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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圖與影響 

 

應紹基 

中山科學研究院顧問 

 

 

一、韓國宣佈部署薩德（THAAD）反飛彈系統 

2016 年 07 月 8 日上午，大韓民國（以下簡稱「韓國」）國防部

宣佈，韓、美兩國同意在韓國境內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縮寫為 THAAD，即「薩德」

系統）」。韓國國防部表示：為了保護韓國國家安全、軍事設施安全以

及人民安全，韓國和美國已經共同決定部署薩德系統；部署薩德系統

有助於增強多層次飛彈防禦體系，強化韓、美聯盟對北韓（朝鮮）的

飛彈防禦能力；薩德系統部署後不會對準北韓以外的其他任何國家，

僅僅只用於應對北韓威脅。但此一宣佈，立即引發周遭各主要國家作

出不同的反應。 

 

二、中、俄、美、日各國反應殊異 

中共外交部表示：美國和韓國不顧包括中方在內有關國家的明確

反對立場，宣佈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無助於實現朝鮮半島

無核化目標，不利於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與各方對話協商解決問題

的努力背道而馳，將嚴重損害包括中國在內本地區國家的戰略安全利

益和地區戰略平衡，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強烈敦促美、

韓停止薩德反飛彈系統的部署進程，不要採取導致地區形勢複雜化的

行動，不要做損害中方戰略安全利益的事情。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表示：

部署薩德系統遠遠超出朝鮮半島的防衛需求。我們完全有理由、有權

利質疑這一部署的背後真正圖謀。完全不接受韓、美當局所謂部署薩

德只是為了防禦朝鮮核武器而並非針對中國的解釋。並分別召見美國、

韓國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 

俄羅斯外交部發佈消息稱：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計

畫將導致地區局勢緊張，為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帶來新的困難，將令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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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並對全球戰略穩定帶來最不利的影響。 

針對中、俄的指責，美國駐華使館表示：由於北韓在今年 1月的

核子試驗和彈道飛彈的試射，以及近期中程彈道飛彈的試射違反了聯

合國安理會決議，威脅到了韓國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為了因應來

自北韓的威脅，美、韓兩國早已展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磋

商。薩德系統是純粹的應對短程及中程彈道飛彈的防禦性系統，並不

會損害中共或俄羅斯的利益，韓國方面只會關注北韓，並致力於發展

能夠增強抵禦北韓飛彈威脅的飛彈防禦系統。 

據共同社報導：日本官房副長官萩生田光一在記者會上表示，對

於美、韓兩國決定為應對北韓的核武器和飛彈、而在駐韓美軍部署薩

德反飛彈系統一事表示歡迎；並表示美、韓推進合作有助於地區的穩

定與和平，日本支持這一決定。 

韓、中、俄、美、日五國對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反

應殊異，中共的反應尤為激烈；為此，必須先瞭解薩德系統的組成、

功能、特性，才能進而瞭解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

圖與其影響。 

 

三、薩德反飛彈系統的組成 

薩德（THAAD）反飛彈系統是一款可以機動部署、也可由飛機

空運的陸基遠端高空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系統由薩德攔截飛彈、飛彈

發射車、薩德雷達和作戰管理/指揮、控制、通信、情報(BM/C3I)系

統等四大部分組成。2008年 5月 28日，首批薩德反飛彈系統正式裝

備美國陸軍，1個飛彈連部署 48枚薩德攔截飛彈、6輛 8聯裝飛彈發

射車、1部薩德雷達與 1套作戰管理/指揮、控制、通信、情報(BM/C3I)

系統，以及相關的後勤維護裝備。 

薩德攔截飛彈是一種高速動能殺傷攔截飛彈，由固體火箭推進系

統、動能擊殺攔截器(kinetic kill vehicle，簡稱 KKV)和級間段等部分

組成。飛彈全彈長 6.17公尺，起飛質量 900公斤，最大速度可達 2.5

公里/秒。動能殺傷攔截器是薩德攔截飛彈的彈頭，攔截並以其動能

摧毀來襲的彈道飛彈——固體火箭推進系統將動能殺傷攔截器推送

至來襲飛彈的預測攔擊區，動能殺傷攔截器會自動偵測、捕獲和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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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ing）於來襲的飛彈，高速撞擊以動能將來襲飛彈推毀。 

