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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

◎彈道飛彈◎彈道飛彈

◎巡弋◎巡弋飛彈飛彈

◎◎運載火箭與太空梭運載火箭與太空梭

◎人造衛星、中國大陸神舟號載人太空船◎人造衛星、中國大陸神舟號載人太空船

◎反飛彈武器系統◎反飛彈武器系統

◎◎高能雷射武器高能雷射武器



德國關鍵武器的發明德國關鍵武器的發明::VV--11及及VV--22飛彈飛彈



VV--11飛彈復仇武器飛彈復仇武器

◎◎ VV--1 1 巡航飛彈質量巡航飛彈質量2.22.2噸噸,,射程射程370370km,km,彈彈
頭頭700700kg, kg, 使用汽油脈衝引擎使用汽油脈衝引擎, , 19441944年共發年共發
射射1050010500多枚多枚,,一半遭擊落一半遭擊落,3200,3200枚落入英枚落入英
國本土國本土



VV--11飛彈飛彈



VV--22飛彈飛彈

◎◎ VV--2 2 飛彈飛彈,,質量質量1313噸噸,,射程射程320320km,km,飛行飛行320320
秒秒,,彈頭彈頭10001000kg,CEP=10km, 1944kg,CEP=10km, 1944年共發年共發
射射43004300多枚多枚



VV--22飛彈飛彈



VV--22飛彈飛彈



VV--22飛彈飛彈



核子時代的來臨核子時代的來臨

◎核武器的殺傷因素◎核武器的殺傷因素::光輻射、衝擊波、早期核輻光輻射、衝擊波、早期核輻
射、核電磁脈衝、放射性沾染射、核電磁脈衝、放射性沾染

◎◎19451945年廣島長崎原子彈的年廣島長崎原子彈的TNTTNT當量為當量為1~21~2萬噸萬噸,,
比威力只有比威力只有0.3~4.50.3~4.5噸噸//kg,kg,目前美國目前美國W88W88型核彈型核彈
頭當量為頭當量為475475萬噸萬噸,,比威力達到比威力達到23502350噸噸//kgkg



核子時代的來核子時代的來臨臨

◎◎有些核武器已經做到可調當量有些核武器已經做到可調當量,,例如美軍例如美軍B61B61核核
航彈可在載機上依戰術需要調節航彈可在載機上依戰術需要調節44種當量種當量
(0.5~34.5(0.5~34.5萬噸之間萬噸之間))



