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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解除核力量警戒状态是军控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

题。该文较系统地叙述了已提出的解除警戒措施；分析了解除警戒

与核战略（包括核力量、打击目标原则和使用原则等）、稳定性、

先进常规力量和 NMD 关系；讨论了解除警戒对我国核力量的影响；

提出了分阶段解除核力量警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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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alerting nuclear force is a hot-poi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alerting and strategy (including nuclear force, target doctrine and use

principle et al.), stability, advanced conventional force and NMD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analyzed, the impact of de-alerting on China’s nuclear force were

discussed and the proposal of de-alerting by stages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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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冷战结束后，美、俄政治关系改善，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发生大规模核

战争的可能性明显降低。美苏（俄）在冷战期间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形成的庞大核武库造

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因此，美苏（俄）开始了大幅度核裁军。美苏（俄）

签署的 START I 要求各自将部署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削减 50％左右，START II 要求双方

将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分别削减至 3500 枚和 3000 枚，拟议中的 START III 要求将双方部

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降至 2000～2500 枚。

但是，由于：（1）俄罗斯考虑到 START II 更有利于美国，俄罗斯常规力量下降，

美国研制 NMD 以及北约东扩等因素，迟迟不批准 START II，使美、俄间核裁军进程一

度陷于停顿（2000 年 4 月 14 日俄杜马批准了 START II，但附加了两个强硬的条件：即

一旦美国正式宣布部署 NMD 和北约东扩危及到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将可能立即退出所有

核裁军条约）；（2）美国和俄罗斯各自大约仍有 2500 枚核弹头处于“一触即发”警戒

状态，随时准备在接到命令后十几分钟内从陆地和潜艇上按照原先设计的目标发射；这

种部署按照宣布的政策，即大规模报复核进攻和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以及预警发

射原则，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3）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国防开支急剧下降，

老化的核控制系统缺乏维护，特别是 1995 年 1 月俄罗斯早期预警系统对从挪威点火的探

空火箭作出了警戒反应的事件，美国担心俄罗斯会出现意外或非授权使用核武器，导致

核战争；因此，许多军控专家提出了解除核武器警戒的建议。他们认为：解除警戒（De-
alerting）是适应现在和近期减少核威胁的紧迫要求的一种途径，可以消除首先打击的威

胁和意外或错误估计造成大规模核战争的风险；解除警戒可以为停止部署核武器，安全

和正式达到全面核裁军提供政治空间和时间空间。有的甚至提出解除警戒可以作为替代

现阶段核裁军的一种手段。

解除警戒的建议首先主要是针对美、俄双方而言的；也有建议美国因有 坚强的核

力量和相应的指挥系统，应率先实施解除核力量警戒状态，从而带动俄罗斯采取相应措

施；还有人提出美、俄在保持现有核武库的同时，可保留一部分，比如各自数百枚核弹

头，仍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直到其它核武器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有人提出应使包

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核国家马上加入解除警戒的谈判。

对于解除警戒，在美国国内争论很大，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美国之外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则主要持反对态度。虽然现已提供的解除警戒措施本身从技术上讲，实施

起来并无很大困难，但实际上它将涉及到复杂战略关系、国家的核战略和核力量有效性

等许多重大问题。因此，深入研究解除警戒是十分必要的。

1  解除警戒及其措施

1. 1  解除警戒定义

解除警戒比较明确的定义是：采取可恢复的明显地增加发射装备有核弹头的运载工

具所需时间或工作步骤的物理限制。

解除警戒是针对部署的核武器系统而言的，而且是可恢复的，不是销毁武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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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ctivation）是针对销毁武器而言，某些被失效的系统或这些系统的组件可能被销毁，

因而是不可恢复的。失效和解除警戒可以应用相同措施，但它们的 终目的不同。解除

瞄准（De-targeting）可以看作是解除警戒的措施之一，但是过于容易恢复，一般只需几

秒钟或几分钟，故实际只是有政治象征意义，只能作为建立信任措施。解除装配（De-
mating），是将弹头从弹道导弹上拆除并分别贮存，实际上是解除警戒的措施之一。

在有些文章中，将不属于解除警戒的措施也列进来了。如拆除氚容器，并不增加发

射核武器所需的时间，只是起到减小爆炸当量的作用；弹芯填塞（pit-staffing），实际上

是快速销毁核武器的一种措施，而不是解除警戒措施。

解除警戒涉及到战略轰炸机、井基导弹、陆地机动导弹和潜基导弹。由于美、俄实

际已通过不装备核武器或不装燃料解除了战略轰炸机的警戒，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1. 2  解除警戒措施

