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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鱼雷防御问题评述 (六)

国外水面舰艇鱼雷防御系统的构建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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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鱼雷是水面舰艇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目前多国海军正在努力研制经济高效的鱼雷防御系统来对抗鱼雷攻击。
成功防御现代鱼雷的攻击需要一个全自动、集成化、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在鱼雷种类繁多的情况下，一个有效的鱼
雷防御系统必须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成功对抗各种类型的鱼雷攻击。文章对鱼雷防御系统的作战需求、基本组成，
鱼雷报警、对抗手段选择、系统集成等与系统设计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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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ship torpedo defence system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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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rpedo is one of the main threats for surface ships. Great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develop effective torpedo
defence systems to protect their vulnerable surface ships from the growing underwater threat for navies worldwide.
Successful defence against modern torpedoes’ attack requires an automated, fully integrated, layered defence system.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and the accompanying diversity of capability, defensive capabilities have needed to
become robust against a wide range of weapons within the divers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s. The naval requirements,
basic system components, torpedo warning, countermeasure options, layered torpedo engagement et al. are discussed,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ow to design an effective surface ship torpedo defe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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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组成、实现途径等问题。

0 引 言
1 需求分析
如果没有装备鱼雷防御系统，一艘装备精良的
大型舰艇也完全可能被一艘旧式的柴电潜艇使用
过时的鱼雷击沉。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拥有
潜艇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同时，新型鱼雷向着高航
速、远航程、大深度、低噪音、强杀伤力和智能化
方向不断发展，水声探测和鱼雷攻击的距离不断增
大，鱼雷已经成为水面舰艇必须应对的主要威胁 。
在此背景下，各海军强国在研制和装备鱼雷防御系
统及设备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文献[1-5]从鱼雷防
御系统的作战对象(即反舰鱼雷)、报警声呐、软硬
杀伤手段和典型的鱼雷防御系统等方面对水面舰
艇鱼雷防御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本文探析构建
一个高效的鱼雷防御系统的需求、面临的挑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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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雷防御系统的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是复杂
多变的，一个理想的鱼雷防御系统必须能在各种情
况下有效对抗各种类型的鱼雷攻击。
1.1

能对抗多种鱼雷的攻击

水面舰艇可能面临的鱼雷威胁是各式各样的。
世界上第一代直航雷依然在服役，并且依然有效(尤
其是在齐射的情况下)。鱼雷的动力推进系统是不同
的，可分为热动力和电动力两大类型，还有不同类
型的推进器。鱼雷动力推进系统的千差万别直接导
致鱼雷辐射噪声、航程、航速、再攻击能力等相应
变化，必然引起对其检测识别的距离和反鱼雷系统
反应时间的不同。另外，制导鱼雷有主/被动声自导、
尾流自导和线导等多种制导方式。对不同制导方式
鱼雷的对抗方法是不同的，这在使用软杀伤手段对
抗鱼雷攻击时会更加明显。即使在鱼雷制导方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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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情况下，由于不同鱼雷的反对抗能力、自导距
离等存在差异，在采用相同的对抗手段时，对抗的
结果也不同。
鱼雷动力推进系统、制导方式及其反对抗能力
都与鱼雷对抗效果紧密相关。在对来袭鱼雷相关信
息已知的情况下，采取针对性的对抗措施，容易实
现经济高效的目标。然而，有关鱼雷的信息往往都
属于绝对保密的内容，获取不易。而鱼雷控制和数
据处理呈现出软件化的趋势，结果是每一个鱼雷很
容易被终端用户定制，更难得到鱼雷的真实信息。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鱼雷防御系统的防御对象千差
万别，但对于智能化程度越低、性能越差的鱼雷对
抗起来越容易。如果一个鱼雷防御系统能够防御高
智能化的现代鱼雷，用其防御性能较差的鱼雷时未
必是最经济的，但一般都会是有效的。从过去十几
年的潜艇和重型鱼雷交易情况也可以看出：拥有浅
海工作区域的海军更关注装备最新被动声呐和先
[6-11]
进重型鱼雷的现代、安静柴电潜艇的反舰能力 。
高效的鱼雷防御系统应该重点关注如何防御现代
智能鱼雷的攻击。
1.2

