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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渊源

美国海军战略转型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航母空中力
量统治海战场。舰载机作战半径远大于
反舰导弹，且作战效能更高，打击水面
目标主要由航母舰载航空兵承担。水面
舰艇更多地承担防空、反导、反潜、护航
等任务。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苏联海军
这个强大对手消失，美国海军战略立足
点也相应转换。近 30 年来几场局部战
争，美军面对的均为弱小对手，其在濒
海地区的制海权未受挑战。因而，反舰
导弹在美国海军一度“失宠”。

时过境迁，进入 21世纪，美军认为，
潜在对手军事实力快速提高，其依靠高
精度武器、岸基飞机、反舰巡航导弹、反
舰弹道导弹、低噪声潜艇、无人机、先进
防空反导系统等装备形成的所谓“反介
入/区域拒止”能力，将迫使美国海军重
新重视争夺制海权作战。

然而，现实却很尴尬：美军现役反舰
巡航导弹仅有“鱼叉”一个型号，且已服
役逾 30年，其最新型号射程尚不足 300
千米。美军在反舰导弹上的“短板”愈发
明显。于是，射程远、毁伤力强的反舰导
弹重登美军的“愿望清单”。当前，美国海
军正在研发的反舰导弹有3个型号：

一是“标准-6”防空反导导弹的反
舰型号。该型导弹计划于 2018年交付，
虽然飞行速度高达 3.5马赫，但它 400千
米的射程相比“鱼叉”提高并不多，对大
中型水面舰船的毁伤力不足。

二是“战斧”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
反舰型号。该型导弹将于 2022年交付，
亚音速，射程 1600千米，单价也较低，但
抗干扰能力差，战场生存力不强。

三是专门研发的远程反舰导弹。远
程反舰导弹项目军方编号为 AGM-
158C导弹，2009年启动，由美国海军研
究办公室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出
资管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生产，
亚音速飞行，可隐身，射程900千米。

2017年初，美国海军将分布式杀伤
作战概念确定作为未来海上作战的主要
样式，而远程反舰导弹也将成为美军推
行分布式杀伤概念的核心装备和重点发
展武器，服务于战略转型。远程反舰导弹
具备良好的平台适应性，可以覆盖水面
舰艇的常见交战距离，匹配美国海军奉
行的“凡船皆可参战”理念，使美国海军
远程打击水面目标的能力大大提升。

三个特点

大射程、抗干扰、智能化

远程反舰导弹最显著的技战术特
征是大射程—

远程反舰导弹 900千米的射程超过
各国现役的大多数反舰导弹，可使美军
水面舰艇做到先敌发现、先敌攻击。

远程反舰导弹可放大战场态势感
知上的不对称优势。水面舰艇发射反舰
导弹遂行超视距打击，需要情报侦察监
视系统（ISR）和全球定位系统（GPS）提
供战场态势信息和先期目标指示。而广
域海洋监视系统，正是美国海军最大的
优势所在。

远程反舰导弹可提高航母的战场
生存力。战时为保证平台安全，航母需
要在相对敌方防区更远的距离上起飞
舰载机。F/A-18E/F舰载机携带 2枚远
程反舰导弹，作战半径近 800千米，在未
来几年将要服役的“黄貂鱼”舰载无人
加油机的支持下，可在距离敌方目标
2500 千米处起飞。此外，无人战斗机上
舰后，可携带更多数量的远程反舰导
弹，并具备更大的作战半径。

除海基和空基型号外，远程反舰导
弹也可发展出陆基型号。在岛屿和沿岸
地区，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依靠陆基远程
反舰导弹，可以减少对海、空军的依赖。
危机或战争期间，在重要的海峡和水道
周边部署陆基远程反舰导弹，可有效控
制这些海峡和水道。

远程反舰导弹的另一突出特点是
抗干扰—

信息化战争时代，太空和网络能力
是装备作战效能的倍增器。信息化条件
下的海上作战，也往往首先围绕电子干
扰与反电子干扰展开。

远程反舰导弹的研发立足于在复
杂电磁环境下作战，强调降低对 ISR和
GPS的依赖。当存在电子干扰或己方天
基系统支持失效时，远程反舰导弹依靠
其被动雷达/红外成像等多种制导模式
导引头，可自主寻找目标，并具备全天

