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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空天一體戰」 

 

蔡翼 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今年是甲午海戰一百二十週年，日本叫囂要

讓中國再嘗甲午海戰的敗績，有鑒於中日當

前在東海的緊張對峙，雙方劍拔弩張，針鋒

相對，迄今看不出緩和的跡象。 

 

日本除了已經將中國設定為假想敵外，新的防衛計畫提到，

必要時將對敵人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一旦中日爆發戰

爭，日本計劃迅速的「殲滅」中國的海、空軍力量，「封鎖」

中國進出西太洋的通道。 

 

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亞洲四國之行，已經明顯表現出美國難

以容忍中國的崛起。在奧巴馬訪問亞洲期間，《華爾街日報》

披露，美國針對中國東海及南海的爭端，美軍已經擬妥了多

項因應方案，這些方案也等於鼓勵相關國家可以去挑釁中國，

倘若引發了軍事衝突，屆時美軍就可以有藉口介入。 

 

美國媒體模擬中國與美日發生軍事衝突時，美軍在美日協同

作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以網路攻擊癱瘓中國軍隊的指管通

情，在利用隱形戰機撕開中國的防空網後，用精準打擊摧毀

中國的軍事設施；中方則以導彈進行反擊，雙方互有斬獲，

最後因為沒有一方能取得決定性勝利而以僵局結束。但中日

雙方都在這場戰爭中蒙受重大損失，「蛤蚌相爭、漁翁得利」，

使美國輕鬆瓦解了兩個難纏的競爭對手。 

 

根據近期中國大陸高層的談話顯示，中國對於日本在領土主

權或是歷史問題上，「毫無妥協的空間」。面對美日不斷的文

攻、武嚇及挑釁，中國睦鄰友好的美好願望，早已被美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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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蔑、奸巧和敵意折騰殆盡。日本若挑起戰端，中國將記取

「懲越戰爭」的教訓，不會瞻前顧後，綁手綁腳的只和日本

打一場「局部戰爭」。 

 

如果中日真的爆發戰爭，估計中國將不會與日本進行美日所

模擬的「海空對決」，中國在發動首波反幅射導彈攻擊後，

會採用「打鳥就要打鳥巢」的策略，將使用導彈進行飽和攻

擊，摧毀日本的海空軍及相關軍事基地，窒息日軍的作戰能

力。 

 

美日安保仍是中日對決之中最大的障礙。中國應該參考俄羅

斯的策略，宣佈如果美軍參與對中國的軍事設施、工業以及

民生保障設施進行攻擊，等於就是對中國「宣戰」，中國將

使用包括核武在內任何可能的手段，對美國及日本進行反擊，

而且不會只局限於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設施，作為反制

「美日安保」，阻止美國插手的一種策略。 

 

中日之戰一觸即發時，「先發制人」將是中國致勝的關鍵，

如果中國能先聲奪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摧毀了日本海空軍，

美方願捲入中日衝突的態度或有所改變。 

 

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爭議 

 

中國國防部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突然公布了中國劃設的

「防空識別區」，其中有很大部分與日本設立的防空識別區

相重疊。這是從前年九月中國大陸的海監船開始進入釣魚台

海域十二海里海域後，對於東海海域進一步掌控的一次「躍

進」，中國大陸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將釣魚台列入其中，就是

要奠定爾後東海主權爭議在訴諸國際社會仲裁之法源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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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美日近年來持續增強在東海的軍事部署與高強度的

