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外界不斷熱炒
中國二炮試射新型洲際導
彈消息，稱其為突破美國
反導系統，「保中國未來
50 年安全」的「戰略之
錘」。中國導彈裝備最新
的部署和研製情況，中國
官方一直是三緘其口，但
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武
器裝備的發展思路，一般
都是部署一代，研製一
代，預研一代，構思一
代。中國二炮裝備不斷升
級換代，無可厚非是中國
確保自身安全的必選之
策。

原俄羅斯戰略火箭兵少
將弗拉基米爾·別拉烏斯
認為，促成中國成為21世
紀最具影響力國家的因素
中，戰略核打擊能力這一
後盾不容忽視。

外部威脅有增無減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目前，中國的反導系
統才剛起步不久，種種跡象
顯示，與美俄等發達大國還
存在較大差距。而與此同

時，專家指出，隨着世界上核潛艇、遠程
和洲際彈道導彈等戰略核武器的增加，中
國面臨着遭遇導彈打擊的威脅有增無減。

目前，美、俄和中國一樣，都進行了
射程8,000公里以上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
實彈部署，具有全面的「三位一體」核
打擊能力。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導彈
亦不容小覷，而印、日等很多國家也在
躍躍欲試。同時，在中國周邊，美國正
在步步打造亞洲反導系統，印度等國也
在大力發展彈道導彈和反導系統；解禁
集體自衛權的日本，也在積極參與和研
發導彈防禦系統。

面對美日等在海空軍武器質量和數量上的
絕對優勢，中國二炮作為中國的振國之寶和
防身利器，堪稱防止中國遭
受滅頂之災的最後一道屏
障，而繼續推進二炮現代化
進程，亦是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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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彈通常沒有翼，在燒完燃料後只能
保持預定的航向，不可改變。彈道導彈
主要打擊已經預定好的大目標（比如要
求對某城市實施核攻擊），導彈從地面
發射到空中，然後飛出大氣層，到達預
定位置或軌道後，逐步下落，穿過大氣
層擊中目標。
巡航導彈是導彈的一種。即主要以近於

恆速、等高度飛行的巡航狀態在稠密大氣
層內飛行的導彈，舊稱飛航式導彈。巡航
導彈是在運動目標進入導彈打擊範圍後，
才由發射器（可以是艦
艇、飛機或路基載具）發
射，然後導彈雷達自動搜
索目標實施打擊。

彈道導彈
與巡航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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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疑似中國自主研製
的長劍-10巡航導彈的發射
圖日前在網絡上曝光。網
上傳言稱，除對地攻擊型
外，中國軍隊還列裝了長
劍-10巡航導彈的岸基反艦
型和空基型。有多家媒體
認為，解放軍發展長劍-10
巡航導彈是為了對抗美國
的航母戰鬥群，其目的是
發展從陸上攻擊航母的能
力。
內地網站報道指，長

劍-10陸基巡航導彈是中
國長劍系列巡航導彈的一

款，其射程遠，性能優越，依靠先進的傳感器來尋找、
識別並定位目標，通過通信系統向指揮部發送定位信
息，能夠打擊有價值的地面目標和水面目標，當與彈道
導彈或飛機配合使用時，打擊效果可能更驚人。

毀傷能力超美「戰斧」
曾有外媒報道，長劍-10的有效射程在1,500至2,500公里

之間。其毀傷能力超過美國的「戰斧」巡航導彈，一枚命
中即可將7,000至10,000噸級的導彈巡洋艦擊沉。有分析
認為，依靠2代「北斗」系統進行中段制導後，長劍-10已
能完成跨海遠距奔襲任務，可以對遠海目標實施突擊。
此外，網上有消息指，長劍-10的變型彈中，有一款
長劍-20空基導彈。最新最先進的轟-6K轟炸機能掛載
6枚該導彈，這使中國有能力從內陸對美國關島基地
發動戰略攻擊。

外國媒體說，中國導彈具有「點穴」之功。
內地軍報等媒體早前報道披露，二炮戰略導彈
已全部實現車載機動發射，完成從「山溝裡的
部隊」到「車輪上的部隊」轉變。據稱，中國
的「火箭軍團」已真正做到了全局機動，一輛
輛發射車離開「地宮」坑道，駛向陌生地域演
兵早已成為常態。
過去，中國二炮的導彈靜臥深山，機動困
難，發射準備時間長；如今，不管是在崇山峻
嶺還是大漠戈壁，不管颳風下雨還是冰天雪
地，發射車拉起導彈就可以在簡易路上跑，到
預定發射點位後支起架子就可以打，真正達到
了全方位、全天候。