根据解除警戒的定义，主要的解除警戒措施可以分为：设置发射障碍、拆除弹头或

关键部件、运载系统撤出部署区和拆卸弹头或运载系统。

1. 2. 1  发射障碍

(1) 延时器：在发射系统中引入使发射程序延时的延时器。从给出发射信号到实际发

射导弹之间的延时时间可经有关方商定，以使有关方可以通讯联系、谈判和准备防御，

在延时期间可以取消发射。延时器可以作为所有三类弹道导弹的发射障碍。延时器必须

嵌入导弹或武器中以防被绕开才可能有效，这需要占用导弹空间和可能改变导弹设计。

(2) 覆盖发射井：用脏物、卵石、泥土、重物和浇注混凝土等覆盖发射井。排除这些

障碍物一般需要动用起重设备，大约需要数小时时间。该措施仅适用于井基导弹。这种

措施可能影响导弹正常维护，也可能用爆炸方式快速去除堆积物。

(3) 焊封发射井门或发射管：焊接关闭的发射井门或潜基导弹的发射管口，使导弹不

能发射。切割焊接一般需数小时时间，潜艇必须回到港口才能切割焊接，则可能需要数

小时至数天时间。焊接强度必须很强，以防轻易打开或切割。反复焊接和切割可能将损

坏发射井门或发射管。

(4) 使辅助机械系统失效：对于井基导弹，可以拆除发射井门机械开启系统或使之失

效；对于陆机导弹可拆除导弹起竖系统或使之失效；对于潜基导弹可以拆除将导弹弹出

发射管的辅助装置（LAD）或使之失效，从而使导弹不可能发射。重新安装或修复这些

机械系统，可能需要数分钟至数小时，这取决于不同的设计。这种措施可能影响导弹正

常维护，修复将增加费用。对于井基导弹，起重机、其它设备或炸药可能相对快地开门；

对于陆机导弹，可能用其它手段，如手动摇把或起重机提升导弹。对于潜基导弹，该措

施则非常有效。

(5) 附加发射阻碍装置：对于井基导弹，主要是增加重量或在火箭喷管上加管塞或管

套增加空气动力障碍，使导弹不能成功使用；对于陆机导弹或潜基导弹，可以将发射阻

碍装置用螺栓固定或焊接在发射管上。拆除这些阻碍装置需要数分钟至数小时；对于潜

艇必须回到港口才能拆除，则需要数小时至数天时间。只要阻碍装置位置得当和不易被

拆除就非常有效。

1. 2. 2  拆除弹头或关键部件

(1) 弹头拆除：将弹头从导弹上拆除，存放在附近或远处。弹头就近存放，如井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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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将弹头放在发射井内或附近，重装弹头可能需要数小时，这与单弹头或多弹头有关。

陆机导弹的弹头放在运输车内，重装弹头可能需要一小时；潜基导弹弹头存放在潜艇内，

或潜艇停泊在港口，弹头放在潜艇内或港口仓库中，重装弹头需要花数小时。如果弹头

存放在远处，重装弹头所需时间要加上弹头运抵运载系统所需的时间，一般需要数小时

至数天。拆除弹头的措施非常有效，但如果贮放弹头需另建造贮存设施，则成本很高。

(2) 去除燃料：对于液体燃料的导弹将产生明显的时间延迟。去除燃料包括导弹的燃

料或仅助推后飞行器（PBV）燃料。给一个重型导弹装燃料可能需要数小时。潜基导弹

须到港口重装燃料，则需加上潜艇到港口的航行时间。给 PBV 加燃料，如果需要将 PBV
从导弹上拆下来则需要数小时，如不需要拆下来则可能仅需几分钟时间。去除导弹燃料

是很有效的，但仅去除 PBV 的燃料，则可能因即使不使用 PBV 发动机导弹仍可能完成

使命而无效。如果卸下的燃料贮放需另建库房，则成本较大。

(3) 拆除外罩：拆除导弹外罩，可能影响导弹正常飞行甚至不能成功使用，但是有些

导弹没有外罩也可能飞行。重装外罩将需要几分钟至几小时时间，同时加上外罩从贮放

处到达导弹所需的时间。拆除外罩时可能需要拆除弹头，增加工作量。

(4) 拆除关键部件：比如拆除点火器、惯性平台、导航计算机、电池等，都将使导弹

无法使用。重装这些部件可能需要几分钟至几小时时间，还要加上这些部件从贮放处到

达导弹所需的时间。如果这些部件确实被拆除，将是很有效的。但对于潜基导弹，拆除

部件可能需要将导弹从发射器中卸下来，增加工作量。拆除关键部件还将涉及到复杂的

技术。

(5) 断开点火器或插入保安销：拆除执行点火命令必需的连接导弹点火器的地面电缆

或其它线缆或插入保安销，使导弹不能正常点火，可防止导弹发射。重新连接点火器或

取出保安销可能仅需数分钟。这种措施有效延迟时间过短，虽然实施起来较方便，类似

于正常维护程序，不增加大的开支。但是对于潜基导弹或许是不可能的。

1. 2. 3  运载系统撤出部署区或发射场

(1) 从发射器上拆除导弹：对于井基导弹，将导弹从发射井中拆除，则重装导弹将需

要数小时至数天时间，还需要加上导弹从存放地到达发射井的运输时间。对于陆地机动

导弹，将导弹从运输-升降-发射器（TEL）上拆除，则重装导弹可能需要数小时，再加上

导弹至 TEL 的运输时间。对于潜基导弹，将导弹撤出潜艇，重装导弹将花多至一天的时

间，还需加上导弹到达潜艇的运输或航行时间。这种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延迟发射时间的

办法，但是导弹贮存的成本很高，如果机动贮存还需增加运输车。

(2) 将 TEL 撤出目标射程范围：将载有导弹的 TEL 撤到导弹能够达到目标射程的范

围之外，也就是使得导弹即使发射也不能达到预定目标。使 TEL 重新进入部署区可能需

要数小时至数天时间，这个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导弹射程是否受限，如果导弹射程

足够远就可能不存在超出目标射程的区域，该措施将无效；有无足够大的使导弹生存能

力不受到明显损害的区域，如果没有这样的区域就无法实施。

(3) 远程巡逻：将导弹潜艇限制在超出目标射程范围的巡逻区，使潜艇重返可达到目

标射程的巡逻区需要数小时至数天的时间，这取决于巡逻区域的位置。从目前潜基导弹

的射程和海洋分布来看，这种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潜艇在离开港口到达远程巡逻区

的途中或返回港口途中，导弹可能达到潜在目标射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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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拆卸弹头或运载系统

拆卸弹头或运载系统，可适用于所

有三类导弹，是所有解除警戒措施中延

迟时间 长和非常有效的一种措施。具

体的延迟时间取决于拆卸内容、重装的

技术设备和可用资源，一般可以在数小

时至数月之间。拆卸的零部件可以分散

贮存，包括按部件分类贮存或按弹头或

运载系统分别贮存，也可集中贮存。拆

卸导弹和贮存部件花费十分昂贵，包括

建库、监控、警卫等。                          图 1  井基导弹的部分解除警戒措施

部分解除警戒措施见图 1～3。

图 2  陆地机动导弹的部分解除警戒措施                 图 3  潜基导弹的部分解除警戒措施

1. 3  解除警戒的可核查性与核力量的安全性

诸多反对解除警戒的理由之一，是许多解除警戒实际上不可核查，或者如果核查则

可能暴露核武器系统的确切位置，降低其生存能力，从而影响有效性，特别是降低本具

有很高生存能力的机动导弹和潜基导弹的生存能力，以及核查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从而影响核力量的安全。