軍事演訓，為了有效的監控東海的情勢，中國大陸當局以法

律規範了外國的航空器進入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各種行為，使

其對進入此區域之美日偵蒐機艦執行反制時，更具有其正當

性與法理依據。並澈底打破美日多年壟斷東海防空識別區的

局面，藉此挑戰美國長年主導之區域安全機制，為進一步向

前推進其戰略預警及戰術反應縱深，展現一些實質作為。 

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美日的軍機勢必會頻頻進出中

國的防空識別區進行騷擾，挑戰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權威

性，將會大量增加空軍戰機查證與驅離的任務，中國大陸倒

沒有必要隨之起舞。但是中國可以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專

屬網站，向國際媒體公佈進入東海防空識別區外國軍機的數

量、型號、飛行路徑及停留時間，藉以展現中國對東海防空

識別區實質有效的控管。 

美國以及周邊國家設立防空識別區在先，本來不應該對中國

設立防空識別區說三道四，之所以會造成這麼多國際議論與

反對聲浪，都是由於美日偏頗的立場及其主導的國際媒體輿

論所造成。中國涉外部門可以在各國媒體以刊登廣告的方式，

通過一些說理清晰的文案，將防空識別區的來龍去脈，各國

防空識別區的現況及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的由來與目的說

明清楚，以爭取國際間的瞭解與支持。 

 

組建空天一體的「防空識別」機制 

 

美國國家航空航太情報中心曾報導稱，中國已經在發展“超高

空”飛艇，飛艇上可以裝設光電雷達，合成孔徑、逆合成孔徑

雷達以及電子監偵設備，進行長期的早期預警監測，可以對

敵方的軍事活動進行長期全天候持續的監測，不會受制於航

空器滯空時間及氣象條件的影響。 

 

http://data.tiexue.net/geo/meiguo4528/
http://data.tiexue.net/view/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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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空的飛艇如果懸浮飛航在三萬公尺以上的高度，雷達覆

蓋面是一個半徑可達數百公里的區域。如果能將飛艇棋盤式

的部署在東海上空，可以對美、日、韓在該地區的軍事活動

進行嚴密的監控，除了敵方的軍事部署和軍事演訓之外，更

可藉此掌握敵方潛艇在東海的部署及其水下活動規律，具有

執行全天候「預警監控」的功能。 

 

如果解放軍能參照美國銥星計劃的架構，在太空中部署跨緯

度的低軌道衛星群，形成網狀的監控區，搭配高空層的飛艇，

同溫層的戰略無人偵察機，可以全天候、全時段的偵測監控

西太平洋以及中國周邊海域中水面，水下及空中的各種活動，

組建一個空天一體，具有及時監控及預警功能的新世代「防

空識別」機制。 

 

中國反擊日本的三支箭 

 

雖然美日目前擁有海空的優勢，但中國擁有大量機動部署的

戰術導彈，打擊範圍可涵蓋日本全境及琉球的美日軍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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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至今還沒有有效手段來進行反制，所以開始逐步將部署

的美軍撤離到第二島鏈。日本如挑起戰端，估計中國會在其

戰略核打擊力量嚴陣以待警戒下，發揮解放軍不對稱的優勢，

給予日本重拳還擊。 

 

只要美軍不直接參戰，估計解放軍不會率先對美軍進行攻擊；

但因有美日安保，美軍勢必向日本提供其偵測監控所得到的

情資，所以美軍在日本的兩座 X-波段遠程監測雷達，防空預

警雷達，甚至座落台灣新竹樂山的鋪路爪遠程監測雷達，日

本在太空中的偵察衛星和通訊衛星，都將是解放軍首要打擊

的目標。 

 

目前美日反制中國導彈攻擊主要的是依靠部署在日本及琉

球的雷達來指揮、導引反導系統。因為每天都有數百艘的大

小貨輪穿梭於東海，當戰爭爆發時，解放軍可從航行於接近

日本海域的貨櫃輪上，或潛伏在東海的潛艇上發射類似於以

色列「哈比」的反幅射無人攻擊機，對已標定位置的防空預

警雷達進行攻擊。反幅射無人機體積小，匿蹤性好、打擊力

強，一旦釋出就會如同幽靈般神出鬼末的讓人難以防範，解

放軍可藉此先癱瘓敵方防空預警雷達，再發動導彈進行精準

打擊。 

 