薩德攔截飛彈係當前設計非常先進的動能殺傷攔截導彈，射程達

到 300 公里，攔截高度 40 至 180 公里，可防護直徑為 200 公里的區

域，殺傷能力強，能實施多次攔截。 

飛彈發射車是一自走式發射平臺，能以運輸機空運，以迅速部署

到需要薩德系統的地區。每輛發射車可攜帶 8枚薩德攔截飛彈；操作

人員能在 30 分鐘內為發射車重新裝彈並作好發射準備，待命中的攔

截彈能在接到命令後幾秒鐘內發射。 

薩德系統的AN/TPY-2雷達是一種X波段相控陣列固態多功能雷

達，由雷達天線、電子設備車、冷卻設備車、電源車和操作控制車等

5 大部分組成。它的主要任務是：1、執行威脅目標的探測與追蹤，

威脅分類與來襲戰區彈道飛彈的落點估計；2、分辨所偵察目標是戰

區彈道飛彈或是要摧毀的彈頭，導引薩德攔截飛彈飛行，並向飛行中

的薩德攔截飛彈提供瞄準點修正；3、直接碰撞攔截後並執行殺傷評

價的任務。 

作戰管理/指揮、控制、通信、情報(BM/C3I)系統將薩德攔截飛

彈、發射車和雷達整合為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它由一個戰術作戰站和

一個發射車控制站組成，是一個分散式的、重複的、非節點的指揮控

制系統。BM/C3I的主要功能是：1、負責全面的任務規劃，協調並執

行攔截來襲的彈道飛彈；2、提供話音與資料通信能力，由此可以將

雷達與發射車分散部署，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擴大防禦區域；3、與其

它防空系統聯通（interface），以便實施聯合作戰；4、與天基飛彈預

警探測器聯通，以便利用其資料擴大防禦區域。 

 

四、薩德反飛彈系統的特色 

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術性能具有多項突出的特點： 

1、飛彈射程遠，防護區域大，係美國飛彈防禦體系中十分重要

的部份——薩德飛彈系統的射程達到 300公里，能防衛半徑 200公里

的區域，係「面防禦系統」，主要用於保護較大的戰略性地區和目標；

它與「地基中段攔截(GBI)」系統配合部署，可以攔截洲際彈道飛彈

的末段；與「末段攔截系統」的「愛國者」等系統配合部署，可以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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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中短程彈道飛彈的飛行中段；薩德飛彈系統係美國飛彈防禦體系中

形成雙層次攔截不可或缺的系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攔截高度和摧毀概率皆較高——薩德飛彈的攔截高度為 40至

180 公里（即大氣層的高層和外大氣層的低層），而此攔截高度區間

正好是射程 3500 公里以上的遠程和洲際飛彈的飛行末段，以及射程

3500 公里以下的中近程飛彈的飛行中段，因此薩德系統被號為「目

前世界唯一能在大氣層內、外攔截彈道飛彈的陸基反飛彈系統」。由

於薩德系統具有較大的攔截高度，為它提供了實施多次攔截的反應時

間與空間，因而薩德系統被設計為「射擊-評估-再射擊」的攔擊作戰

模式，具有二次攔截和二次毀傷評定的能力，這是目前各國反飛彈系

統所不具備的特殊功能。 

3、採用動能殺傷技術，破壞威力強、技術難度高——目前一般

的防空飛彈和反飛彈飛彈都採用「高能炸藥破片擊殺機制」，依靠大

量的碎片破壞目標飛彈或彈頭，往往只能實現所謂的「任務破壞」而

非「飛彈破壞」，也即一般不會完全摧毀彈頭，彈頭內的爆炸物或生

化戰劑仍會散落到地面。薩德飛彈採用「動能擊殺機制（kinetic kill 

mechanism）」，以「動能擊殺攔截器(KKV)」高速「碰撞-擊殺」來襲

飛彈的彈頭，進而引爆彈頭或利用高速撞擊的高熱使生化戰劑失效。

但「動能擊殺機制」的技術難度有如「子彈打子彈」，相關技術有：

薩德飛彈對目標的捕獲、追蹤、歸向導引和飛行機動（推力向量控制）

等技術，並且要將執行這些技術的組件與裝備整合於底部直徑為 370

公厘長、2325公厘(包括保護罩)的攔截器內，更是難中之難，這也是

薩德系統研發甚久的原因之一。 

4、雷達的目標識別能力強、並能識別假彈頭——薩德系統使用

的 AN/TPY-2型 X波段雷達，係當前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強的陸基移

動雷達，主要負責目標探測與追蹤、威脅分類和來襲彈道飛彈的落點

估計，並即時導引攔截飛彈飛行以及攔截後的毀傷效果評估。

AN/TPY-2 型 X波段雷達具有兩種工作模式：第一種是作為薩德系統

攔截飛彈的火控導引雷達，僅限於追蹤飛彈飛行末端的軌跡，主要執

行的是戰術任務，因而對戰略飛彈的探測能力有限；第二種則是作為

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前緣預警雷達，監視敵方發射的戰略飛彈，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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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本土飛彈防禦總部提供早期資料。兩種模式的轉換僅約需時 8小