M. W. Edenbrun 等曾提出评价解除警戒措施是否适用的五个判据，即力量安全性、

实用性、有效性、延迟发射时间和可核查性。他们对这五种判据的定义如下：

力量安全性：解除警戒措施对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可靠性和保安性的影响和泄露敏

感设计和作战信息的可能性。

实用性：由实施解除警戒方案所需成本、人力、设备和设施所决定。

有效性；措施是否能真正解除警戒。

延迟时间：措施是否能提供显著的时间延迟。

可核查性：核实起初的解除警戒和探测重新警戒的能力。

关于所列解除警戒措施的实用性、有效性和延迟时间的评价，根据措施本身容易作

出客观判断，在上节介绍解除警戒措施时已给出。而力量安全性和可核查性相对复杂一

  限制的部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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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故值得仔细研究。

(1) 对于所列解除警戒措施的初始核查，除了发射井覆盖、将 TEL 移出目标射程范

围和远程巡逻三种措施外，其它措施都需要进行现场核查。发射井覆盖可用飞机/卫星监

测来核查，TEL 可用飞机/卫星监视或现场视察来核查，如果所有进出口都可监测到，则

可用路口监测方式确定其离开指定区域。潜艇进入非射程巡逻区则需在巡逻区周围部署

探测器。

(2) 为探测是否恢复警戒，除了发射井覆盖、去除助推器燃料、潜艇远程巡逻区外，

其它措施均需在导弹或运载工具相应位置安装监测装置，并周期性地发出证实解除警戒

措施仍有效的信号。两次信号之间的时间必须短于恢复警戒所需的时间。发射井门覆盖

和去除助推器燃料的监测可用飞机/卫星图像，但两次巡航之间的时间必须短于障碍物被

移走或燃料重装完毕所需的时间，如果发射井内有燃料库或海上可以装燃料则将需现场

视察或安装探测器。对于 TEL 移出目标射程的核查，如果所有的进出口都监测，则不必

监测每一辆 TEL，而只需对这些路口进行监测或视察，反之，则需对每一辆 TEL 安装监

测器。对于潜艇驶出射程外区域的监测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办法，比如：潜艇在一定时间

间隔内随机露出水面发出信号或供视察；在巡逻区周围布置探测器（这在技术上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等。

(3) 入侵性很强的现场核查，可能泄露敏感的设计信息，如安装延时器和拆除导弹或

弹头的关键部件等。

(4) 对解除警戒措施实施的初始核查，将确定核武器系统当时的精确位置，对于井基

导弹实际上就是永久地确定了其准确位置。由于美、俄之间对双方井基导弹位置已十分

了解，对他们双方来讲并不显著地增加易损性，对其他国家来说则不然。对于机动导弹

和潜基导弹，解除警戒的初始核查并不会显著地降低生存能力。

(5) 对于恢复警戒的监测，因可能暴露机动导弹和潜艇的确切位置将显著地增加其易

损性，这主要是因为尚没有经实践证明的可以不暴露位置的通讯方法，尽管已提出了一

些设想，如：通讯装置可以使用由单颗卫星接收的受限制的传输频率，但单颗卫星可能

覆盖面不足；也有可能将短程加密信息传递给可在不标出信号源位置情况下传输信号的

中继网，但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系统；对于潜艇，水下操作对传输手段有限制，潜艇需

要定期来到浅水外，以便将天线伸出水面，如采用非常低频的无线电或声纳，则必须建

立起在正常深度巡逻的潜艇传输非常低频倍号的可行性，且声纳传输可能被窃听；潜艇

通讯也可能通过浮标来完成，这些浮标传送延迟的信息，或漂移到潜艇位置不可能被精

确发现的远处，这些通讯方法需要信号认证和发射器必须是潜艇不可替换的一个整体部

分。

(6) 由于监测核查可能暴露机动导弹或潜艇的位置，如果一次只暴露很小一部分核力

量，如很小部分的 TEL 或一艘潜艇，则降低生存能力的程度可能是能接受的，否则就不

能接受。但是这是针对美、俄拥有大量 TEL 和/或潜艇而言的。

(7) 潜艇如果要到港口才能恢复警戒，则恢复警戒期间容易遭受攻击，显著降低生存

能力；井基导弹在重装燃料、弹头或导弹期间，显著降低生存能力；移出目标射程外的

TEL，如果隐蔽区到发射区域的路线被知，则将显著降低生存能力。此外，拆除的弹头或

导弹以及关键部件，如果集中贮存将显著降低生存能力；分散贮存将带来保安方面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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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问题。

    M. W. Edenbrun 等利用五个判据对三种导弹和各种解除警戒措施进行了综合评判，

结果只有对于井基导弹采用弹头拆除和关键部件拆除属于可能可接受范围，虽然解除警

戒措施本身降低生存能力，但监测所需的通讯不会显著降低生存能力。陆地机动导弹解

除警戒措施的监测更具挑战性，因为可能暴露发射器位置的通讯将会降低生存能力。潜

基导弹解除警戒措施，在不降低生存能力情况下进行监测，如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极

具挑战性的。

2  解除警戒与核战略

解除警戒从技术上讲，一方面确实可以减少意外地、草率地和非授权发射核武器的

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增加核力量的易损性，这是反对采取解除警戒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是否能或应该采取解除警戒措施来减少核战争的威胁，在更大程度上与相关国家

的核战略有关。所谓战略是使国家力量与国家政策的目标相匹配的艺术。核战略由核武

器及相关的原则构成，包括核力量的作用、核力量规模、目标原则和作战原则等组成。

冷战结束以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总体上说比冷战时期要缩小，

但是几乎所有五个核国家都仍将核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采取核威慑战略，当然不

同国家的核威慑有着很大的差异。曾有学者把核威慑划分成三类：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通过报复给对方造成不可接受的损伤而实施威慑来防止入侵；否定