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

鱼雷防御系统的工作环境也是复杂多变的。工
作环境可能是深海，也可能是浅海。不同海域的环
境噪声、混响级、海底底质等是不同的。即使是在
同一区域，由于海水温度、盐度等情况的不同，声
波传播是不同的。这些差异直接导致声呐对来袭鱼
雷检测、定位和识别能力的差异，和软硬杀伤对抗
[10-15]
器材对抗效果的差异
。
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发射平台也是千差万
别的，如图 1 所示，发动鱼雷攻击的距离也是不一
[8,9]
样的 。潜艇、鱼雷快艇、飞机等都可是鱼雷的发
射平台。当潜艇攻击水面舰艇时，还可利用其强大
的声呐系统通过线导方式对鱼雷进行控制，提高其
反对抗能力。当潜艇突破防线，在近距离上对水面
舰艇突然发动攻击时，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则更短。

图1
Fig.1

发射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的平台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the platforms capable of launching torpedoes
against surface ships and submar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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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组成
潜艇的自噪声比水面舰艇通常要小很多，因此
可以在较远距离上检测、定位和识别水面舰艇。而
水面舰艇探测潜艇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浅海环境
下。现代鱼雷具备高速、大航程等特点，发射艇根
据测得的目标运动要素，设定鱼雷的发射航向、深
度等参数，可远在 10~30 km 范围内的任何舷角采用
单雷和多雷齐射攻击目标。鱼雷根据预先设定的航
速、深度等参数航行，到达事先设定的距离后进入
自导。线导鱼雷通常在发射后低速航行，潜艇通过
线导将鱼雷遥控导引至距目标约 3000~4000 m 处
时，鱼雷自导开机，制导方式从线导切换到声自导，
速度也由低速变为高速，鱼雷进入搜索弹道阶段。
鱼雷发现目标后，转入追踪弹道阶段，通常有尾追
法、平行接近法、提前角导引法、比例导引法等几
种导引方法，无论采用哪种导引方法，鱼雷在末端
弹道对目标均呈尾追态势。对于线导加尾流自导鱼
雷来说，线导过程同线导加声自导鱼雷，进入尾流
自导的瞄准点通常在水面舰艇有效尾流长度的 1/2
[12-14]
处，入射范围一般在舰艉部±60°范围
。
舰艇要对来袭鱼雷进行对抗，需要完成三个阶
段的任务：一是报警阶段，这时对来袭鱼雷实现检
测、识别并发出报警信号，这是实现对鱼雷对抗的
关键步骤。二是对鱼雷信息的反应阶段，这里包括
把环境信息、战术信息和鱼雷的动态位置信息进行
综合，作出本舰规避和发射何种对抗器材的规划
等。三是对抗阶段，这时一方面要在本舰机动过程
中占领有利发射阵位发射对抗器材，另一方面因为
鱼雷具有丢失目标后的再搜索能力，所以需继续监
[15]
视鱼雷的运动 。
显然，要实现对来袭鱼雷的对抗，首先需要解
决如何及时地发现己受到鱼雷的攻击，然后才是采
取哪些有效措施来对抗鱼雷的攻击。从鱼雷发射到
击中目标往往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当水面舰艇
判断受到鱼雷攻击时，只有一个最主要的任务要执
行：尽可能快和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能的措施和设备
去避免这个最致命的打击。如果主要通过鱼雷辐射
噪声来判断鱼雷攻击迫在眉睫，两个因素将决定所
有对抗措施的成功和生存机会：时间和合适的对抗
措施。鱼雷报警越早、系统反应时间越短、对抗器
材性能越高、对抗措施越合理，成功防御鱼雷攻击
[15]
的概率越高 。
在鱼雷防御系统构建方面，美国 QinetiQ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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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研制出了 QDIN 系统，并
给出了一种建模功能，允许对水下战场空间以及鱼
[8,9]
雷和对抗措施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更好的理解 。
QDIN 系统和 QinetiQ 公司多年的经验已经表明，
有效地对抗现代鱼雷需要全自动、高度集成、层次
化防御系统。在当前各国研制的反鱼雷防御系统
中，一般由鱼雷报警子系统、反应决策子系统、对
[5-20]
抗实施子系统三部分组成
，图 2 给出了一个鱼
[8,9]
雷防御系统的示例 。鱼雷报警子系统能自动探测
发现来袭鱼雷，并对鱼雷目标进行识别和定位。反
应决策子系统依据侦察报警子系统的鱼雷报警信
息及敌我态势、对抗器材等信息，快速制定对抗方
案，指挥控制本舰执行规避鱼雷的优化航路，适时
发射和布放对抗器材，对鱼雷实施软硬杀伤。对抗
实施子系统其功能是干扰、诱骗、拦截鱼雷，并实
施舰艇的机动规避，使本舰摆脱鱼雷的追击或鱼雷
航程耗尽而自沉，或者毁伤来袭鱼雷，达到保存本
舰的目的。

