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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连连问

在 我 国 曾 采 用 的 国 际 通 用 做 法
中，射程在 1000KM以内的称为短程导
弹；1000－3000KM为中程导弹；3000－
8000KM为远程导弹；超过 8000KM为洲
际导弹。随着导弹武器谱系的完善及
对射程划分标准认识的加深，我国结
合实际对不同射程导弹分类进行了多
次修订。201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语》，将射程在 1000KM以内的导弹
界定为近程导弹、1000－5000KM为中
程导弹、1500－5500KM为中远程导弹、
5000－8000KM为远程导弹、8000KM以
上为洲际导弹。

中程导弹的射程到底如何界
定，有什么特点，担负何种作战任
务？国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
导弹射程标准的认识理解各不相
同，划分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诸
多疑问，请专家为您解惑——

导弹射程如何分？

近日，正在波斯湾执行任务的
英国45型驱逐舰“钻石”号，由于海
区高水温导致动力系统故障而被迫
回国。加上正停靠朴次茅斯进行维
修的另外5艘，目前英国全部6艘45
型驱逐舰都因高温趴了窝。

造价 10亿英镑的先进军舰竟
然也敌不过高温？这不禁让人大跌
眼镜。其实，军舰跟人一样，既怕高
温，又惧严寒，对温度相当挑剔。

高温对军舰的动力装置是个极
大考验。以蒸汽轮机为例，如果环
境温度过高，主机冷却系统的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导致主机功率下降，
此时军舰就会“中暑”，变得“无精打
采”。按军方的说法，英国 45型驱
逐舰之所以故障不断，是因为“引擎
无法在水温较高的波斯湾正常运

作”，其实就是动力系统出了问题。
除此之外，高温对武器的影响也是
致命的，比如舰体外的导弹，容易因
为超过临界温度发生爆炸。在高温
海域长时间航行时，需要定时用水
枪给导弹“冲凉”，进行降温处理。

不仅是高温，严寒也是军舰的
大敌。低温条件下，海水容易在舰
艇表面结冰，这不但使军舰的储备
浮力减少，而且会导致舰体重心发
生变化，降低舰艇的稳性和不沉
性，直接影响到航行安全。如果主
炮、雷达、卫星天线、导弹发射装置
等舰载装备结冰，还会影响舰艇的
作战能力。2014年 12月，韩国“崔
莹”号导弹驱逐舰和“天地”号补给
舰对俄罗斯海参崴进行友好访问，
穿越日本海时，就因遭遇低温被冻

成了“冰棍”，舰体明显向右倾斜，
让人捏了一把汗。

为防止军舰结冰，人们想出了
很多办法。有的在甲板上配备融
冰系统，使舰体始终保持在合适的
温度；有的向军舰喷洒海水，利用
海水温度远高于环境温度的特点
来防止结冰；还有的借助特殊装
置，将海面高温空气或主机高温废
气引流到舰体四周，达到保温效
果。当然，如果没有上述设施，那
就只能用斧头、锤子、铲子、铁锹等
工具，由舰员人工将结冰清除。

（董 宁、夏远鑫）

“水土不服”的军舰

兵器沙龙

和历史上其他军控条约一样，
《中导条约》双方同样试图钻空子加
强自己的军力。这些年俄美双方只
是打“口水仗”，却始终没有真正跨越
底线——没有在陆上大规模部署超
过500千米射程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
弹。《中导条约》所禁止的仅仅是陆基
中程导弹，而美国的海基和空基型中
程导弹则丝毫未受限制，特别是海基
中程导弹力量可以借助美军广布全
球的打击平台而在实战中游刃有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
十年前,美国海军独享海基中导的装
备优势，对苏联形成咄咄逼人之势，
强硬表示海基部署的舰载和潜射中
程导弹不容谈判。得以保留并继续

发展的“战斧”导弹,不久后就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引领了海
基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发展潮流。

而此后三十年间,俄罗斯海军也
充分利用这一“疏漏”，大规模装备海
基中远程巡航导弹，这恐怕是美国始
料未及的。冷战时期苏联研制了
SS－N－21等巡航导弹，虽然数量只

有不到 100枚，但为俄罗斯研制生产
新的巡航导弹积累了经验。随着俄
式通用垂直发射系统的广泛使用，俄
罗斯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和轻型护卫
舰、改进型“基洛”级潜艇广泛装备了

“口径”巡航导弹。俄罗斯海军研制
和建造了“暴徒M”级、“守护”级、“雷
鸣”级、“猎豹”级、“卡拉库尔”级等大

批中小型战舰。计划中的 15艘“暴
徒 M”级和 18艘“卡拉库尔”级千吨
以下的小型战舰，加上超过 10艘的

“多尼斯”级中型战舰，再加上本来就
庞大的常规潜艇和核潜艇等，不知不
觉中俄罗斯已经拥有了相当强大的
海基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口径”巡航导弹已经在实战中多
次亮剑。2015年 10月俄罗斯海军里
海舰队的“猎豹”级和“暴徒M”级轻型
护卫舰发射了26枚“口径”巡航导弹，
攻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
2016年和 2017年俄罗斯海军又多次
使用“暴徒M”级轻型护卫舰、“戈洛维
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和改进型“基
洛”级潜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海基中导在“疏漏”中壮大
■张雪松