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实际上是不仅要确保摧毁，而且要有强大的防御，从

而阻止入侵；存在性威慑（Existential Deterrence）──只要在即使遭受 强大敌方先发

制人攻击之后仍可能有用于对付敌方的热核武器，则存在性威慑作用是强大的，并且依

赖于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下面我们首先归纳一下核武器国家的核战略，然后分

析其与解除警戒的关系。

(1) 美国

    美国克林顿政府于 1997 年 11 月制定的总统决策指令 60 号将“战略核威慑作为美国

国防战略的基石”，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主要作用是威慑而不是打赢一场持久核战争，但

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在三种情况下将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权利：一是与美国交战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二是如果某一国家在 NPT 条约或类似国际公

约中立场不坚定；三是如果某国与有核能力国家一起攻击美国、美国同盟或在盟国的军

队。

    美国的核力量继续保持着三位一体的结构（ICBM，SLBM 和战略轰炸机），完成 START
II 和 START III 后更多地依靠生存力 强的潜基导弹。按照 START II 仍将部署 3500 枚

战略核弹头，打击目标仍以俄罗斯的核力量和军政领导机构目标为主，其次是针对中国

的核力量、领导机关、石油供应和电力系统等，其它针对部分第三世界无核国家。其主

要打击目标属于打击力量目标（counterforce target），摧毁敌方核力量使其无法报复，同

时努力加强防御，研制和准备部署 NMD，故可以说正向“否定性威慑”发展。目前美国

部署的战略弹道导弹仍保持着数分钟内可发射的高度警戒状态。总统决策指令指出继续

执行保持对敌人攻击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多种选择，但这里所说快速反应未给出明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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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许多专家认为美国实际上仍然采用预警发射原则。

(2) 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国防部 1992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会议上说“战略核力量是俄罗

斯军事实力的基础”。1993 年 11 月在叶利钦支持下通过《俄军事学说基本原则》否定了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在解释新军事学说时说：“俄罗斯可以在

两种情况下对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一是同有核国家联盟的无核国家武装进

攻俄联邦及其盟国；二是该国家同拥有核武器国家采取共同入侵行动，或支持入侵或武

装袭击俄联邦。”2000 年 4 月俄当选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新军事学说的命令。该

新军事学说称：俄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是为了回击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

俄及其盟国的进攻，同时回击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入侵。俄军事科学院别彼得罗夫斯

基说，这一军事学说“使俄保留在国家受到威胁情况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力。”

    俄罗斯在 2010 年前仍将保持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结构，更多地依靠陆地

机动导弹，按照 START II 仍将部署 3000 枚战略核弹头，其打击目标也是反核打击目标，

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力量和指挥系统，据信也有部分针对英、法和中国。俄罗斯也有一

定的导弹防御能力，故核战略接近于“否定性威慑”，采取预警发射原则，部署的战略

弹道导弹仍保持着高度警戒状态。

(3) 法国

    法国采用的是所谓“ 小威慑战略”，接近于惩罚性威慑，坚持核武器的使用严格

限于威慑，即主要是用于阻吓入侵，但仍然很不愿意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承诺。

按照法国的设想，允许使用核武器来防止战争并因此而使用核武器。法国今后将保持二

元战略核力量（海、空），计划部署 400～450 枚核弹头。其打击目标是打击价值目标

（countervalue targets），即用核武器摧毁敌方的“神经中枢”，包括城市和工业。轰炸

机力量保持着 15 分钟地面警戒，至少三艘 SSBN 全天候在海里巡逻。

(4) 英国

    英国目前采取的也是 小威慑战略，目的是防止战争，而不是打核战争。但是，英

国以战略核威慑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政策没有变，“保留在危机时刻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

利”没有变。英国部署的核弹头数为 288 枚，仅保留单一的三叉戟潜基核导弹，保持两

艘潜艇全天候海上巡逻。其打击目标也是打击价值目标。

(5) 中国

    中国从未系统公布过核战略。但中国政府在多次声明中都表明：“我们研制和发展

少量核武器，不是为了威胁别人，完全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是为自卫，为了维护国家的

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威慑更接近于“存在性威慑”，威慑作用依靠的是核武

器的存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中国从未公开其贮存和部署的核弹头数，尽管有估计中国

有 200～300 枚核弹头（也还有更高的估计），能打到美国的 ICBM 约十几枚到二十几枚。

据美国核政策委员会对中国核力量分析后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使战略核力量处于

警戒状态”；M. W. Edenbrun 等推测，中国 ICBM 导弹的警戒状态是很低的，部署时没

有装弹头和燃料。

    中国将对战略或战术的攻击实施报复，其打击目标可能是属于打击价值目标，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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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敌方的大城市，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财富损失和人员伤亡。中国少量的核武器和

诸如射程、反应时间等技术因素的组合也限制了其采用反核打击目标。

    将解除警戒与各国的核战略结合起来，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1) 美、俄坚持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使用原则、反核打击目标原则和预警发射原则，

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使其整个核力量解除警戒。按照西方威慑理论，威慑战略允许在根本

利益受到威胁的任何时候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不明确可首先使用，则威慑将失去作用。

如果对手特别是核力量相当且采用反核打击目标原则的对手也坚持首先使用原则，那么

一方解除了核力量的警戒状态，则可能严重损害核威慑的作用，也可能使第一次打击更

具诱惑力，造成危机时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既然要首先使用，由于危机或战争存在

有突发的可能性，解除警戒的核武器则难以在首先使用中发挥作用。既然双方都将对方

的核力量作为打击目标，那么任何使总体核力量警戒状态的明显不对等和生存能力明显

受损都是难以接受的。

(2) 英、法两国虽然同样坚持首先使用原则，但是采用的 小威胁战略，打击目标并

非对手的核力量，再加上英、法都属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美国的强大核力量客观上提

供了一定的保护，特别是心理上的保护，因此对警戒状态的要求可以不很高，但对核力

量的生存能力仍极为关心，所以都不愿意加入到可核查的解除警戒中来。

(3) 中国由于无条件地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打击价值目标原则，决定了它没

有必要使核武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同时存在性核威慑战略也要求保持其核力量的不确

