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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复合导引头的设计技术研究
吴辉，赵洪卫
（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成都 610041）
摘要：简述了多模式导引头的研究发展状况，分析了多模式复合制导的技术特点和优势，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模式复合制导
联合空地导弹的研究情况和进展，提出了多模式复合导引头的发展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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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种攻防武器在战场的对抗日益激烈，战场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如目标隐身、掠海进攻、低空或超低空高速突防、多方位饱和攻击等。单一模式的制导方式武器的使用受
到一定的限制，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很难完成作战使命。要在复杂的作战背景和强干扰下，准确地截获、
跟踪、攻击目标，导弹导引头制导模式的设计就必须满足更高的技术要求。纵观世界各国的精确制导武器
的发展，多模式复合导引头的设计技术，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1 多模复合导引头的优势与研究状况
单模式的制导技术主要存在以下缺点：a. 抗干扰能力弱，可靠性差；b. 全天候、复杂背景下工作能力
弱；c. 作战能力弱，对其它协作配套武器系统的依赖性强；d. 目标识别能力弱，定位时间长；e. 命中精度
低。
多模复合制导是指同时采用多种频段进行制导的技术方式。它能够实现性能互补，使制导武器能够自
动适应目标和环境，保持较高的命中率。
多模式复合制导时，它是利用同一目标的不同频段的目标特性实现探测，充分发挥每一种模式的独特
优势，解决单一制导模式所难以解决的跟踪识别难题。与单模式相比，多模式复合制导具有以下优点[1]。
（1）突防能力和生存能力强
多模复合制导可提高制导武器系统使用的灵活性，可根据作战需求，设置导引头不同工作状态的自动
切换，可适应不同的作战要求。同时，多模复合制导具有反隐身功能。由于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材料，可
以对从微波到光波均具有隐身功能，所以对隐身技术，多模复合制导能够大大提高导引头的生存能力。
（2）抗干扰能力强
现代战争的战场，电磁对抗非常激烈，要求制导武器本身要有较好的隐蔽性，系统应具备抗多种干扰
技术的能力：即在电磁干扰下，制导系统也能正常完成对目标的搜索、捕获与跟踪。如毫米波/红外双模式
复合导引头，箔条干扰和诱饵虽然可干扰毫米波，但它却对红外光波段不起作用。
（3）全天候作战能力强
多模制导提高了制导武器对复杂战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多个工作波段可相互补充，全天候、全天时作
战能力强。即使在夜间、雨天或雾天等时间作战，多模式导弹也能够命中目标。
（4）命中率高
多模制导可以提高制导武器的命中率。由于多模式导引头可以获取丰富的目标信息，可根据不同的作
战环境条件，如在不同的距离、不同的天候等，使用不同的作战模式，这大大提高了制导武器的命中率。
多模复合制导技术的研究应用，可以上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开发的一款紫外/红外复合导引头。经
过多年的研究发展，现在许多国家已经研制出多种采用复合导引头的武器系统。其中的很多型号名称已经
[2,3]
为我们耳熟能详，下面对几种双模式制导武器做一简单的汇总，如表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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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双模式制导武器
名称

类别

复合方式

国别

尾刺(Stinger Post)

地/ 空

红外/紫外

美

爱国者 PAG

地/空

雷达/半主动雷达

美

哈姆 Block

反辐射

被动雷达/红外

美

空/地

主动雷达/红外/GPS

美

HARM 改型 v

反辐射

被动雷达/主动毫米波

美

海麻雀 AIM-7R

空舰

主动雷达/红外

美

斯拉姆

反辐射

射频/红外

北约

小牛

反辐射

雷达/电视

美

SA-13

地/空

双色红外

俄罗斯

3M-80E

舰/舰

主动雷达/被动雷达

俄罗斯

RBS-90

地/空

激光/红外

瑞典

TACED

反坦克

毫米波/红外

法

ARAMIGER

空/地

主动雷达/红外

德

ZEPL

制导炮弹

毫米波/红外

德

EPHRAM

制导炮弹

毫米波/红外

德

RAM

舰/空

雷达/红外

美、德、丹联合

RARMTS

反辐射

被动雷达/红外

德、法联合

Griffn 鹰头狮

迫击炮弹

毫米波/红外

英、法、意、瑞联合

雄风

舰/舰

主动雷达/红外

台湾

鱼叉改进型
AGM-84E

另外，采用更多模式的制导技术也已有成熟的产品。例如法国的远程精确制导导弹 APTGD，在飞行中
段采用惯性导航（INS）、雷达相关以及高度相关制导模式，在末段采用毫米波/红外双模制导；意大利和法
国联合研制的奥马特 4 在飞行中段采用惯性导航、GPS 制导模式，在末段采用雷达/红外双模制导[4]。

