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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阐述了我们对空间非武器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建议.分析了

空间武器的性质及其对军备竞赛的影响，指出了制止空间武器问题的

紧迫性与现实性.分析了制止空间武器与禁止反卫星武器、削减战略核

武器及限制核试验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评价了现有的空间条约，指出了

它们的不足.提出了关于签订一项可核查的、禁止各类空间武器条约建

议的要点，并建议就和平利用空间发展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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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军备竞赛是近年来军备竞赛的新动向

自古回来，人费量有制用空阔的梦晕鞠神话，只量近代科学技术的..才使之有可瞌虞为

理事. 1957 年，苏联成功撞撞财了第一'人矗跑Ill!墨，这是人费酷动量入空阔的里...官

晨'了人羹噩月、航天、飞向真宫里"、开量利用空间的羹蜂丽景.

遗憾的是，这一科学技术的篝凰量很快撞撞用来为军事目的·聋，出现了各种军用E里，

如债.卫星、撞'通讯卫星等，也有军民商用的E星.目菌，空间的军事化已属为现实.

圄 1 ，2 撞出了军用E星曲羹噩a回 3 相鑫 1....4 绘出了羹苏军用卫星的.量E叫.

卫星的军事利用，促使羹篝商国度E反卫星武器技术E叫旦寝 5和固的，从此，空间画幅

武器化的威胁. 1983 年，费国总镜里根宣布了 SOl 计划，尽管在四后的几年里，这一计划的设

想膏了不少改变，尽管这-计划曲宴费还霄很怪的时间，但这一计划的执行，使空间面葡萄武

器化的严重.ID.

刷刷匠'遭导弹亩.)系键的发厦，引起了霸的战略不平宿，真理蟹的结果是引起颤的反

措菌的发晨，包括ASAT(反l!.)武嚣系统的发属.组缸大国将去追求在更高水平上的战略平

衡.因此，一方发厦所谓战略蹄'武器，不仅不能嗣止对方军备曲黠晨，相反，只能促使对方发

属相应的武器.集中国古代小说中讲的矛与庸的发展一样.空间武器一一反措施--反反措

施将是一轮空间军备竟'的事性幢环四.

空间军备童'是军备章'的新领蝠，它将剩酷军备竟篝新的升辑，掏璋对世界和平的蔚蓝

胁.

嗣止这种嚣性循环的发展，是世界各国科李率和人民面临的紧迫任务.

2 所谓的空间防御武器，并不是纯防御性的，它兼有进攻能力

可以认为，空间防御武榻的特殊使命并不在于主动进攻.但必须指出它并不是纯防御性

的，后者的啻章有两重宫第一，从空间武榻的技术性能上讲，所谓的空间防甸武器.例如酬D 墨

镜所包含的各类武器〈见圆白，不仅具有防御〈攻击〉来袭弹遭导弹的能力，而且能够攻击真宫

的空啕目标，例如各种卫星 F它还有可能攻击大气层中的目标，例如各类飞机、巡航导弹等.第

二，从空间武嚣系统的战略功能上讲，空间防御武器系统是保妒进攻性核导弹系统的.是同进

攻性接导"系统相结合编强战略威慑作用的，这和单纯的"盾"式防御系统是不同的.一旦需

翼，它有能力发挥进攻作用，打律对方的防御E星.取得战略优势.

显然，空间防御武器绝不是"防毒面具"那样的纯防御性质.它的进攻能力不仅对战略对手

有威慑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有威胁.有避攻能力的武锢在各国人民的头顶上飞行，只会"

加人们的忧虑和不安.

值得重视的一点是，空间武嚣的出现还舍增加空间意外事故的可能性.这至少是由于以下

两点 s①BMD 包含着一个复卸的情息敏件嘉缆，由它来执行控制、通讯、管理、指挥等功能.由

于这个系统本身十分复艇，同时又由于官难以得到宽分的幢幢，因此宫的可靠性是一个大问

题，②空间武辖系镜的布馨，舍使空间增加许多有作战能力的空间设施，如战斗平白、中罐罐、

战斗镜、拦戳嚣、传感髓'事，特别是设想中的"神石" (Brilliant pe抽烟〉系统会占据空间轨道.给

人费正常的空间开发活动带来麻烦.值得注意空间武辑化所引起的空间环崛间圃，例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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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z名于组葛亮，宴厦上是一神童基萄.f!....笛计，为这到·庸"的目的.雷要布署几万

至+万个.人们竟金有理由~'£回事k为·空阔撞撞'、·空间霄'怪'.这些回章'舍蟠捆空间章外

'撞的幌舍，且画..静安和战争的危瞌.JA篡神童叉上说，未来金尊战争曲危量不是豪自裹

一方具有震动战争的'圄.面是来自意外事故的引发.因此，为了全λ囊的安全，应.嗣止空间

最嚣的重匾'事..