定性，即核力量的有关重要信息（如战略导弹确切数量、型号、性能、部署位置等）不

能透明，故中国不可能加入可核查的解除警戒行列。采用不首先使用原则已在相当程度

上削弱了核力量的威慑作用，如再因解除警戒的核查而过多地暴露核力量的信息，将消

除这种不确定性，使威慑作用丧失贻尽，从而严重危及国家安全。

(4) 核力量（包括数量和结构）的战略平衡与否也是能否采取解除警戒措施的一个重

要因素。如果双方的核力量是基本平衡的，那么双方对等地部分采取解除警戒措施或许

是可能的，例如美、俄之间，但是完全地解除警戒则需要双方都改变使用原则和目标原

则，甚至整个核战略。如果一方的核力量较另一方强大得多，强的一方就会感到有足够

信心接受低水平警戒，另外一方就可能觉得有必要使其所有力量保持高度警戒。比如美、

法之间，美国可以有信心采取解除警戒措施，而法国则不然；美中之间或俄、中之间，

核力量悬殊太大，核武器使用和目标原则又明显不同，根本就没有双方谈判解除警戒的

基础。虽然按照西方国家一些专家的判断，中国正在进行核武器现代化，改进战略核武

器的生存能力（发展机动导弹，提高承受第一次打击的能力）、打击能力、突防能力和

快速反应能力，但中国的“一点点”政策、存在性威慑战略、不首先使用原则和打击价

值目标原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也无必要大规模部署核力量和使核武器处于高度警戒状

态，从而不会对美、俄构成任何核威胁。实际上中国的这种策略是非常明智的，既因存

在性和不确定性而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从军事上讲又不可能成为其它核国家的主

要对手，减少了遭受核武器攻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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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除警戒与稳定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十多年，虽然局部战争不断，但未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对

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核武器。虽然对这种观点，既无法证明是正确

的，也无法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有一种事实却是存在的：即有核武器国家没有遭受过大

规模的军事进攻和有核武器国家间不管政治上如何对抗也未爆发过战争。遗憾的是，美、

俄（苏）在冷战期间的核军备竞赛，造成大量核武器过剩。冷战结束后，在核裁军进程

受阻时，一些军控专家提出了解除警戒作为核裁军的中间步骤，认为：解除警戒是对首

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依赖性的一种补救措施；解除警戒可成为通向战略稳定的途径。主张

深度削减核力量的人认为，解除警戒可能是立即减少不稳定性和推动军控进程的方法；

对深度核裁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解除警戒是达到更稳定的核力量态势的一种更直接

和有用的途径。他们还认为：解除警戒可能有助于试探俄罗斯在未来的军控措施中对其

核力量的意图和对美国核政策的“实际检验”（reality-check），测试美国究竟对减少核

武器的作用方面有多深的认识。

但是，解除警戒与稳定性的关系，这非仅从主观意愿希望的如此简单，能否真正实

施下去，除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和上一节所述的核战略外，还受到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

至少包括预警发射原则、恢复警戒对危机稳定性的影响、常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的影响

和美国 NMD 的影响。

3. 1  预警发射

    美国和俄罗斯利用其庞大的全球卫星和雷达系统，建立了早期预警能力和预警发射

能力。预警发射（Launch-on-warning）是对早期预警作出反应并在来犯打击生效前实施

打击。美国和俄罗斯都把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看成不仅是国防而且是稳定和防止草率、

危险地使用核武器必不可少的，相信发展核武器和 C3 系统可以提供可靠的相互威慑，维

持了战略稳定性。但美国一些军控专家认为，俄罗斯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整个指挥控制

系统已经老化，且这种情况正在恶化，将增加意外、草率和非授权发射的可能性，解除

核力量警戒是解决这一问题 快而有效的措施。但是，美国和俄罗斯政府官员则表示仍

然信任俄罗斯战略指挥控制能力。不管情况究竟如何，预警发射原则需要核武器，至少

一部分核武器必须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使之在数分钟至十几分钟内发射出去。因此，要

解除美、俄全部核力量的警戒状态，就必须要求放弃预警发射原则，但是这又带来几个

问题。

(1) 美、俄之间的战略核力量结构有较大差异。美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更多地依靠潜

基导弹（SLBM），而俄罗斯更看重陆地机动 ICBM，解除警戒后的核力量中美国 SLBM
较俄罗斯的陆地机动导弹的生存能力要强。这种不平衡加重了俄罗斯的担心：（俄罗斯

参谋部认为）如果它的战略力量不依靠预警发射，那么将仅有一小部分，甚至可能根本

就没有能够在承受有计划的第一次攻击后实施报复。

(2) 俄罗斯常规力量的削弱已明显地增加了其对战略核力量的依赖，其结果是更强调

核战略和对预警发射的依赖性。针对俄罗斯早期预警系统恶化对这种依赖性带来的固有

危险，俄罗斯已设计出叫做“Perimeter”的发射补充系统，以减轻依靠错误警报发射的

危险。所以说，俄依靠预警发射的原则是难以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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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戒状态是 C3 系统的程序和实际应用的基础。解除警戒，放弃预警发射，需要

对复杂的 C3 系统和应用程序重新设计，开发新的方法以确保国家指挥当局能够及时地对

核力量、特别是潜艇力量发出指令。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突然改变有可能导致指挥和控制

失灵。

因此，美、俄要实施解除警戒措施，将必须放弃预警发射原则，对此还必须逐步改

变运作多年的指挥控制体制和系统，否则有可能导致新的不稳定性。

美国一些专家提出美国政府与俄罗斯一道处理早期预警问题，是一种较解除警戒更

合适的有前景的途径。在 1998 年莫斯科高峰会议上，克林顿和叶利钦总统同意共享有关

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工具发射的早期预警数据。美国早期预警卫星和雷达的数据将传递