2 常见复合制导的组合模式
在多模复合导引头中，常见的组合方式主要有：主动毫米波+被动红外，主动毫米波+半主动激光，激
光+红外，激光+被动红外+半主动激光等，下面就应用较多的三种复合模式给以简要分析论述[1]。
（1）双模（双色）光学复合导引头
目前许多近程或超近程防空导弹都采用双模（双色）光学导引头，如美国的“尾刺”、法国的“西北风”、
俄罗斯的“SA-13”等。
“尾刺”导弹采用紫外/红外双模导引头和玫瑰花瓣扫描技术。它采用 CdS 紫外探测器，工作波长 0.3μm～
0.55μm，主要用于探测白天飞机头部铝合金蒙皮反射阳光中的紫外线，因为其光谱辐射亮度比晴空背景高
出 1～4 个数量级，这样不仅容易将目标从天空背景中分辨出来，而且还能增加作用距离和提高全向攻击能
力。另一个探测元件采用 InSb 红外探测器，工作波长为 3μm～5μm 波段，用来探测和跟踪目标的红外辐射。
（2）微波/红外双模导引头
微波雷达导引头的突出优点是作用距离远，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缺点是抗干扰能力弱，分辨率较低，
制导精度不高，与光学导引头复合具有较好的效果。
微波/红外导引头比较典型的有：舰载近程反导导弹“拉姆”（RAM），近程防低空导弹“小榭树”AIM-72G
等。反辐射导弹一般都采用被动雷达寻的，通过加装红外制导模式，利用光学导引头的高分辨率，可以进
行精确锁定打击。
（3）毫米波/红外导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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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复合模式是当前发展较快的复合方式，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较强、制导精度较高、抗电子干扰能力
较强的特点。由于该双模式制导方式还具有更好的反隐身性能，是多模式复合制导发展的重点。
比较典型的代表有美国的“萨达姆”遥感反装甲炮弹。“萨达姆”遥感反装甲炮弹用 203mm 火炮发射，
每枚母弹携带 3 枚子弹，每枚子弹上装有毫米波/红外双模导引头。毫米波天线位于子弹的前沿，工作频率
为 35GHz 或 94GHz。红外成像传感器装在子弹腹部的一侧，它工作在 3μm～5μm 或 8μm～14μm 波段。子
弹捕获目标的范围为半径 75m 的区域，可以攻击目标的顶装甲。首先由毫米波雷达用来探测和识别目标，
子弹发射。当子弹达到一定高度后，由红外传感器探测目标，子弹爆炸发射出小型金属弹丸准确地击中目
标。
据腾讯网 2012 年 10 月 4 日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在 2013 年的第二季度开始生产激光/GPS 双模式制导炸
弹，数量为 2300 枚，计划交付期为 12 个月。另据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最新消息，雷声公司将给 GPS 制导
的“神剑”炮弹加装激光半主动制导的制导与导航部件。
（4）三模式复合导引头
在背景复杂条件下采用三模式复合导引头，能取得更好的作战效果。常用的三模式中复合波段一般为
光波段和雷达波段。
双色红外波段一般要考虑到大气的透射窗口，主要采用 3μm～5μm 和 8μm～14μm 这两个波段。雷达
波段常用毫米波。目前，法国的 TACED 制导三模式制导炮弹已在批量生产，英、美的三模式复合制导导弹
正在加紧研制。
据国防科技信息网消息，雷声公司网站 2011 年 8 月 17 日报道，该公司已经完成第五个小直径炸弹 II
（SDB II）导引头的设计，采用三模式复合制导，并在 F-22 飞机上进行了导弹空投试验。

3 三模式复合制导联合空地导弹的研究
纵观本世纪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近程轻型空地导弹与武装直升机的搭配
已被公认为当仁不让的坦克克星，随着弹用毫米波雷达技术和红外成像技术的日臻成熟，中近程轻型空地
[5]
导弹在与地面装甲集群的斗争中，可以取得不对称优势 。
提到中近程轻型空地导弹技术，必然要关注近几年来美国正在开发的下一代中近程三模式复合制导的
联合空地导弹（JAGM）。
2008 年 4 月，美海军携手陆军重启了研制经费达 6 900 万美元的通用型空地导弹，即联合通用导弹（
JCM）
，
用于装备旋转翼的直升机和固定翼作战飞机，并更名为联合空地导弹（Joint Air to Ground Missile —
JAGM）。
JAGM 导弹的外形与现役的海尔法类似，主要是考虑到发射装置和接口的兼容性，每架战机最多可携带
12 枚。它采用可调式二级火箭推进装置和三模式复合导引头，包括半主动激光、被动红外成像以及主动毫
[6]
米波成像系统，三个分系统的设计分别基于海尔法、长弓、标枪导弹 。
其中，半主动激光寻的用于精确打击和降低连带损伤，被动红外成像用于提供被动式“发射后不管”
的打击能力，主动毫米波用于攻击分散的多个目标，可不受天气条件等的限制。
其突出的优点在于高度灵活的发射前锁定、支持网络中心站行动的自主瞄准与协同打击、以及强大的
生存能力。
JAGM 的研发目的是取代陆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大量服役的 AGM-114 海尔法、AGM-65 幼畜以及 BGM-71
陶式等轻型空地导弹，也还有可能进入空军系统服役。在 2011 年，JAGM 的预算经费位列导弹类武器第 5 名，
[7]
预计 2016 年在美国的装备量为 35 000 枚 。
JAGM 的主要战技指标，如下表 2 所示。
自从 2008 年，位列美国前 5 名的军火商中有 3 家—洛马公司、雷声和波音公司，参与了技术演示验证
阶段的竞争，备受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重视。
洛马公司与雷声和波音公司设计样机的主要区别是，前者采用制冷红外成像，而后者是非制冷成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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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洛马公司坚持认为，虽然设计指标要求作用距离为 4Km，但是当作用距离大于 6Km 时，则更能保证发射
平台的安全。
表 2 JAGM 的主要战技指标
质量（kg）
49

