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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考虑恢复师、军级实编建制作
战单位，空军计划扩编作战中队，海军
大幅扩充造舰计划，海军陆战队意图构
建更加灵活的近海作战力量……自
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发布以来，美
军战略指向和能力目标再次全面瞄准所
谓“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军各军
种纷纷进行新一轮兵力结构评估，以明
确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作战部队的基本
框架、规模样式和建设重心，更好维护美
全球霸权。

动作—

调整方案纷纷出台

未来目标各不相同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日前在一场
活动中披露了海军“战力 2045”计划，
提出要建立一支拥有 500 艘战舰的舰
队。此次美国海军的兵力结构评估，注
重顺应军事技术变革潮流，推动无人
化、智能化舰艇平台转化为未来舰队的
新质作战力量。美海军未来有可能大
量列装无人舰艇，使大型水面战斗舰和
小型水面战斗舰的比例由 2016 年《兵
力结构评估》中的 2∶1调整为 1∶2，以在
满足作战需求的同时降低受攻击风险
和损失成本。

陆军方面，负责推进陆军现代化改
革和旅战斗队重组的未来司令部提出，
下一步陆军总员额需要继续维持在 100
万以上，现役部队员额或再次超过 50
万。美陆军还在考虑把师、军重新恢复
为实编建制作战单位，以实施旅级规模
以上的大规模多域作战。

空军方面，时任空军部长威尔逊
2018年 9月提出，在 2030年前后将现有
312个作战中队扩编至386个，需要新增
兵力数万人。2019年，美国国会授权战
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论证未来空军架构
问题，该中心提出的报告建议，将战斗
机中队从 55个增加到 65个，轰炸机中
队从 9个增加到 24个，无人机中队从 25
个增加到 43个，加油机中队从 40个增
加到58个。

海军陆战队方面，根据 2020年 3月
发布的《兵力设计 2030》报告，陆战队计
划将兵力规模缩减 7%；现役和预备役
步兵营数量分别减至 21个和 6个，裁撤
全部坦克连，增加轻型装甲侦察连等。
未来，美海军陆战队意图依托小型步兵
营、轻型两栖舰艇和中远程压制火力，

构建灵活机动、杀伤力和生存力大幅提
升的近海作战力量。

太空军方面，2020 年 7 月调整了
“联队—大队—中队”这一部队编制结
构，取消联队层级。负责态势感知、电
磁网络作战、太空轨道作战等任务的作
战大队改称三角洲部队，可直接向太空
作战司令部、太空系统司令部、太空训
练和战备司令部汇报。之前的保障部
队则改称卫戍部队，负责为三角洲部队
提供支援保障。目前，太空军已成立 8
支三角洲部队和2支卫戍部队。

动因—

着眼应对“大国竞争”

谋求提升联合优势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
防战略》报告聚焦应对大国之间的战略竞
争。与此相适应，各军种战略也进行了相
应调整。

比如，美海军战略指导思想开始从
“由海向陆”式的前沿力量投送，转向“重
心后置”型的分布式制海作战。此轮美海
军兵力结构评估，意图依托舰艇平台打造
灵活编配、机动组网和协同杀伤的作战体
系。美国空军建设则将着眼应对大国竞
争，致力于打造一支能够打赢高端战争的
空中部队，以实现其“全球警戒、全球到达
和全球力量”的目标。

近年来，美国军界、学术界先后提出
一系列创新性战略和作战概念，如“海上

分布式作战”“灰色地带行动”“多域战”
“敏捷作战”等等。这些概念既有联合的
也有军兵种的，既有战略层面也有战术
技术层面的。各军种提出的兵力结构评
估，与上述作战概念和行动样式所蕴含
的分散组网、一体协同、跨域聚能、集中
毁伤等本质要义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在
未来作战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兵力设计。

因此，各军种的兵力结构调整，也
体现出加强军种间一体化联合程度的
意图。新一轮海上兵力结构评估的对
象，除海军外还明确包含海军陆战队，
提出要打造随时机动待命的“舰队陆战
队部队”。美空军提出增加轰炸机、战
斗机、加油机、无人机、侦察和指挥控制
飞机数量，并通过敏捷作战概念与其他
作战平台耦合成一体化杀伤链。

前景—

军费人员装备吃紧

后续发展缺乏支撑

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虽然美军各军种都在筹划自身的未来力
量结构，但这种调整面临着诸多挑战。

军费开支吃紧。国会预算办公室对
美海军 2020财年《30年造舰计划》的审
查报告显示，仅按照 355艘舰艇的建造
目标核算，美海军每年在新造舰艇上的
资金需求就至少要比其申报的预算多三
分之一。各军种兵力结构普遍谋求调整
扩充，经济可承受性问题势必凸显。

兵员数质量问题严重。近年来，美
军募兵不足和人员流失情况加剧，持续
出现“用兵荒”现象。美国陆军计划在
2020 财年将现役常备兵力增至 49.2 万
人，但由于无法补充足够兵员，不得已
降为 48万人。此外，兵员素质和训管水
平下滑，导致美军近年撞船、坠机、起
火、爆炸等事故多发，不利于兵力结构
调整的平稳落地。