给俄罗斯指挥所或建议的美-俄联合指挥中心。俄罗斯也将数据提供给美国。为保护敏感

信息，可以对数据流进行过滤并延迟一点时间传送。

中国由于核战略所定和技术上的限制，未采用预警发射原则，核力量没有必要保持

高度警戒状态，虽然中国正在努力改进和使指挥控制系统现代化，改善通讯和指挥能力，

提高预警能力和提高战略力量的全天候作战能力，改善定位精度和快速反应能力以及增

强控制和防非授权使用能力。

3. 2  危机稳定性

    反对解除警戒的人认为解除警戒将导致危机不稳定性，他们列出了几种可能性来支

持这种观点，支持解除警戒的人对此相应地作出了反驳，我们在这里对其中一些观点也

作一些评述。

(1) 解除警戒与报复能力

A. 反对解除警戒者认为：威慑的基本原理是快速报复能力，解除警戒将丧失快速报

复能力。

B. 支持解除警戒者认为：威慑作用取决于报复能力，而报复能力取决于报复的确定

性而不是报复的时间性，威慑不是视报复力量是否在一小时，一天或一周后起动而定。

也就是说保持高度警戒状态并不是报复威慑所必需的。

C. 我们认为：支持解除警戒者的观点或许是对的，但是这种观点虽然否定了报复的

快速反应的作用，却更强调了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的重要性。用于报复的核力量的生存能

力，如果受到解除警戒措施的损害就不能采取这种措施。

(2) 解除警戒与第一次打击

A. 反对解除警戒者怀疑能真正消除第一次打击，因而被解除警戒的核力量生存能力

削弱而成为更吸引人的打击目标，使得第一次打击对入侵者更具吸引力而产生不稳定。

为进行这样的先发制人的攻击，入侵者可以使用隐藏的武器、本应解除警戒而未解除警

戒的武器或在突发事件中能快速恢复的武器。

B. 支持解除警戒者认为：如果对立双方的一方完全解除警戒，而另一方处于高度警

戒状态，上述观点是成立的；如果双方都是经过核查地全部解除警戒，任何一方都不可

能不经过重新警戒──而重新警戒可立即被探测到并有时间作出反应──而发动大规模

的第一次打击。解除警戒并不要求从所有导弹上拆除弹头并集中贮存在库房内；双方将

保持足够的核弹头处于有生存力的部署和能够重建在遭受敌人突然核攻击的事件中的报

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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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们认为：如果美、俄确实能实施可核查的、完全解除警戒，则支持解除警戒者

的观点是成立的。但是，双方要保持足够的核弹头处于有生存能力的部署可能与削减核

武器的思想有矛盾。解除警戒必须是美、俄双方共同进行，不能采取单边行为。解除警

戒措施必须核查且持续监测，防止存在本应解除警戒而实际未解除警戒的和隐藏地恢复

警戒的武器。这种核查与监测不能过多的泄露武器敏感信息，否则可能造成武器扩散；

这种核查与监测不能暴露陆机导弹和潜基导弹的准确位置，否则会增加易损性而难以接

受，对此需要开发新的监测技术；必须保证隐藏的武器不具规模，这就要求双方拥有的

武器完全透明。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反对者的观点就是成立的。

(3) 恢复警戒与危机稳定性

A. 反对解除警戒者认为：任何危机中使核力量恢复警戒（如果威慑或生存能力需

要），如果采取就将视为升级，如果不采取将削弱威慑基础都将导致不稳定；解除警戒

还可能引起新的不稳定──“军备恢复竞赛”，因为能够 快速和有效恢复核力量警戒

方将赢得战略上的巨大优势。“恢复竞赛”可能采取如简化恢复警戒的程序方式，导致

安全和保安程序上走捷径和可能产生紧张状态或使紧张状态升级。

B. 支持所解除警戒者认为：如果各方都始终保持一支不可轻视和可靠的可重建的核

力量，将极大地抑制任何一方在一次危机中重新警戒核力量的压力和诱惑，因为这支力

量将在任何想像的情况下提供强大而稳定的威慑作用；解除警戒将使重新警戒变得危险

和不稳定的结论是：如果大量的核武器保持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也许更安全，这极大地

抬高了威慑的需求和未能充分如实地陈述安全的重要性。

C. 我们认为：解除警戒的、具有生存力部署的核力量确实能提供强大的威慑作用，

但是这种威慑作用的发挥关键是因为这支核力量可以通过恢复警戒而可以使用，否则我

们就应将解除警戒作为裁军的一个永久行为，这样就不应期望解除警戒的力量再吓阻入

侵。支持解除警戒者的反驳回避了解除警戒可以和有可能恢复这一客观情况。任何单方

恢复警戒确实会被视为挑衅而导致危机不稳定性；恢复警戒将涉及到恢复程序和可用的

设备、人员和资源等，如无严格、细致的约束和充分的透明度，则恢复警戒竞赛的可能

性就是存在的。俄杜马成员、军控主要发言人 Alexei Abatov 指出：如果国家重建核力量

的速度不同将有造成危险的潜在不稳定性，“武器系统技术特征、力量结构、支持和维

护设施、C3 能力和核武器生产综合体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严重影响到重建能力，可以造成

数天甚至数月的差异”。他暗示美国的重建能力要先进得多，俄罗斯判定将会产生危险

的不稳定性。解除警戒的 早倡导者 Bruce Blair 认为：“大范围地恢复到现在警戒状态

的程序，必须要求使核力量达到发射准备状态的精细程序与为这个过程施加的限制（如

保证透明度及再保证措施等等）而制订的规则相匹配。”

(4) 核查系统故障与危机稳定性。

解除警戒的监测必须长期和连续地进行，需要定期或周期性获取状态信息，而且两

次状态信息之间的时间必须短于恢复警戒所需的时间。如果核查监测系统发生非人为的

故碍，不能提供状态信息，那么就有可能引起不稳定，特别是危机不稳定性。

3. 3  远程精确打击常规力量

美国国防部负责核武器高级官员的科学顾问 Thomas F. Ramos 说：“没有合理的证据

表明常规武器将为对抗拥有和有意使用核武器的敌人时提供可靠的保护”，这是说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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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不能替代核武器。但另一方面，先进的常规武器，特别是远程精确打击常规力量却