Fig. 2

图 2 鱼雷防御系统组成示例
Example of Torpedo Defence System components

在系统组成中，对抗实施子系统反映了系统对
抗鱼雷的主要手段，包括软硬杀伤两种手段。硬杀
伤手段又称主动式对抗技术，主要使用引爆式声诱
饵、反鱼雷鱼雷、火箭深水炸弹及拦截网等措施。
软杀伤手段又称半主动式对抗技术，主要使用各类
声干扰器、声诱饵、气幕弹、假目标(模拟器)等措施。

3 鱼雷目标检测、分类和定位
鱼雷防御是从对来袭鱼雷的识别报警开始的。
对鱼雷的识别报警是进行鱼雷防御的前提，所有鱼
雷防御系统的基础是检测、分类和定位能力。为了
提高对来袭鱼雷的防御成功概率，要求鱼雷报警子
系统满足以下要求：(1) 为给系统对抗鱼雷攻击提
供更多的反应时间，应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对来袭
鱼雷进行快速、高正确率、全自动识别报警；(2) 要
有效地实施对抗，需要知道来袭鱼雷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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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来袭鱼雷和目标平台之间有效地部署助
飞式对抗器材，精确的定位是基本的。(3) 由于来
袭鱼雷可能来自各个方向，要求鱼雷报警子系统具
有 360º 全方位监视报警能力。
在尽可能远的距离上实现对来袭鱼雷的识别
报警和主动定位，无疑可为系统防御提供更多的反
应时间和信息。鱼雷报警主要是利用鱼雷航行时的
辐射噪声来进行被动声呐目标识别。现代鱼雷往往
拥有相对安静的推进系统，能够选择适当的工作深
度和合适的速度策略，采取降低其辐射噪声和充分
利用声场环境等措施，尽可能缩短敌方声呐的检测
和识别距离。而鱼雷作为高速小目标，目标强度小，
主动探测距离近。随着作战环境从深海向浅海转
变，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在浅海，声传播经常是不
利的，并且背景噪声高、混响大，声呐目标探测和
识别定位更加困难。鱼雷报警子系统在设计时不得
不面对的现实是：(1) 声场条件和声呐越差，留下
的反应时间越短；(2) 报警系统的灵敏度越高，虚
警率越高。
要实现对来袭鱼雷的远距离识别报警和定位，
必须能够充分利用海洋声场分布特点和鱼雷自身
特点，从声呐设计和系统配置两个方面采取综合措
施。鱼雷作为高速小目标，同潜艇相比存在一定的
差异。对被动检测识别而言，鱼雷比潜艇的辐射噪
声高，在低频拖线阵声呐工作频带之外的较高频段
上依然存在较多的线谱分量和较强的宽带噪声，可
以用来提高对鱼雷目标的检测识别距离和报警正
确率。从主动探测的角度分析，鱼雷同潜艇相比，
目标强度小，多普勒效应明显。从声呐设计角度考
虑，必须通过对高速小目标的主动探测和被动识别
进行优化，来达到对鱼雷目标远距离检测、定位和
识别报警的要求。另外，在强调对鱼雷目标自动识
别报警的同时，不应忽视人工干预的重要作用；法
国信天翁专用鱼雷报警声呐就是在鱼雷报警后由
[6,7]
操作人员最后确认是否为鱼雷目标 。
从系统配置的角度考虑，利用主被动联合拖曳
阵声呐和舰壳声呐合并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是最理
想的解决方案，并应把对鱼雷和潜艇等目标的探
测、识别和定位进行统筹考虑。来袭鱼雷在远距离
攻击过程中，往往会充分利用声场分布特点在跃层
下面采用低速策略隐蔽接敌。此时鱼雷辐射噪声
低，且往往处在舰壳声呐的声影区里，难于被舰壳
声呐发现。采用主被动联合拖曳阵声呐(CAPTAS)
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声场条件，而且可以降低本舰噪
声的影响和克服平台尺寸限制，通过采用基元数目
众多的长线阵，实现远距离目标探测识别。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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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常规拖线阵声呐左右舷模糊的问题，用于鱼雷报
警的拖线阵多采用三元组水听器阵的特殊结构。德
国采用的是采用拖曳双线阵的方案。采用主被动联
合拖曳阵声呐较好地解决了鱼雷的远程报警和定
位问题，但舰艏方向会存在一定的盲区。充分利用
具有鱼雷目标检测和识别功能艏部的舰壳声呐，并
和主被动联合拖曳阵声呐系统组成一个套装，以实
现鱼雷监视的全方位覆盖；典型的有法国
UMS4610 反潜战系统，集成德国 ASO 90 系列声呐
[6,7]
和 LFTAS 系统的反潜战系统等 。