攜帶核彈的攜帶核彈的BB--5252遠程戰略轟炸機遠程戰略轟炸機



前前蘇聯蘇聯RR--77洲際彈道飛彈洲際彈道飛彈

◎◎19571957年年88月前蘇聯成功發射洲際彈道飛彈月前蘇聯成功發射洲際彈道飛彈



前前蘇聯東方號運載火箭蘇聯東方號運載火箭

◎◎19571957年年1010月運載火箭與人造衛星的出現月運載火箭與人造衛星的出現::前蘇聯前蘇聯
SputnikSputnik--11衛星衛星

◎美國於◎美國於19581958年年11月發射成功月發射成功ExplorerExplorer--11衛星衛星



前前蘇聯東方號運載火箭蘇聯東方號運載火箭
史潑尼克一號衛星史潑尼克一號衛星



前蘇聯的東方號系列運載火箭前蘇聯的東方號系列運載火箭



核子大國的戰略核武器核子大國的戰略核武器

◎三位一◎三位一體：體：

1.1.遠程戰略轟炸機遠程戰略轟炸機++空射式巡弋飛彈空射式巡弋飛彈

2.2.陸基洲際彈道飛彈：固定陣地地下井發陸基洲際彈道飛彈：固定陣地地下井發
射、車載公路機動發射、鐵路機動發射射、車載公路機動發射、鐵路機動發射

3.3.潛射式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式洲際彈道飛彈



美國民兵洲際彈道飛彈美國民兵洲際彈道飛彈



美國民兵洲際彈道飛彈美國民兵洲際彈道飛彈



美國新一代的美國新一代的MxMx//
Peace KeeperPeace Keeper洲際彈道飛彈洲際彈道飛彈



彈道飛彈突防方法彈道飛彈突防方法

◎集束式多彈頭◎集束式多彈頭MRVMRV
◎◎分導式多彈頭分導式多彈頭MIRVMIRV
◎◎釋放出誘餌、假彈頭、亮片釋放出誘餌、假彈頭、亮片

◎末段機動加速變軌◎末段機動加速變軌MARVMARV
◎◎採用速燃採用速燃火箭火箭發動機發動機

◎◎採用高、低彈道方案採用高、低彈道方案

◎◎表面噴塗抗雷射及防護材料表面噴塗抗雷射及防護材料



美國侏儒陸基機動美國侏儒陸基機動
單彈頭洲際彈道飛彈單彈頭洲際彈道飛彈



侏儒陸基機動洲際彈道飛彈侏儒陸基機動洲際彈道飛彈



前前蘇聯蘇聯SSSS--2424鐵路機動發射鐵路機動發射
洲際彈道飛彈洲際彈道飛彈



前蘇聯前蘇聯SSSS--2525公路機動發射公路機動發射
洲際彈道飛彈洲際彈道飛彈



前蘇聯前蘇聯SSSS--2525公路機動發射公路機動發射
洲際彈道飛彈洲際彈道飛彈



潛射式彈道飛彈潛射式彈道飛彈



美國及俄羅斯的彈道飛彈核潛艇美國及俄羅斯的彈道飛彈核潛艇



美國北極星美國北極星、、海神海神、、三叉戟等三叉戟等
潛射式彈道飛彈潛射式彈道飛彈



潛射式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式洲際彈道飛彈

SLBMSLBM



中國大陸打破美蘇核壟斷的戰略武器中國大陸打破美蘇核壟斷的戰略武器
──

東風五型液體洲際彈道東風五型液體洲際彈道導彈導彈



中國大陸的新型固體陸基中國大陸的新型固體陸基
機動戰略彈道導機動戰略彈道導彈彈



中國大陸的東風系列彈道中國大陸的東風系列彈道導彈導彈



中國大陸王牌武器─戰術彈道中國大陸王牌武器─戰術彈道導彈導彈



中國大陸中國大陸MM--99戰術彈道導彈戰術彈道導彈

◎◎86108610型型((MM--7)7)：：由紅旗二型由紅旗二型改成改成,,射程射程180180km ,km ,彈彈
頭頭500500kgkg

◎◎東風十五型東風十五型((MM--9)9)：：質量質量6.26.2噸噸,,彈頭彈頭500500kg ,kg ,射程射程
600600km ,km ,改良型改良型為為MM--9A,CEP=600m(9A,CEP=600m(射程的千射程的千
分之一分之一),),配備燃料空氣炸藥配備燃料空氣炸藥,,殺傷半徑殺傷半徑400400mm

◎◎ MM--9II:CEP=100~120m,9II:CEP=100~120m,末速末速6~76~7馬赫馬赫



中國大陸中國大陸MM族戰術彈道導族戰術彈道導彈彈

◎東風十一型◎東風十一型((MM--11) 11) ：：從飛毛腿改良而成從飛毛腿改良而成,,射程射程
300300kmkm

◎◎東風十八型東風十八型((MM--18) 18) ：：由由MM--99增加一級改良而成增加一級改良而成,,
射程射程10001000km ,km ,彈頭彈頭500500kgkg

◎◎東風二型東風二型：：已除役的中程戰略導彈已除役的中程戰略導彈, , 射程射程
12501250km,km,質量質量29.829.8噸噸 ,,彈頭彈頭15001500kg, kg, 
CEP1500~3000m,TMDCEP1500~3000m,TMD系統難以攔截系統難以攔截 ,,作為恐作為恐
怖武器使用怖武器使用



MM--1111戰術彈道戰術彈道導彈導彈



MM--1111戰術彈道導戰術彈道導彈彈



MM--1111戰術彈道導彈戰術彈道導彈



MM族戰術彈道導族戰術彈道導彈彈



中國戰術彈道導彈的終極仿製對象─中國戰術彈道導彈的終極仿製對象─
美軍潘興美軍潘興((Pershing)Pershing)二型精準彈道導彈二型精準彈道導彈

◎◎19831983部署部署,,在西德部署在西德部署108108枚枚,,美國本土美國本土4242枚枚,1991,1991依美俄依美俄
19871987中近程核子飛彈條約中近程核子飛彈條約((INF)INF)銷毀銷毀

◎質量◎質量7.27.2噸噸,,長長10.510.5m,m,彈徑彈徑11m,m,兩級固體兩級固體,,射程射程160~1800160~1800km,km,
慣性慣性++雷達區域相關末端導引雷達區域相關末端導引

◎彈頭◎彈頭13601360kg,kg,車載機動發射車載機動發射,,反應時間反應時間55分鐘分鐘

◎最大高度◎最大高度300300km,km,大氣層外的彈道由側噴冷氣控制大氣層外的彈道由側噴冷氣控制,,最大最大
速度速度1212馬赫馬赫,,在在1515kmkm高空雷達區域相關器工作高空雷達區域相關器工作,,空氣舵空氣舵
修正末彈道數次修正末彈道數次,,直到直到900900mm高度止高度止

◎◎CEPCEP由潘興由潘興11AA的的370370mm提高到提高到25~4525~45m,m,具備打擊敵指揮具備打擊敵指揮
所及交通樞紐等硬目標能力所及交通樞紐等硬目標能力

◎有誘餌及末端機動加速變軌◎有誘餌及末端機動加速變軌



人造衛星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的種類人造衛星的種類

◎軍用衛星、民用衛星、商用衛星、◎軍用衛星、民用衛星、商用衛星、
科學研究用衛星科學研究用衛星

◎返回式衛星、非返回式衛星◎返回式衛星、非返回式衛星

◎載人衛星與不載人衛星◎載人衛星與不載人衛星..



人造衛星的種類人造衛星的種類

◎通信衛星、廣播衛星、遙測衛◎通信衛星、廣播衛星、遙測衛
星星((氣象衛星、資源衛星、間諜氣象衛星、資源衛星、間諜
衛星衛星))、天文衛星、太空站、導、天文衛星、太空站、導
航與定位衛星、測地衛星、技航與定位衛星、測地衛星、技
術試驗衛星術試驗衛星..



人造地球衛星的軌道人造地球衛星的軌道

◎低軌道、中軌道、高軌道◎低軌道、中軌道、高軌道

◎地球同步軌道◎地球同步軌道(35786(35786km)km)
◎◎太陽同步軌道太陽同步軌道

◎極軌道◎極軌道

◎大橢圓軌道◎大橢圓軌道. . 