射程(km)
0.5～16(直升机)
2～28（固定翼飞机）

长度(m)

弹径(cm)

翼展(cm)

速度

1.78

17.8

32.5

超音速

2010 年 11 月，洛马公司在新墨西哥的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了一次空地联合导弹测试，击中了 4 英里
处的一个移动目标。这次飞行试验，证实了三模式导引头的红外制冷成像系统，在远距离发射前的锁定能
力。
洛马公司 JAGM 的火控系统采用该公司的地狱之火 M299 的发射平台。红外制冷探测器先在 3.7 英里之
外，获得信息并锁定一个主要的固定战斗坦克。接着，制冷成像传感器系统引导导弹一直到击中目标为止。
同样，毫米波传感器可以探测并跟踪一个次要目标，如一个正在运动的坦克。与 8 月在 9.9 英里处击中目
标的半主动激光制导的测试相比，这些测试完成了洛马公司研制的三模导引头性能的全面展示。
2010 年 7 月，雷声和波音公司在一次火控试验中，成功地使用激光导引系统从 10 英里远处，击中了一
个 8×8 英尺的靶板目标。试验使用的激光对目标的照射距离为 1.1Km，倾斜 20°照射。
JAGM 服役的空中平台主要有美国的陆军 AH-64D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MQ-1C 多功能无人机、OH-58D CASUP
武装侦察直升机、美国海军 MH-60R 海鹰武装直升机，以及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估计在 2016 年
JAGM 可以形成战斗力。
目前，该研究项目正在火箭固体发动机、多平台发射等技术难点方面开展大量的工作。作为美国重点
研制的下一代中近程轻型空地导弹，JAGM 的装备量巨大，对作战效能有显著的提升。如果项目研究进展顺
利，产品装备部队，必将对世界范围内的中近程轻型空地导弹的设计、空地作战模式，甚至世界武器装备
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4 结论和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主要进行以下发展方向的研究。
（1）结合国家军备发展规划，推进多模式复合制导技术系列化发展。
以国家装备发展计划为根据，从战略高度推进多模式复合制导技术的研究发展。通过计算分析论证，
选取最具有前景的多模式复合制导模式，作为技术发展的研究重点方向，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系列化产
品。
（2）跟踪结合世界新技术发展状况，对部分导弹导的单模式引头进行技术升级改装，逐步通用化、模
块化，形成适应不同作战要求的技术品种。
当前，已装备某些导弹的导引头技术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其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已经显得非
常迫切。通过增加新模式、改进旧技术，逐步模块化、通用化，可以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益。
（3）重点发展双模式制导技术。
毫米波雷达具有全天候和良好的穿烟、雾能力，同时因其波束较窄而具有更高的目标分辨率和跟踪精
度，适合于在较大的范围内搜索和捕获目标；并且其天线口径较小，可实现小型化。
红外成像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灵敏度，跟踪方式灵活，可实现高帧频，抗干扰能力强，更适合于在
较小的范围内跟踪和精确定位。
在双模式复合制导技术当中，毫米波/红外双模式具有明显优势。
（4）开展三模式导引头的研制。
毫米波/红外/激光三模式导引头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对取得制空权后的空地打击，如反坦克、
反武装直升机战斗中，该模式可以发挥巨大的威力。
针对敌方价值相对较低的军事武器目标，使用成熟的激光器技术、雷达技术、非制冷红外成像，把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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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三模式导弹的成本价格，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对节约研发成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开展多模式共口径系统设计技术的研究。
特别是要开展研究对雷达波段、光学波段均具有较高透过率的整流罩材料的工艺加工技术，使材料良
好的机械强度、良好的抗冲击力，高低温下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能。
多模式的集能接收系统设计，要满足小型化、集成化等工程设计技术要求，保证在不同的视场角下，
实现稳定的跟踪等。对于多模式共轴接收系统轴与弹轴的一致性、目标位置的准确解算、精度锁定等问题，
需要从总体设计、宽频谱段、稳定平台、伺服控制等诸多方面，进行最优化设计研究。
（6）开展多模式接收数据融合技术的研究。
要研究多模式复合制导多个通道信息数据的高速采集、储存、数模转换处理，不同模式“交班”转换
的控制策略等，需要从数据融合的结构设计、硬件设计、软件设计、数据融合算法、自动控制等，综合考
虑数据信息融合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要关注在上述常见频谱波段之外，新的探测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的多模式复合技术的研
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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