4 对抗手段选择
采用何种对抗手段防御鱼雷攻击取决于多个
因素：(1) 来袭鱼雷的性能。不同类型的鱼雷对抗
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于直航雷，若能实现远距离报
警，只需要及时地规避机动就可以成功防御。而采
用干扰和诱骗等对抗来袭鱼雷时，能否成功对抗依
赖于鱼雷的反对抗能力、制导方式，以及水面舰艇、
鱼雷和对抗器材三者之间的相对态势等因素。(2)
鱼雷目标的识别和定位能力。不同对抗器材的反应
时间及其有效性，对鱼雷目标的报警距离和定位精
度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3) 系统性能要求、价格、
技术实现的可能性等。综合来看，各国海军在对抗
手段选择上面临软杀伤器材的对抗效果相对低和
发展高性能的硬杀伤器材难度大等难题。
4.1

存在困难

4.1.1 现有软杀伤器材的对抗效果在降低
随着鱼雷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和航程的增加，利
用软杀伤手段对抗鱼雷攻击将越来越困难。一是现
代先进鱼雷都具有目标识别和电子反对抗的能力，
可以通过目标识别、弹道逻辑、捕获逻辑等区分人
工干扰目标和真实目标。具有线导功能的反舰鱼雷
还可以利用潜艇上强大的声呐系统来识别真假目
标，进一步提高反对抗能力。二是鱼雷航程增大，
并具有丢失目标后的再搜索能力，鱼雷航程耗尽需
要较长的时间，并可能重新攻击真实目标。三是现
代鱼雷往往具有多种制导方式，可以组合使用。对
于对抗声制导鱼雷的干扰器和声诱饵等软对抗器
材无法对抗尾流制导鱼雷；受到对抗器材尺寸等限
制，部分基于电声转换的声呐干扰器工作频率较
[1]
高，无法有效干扰敌潜艇声呐 。
4.1.2 发展高性能的硬杀伤器材难度大
采用火箭深弹、拦截弹和反鱼雷鱼雷等硬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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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可以对抗所有类型的鱼雷。但火箭深弹和拦截
弹单枚对抗器材的杀伤概率低，必须发射多枚器材
才能保证对来袭鱼雷一定的成功拦截概率。使用反
鱼雷鱼雷可以保证高的成功拦截概率，但反鱼雷鱼
雷的研制难度非常大，目前只有俄罗斯成功研制出
反鱼雷鱼雷。主要原因是声音在水中传播的速度
慢，只有 1500 m/s，获得目标位置信息时的数据较
少，加上水的粘滞力，反鱼雷鱼雷的机动性能受到
影响。反鱼雷鱼雷在拦截来袭鱼雷时，希望具有大
的搜索扇面和好的机动性能，尺寸一般较小，但要
在很小的空间内完成所有功能难度很大。美国曾在
上世纪末因信号处理能力不足而一度终止了反鱼
[3]
雷鱼雷的研制 。
4.2