人造衛星的基本構造人造衛星的基本構造

◎結構體◎結構體

◎電力系統◎電力系統

◎推進系統◎推進系統

◎姿態穩定與控制系統◎姿態穩定與控制系統

◎熱控制◎熱控制系統系統

◎遙測遙控與通訊◎遙測遙控與通訊系統系統

◎酬載◎酬載系統系統..



◎早期照像偵察衛星為短壽命膠卷回收型◎早期照像偵察衛星為短壽命膠卷回收型,,現為即現為即
時傳輸光電數位型的時傳輸光電數位型的

◎美國家偵察局◎美國家偵察局((NRO)NRO)的的KHKH--12,12,重重1818噸噸,,採用透鏡採用透鏡
曲率可變技術曲率可變技術((由電腦控制由電腦控制),),補償了大氣畸變補償了大氣畸變,,使使
解析度達解析度達1010cm,cm,可由太空梭補充燃可由太空梭補充燃
料料,270~1000,270~1000kmkm太陽同步軌道太陽同步軌道,,數據由中繼衛星數據由中繼衛星
轉發至華盛頓地面圖像判讀中心轉發至華盛頓地面圖像判讀中心

軍事偵察衛星軍事偵察衛星



◎美軍長曲棍球◎美軍長曲棍球((Lacrosse)Lacrosse)主動雷達衛星主動雷達衛星,,全天候全天候
全天時全天時,,能穿透地表能穿透地表,,識別偽裝識別偽裝,,1,,1mm解析度解析度,,彌補彌補
KHKH--1111、、KHKH--1212的不足的不足,,重重1515噸噸,,大小如巴士大小如巴士

◎美軍在波灣使用◎美軍在波灣使用DSPDSP預警衛星預警衛星,,下一代天基紅外下一代天基紅外
系統系統((SBIRS),SBIRS),改採分布式低軌小星座改採分布式低軌小星座,,針對戰術針對戰術
飛彈為主飛彈為主

◎美攻阿富汗期間◎美攻阿富汗期間,,哈伯望遠鏡中止天文觀測哈伯望遠鏡中止天文觀測, , 鏡鏡
頭轉而指向地面頭轉而指向地面

◎星載合成孔徑雷達◎星載合成孔徑雷達((SAR)SAR)的地表穿透能力的地表穿透能力:1981:1981
哥倫比亞號太空梭的哥倫比亞號太空梭的SARSAR發現撒哈拉沙漠地下發現撒哈拉沙漠地下
乾枯的尼羅河古河道乾枯的尼羅河古河道

◎美軍◎美軍DMSPDMSP氣象衛星氣象衛星,,並使用並使用NOAANOAA極軌極軌,,GoesGoes
靜止衛星靜止衛星

軍事偵察衛星軍事偵察衛星



◎海洋監視衛星◎海洋監視衛星::電子偵察衛星電子偵察衛星,,美軍白雲系列海美軍白雲系列海
洋監視衛星星座洋監視衛星星座,,在在10001000kmkm軌道上軌道上,4,4組組1616星星

◎美軍超大型電子偵察衛星大酒瓶◎美軍超大型電子偵察衛星大酒瓶,,靜止軌道靜止軌道,,重重
13.613.6噸噸,,碟形前向天線長達碟形前向天線長達9090m,m,太陽能板寬太陽能板寬3030m,m,
收集各種電子信號收集各種電子信號,,傳給澳洲松峽地面站傳給澳洲松峽地面站,,再由再由
數據中繼衛星轉發至美國數據中繼衛星轉發至美國

◎偵察及竊聽敵雷達頻率、飛彈制導信號、通信◎偵察及竊聽敵雷達頻率、飛彈制導信號、通信
情報、武器參數情報、武器參數

◎分主動式與被動式◎分主動式與被動式,,低軌詳查型低軌詳查型(175~400(175~400km)km)、、
中軌中軌(600~900(600~900km)km)、、高軌普查型高軌普查型((大橢圓或同步大橢圓或同步))
有巨大天線有巨大天線

電子偵察衛星電子偵察衛星



影像遙測衛星影像遙測衛星

美國的艾克諾斯美國的艾克諾斯((IkonosIkonos))商用閒諜衛星商用閒諜衛星..



艾克諾斯艾克諾斯((IkonosIkonos))衛星所拍攝的紐約市衛星所拍攝的紐約市
貿中心的遙測照片貿中心的遙測照片



紐約市貿中心紐約市貿中心911911攻擊前後比對攻擊前後比對..



中國大陸的人造衛星中國大陸的人造衛星

◎返回式遙感衛星◎返回式遙感衛星

◎尖兵系列照相偵察衛星◎尖兵系列照相偵察衛星

◎東方紅系列通信衛星◎東方紅系列通信衛星

◎風雲系列氣象衛星◎風雲系列氣象衛星

◎烽火系列預警衛星◎烽火系列預警衛星

◎北斗系列導航衛星◎北斗系列導航衛星

◎實踐系列科學實驗衛星◎實踐系列科學實驗衛星

◎資源系列傳輸型遙感衛星◎資源系列傳輸型遙感衛星

◎神舟號載人太空船◎神舟號載人太空船



神舟號太空船載人航天工程由神舟號載人太空船系統、長神舟號太空船載人航天工程由神舟號載人太空船系統、長
征運載火箭系統、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太空船發射場系統、征運載火箭系統、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太空船發射場系統、
太空船測控與通信系統、太空人系統、科學研究和技術太空船測控與通信系統、太空人系統、科學研究和技術
試驗系統等組成。試驗系統等組成。