时、全天候以及打击隐身目标的能力。
当前，为了适应强对抗战场环境，减小
对 GPS等外部支持的依赖已成为美军
装备研发的侧重点。

远程反舰导弹具备隐身性能，可大
幅降低被敌方防空反导系统探测到的
概率。美军的飞机和导弹已经普遍实现
隐身化。反舰导弹尺寸较小，采用隐身
设计后，雷达反射截面积进一步减小，
在其掠海飞行阶段，各国水面舰艇装备
的对空雷达实施探测和跟踪的难度极
大，拦截弹往往来不及发射。

远程反舰导弹的第三个特点是智
能化—

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智能
化成为反舰导弹的发展趋势。远程反舰
导弹被美军称为“当今智能化水平最高
的反舰导弹”，在态势感知、精确制导、
飞行控制等系统中，引入了当前迅猛发
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使其具备更强大的
态势感知、目标识别和自主决策能力。

远程反舰导弹可根据其弹载射频/
红外成像传感器获得的舰船物理场信
号特征以及弹上储存的目标数据库信
息，经过弹载计算机的智能化数据处
理，进行分类和识别，辨识出敌方水面
舰艇编队和濒海海域航线上的特定目
标，选择最具威胁、最具价值的目标，予
以精确打击。

在智能化目标识别的基础上，远程
反舰导弹能够自主制定智能化突防策
略，改变飞行方向，规避防空反导系统的
威胁，在其威胁最小的方向进入，以被拦
截概率最低的飞行高度、速度和路径逼
近目标，进而实现较高的突防概率。

远程反舰导弹还具备智能化协同

能力。信息技术促进水面舰艇防空反导
能力的快速提升，也促使反舰导弹攻击
战法不断创新。其中，多弹协同攻击成
为重要发展方向。多弹协同攻击不等于
单枚导弹命中概率的简单叠加，而是通
过弹间智能任务分配，采取牵制、欺骗、
诱饵、强突等攻击策略，从而大幅提高
命中概率。

两大软肋

“航母杀手”尚待实战检验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军主战
武器实现导弹化，反舰导弹成为水面舰
艇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此同时，反舰导
弹与舰艇防空反导系统的对抗也在不
断升级。对付远程反舰导弹，就要从它
的主要技战术特征着眼，找出弱点，研
究反制手段。
—针对“亚音速软肋”，立足早拦

截。远程反舰导弹属于亚音速，为达到较
大射程，导弹飞行初期和中段，往往在较
大高度上飞行，并非全程超低空掠海飞
行。这就给舰载对空预警雷达的探测创
造了时间窗口。此时，对反舰导弹进行跟
踪和目标指示的难度相对较小。为此，应
进一步提高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探测
距离和舰载防空反导导弹的拦截距离，
做到尽早发现、尽早拦截。
—针对“电磁软肋”，大力发展认

知电子战。虽然对外界信息的依赖性不
强，但远程反舰导弹仍属于信息化武
器。高度精密复杂的电子系统和设备是
所有信息化武器的软肋，电子战也成为

对抗信息化装备的最高效手段。基于
此，可大力发展认知电子战，根据实时
探测到的远程反舰导弹电磁频谱特征，
自适应地调整己方干扰的频率和强度，
使其弹载电子系统和设备失能或失效。

此外，对付远程反舰导弹，水面舰
船还要主动加强隐身和伪装。正确的决
策依靠正确的感知，感知失真必然导致
决策失误。增强水面舰艇的隐身性能，
可以使远程反舰导弹获取的目标特征
信息不完整，无法决策。采取改变舰船
雷达频谱特征、舰体表面温度分布等主
动措施，改变舰船物理特征，可以造成
远程反舰导弹获取的目标特征信息失
真，使其决策失误。