3 空间武器的发展不会导致防御为主的军备体制

量适量晨空间醋'武'晕篝.踵立·空间+t匾'武'相结合的噩僵..否导致醋'为主的军

备体M? 否导最危棍'定的结果?

为国警这个问匾，试分析一下·空间+蟹'暴件下羹雾军备量晨的可能攫律.但最曼苏双方

曲..军备力量可瞌由三个元章组.c:

。"障'遭导.0口副).1 方在..年的 K酬..!B II.O)囊示，由官实施进攻革报复$

%)用于醋'对方Ieat攻击的空间武'卫星平台〈匾。武.).真相应数量用 &ω囊示串

的医卫星武窑，用于攻击，民协本田上空安全的政方勘徊。卫星，以保护自己的 10嗣宴'‘

匠击毒撞Jr.真相应B量用 4ω囊示.

羹 LANL的事缉性研究申心提出了-个研究上连战略力量发厦娓律的非缉性动力学檀

噩.在一定的'化僵量下，考1I1I .8.A 在交战中的功.和经挤约草条件，可以导出 M. ().

sa (1).... (I)和 II. (2). 8. (2). ... (2)幢年头·变化的非缉性方理组.l‘中含有代襄各种经济、

技术、军事回寰的事B. 。和 2分到代襄莞、苏两国》

章.舍踵的'颤栩栩蛐条件，对今后33 年的事住进行计算，并且，在合理的范圄内改变这

些，颤，考虑计算结果对参数的敏感度.得到的结论是z两个超氧大国在有501 系统的条件下，

仍嚣处于遭攻的战略模式下，而且.双方的N.8.A均呈增怪的趋势. (随时间变化得到的是

发霞的、嚣掩解).不能导最向"蹄'模式"的过震.←个典型算倒的计算结果旦回←即.这一

模型有待最避，但韧步的结果还是能说明一些问踵的.上述结果对羹、苏之外的第三国显费是

高害无祠的.

4 制止空间武器是有现实可能性的目标

相对丽盲，"空间非武'化'比"空间非军事化"更现实，极易实现.空间军事化已成事实，当

务之集是制止遣一步发展到武'化.空间军事设施和非军事设施的界限不睿'划分，而武嚣和

非武'相对地说$贸易划分界限.

"空间武"是布'在空间或战场在空间的武帽，武嚣则是对目标篇章属有军事意义的损

伤囊.坏的暴镜.备回巳提出了不少关于空间武'的定义，例如，可以说"外空武'提指一切以

外空、陆蝇、梅弹和大气圈为基地，对外空目标遭衍盯击、破坏、掘'真正常功能或改变翼轨道

的任何疆置露设施，以及剧外空{包括天体〉为基地，对大气层.陆地..撑的目标实施打击、破

坏露损'真正常功能的任何囊置囊设施".

如果说，越饱和的艘军备是人费已经犯下的一个铺惧，现在人们正在来取穰蝇军措施纠正

这.-.酶的话，那么，空间非霞'化将舍使人费量兔一个新的"现.今天，魏们坯可以时论"制

止空闸Ite"的问圃，但如果丧失了采取有披措施的时机，再过几年，情况就会变化.那时，再去



讨论·空回疆军'同噩，可撞比地璋上的疆军圃'量多T. 因此，应谊说，在军备撞帽的啬..申.

.JI:室同武'是一个+费量遍的任务.

5 禁止空间武器与禁止反丑星武器的关系

人矗卫星是科学技术量步的产tJ.官哥剧对人费的重晨醒+卦I{恒的悻圃，应蘸草"惶

...利用卫星量行膏盖子'平鞠鑫晨的踵萄.因此，肇止匿E星武e.7人旬美4二、嗣同'立一.

厦'量导'曲室同武e(.四》与Ii]!.麓e(描IAT)主嗣事在..i险的相直囔矗田.曹

先..四矗撞本身撞具宿Ii]!.聋'的功..可ttil lMD是届比T的-柿，第二.童基副露'

囊武"件量犀E星武'盯击的目Ii.一个国事..重困震eo.舍'撞宫的对手幸i..1i卫

星武e.第三.植术上.二者又有-定囔矗.反卫星麓'技术膏'于反导菌'武'的...戴着

恒.-个技术捕ti寝恒的匠'庸'武'矗篝便可用悻巨.l!.武e.

