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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

《金融时报》近期报道，中国军
方于7 月和 8 月测试了一种新型
导弹系统。
中国试射的一枚火箭先将载
荷送入近地轨道空间飞行，随后重返大
气层，并释放出一枚以高超音速飞行的
可操纵滑翔飞行器。
这样的远程导弹系
统，可携带核弹头，也可携带非核弹头。
中国政府未给出官方解释，美国一些评
论员便迅速作出最坏假设，即中国具备
了利用核武器从外太空轰炸美国的全
新能力。
像这样的远程导弹系统可以携带核或非核弹
头。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做出官方解释，一些美
国评论家迅速做出了最坏的假设--中国有了从
外太空用核武器轰炸美国的新能力。

《金融时报》的匿名言论更是助长了这样的危
言耸听。
该言论声称中国取得了“惊人进步进
展”
，让美国官员“始料未及”
，
“为之震惊”。
美
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此
前曾警告称中国或许已具备轨道轰炸能力，尤
其还能够绕过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鉴于
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6 月开始对其美国现有的
导弹防御政策进行评估，又于 2021 年 9开始制
定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
，此刻披露此类这些
信息背后显然有一定政治动机考量。

据一位中国官员
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令人担忧。
称，中国只是测试了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
器，从而更加剧了外界的猜测。
非常需要指出
的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可获得的相关信息极
少。
其这枚抛射物很可能是航天飞机、其他或
者是导弹、火箭，也可能是某类种多用途的航
天器测试，不一定具备武器潜力。
假设它是某
种航天飞机，则很可能类似于美国的 X-37b 轨
道试验飞行器。
无论当前要就此展开任何探讨，
都必须考虑到，中国对此次试验的相关细节一
直秘而不宣。

此次测试的或许并非针对武器系统。
然而，即
使真的像《金融时报》报道的那样，这枚抛射物
相当于一种由轨道卫星投掷核弹头的轨道轰

炸系统，也不必像美国各界那样大惊小怪，更
无需做最坏打算。
一位分析人士认为，应假设中
国发射的所有卫星均能够携带核弹头。
而这并
不表示它能打破当前世界在近地轨道的军事
均势。
恰恰相反，这或许表明了中国面对美国
在军事空间技术方面持续领先地位的一种“示
威”。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技术并非预示着美国
将在中方武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毕竟美国的
导弹防御系统向来也无法充分保护美国各城
市免受核弹攻击。
中国当前拥有的核弹能力也
足以突破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对美国
若干城市“造成威胁”。

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为何会有
国家开发这种系统？

目前可得信息有限，但中国此次试射似乎不代
表已开发出突破性新技术。
它可能只是展示了
一种与苏联在上世纪60 年代首创的系统极为
相似的轨道轰炸系统。
航天历史学家阿西夫·
西迪奇（Asif Siddiqi）曾写道，苏联部署部分轨
道轰炸系统（FOBS）的目的是绕开美国的北方
预警雷达系统，加大核突袭的成功机率。
苏联
采用大型火箭，其武器便可由大量燃料推进，
从而能够绕道南极上空飞行，最终击中美国目
标。
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不同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
部署的远程核导弹（即洲际弹道导弹）。
后者必
须沿弧形路线飞越北极才能击中目标。
冷战期
间，美军地面雷达指向北面，因此只能预警从
该方向袭来的导弹。
而苏联的部分轨道轰炸系
统从南面飞来，能够避开地面或海上的雷达探
测。

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沿弹道轨迹在地
球大气层上方“跳跃”行进，随后落回地面，因
为它的速度不足以支撑它像卫星那样绕地球
运行。
相反，携带弹头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理
论上可在轨道上停留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分析人士之所以将中国此次试射的技术称作“
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因为他们假设该型武器
只需完成一部分距离的轨道飞行（即绕地球运
行未满一周）
，便发射制动火箭使其减速后重
新进入大气层落向预定目标。
1967 年的《外层
空间条约》第4条禁止各缔约国将核武器或其

1960 年代美国军事演练视频的一幅静止画面显示，军事雷达站点仅朝向北面，却没有传感器
探测来自南面的攻击。

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入轨道。
虽然各国对
法律条文的解释或许会有所不同，但一种可能
的思路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若未完整地飞完
一圈，便不算违反条约，且严格来说，这种飞行
属于在太空中“短暂过境”。
即使的确携带了核
武器，实际上也能绕开国际公约的限制。

弹或轨道武器。

导弹防御系统成本过高，无法大规模部署，因
此，面对苏联随时可能向美国发射的数百枚导
弹，该系统不具备充分的反击能力。
相反，美国
领导人认为该系统可用于抵御中国新生的核武
库。美国总统里根推行其著名的
“星球大战”天
基导弹防御计划时，目的是“淘汰”核导弹。
而当
时的中国领导人担心其核武库会在短短几十年
内便毫无用处。