預警機，電戰機，反潛機，加油機，都是美日「空海一體戰」

組成的核心要件，據瞭解，解放軍的戰機配有超遠程的空對

空導彈，可以在敵方戰機保護的範圍外發起攻擊，以上物件

都將是解放軍第一波攻擊中要清除消滅的目標。至於美軍及

周邊國家的預警機，電戰機，反潛機，無人偵察機，應該在

戰爭爆發時儘速遠離戰區附近空域，以免遭到池魚之殃。這

將是中國反擊日本射出的第一支箭。 

 

解放軍擁有一種獨門兵器-反艦彈道導彈，專門打擊海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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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根據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反艦彈道導彈的配

套設施已經建構完成；另外，高超音速巡航導彈的服役，使

得解放軍遠程精確打擊，變得更得心應手。中國反擊日本的

第二支箭，將會瞄準停泊在港區的日本艦艇，海上巡弋的艦

隊，停放在機場以及抗炸機堡內的軍機，都將受到解放軍導

彈多批次的「飽和攻擊」；尤其對於支援日本海空軍作戰的

後勤保修設施，油庫以及彈藥庫，更是必須摧毀的目標。 

 

一旦開打後，解放軍會參考美軍選定戰略打擊物件的「五環

系統」理論，把各種可能的威脅一併清除乾淨。將以窒息敵

指管通情、癱瘓敵作戰力量以及後勤保障體系、摧毀其關鍵

性「軍工產業」。 

 

目前在解放軍武器庫中能夠執行上述任務的有東風-十五、東

風-十六彈道導彈和長劍-十巡航導彈。這些解放軍的導彈部

隊將分散部署在華北和東北，打擊範圍指向美日重要的軍事

目標。機動發射的導彈具有快速移動的戰術優點，可偽裝成

貨櫃，基層作戰單位可以隱匿在成千上萬民間工廠的倉儲區，

接獲攻擊命令後，分別進入各自預先劃定的攻擊發起位置，

「集火射擊」後就迅速轉移陣地，通過分散、隱蔽、偽裝，

機動藏匿在多個不同地點，讓敵人無法確切的掌握其位置，

對其發動攻擊，是一支隨時可以發起攻擊的戰略打擊力量。 

 

解放軍將把握「打鳥就要先打鳥巢」的原則，澈底摧毀日本

的海空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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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二炮部隊 (網路圖片) 

先發制人、敢打必勝 

 

近日來國外媒體紛紛報導，中國大陸新研製的反艦飛彈服役，

其中又以鷹擊-12 超音速反艦飛彈以及鷹擊-100 長程反艦飛

彈最為引人注目，據報導威力驚人，命中一發就可以癱瘓一

艘萬噸級的作戰艦艇，是美日宙斯盾驅逐艦的致命殺手。 

 

報導對鷹擊-12 超音速反艦飛彈性能的描述，傳聞它是一種

射程超過 400公里，末段速度可達四倍音速的超音速反艦飛

彈。 

 

談到鷹擊-12 超音速反艦飛彈，就得先談一下 CM-400AKG

超音速反艦飛彈，CM-400AKG 是一種中國大陸研製，配備

在外銷的 FC-1梟龍戰機的超音速反艦飛彈，CM-400AKG重

約一噸，射程約 240~300公里，末段速度可達四倍音速，目

前已經服役於巴基斯坦的空軍。CM-400AKG 有兩種型號，

一種是針對地面固定目標或者慢速目標的攻擊，一種是針對

海上目標的攻擊。  

 

 

 

 

 

 

巴基斯坦空軍的 CM-400AKG超音速反艦飛彈 (巴基斯坦空軍網站) 

 