右：美国“潘兴II”中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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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12月8日,美国白宫东厅,《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
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签约仪式上，两国领导人兴高采烈，美国总统里
根得意地宣布，这是一个“历史性条约”，将“化干戈为玉帛”；戈
尔巴乔夫则自豪地声称：“我们现在种下这株幼苗，将来它一定能
够长成粗壮的和平大树!”然而，三十年间，时移世易，干戈并没
有如愿化为玉帛，和平的大树倒结出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自1988年条约生效起，双方就一直指责对方违约，直至今日，俄

美相互掐架有愈演愈烈之势。近期，有媒体曝出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
年国防授权法案》，同意拨款5800万美元用于研发陆基中程导弹。此
前，矛盾双方主要进行“口水仗”，而如今大有采取实际行动之势。美
国左右为难，“退群”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也绝非“一言不合”那样
简单；俄罗斯以退为进，骑墙难下，宣称将“以牙还牙”“有样学样”。

风云三十年，东风压倒西风，河西换作河东，双刃剑并不好舞。
是故弄玄虚，还是重整旗鼓的前奏？我们拭目以待。

1987年12月8日达成的《中导条
约》是核武器问世之后第一个做到了
实际削减核军备的协议，对于缓解以
苏、美为主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核对
抗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世界
上首个彻底销毁一个武器门类的裁
军条约，《中导条约》曾为世界军控作
出巨大贡献。

《中导条约》诞生前，世界安全环
境笼罩在苏、美“一触即发”的冷战对
抗气氛中。双方互不相让的军备竞
赛和对抗，最终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
的爆发。苏、美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
虑，在全世界和平呼声压力之下，经
过反复讨价还价，签署了一些限制核
武器发展的协定和条约。但这些协
定和条约只限制了核武器的数量，
苏、美双方都在加紧研发更加先进的
弹道导弹，特别是中程弹道导弹。

1977年，苏联开始在本土部署最
新研制、威力巨大的RSD－10“先锋”
中程弹道导弹(北约代号SS－20绰号

“佩刀”)，这是一种机动部署的固体
二级中程弹道导弹，重量大，射程远，
还能携带 3枚分导核弹头。同时，苏
联还加快了在东欧部署中短程弹道
导弹的步伐。

1983年年底，美国不顾大西洋两
岸的反核呼声，把一枚枚精度更高的

“潘兴Ⅱ”中程弹道导弹运到了德国，

取代早期的“潘兴Ⅰ”导弹。“潘兴Ⅱ”
导弹射程提高到 1800千米，同时使
用了先进的再入机动弹头和主动雷
达地形匹配制导技术，具有高达 40
米的命中精度，对莫斯科构成了巨大
威胁。

1981年 11月，苏、美在日内瓦开
始了限制中程弹道导弹的正式谈
判。经过 6年、14轮艰苦谈判，双方
达成协议，各自销毁500－1000千米、
1000－5000千米的中短程、中程导弹
和陆基巡航导弹，以及发射装置、辅
助设施设备等。根据最后签订的《中
导条约》，美国销毁了“潘兴Ⅱ”弹道
导弹和陆基“战斧”导弹等，苏联销毁
了SS－20、SS－4、SS－12等中程弹道
导弹及部分短程弹道导弹。

《中导条约》的诞生有历史的必
然性，也有偶然性。如果不是戈尔巴
乔夫和他的“新思维”，这个事后被一
些苏联学者认为苏联作出重大让步、
对苏联弊大于利的《中导条约》是很

难出台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
了《中导条约》。由于美、俄具有“冷
战思维”特点的对抗始终没有缓和，
双方陷入了长期相互指责违约的“嘴
仗”之中，这使《中导条约》可能失去
赖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政治互信基础。

近年来，俄、美战略安全关系发
展不容乐观，俄、美关系正从“冷和
平”降级至“新冷战”，这直接导致《中
导条约》在履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双
方缺乏安全互信，俄、美经常在此问
题上“互揪辫子”。

特别是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以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
裁的同时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
约》。有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意在修
改或退出《中导条约》，企图重启在欧
洲部署中程、中短程弹道导弹，加强
对俄罗斯的威胁，迫使俄在乌克兰问
题上让步。“合于利则止，不合于利则
去。”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专
家甚至对美国国防部提出，建议使用