对苏联而言，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似乎有些鸡
肋，因为苏联的潜射弹道导弹和洲际导弹技术
日益成熟，足以抵御美方一切核攻击，因此具
备障核报复能力。
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作“相互
确保摧毁”
（MAD）机制。鉴于陆基和海基导弹
使苏联业已拥有能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的
能力，苏联领导人断定：其天基部分轨道轰炸
系统的部署和维护成本过高，且几乎无法进一
步增强军事能力。

虽然冷战已结束，但中国一些具备影响力的专
家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公开发表夸大其
辞的言论。
一直以来，
《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
了美国研发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而美国总
统乔治·布什宣布退出这一条约，也让中国一
些武器工程师预测，美国最终将能够抵御中国
当时全部核武力量的攻击。

而中方领导人的确有理由担忧，美国导弹防御
系统可能旨在使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失效。
这样
一来，则美中之间就不存在“相互确保摧毁”机
制，因为既非“相互”
，也无法“确保”。中国曾于
1960 年代考虑研发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以对抗
美国的防御系统。
同一时间，美国则提出了437
计划，开始研制带核弹头的反卫星与反弹道导
弹武器，倘若发生战争，便可击落来袭的核导

这段历史使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国测
试空间技术绝不寻常，是常年受美国有力的导
弹防御系统掣肘而作出的反应。
中国将部分轨
道轰炸系统与可操纵重返火箭（MaRV）或高超
音速滑翔飞行器（HGV）
（一种于1980 年代首创
的、在大气中实现可操纵且不可预测弹头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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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的技术）相结合，仿佛是利用冷战时期不
同的核弹技术打造了一个科学怪人。

重升级，目标的准确度说到底已无关紧要。
这
不禁令人怀疑高超音速滑翔武器在核战推演
中是否独具破坏性。

中国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为何不足以
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美方官员警告称中国拥有即时全球打击（PGS）
系统，而前述轨道机动能力便可用于该系统。
即时全球打击系统是美国提出的一种远程非
核导弹打击系统概念。
该系统在一小时内便可
击中地球任何地点，是美军与武器专家多年来
一直探讨的一种潜在的、
理想的武器能力。
而美
国那些要求拥有此类武器能力的人，目前或许
已认识到自己要采购的武器在受攻击的一方
看来意味着什么。

如今，美国部署其导弹防御拦截弹时，仍假设
会有导弹穿越北极来袭。
然而，其拦截弹数量过
少，无法保护美国各城市免遭中国洲际弹道导
弹的大规模核攻击。
好在美国的现代预警传感
器不仅限于地面或海洋。
其红外预警卫星在外
太空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几乎能够探测一切从
地面或地球上空任何地方飞速而来的导弹与航
天器。
美国拥有全球最广泛且最高端的空间态
势感知（SSA）能力，可利用雷达、光学望远镜和
信号探测器跟踪轨道上的物体。
与1960 年代的
苏联有所不同，中国几乎没有机会对美国发动
核突袭。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精心设计的即时全球打击
能力，都不大可能提升安全性。
美国自 1991 年
以来多次依赖空袭的干预便证明，惩罚性轰炸
无法击败顽固的对手和政权。
若将此类部分轨
道轰炸系统用于非核轰炸，则需大量发射器与
炸弹。
因为一枚炸弹绝不足以胁迫目标，更无
法赢得战争。
任何传统型远程高超音速滑翔飞
行器打击系统也是如此。
进一步说，要在短时
间内部署数百个飞行器，更是提高了部署可行
的轰炸系统的成本。

即使中国测试的就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也不
会改变中国军方利用现有核武摧毁洛杉矶的
能力。美国各城市也并非危在旦夕中国自冷战
以来已部署数十枚洲际弹道导弹，可利用氢弹
瞄准美国本土。
中国现有武器库的打击速度快
于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且采用大规模反制措施
打击美国现有防御系统时成本更低。
中国目前
正在利用新型导弹发射井和潜射核武器强化自
己的传统核力量。

无论是用于核袭击抑或是常规袭击，一个可行
的轨道轰炸系统都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持，例如
制造和部署数以百计的发射器、飞行器、弹头
和其它军需品。
即便如此，部署完成这个系统
后，它也未必能具备即时全球打击系统拥趸们
所认为的那种决定性能力。

据《金融时报》该篇报道的匿名消息来源称，核
弹弹头在高空大气中的高超音速机动能力极
为重要，因为其要么能给被攻击一方带来无法
想象的灾难，要么能够绕过导弹防御系统。
传
统的弹道弹头依据速度和重力沿可预测的轨
迹下落。
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机动能力
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防御核弹道导弹攻击的
系统一向不够精密。
而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则需
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发射器和飞行器，才能真正
拥有无从预测的打击能力。
有了这种能力，可
随时朝向任何目标发射，且在反卫星武器短暂
的轨道飞行时间内能够突破其拦截。

