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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防部 3月 22日发布呈递议会
的报告《竞争时代的国防》。报告阐明了
脱欧后英国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重新设定英国军事优先事项，列出英国
武装部队现代化的路线和计划。这份报
告明确英军将为塑造“全球英国”的国家
形象提供必要支撑，为国家安全保驾护
航，也因此被认为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
国防部对本国军事定位最彻底的一次重
新评估。

增加投入，终结“削

减国防开支时代”

冷战结束后，随着安全压力的减
轻，英军的数次军事改革都对部队规模
进行了精减压缩。仅 2010 年至 2020
年，英国武装部队规模就缩减了 1/4。
脱欧之后，英国于去年 11月宣布了自冷
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的国防投资计划，
国防部将在未来 4年内额外获得 241亿
英镑资金，宣告“削减国防开支时代”的
终结。

从报告发布时间上看，英国防部
此举是对 3月 16 日英国政府发布的综
合评估报告《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
的回应与延续。两份报告指向一个
共识——英国脱欧过渡期已经结束，
此后将以国家而非成员国的身份与欧
盟平等对话，英国从此进入新的时
代。这份报告称，《竞争时代的国防》
重新评估了英国与欧盟“分道扬镳”
之后需要面对的地缘形势变化、快速
的技术变革、跨国挑战等多元风险，并
在前瞻未来战争形态的基础上对相关
领域进行了细致规划，堪称一次“推动
从大规模动员向信息时代速度、战备
和相关性转变”的改革。

报告提出修正后的 9 项国防战略
方针，将“加强军事实力建设、实现全
球军事存在”作为总体战略支柱，主张
转变以往战略收缩和防御策略，积极
参与海外军事合作与竞争，提升英国
在国际上的军事影响力，提升在海外
定期部署军队的频率，进一步加强侦
测、威慑和应对国家威胁的能力。为
此，报告确立了布局长远、目标明确、
规划精细的改革任务，内容覆盖各个
军种各个领域。

为确保改革转型顺利推进，报告提
出要大幅增加国防投入。2019-2020财
年英国防务支出为 376亿英镑，占 GDP
的 2.1%。 2020- 2021 财年大幅提高到
413 亿英镑。在此基础上，报告再次确
认在未来 4年内增加 14%的国防投资至
1880 亿英镑。这将确保英国维持欧洲
最大国防支出国地位。

体系设计，强力推动

军备升级

防务策略和军事计划的调整，牵动
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报告称，要大力
推进英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帮助
军队利用先进技术，应对未来战争的挑
战，增强面向未来的综合作战能力。

首先，综合衡量军种优先事项。陆军
方面，未来发展将以新的“地面作战概念”
为指导，重点关注“21世纪步兵系统”、步兵
排机器人车辆、无人战车、数字化技术和网
络增强、后勤保障系统、遥控作战武器系统
和信息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混合动力等新技
术领域。地面作战装备中1/3的“挑战者-
2”主战坦克将报废，其余拟投入13亿英镑
升级到“挑战者-3”标准。海军方面，淘汰
老旧护卫舰和驱逐舰，另建造新型26型、
31型护卫舰，计划将从2021年开始在印太
地区部署若干小型巡逻艇，从2023年开始
在该地区部署一支皇家海军陆战队和潜艇
部队。空军方面，24架第一代“台风”战斗
机、9架“支努干”运输直升机、14架“大力
神”运输机和20架“美洲豹”支援直升机将
逐步退役，拨款20亿英镑用于研发“风暴”
六代机，还将发展无人机、“忠诚僚机”项
目、高能激光武器等，以增强空中优势。

其次，突出核武库更新和新质作战
力量建设。国防部计划集中投资来更换
“三叉戟”－2潜射弹道导弹的分导式核
弹头，并进行其他改进，计划耗资 100亿
英镑将核弹头数量上限从 180枚提高至
260枚，上调幅度超过 40%，以使英军“更
有用、更有杀伤力、更有效”。着眼使英
国成为“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全球领导
者”的目标，报告还强调，政府计划投资
50 亿英镑用于新一代军事卫星研发以
增强太空能力。数字化建设与人工智能
等方面也成为未来关注的重点，将发展
网络作战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的能力。