解决措施

4.2.1 持续改进软杀伤对抗器材
软杀伤对抗器材是在与鱼雷的不断抗衡过程中
发展的。软杀伤鱼雷对智能程度不高的声制导鱼雷
有非常好的对抗效果，对智能化程度高的鱼雷也有
一定的对抗效果。目前情况下，水面舰艇可能会受
到各种各样的鱼雷攻击，加上软杀伤对抗器材同硬
杀伤器材相比成本低，研制容易，在现在和将来一
段时间内，软杀伤对抗器材依然是主要的对抗器材。
为了提高软杀伤器材的对抗效果，可从几个方
面入手：一是对已有软杀伤对抗器材持续改进。例
如，随着鱼雷工作频率不断移向低频，干扰器和声
诱饵的工作频率也应该移向低频；更加逼真地模拟
舰艇的辐射噪声特征、回波特征，以及谱的结构，
尺度、亮点、机动特征等等。二是研制新型软杀伤
对抗器材。如为了对抗尾流自导鱼雷，研制尾流自
导干扰器(美国计划为其 SLQ-25A 拖曳式声诱饵增
加尾流自导干扰功能)、尾流模拟器；为了提高对鱼
雷引导声呐的干扰效果，研制爆炸式低频声干扰器
等。三是增加软杀伤器材的功能。在可能的情况下，
不但应将鱼雷和声呐的干扰及诱骗功能集成在一
个器材里，还应该将器材的软杀伤能力和目标探测
功能结合起来，并增加器材的通信功能，可以在对
抗鱼雷攻击时形成一个网络，根据鱼雷、器材、水
面舰艇之间态势的变化，合理改变软杀伤器材的工
[3]
作模式，增强软杀伤效果 。
4.2.2 重视发展硬杀伤对抗器材
随着鱼雷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和航程的增加，只
利用软杀伤手段配合本舰机动规避对抗鱼雷攻击
将越来越困难。若水面舰采用硬杀伤系统去对抗各
种鱼雷的攻击，不受鱼雷的种类和续航能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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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能够在近距离内实施对抗，不需要舰艇规避，
直接摧毁来袭鱼雷，这必然是未来水声对抗器材的
发展方向。目前已研制成功和正在研制的硬杀伤器
材主要有：反鱼雷鱼雷、引爆式声诱饵、拦截网、
深水炸弹、拦截弹等，其中前三种硬杀伤器材呈现
出比较好的应用前景。反鱼雷鱼雷可主动迎击来袭
的各种鱼雷，成功拦截来袭鱼雷的概率高，俄罗斯
已经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美国、德国等正在进行
研制。引爆式声诱饵将软杀伤器材的诱骗功能和硬
杀伤器材的摧毁功能结合在一起，可将声制导鱼雷
诱骗过来摧毁，解决了纯软杀伤器材即使成功诱骗
了鱼雷，依然还需要解决鱼雷丢失目标后的再搜索
攻击的问题。拦截网在水面舰船尾部布放，因为尾
流自导鱼雷就是利用水面舰艇形成的尾流跟踪而
至，来袭方位非常明确，可以利用拦截网防御尾流
[4]
自导鱼雷的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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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在对抗鱼雷攻击的过程中，可以把作战空间
划分为远、中、近三个区域。在与鱼雷交战的第一
阶段，即在最远的区域上实际是要和潜艇这个鱼雷
的发射平台对抗。这可以通过降低舰艇辐射噪声等
手段，影响潜艇目标探测和定位，阻止敌潜艇发动
鱼雷攻击。在鱼雷攻击水面舰艇的过程中，也可以
发射声呐干扰器，对敌潜艇声呐进行干扰，干扰敌
潜艇声呐对鱼雷进行线导。在与鱼雷交战的第二阶
段，即在中等距离上，主要使用软杀伤对抗器材对
敌鱼雷进行干扰和诱骗。而在与鱼雷交战的最后一
个阶段，此时鱼雷距离水面舰艇很近，则主要使用
硬杀伤手段直接摧毁来袭鱼雷。当然，在此阶段依
然可以采用软杀伤手段对抗来袭鱼雷，如使用拖曳
式声诱饵等。在目前的国外水面舰艇鱼雷防御系统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把拖曳式声诱饵作为对抗来袭
鱼雷攻击的最后一层的防御手段。

