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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设想和研制规划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国防科委和

有关单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建立

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和专业研制部门，规划在

1973-1975 年研制出我国第一个反导弹武器

系统。

1．建立相应领导机构和专业研制部门。

1964 年 3 月 23 日，国防科委召开弹道式

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四机部部长王诤、五院

副院长钱学森和十院、科学院、炮兵等单位 30

多名专家、领导干部参加。会上初步确定了以

导弹反导弹、超级大炮反导弹和激光反导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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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技术途径，并把导弹反导弹途径放

在第一位。由国防部五院负责；超炮

反导弹由炮兵科学研究院负责；激光

反导弹由科学院上海光电所负责。会

后国防科委向毛泽东和中央专委呈

报了《关于防御敌人导弹的研究工作

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4月17日，五院二分院向院呈报

开展反导弹工作的意见，建议立即成

立一个规划小组，由 8 人组成。其任

务是负责制订反弹道导弹和红旗三

号总体规划，年内拟订出技术途径和

战术技术指标。二分院党委常委提出

由蔡金涛副院长负责指导该项工作。

按照钱学森的指示，宋健开始搜

集和分析国外相关情报资料、开展

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反复分析计算，

1964年 5月，宋健写信给五院副院长

钱学森，提出应先研制低空拦截反导

弹系统，主要性能指标为：识别高度

80 公里 ；拦截高度 15 公里左右 ；导

弹飞行时间约 20 秒，导弹平均速度

1500米 /秒。钱学森对此表示同意。

这样，基本形成了“反击一号”的指标

设想。二院开始技术设计工作。1965

年 1 月 4 日，以国防部五院为基础成

立了第七机械工业部。国防部五院所

属二分院改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二

院调整为地空拦截式导弹研究院。

1965 年 2 月 -6 月七机部在二院

二部“反导规划小组”的基础上，成

立了 502 室，4 月改为七一一所，由

部直接领导。6月30日经国防工办批

准，在七一一所的基础上成立反导弹

武器系统总体研究所，代号为七机部

二院二十六所。承担反导弹技术抓总

和和反导弹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任

务。钱学森推荐宋健担任该所所长。

二院自 1964 年开始组织队伍，

1969 年 8 月改成反导弹、反卫星总

体研究院，十几年时间内全力开展了

反弹道导弹系统总体设计和配套设

备的研制。

2．确定方案设想和研制规划。

1965 年 5 月 4 日 -5 日，周恩来

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 12 次会

议，会议同意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

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安排意

见。5 月 10 日，中央专委办公室根据

专委第 12 次会议精神，发出《关于

防御敌导弹研究工作问题的通知》。

要求四、五、六、七机部、中国科学

院、炮兵、二十基地等有关部门，必

须把防御敌导弹的研究列入本单位

的季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由国防科委

组织上述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1965 年 6 月 26 日，七机部向国

防科委上报《反导弹导弹武器系统初

步方案设想和研制意见》，内容有敌

情分析、拦截方法、战术技术指标、

预警、跟踪、识别、制导和研制进度

等。7 月 8 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和

军委呈报《关于导弹防御体系各系统

的研制规划报告》。规划设想在 1973

年 -1975 年研制出试验系统，进行拦

截试验。8 月 27 日中央专委第 13 次

会议批复同意了这个规划。不久，七

机部将反导弹体系的代号编为“640”