再次，注重开发无人作战装备。为
了应对并打赢未来的智能化、无人化战
争，英国国防部将把重点放在无人武器
装备的开发和研制上，包括无人侦察机、
无人驾驶坦克、无人潜艇以及无人驾驶
的全地形车等。英军坚信，这些装备在
未来战场上能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助力。

不确定性大，诸多矛

盾有待化解

虽然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表示，
这次改革举措将把“空心化”的军队转变
为可靠的军队，但相关计划的落实仍存
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内容可能遭

到英国国内外的反对。
未来与现实难以平衡。对于英军此

次“全方位”改革，外界普遍认为，在其转
向大国竞争的战略背景下，这一调整目
标显得太过宏大。一方面，英军要持续
保持和升级战斗力，以应对当下愈发激
烈而又复杂的多元威胁与挑战；另一方
面，如此大的调整又必然会打破原有军
队架构和作战模式，导致战斗力在“调整
期”出现大幅下滑。如何平衡当前与未
来，实现改革的平稳过渡，对英军将是一
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激进方案不受欢迎。这份方案试图
以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为由上调军备
预算，提高核弹头数量上限，甚至提出力
量部署“向印太地区倾斜”。然而，这一
英国首相约翰逊眼中 20年来最雄心勃
勃的军事部署计划，在外界看来不免带
有冷战思维，可能会加剧相关领域军事
竞争，破坏有关地区和平稳定，不仅影响
英国自身国际形象，甚至可能遭到相关
国家的强硬回击。

资源不足束缚手脚。保持“全方位”
军事能力的理想十分丰满，但资源薄弱
与过度消耗的现实也异常骨感。脱欧造
成英国人才大量流失，疫情又使英国经
济受到严重冲击，复苏乏力。国防工业
乏善可陈、难以弥补的国防预算赤字，都
将严重影响和制约英军的改革。如何在
既定目标与可用资源之间权衡，避免用
力过猛和不切实际，无疑是一份考验。

上图：英国陆军“挑战者-2”主战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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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脱欧之后重新定位，意欲支撑“全球英国”形象——