那些违反《中导条约》的具有双重性
能的、能够携带核弹的导弹系统。

而俄罗斯更是把对美国违反《中
导条约》的指责与俄罗斯安全利益面
临的威胁相挂钩：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东
扩，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
国家相继加入北约组织，严重压缩了
俄罗斯的安全战略空间，对其安全利
益构成严重挑战。二是美国在东欧
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抵消俄罗斯
战略进攻能力。2016年 5月，美国正
式启动在罗马尼亚部署的这一系统，
并在波兰开始建造东欧第二套弹道
导弹防御系统站点，计划于2018年完
工。三是北约在东欧地区相继举行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增加派驻兵
力。这些演习公然以俄罗斯为假想
敌。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只有以重新
部署中短程、中程弹道导弹的方式予
以回应。

撕毁《中导条约》无异于饮鸩止
渴，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很可
能重新引起世界中程导弹和导弹防
御武器发展军备竞赛，对欧洲和东北
亚地区局势造成重大影响。在俄美
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随着
双方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当年《中
导条约》所发挥的作用、所带来的和
平愿景，有可能逐渐消失殆尽。

摇摇欲坠的《中导条约》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马 军

在《中导条约》签署时，世界上只
有美、英、苏、法、中五国拥有中程导
弹，而今这个数字已经上升为三十余
个。随着装备技术的发展，30年前的
武器装备战技性能已与当今武器装
备无法相比。美国倚仗庞大的军事
开支，加紧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
大力对新型武器装备和颠覆性技术
的研发投入，确保对俄罗斯的军事优
势；俄罗斯则以重点发展进攻性武
器，特别是弹道导弹作为回应，确保
对美国的战略威慑。

俄美之间互相扯皮，指责对方违
约。其实，目前双方武器库中有很多
武器拥有达到或超过中短程、中程弹
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威力。从
这个意义上讲，俄美两国的中程导弹
已经“复活”了。

俄罗斯方面认为，美国疑似“违
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用于演练反导拦截的中程靶
弹可改造成中程导弹。美军为试验测
试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发展了射程
1200千米的HERA靶弹、射程2000千
米的LRALT靶弹和射程1100千米的
MRT靶弹，单方面称其为“中间射
程”。这些靶弹稍加改装，携带战斗部
就有成为中程弹道导弹的潜力。

二是“复活”陆基“战斧”导弹。
美国在罗马尼亚、波兰部署的陆基

“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其使用
的 MK41通用型发射装置在美海军

“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提康加
德罗”级导弹巡洋舰上也有使用，既
可发射“标准－3”拦截弹，也可以发
射 海 基“ 战 斧 ”巡 航 导 弹 。 因 此 ，
MK41上岸，就有了既可防御又可进
攻的可能。

三是无人攻击机“变身”可回收
巡航导弹。美国正在将更多的“捕食
者”和“死神”系列攻击无人机部署在
俄罗斯周边的北约军事基地，其飞行
距离、杀伤能力等指标，与中程陆基
巡航导弹极其接近，在实战中就是一

枚新型“中程巡航导弹”，这将大大缩
短打击俄罗斯重要目标的距离和时
间。

美国方面认为，俄罗斯远近并举
涉嫌“跨界”——

一是远程弹道导弹“缩水”。远
程导弹可以在通过复杂机动保证突
防成功的同时，顺势缩短射程来执行
中程导弹的任务。俄罗斯研发的
RS－26战略导弹，首次试射失败，第
二次试射飞行距离约5600千米，后面
两次试射距离均在2000千米左右，美
国估计其射程为2000－6000千米，属
于中程导弹范畴。

二 是 新 式 陆 基 战 术 导 弹“ 增
程”。俄罗斯靠前部署大量新式“伊
斯坎德尔-K”短程导弹，对外公布其
射程为 480千米。西方媒体则认为，
通过换弹头，“伊斯坎德尔”有轻而易
举进行增程的潜力。

互相扯皮的“口水仗”
■刚桂虎 赵 显

左：苏联RSD－10“先锋”中程导弹

火箭军工程大学 高桂清教授：
1987年 12月 8日，苏联和美国首

脑在华盛顿签署的《中导条约》中，将射
程在 1000－5500KM的陆基弹道、巡航
导弹界定为中程导弹，将射程在 500－
1000KM的陆基弹道、巡航导弹界定为中
短程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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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导弹作战运用视角审视，不同射
程导弹具有各自的使用特点。近程导
弹通常携带常规弹头（也可携带核弹
头），一般对战场重要战役战术目标实
施精确打击;中程导弹射程介于近程与
洲际导弹之间，有利于射程有效衔接，
核常通用且生存能力强，可用于传统的
中小当量核打击，也可满足较大威力的
常规精确打击;洲际导弹往往携带核弹
头，遂行对敌纵深（本土）战略目标实施
核打击任务。

《中导条约》中的导弹
射程分类示意图

—写在《中导条约》签约三十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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