5 多层次防御
由于各种新型鱼雷具有高航速、远航程、大深
度、低噪音、强杀伤力和智能化等特点，加上海洋
信道的复杂性，仅靠一种对抗方式难以保证高的成
功概率。为了提高对抗鱼雷的成功概率，客观上要
求采用多层次防御。鱼雷防御系统采取适当的对抗
措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鱼雷目标信息
不全。在远距离对来袭鱼雷识别报警时一般不会知
道鱼雷的制导方式、航速、距离、反对抗能力等信
息，而这些信息又是实施高效鱼雷防御所需的内
容。在无法确定来袭鱼雷特点时，应假定交战对手
使用的是先进鱼雷。其次，国外目前已经研究出的
多种水面舰艇反鱼雷装备与器材的对抗功能比较
单一。对来袭鱼雷实施软硬结合的层次化防御系统
主要面临的是同区域、同频带、同时间、同环境的
问题，要更强调体系防御、协同工作，相互兼容、
互不影响的原则，需要解决声兼容、发射时机、组
合使用方法等多个问题，并考虑本舰机动的限制
等。三是对抗器材的数量有限，对抗一枚鱼雷攻击
往往需要消耗多枚对抗器材，另外还要防备发射平
台的再次鱼雷发射等。
在水面舰艇防御鱼雷攻击的过程中，水面舰艇
的生存能力依赖于对水下作战空间的把控能力。水
面舰艇鱼雷防御的突出优势是可以使用助推火箭
把一些对抗器材发射到离本舰不同距离上，并同拖
曳式对抗器材一起对来袭鱼雷实施软硬结合的多
层次防御。图 3 给出了与鱼雷交战的不同阶段的示

图 3 对抗鱼雷攻击的不同阶段
Fig.3 Stages of Torpedo engagement

对于线导加尾流自导的鱼雷来说，当鱼雷进入
尾流自导阶段后，水声对抗设备已不起作用，依靠
舰艇机动也无法摆脱鱼雷跟踪。如果对该类型鱼雷
实施水声对抗，则需要在鱼雷线导阶段，对敌潜艇
上的引导声呐进行噪声干扰。如果采用硬杀伤武
器，则可对鱼雷进行远、中、近多层次的拦截，但
最好选择在鱼雷进入尾流之前的中、远距离进行拦
截。对于线导加声自导的鱼雷来说，当鱼雷自导系
统发现并锁定水面舰艇后，各种声诱饵将很难诱骗
鱼雷，因此声诱饵的使用要求鱼雷自导系统开机搜
索后首先发现诱饵而不是水面舰艇。对该型鱼雷的
噪声干扰，可在鱼雷自导阶段采用高频干扰器干扰
鱼雷声自导头，也可在线导阶段采用低频干扰器干
扰敌潜艇上的引导声呐。如果采用硬杀伤武器，则
可对鱼雷进行远、中、近多层次的拦截。
水面舰艇对来袭鱼雷实施多层次防御过程中，
为了提高对抗效果，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考虑，提高系统的声兼容性，
避免各种器材间的相互影响。解决声兼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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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频、分时、增加敌我识别编码、采用不同的信
号形式等。例如为了不影响对反舰鱼雷的干扰和诱
骗，美国和德国正在研制的反鱼雷鱼雷采取了高频
声自导系统。二是做好各种器材和措施的组合使
用。例如声干扰器和声诱饵可以配合使用，进行本
舰机动配合鱼雷防御；把声诱饵和拦截弹配合使
用，将诱骗和硬杀伤结合提高拦截概率等。三是对
鱼雷目标进行保持跟踪和定位，根据鱼雷、器材、
水面舰艇之间态势的变化，合理改变软杀伤器材的
工作模式，增强软杀伤效果。四是必须考虑对敌发
射平台的攻击问题，做到攻防一体。由于敌潜艇在
遭受鱼雷攻击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对抗鱼雷攻击，
水面舰艇采用反潜武器以最大射程攻击潜艇是反
鱼雷防御的较好手段。在舰艇武器的威胁下，潜艇
不得不规避、放弃遥控，这必然影响鱼雷攻击效果。
如果摧毁敌潜艇，则避免了再次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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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13]

要成功地阻止现代鱼雷的攻击，必须设计一个
全自动、高集成度、层次化的高效鱼雷防御系统，
其重要环节有以下几点：(1) 高性能的鱼雷报警子
系统是前提；(2) 具有快速反应、协调一致的综合
反应子系统是关键；(3) 多功能的软硬杀伤手段是
重点。近年来，随着鱼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鱼雷
隐身降噪水平和反对抗能力的提高，加上作战海域
正在从深海向浅海区域转变，导致原有鱼雷防御系
统威胁探测识别能力和对抗能力的相对下降。高效
的鱼雷防御系统需要采用更长的线阵和新信号处
理技术等措施提高鱼雷目标的识别定位能力，持续
增强软杀伤对抗器材的对抗效果，研制高性能的硬
杀伤对抗手段，并将鱼雷防御和对潜攻击所有的功
能集成在一起，构成一个软硬结合、多层防御、攻
防一体、反应快速的全自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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