英军“全方位”改革势头激进
■王凤春 姚小锴

3月22日，英国发布报告《竞争时

代的国防》，称英陆海空三军将进行裁

员，并投入重金发展英国“三叉戟”潜射

弹道导弹配备的核弹头。此前，英国还

发布了一份涉及安全、国防、外交和发

展政策的综合评估报告《竞争时代的全

球英国》，明确将英国“三叉戟”潜射弹

道导弹的可用弹头数量，从现存的180

枚增至260枚，增幅超过40%。英国先

后发布的两份报告，迅猛扩充核武库之

意凸显，公然挑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英国一反其作为中等核强国以“核

模糊”达成威慑的惯常做法，“出炉”如

此报告，凸显了其复杂的心态。

危机感空前强烈。“脱欧”令英国战略

回旋空间缩小，面临的安全环境变数骤

增。《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提出，“出于应

对全球安全威胁的考虑，英国有必要保证

核威慑能力”。《竞争时代的国防》则提出

通过裁军来发展英国“三叉戟”潜射弹道

导弹配备的核弹头，并对其他高科技装备

进行改进。约翰逊政府表示，这将使英军

“更有用、更有杀伤力、更有效”。

“重塑辉煌”心态很急迫。去年底完

成“脱欧”后，约翰逊政府一再声称英国

“要在全球舞台上重塑辉煌”。为了让

“全球英国”落地、大国形象“升空”，《竞

争时代的全球英国》抛出英国版“两洋战

略”，即“依靠跨大西洋关系”并“向印太

地区倾斜”，除重弹“重振英美特殊关系、

在北约中发挥作用”的老调外，更提出了

英国版“印太战略”。约翰逊政府认为，

要在拥核国家最为密集的印太地区争夺

话语权，不仅要靠航母编队巡航，作为大

国重器的核弹头更是必不可少的筹码。

然而，这两份报告更难以掩饰的是

英国政府不敢也不愿明言之“虚”：

力不从心、勉力支撑的“虚弱”。约

翰逊政府去年底虽为未来4年增加了

241亿英镑军费预算，但英军当前装备

预算存在较大缺口，加之宏观经济形势

欠佳，耗资巨大的核武库已是英国“难

以承受之重”。为咬牙确保核武库所需

巨款，捉襟见肘的英军“拆了东墙补西

墙”，不得不继续大幅裁撤现役常规作

战力量，在太空、网络及人工智能等新

兴领域的“跟跑”也将深受掣肘。更何

况，携带核弹头的常规弹道导弹，在如

今的反导系统面前突防能力已大打折

扣。比起竞相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各

军事强国，英国已是“落伍者”。

倚美自重、趁乱取利的“虚伪”。从运

载工具到核弹头，英国核力量建设都需要

仰美国之鼻息。英国扩充核武库，不仅会

加深英国对美国的依赖，让美国借机赚取

大量钞票，更能在战略上讨美国欢心。一

方面，遏制俄罗斯。美国刚与俄罗斯将旨

在保持双边核力量平衡的《新削减战略武

器条约》延期至2026年，英国就扩充核力

量，这让美国喜获一支保持对俄核优势的

“偏师”，英国则坐实了美国“最可靠盟友”

的地位。另一方面，“绑架”欧盟。英国增

强核实力已引发俄罗斯强硬回应。英美

可通过渲染俄罗斯“威胁”，恐吓与俄地缘

邻近的欧盟各国，使其迫于安全考虑、“站

队”到英美一边，从而打压欧盟谋求“战略

自主”的势头。

约翰逊政府扩大核武库的举动，实

为逆全球和平而行、反时代潮流而动。

有评论可谓一针见血：“这是一种危险

的帝国幻象！”

英国扩充核武库的“实”与“虚”
■倪海宁

军眼观察

大火遮天蔽日，狮子、大象、犀牛、
斑马、猎豹等野生动物奔散逃生，当地
居民被迫逃离家园。直升机从空中喷
洒的水雾，在升腾起的大火面前犹如杯
水车薪。不到两天时间，大火席卷了洛
尔加达山附近 30 多平方千米的土地，
所及之处尽为焦土，满目疮痍。这是位
于肯尼亚莱基皮亚高原的野生动物保
护区近日出现的一幕。

引发这一惨状的，是驻扎在肯尼亚
的英军部队。3月 25日，英军在此举行
演习时引发了大火，造成 5头非洲象死
亡。着火原因据称是士兵烹饪使用的
固体燃料点燃了附近的树木，消防不及
时导致山火蔓延。这是该部队 3周内

第 2次引发山火，虽然英军没有人员伤
亡，并取消军演参与救火，但巨大的损
失已经无法挽回。

肯尼亚原为英国殖民地，在许多领
域对英国颇为倚赖。出于让士兵接受
非洲炎热条件下的训练以及应对“索马
里青年党”的需要，英国与肯尼亚签署
了一项为期 40 年的协定，允许英军每
年派遣最多 6个步兵营前往肯尼亚轮
训。英国为此在肯尼亚常设了一个训
练支持机构——巴图克，司令部和训练
基地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北部纳纽
基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那里也是英国
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然而，来到这里的英军接二连三惹

祸，甚至参与暴力犯罪和盗窃，令当地
居民和肯尼亚政府颇感头疼。更有甚
者，在此接受训练的英军士兵曾开枪打
死一名“据称携带武器”的当地男子，引
发两国外交争端。

让不少肯尼亚人记忆犹新的是，英
军有一次在进行演习时，还曾打死了一
头非洲珍稀白犀牛。白犀牛属于濒危物
种，肯尼亚境内仅有 170头左右。肯尼
亚野生生物保护局发言人曾就此发表声
明表示谴责，但英军对此漠然置之。