工程。

1966 年 2 月 28 日，国防科委

召开“640”工程汇报会议，确定以

中、远程弹道导弹为主要目标，搞

“点”防御。1967 年 10 月，国防科

委召开全国“640”工程会议，国家

计委、国防工办、总参、空军、炮司、

一二四五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 16

个单位127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

建立“640”工程综合总体和指控系

统的研究单位问题，正式确定了 5 个

系统的工程代号，及加速反导弹试验

靶场的建设和开展反导弹用核弹头

研制工作的建议。会议确定第一个奋

斗目标是在建国 25 周年时，研制成

功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建好包括

预警系统在内的第一个反导弹防区，

并对具体工作进度作了安排。

此后，“640”工程研制工作全面

快速展开。

3．提出“640”防区的设想。

1970 年 2 月，二院军管会向部

及国防科委提出在 1974 年前建立

“640”防区的设想。提出该防区应具

有反弹道导弹，反低轨道卫星兼有反

飞机能力。方案对防区地点、武器配

备、兵力部署、预警范围、指挥系统、

作战过程、建设进度等都提出了具体

意见。5 月，二院型号总体方案学习

◆毛泽东与火箭专家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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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对原方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提出

了一个新的“640”防区的设想。同

年 7 月 15 日，国防科委向中央军委

办事组呈报《关于反导弹反卫星武器

第一个防区的设想和几个问题的请

示》，具体提出了建设北京防区的方

案设想，防区建成后由空军使用。

1970 年 8 月 15 日 -9 月 19 日，

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计划会议，制订

1971 年计划和“四五”计划设想。

会议在“三年赶、两年超”（即用三

年赶上，再用两年超过美苏的水平）

冒进口号的指导下，确定七机部在

“四五”期间总的设想是：到 1974 年

在主要战略导弹武器（洲际导弹、潜

地导弹和反导弹、反卫星导弹）方

面，赶上当时美、苏的水平。二院的

任务是 ：“一年一个型号，四年建成

防区”，1974 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反导

弹、反卫星防区，做到一次可拦截 15

至 30个来袭弹头。事实证明，这是脱

离实际、根本无条件实现的高指标。

根据“四五”任务规划，12 月，二

院二部正式提出我国第一个反弹道

导弹防区（“640”防区）方案设想。

力争 1974 年对来袭的弹头实现高低

空两次拦截，同时能拦截低轨道侦察

卫星和低轨道武器，并能作中程进攻

性导弹使用。防区由预警系统（相控

阵预警雷达，超视距雷达等）、识别

系统（高空识别雷达，高空电视辐射

计，红外尾流探测仪等）、武器系统、

制导雷达系统（“715”雷达、控制系

统等）组成。1971 年 1 月，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示同意第一个“640”防区