相較於 CM-400AKG，鷹擊-12是一種重約一點五噸的重型反

艦飛彈，如從目前網路上流傳的照片看來，相較於

CM-400AKG 的彈身，鷹擊-12 顯然大了許多，推測鷹擊-12

的規格應與傳聞的「雙四」(四倍音速、四百公里射程)比較



 8 

接近。美國許多分析報導認為，中國大陸的超音速反艦飛彈

已對美軍已構成嚴重威脅。 

 

據傳中國大陸已經發展出一種新的導彈攻擊模式，由長程轟

炸機攜帶巡航導彈，在中國近岸的上空發射後，由固態火箭

引擎加速推升至更高空層進行滑翔飛行，藉以延伸其射程，

在進入末段攻擊前啟動衝壓引擎加速至高超音速，對於部署

在第一島鏈附近的敵軍事目標進行遠程精準打擊，也可以作

為打擊航母的殺手鐗。 

 

高空層、高超音速的巡航導彈不同於彈道導彈的拋物線彈道，

可進行空中機動，閃避反導導彈的攔截，搭配長程反艦彈道

導彈，低空掠海戰機的超音速反艦導彈進行飽和攻擊，將對

日軍造成致命的打擊，這是對日本海空軍射出的第三支箭。 

 

在先發制人的導彈飽和攻擊之後，這場短暫的中日之戰，基

本上勝負已見分曉。美國的軍事專家分析，如果中國大陸以

「空天制海」，日本可能會再嘗它在二次大戰中太平洋戰爭

的敗跡，敗於現代「空權 2.0版」的導彈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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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有對稱的戰略嚇阻 

 

根據美國國防部出版的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擁有洲

際彈道導彈的總數尚不及百枚，這樣的核武規模對美國來說，

是一支不足為懼的「迷你」核打擊武力。尤其中國又宣示「不

率先使用核武」的政策，美國估計在其所發動第一波的核武

攻擊下，中國核打擊力量將殘存不及百分之十。加上積極部

署的「空天海一體」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美國有把握將中

國剩下的核武攔阻並摧毀在國境之外。 

 

美國現在正在發展可攜帶六倍音速巡航導彈的內大氣層空

天飛機，這套系統可在 1小時內使用“精確制導武器”來打

擊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這種從高空層打擊的模式將使各國

現有空防系統完全失效，預估會在 2025年前後開始服役。 

 

美國近年來之所以會高唱削減核武規模是因為他們認為有

把握可以將敵人核武摧毀在發射架上或攔截在國境之外。這

是美國對中國核打擊武力的認知與判斷，認為有了這些就可

以對中國進行核訛詐，這種認知極可能造成雙方的戰略誤

判。 

 

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發展，基本上，中國的東風-31 甲機動

式洲際彈道導彈系統已經發展成熟。當北斗導航衛星系統在

2020年完成全球布網後，中國將會擁有自己部署的空天偵測、

通訊暨衛星導航系統支援洲際導彈作全球投送。 

 

另一款是至今仍未獲得官方證實的東風-41 機動式洲際導彈，

估計其射程超過 14,000公里，擁有多彈頭分導的能力，可以

對美國有更全面的覆蓋。東風-41 機動式洲際戰略導彈的服

役將使中國的核打擊武力登上一個新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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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些戰略打擊武力深藏在「地下長城」或機動部署在全

國鐵公路網上，隨時待命準備給予來犯之敵沉重打擊。牢固

而隱蔽的「地下長城」，分佈在華北地區長達千里的山脈下，

是中國保存「二次核打擊」能力的重要舉措。目的是在遭受

敵人發起的攻擊後，仍然保有足夠的核武能投入到對敵人的

反擊。 

 

中俄之間已經簽署互不瞄準、互相通報導彈發射的協議，中

國的洲際戰略導彈，可以飛越俄羅斯西伯利亞和北極上空，

以最短的路徑，直接對北美進行核打擊，大幅縮短了攻擊所

需要的時間和距離。 

(資料來源：美國國防部) 

