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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韩国国防部正式发布了“国
防改革 2.0”计划，并以该计划为指导
启动了韩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

涉及四大领域

“国防改革 2.0”计划聚焦应对核导
威胁等问题，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的内
容。

第一，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紧建
设韩军“三轴作战体系”。计划提出，
2019 年至 2023 年韩国国防预算总投入
将达到 270.7万亿韩元，约合 2418亿美
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7.5%，增幅创
历史新高。2018 年，韩国国防预算为
43 万亿韩元，其中“防卫力改善费”
为 13.5万亿韩元，该款项主要用于韩军
“三轴作战体系”等国防现代化项目。
未来 5年，随着国防预算不断提高，韩
军“三轴作战体系”项目将获得更多经
费。

第二，调整指挥体系，提高运行
效率。在“国防改革 2.0”计划中，韩
军指挥体系改革是“重头戏”。按照
计划，除继续履行情报和作战职能
外，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将下放部分军
令权至战区级，从而构建起“以联合
参谋本部为中心的战区作战指挥体
制”。目前，韩国已经开始着手调整
国防部和防卫事业厅的部分职能机
构。韩国国防部成立了特别工作组，
负责规划军队编制和裁减非战斗部队
编制员额。

第三，优化兵力规模结构，缩短
服役期限。根据改革计划，到 2022
年，韩军现役军人将从目前的 61.8 万
人缩减至 50万人。其中，陆军将裁减
11.8 万 人，空军和海军兵力维持不
变。同时，韩军还将增加登陆作战、
战略预警、网络作战以及太空部队等
新力量。未来 5年，韩军后勤、科研、
院校等非战斗部队的部分工作岗位将
向社会开放，使非战斗部队文职人员
的比重达到 10%。今年 10月 1日起，韩
军将正式启动兵役制度改革，2017年 1
月 3日后入伍的现役人员都将缩短服役

期。按计划，到 2022 年 5 月前，陆军
和海军陆战队的服役期将由 21个月缩
短至 18个月，海军服役期将由 23个月
缩短至 20个月，空军服役期将由 24个
月缩短至 22个月。

第四，推进国防采购改革，支持
本国国防工业发展。“国防改革 2.0”
计划认为，人工智能等先进科学技
术，将深刻重塑未来战场环境。作为
“国防改革 2.0”计划的配套举措，韩
国国防采办项目管理局(DAPA)提出了
“国防商业创新计划”。该计划提出，
DAPA将根据安全与经济条件以及技术
成熟度，对国防需求进行实时监测并
灵活调整相关采购计划。为支持韩国
国防工业发展，DAPA将成立新的国防
科技规划和评估机构，并投资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等产业，推动工业 4.0技术
的发展，使目前以成本为导向的竞争
环境，转向以技术和质量为导向的竞
争环境。

源于三点考虑

此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是韩国应对
现实问题与未来挑战的举措，主要出于
三点考虑。

一是安全环境的变化。朝鲜半岛
核导危机以来，韩国开始强调重点发
展攻击能力，以应对可能的严峻局
势。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更是强调
“以绝对国防优势实现朝鲜半岛和
平”，要求韩军加快推进国防改革的
步伐。

二是国防体制存在积弊。韩国军
队组织庞大、机构重叠，军种结构不
合理的问题较为严重，且至今尚未建
立起独立的作战指挥体系。韩军的情
报侦察几乎完全依赖美军，武器装备
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也离不开美国的
支持。另外，近年来韩军征兵难等问
题也愈加凸显。韩国认为，这样的军
队无法打赢战争。“国防改革 2.0”计
划就是要以持久充足的国防投入，改
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建设一支规模更
小、效率更高的武装力量。

三是适应韩美同盟变化的需要。
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的特朗普入主
白宫后，希望韩国能够提升防务能力
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特别是在驻
韩美军重心南移的背景下，加快推进
国防改革、提升军队实力对韩国而言
尤为迫切。

成效尚难预料

“国防改革 2.0”计划未来能否顺
利实施，将主要受制于韩国国内政治
力量、军种利益分配，以及美国因素
的影响。

韩国国内执政党和在野党相互掣肘
由来已久，受其影响韩国国会常常难以
就某个议题达成一致。韩国国防部曾于
2011 年制定了一个改革军令军政体制
的计划，但因国会强烈反对，导致该计
划被搁置 1年，最后不了了之。目前，
在韩国国会内部，议员们普遍对“国防
改革 2.0”计划的基本方向表示赞同，
但对很多细节持有不同看法，如果长期
纠缠不清，将会给此轮国防改革带来严
重影响。