英国《每日邮报》则披露了英军的
另外一则丑闻。2020年 3月，该基地紧
急关闭并禁止人员外出。原因是，不少
在此参加模拟海外危机救援行动的英
军光顾了镇上的娱乐场所，至少 30 名
军人向基地医疗中心报告担心自己感
染艾滋病毒。此事一度成为笑柄，令英
军大失颜面。

2021年 2月 8日，英国卫生部证实，
从英国本土携带变异新冠病毒的军人
感染了驻肯尼亚军事基地的工作人员
和当地居民，引发疫情在当地大规模蔓
延，基地被迫关闭。然而，就在几天前，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专程访问肯尼
亚，试图让当地官员对英军开展训练放
行。结果，训练展开后，又因 4名士兵
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被紧急叫
停。基地指挥官下达“加强隔离令”，并
没收了士兵们的手机试图掩盖疫情的
规模，但这一做法留下的隐患恐怕短时
间内很难消除。

左图：英军在肯尼亚举行演习时引

发大火。 资料图片

军事演习引发保护区大火，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加剧担忧——

英国驻肯尼亚军事基地屡屡惹祸
■赵梦姗 王 乐

3月18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于九

州中部的熊本市宣布成立专门遂行电

子战任务的“第 301电子战连”。年

内，其还将继续在留萌、朝霞、相浦、奄

美、那霸等驻地部署电子战部队，位于

东京都的朝霞驻地将成为陆上自卫队

电子战部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早期设

立的“第1电子队”今后也将同新的电

子战部队一起遂行相关作战任务。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提交的预算

中，用于电子战相关武器装备的费用

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势头。在其发布

的《研究开发展望》中，列出了2019年

到2038年电子战能力发展的长期计

划，其加快新装备研发、提升电子战能

力的意图清晰可见。

而从具体举措来看，日本也颇花

了一番心思。

装备建设上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

合。日本为航空自卫队购买的美军

F-15战斗机上加装了电子战模块，而

把民用客机和航空自卫队原有的C-2

运输机改造成可从敌方导弹射程外发

动电磁干扰的“防区外干扰机”。日本

自行研制的 J/ALQ系列自卫电子战

系统电磁干扰频率区间较大、覆盖范

围较广。

力量运用上注重与网络空间相结

合，突出网电一体。陆上自卫队为电子

战连配备了最新式车载网络电子战系

统，与旧式的电子战系统相比更加集成

和灵活。

人员配备上注重战训一致，先训后

用。在设立新的电子战专门部队之前，

位于神奈川县的陆上自卫队通信学校

已经开始进行电子战专业教育，以期相

关自卫队员能够迅速胜任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以加强日美

军事同盟、应对“周边安全威胁”为借

口发展电子战力量，有“明修栈道、暗

度陈仓”之意，希望借机突破和平宪法

的束缚。

美国陆军 2016年提出“多域战”

概念，突出军种联合和跨域协同，强调

多个作战域的相互融合。日本作为美

国盟国，也在2018年12月出台的《防

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发展“多域联合

防卫力量”，以提升自身能力，跟上美

军的步伐。此后，日本不断加大新型

领域作战力量的建设力度，包括加强

网络空间作战队、成立太空作战队等。

应对“周边安全威胁”是日本一直

以来用以发展防卫力量的借口。在冷

战期间，日本以应对苏联军事压力为

由，在北海道东千岁驻地首次设立了

“第1电子队”。据日本《产经新闻》报

道，日本自卫队的电子战力量配置将

会呈现出鲜明的地缘特征，具体而言，

就是在2023年前将形成“两条弧线”：

一条是从北海道到熊本市健军驻地的

“列岛弧线”，另外一条则是从对马海

峡到西南诸岛南端的与那国岛形成的

“西南弧线”，计划共部署超过10支电

子战部队。

在电磁领域，“攻”与“防”的界限

本身就比较模糊，作为非传统领域的

“灰色区间事态”的特征也非常明显。

对于试图突破战后防卫体制限制的日

本来说，这一新领域是一个有效的切

入点。从目前态势看，日本加强电子

战等新质作战能力的步伐只会越走越

快。对此，国际社会需要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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