「敵不動我不動，敵動則我先動」 

美國正在研擬中的「摧毀中國核武計劃」，是企圖以誇大中

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來「妖魔化」中國的核威懾力量，

藉此來製造動武的藉口，企圖一舉消滅中國賴以自衛反擊的

戰略打擊力量，這是美國自上世紀，中國開始發展核武軍備

以來，「最不友善」的計劃與軍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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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真有此規劃，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勇敢的面對美國

人為中國設計的這場『災難』，積極準備，讓美國瞭解若真

的執行了「摧毀中國核武」的計劃，中國有能力讓美國付出

慘重的代價，這才能遏阻這場災難的發生。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美國的戰略專家估計，一支具有超

過 600枚”獨立投送”載具的戰略核打擊武力才足以發動一場

「飽和攻擊」，來穿透敵人的反彈道導彈防禦網，有效摧毀

敵人的有生力量，給予敵人沉重的打擊。 

 

所以曾經有戰略專家建議中國應該改弦易轍，放棄不率先使

用核子武器的政策；加快、加大中國洲際戰略核打擊能力的

建設，擁有核武至少要達到某個「數量級」以上，才能稱得

上真正具有戰略威嚇能力的國家。 

 

習近平在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後首先視察了二炮戰略導彈部

隊，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今後，中國在「核武戰略威

懾政策」可能有所改變。面對美國積極研擬的「摧毀中國核

武」計劃，中國不能等閒視之，需積極擴充戰略核武威懾力

量，建立在關鍵時刻先發制人的決策機制，要以「敵不動我

不動，敵動則我先動」的攻勢戰略態勢，嚴陣以待，才能有

效嚇阻意圖來犯之敵。 

 

中國海基戰略威懾新篇章 

 

今年稍早，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海軍上將賽密爾‧洛克利爾

(Samuel Locklear III)告訴美國國會，中國海軍 094型(晉級)

戰略導彈核潛艇將會進入常規戰備巡邏，配備了射程為 7500

公里的巨浪二型戰略導彈。洛克利爾將軍認為 094型戰略導

彈核潛艇的戰備服役，將成為中國第一支確實有效的海基戰

略核威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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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照片顯示，已有三艘晉級戰略導彈核潛艇停泊在海南的

亞龍灣。亞龍灣作為解放軍核潛艇基地，主要是考慮亞龍灣

面對平均水深超過一千公尺的南中國海，非常適合於潛艇的

活動，核潛艇出航後很快就可以進入南中國海的深水海域。 

 

 

 

 

 

 

 

 

 

 

三艘 094晉級戰略導彈核潛艇停泊在海南的亞龍灣 (網路照片) 

 

從亞龍灣到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之間，都是深水海域，並

且為商船密布的國際航線，中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可以利用航

道上數以百計往來商船所造成的複雜噪音環境，掩護其進入

西太平洋執行戰備任務。 

 

雖然如此，鑒於中國核潛艇的隱蔽性仍然遜於美國和俄羅斯

的潛艇。所以當中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在進行導彈發射時，極

有可能會遭到埋伏在附近，美國核子攻擊潛艇的襲擊。 

 

前蘇聯的作法是在相對孤立的海域(如巴倫支海和鄂霍次克

海)，建構“堡壘防禦體系”，潛艇可以在相對安全的海域發起

戰略導彈攻擊。現在中國在南海的許多軍事部署，估計應該

是為了確保海南的核潛艇基地及戰略導彈核潛艇在附近海

域進行導彈發射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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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在所估計巨浪二的射程，推測基本上可能是根據東風

三十一型導彈的射程來估算。有人質疑，如果從南中國海發

射射程僅有七千五百公里的巨浪二型戰略導彈，根本打不到

美國本土的目標。 

 

比較合理的推測應該是根據東風三十一甲的射程來估算，若

以其一萬一千公里的射程估計巨浪二甲的射程，它打擊的範

圍應約為一萬公里左右。 

 