圄此.肇止重嗣露'与'止Ii]!.武e.i目相关.肇止空嗣武'晕晕止犀卫星武'的必要

矗件.直是由擅矗件.圄为重困霞'也矗一件Ii.l!墨囊e.同时官又躏量反E墨武'的重厦.只

诙擎止巨卫星章'画不肇止室同囊'是不理宴的.同样，巨卫星武'是蜻正窜空间雷动的II

..面且在技术上官与空间武'美蠢'饵，也应谊于回篝止.

罐舍斟上1R远，最可取的是同时'止空间囊'相反卫星武8. 里嚣..止反卫星武'贝蕾

帽篝止画面。矗篝条约同时存在才膏'又.

6 空间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的关系

重晨空同武'旨在跑立·空同与蕾"武'相结合的威慑力量.

"果A 方嚣晨空再武..则 B方可能晕取的巨楠'‘之-.是捆噩真进攻性撞'幢力量，

包括寞It量的捕多相佳能的霞量，以保证足够'量的幢导弹费霞 A 方的前'体矗，这称之为

植动1i..<P'uIi畴。unlenn回sure). 因此，重困武'的发刷刷巅篝武蟹的发晨，使篝军备控

制属为重损.可剧诅蟹止室同武密是遣一步'黯战略售武'的必要..件之一.

同噩有另一方面A 圃..空阔武e<例如提出发晨酬。〉墨镜曲理由是，为了对付 B田

篝导弹的Ala.因此，为了有撞地篝止空间武..说'大国航弃黠晨空间武'系镜的计划，值得

来取的-个平行惰'‘是，大幅度嘱威大目的战略穰武e. 这里所说的大幅度嘱威是锚的在

町ART成功的基础上嚣踵'捕，冀目标是梅雨大固的战略'力量酬威到一个相当嚣的水平，

在这个水平上班方'不再有力量宴蝠'一院院进攻，只保自必要的报复性的威慑力量.当穗，

最好是大事部把檀武'酬'‘到军水平.这应当是幢幢军的最鳝目标.

7 空间武器与核试验的关系

已经提出的重问武'有多种..事'费型的武'外，也有'空回武嚣，如蟹'囊"的X财

缉撇先霞e<NucIear Pumpat X-ray 1M时'是-种.这神霸型的篝定向健霞eo具有许多特

点.-旦成功，有可偏影响大田间的篝战略事If.但是，这费武"巍巍物理上相当J[巅，技术上

有不少困难.完成这种武'的世计霄'量管-.冽的模试瞌.集团已进行了为此目前的多在

模试撞，但仍有不少技术同圃陶待撞证"3. 可见，空间武'的发属也对雷试'曲提出了'暗的要

求(Ill，费国反对第止篝试霉的理由之一似乎'是薯Jt属这费武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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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a...空回武.1It了金菌篝茸的篝...为了撞量植肇试.Il-震聋止宽晨空回武量 z同

时，有撞撞肇庄重回武..也叠'伴随'撞章.帽'矗步篝止幢试量的量疆.

8 对已有的禁止空间武器条约的评价

"宴'室同李武'佳，人的巳停了重大曲'力，巴达'跑了一系列与空间军备控嗣菁英的矗

鲍.宫副主要是E

Ita等曲 L四矗鲍肇止重帽'试a.

1117年的外空矗鲍擎止在空回量置大_.英武..

E町2年'融L霄 .1174年的 AIM矗鲍擎止在空间左腿、武撞鞠布置画面矗撞，

1m年的 SAL恒和 1919 年的 SAL四篝止于提任何卫星并提出回事撞来手段来幢查这

噩'定，

E町4年联合国关于噩记向主嗣寞"体曲公鲍.1979 年的月璋矗费..

应霞说，这些矗绚对军事稠用空间悻了一些...握了-定的砚'民作用.但它町还不完膏、

不克分，宫的不幢宿撞撞嗣止空间的军备章..官们的不足之处主要有tt""f三方面 z

@宫的量有完全簸止各囊空嗣武曙.饵"官量有嘀嘀篝止动S武e.定肉.武eJ宫的篝

止了匠'遭导弹武..还应最篝止攻击冀宫目标的重同武"

(I)"便对反弹矗导弹武器，矗约也配有'庵篝止.矗鲍允许曼、尊布'局部的 ABM矗蟹，

从画也撞兔讲了相应的'壳、试撞.为空间霞'的爱晨'下了一个·罐鱼矗遭'

@更重要的，这些条约艘军有般的，可行的植查捕菌.如果只是一般地重盲..么联合国完

章真实已经包含了这些一般性....耍的是具体的篝查蜻匾.