对解除警戒的核武器构成威胁，特别是在核力量可核查的全部解除警戒情况下。

解除警戒的核力量受到远程精确打击常规力量威胁有几种情况。（1）极端情况是全

部核力量都解除了警戒，弹头或关键部件集中贮存在几个地方且因需核查位置是已知的，

常规远程精确导弹可能通过摧毁贮存的弹头或关键部件使核力量短期内难以有效地重

建。（2）核力量可核查地全部解除警戒，但弹头或关键部件分散贮存，这可以减少常规

力量攻击效果，但仍有被常规远程导弹摧毁使核力量难以恢复的较大可能性。（3）核力

量全部解除警戒，但不拆除弹头或核查不暴露机动力量的确切位置，那么解除警戒的机

动核力量受常规力量攻击的可能性将减少，但从先进远程精确常规导弹的精确性和破坏

力而言，严重破坏、甚至摧毁发射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4）部分力量解除警戒，一部

分力量仍保持警戒，依据预警发射，那么远程常规导弹攻击核力量可能性减少，因常规

导弹的攻击可能将被视同核导弹攻击而可能受到依据预警发射的核导弹的报复。

目前只有美国具有远程精确打击常规力量，并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中实际应用，

所以如果美、俄间实施核力量解除警戒，将增加俄对这种常规力量的担忧，成为其不得

不考虑的重要因素。Alexei Arbatov 认为，大量削弱的俄罗斯战略力量可能在先进的美国

精确制导常规力量面前变得更易损，这种常规力量优势因可能以新的 NATO 成员国为基

地而得到明显加强，因为它可能提供针对俄核力量、支持和指挥控制设施及早期预系统

的更致命的反核打击能力。如果俄核力量解除了警戒，这种情况则更加严重。对于中国

而言，由于核力量规模很小，其威慑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确定性，一旦加入解除警

戒行列，因核查使核力量易损性急剧增加受到这种常规力量的威胁将急剧增加，有可能

完全丧失其威慑作用。

3. 4   NMD
美国拟部署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据称有三个目的：（1）针对俄罗斯高度警

戒的核战略导弹意外、草率或非授权使用；（2）对付美国称之为“无赖国家”的少量导

弹；（3）针对中国的核导弹攻击。前两个目的是美国官方信息，第三种目的是美国学术

界一些专家的观点。然而，不管美国所称的目的是什么，事实上 NMD 将大大地提高美国

本土防御导弹攻击的能力，为美国提供较任何其它国家更强大的防御保护能力，从而在

国际战略中取得了更强的优势，这将打破业已形成的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性。而且与改

善核安全的有前景的途径相抵触：如将核武库削减到合理的规模，并使剩下的核武器脱

离高度警戒状态。

对俄罗斯而言，如果美国部署了 NMD，俄罗斯就可能：（1）将威慑依赖于保留的

多弹头 ICBM；（2）中止削减进攻性军备；（3）进一步坚定预警发射选择；（4）甚至

或许重新选择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在 近的军备学说中已作出了威胁）。NMD 由于迫使

俄罗斯依赖庞大而分散的核导弹的快速反应，从而将增加解除警戒试图减轻的危险，当

然更不可能使俄罗斯同意解除核力量的警戒。在俄罗斯杜马于 4 月 14 日批准 START II
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发表讲话：如果美国破坏 ABM 条约，部署 NMD，俄罗斯将退

出所有已签署的裁军条约。这支持了上述分析。

对中国而言，NMD 对核威慑作用的影响更为严重。按照 1999 年 10 月负责政策的美

国国防部副部长 Walt Slocombe 所述，NMD 的首次部署将在阿拉斯加部署 100 个拦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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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将在阿拉斯加和达科他州各再部署 100 拦截器。按其拦截能力推算，可以击落数十

枚导弹。这种拦截能力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核导弹攻击显然不足，对“无赖国家”的少量

导弹攻击则明显有余，而对中国可以打到美国的核导弹则正好。所以，这不得不怀疑 NMD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在美国部署 NMD 情况下，中国参加多边可核查的解除警戒是无法想

像的。

4  解除警戒的阶段建议

关于解除核力量警戒状态，美国国内的争论很激烈，美国官方也未表现出很大兴趣

和有意推进解除警戒行动。俄罗斯专家普遍对解除警戒的建议持怀疑态度，主要的看法

是：在俄罗斯核武库和支持设施的现状下，解除警戒的观点看起来与俄罗斯利益相抵触。

俄罗斯期望依靠核武器来保护其安全利益直到常规力量重新强大起来；大多数解除警戒

措施的实施耗费很大，俄罗斯可能不愿承担，而美国援助所附加的条件对俄罗斯来讲可

能又难以接受，而恢复警戒所需资源包括经费更难承受。Alexei Arbtov 认为：俄罗斯国

内和国际环境不适合于解除警戒体制，实施解除警戒不仅需要解决大量具体问题，而且

更重要的是要求在世界政治和军事环境及大国合作与相互信任方面有重大而深远的改

善。英、法对加入解除警戒也无多大兴趣。对于中国来讲，如果加入双边或多边可核查

的解除警戒行列，必将涉及到核力量的透明度和核查问题，进一步明显地增加核力量的

易损性，消除不确定性，在核力量规模和结构与美、俄等相差甚远的情况下将严重削弱

自卫核威慑的有效性，对国家安全利益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不过，解除警戒，特别是在现阶段美、俄间的解除警戒，也有正面意义。冷战后美、

俄双方仍将数千枚核武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实无多大必要，部分地解除警戒既有利于改

善美、俄政治关系，至少还可以为防止意外和草率发射核武器增加一层保险，同时对进

一步改善国际安全环境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阶段解除警戒只能作为核裁军的一个补

充来促进核裁军，不能防碍核裁军，更不能代替核裁军。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解除

警戒措施的核查和监测的困难和复杂性并不亚于核裁军，甚至更甚，从军事和安全意义

上讲可能更复杂和敏感，故解除警戒措施应力求简单和统一。

根据前面几节的分析，提出如下分两阶段解除核力量警戒的建议及相应的条件。

4. 1  美、俄间部分解除警戒

    美国和俄罗斯各自将部署的处于警戒状态的核武器减至 500 枚左右， 直接简单的

措施是将弹头从导弹上拆除并贮存起来。考虑到解除警戒带来的安全上的复杂性，可以

分两种情况。

(1) 可核查的解除警戒：需要对未解除警戒的核力量的结构作出细致的安排，使双方

核力量具有相当的生存力。这种安排可以不对双方的核战略作过大的修改：保持警戒的

核力量可继续采用预警发射或快速反应；也不要求对现行的指挥控制系统重新设计或作

重大改变，反而因处于警戒状态的核武器数量减少更利于严格控制，减少意外的风险；

不要求改变打击目标原则，可能仅需对各枚核武器的具体目标作一些优先选择。

(2) 不核查的解除警戒：500 枚左右处于警戒状态的核武器是一支威慑作用很强的力

量，只要具有足够的承受第一次打击生存能力，可以不核查对方的解除警戒状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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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可继续采用预警发射或快速反应，不必对现存指挥控制系统作重大改变，但