装备完好率不佳。根据媒体2019年
的报道，美海军陆战队MV-22倾转旋翼
机中，近 4成不具备执行任务能力；空军
61架 B-1B战略轰炸机只有 6架可正常
执行任务，完好率不足10%；F-22战斗机
服役以来，平均战备率仅有50%左右。装
备完好率已成为影响美国各军种兵力结
构调整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

工业支撑乏力。美国政府问责局
调查美海军新建和返厂维修舰艇情况
后称，工期拖后和延迟交付已成为“标
准现象”。美本土造船企业的订单消化
能力、码头容纳能力、工人技术能力严
重不足，海外前沿基地的保障能力同样
堪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数
百家零部件生产商停工或破产，更加剧
了货品供应链的困难程度。未来，美国
军工部门的短板或将影响美军兵力结
构调整的推进落实。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

院）

上图：“罗斯福”号航母资料图片。

在美国未来的造舰计划中，航母等大型

水面舰艇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

新华社发

为适应所谓“大国竞争”需要，各军种纷纷进行兵力结构评估——

美军新一轮兵力结构调整折射霸权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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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聚焦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澳

大利亚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东京

举行会谈，双方就空中加油试验、无人

机联合研发、航天和网络领域合作、军

事人员交流等方面达成一致，并在日

本自卫队向澳军方提供“武器等防护”

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

2016年，日本政府通过“武器等

防护”运用指针，允许日本自卫队在

“未及武力攻击”的“灰色区域事态”

下，使用武器对美军等“有助于日本

防 卫 活 动 ”的 他 国 军 队 进 行“ 护

卫”。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日本自卫

官“在根据事态合理判断有必要的

限度内”可以使用武器。

由于设想中主要以美军舰船为保

护对象，因此“武器等防护”也被称为

“美舰防护”。日本媒体报道称，2017

年至2019年间，日本自卫队共为美军

提供32次“武器等防护”。未来，如果

日澳双方就“武器等防护”达成一致，

澳大利亚将成为继美国之后，日本自

卫队提供“武器等防护”的又一对象

国。

二战时期，日本与澳大利亚曾为

敌对国，但战后两国逐渐走向和平共

处。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澳两国关系

进一步升温，提升至全面的战略安全

和经济伙伴关系。双方防务与安全合

作也不断提速。目前，日本是澳大利

亚最主要的军事合作伙伴之一，澳大

利亚也是日本提升地区安全影响力的

重要目标国。

日澳之所以在安全领域急速靠

拢，有着多重的原因。

一方面，双方在战略上各有所

需。对于日本而言，澳大利亚国力不

弱，地处重要战略位置，又同为美国盟

国，并与自身保持着密切的经济与政

治关系，获得澳方的支持有助于日本

实现政治正常化和军事扩张的目标。

而从澳大利亚角度来看，加强同

日本的合作有利于其扩大在西太平洋

尤其是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其在

地区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实现自身

“中等强国”的目标，同时平衡中国快

速增强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日本和澳大利亚对

于地区安全秩序构想也有不少相

似的地方。两国都有突破联盟体

系、构建更为多元的地区安全秩序

的倾向，也都将对方视为构建地区

安全秩序的重要合作对象。2007

年 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到访

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

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战

后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的首个

防务合作文件。双方还确立了两

国外长和防长“2+2”定期会晤机

制。

当然，日澳两国的走近离不开美

国的因素。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

西太平洋地区同盟体系的北南“双

锚”，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可以更好地

支援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落实

美国的“印太战略”。因此，美国不仅

鼓励日澳加强双边安全合作，还有意

搭建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推进美日

印澳四方会谈，为日澳加强防务合作

提供渠道。

不过，近年来美国对外战略出现

收缩趋势。其不断要求盟友提高防

务费用、承担更多责任，而自身对盟

友的安全承诺与资源投入力度则在

下降。因此，日澳两国加强双边防

务安全合作，也有未雨绸缪应对美

国主导权衰弱的意味。

日澳安全合作的增强不仅关乎双

边关系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会对亚太

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合作产生冲击。

日方扩大“武器等防护”对象国，会增

加日本卷入武装冲突风险，对地区和

平稳定造成威胁。对此，相关各方应

予以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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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位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湾西部科罗纳多半
岛的北端，与附近的科罗纳多海军两
栖基地、波因特洛马海军基地、圣迭戈
海军基地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基
地群。

1917 年 9月，美国海军正式进驻
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当年 11月，该
基地宣布服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座海军航空兵基地。作为美国海军航

空兵的诞生地，这里拥有美国海军现
役最大的航空工业基础设施群，主要
负责美海军航空技师和飞行员的训
练，并为美军太平洋舰队的航母提供
人员训练和全方位后勤保障与支援服
务。目前，基地占地总面积约 5800英
亩，驻扎着 23个飞行中队和 75个暂驻
部队司令部。