对攻击态势感知能力相对较差的
单艘传统水面防空舰而言，远程反舰导
弹确实有较大的突防优势；但面对航母
战斗群的信息化多层次防空反导体系，
远程反舰导弹的优势和威胁便会大打
折扣。美军欲把远程反舰导弹打造为
“航母杀手”，目前还是一个“美好愿
景”，其战力如何还有待实战的检验。

不可否认，美军远程反舰导弹的出
现，将会给海战样式带来一定冲击。但
信息化战争是体系对抗，单凭某一型号
武器装备就改变战争规则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各种颠覆性技术的
飞速发展和新型武器装备的接连服役，
各大国海军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美军
想用远程反舰导弹来“改变海战游戏规
则”，没那么容易！

“ 美 版 航 母 杀 手 ”战 力 几 何
■李大鹏

银幕上，跨界之作《功守道》以

独特方式展现了太极之道；现实中，

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奥义的日本，也上

演了一出类似的“功夫”戏码，不

过，却是“攻”守道。

据报道，日本政府已经批准的2018

年防卫预算案中，列入了采购机载远程

巡航导弹的费用。同时日本拟从美国购

入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并增购

F-35A战 机 。此 前 ，日 本 还 考 虑 在

2019—2023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

划》中列入采购F-35B的费用，并将“出

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改造为能够起降

F-35B的轻型航母。一系列“攻势”意味

浓厚的举动预示着日本潜心打磨的“武

士刀”正缓缓出鞘。

太极之妙在于善用“借力打力”

之势。对上述已经或可能引发外界担

忧的行为，日本的解释是：购入远程

巡航导弹和电子战飞机、改造“出

云”号等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的威

胁，确保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战

机战舰能够在安全区域执行任务，并

且使日本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

增购 F-35A则是为了回应美国对日

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施压。上述理由

看似冠冕堂皇，但如果把这些“锐

利”的武器放到现实中来看，恐怕

就要重新审视了。

此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欲

采购挪威 JSM反舰导弹、美国远程反

舰导弹和射程1600千米的在研新版反

舰“战斧”。要知道，日本海最宽处也

不到1000千米。此外，F-35B战机的

作战半径近900千米，几乎可以南北纵

贯朝鲜半岛。EA-18G电子战飞机一旦

落户日本，很可能会从舰载型改装为

陆基型，其700千米的作战半径必定会

大幅增加。很明显，日本购进新装备

的种种理由都说不通。

至于日本增购F-35A战机，固然

有讨好美国之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

或许是希望通过加大采购量以引进F-

35生产线，从而促进日本五代机的发

展。“心神”的停飞已让日本人心神不

宁，更新现役战机越发迫在眉睫。毕

竟，日本空中自卫队的F-4战机过于

“年迈”，各方面性能早已跟不上趟；

F-15J战机过于“疲惫”，各种事故层

出不穷。

毫无疑问，日本全面强化武备另

有所图——面对近年来中国海空军常

态化远海训练和“绕岛巡航”，日本感

到往昔军事优势的天平正逐渐被颠

倒 ， 于 是 想 方 设 法 以 和 平 防 卫 之

“虚”掩盖武力扩充之“实”。实际

上，中国军队例行训练旨在练兵，不

针对任何国家。日本政府不过是借机

给自卫队“松绑”。

攻守之道，自在人心。日本防卫

预算总额已经连续6年增长，并连续3

年超过440亿美元。如果说此前日本打

算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尚可勉强

划归为自卫举措的话，那么引进新型

电子战飞机和反舰导弹等带有强烈攻

击意味的行为则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

的狼子野心。一旦2018年日本《防卫

计划大纲》如期修订，日本国防属性

很可能完成从“守”向“攻”的全面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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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7年 12月