韩国陆军规模庞大、掌握众多资源
和权力，并占据韩军高层指挥系统——
联合参谋本部的大部分要职。根据“国
防改革 2.0”计划，这次改革的重点是
联合参谋本部，还要大幅裁减陆军。如
果不能妥善处理利益分配的矛盾，必将
引起韩国陆军的强烈不满，从而给改革
带来重重阻力。

韩军增强自身实力并承担更多的
防务责任，这是美国所乐见的。不
过，韩国的国防改革不能改变美韩
军事同盟的主从关系，并且要在驻
军防卫费分摊等重大议题上服从美
国的战略布局，这是美国的底线。
当年卢武铉政府的“2020 计划”和
李明博政府的“2030 计划”，都因带
有“反美基因”而“胎死腹中”。这
轮改革，文在寅政府信誓旦旦地称
要打造“自主国防”，恐怕也会引起
美国的不满。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聚焦韩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
■慕小明

据报道，近年来，韩国加速构建
“杀伤链”攻击系统，建设完成时间
目前设定为 2023 年。韩国版“杀伤
链”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韩军通过
先发制人的方式应对敌方导弹威胁。
该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韩国各界的重
视，直接影响韩国国防力量的建设。

韩国版“杀伤链”于2013年正式
提出。它是韩军在美军版“杀伤链”
概念基础上，结合自身作战环境、作
战需求和能力现状等改造而成。韩国
版“杀伤链”包括4个环节，即发现-
定位-决策-打击，并要求在30分钟内
完成所有步骤。

发现。借助侦察机和卫星等态势
感知装备，对敌方区域特别是预想敏
感地区实施侦察和搜索，并初步确认
敌方导弹及相关目标的位置。该环节
重点搜索敌方导弹阵地、重点机动路
线以及其他可能发射导弹的地区。韩
军要求该环节在1分钟内完成。

定位。确定敌方导弹及相关设施的
精确位置、运动规律以及导弹类型等信
息。该环节需要投入多种传感器，通过
空天等多维数据与电磁等全频谱数据的
有机融合，快速准确确定目标细节特
征。韩军要求该环节在1分钟内完成。

决策。决定攻击敌方导弹及相关
设施，并确定合适的攻击方式。该环
节对决策者的能力要求较高。决策者
需快速确定可用的武器装备，全方位
考虑政治、军事、作战环境等因素，
确保打击方案的最优化。韩军要求该
环节在3分钟内完成。

打击。采取行动攻击敌方导弹及相
关设施。该环节要求打击力量必须能够
准确、及时地接收攻击指令，确保攻击
行动的精准实施；攻击行动必须在执行
部门的严密控制与监视下实施，若未能
实现打击效果，则进行二次攻击。韩军
要求该环节在25分钟内完成。

可以看出，韩国版“杀伤链”极
为重视与时间赛跑。在攻击时机上，
韩国版“杀伤链”在怀疑敌方导弹出
现明显发射征兆时即可实施打击。然
而，一旦判断失误，“误打”引发战
争或“不打”错失战机都将成为可
能。因此，如何准确判定敌方导弹意
图、准确把握“杀伤链”攻击时间成
为韩军面临的重大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韩军并未将跟踪
环节纳入“杀伤链”，从而导致该系
统在实战应用中更适合打击固定发射
的导弹及相关设施。未来，韩军很可
能根据实际作战需要，对“杀伤链”
系统作出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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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举
行盛大典礼，庆祝成立100周年。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独立空
军，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历史上扮演过
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英国皇家空军起源于 1911 年成立
的英国皇家工兵航空营，一战前分为陆
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由于一战期
间空中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英国于
1918 年将这两支航空队合并为英国皇
家空军。

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经历了战
火的洗礼，也迎来发展的辉煌时期。云
端之上频繁的激烈厮杀，帮助其造就了
一批王牌飞行员。如敦刻尔克空战中的
约翰尼·艾伦、罗伯特·斯坦福·塔克、艾
伦·迪尔、阿道夫·马伦、詹姆斯·利撒德，
这 5人共击落 25架敌机；还有不列颠空
战中上演“四连击传奇”的格列佛，以及
夜战王牌飞行员约翰·坎宁汉姆。