走出深山參加合練
近十年來，神秘的二炮已悄無聲息完成了從笨

重到靈巧的變化，戰略導彈「家族」已由單一型
號發展為近程、中程、遠程和洲際導彈多型並
存，無論常規導彈還是核導彈，全部可以採用固
體燃料，體積變小，重量變輕。上述特點令操作
者更加運用自如，曾因裝備體積龐大而缺席日常
軍演的戰略導彈部隊，現已走出深山，參與到多
軍種的戰術合練中。
二炮導彈的輕巧便攜，甚至連弱女子們都可完

成。早前，中國第一個「女子導彈操作單元」已
通過軍媒亮相，35名女號手用纖纖細手送導彈騰
空，試射的兩枚導彈全部命中目標。
軍報文章透露，二炮部隊的機動精確打擊本領

亦大幅躍升。2010年，二炮誕生首個「百發百中
旅」。目前，所有導彈裝備可全部採用車載發射
方式，實現全道路機動、全地域發射、全方位控
制、全天候突擊。

「「神秘之師神秘之師」」罕有揭秘罕有揭秘 兩導彈可快速平戰轉換兩導彈可快速平戰轉換
昨日昨日，，中國軍網首度曝中國軍網首度曝

光大量秘照光大量秘照，，揭秘解放軍揭秘解放軍

戰略導彈部隊戰略導彈部隊（（二炮二炮））東東

風風1515戰術導彈高原發射戰術導彈高原發射。。

早前早前，，二炮亦曾先後高調二炮亦曾先後高調

公開了其看家利器公開了其看家利器———長—長

劍劍 --1010 巡 航 導 彈 和 東巡 航 導 彈 和 東

風風--3131的野外發的野外發射和訓練射和訓練

圖圖。。二炮一直被西方視二炮一直被西方視

為 解 放 軍 的為 解 放 軍 的 「「 神 秘 之神 秘 之

師師」，」，在媒體上罕有曝在媒體上罕有曝

光光。。據透露據透露，，目前二炮目前二炮

裝備東風系列彈道導彈裝備東風系列彈道導彈

和長劍巡航導彈和長劍巡航導彈，，能夠能夠

快速完成平戰轉換快速完成平戰轉換，，主主

要擔負遏制他國要擔負遏制他國對華使用對華使用

核武器核武器、、遂行核反擊和常遂行核反擊和常

規導彈中遠程精確打擊任規導彈中遠程精確打擊任

務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葛沖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二炮核常兼備二炮核常兼備

東風-31洲際彈道導彈，是中國的一種3段固體
推進劑洲際彈道導彈，也是中國首種遠程固體彈
道導彈。作為中國第二代戰略武器，應用了許多
新技術。有資料稱，改進後的東風-31A，載荷
1,050至1,750公斤，可攜帶至少3枚彈頭或誘導彈
頭以及重返大氣層載具，最大射程為11,270公
里，可打擊美國本土。
據報道，東風-31性能達世界先進水平，其系列
發展型號已成為中國核武庫的中流砥柱。從軍報
公佈的圖片來看，東風-31發射的全部設備均安裝
在一輛發射車上，能短時完成起豎、瞄準、發射

全過程。此外，導彈還裝備有欺騙反導系統假彈
頭，從發射前的機動轉移，到導彈的末端飛行，
攔截都將非常困難，這大大增強了該型號導彈在
未來戰爭中的生存能力。該導彈機動性亦很強，
能在普通公路上機動轉移。
網上消息指，東風-31打擊範圍可達美國西海岸

的任何目標以及北部山區的幾個州和歐洲各地，
具有打擊硬目標的能力，能夠摧毀包括美國「民
兵-III」抗壓加固地井等戰略目標的能力。外界分
析，東風-31井射型號的圓周偏差率約100米，機
動型號的命中精確度約在150米左右。

長劍長劍--1010基本性能基本性能
長度長度：：88..33米米
直徑直徑：：00..6868米米
彈重彈重：：22..55噸噸
有效載荷有效載荷：：300300至至500500公斤公斤
命中精度命中精度：： 55至至1010米米
發射方式發射方式：：三聯裝三聯裝，，機動地面發射機動地面發射
制導方式制導方式：：慣性制導慣性制導，，激光制導激光制導，，北斗導航北斗導航
有效射程有效射程：：11,,500500公里至公里至22,,500500公里公里
用途用途：：中遠程戰術打擊中遠程戰術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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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31可打美本土

長

■國產長劍-10
巡航導彈發射。

資料圖片

東風東風--3131基本性能基本性能
長 度長 度：：1313..0000米米
直 徑直 徑：：22..2525米米
彈 重彈 重：：4242 噸噸
有效載荷有效載荷：：11,,050050 至至11,,750750公斤公斤
命中精度命中精度：：300300米米
發射方式發射方式：：發射井發射井，，公路機動公路機動
制導方式制導方式：：慣性制導慣性制導，，激光制導激光制導，，北斗北斗