建在京、津地区，争取于 1974 年建

成，并决定将反导弹、反卫星武器系

统的研制任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1971 年 6 月国防科委和空军联合召

开会议，进一步讨论防区建设和武器

研制问题，决定首先研制高拦武器。

为了突破“640”工程的技术难

点，七机部与天津市组织力量展开了

“天津会战”，会战的主要项目有：反

导系统精密跟踪相控阵雷达，导弹发

射架，导弹自动驾驶仪，无线电控制

仪，固体发动机壳体，控制指挥用数

字计算机等。会战取得一定的成果。

二、“640 工程”的基本情况
和成果

1966 年 3 月 30 日，七机部下发

关于反导弹体系代号的通知，反导弹

体系的代号编为“640”工程。各分系

统的代号为：反弹道导弹系统 640-1

工程，超级炮为 640-2 工程，激光

炮为 640-3 工程，预警雷达系统为

640-4 工程，弹头再入物理现象的研

究为 640-5 工程。

1．640-1 工程

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包括低空

拦截和高空拦截反导系统。低拦系

统，主要开展了“红旗八十一号”（后

改称“反击一号”）试验器系统的研

制和“反击二号”导弹武器系统总体

方案的论证并进行了单项预研；高拦

系统，主要开展了“反击三号”导弹

武器系统总体方案的论证和各分系

统的攻关试验。

⑴“反击一号”。“反击一号”试

验器系统方案以拦截我国中程地地

导弹“东风三号”在再入弹头为目标，

该系统包括：导弹、目标精密跟踪雷

达、制导雷达、导弹发射设备以及把

这些设备联结成拦截系统并与远程

预警雷达（“110”雷达）协同工作的

指挥所。 

1965 年 12 月 22 日，七机部下

发 1966 年研制生产计划考核项目。

要求二院开展“红旗八十一号”（反

导弹导弹）的预先研究工作。1966

年 2 月 19-20 日，二院研制的“红

旗八十一号”3 发小比例模型弹飞行

实验成功。1968 年 1 月 10 日，国

防科委批复，二院本年要进行“反击

一号”模型弹研制和飞行实验，1969

年进行低空方案拦击试验。1968 年

上半年，由于（文革），一些单位处

于瘫痪状态，“反击一号”安排的 19

项科研计划，全部未完成。严重影响

到“反击一号”的研制进度。1970 年

8 月，“反击一号”第一发模型弹在

二十基地进行飞行试验，达到了预定

目标。1972 年 4 月，“反击一号”第

一批两发独立回路遥测弹完成总装、

出厂交付。5 月 15 日，遥测弹在昆

明基地进行飞行试验，发射后不久，

导弹在空中爆炸，试验失败。周总理

得知消息后指示 ：“不要急于打第二

◆“反击一号”导弹在转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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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要认真把问题搞清楚，然后采取

措施，再考虑打第二发。”军委副主

席叶剑英也批示，要求把好质量关。

二院迅速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和

讨论，找出了试验失败的主要原因。

决定加强地面试验，并采取了两项技

术措施，即加强全弹特别是过渡舱的

防热和改进发动机的点火装置。经过

反复试验，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1979 年 8 月至 9 月，“反击一号”在

昆明基地成功地进行了两发模型遥

测弹的飞行试验。

1978 年 10 月，二院向七机部上

报《关于结束反击一号研制工作的

报告》，提出，准备

在完成 3 发模型弹

后结束研制工作。

1980年3月9日，国

防科委通知，停止

“反击一号”研制。

⑵为了装备反

导防区，在“反击

一号”研制的同时，

二院于1970年开展

了低空拦截武器系

统“反击二号”的

方案论证和研制工

作，确定其战术指

标是：射程 50 公里，

拦截高度 20-40 公

里。1971 年 10 月

至 1972 年 4 月，共

进行了 6 次小比例

(1 ∶ 5) 模型弹弹射

试验，其中 5 次获得

了成功，1973 年因

任务调整停止了研

制。

⑶ 1971 年 6

月国防科委和空军

联合召开会议，决

定首先研制高拦武

器，后定名为“反

击三号”。“反击三号”是一种在几百

公里的高度上，在外层空间拦截敌方

来袭弹头的反导武器系统，由导弹、

“715”精密制导雷达、“7010”预警

（目标）雷达、指挥所和地面设备组

成。“反击三号”导弹为三级固体导

弹，最大直径1.4米，从地下井发射。

1974 年 5—6 月，七机部和二院

共同组织召开了“反击三号”高拦反

导武器系统方案讨论会和技术协调

会，并开展了配套设备研制和关键技

术攻关。由于工程任务的调整，1977

年“反击三号”也停止了研制，其中

已研制成功的 S-7 大型车载计算机

作为东风五号和其他型号配套使用。

二院在研制“反击一号”的同时，

还完成了实践二号乙卫星设计、反卫

一号 ( 以卫星反卫星 ) 武器系统总体

设计和部分设备研制试验，这些试验

均获得了成功。

2．640-2 工程

1971 年 1 月，为了便于“640”