時。根據中美科學家的計算，針對雷達反射截面為 0.01 平方公尺的

目標(如飛彈彈頭)，AN/TPY-2 雷達的探測距離大於 866 公里；針對

雷達反射截面為 1 平方公尺的目標(如飛彈彈體)，AN/TPY-2 雷達的

探測距離則為 2739 公里。因此，可以認為 AN/TPY-2 雷達至少具備

有針對1200公里以內彈道飛彈的完整探測和識別能力（分辨真彈頭、

誘餌假彈頭），而在 2000公里處具備有限的彈道飛彈探測能力。這種

能精確追蹤和識別密集分佈的目標，以及能識別假彈頭的特殊功能，

對裝備誘餌突防裝置的彈道飛彈具有很大威脅。 

 

五、薩德反飛彈系統能竟然不能保護韓國的政經中心 

近十年來北韓多次發射中長程彈道飛彈、人造衛星與進行核裝置

試爆，很令韓國惶恐不安。美國國防部早在 2012年就提出，將以美、

日、韓和美、澳、日兩個三邊同盟為基礎建構亞太反飛彈系統；特別

是在美國的盟國及海外基地，部署最先進的攔截器和雷達系統。加上

美國情報機構不斷渲染北韓核裝置與彈道飛彈能力的進展；2015 年

美國發表的分析報告，甚至認為北韓至 2020 年最多可生產 125 枚核

彈頭，潛射飛彈及機動遠程飛彈將可搭載核彈頭等。因而致使韓國媒

體與不少韓軍方人士都認為：部署薩德系統可增強韓國防禦北韓核飛

彈威脅的能力。 

朝鮮半島東西直線距離約 360 公里，南北間最長的直線距離約

840公里，北韓與韓國共存於此一面積約 21.4萬平方公里的半島上；

韓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首爾特別市、仁川市等地距離北韓邊境

僅數十公里。北韓要以核飛彈攻擊韓國的精華地區，勢必同時核污染

北韓；因此北韓只能以配置傳統彈頭的短程彈道飛彈或長程多管火箭

炮加以攻擊，不可能以中、遠程核飛彈攻擊。 

7 月 12 日韓國國防部再宣佈：薩德系統將部署於韓國東南部的

廣尚北道星州郡，此地可以躲開北韓短程彈道飛彈或長程多管火箭炮

的打擊，將可防護平澤、群山駐韓美軍基地和韓國陸、海、空三軍總

部所在地（忠清南道雞龍台），以及北至江原道江陵附近的地區，約

可保護韓國 2/3的領土面積；但對人口密集度最高的首爾與仁川等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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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北部地區而言，薩德系統不可能與愛國者系統形成高、低配合的二

次攔截（媒體報導：韓國網友調侃：朴槿惠總統是要遷都嗎？）。要

防護首爾只有通過增加愛國者系統數量，以多重攔截增大攔截成功率；

這也是之前韓國優先購買愛國者系統及優先自行研發近程反飛彈系

統的主要原因。 

簡而言之，薩德反飛彈系統是不能保護韓國人口密集度最高的政

經、文化中心之首爾及首都圈地區；早在 2014年 11月，中共駐韓大

使邱國洪出席韓國國會議員懇談會時就表示：在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系

統超越防禦朝鮮飛彈的範圍，讓人感到其目的不在朝鮮而在中國。 

 

六、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戰略意圖 

韓國同意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係美國對韓國長期誘導與大力推

動的結果，美國主要著眼於其戰略利益。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

系統之戰略意圖有下列數項： 

1、美國終將達成建構東亞反飛彈體系的夙願——多年來美國一

直在努力推動建構全球反飛彈系統。2010 年歐巴馬總統提出的《彈

道飛彈防禦評估報告》，明確提出發展歐洲、東亞、中東三大區域反

飛彈系統。2012 年 3 月 26 日，主管全球戰略事務（Global Strategic 

Affairs）的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瑪德琳•克雷登（Madelyn R. Creedon）