神舟一號設計了最小配置方案。神舟三號太空船搭載了人神舟一號設計了最小配置方案。神舟三號太空船搭載了人
體代謝模擬裝置、生理信號設備以及形體假人，模擬航體代謝模擬裝置、生理信號設備以及形體假人，模擬航
天員呼吸和血液迴圈生理活動參數。天員呼吸和血液迴圈生理活動參數。

神舟號載人太空船神舟號載人太空船



神舟四號太空船技術狀態與載人完全一致，進行了神舟四號太空船技術狀態與載人完全一致，進行了
對地觀測、材料科學、生命科學實驗及空間天文對地觀測、材料科學、生命科學實驗及空間天文
和空間環境探測。和空間環境探測。

神舟五號完善了太空船應急救生系統，從起飛到著神舟五號完善了太空船應急救生系統，從起飛到著
陸都精心設計了救生方案。陸都精心設計了救生方案。

神舟號太空船採複雜的三艙式設計。有神舟號太空船採複雜的三艙式設計。有1313個分系統，個分系統，
分為四大部份：軌道艙、返回艙、推進艙和過渡分為四大部份：軌道艙、返回艙、推進艙和過渡
段，其中軌道艙和返回艙為密封結構。段，其中軌道艙和返回艙為密封結構。

神舟號載人太空船神舟號載人太空船



長征長征--22FF火箭是中國大陸專為載人航天研製的高可靠性、高火箭是中國大陸專為載人航天研製的高可靠性、高
安全性的運載火箭，以長征安全性的運載火箭，以長征--22EE火箭為基礎改良研製而成。火箭為基礎改良研製而成。

在長征在長征--22EE基礎上增加了逃逸系統和故障檢測處理系統。全基礎上增加了逃逸系統和故障檢測處理系統。全
長長58.34358.343mm，，起飛質量起飛質量479.8479.8tt。。使用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使用四氧化二氮和偏二甲
井作為推進劑。井作為推進劑。

長征長征--22FF能把能把88tt重的有效載荷送入近地點高度重的有效載荷送入近地點高度200200kmkm、、遠地遠地
點高度點高度350350kmkm的軌道。的軌道。

長征－長征－22FF火箭性能穩定性、可靠性水平超過普通商用衛星火箭性能穩定性、可靠性水平超過普通商用衛星
運載火箭。將來進行修改，可將運載能力提高到運載火箭。將來進行修改，可將運載能力提高到11.211.2tt，，
通過調整即能適應不同有效載荷的需要。亦可以用於發通過調整即能適應不同有效載荷的需要。亦可以用於發
射月球或行星際探測器。射月球或行星際探測器。

長征長征--22FF運載火箭運載火箭



遠望號航天測量船是跟蹤測量和控制航天器及運載遠望號航天測量船是跟蹤測量和控制航天器及運載
火箭的專用船隻，是航天測控網的海上機動測量火箭的專用船隻，是航天測控網的海上機動測量
站，根據航天器及運載火箭的飛行軌道和測控要站，根據航天器及運載火箭的飛行軌道和測控要
求配置在海域的適當的位置上。求配置在海域的適當的位置上。

為執行神舟五號太空船測控任務，根據太空船的預為執行神舟五號太空船測控任務，根據太空船的預

定軌道，佈置了定軌道，佈置了44個測控點，太平洋上個測控點，太平洋上22個、南大個、南大
西洋西洋11個、印度洋上個、印度洋上11個。遠望一號、二號、三號個。遠望一號、二號、三號
和四號分別部署在太平洋、印度洋和大西洋。和四號分別部署在太平洋、印度洋和大西洋。

遠望號航天測量遠望號航天測量船船



較老舊的遠望一號、遠望二號經過兩次大的技術改較老舊的遠望一號、遠望二號經過兩次大的技術改
造，遠望三號和遠望四號較新。造，遠望三號和遠望四號較新。

19771977年年88月月3030日，中國大陸建成了第一艘遠洋航天日，中國大陸建成了第一艘遠洋航天
測量船遠望測量船遠望11號，中國大陸成為繼美、俄、法之號，中國大陸成為繼美、俄、法之
後世界上第四個擁有航天遠洋測量船的國家。後世界上第四個擁有航天遠洋測量船的國家。
19781978年年99月月11日，第二艘測量船遠望日，第二艘測量船遠望22號下水。號下水。2020
世紀世紀9090年代又建造了遠望年代又建造了遠望33號和號和44號。號。

遠望號測量船集中了中國大陸當今機械、電子、氣遠望號測量船集中了中國大陸當今機械、電子、氣
象、光學、通信和電腦等先進技術，硬體設施達象、光學、通信和電腦等先進技術，硬體設施達
到了國際水平到了國際水平

遠望號航天測量船遠望號航天測量船



反飛彈武器系統反飛彈武器系統

美國哨兵反飛彈系統美國哨兵反飛彈系統::
◎美國◎美國19551955開始研究反彈道飛彈開始研究反彈道飛彈

◎奈基◎奈基--宙斯宙斯

◎奈基◎奈基--X :1975,X :1975,高空斯巴坦高空斯巴坦((Spartan),Spartan),低空斯普林低空斯普林
特特((Sprint)Sprint)攔截彈攔截彈

斯巴坦斯巴坦::三級固體三級固體,,重重1515噸噸,,射程射程640640km,km,射高射高160160km,km,
速度速度2.22.2km/s,200km/s,200萬噸核彈頭萬噸核彈頭,,殺傷半徑殺傷半徑88km,,,km,,,