工程的统一指挥，七机部军管会根据

国防科委通知，由二院接管了常规兵

器研究院（即总后勤部二十院）所属

超级炮研究所，代号为二一○所。

二一○所承担的超级大炮反导

系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试图用炮射次口径弹作为拦截手

段。早在 1965 年 -1966 年间，就在

85 毫米口径滑膛炮上进行了试验。

4 公斤的弹丸，初速达到了 1200 米

/ 秒，这个速度比改装前提高 50%。

1966 年 -1968 年，在 140 炮毫米口

径的滑膛炮上进行了 11 次 48 发试

验，发射 18 公斤重的弹头初速达到

了 1600 米 / 秒，射高达到了 74 公里，

射程 130 公里，1000 米立靶射击精

度 0．0168%，达到了当时国际水平。

在滑膛炮发射次口径弹试验的同时，

二一○所还进行了320毫米次口径火

箭加力弹、固体冲压加力弹的研究试

验，确定了 320 毫米超级大炮——

“先锋号”超级大炮的设计方案 ：炮

长 26 米，炮重 155 吨，弹重 160 公

斤，初速 900 米 / 秒。力争在 1969 年

参加拦截“东风三号”弹头的试验。

第二阶段，1970 年，研究人员意

识到由于国际上突防技术的发展，利

用无控次口径弹拦截导弹已不可能，

改为研究炮射导弹。为了研制能承受

高过载的陀螺敏感元件，二一○所和

电子工业部一四一○所合作，专门研

制出了能成功挺过3000个到 5000个

股的振梁速率陀螺。这种陀螺现已装

备到了其他导弹工程上，并荣获国家

发明奖。二一○所还对回收弹丸做了

◆正在做发射前准备的“反击一号”导弹，可见其采
用陆基单臂导弹发射架进行倾斜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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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包括：140 毫米口径炮

射高过载开伞回收弹试验，成功从

3000 到 15000 个 g 的高过载环境里

开伞回收，成功率 100%；弹丸速度达

到 3-4 倍音速时开伞，成功。以上几

项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空间飞行器

再入开伞回收技术的进展。经过几年

探索，二一○所认识到炮射导弹研究

缺乏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于 1978

年经批准停止研制。

3．640-3 工程

中国激光科技从一开始就得到

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军

委副主席林彪等高度重视激光武器

的发展，对此并寄予厚望。在聂荣臻

等支持下，1964 年，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上海

光机所”）成立，主攻高功率、大能

量的强激光器研究工作，承担 640-3

工程研制任务。上海光机所以高功率

固体激光器为主攻目标，启动钕玻

璃激光系统研制。到 70 年代中期，

640-3 工程的激光远距离打靶和激

光反响尾蛇导弹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获国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奖。虽然激

光炮研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

存在着根本性的技术障碍，于 1976

年下马。640-3工程使我国激光技术

科研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4．640-4 工程

“640”工程的战略预警雷达系统

发展比较顺利。该雷达系统的核心是

7010 相控雷达和 110 单脉冲跟踪雷

达。由南京第 14 电子研究所负责研

制。

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于1970年

5 月批准研制，1972 年开始小面阵天

线设备的安装架设和联调，1975 年

10 月正式开机观察外空目标 ；1976

年进行全面阵天线安装调试并投入

运转。7010 相控阵预警雷达面宽 40

米，高 20 米，探测距离 3000 公里，

可以连续跟踪十批以上目标。1977

年以后多次完成我国导弹、卫星观测

任务。

110 单脉冲超远程精密跟踪雷

达探测距离大于 2000 公里。1965 年

至 1970 年，我国在 1959 年研制的

110 模拟试验雷达基础上，开展了

卡塞格伦式单脉冲天线、脉冲压缩、

脉冲多卜勒测速、参量放大器、先进

计算机应用、大型天线结构及转台研

究，获技术突破并进入雷达工程实施

阶段。1977 年，我国第一部 110 超

远程跟踪雷达装备部队，110 单脉冲

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探测距离大于

2000 公里，在我国发射洲际火箭、卫

星等工程中多次执行了跟踪测量国

外外空目标的任务。110雷达的研制

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

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

110 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

7010 相控阵预警雷达可探测外空目

标，对我国发射中程和远程导弹、人

造卫星、同步卫星等都具有重要作

用。它们的研制成功，缩短了我国的

雷达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

距。1979 年和 1983 年，以我国自行

研制的 110 超远程跟踪雷达和 7010

相控阵预警雷达为主的探测设备，准

确地跟踪了美国“天空实验”和苏联

1402 号核动力卫星，为我国准确地

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

◆“反击一号”模型遥测弹。

◆“先锋”反导超级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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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