公開表示，美國將通過與盟國合作，在東亞和中東建立與歐洲類似的

飛彈防禦體系。中共持續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武器，以陸基反

艦彈道飛彈及巡航飛彈限制美國在其領土外水域和空域的進入和機

動自由，因此美國東亞飛彈防禦體系的核心目標是防禦中共陸基彈道

飛彈，以強化美軍在中國大陸周邊的介入作戰能力，並防範中共洲際

彈道飛彈對美國本土的攻擊；加強與日本、韓國合作則是美國東亞飛

彈防禦計畫的重點。與建構歐洲飛彈防禦體系可借助北約不同，美國

的東亞反飛彈體系只能採「雙邊合作」來促進「多邊融合」發展方

式——由「美-日」與「美-韓」間合作演變為「美-日-韓」融合。過

去十年，美、日積極推動聯合研發及試驗，構建聯合指揮體系，基本

實現了情報即時共享及共同指揮，目前在東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已

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 X 波段雷達共有 3 部，分別部署在日本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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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青森縣、日本南部京都府和關島基地，美國 24 艘具備反飛彈戰力

的神盾級軍艦有 16 艘部署在亞太；但美、韓間反飛彈體系合作的深

度和廣度遠遠落後於美、日合作。歐巴馬政府將強化美、韓及美、日、

韓反飛彈合作用為推進建構東亞反飛彈體系的著力點。如今美、韓達

成在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決定，美、日、韓合建東亞反飛彈體系

指日即將完成，美國多年的夙願終將達成。未來，美國、日本與韓國

將共用反飛彈系統的預警資訊，以及指揮控制一體化；實質上，日本

與韓國皆成為美國飛彈防禦體系的「前鋒」了。 

2、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美國將能監視中共在華北和華東地區

的彈道飛彈發射——在本文「薩德反飛彈系統的特色」一節中提及：

薩德系統的 AN/TPY-2型 X波段雷達具有 2種工作模式：第一種是作

為薩德系統攔截飛彈的火控導引雷達，用以追蹤飛彈飛行末端的軌跡，

主要執行攔擊的戰術任務，因而對戰略飛彈的探測能力有限；第二種

則是作為美國飛彈防禦系統預警的一部份，監視敵方發射的戰略飛彈

並向美國本土飛彈防禦體系的總部提供早期預警資料。在韓國部署薩

德系統，當它的雷達系統轉換為第二種工作模式時，整個華北和華東

地區陸上向西方靶區發射的彈道飛彈、以及渤海、黃海和東海潛艦潛

射的彈道飛彈發射試驗都將處於其監視下，探測範圍覆蓋飛彈的部分

主動段以及彈頭和誘餌的釋放過程（約在主動段結束後幾分鐘），這

將使美國能掌握中共在這些地區所進行的彈道飛彈發射試驗、發射演

習與作戰發射，可蒐集各型彈道飛彈相關的諸多情報、累積各型飛彈

的特徵數據，戰時則用為識別與追蹤飛彈參考，進而提升其反飛彈系

統的攔截機率。AN/TPY-2 型 X波段雷達的第二種工作模式，對中共

十分不利。 

3、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美國將可能具備分辨中共飛彈投放真

彈頭和誘餌彈的能力——就雷達而言，短波（高頻）雷達的雷達波一

般定位較準確，能夠較精確地識別目標的特徵，但其工作距離較近、

範圍較小；長波（低頻）雷達的雷達波工作距離較遠、範圍較大，但

對目標的識別能力較弱。目前中、美、俄的長程彈道飛彈的彈頭皆設

計為能投放多枚誘餌與子彈頭（真彈頭），飛彈防禦系統必須能分辨

誘餌與子彈頭才能達成有效攔截。薩德系統的 AN/TPY-2型 X波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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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是優良的短波雷達，部署於適當的位置就有可能觀測到中共戰略飛

彈的主動段和主動段結束後釋放誘餌與子彈頭的過程。根據動量守恆

定律，飛彈釋放較輕的誘餌時速度改變量很小，而釋放較重的子彈頭

將引起較大的速度改變。如果薩德系統 X 波段雷達能夠看到誘餌釋

放過程，美國反飛彈系統就可以根據飛彈速度改變而輕易地分辨出誘

餌與子彈頭而徹底解決這一難題；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夠在靠近假想敵

的前線找到 AN/TPY-2型 X波段雷達適當部署地點。目前美國在東北

亞和西太平洋地區（日本北部青森縣、日本南部京都府和關島）已經

分別部署了 3 部 X 波段雷達，中共的陸基或潛射彈道飛彈攻擊美國

時，這些雷達組成的網路已經夠對中共東部陸上及海上的飛彈發射進

行觀測和追蹤；特別是中共的潛射飛彈目前主要的發射地點還在第一

島鏈範圍之內，其上升段基本都在這一雷達網路的監視範圍內。中共

吳日強教授在其《美國亞太反導系統對中國安全的影響及中國的對策》

（發表於《中國國際戰略評論 2014》）一文中指出，在韓國部署薩德

系統及其 X 波段雷達，將能夠觀測中共在渤海、黃海潛射彈道飛彈

發射後 45 秒至 288 秒的飛行過程（涵蓋飛彈的部分主動段以及彈頭

和誘餌的釋放過程）——也即美國反飛彈系統能夠獲得中共潛射導彈

從升空至彈頭彈體分離的完整資料，辨別真彈頭和誘餌彈的能力將大

大提升，進而為反飛彈系統中段和末段的攔截提供更為準確的導引。 

 