航太專家都知道在地球緯度較低，接近赤道的地區，地球自

轉產生的離心力可以讓在這裡發射的航天火箭，以較低的能

耗攜帶更大的負載或是讓衛星飛的更高、更遠。相同運載能

力下，在海南文昌衛星發射基地發射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可

以比在西昌發射的，負載提高百分之十至十五。 

 

同理可以推斷，如果中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在南海海域發射

洲際導彈，估計巨浪二甲的射程可以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五，

到達一萬一千公里。 

 

如果巨浪二潛射導彈採用了中國大陸最近實驗的高超音速、

滑翔式飛航載具，在彈頭重返大氣層後，可以十倍以上高超

音速滑翔，採用可以操控的巡航導彈飛航模式，估計射程可

以增加三分之一，可使巨浪二甲潛射導彈的射程，增加到一

萬四千公里，足以覆蓋美國所有的主要目標。 

 

四艘晉級戰略導彈核潛艇， 48 枚洲際戰略導彈，可以攜帶

144顆分導彈頭，打擊的威力不可小觑。 

 

倘若中國的海基戰略導彈，從赤道方向對美國發動攻擊，陸

基的戰略導彈從中國大陸飛越北極對美國發動攻擊，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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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的「南、北夾擊」，極可能會造成美國國家導彈防禦

系統(NMD) 的顧此失彼。 

 

核常兼備的零三二柴電潛艇 

 

英國《簡氏防務週刊》網站近日報導稱，今年 6月中國廣東

舉行的航運博覽會上，中國大陸將新型 032 型(清級)柴電潛

艇的模型進行了公開展示。032型潛艇水面排水量為 3797噸，

水下排水量 6628噸，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常規動力柴電潛艇。 

 

潛艇的模型顯示，罩帆後半部裝有兩組彈道導彈垂直發射系

統，可以裝載潛射的反艦彈道導彈或是洲際彈道導彈。而艇

首水平舵後方，裝設了四組巡航導彈垂直發射系統，可用來

發射攻陸或反艦的遠程超音速巡航導彈。 

 

如果將巨浪-2潛射彈道導彈發射裝置，改成類似美國俄亥俄

級戰略導彈核潛艇的模式，在導彈發射管內裝載巡航導彈。

如果在每組導彈發射管內裝入六枚巡航導彈，估計每艘 032

型潛艇可以攜帶十六枚巡航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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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型潛艇是裝有「絕氣推進系統(AIP)」的柴電動力潛艇，

具有噪音小，水下自持力強的優點，相對核潛艇的造價便宜

許多，享有「平價版核潛艇」的美譽。若能批量生產，形成

規模優勢，可以突破美國反潛作戰對解放軍潛艇全面的監測

與追蹤，形成戰略威懾。 

 

三十艘 032型潛艇可以裝載六十枚洲際戰略導彈，可分散佈

署在接近於赤道的南太平洋海域，以洲際彈道導彈對敵戰略

目標發動攻擊，與戰略導彈核潛艇形成優勢互補，組建成一

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基戰略威懾力量。 

 

國際間是講求實力的，當美國覺得與中國較勁起來越來越沒

獲勝把握時，美國的態度將會有所改變。日本非常瞭解這個

政治風險，所以近年來一直想盡辦法拉攏美國，同時積極儲

備它的核武製造能力，發展攻擊性武器，借題「中國威脅論」，

假恢復正常國家之名圖謀軍國主義復辟，逕行軍事擴張，當

一旦日本掙脫了美國的枷鎖，軍國主義的政客將會借屍還魂，

再度發動對外戰爭，美國應要防微杜漸，千萬不能掉以輕

心。 

 

美國的媒體《富比士》警告美國政府，縱容日本扭曲其在東

亞應該扮演的角色，刻意忽視了中國對於中美之間和平共處

的殷切期盼，是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一個嚴重的錯誤，

將會貽害世界，並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