底，顺利完成试验性战备值班任务之后,

俄罗斯3座“沃罗涅日-DM”远程导弹预

警雷达站同时投入战备值班。加上此前

已投入使用的4座“沃罗涅日”，俄罗斯

首次沿周边建成了导弹预警系统的密集

雷达网，可以从境内实现对各个威胁方

向的不间断探测。

本世纪初，莫斯科远程通信科技研

究所、米涅茨无线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开始研发“沃罗涅日”雷达系统。这是

一种新型固态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为制

导雷达提供早期预警和目标指示信息，

是俄罗斯在本国反导预警雷达相继退

役的情况下，针对北约反导系统东扩而

研制的。

“沃罗涅日”雷达家族分成米波雷达

“沃罗涅日-M”“沃罗涅日-VP”、分米波

雷达“沃罗涅日-DM”和厘米波雷达“沃

罗涅日-SM”等，各型号性能指标和所承

担的任务均不相同。米波雷达的视域最

宽，探测距离可达6000千米，但精度较

低；分米波雷达探测距离超过 6000千

米，探测高度8000千米，可同时监测500

个目标；厘米波雷达尚在研制之中,可以

最大限度地收集目标的飞行速度、角坐

标和轨道等信息，但作用半径较小。

新式“沃罗涅日”采用先进的高度工

厂预制化技术建造，可以在制造工厂进

行组装，雷达站建设者只需要架设开线、

把天线与设备箱连通即可。与以前的

“第聂伯”“达里亚尔”“伏尔加”等型号的

雷达相比，“沃罗涅日”的技战术性能有

了进一步提高，投入使用的时间大幅缩

短，而且能源消耗降低了2/3，维护工作

更加优化简便，所需操作人员数量更少。

俄罗斯自2005年起陆续换装新一代

预警雷达系统，目前已有7座“沃罗涅日”

投入使用，另有 2座在建，1座在筹划

中。在远程导弹预警系统中，各雷达站

的责任区域都相互覆盖，可以对距俄罗

斯国土很远的空域实施可靠监控。各雷

达站部署地点的探测区域面向以莫斯科

为中心的西部、南部和南偏东的欧洲、中

亚和东亚方向。其中部署在奥尔马维尔

的DM型雷达和部署在伊尔库斯克的M型

雷达可基本覆盖亚洲全境。除此之外，

俄罗斯现役导弹预警系统还包括设在伯

朝拉、摩尔曼斯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

坦的上一代远程预警雷达站。

“沃罗涅日”号称全球“功率最大、探

测距离最远”的雷达系统。它的出现使

俄罗斯空天军的空中和太空搜索范围扩

大了数千千米，发现和确定目标的能力更

强。虽然“沃罗涅日”探测距离远，但测量

精度并不高，除了用作导弹预警和跟踪

外，它们也都可作为低轨空间目标探测和

编目的传感器使用。俄罗斯雷达设计师

们曾戏言：如果一只老鼠能飞的话，“沃罗

涅日”都能锁定它。实际上，如果将它们

用于飞机、巡航导弹等空气动力目标的探

测，就好比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不说，还

未必好用。

俄罗斯加紧打造全方位

远程导弹预警雷达网

北极熊的新天眼
■闻 敏 盛 文

2017 年 12月，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搭载美国海
军新一代反舰巡航导弹——远程反舰导弹（LRASM）
发射 2枚导弹打击 2个海上移动目标。至此，赶在 2018
年之前，美军远程反舰导弹已完成在 B-1B 战略轰炸
机、F/A-18E/F航母舰载机、水面舰艇Mk-41多用途垂
直发射装置和斜架发射装置等多个平台的测试工作。

作为美国海军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的核心装备，

远程反舰导弹具备大射程、抗干扰、智能化的技战术特
征，美军对其寄予厚望，称之为“海战游戏规则的改变
者”，测试和采购进度一再提速，预计 2018年初步形成
战斗力，2020年小批量交付。

美军口中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到底战力几何？外
界传言的“美版航母杀手”又是否言过其实？请看海军
工程大学专家的解读。

兵器观察

美军多平台发射远程反舰导弹（LRASM）攻击水面舰船示意图。制图：郑金浩 王柯鳗

邮箱:jfjbbqdg@163.com

版式设计：梁 晨

F-35B欲登日本“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

绘图：高 岩

兵器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