汽的 

100％，CO 的50％以上。因此可以认为，当导弹飞 

出对流层时，大气对红外辐射的吸收能力显著下降， 

从而探测器可以捕捉到尾焰的红外辐射。因此，探 

测器对导弹实际扫描时间只有 35 S左右。同时由 

于探测器扫描周期为 10 S，因此，每个星载探测器实 

际探测次数至多4次。 

3 DSP预警卫星对常规战术弹道导 

弹预警能力仿真模型 

目前，对预警卫星的预警能力研究主要是从卫 

星探测器性能的角度出发。其实，预警精度主要取 

决于系统对关机点参数预报的精确度。因此本文试 

l  l  l  l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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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 DSP预警系统对关机点预报精度的角度出发 

来衡量 DSP预警卫星对 TBM预警能力。具体步骤 

是：将卫星探测到的几个点的数据通过样条插值方 

法进行拟合；判断关机点速度预报误差；以关机点速 

度预报误差计算射程预报偏差；以射程偏差衡量 

DSP预警卫星的预警精度。 

我们知道，DSP预警卫星在反导体系中的作用 

就是将来袭导弹的落点范围和时间预报给地面反导 

雷达，使其有针对性的开机工作，缩小搜索空域。 

3．1 射程预报偏差估算 

若将导弹再人段弹道视为自由段的延续，那么 

被动段射程角卢。可由椭圆弹道理论导出的射程角 

公式进行计算。因此，在估算出主动段终点速度和 

坐标后，即可计算出被动段射程角： 

卢 ：2眦ta 生  
， (1) 

A=2R(1+tan 0k)一 k(R+rk)， 

B =2Rvktan Ok， 

C= k(R—rk)， 

rk=R+Yk， (2) 

Ok=卢k+0k， 

k= arctan 
R + Yk， 

式中： 为地球平均半径；O 为主动段速度倾角；0 

为关机点弹道倾角；卢 为主动段射程角；rk为关机 

点地心距； ，y 为关机点坐标。 

于是导弹全射程为 

= R(卢 +卢k)． (3) 

事实上，由关系式 

tan = ， ㈩  

很容易求得被动段射程： 

．． ．．=2Rarctan志 ， (5) 
式中： 

=面YkTk
． (6) k · O 

在近似估算中，若取 rk=R=6 371 km，而口 又 

以 km／s为单位时，则 

=  
． (7) k 而 ‘ 

因而被动段射程为 

。
= 222．4arctan———_= =二 ． (8) 

15·82~／62．57一口 

若令导弹的全射程与被动段射程之比为 K，= 

L／L 时，则全射程即可表为(射程角以“ ’计) 

移 

= 222．4K￡arctan———_= =二 ， (9) 
15．82~／62．57一口 

式中： 称为射程估算系数，其值由统计方法确定， 

它是理想时间 t和速度 (km／s)的函数。在精度 

要求不甚高，按上式计算导弹射程时，经验表明，对 

于 100～1 700 km的射程可取 K，=1．280～1．1 15， 

对于 1 000～10 000 km的射程可取 K，=1．130～ 

1．095，均能获得一定的准确度。 

因此，被动段射程误差为 

△ ：222．4K 『 rct —— 一 一 L【 
15．82~／62．57一(口k+Avk) 

口
2

L 1 

arctan——  兰二 I． (10) l5
· 82√62·57一口 J 

3．2 关机点速度误差估计 

由式(10)不难看出，射程预报偏差主要取决于 

关机点速度预报偏差。DSP预警卫星主要是通过星 

载探测器在导弹主动段飞行过程中所探测到的几个 

点的参数，并结合弹道模板库中信息来估算主动段 

关机点的参数的。 

简化起见，这里采用的方法是假设星载探测器 

在导弹飞出对流程(11 km)后即可有效探测到 目 

标，并且不存在测量误差。当采用双星定位时，每次 

探测所提供的数据是 口 (t)，其中i=1，2，_『=1，2，4， 

并记第 1颗星探测到 目标 的时间为 t=0。分别对 

口，，(t)和 口 ，(t)采用三次样条进行拟合  ̈，再将拟合 

出来的2条曲线进行合成 (t)，其方法是求均值 

法 ，以减小误差。 

设最后一次扫描 的 目标 的时刻为 t ，2扫描器 

对目标扫描时间间隔△f，那么关机点时刻必然处于 

区间(t1，t1+△f)，或区间(t1，10+t 一At)。因此 ，可 

预测出目标关机点速度范围，代人式(10)即可得到 

射程预报偏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82· 现代防御技术 2007年第 35卷第4期 

3．3 算例 

设2探测器采样时间间隔5 S，每次均能准确获 

得目标速度信息；TBM实际关机点 2 150 m／s。探 

测器采样数据如表 1所示。 

表 1 探测 器扫描 目标速度数据 

Table 1 The missile’s velocity offered by detectors 

利用 Matlab对以上数据分别进行拟合，如图2 

所示。由探测器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TBM关机 

点可能在 30～35 S之间，因此，预测的关机 点速度 

V k∈(V(30)，V(35))，即 V k∈(2 051，2 401．3)m／s， 

以区间中点为预报关机速度 ，则 V =2 226．15 m／s。 

代入式(10)得：△ =0．717 7 km，证明在无干 

扰下，预警卫星对 TBM落点预报非常精确。 

图 2 速度 与时间关 系图 

Fig．2 The function of the time and 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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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结果同时实现了雷达公共监视区域内2部雷达 

同时观测目标T，，T 和T。。从表中数据直观上就可 

以看出，分配结果是最优的，它保证了高优先级的目 

标首先得到分配。 

4 结 束 语 

通过把传感器资源分配最优化问题映射为一个 

分布约束最优化问题，从而应用异步分枝定界算法 

可以获得防空监视网络传感器资源分配问题的最优 

解。基于约束代价的下界进行搜索分配问题的最优 

解，各个传感器代理能够实现异步分布搜索，提高了 

计算效率。而分枝和定界方法又大大缩小了最优解 

的搜索空问，使得防空监视网络传感器资源最优化 

分配问题能够在有效时间内获得最优解。 

参考文献 ： 

[1] 黄树彩，李为民，李 威．基于多代理技术的防空监 

视网络传感器协作管理方法[J]．传感器技术，2005， 

24(3)：38—40． 

[2] Modi P J，Shen W，Tambe M．An asynchronous complete 

method for distributed constraint optimization[R]．In 

Proc of Autonomous Agents and Multi—Agent Systems， 

2003． 

[3] 黄树彩，李为民．防空监视网络传感器任务优先级的 

模糊评价方法[J]．现代防御技术，2005，33(4)：10 

— 13． 

[4] Hirayama K，Yokoo M．Distributed partial constraint sat- 

isfaction problem[M]．In G．Smolka，editor，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Constraint Programming， 1997：222— 

236． 

3  2  2  1  1  

一 昙／ff越幽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