敦刻尔克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的
作用不容忽视。1940年 5月，大批英军
和盟军被困在法国东北部海港城市敦
刻尔克命悬一线。他们前方是咄咄逼
人的纳粹德军，背后是英吉利海峡。为
营救这些部队，英国三军紧急动员，展
开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行动。与此
同时，希特勒对德军装甲部队下达“停
止前进”的命令，将消灭被围英军和盟
军的任务交给德国空军完成。这为深
陷绝境的英军和盟军争取到一线生机，
同时也意味着天空中的较量将直接决
定撤离行动的成败。

在敦刻尔克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
付出了巨大代价，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但其功绩不容忽视。在英国皇家空军

配合下，30余万军人成功撤回英国，帮
助盟军保留了抗击纳粹的实力。

如果说敦刻尔克空战使英国皇家
空军积累了经验，那不列颠空战则使其
成就辉煌。不列颠空战是二战期间纳
粹德国对英国发动的大规模空战。德
军占领法国后，希特勒便着手对付英
国，并拟定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
夺取制空权，消灭英国空军力量，是德
军计划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在海峡
的另一边，英国皇家空军加紧准备，以
应对德军的入侵。

不列颠空战于 1940年打响，持续约

一年时间。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空军拥
有很大优势，但英国皇家空军顽强抵
抗，最终获得了胜利。不列颠空战不仅
打碎了德国入侵英国本土的计划，也成
就了世界空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对英国皇家空军，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
曾称赞说：“在人类战争领域里，从未有
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这么
大的贡献。”

二战后，英国皇家空军受军费开
支所限开始走下坡路。但近年来，英
国皇家空军紧跟美国的步伐，加快武
器装备更新换代，继装备“台风”多用

途战斗机后，又引进了美国的 F-35 隐
身战斗机。

目前，英国皇家空军仍是一支强大
的地区性空中力量，拥有一定规模的预
警机、加油机、运输机、轰炸机、电子侦
察机等主战装备，整体实力不容小觑。
未来，英国皇家空军也将继续在北约中
扮演重要角色。

下图：7月10日，英国皇家空军“红

箭”特技飞行表演队在伦敦上空飞过。

当天，英国皇家空军在伦敦举行成立

100周年纪念庆典。 新华社发

走过百年的英国皇家空军
■张文文 王天林

8月 22日至 23日，韩美两国在

首尔就防卫费分担问题举行新一轮

谈判。不过，在驻军费金额以及新增

支出款项等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一

致。这一结果意味着美韩还将继续

就驻军费用进行漫长谈判，也折射出

韩国启动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后

美韩军事同盟发生的微妙变化。

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

问首尔时,美韩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未

来走向是韩国方面最关心的议题之

一。可以说，在任期内解决战时作战

指挥权移交问题，已成为文在寅政府

的重中之重。而美国能否将战时作

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主要取决于韩

国自身的军力建设能否有效应对周

边安全局势。

早在竞选韩国总统阶段，文在

寅就表示希望在任期内从驻韩美军

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甫一上

任便为韩国军队的现代化和转型设

定了新的发展方向。今年5月，由文

在寅提名的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首

次公开表示，如果能在2023年完成

新一轮国防改革，韩国将从美国手

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由此可

见，“国防改革 2.0”计划的成败，与

文在寅政府能否如愿收回战时作战

指挥权息息相关。

韩国国防部这次发布的“国防改

革2.0”计划，是本世纪韩国政府出台

的第5份国防改革计划。2006年，卢

武铉政府推出了《国防改革基本计划

（2006-2020）》。此后，韩国的国防

改革计划多是在这一版本基础上进

行修订完善。

比如，2009年李明博政府发布

的《国 防 改 革 基 本 计 划（2009-

2020）》，增加了侦察监视、精确打击、

拦截防御力量建设等内容；2012年

李明博政府发布的《国防改革基本计

划（2012-2030）》，增加了应对局部

冲突和非对称威胁等内容；2014年

朴槿惠政府发布的《国防改革基本计

划（2014-2030）》，增加了调整军队

结构、组建海军航空团、完善动员体

系等内容。

从近年来韩国公布的国防改革

计划和国防白皮书来看，其改革的核

心思想从未改变，即希望通过转变战

略思想、理顺指挥关系、优化军队结

构、提高国防运营效率等步骤，使韩

军从兵力密集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

成为适应未来战争需求的精锐部队，

最终帮助韩国实现“自主国防”的战

略目标。

尽管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有

所缓和，可韩国的安全环境并未发生

根本改观。因此，文在寅政府启动

“国防改革2.0”计划也有应对现实挑

战的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韩国总统的任期

为5年且不能连任。因此，文在寅政

府的“国防改革2.0”计划最终将何去

何从仍有待观察。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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