已量提出T一些串串壳，窍'空间条约的霸璋诙.饵"第醺 1913军提出的第止从空间幅体

璋对空间幅体使用武力嗣..纯重视E·E. 曼科学事关心大事联盟提出嗣篝止 ASAT武'建议[51 ，

'国科李事 1锦4 年撞出的.嗣军事利用外聋的条约噩«[el J加拿大 1982 年提出的第止在外

空翼.，试疆和布'一切武'的重霞的.坯布-些涉及空阔靠武'化专门间踵的重\1£. (如苏

醺‘捧回、民主德国在疆军最判全世上撞变的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霉的工作文件、四89[1·)这

些事囊'包含了一些租恒的内窑，值得认真研究.

9 我们的建议

辜百一项可蟹壶的肇止空间武蟹的条约是矗耍的，也是可能的.同时，逐步撞避阴晴战略

檀武'与限制以至第止穰试量的最理.

。尽早篝订一项第止Jt晨、斌.‘布'备提空间武嚣的国际条约.官应包括肇止匠"遭导

'武..Ji卫星武..~武'原理上分费宫应包括 z穰武..动能及定向能武嚣，天雷，植于辈武

...VA11宫的曲'件，如申罐罐..4.等.定立'空伺武器'虽1&很重衔，但比定且"军事装

备'总是窑'一点.

这个建议的舍理性噩噩撼的.同时官也是'宴可能的.宫不酬胃任何国在己布!f!目前能

力，不损害任何一国的利益.宴际上，这样一个矗妈对羹拣两国也是有益的，经济「使它们扔掉

一个大包撒.

到这个..约需要包插鹤查帽..已有许多作者论述了空间..约可横查性，尽管核查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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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的EU2.

植查应11噩噩撞上可肇曼的.撞术主可街M.m菁上可最曼的.

可景取筒'自查..0-->菁E

CDIIa撞束手'..包含备"卫墨，竟零与电子重a系篝，每件曼噩嗣骨..、.....

_5&檀矗篝.也喜A撞撞凰立·辱重••w刚.

@蝇止'室同曲撞撞....在震捕'量霄....，剥MIlA蠢事a人的空阿飞a量衍

'壶....
@鲁.有叉....空回嚣'曲....时帽、跑矗、输量、目的..窍'查撞候芳I!.

3>.鲍还可包含~"'F的肉'军

·不干蕾帽平l!a的正窜雷动，

·篝止在空间量行各鬓武'的试撞，

.副董空间行为准则，

..取矗立笛怪的....画室嗣踵璋的岔开筐'矗喃厦.

蝇的认为矗危撞的是童基武嚣'地基武嚣的空阂'件.嗣止这鬓襄置a酣上天是最膏'

立的，因此，最重要的篝查..矗z窍'向空阔囊耐'悻庭'先囊记副金钩，并嗣定量It萄的理

蝠"壶'匾，只有量越国际'查确认左If.体事啻膏空间武'就武蟹'件，才允许嚣It.盖有

待国际专事组副定具体办法，并要求各回京扭扭空间雷动岔开化的叉...

至今，自霞膏空间武'矗辑在运衍，实现空间事武'住俑者现实可幢.但这种情a在宿陋

的"同内含量生变化.因此，最罩"止空间武'化的事控措噩噩+-遍的.

'萨为肇宵盖樨-个篝止空回武'矗纯的平行擂匾，应在曼苏之间遮凰大姐檀嗣赢跑'幢

武蟹的'霞，四摘障对对方第一段盯击的组心.

...肇止室同武'矗纯属苟'于陋嗣U重蟹止各"费型的'试撞EHE，匿立.醒"相量多

蟹止幢幢幢也是由止空回是露'重属嗣擂撞之一.

10 美、苏两国对空间非武器化负有特殊责任

目筒，只有曼苏两国真正膏.力嚣'空间武'最捷.饵 til.只有这两个回事布施力隶属运

..力越近 100 吨的筐'跑运篝火..

田面，为宴'空间拿聋'化目标，曼苏应带头晕取宴际帽..当酶，罩量的是，曼苏应凰聋

阁非露'化间'尽早开蛐震边横JlJ.费挥应事先声明.~扭不重鹏、武噩.布'空间武嚣的叉

*.
11 发展国际合作，和平利用空间

再学技术的...可 U使人提曼益，也可以用来撞晨'噩武....人费自身.檀裂寰的

J:现是这样，相干壳的友'也是遭样.如果丛篡钟'叉上说，军备竞费的每-步升氧是科学技

术进步的量后果，.么，军备控"的.-步进履不仅是饵，技术进步的标志，而且也是人费'

'的-个胜利.

费的反对空间武'化.德圃，与室同利用有关的各神高技术与黯撞来的研究是宪金必要

的.空阁技术现在量入了一个街的提属阶段.约在今后 50 年曲时间内，人费有可健宴'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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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量也.在当E阳系内的重困毒草噩萄基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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