是，需要对打击目标作改变，打击目标可以采用打击价值目标。也许有人认为打击价值

目标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从道义上将对打击价值目标提出指责。但是，一方面，如

果采用反核打击目标则一旦爆发核战争必将是大规模的而别无选择，同样也不可避免地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另一方面，对抗核武器国家采用的打击价值目标原则，因可能使一

个国家更难承受而威慑作用更大，从而更大可能制止核战争。

提出在这一阶段使警戒的核武器数目为 500 枚左右有两点理由：一是美、俄双方仍

可有足够强大的核威慑，不需要对其核战略作重大修改，而相对易被接受；二是与其它

核国家可能加入核裁军和参加多边解除警戒的底线相近，可以为第二阶段的解除警戒打

下基础。

4. 2  多边可核查的完全解除警戒

要谈判或实施多边可核查的完全解除警戒有许多重要的条件。首要的是放弃首先使

用原则而采用不首先使用政策，限制核武器的作用，改变国家的核战略，包括将反核打

击目标改变为打击价值目标或打击常规力量目标（打击常规军事力量和支撑战争的关键

国防工业）；放弃预警发射或快速反应，修改现有的指挥控制系统；美、俄间完成深度

核裁军，使核力量的库存和在役的总和保留在 500 枚左右。在上述前提下，所有核武器

国家（包括公认和实际的）开始谈判完全解除核武器警戒协议和恢复警戒协议，包括：

一致采用的解除警戒措施、同步实施的步骤、完全透明的核查措施、细致完善的恢复警

戒的程序、透明度及监测、保证措施等。相信核裁军进展到只保留 500 枚左右核武器水

平时，其核查技术已相当完善和实用，可能已基本能满足解除警戒的要求，但必须是有

关方共享核查技术手段和信息。

解除警戒的实施，还要求美国不部署 NMD 和其它有核国家同样不发展和部署相似

的导弹防御体系。同时，还应考虑美国的远程精确打击常规力量，寻找一种恰当的、可

以实质性限制其对已解除警戒的核力量实施打击的国际条约。这虽然是很困难的，但对

于多边可核查的完全解除警戒又是十分必要的。

5  小  结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爆发有意的大规模核战争几乎是不

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美、俄继续将其数千枚战略核武器保持在“一触即发”的高度

警戒状态实际上没有多大必要。部分地解除美、俄核力量的警戒状态，既可以进一步改

善美、俄的政治关系，又可以减少因意外或错误发射核武器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实际上，

主要出于财政原因，美、俄在 1991 年已分别解除了一部核武器的警戒状态，如美国解除

了水面舰只和潜艇的非战略核武器以及战略轰炸机的警戒，俄罗斯解除了轰炸机的警戒

状态，并将轨道机动导弹固定在驻地。但到目前为止解除警戒已陷入停顿。

目前提出的解除警戒措施很多，从技术上讲是可行的，可将导弹发射时间延迟数秒

钟至数小时，甚至数天、数月。但是，关于解除警戒措施的初始核查，有些难以进行，

有些可能泄露敏感信息。解除警戒状态的监测就目前已有技术或设施而言可能暴露核武

器具体位置，从而增加核力量的易损性，特别是对于潜基导弹和陆机导弹，这将带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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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难以克服的核力量安全问题。解除警戒的核查和监测带来的复杂性实际上不亚于核裁

军，从军事或国家安全意义上讲可能更复杂和敏感。

解除警戒与国家的核战略，包括核力量（数量和结构）、核力量的作用、打击目标

原则和使用原则等有密切关系。如果仍然采用扩展性威慑或否决性威慑、反核打击目标

原则、首先使用原则和预警发射原则，那么解除警戒将难以接受；如果采用 小威慑或

存在性威慑、不首先使用原则、打击价值目标或常规力量及其国防工业，不采用预警发

射，那么解除警戒特别是部分解除警戒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核力量的规模和结构也是

解除警戒所必须考虑的。力量强大、结构多元而具有较强生存力的国家可能易于接受解

除警戒，反之亦然。除了少量隐藏的核武器外，常规力量（特别是远程精确打击力量）

也对解除警戒的核力量有很大的影响，是能否采取解除警戒（特别是完全解除警戒）所

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导弹防御系统的影响则为更深层次，它不仅是解除警戒必须考虑

的，而且如部署将严重影响核裁军的进程。解除警戒可以作为核裁军的补充措施来促进

核裁军，但决不应该妨碍核裁军进程、甚至代替核裁军。

解除警戒无论从技术上和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求来讲，都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一

旦核力量解除了警戒，要重新恢复警戒则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出危险的信息，可能导

致不稳定，特别是危机不稳定，除非有关方达成对等的、可监督核查的恢复警戒协议。

本文还提出了分阶段实施解除核力量警戒的建议性步骤和相应的条件。第一阶段使

美、俄处于警戒状态的核武器数量减少至 500 枚左右，可以采用可核查和不可核查两种

形式，它所要求的条件有差异，但总体上不需要对美、俄现在的核战略作太大的改变，

可以作为核裁军的补充而起到促进核裁军作用，同时为第二阶段作准备；第二阶段是多

边的可核查的完全解除警戒，将把所有有核武器的国家纳入进来，可以将核战争的风险

降低到 低程度──在未完全消除核武器之前，但是它要求彻底改变国家特别是美、俄

两国的核战略，同时还要求不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对远程精确打击常规力量作出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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