斯普林特斯普林特::兩級固體兩級固體,,重重4.54.5噸噸,,射程射程5656km,km,射高射高4848km,km,
速度速度3.23.2km/s,1km/s,1千噸核彈頭千噸核彈頭,,殺傷半徑殺傷半徑400400m,10gm,10g
加速度加速度,,井內冷發射井內冷發射,,



哨兵反飛彈系統─保護民兵飛彈基地哨兵反飛彈系統─保護民兵飛彈基地

◎以衛兵系統保護民兵飛彈基地◎以衛兵系統保護民兵飛彈基地,,幾次演習後關閉幾次演習後關閉

◎哨兵計劃於◎哨兵計劃於19691969年停止年停止,,衛兵系統於衛兵系統於19761976年關閉年關閉

◎◎19831983美國轉而研發美國轉而研發SDI,SDI,謀求絕對安全謀求絕對安全



前前蘇聯蘇聯ABMABM--11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保護首都莫斯科保護首都莫斯科

◎前蘇聯研發、部署反飛彈系統比美國早了◎前蘇聯研發、部署反飛彈系統比美國早了1010年年

◎橡皮套鞋◎橡皮套鞋((Galosh):Galosh):兩級兩級,,一級固體一級固體,,二級液體二級液體,,重重
32.532.5噸噸,,速度速度3.363.36km/s,km/s,射程射程640640km,km,射高射高
320320km,200km,200萬噸核彈頭萬噸核彈頭,,,,

◎前蘇聯以橡皮套鞋保護莫斯科◎前蘇聯以橡皮套鞋保護莫斯科,,服役至今服役至今



ABMABM--11反飛彈系統─保護首都莫反飛彈系統─保護首都莫斯科斯科

目前部署於莫斯科周邊地區的目前部署於莫斯科周邊地區的ABMABM系統，系統，
屬於俄國第三屬於俄國第三代的代的ABMABM，，可分為低空層可分為低空層
的的AA--3030和高空層的和高空層的AA--5050兩種系統。兩種系統。

33座早期預警超地平線雷達。越過北極圈雷座早期預警超地平線雷達。越過北極圈雷
達折射波，分別由格陵蘭和阿拉斯加兩達折射波，分別由格陵蘭和阿拉斯加兩
個方向監看美國飛彈活動。個方向監看美國飛彈活動。

雷達站也監看中國大陸境內飛彈活動。雷雷達站也監看中國大陸境內飛彈活動。雷
達很大，發射天線有達很大，發射天線有210210公尺寬、公尺寬、8585公尺公尺
高高(25(25層樓層樓))，接收天線達，接收天線達310310公尺寬、公尺寬、135135
公尺高公尺高(39(39層樓層樓))。。



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分低層防禦（分低層防禦（4040公里以下），高層防禦（公里以下），高層防禦（4040公里公里
以上）以及助推段攔截，可將大氣層分為三個以上）以及助推段攔截，可將大氣層分為三個
高度：高度：

一、一、4040公里以下：空氣密度足夠，彈道飛彈可用公里以下：空氣密度足夠，彈道飛彈可用
氣動力操縱，誘餌已釋放完畢；因空氣摩擦生氣動力操縱，誘餌已釋放完畢；因空氣摩擦生
熱，難以用紅外線精確標定，攔截發生在防禦熱，難以用紅外線精確標定，攔截發生在防禦
區上空，碎片會造成損害；沒有多餘時間作戰區上空，碎片會造成損害；沒有多餘時間作戰
果評估或進行二次攔截。果評估或進行二次攔截。



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二、二、4040至至8080--100100公里：此高度時因空氣密度不足，公里：此高度時因空氣密度不足，
彈道飛彈若無小型推進器無法改變飛行姿態，彈道飛彈若無小型推進器無法改變飛行姿態，
但能釋放破片及輕型誘餌增加攔截困難。距離但能釋放破片及輕型誘餌增加攔截困難。距離
較遠，碎片不會對防護區造成傷害，操縱性需較遠，碎片不會對防護區造成傷害，操縱性需
由推進器提供，有機會執行二次攔截。由推進器提供，有機會執行二次攔截。

三、三、8080--100100公里以上：已無大氣效應，可用紅外公里以上：已無大氣效應，可用紅外
線感測器，攔截不致造成任何地面破壞，有足線感測器，攔截不致造成任何地面破壞，有足
夠時間二次攔截，防禦範圍廣大，干擾絲及輕夠時間二次攔截，防禦範圍廣大，干擾絲及輕
型誘餌增加地面雷達辨識困難。攔截器須由推型誘餌增加地面雷達辨識困難。攔截器須由推
進及控制系統調整姿態。短程彈道飛彈無法在進及控制系統調整姿態。短程彈道飛彈無法在
此高度攔截。此高度攔截。



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

雷根於雷根於19831983年提出年提出SDISDI。。老布希於老布希於19911991提出：提出：1.1.
部署部署TMDTMD。。2.2.建立建立NMDNMD。。3.3.全球防衛全球防衛,,低軌道低軌道
1,0001,000枚攔截枚攔截器器BrillantBrillant PebblesPebbles，，對抗射程對抗射程600600
公里以上之彈道飛彈。公里以上之彈道飛彈。

19931993年柯林頓改為防衛第三世界國家戰術彈道飛年柯林頓改為防衛第三世界國家戰術彈道飛
彈威脅：彈威脅：

陸基低層陸基低層::愛國者愛國者PACPAC--3/ERINT3/ERINT，，攔截高度在攔截高度在4040
公里以下，可對抗射程公里以下，可對抗射程1,0001,000公里以下戰術彈道公里以下戰術彈道
飛彈。飛彈。