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三面环海，
一面与大陆相连，这也是其成为美国
海军航空兵基地的一个关键因素。尤
其是阿拉梅达海军航空兵基地关闭
后，这里便成为美国海军在西海岸唯
一一处可与核动力航母展开岸舰协同

训练的海军航空兵基地。这里最多可
部署 4艘尼米兹级和福特级核动力航
母以及相应的 4个航母攻击大队，容
纳能力仅次于位于美国东海岸弗吉尼
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目前，这里
是 3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卡尔·文
森”号、“罗斯福”号、“林肯”号航母的
母港。

虽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显赫、设
施完备，但该基地也面临着不小的压
力。基地北部 3海里就是圣迭戈市的
林德伯格国际机场，那里每年有近
600万人次的旅客流量。这也意味着
北岛机场的很多航空操作业务将受到
林德伯格机场的影响。当一个机场在
使用航空基础设施时，另一个机场就
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航空操作。

在这种情况下，北岛海军航空兵基
地不得不将大多数飞行操作安排到机
场的南部区域。然而，紧挨着基地南部
航空机场的，是美国国内最昂贵奢华的
高级住宅区之一和娱乐休闲胜地。频
繁的飞行加重了当地社区的噪声污染，
遭到强烈的反对。迫不得已之下，美国
海军航空兵只好另寻出路，将相关兵力
分散到其他受限制比较少的基地。比
如E-2预警机，就重新部署到了位于圣
迭戈北部文图拉县的波因特穆古海军
航空兵基地。目前北岛基地只部署有
S-3反潜机和H-46、H-60直升机等少
数几种机型。

左图：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全景卫

星照片。 资料图片

北岛海军航空兵基地——

美海军航空兵诞生地处境尴尬
■庄小好 寻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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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眼观察

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未

来25年，美国海军将把军舰增加到500

艘。这一计划较原来的“355造舰计划”

又有了大幅增长，如果获得通过，将成为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规模最大的扩军

计划。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海上力量一直

维持着庞大的舰队规模和强大的作战

能力，影响和控制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

海峡水道和濒海战略要地，海洋霸权成

为支撑起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支柱之

一。截至 2019年底，美国海上力量总

计40多万员额，拥有11个大型航母编

队、10个大型两栖编队、290多艘大型

作战舰艇，总吨位达到350万吨。如此

庞然“巨兽”，还能被谁威胁得了？显

然，持续扩大海军规模是美国抱守冷战

思维、妄图进一步攫取把持全球海洋霸

权的又一例证。

近年来，美国对国际形势快速变化

的认知越来越负面。其在近年的《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中，先后把中俄定

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于2018年《国防

战略报告》中正式将中俄作为主要“威

胁”，体现出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美国

传统基金会等智库也通过发布报告等形

式“唱衰”美军，为特朗普政府增加军费

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框架，为增加国防

预算提供依据。

与此相适应，美国海军在继承“空海

一体战”“网络中心战”等作战概念的基

础上，提出“重回制海”战略，主要措施包

括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扩大舰队规模至

355艘等。

与此同时，在“分布式杀伤”“决策中

心战”“马赛克战”等作战概念牵引下，美

海上部队将由传统的“以兵力集中实现

火力集中”向“兵力分散火力仍集中”转

变。这是为适应信息化高度发展、智能

化战争初露端倪的新战争形态变化而进

行的主动自我调整，妄图抢占未来海战

的制胜先机。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未来美国海军小

型化、无人化、智能化武器装备体系的占

比将大幅增加，大型舰艇的数量将被进一

步缩减。已披露的一份具体方案，将目前

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削减到9艘，还削

减了25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而长期没有

在美军中出现的轻型护卫舰，未来将可能

成为数量最为庞大的骨干力量。

尽管如此，500艘舰艇的目标实现

起来也并非易事。美军提出“355舰队”

计划4年来，仅将主战舰艇由2016年的

280艘提高到了296艘，而原计划是2020

年应达到308艘。要实现“500舰队”的

目标，美海军需要在未来25年内再增加

200艘舰艇，且不说舰船工业能力能否

支撑，以及如何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舰

队等问题，光是造舰费用就已经是相当

可观了。

总体来看，美国海军“500艘造舰计

划”能否如期实现还存在诸多未知。不

过可以确定的是，在世界格局多极化深

入发展的今天，冷战思维与霸权主义和

时代格格不入，美国痴迷于穷兵黩武，只

会劳民伤财，给全球安全带来更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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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5年，美国计划将海军舰艇增加到500艘，

企图以此维系其全球海洋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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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社会进
步的加速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军事
变革的新杠杆，在机器学习、神经网
络、大数据、资本市场等多重因素的激
发下，人工智能目前呈现出跨界融合、
人机协同、全维渗透的新态势。

本书以此为现实背景，阐述了人
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影响。在
作者看来，人工智能以其独有的变革
动因与时尚新标签进入决策视野，将
极大程度影响未来战争的走向。

该书以此为基础提炼出了未来战
争技术与趋势的众多观点，对读者感
悟从传统战争到智能战争的变革之道
提供了科学参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及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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