我们绝不能将武器原型或试射视为等同于大
规模部署数百个上述飞行器或平台。
设计和实
验军事技术的大有人在，但鲜有成果被大规模
推广，也未曾有技术足以改变当前的力量均
势。
同理，中国自 200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测试
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武器是一回事，在高度
戒备状态下部署 250 枚此类弹头又属于另外
一回事。
而表现出更坚定的决心、展示更可信
的威胁信号，且进一步破坏军备控制方面的努
力，则又另当别论。

美中相互之间进行核战推演时，任何规划人士
均不应真正相信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可阻止中
国的弹道导弹飞往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
雅图、丹佛和芝加哥。
在这样的冲突中，本土无
论遭遇任何形式的攻击都将让局势进一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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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该怎样做？建议如下：

或无助于搭建以太空为核心的对话。

然而，各方也不大可能保持冷静。
中国测试这
项技术，将助长美国对中国本就日益加剧的恐
惧和不信任感。与此同时，中国军方也无法借
此获得翻盘的能力。
长远来看，若美方领导人
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的官员或将意识到
此次试验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若中国继续测试
类似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技术，则美方官员或
将认为中国欲违反《外层空间条约》。
批评中国
政府长期搁置《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
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的相关人
士，也将会获得更多口实，来指责中国这项外
交倡议毫无诚意可言，从而进一步阻挠了任何
真心想约束太空军备竞赛的切实努力。

一切促进提高透明度的举措都将有助于遏制
无端揣测与威胁膨胀。
英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
出的负责任外层空间行为解决方案，便属于极
具前景的活动途径。
但其能否切实促进各国行
为积极转变，还需拭目以待。
然而，此种努力始
终有可能陷入裁军谈判会议和防止外空军备
竞赛特设委员会所经历的长达数十年的僵局。

第三，各国可设法加强现有的外层空间国际安
全协议，这可有助于维持现状甚至减少有关空
间技术的误会与曲解。
例如，联合国《关于登记
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已成为一项公开机
制，用于某国告知他国其在轨道上开展的活
动。
然而，该公约不要求签署国在特定时限内
告知秘书长。
一种或许可以加强该机制的单边
手段是各国最好在发射前就更及时地自愿提
供相关信息最终目的是使太空发射进一步公
开化成为常态。
长远来看，可对公约进行正式
修订，要求各国在实施太空发射前便事先告知
国际社会。
这是建立透明化“太空交通管理”制
度、鼓励各国与各私营企业之间进一步交流常
规空间态势感知数据的先决条件。

首先，危言耸听不可取，既无济于事，也无凭无
据。
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应仓促地采用一些考虑
不周的武器技术来草率应对，重走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应对苏联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老路。
在
双方已经具备相互夷平的能力时，以非同寻常
的方式向对方投掷炸弹，也不会扭转局面。
无
论控制导弹防御军备做得多好，也无法改善相
互确保摧毁的处境。

其次，我们迫切需要在亚太地区加强外太空安
全对话。
即使是在相对非正式和非官方的背景
下，分享基本信息和观点也是有所裨益的。
美
中之间极其缺乏这种对话。
因此，其他国家的
政府不应坐等美国或中国牵头解决此类太空
安全问题。
印度、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
和菲律宾等亚太区域国家，也可发挥自己对促
进乃至举办亚太地区太空安全议题多边会谈
的重要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小国家或发展中国
家日益活跃于全球太空经济领域和寻求发展自
身的航天工业与卫星，建立大量多边论坛、借
以探讨太空安全问题并交流信息的机会也越
来越多。
基于此目的而搭建的平台，可为美中
空间安全信息交流提供风险较低的切入点。
无
论美中有怎样的互动，此类平台在任何情况下
都有利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政府。
“四方安全
对话”机制（即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
四方论坛）在探讨太空安全和促进国际规范方面
有望成功。
其实，各方早应有此类举措，然而目
前还只是开端。
数十年来空间安全专家一直在
探讨此类问题。
不过，短期内中国或许并不希
望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互动。
因此，该机制

虽然部分轨道轰炸系统技术或许不算新技术，
甚至此次试验的都不一定属于真正意义上的
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但是，围绕此次试射所展
开的危言耸听的政治话术，却不容忽视。
监测
技术发展固然极为重要，但我们既不应贸然做
出最坏的假设，也不应假定光凭这项技术就能
显著改变现有的核恐怖平衡。
重点在于，技术
从业者、分析人士、新闻记者甚至全社会，均应
在不忽视特定技术局限性和当今热核地缘政
治现状的前提下持续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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