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美國反飛彈系統的發展

陸基高層陸基高層::THAADTHAAD，，攔截射程攔截射程3,0003,000公里內之戰術公里內之戰術
彈道飛彈，攔截高度彈道飛彈，攔截高度150150公里公里,,距離距離200200公里，遠公里，遠
離人口稠密區及軍事基地，可免受攔截後之碎離人口稠密區及軍事基地，可免受攔截後之碎
片對地面造成傷害。片對地面造成傷害。

海基低層海基低層::海軍區域防衛海軍區域防衛NADNAD系統，改良現有神系統，改良現有神
盾艦，可迅速抵達發生衝突的地區。盾艦，可迅速抵達發生衝突的地區。

海基高層海基高層::海軍廣域防衛海軍廣域防衛NTWDNTWD系統，精進神盾系統，精進神盾
艦之反飛彈能力，攔截高度在外大氣層，最小艦之反飛彈能力，攔截高度在外大氣層，最小
攔截高度攔截高度7070公里。公里。

小布希小布希20012001年表明全力發展年表明全力發展NMDNMD。。



波斯灣戰爭中曾大量使用的波斯灣戰爭中曾大量使用的
ScudScud--BB飛毛腿彈道飛彈飛毛腿彈道飛彈



飛毛腿、侯賽因彈道飛彈飛毛腿、侯賽因彈道飛彈

◎侯賽因射程◎侯賽因射程600600km,4km,4馬赫馬赫,,飛行飛行77分鐘分鐘

◎侯賽因升空◎侯賽因升空90~12090~120秒秒,,預預警衛星測出其發射點位警衛星測出其發射點位
置、射向和落點範圍置、射向和落點範圍,,並並發出警告發出警告

◎侯賽因飛距落點◎侯賽因飛距落點9090秒秒,,相位相位陣列雷達開始搜索跟陣列雷達開始搜索跟
蹤目標蹤目標

◎侯賽因飛距落點◎侯賽因飛距落點4040秒秒,,相位陣列雷達發現目相位陣列雷達發現目
標標,10,10秒後愛國者攔截彈發射升空秒後愛國者攔截彈發射升空

◎侯賽因飛距落點◎侯賽因飛距落點88秒時被愛國者攔截秒時被愛國者攔截



愛國者愛國者PACPAC--22防空反飛彈系統防空反飛彈系統

◎◎19911991波灣戰爭波灣戰爭::預警衛星從飛毛腿發射到算出彈預警衛星從飛毛腿發射到算出彈
著區需著區需120120秒秒,,將此情報傳至地面部隊需將此情報傳至地面部隊需180180秒秒,,
提供愛國者提供愛國者90~12090~120秒的預警時間秒的預警時間,,而愛國者的反而愛國者的反
應時間為應時間為1515秒秒

◎飛彈質量◎飛彈質量10001000kg,kg,彈頭炸藥彈頭炸藥100100kgkg
◎◎射程射程3~803~80km,km,射高射高0.3~240.3~24kmkm
◎◎中段無線電導引中段無線電導引,,末段半主動雷達導引末段半主動雷達導引

◎◎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同時監視同時監視100100個目標個目標,,跟蹤跟蹤
88個個,,中段導引中段導引55枚枚,,末段導引末段導引33枚枚



愛國者愛國者((MIMMIM--104) 104) 
PACPAC--22防空反飛彈武器系統防空反飛彈武器系統

◎能◎能攔截空對地飛彈、攔截空對地飛彈、 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

◎◎適合野戰防空適合野戰防空,,更適合要地防更適合要地防空空

◎國軍◎國軍採購的是愛國者採購的是愛國者PACPAC--2Plus2Plus型型



愛國愛國者者PACPAC--33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愛國愛國者者PACPAC--33動能攔截彈動能攔截彈



愛國愛國者者系統的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系統的多功能相位陣列雷達





THAADTHAAD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戰區高空飛彈防禦系統





THAADTHAAD動能截殺動能截殺彈頭彈頭





THAADTHAAD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THAADTHAAD反飛彈武器系統反飛彈武器系統



神盾艦神盾艦防空反飛彈系統防空反飛彈系統



神盾艦的神盾艦的使命─艦隊防空使命─艦隊防空



標準二型標準二型//三型系列飛彈三型系列飛彈



標準二型標準二型//三型系列飛彈三型系列飛彈



神盾艦神盾艦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神盾艦神盾艦反飛彈系統的作戰攔截過程反飛彈系統的作戰攔截過程



TMDTMD飛彈陸海聯合飛彈陸海聯合
多層次飛彈防禦系統多層次飛彈防禦系統



台灣的飛彈防禦系統台灣的飛彈防禦系統



TMDTMD防禦台灣防禦台灣本島本島



太空中的烽火臺─太空中的烽火臺─
DSPDSP預警衛星系統預警衛星系統



SBIRSSBIRS新型預警衛星系統新型預警衛星系統



飛彈預警衛星支援下的飛彈預警衛星支援下的
多層次飛彈育防禦大系統多層次飛彈育防禦大系統



以色列飛彈育防禦系統以色列飛彈育防禦系統

中東地區彈道飛彈科技和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中東地區彈道飛彈科技和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擴散問題日益嚴重，武器擴散問題日益嚴重，19911991年波斯灣戰爭期年波斯灣戰爭期
間，伊拉克向以色列發射飛毛腿飛彈，企圖把間，伊拉克向以色列發射飛毛腿飛彈，企圖把
以色列拖入戰火，分化盟軍的團結。以色列拖入戰火，分化盟軍的團結。