七、在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的影響 

1、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飛彈系統，對中共的戰略安全構成挑

戰——前節已詳細說明：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後，平常時期 AN/TPY-2

型 X 波段雷達將能為美軍監視中共在華北和華東地區的彈道飛彈發

射，蒐集中共各型彈道飛彈相關的諸多情報、累積各型飛彈的特徵數

據；戰爭時期，部署於韓國的 AN/TPY-2型 X波段雷達較美軍在日本

與本土部署的預警雷達，能大幅提早發現與跟蹤中共打擊美國的戰略

飛彈，並觀察彈頭和誘餌釋放過程，解決目標識別難題——尤其是對

從中共近海發射的潛射戰略飛彈，其早期預警時間比在日部署的 X

波段雷達縮短一半以上——進而與美軍其他預警雷達和攔截系統，形

成更為緊密有效的配合而嚴重影響中共的核報復能力（特別是海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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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能力），對中共的戰略安全構成嚴重的挑戰。 

2、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飛彈系統，日本獲益最大——多年來北

韓持續研發彈道飛彈，已研發成功的有射程 1300公里的勞動飛彈（日

本全域幾乎都納入其射程內），與射程 1500公里以上的大浦洞一型飛

彈；至於射程 3500 公里以上的大浦洞二型飛彈雖經多次試射，但皆

以失敗收場。因此目前北韓尚無彈道飛彈可以打擊美國本土；但打擊

日本則有勞動飛彈與大浦洞一型飛彈可運用。目前，日本的反飛彈攔

截系統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由部署於海上之神盾級驅逐艦發射的標準

三型 SM3 飛彈系統，另一係部署於陸地的愛國者 PAC3 反飛彈。韓

國境內部署薩德飛彈系統後，其 AN/TPY-2 型 X波段雷達可為日本的

標準三型 SM3 飛彈系統提供預警信息，與提升目標識別能力，能大

幅增強日本飛彈防禦系統攔截北韓之來襲飛彈的機率。 

3、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系統，嚴重破壞了韓國與中共的關係——

韓國的大戰略是「經濟上依靠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韓國與中共

自 1992 年建交以來，雙方關係發展極為迅速與良好，當前中共是韓

國的重要貿易夥伴，韓國對中共的貿易占其對外貿易額的 25%（對美

貿易僅占 10%）；此外，去韓國觀光的外國遊客中，中國人的比重最

大。今後中共很可能以減少進口韓國工業與文化產品、禁止國民去韓

國旅遊作為部分懲罰措施，勢必影響韓國的經濟與國民的生計。近年

來，由於北韓政策的反復無常以及中、日關係的冷淡，中共的東北亞

政策越來越重視韓國。習近平和朴槿惠實現互訪之後，韓國已經成為

中共東北亞外交的支點國家。韓國接受部署薩德飛彈系統將破壞目前

發展形勢良好的中韓關係。此外，一旦中、美之間爆發戰爭，鑒於薩

德飛彈系統對中共核報復能力的嚴重影響，部署於韓國的薩德系統勢

必將成為共軍首輪打擊的重點目標，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將使得韓國自

動捲入中、美衝突。7 月 13 日韓國公布「薩德」系統將部署在廣尚

北道星州郡後，當地五千多名居民立即上街拉布條抗議，揚言不惜一

切代價阻止部署。 

 

八、結 語 

在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系統，並不能保護韓國人口密集度最高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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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化中心之首爾首都圈地區；但薩德飛彈系統在韓國實施「前緣

部署」後，其 AN/TPY-2 型 X波段雷達雷達將能監視中共在華北和華

東地區的彈道飛彈發射，並能具備分辨中共飛彈投放真彈頭和誘餌彈

的能力，對中共的戰略安全構成嚴重挑戰，以及破壞了韓國與中共的

關係，受惠的只有美國與日本。其實在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系統，與美

國策動「南海仲裁」製造亂局一樣，都是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一

步棋，用為圍困中共與削弱中共戰力的措施之一。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