三、“640”工程的调整和下马

“640”工程“高、大、精、尖”

（张爱萍语），技术难度大，但我国当

时在技术水平、生产条件和经济上都

不具备全面展开这样庞大复杂、工程

浩大的系统研制工作，因而在“640”

工程的研制工程中，出现了大量困

难，天津会战和068基地（二院反击型

号三线基地）的建设虽然投资巨大，

但是进展缓慢。十多年来，广大科研

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拿不出预

期的型号产品。自 1974 年后，研制

工作一再收缩。“640”工程长期处于

“欲干不成、欲罢不忍”的状态。

在科研人员不断进行研究的同

时，世界的局势正在悄然变化着。

1972 年美国和苏联签订了《限制反

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976 年，美国

宣布关闭“卫兵”导弹防御系统。这

不能不影响到“640”工程的决策者

和参与者。但是在“文革”中，人们

对“640”工程提出的异议，却被认

为是“歪曲最高指示”、“下马风、散

伙风”而遭受批判。

1977 年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

“640”工程研制任务的调整。1977 年

11 月，七机部在《关于二院方向任

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武器研

制改为系统试验”。彻底扭转了“640”

系列工程的方向，也预定了它们的结

局。1978 年 2 月，二院向七机部呈

交《关于二一○所任务方向问题的报

告》，提出终止反导超级大炮的预研

工作。两个月后的 4 月 26 日，七机

部部长宋任穷向二院传达了国防科

委的意见：组成一支精干队伍，继续

进行反导多途径探索；所需经费专款

专用；其他力量承担进攻性武器的研

制任务。

6 月 29 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

听取国防科委汇报，研究调整七机部

二院任务方向和制订空间技术发展

规划等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

念、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

点是：要拼命把“东风五号”搞出来，

要集中力量加快进攻性核武器的研

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二院应把研

制力量放到进攻性武器的研制上。反

导武器还是要积极研究，留少数人继

续搞。8-9 月，二院在昆明基地成功

地进行了“反击一号”两发模型遥测

弹的飞行试验。随后不久，考虑到

“反击一号”技术落后，研制周期长，

资金消耗大，技术力量不足，生产条

件差，“继续搞下去对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合理调整二院任务和研制力量

不利”，二院遂主动向部里提出 ：在

完成3发模型弹后结束研制工作。同

年 12 月，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召开联

席会议，明确二院的主要任务是承担

潜地导弹研制任务。二院只留少数人

继续进行反导弹预研，搞多种途径探

索。

1980 年 3 月 19 日，国防科委党

委常委在听取七机部汇报时，对反导

弹、反卫星研究工作确定了调整原

则：停止反击一号、反击三号和炮射

导弹的研制与试验，1985 年前由型

号研制调整为多途径探索的预研，反

导技术途径以导弹反导弹与强激光

为主。停止炮射导弹的预研；结束在

天津市的反导跟踪雷达会战；继续研

制 301 单脉冲雷达 ；将反卫星技术

的总体方案设计任务调整为单项预

研。科委党委常委指出，发展反导弹

技术应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长期搞下

去。

1982年，航天部计划会议正式决

定“640”工程下马。除保留激光破坏

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

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

止进行。

在十多年的艰苦工作中，二院和

其他单位的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职

工克服了种种困难，摸索了反导系统

工程，特别是反导系统的各种技术途

径。通过研究、设计、试制和实验，

检验了各系统设计方案和各设备的

工作原理，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数

据和资料，培养和锻炼了一支科技、

管理、政工与技术保障的干部队伍，

取得了丰富的研制工作经验，为以后

的型号研制工作提供了许多实践依

据。这些都对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是

具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受“文革”

的严重破坏和“左”的指导思想干扰，

“640”工程走了不少弯路，受到不少

损失，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如今“7010”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只剩下巨大的混凝土基座和一些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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