導航導航
有效射程有效射程：：88,,000000公里至公里至1212,,000000公里公里
用 途用 途：：遠程戰略打擊遠程戰略打擊

■國產長劍-10的性能已超越
美國「戰斧」巡航導彈。圖為
「戰斧」巡航導彈。資料圖片

二二炮是解放軍所有軍兵種中最為神秘的部炮是解放軍所有軍兵種中最為神秘的部
隊隊，，是中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中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按照核按照核

常兼備常兼備、、有效設戰的戰略要求有效設戰的戰略要求，，不斷加強戰略核不斷加強戰略核
反擊和中遠程精確打擊等級建設反擊和中遠程精確打擊等級建設，，成為國家安全成為國家安全
與發展的戰略支撐和堅強後盾與發展的戰略支撐和堅強後盾。。國新辦此前發佈國新辦此前發佈
的一份中國武裝力量的白皮書首度正式披露這一的一份中國武裝力量的白皮書首度正式披露這一
部隊的組成及武器裝備型號名稱部隊的組成及武器裝備型號名稱。。據介紹據介紹，，第二第二
炮兵由核導彈部隊炮兵由核導彈部隊、、常規導彈部隊常規導彈部隊、、作戰保障部作戰保障部
隊等組成隊等組成，，其下轄導彈基地其下轄導彈基地、、訓練基地訓練基地、、專業保專業保
障部隊障部隊、、院校和科研機構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等。。

導彈發射導彈發射 百發百中百發百中
東風系統中目前曝光的有東風系統中目前曝光的有：：東風東風--1111//1515近程近程
戰術彈道導彈戰術彈道導彈，，東風東風--2121中程彈道導彈中程彈道導彈，，東風東風--55
洲際彈道導彈以及東風洲際彈道導彈以及東風--3131洲際彈道導彈洲際彈道導彈。。其其
中中，，尤以最新的東風尤以最新的東風--3131最為外界所矚目最為外界所矚目。。

在中國自主研製的長劍系列巡航導彈中在中國自主研製的長劍系列巡航導彈中，，目前目前
最先進應是長劍最先進應是長劍--1010巡航導彈巡航導彈。。網上消息稱網上消息稱，，到到
20092009年年99月月，，中國已經部署了中國已經部署了5050至至250250枚長劍枚長劍--1010
型導彈型導彈，，並伴有並伴有2020至至3030顆運載火箭顆運載火箭。。截至截至20132013
年年，，長劍長劍--1010巡航導彈已裝備中國海軍岸防部隊巡航導彈已裝備中國海軍岸防部隊。。
近年來近年來，，二炮形成了核常兼備二炮形成了核常兼備、、型號配套型號配套、、

打擊效能多樣的作戰力量體系打擊效能多樣的作戰力量體系。。內地媒體報道內地媒體報道
稱稱，，近年第二炮兵導彈發射成功率達到了近年第二炮兵導彈發射成功率達到了
100100%%，，精確度比過去大幅度提高精確度比過去大幅度提高。。

常備不懈常備不懈 隨時能戰隨時能戰
據了解據了解，，二炮是一支平戰結合二炮是一支平戰結合、、常備不常備不
懈懈、、隨時能戰的部隊隨時能戰的部隊。。在國家受到核威脅在國家受到核威脅
時時，，核導彈部隊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核導彈部隊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提升戒提升戒
備狀態備狀態，，做好核反擊準備做好核反擊準備，，懾止敵人對中國懾止敵人對中國
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在國家遭受核襲擊時在國家遭受核襲擊時，，使用導使用導

彈核武器彈核武器，，獨立或聯合其他軍種核力量獨立或聯合其他軍種核力量，，對對
敵實施堅決反擊敵實施堅決反擊。。
好的裝備好的裝備，，還需要優秀的人才方可物盡其還需要優秀的人才方可物盡其

用用。。有資料指有資料指，，為加速科技人才生成為加速科技人才生成，，二炮還二炮還
啟動了啟動了「「人才接力計劃人才接力計劃」」和和「「神劍人才工神劍人才工
程程」，」，建立了建立了「「導彈專家技術方陣導彈專家技術方陣」」和三級和三級
「「技術尖子人才庫技術尖子人才庫」。」。據稱據稱，，戰略導彈部隊已戰略導彈部隊已
擁有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國家級中青年專家擁有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國家級中青年專家、、
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全部隊具有大學學歷的全部隊具有大學學歷的
軍官佔軍官總數的軍官佔軍官總數的7070%%，，
所有軍事主官都是大學畢所有軍事主官都是大學畢
業生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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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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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彈輕巧便攜
全天候機動發射

劍
■■東風東風--3131洲際導彈洲際導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二炮曾公開長劍二炮曾公開長劍--1010巡航導彈的野外發射巡航導彈的野外發射
和訓練圖和訓練圖。。圖為長劍圖為長劍--1010巡航導彈國慶巡航導彈國慶6060
周年閱兵時通過天安門廣場周年閱兵時通過天安門廣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