當時緊急部署於以色列的美軍愛國者飛彈還停留當時緊急部署於以色列的美軍愛國者飛彈還停留

在在PACPAC--22的水準，攔截成績不理想。加深以色的水準，攔截成績不理想。加深以色
列發展反飛彈之決心，遂研發箭式反飛彈系統列發展反飛彈之決心，遂研發箭式反飛彈系統

箭式系統攔截高度約箭式系統攔截高度約5050公里，介於公里，介於THAAD(145THAAD(145
公里公里))與愛國與愛國者者PACPAC--3(303(30公里公里))之間。之間。



以色列面臨的彈道飛彈威脅以色列面臨的彈道飛彈威脅

◎受到周遭阿拉伯國家的中短程彈道飛彈威脅◎受到周遭阿拉伯國家的中短程彈道飛彈威脅

◎伊拉克的飛毛腿◎伊拉克的飛毛腿、、侯賽因、阿巴斯等飛彈侯賽因、阿巴斯等飛彈

◎◎飛毛腿飛彈質量飛毛腿飛彈質量6.46.4噸噸,,彈頭彈頭980980kg ,kg ,射程射程
300300km ,CEP450m,km ,CEP450m,採用硝酸採用硝酸++煤油可貯推進劑煤油可貯推進劑,,末末
段頭體分離段頭體分離

◎◎飛毛腿在兩伊戰爭及波灣戰爭中都有大量使用飛毛腿在兩伊戰爭及波灣戰爭中都有大量使用

◎◎19881988兩伊兩伊5050多天的飛彈襲城戰多天的飛彈襲城戰,,伊拉克發射伊拉克發射189189枚枚
飛毛腿及蛙式飛彈飛毛腿及蛙式飛彈,,襲擊伊朗襲擊伊朗4040多座城市多座城市,,炸毀數炸毀數
千棟房屋千棟房屋,,炸死傷近萬人炸死傷近萬人,,伊朗發射百餘枚伊朗發射百餘枚,,襲擊巴襲擊巴
格達等格達等2020多座城市多座城市,,炸死傷數千人炸死傷數千人



以色列飛彈防禦系統以色列飛彈防禦系統





箭式箭式((Arrow)Arrow)飛彈防禦系統飛彈防禦系統



美國美國NMDNMD國家飛彈育防禦系統國家飛彈育防禦系統

NMDNMD由下列部分組成：由下列部分組成：

地基攔截器地基攔截器((GBI)GBI)：：攔截彈以每秒攔截彈以每秒77至至1010公里高速於公里高速於100100公公
里高空直接撞擊彈道飛彈，攔截彈上酬載外大氣層獵里高空直接撞擊彈道飛彈，攔截彈上酬載外大氣層獵
殺載具殺載具((EKV)EKV)，，內含感應器、推進、通信、導引及彈內含感應器、推進、通信、導引及彈
內電腦，可作終端修正，以精確撞擊來襲的彈道飛彈。內電腦，可作終端修正，以精確撞擊來襲的彈道飛彈。

提升早期預警雷達之性能提升早期預警雷達之性能,,若低軌道太空基紅外線人造衛若低軌道太空基紅外線人造衛
星系統已啟用，將不須提升預警雷達性能。星系統已啟用，將不須提升預警雷達性能。

前進基地前進基地之之XX頻帶雷達頻帶雷達((XBR)XBR)：：對彈頭之偵測、追蹤、鑑對彈頭之偵測、追蹤、鑑
定及攔截後戰果評估定及攔截後戰果評估。。XBRXBR使用高頻及先進之雷達信使用高頻及先進之雷達信
號處理器，以更有效地辨識碎片、誘標及真實彈頭。號處理器，以更有效地辨識碎片、誘標及真實彈頭。

太空基紅外線系統太空基紅外線系統((SBIRS)SBIRS)：：以靜止軌道（取代以靜止軌道（取代DSPDSP衛星）衛星）
及橢圓軌道上之兩種紅外線人造衛星構成，可提供早及橢圓軌道上之兩種紅外線人造衛星構成，可提供早
期預警情資及追蹤尚處於中途階段飛行之彈道飛彈。期預警情資及追蹤尚處於中途階段飛行之彈道飛彈。



SS--300V300V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SASA--12a:12a:兩級固體兩級固體,,重重11噸噸,,射程射程7575km,km,射高射高2525km,km,速速
度度55馬赫馬赫,,SASA--12b:12b:重重1.51.5噸噸,,射程射程100100km,km,射高射高3030km,km,
速度速度77馬赫馬赫,,

◎進行過攔截俄◎進行過攔截俄製製SSSS--4(4(重重27.227.2噸噸,,射程射程19301930km,km,速度速度
6.76.7M)M)和和SSSS--12(12(重重6.86.8噸噸,,射程射程800800km)km)飛彈的試驗飛彈的試驗

◎◎ SS--300V300V於於19801980年代開始服役，是全世界第一種年代開始服役，是全世界第一種
具備戰術性彈道飛彈防禦能力的武器系統。具備戰術性彈道飛彈防禦能力的武器系統。

◎◎SS--300V300V已外銷到中國、印度、東南亞和中東國家已外銷到中國、印度、東南亞和中東國家



SS--300/S300/S--400400反飛彈系統反飛彈系統

作戰時作戰時SASA--12a12a飛彈負責低空層，飛彈負責低空層，SASA--12b12b飛彈負責飛彈負責
高空層。高空層。

SASA--12a12a飛彈屬於雙重角色，可同時擔任反飛機和飛彈屬於雙重角色，可同時擔任反飛機和
反飛彈任務反飛彈任務，而，而SASA--12b12b飛彈則專用於彈道飛彈飛彈則專用於彈道飛彈
防禦。防禦。

SS--400/SA400/SA--20,20,源於源於SS--300PMU300PMU，，在俄羅斯經濟拮据、在俄羅斯經濟拮据、
軍方極力使武器系統標準化、單純化原則下，軍方極力使武器系統標準化、單純化原則下，

SS--400400為下一世代俄制式的防空武器系統。為下一世代俄制式的防空武器系統。

SS--300PMU300PMU每組每組44個發射箱、每箱裝個發射箱、每箱裝11枚飛彈，而枚飛彈，而
SS--400400每個發射箱可以裝每個發射箱可以裝44枚飛彈，發射器共可枚飛彈，發射器共可
裝裝1616枚飛彈。枚飛彈。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TMDTMD尚包含空用雷射尚包含空用雷射((ABL)ABL)及太空基雷射及太空基雷射
((SBL)SBL)，，於助推階段攔截，碎片完全落在於助推階段攔截，碎片完全落在
敵人的領土上，如其攜帶核生化彈道，敵人的領土上，如其攜帶核生化彈道，
將使敵人自食惡果。將使敵人自食惡果。

空用雷射武器由波音空用雷射武器由波音747747--400400搭載，可將情搭載，可將情
資傳送給其他資傳送給其他TMDTMD系統。系統。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美國於美國於19731973年起開始研究紅外線先進化學年起開始研究紅外線先進化學
雷射雷射((MIRACL)MIRACL)用於防空系統以對抗戰用於防空系統以對抗戰
術飛彈及靶機，空用雷射實驗室並於術飛彈及靶機，空用雷射實驗室並於
19801980年代完成攔截測試。年代完成攔截測試。

19871987年已可控制大型高功率雷射之波束；年已可控制大型高功率雷射之波束；
19911991年已於太空低壓環境下發展成功年已於太空低壓環境下發展成功
ALPHAALPHA雷射。雷射。

19951995年太空定位整合控制實驗已達武器系年太空定位整合控制實驗已達武器系
統水準統水準。。



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機載雷射反飛彈系統







窮國的反衛星法寶─窮國的反衛星法寶─
雷射致盲反偵察衛星武器雷射致盲反偵察衛星武器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太空基雷射武器用太空基雷射武器用2020枚人造衛星攔截彈道飛彈，枚人造衛星攔截彈道飛彈，
攔截每枚飛彈的時間視飛彈距離而定，為攔截每枚飛彈的時間視飛彈距離而定，為11至至
1010秒，重新標定另一目標之時間為秒，重新標定另一目標之時間為0.50.5秒。秒。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殺手衛星殺手衛星



美國戰略及戰術雷射武器系統美國戰略及戰術雷射武器系統



反衛星飛彈武器系統反衛星飛彈武器系統



美國空軍美國空軍ASATASAT機載反衛星飛彈機載反衛星飛彈



ASATASAT機載反衛星飛彈機載反衛星飛彈



埃及飛彈快艇擊沉以色列驅逐艦埃及飛彈快艇擊沉以色列驅逐艦
大大地促進了巡弋飛彈的發展大大地促進了巡弋飛彈的發展



BGMBGM--109109戰斧巡弋飛彈戰斧巡弋飛彈



BGMBGM--109109戰斧巡弋飛彈戰斧巡弋飛彈



艦射型戰斧常規艦射型戰斧常規
攻陸巡弋飛彈攻陸巡弋飛彈BGMBGM--109C109C



由攻擊型核潛艇水下發射的由攻擊型核潛艇水下發射的
潛射式戰斧巡弋飛彈潛射式戰斧巡弋飛彈



戰斧陸基機動發射型戰斧陸基機動發射型



陸基戰斧的公路機動能力陸基戰斧的公路機動能力



陸基戰斧的野戰機動能力陸基戰斧的野戰機動能力



陸基戰斧的野戰機動能力陸基戰斧的野戰機動能力



陸基戰斧野戰隱匿發射陸基戰斧野戰隱匿發射



戰斧的模組化設計戰斧的模組化設計



美軍美軍AGMAGM--8686空射式巡弋飛彈空射式巡弋飛彈



BB--52H52H戰略轟炸機掛載戰略轟炸機掛載
AGMAGM--86B ALCM86B ALCM



AGMAGM--86B86B從從BB--22隱形隱形
戰略轟炸機上發射戰略轟炸機上發射



AGMAGM--86B86B從從BB--22隱形隱形
戰略轟炸機上發射戰略轟炸機上發射



超低空突防的可變翼超低空突防的可變翼
BB--11戰略轟炸機戰略轟炸機



AGMAGM--86B86B從從BB--11
戰略轟炸機上發射戰略轟炸機上發射



空射式巡弋飛彈的旋轉發射架空射式巡弋飛彈的旋轉發射架



具有隱形能力的新一代具有隱形能力的新一代
AGMAGM--129129先進空射巡弋飛彈先進空射巡弋飛彈



AGMAGM--129129先進空射巡弋飛彈先進空射巡弋飛彈



謝謝各位謝謝各位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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